
人寿保险

全面的
终身保障

安盛人寿加倍保障计划
把握一个能让您乘数保障的 
全面终身保险计划。您还能在 
承担各项人生责任之际，拥有 
灵活的保障选项。



随着您责任的加重，您会希望在面临人生
突发事件之际，还能确保您亲人的生活 
不受影响。安盛人寿加倍保障计划为您 
提供附带受保证乘数利益的终身保障， 
让您能安享晚年，而不必为您亲人的 
生活操心。

安盛人寿加倍保障计划是您直至晚年的良伴，给您长期的高额保障

受保证乘数利益1

在身亡、末期疾病和永久及完全伤残之际，给您高达 5倍的 
赔偿，直至您 80 岁为止。
您也可选择倍数制定您的保障至 2.5 或 3.5倍。

在意外身亡2之际，可获高达投保额之10倍的赔偿
若因意外而导致身亡，受保人可获得双倍的赔偿金。

在伤残之际领取赔偿

无法进行 6 项日常活动3的仅 2 项 

领取您的永久及完全伤残利益之100%

灵活的赔偿选项以迎合您的预算要求

从 15、 20 或 25 年，甚至直至 65 岁的 一 系列保费缴付期中 
选择适合您的保费缴付期。
选择以年度、半年度、季度或月度期限缴付您的保费。

乘数因素 于受保人 70 岁生日最接近的 
保单周年之际或之前

紧接受保人70岁生日最接近 
的保单周年， 直至乘数 

利益到期年龄^

选项 1 5 倍 2.5 倍
选项 2 3.5 倍 1.75 倍
选项 3 2.5 倍 1.25 倍

^ 乘数利益到期年龄为在受保人 80 岁生日最接近的保单周年之际或之前的年龄。

5x
1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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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提升您的保障，您可从各种附加保障中选择满足您需要的选项来定制计划

市场上保障最多医疗症状的保单之一，给您更多专注于治疗和康复的理由。
• 38 种初期、 33 种中期和 40 种末期危重疾病5

• 为 11 种特殊健康状况提供直至 99 岁的额外赔偿6

• 为 18 岁以下的受保人提供 10 种青少年病症的额外赔偿6

给您分配基本投保额7来制定不同危重疾病保障比例的灵活性选项

初期至末期危重疾病4

更多让您高枕无忧的附加保障：

受保证的可保性
选项

与亲人携手共度人生之际，您的责任也随之加重。选择于 
关键里程碑事件8，在无需医疗核保的情况下，以合格的 
计划增加您的保障。

豁免保费的附加
保障

还有其他附加保障选项9供您选择，让您在遭遇不测之际， 
豁免未来保费付款，帮助确保您的保障计划不受任何影响。

共包括

132项
医疗症状

2

案例说明 1：以乘数保障享有必要的人寿保障

档案：
安迪，25 岁，已婚，并无子，购买安盛人寿加倍保障计划，并添加一项
保障 40 种末期危重疾病的危重疾病利益附加保障。

计划详情：
• 基本投保额： S$100,000（以 2.5x 的乘数因素享有高达 S$250,000 的赔偿）
• 危重疾病利益投保额： S$50,000（以 2.5x 的乘数因素享有高达 S$125,000 的赔偿）
• 指定乘数因素： 2.5 倍
• 保费缴付期： 25 年
• 月度保费： S$228.19

保费缴付期： 
25 年

从保单生效至 70 岁
基本计划的 2.5x 保障： S$250,000
危重疾病利益的 2.5x 保障： S$125,000

从 71 至 80 岁
基本计划的 1.25x  
保障： S$125,000
危重疾病利益的 
1.25x 
保障： S$62,500

被确诊罹患 
肾功能衰竭

•  危重疾病利益 
 附加保障赔偿  
 S$125,000，并  
 终止

•  基本计划乘数 
 利益将减至  
 S$125,000

致命车祸意外

•  意外身亡利益 
 赔偿S$250,000

•  保单终止

25 岁

乘数利益 
到期 
80 岁69 岁64 岁

保费缴付期
结束
50 岁

总赔偿 = S$375,000

S$125,000 S$250,000

受保证的乘
数利益1

保单赔偿

事件

保单 
利益

2x 
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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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说明 2： 我们确保您能如意履行责任

档案：
克莱尔，35 岁，已婚育有一新生儿，购买保障 132 种医疗症状的 
安盛人寿加倍保障计划和初期危重疾病利益附加保障。

计划详情：
• 基本投保额： S$200,000（以 3.5x 的乘数因素享有高达 S$700,000 的赔偿）
• 初期危重疾病利益投保额： S$100,000（以 3.5x 的乘数因素享有高达 S$350,000 的赔偿）
• 指定乘数因素： 3.5 倍
• 保费缴付期： 25 年
• 月度保费： S$831.67

从保单生效至 70 岁
基本计划的 3.5x 保障： S$700,000
初期危重疾病利益的 3.5x 保障： S$350,000

从 71 至 80 岁
基本计划的 1.75x  
保障： S$350,000
初期危重疾病 
利益的 1.75x  
保障： S$175,000

35 岁 45 岁 65 岁 68 岁

被确诊罹患 
乳腺原位癌

在乳房再造
术后进行乳
腺重建手术

遭遇中度
烧伤

被确诊罹患
永久及 

完全伤残

引致第 2 度赔偿

保费缴付期：25 年

保费缴付期
结束
60 岁

乘数利益 
到期 
80 岁

受保证 
的乘数 
利益1

事件

接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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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岁 45 岁 65 岁 68 岁

