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壽保險 — 意外保障
「豐逸行」
GRAND VIP

非一般的保障計劃
切合您的非凡人生

廣泛貼心的保障，特為尊貴的您和摯愛而設。加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即享保費9折及一系列獎賞和優惠，鼓勵您活得更健康。

閱覽電子版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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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遠矚的您，值得擁有
美滿光明的未來
作為您信賴的伙伴，我們
與您一起未雨綢繆，特意
獻上「豐逸行」，為您的
將來做好更萬全的準備。

假如您在劫案中受傷，賠償醫療費用的保額更會
以雙倍計算。如此周全的保障，讓您能夠昂首
闊步，實現您心目中的精彩人生藍圖。

保障一覽
保障組合A
產品性質

保障組合B
意外保障保險計劃

18 – 70歲 (只適用於在職人士)

受保人投保時的年齡
保障年期

至76歲

保單貨幣

美元
年繳／月繳

保費繳付模式

•「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
「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主要保障

• 雙倍利益賠償
• 身故體恤津貼
• 環球緊急支援服務

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雙倍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不適用

須繳付的保費將根據所選的保障及保額而定，本公司保留不時修訂保費
的權利。
欲知更多詳情，請細閱本產品簡介的「豐逸行」保障一覽表。

「AIA」、「本公司」或「我們」是指友邦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意外保障

「豐逸行」

意外死亡及
斷肢賠償
一旦意外發生，各種繁瑣費用、家庭開銷、樓宇按揭等
支出將紛湧而至，令您無法專注康復。如受保人(即保單內
受保障的人士 )不幸遇上意外並於180日內出現「意外死亡
及斷肢賠償保障一覽表」所列之創傷，「豐逸行」都會根據
保障一覽表向您支付一筆過的「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
減輕您與家人的財務負擔。

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如在受保人不幸遇上意外，並於180日內導致永久完全殘廢
連續達6個月，「豐逸行」向您支付「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在困難時刻為您與家人提供適切的財政支援。
當該殘廢自確診後持續6個月，您在第7個月開始將可每月
獲得相當於保額2%的賠償，最長可達50個月。
當我們支付「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後，將不會提供「永久
完全殘廢賠償」，反之亦然。
只要「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及／或「永久完全殘廢賠償」的
賠償總額未達到保額的100%，保單仍然生效。而支付
「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及／或「永久完全殘廢賠償」之後，
現行的保額及保費均會相對地減少。
當已支付的「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及／或「永久完全殘廢
賠償」總額達至保額的100%，保單將被終止。
有關保額和保費的調整，請參考「產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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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倍利益賠償
如受保人在以下情況遇上意外而導致身故、斷肢或永久
完全殘廢，我們將支付雙倍賠償：
• 以乘客身份乘坐付款的海上、陸上及空中的公共交通
工具，例如渡輪、巴士、旅遊巴士、火車／港鐵、的士
或飛機等
• 乘搭載客升降機(礦場及建築地盤之升降機除外)
• 於戲院、公眾大禮堂、酒店、學校或醫院發生火警
• 以行人身分在交通意外中受傷或受機動或動力車輛撞擊
• 於香港或澳門因自然發生的水浸或山泥傾瀉
現行的保額及保費並不會因「雙倍利益賠償」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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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如受保人因意外受傷，我們會向您賠償意外後52個星期內
產生的一系列合理及慣常的醫療費用，包括多項必須的治療
及醫療服務，直至每宗意外的個人賠償額上限為止。一系列
必須的治療及醫療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跌打、針灸、物埋治療
及脊椎治療。

雙倍意外醫療費用
賠償
若受保人不幸遇劫案而導致受傷，「豐逸行」將會提供相等
於雙倍「意外醫療費用賠償」的現行的保額做為「雙倍意外
醫療費用賠償」。

身故體恤津貼
萬一受保人不幸身故，「豐逸行」將向受益人一筆過支付
「身故體恤津貼」。您於本公司持有的所有計劃下，就此
保障的賠償總額累計上限為1,300美元。

環球緊急支援服務
如受保人為香港、澳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永久居民，本計劃
為受保人提供環球緊急支援服務，包括：
• 緊急醫療運送及遺體運返，其個人賠償總額為625,000
美元(包括由我們或友邦保險有限公司為保障同一受保人
而繕發的所有保單)
• 24小時全球電話諮詢服務