# 每位受保人在一生中每项初期危重疾病的最高索赔限额为 S$250,000， 
而每项中期危重疾病的最高索赔限额则为 S$350,000。

总赔偿 = S$710,000

S$250,000

• 初期危重
疾病利益
附加保障 
赔偿
S$250,000#

• 乘数利益 
附加保障
被减至 
S$100,000

• 基本计划的 
乘数利益 
被减至 
S$450,000

S$10,000

• 特别健康 
状况利益 
赔偿
S$10,0006
的额外 
数额

S$100,000

• 初期危重 
疾病利益 
附加保障 
赔偿 
S$100,000 
后终止

• 基本计划
的乘数利
益被减至 
S$350,000

S$350,000

• 永久及 
完全伤残
利益赔偿
S$350,000

• 保单终止

保费缴付期
结束
60 岁

乘数利益 
到期 
80 岁

保单赔偿

保单 
利益

案例说明 2： 我们确保您能如意履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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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单生效至 70 岁
基本计划的 3.5x 保障： S$700,000
初期危重疾病利益的 3.5x 保障： S$350,000

从 71 至 80 岁
基本计划的 1.75x  
保障： S$350,000
初期危重疾病 
利益的 1.75x  
保障： S$175,000

受保证 
的乘数 
利益1



脚注
1. 乘数利益是我们在受保人身亡，或者被确诊罹患末期疾病或永久及完全伤残之

际所支付的受保证赔偿数额。这项利益也适用于两（2）项附加保障选项 —— 即仅
限初期危重疾病利益和危重疾病利益。乘数利益是以适用利益的投保额乘以指
定的相关乘数因素来计算。

2. 若受保人在他 / 她最接近 80 岁生日的保单周年之际或之前意外身亡，我们将赔
偿相等于现行身亡利益的额外数额给他 / 她。

3. 永久及完全伤残利益的范围包括多重定义。针对这项利益，我们将赔偿高达 S$3 百万
的数额，若其涉及日常活动如任意移动、自行行动、如厕、自行穿戴、洗澡和进食。
请参阅产品简介查阅更多详情。

4. 以初期危重疾病利益和危重疾病利益提出索赔将减少基本保单的投保额。若您
曾以基本保单提出部分索赔，附加保障的投保额将被减少。这项附加保障将在基
本保单的投保额完整支付之际终止。

5. 初期、中期和末期危重疾病保障均有效至 99 岁，除了初期阿兹海默病 / 严重的 
痴呆症的保障仅生效至受保人的 85 岁生日最近的保单周年。

6. 应付的额外数额相等于初期危重疾病利益附加保障的原本投保额之 10%，受限于
每位受保人各项特别健康状况或青少年病症 S$25,000 的顶限。受保医疗症状清单
可从产品简介查阅。 

7. 初期危重疾病利益和危重疾病利益的投保额均不固定。您可决定所要投保的数
额，高达您基本保单的投保额。若您决定添加 2 项附加保障至您的保单，该附加
保障的总投保额必须低于或相等于基本计划的投保额。

8. 请参阅我们网站中的 GIO 传单，以查询最新合格计划和关键里程碑事件清单。
9. 豁免保费的附加保障选项包括危重疾病保费豁免利益、Smart Payer PremiumEraser 

和 Smart Payer PremiumEraser Plus。请参阅相关产品简介查询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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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安盛人寿加倍保障计划是项由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所承保的计划。本宣传册只供
参考，不可视为保险合约。保单的详细条款与条件都注明在保单合约中。我们有提供
相关的产品简介，您可向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和保单经销商索取。您应阅读产品
简介，才决定购买保单与否。购买人寿保险是一项长期承诺。提早终止保单需要付出
高代价，而取回的现金价值（若有）或比已缴付的总保费额低。
本宣传册仅为提供一般信息而出版，并不针对任何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各人
需要。在决定购买本产品之前，您应征询合格财务顾问的意见。如果您选择不征询 
财务顾问的意见，请考虑本产品对您是否适合。
这份宣传册中的保单受保于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由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公司 
实施。若您购买此保单，您的保单保障是自动性的，您无需做出进一步的跟进。 
欲知更多有关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的利益类别和保障限额信息，请浏览安盛网站
www.axa.com.sg 或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公司网站 (www.lia.org.sg 或 www.sdic.org.sg)， 
以索取一份有关保单持有人保障（PPF）计划（人寿保险）的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指南手册。
本宣传册是英文版的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 AXA LIFE MULTIPROTECT 宣传册的中文
译本。该中文译本仅供参考，不构成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的任何声明，或您与安盛
保险私人有限公司订立的任何合同的任何部分。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不就该中文
译本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声明或保证。若中文译本与英文本之
间有任何不一致、不明确或歧义，概以英文本为准。 
这份宣传册未经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阅。
本宣传册所述的所有信息截至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为止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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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1800 880 4888 (新加坡) 
65 6880 4888 (国际) 
customer.care@axa.com.sg 
axa.com.sg

点赞我们的脸书页面 
facebook.com/AXASingapore

安盛保险私人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编号199903512M) 
8 Shenton Way #24-01 AXA Tower 
Singapore 068811

或扫描这里下载 MyAX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