不論受傷次數多少，只要「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及／或
「永久完全殘廢賠償」賠償總額未達到保額的100%，此
保單仍然生效。而當支付「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及／或
「永久完全殘廢賠償」(如適用)之後，有關保額和保費(包括
「意外醫療費用賠償」)均會相對地減少。

加入
即享保費9折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是一項反傳統保險概念的
健康計劃，以獎賞鼓勵客戶投入健康生活。您加入
成為會員，便可即時享有「豐逸行」首年保費9折 2。
只要堅持健康生活，更可享每年保費最少9折 3 ，及
累積「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憑積分換取更多
折扣及豐富獎賞，鼓勵您活得更健康。
詳情請參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備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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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以下個案乃假設並只作舉例說明之用。)

個案：精明「財」俊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 Eric Lee (40歲)
職業：
市場推廣經理
家庭狀況：
已婚
Eric任職於大型企業深圳分公司，需要經常到各地公幹。
他深明不論何時何地，意外都有可能驟然而至，所以決定
投保「豐逸行」，讓自己及家人獲得全面的保障，安然應付
意外所帶來的經濟負擔。

Eric可以持續享有保障，
直至所獲賠償達到保額的100%為止*。

受保人年齡
40歲

Eric投保「豐逸行」(保障組合A —
計劃2)，每年保費為1,860美元。
保障組合A — 計劃2
•「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
(保額：1,000,000美元)
•「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保額：30,000美元，以每宗
意外計)

42歲

Eric夜歸時不幸遇劫而導致受傷。
「 豐 逸 行 」會 提 供 雙 倍 保 額 的「 意 外
醫 療 費 用 賠 償 」( 亦 即 3 0 , 0 0 0 美 元 的
兩倍 ) 。此宗意外，Eric可索賠的醫療
費用賠償上限為60,000美元。

50歲

Eric乘搭的士時遇上交通意外，嚴重
受傷，並導致永久完全殘廢#。
他可索賠的項目包括：
•「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雙倍利益賠償)^：每月40,000美元
(最多50個月)
• 相關醫療開支的賠償+

如在受保人18歲或以上時不幸遇上意外，並於180日內導致永久完全殘廢連續達6個月後，受保人仍然完全、持續及永久殘廢。「豐逸行」向受保人
支付「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
若受保人在以下情況遇上意外而導致身故、斷肢或永久完全殘廢，計劃的「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
「永久完全殘廢賠償」的保額將會雙倍計算：a. 以乘客
身份乘坐付款的海上、陸上及空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例如渡輪、巴士、旅遊巴士、火車／港鐵、的士或飛機等；b. 乘搭載客升降機(礦場及建築地盤之
升降機除外)；c. 於戲院、公眾大禮堂、酒店、學校或醫院發生火警；d. 以行人身分在交通意外中受傷或受機動或動力車輛撞擊；e. 於香港或澳門因自然
發生的水浸或山泥傾瀉。
+
醫療開支賠償上限為30,000美元(每宗意外計)。
* 只要「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及／或「永久完全殘廢賠償」的賠償總額未達到保額的100%，保單仍然生效。「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
「永久完全殘廢
賠償」及「意外醫療費用賠償」的保額及保費均會在支付賠償後隨之減少。
#

5

意外保障

「豐逸行」

意外保障

「豐逸行」

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保障一覽表
創傷

保額之百分比

1. 喪失生命

100%

2. 永久完全喪失雙眼視力

100%

3. 永久完全喪失一眼視力

100%

4. 喪失兩肢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100%

5. 喪失一肢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100%

6. 喪失說話能力及失聰

100%

7. 永久及不能痊癒的精神失常

100%

8. 永久完全失聰
a. 雙耳
b. 一耳

75%
25%

9. 喪失說話能力

50%

10. 永久完全喪失一眼球之晶體

50%

11. 喪失任何一手四指及拇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
b. 左手

70%
50%

12. 喪失任何一手四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
b. 左手

40%
30%

13. 喪失任何一手拇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兩節關節
b. 右手一節關節
c. 左手兩節關節
d. 左手一節關節

30%
15%
20%
10%

14. 喪失任何一手手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三節關節
b. 右手兩節關節
c. 右手一節關節
d. 左手三節關節
e. 左手兩節關節
f. 左手一節關節

10%
7.5%
5%
7.5%
5%
2%

15. 喪失任何一腳腳趾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一腳所有腳趾
b. 拇趾兩節關節
c. 拇趾一節關節

15%
5%
3%

16. 腿骨或膝蓋骨折裂而不能復原

10%

17. 任何一腿畸短5厘米或以上

7.5%

18. 三級燒傷
身體部位 燒傷部分佔全身皮膚面積百分率
a. 頭
不少於8%
不少於5%但少於8%
不少於2%但少於5%
b. 身體 不少於20%
不少於15%但少於20%
不少於10%但少於15%

100%
75%
50%
100%
75%
50%

若受保人習慣使用左手，我們將會互換保障一覽表中的右手、左手所列的賠償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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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一覽表 — 保障組合A
保障額 (美元)

保障惠益

計劃1

計劃2

1. 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

500,000

1,000,000

2. 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500,000

1,000,000

3. 雙倍利益賠償

500,000

1,000,000

4. 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每宗意外)

15,000

30,000

5. 雙倍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每宗意外)

15,000

30,000

就第4及第5項，有以下的限制
i. 跌打／針灸治療

• 每日一次，每次為100美元，
及每個保單年度最多為五次

6. 身故體恤津貼
7. 緊急醫療運送／遺體運返 (個人賠償總額)
8. 24小時全球電話諮詢服務

1,300

1,300

625,000

625,000

適用

適用

保障一覽表 — 保障組合B
保障額 (美元)

保障惠益

計劃1

計劃2

1. 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

500,000

1,000,000

2. 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500,000

1,000,000

3. 雙倍利益賠償

500,000

1,000,000

4. 身故體恤津貼

1,300

1,300

625,000

625,000

適用

適用

5. 緊急醫療運送／遺體運返 (個人賠償總額)
6. 24小時全球電話諮詢服務

保費一覽
保費 (美元)
計劃1

計劃2

年繳

月繳

年繳

月繳

保障組合A

930

82

1,860

164

保障組合B

750

66

1,500

132

意外保障

「豐逸行」

重要資料
此產品簡介並不包含保單的完整條款，並非及不構成保險契約的
一部分，是為提供本產品主要特點概覽而設。本計劃的精確條
款及條件列載於保單契約。有關此計劃條款的定義、契約條款及
條件之完整敘述，請參閱保單契約。如欲在投保前參閱保險合約
之樣本，您可向AIA索取。 此產品簡介應與包括本產品附加資料
及重要考慮因素的說明文件 ( 如有 ) 及有關的市場推廣資料一併
閱覽。此外，請詳閱相關的產品資料，並在需要時諮詢獨立的
專業意見。
本計劃為保險計劃，並不包括任何儲蓄成分。所有繳付的保費
都用作提供保險及相關開支的用途。
此產品簡介只於香港／澳門派發。

主要產品風險
1. 您需為此計劃繳付保費直至保障年期屆滿。若您於保費到期
日後31日內仍未繳交保費，保單將會被終止，同時您／受保人
也會失去保障。
2. 您可以書面形式通知本公司申請終止您的保單。另外，以下
任何一種情況發生，我們將會終止您的保單，而您／受保人將
失去保障：
• 受保人身故；
• 於保費到期日後31日內仍未繳交保費；
• 我們支付「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及／或「永久完全殘廢
賠償」達到保額的100%；或
• 緊隨著受保人76歲生日後之保障週年日。
3. 我們會根據受保人的職業等級繕發及釐定保費。保單生效
後，若受保人轉換職業、受僱情況、職務或其他消遣，請盡
快通知我們。我們會根據新的職業等級計算適用的保費及/或
可購買的保障金額，並作出相應賠償。若受保人所轉換之職
業、受僱情況、職務或其他消遣不在受保範圍內，我們將並
無責任賠償因該職業引致之任何損失／損傷。
4. 我們保留權利隨時以不少於30日以書面通知您終止此保單。
我們的賠償責任只限退還此保單已繳交但保障仍未生效之
保費。
5. 此計劃由我們承保，因此您受我們的信貸風險所影響。若我們
無法按保單的承諾履行其財務責任，受保人可能損失其保障
而您亦可能損失保單年度余下已繳的保費。
6. 若保險計劃的貨幣並非本地貨幣，您須承受匯率風險。匯率
會不時波動，您可能因匯率之波動而損失部分的利益價值，
而往後繳交的保費 ( 如有 ) 亦可能會比繳交的首次保費金額
為高。您應留意匯率風險並決定是否承擔該風險。
7. 由於通脹可能會導致未來生活費用增加，您現有的預期保障
可能無法滿足您未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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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保事項
除身故體恤津貼外，本計劃並不承保以下各種事故所引起的情況：
• 宣戰或不宣戰之戰爭，或革命；
• 在宣戰或不宣戰之戰爭期間、任何軍事行動期間或鎮壓
叛亂時，受保人服役執行任務；
• 抵觸或企圖抵觸法律的行為，或拒捕；
• 自殺、企圖自殺或故意自我傷害，或蓄意置身於異常危險
情況 ( 試圖拯救他人性命除外 ) 、或在受保人精神失常的
狀態下所致；
• 腐敗物質或細菌感染(但因意外受傷以致傷膿腫者除外)；
• 受酒精或非醫生處方藥物影響；
• 懷孕、流產、分娩或有關併發症；
• 受保人凡出入、身處、駕駛、服務或上落於任何航空裝置
或空中運輸工具，如受保人以需付費之乘客身分(非機師，
控制員或空勤人員 ) 乘搭領有合格牌照的私人飛機及／或
商業客機則除外；
• 以專業運動員身分參與運動，或透過該運動賺取收入或
報酬；
• 於香港或澳門以外地區以職業司機身分值勤；
• 被襲擊、被謀殺、暴動、民事騷亂、罷工或進行逮捕，
而事發時受保人是全職或兼職警務人員或受訓學員，或是
懲教署官員或成員；
• 暴動、民事騷亂或罷工而事發時受保人任職消防員或以
消防員身分當值並在發生火警時參與滅火或救人及保護
財產活動；

9

意外保障

「豐逸行」

除以上主要保障的不保事項外，下列不保事項亦適用於「意外
醫療費用賠償」(包括「雙倍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 任何非醫療所需或不符合良好的醫療慣例及標準的治療或
檢驗；
• 任何種類的疾病；
• 艾滋病(AIDS)或受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HIV)感染；
• 任何於受保人17歲前已出現征狀或病征或已診斷的矯正天生
畸形所引致的醫療費用或住院費用；
• 例行健康檢查、任何與入院診斷、疾病或受傷無直接關係的
檢驗；或任何非醫療所需之治療或檢驗、療養、特別護理或
靜養；
• 美容或整形手術、任何非必要的手術；或

3. 「合理及慣常」費用
我們只會根據「醫療所需」和「合理及慣常」的原則，為受保
人所需支付的費用及／或開支作出賠償。
「醫療所需」是指醫療服務、診斷及／或治療：
• 與專業醫療慣例一致；
• 均為必須；及
• 不可以在較低醫療護理水平的情況下進行。
實驗性、普查及屬預防性質的服務或物品並不視作「醫療
所需」。
「合理及慣常」是指：

• 牙齒護理或手術(因意外傷害而必須接受的治療除外)

• 醫療服務、診斷及／或治療乃為「醫療所需」並符合良好
醫療慣例標準；

上述只供參考，有關全部及詳細不保事項，請參閱此計劃之保單
契約。

• 所需要的醫療服務費用及住院時間不超過當地提供類似
治療的一般服務標準；及

產品限制

• 不包括任何因為有保險才會衍生的費用。

1. 「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及「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此兩項賠償只適用於意外發生後180日內因受保受傷而導致的
損害。截斷之肢體必須列於「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保障一覽
表內，或被界定為永久完全殘廢。
如因同一意外而導致多於一種斷肢，賠償只會以單一斷肢
計算，並以「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保障一覽表中所示之相應
最高金額為準。
2. 「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此賠償只適用於意外發生後52個星期內因意外受傷而導致的
合理及慣常的醫療費用。
就跌打或針灸治療而言，無論受保受傷是否涉及骨折，最高
賠償限額為每日1次，每次為100美元；每個保單年度最多
5次。

若任何住院／醫療收費並非「合理及慣常」收費，我們有權
調整任何或所有就該等收費應支付的利益。
4. 您的「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永久完全殘廢賠償」及「意外
醫療費用賠償」的保額及保費之金額調整計算方式：
• 如我們須向您支付任何「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或「永久
完全殘廢賠償」，而您所得的累計賠償金額尚未達到保
額的100%，則您的「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永久完全
殘廢賠償」及「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如適用 ) 的保額以及
保單的保費將同時隨之被扣減。
• 扣減的保額視乎已付的「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或「永久
完全殘廢賠償」的賠償百分比而定，而扣減後的新保額
將為下一次意外提供保障。新保費亦以「意外死亡及斷肢
賠償」或「永久完全殘廢賠償」的新保額計算。
• 若您的索賠僅涉及「意外醫療費用賠償」，則適用於下
一次意外的保額及保單保費均不會隨之被扣減。

意外保障

「豐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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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8年1月1日起，所有保單持有人均需向保險業監管局為其新繕發及現行香港保單繳付的每筆保費繳交征費。有關保費征費詳情，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aia.com.hk/useful-information-ia-tc 或保險業監管局網站 www.ia.org.hk 。

保費調整

索賠過程

為了持續向您提供保障，我們會每年复核您計劃下的保費。如有
需要，我們會於保單年度終結時作出相應調整。我們在復核時會
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如要索賠，您須於受保事故發生後的30日內以書面通知我們，
並於90日內遞交所需表格及文件證明。您可向您的財務策劃顧問
索取賠償申請表，或致電AIA客戶熱線 (852) 2232 8888 (香港) 或
(853) 8988 1822 (澳門)，又或親身蒞臨友邦客戶服務中心。有關
索賠程序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保單契約中的索賠程序部分。如欲
知更多有關索賠事宜，可瀏覽本公司網頁 www.aia.com.hk 內的索
賠專區。

• 此計劃下所有保單的理賠成本及未來的預期理賠支出 ( 反映
意外死亡及斷肢／永久完全傷殘的發生率、醫學發展趨勢及
醫療費用升幅之改變所帶來的影響(如適用))
• 過往投資回報及產品相關資產的未來展望

繳付賠償

• 退保以及保單失效

本計劃內的保障賠償將支付予您／受保人。若您不幸身故，將會
給予您的保單受益人。

• 與保單直接有關的支出及分配至此產品的間接開支
如有任何更改，我們會在續保前30日以書面通知您。

取消投保權益
您有權以書面通知我們取消保單並取回已繳保費及保費征費。
有關書面通知必須由您簽署，並確保由交付新保單或冷靜期
通知書給您或您指定代表之日緊接起計的21個曆日內(以較先者
為準 ) ，呈交至香港北角電氣道183號友邦廣場12樓之友邦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客戶服務中心或澳門商業大馬路251A - 301號
友邦廣場19樓1903室之友邦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客戶服務中心。

請即聯絡您的財務策劃顧問或致電AIA客戶熱線瞭解詳情
香港
澳門

(852) 2232 8888
*1299（只限香港流動電話網絡）
(853) 8988 1822
aia.com.hk

AIA Hong Kong and Macau
AIA_HK_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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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靜健康生活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是一項反傳統保險概念
的健康計劃，以獎賞鼓
勵客戶投入健康生活。

通通有賞

投保指定 AIA Vitality 特選保險產品並成為會員1，即享保
費9折2及一系列合作伙伴提供的獎賞和優惠。只要堅持健
康生活，更可享每年保費最少9折3。
透過日常生活做簡單運動和健康飲食，就可以賺分升級，
獲享更多優惠及豐富獎賞。

意外保障

「豐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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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睡覺

不抽煙

逛街

走樓梯

練瑜伽健身

跑步

吃得健康

打球
盡享保費折扣及
生活消閒獎賞

在您開始享有健康生活的同時，「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為您提供保費折扣，讓精明自主的您，享有全面的保障，
悠然享受健康生活。
•
•
•

加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即享首年保費9折
4
連續5年成為白金級會員，更可享高達保費85折
保費折扣不會受索賠紀錄所影響

除此之外，您更可盡享一系列合作伙伴提供的生活休閒獎賞
與優惠，包括健康檢查、健身配置及運動裝備、新鮮生果
及蔬菜、旅遊優惠等等5。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並非受保險監管條例監管的
保險產品，會員需繳付年費5。客戶參加「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與否，受保人在保單下一切應有之保障
將維持不變。如欲查詢計劃及會費詳情，請瀏覽
aia.com.hk/aiavitality 網頁內之「如何成為會員」部分。

註：
1.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申請人須年滿18歲或以上及為有效的AIA Vitality特選保險產品保單的受保人。
2. 保費折扣只適用於投保指定 AIA Vitality 特選保險產品基本計劃或附加契約的一般標準保費，並不適用於任何額外附加保費。在任何情況下，有關續保
保費折扣計算將視乎受保人於每個保單年度續保時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釐定。AIA 特選保險產品保單及「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之
週年日可能會有所不同。AIA Vitality 特選保險產品提供不同優惠，如欲查詢詳情，請瀏覽aia.com.hk/aiavitality。
3. 須首年成為金級會員，並持續保持金級級別，便可享每年保費9折。
4. 會員須已享有保費9折，並連續5年成為白金級會員，便可於下一保單年度獲享保費85折。
5.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按年收取會費，而會員亦必須每年按時續會，方可維持會籍及享有其後每個保單年度的保費折扣(如有)。「AIA Vitality 健康
程式」會費或會隨時變更而不作另行通知。同樣，計劃所提供之獎賞與優惠亦會隨時變更而不作另行通知。
重要事項：
會員須透過「友聯繫」流動應用程式(「平台」)登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平台適用於部分手機作業系統，請參閱App Store(iOS)及Google Play(Android/
安卓)瞭解最新系統需求。對於平台的兼容性或可靠性，AIA並不作出保證；如因手機作業系統及/或平台與健身配置或健身流動應用程式不兼容，導致未能
賺取或記錄積分，AIA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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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級別越高

獎賞折扣越豐富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銅

會員級別
所需會員積分 0 分

10,000 分

-2%

下年度續保時
保費折扣之調整

銀

-1%

金
20,000 分

白金

30,000 分

0%

(沒有任何調整)

+1%

85

最高

折

您可以賺分升級，獲享更多獎賞及優惠。
瞭解最新詳情：aia.com.hk/cn/aiavitalityrewards

獎賞及優惠

例子：金級會員健康之旅
瞭解健康

完成6個
網上評估6

提升健康7

尊享獎賞

每星期5日
每日步行7,500步8

每月挑戰以獲享

每日50積分 x 5日 x 52星期
= 13,000積分

運動獎賞

鼓勵您保持健康動力

及
或

完成健康檢視
•
•
•
•

每星期2日去合作
伙伴健身中心運動

血壓
血糖
BMI
總膽固醇

每日100積分 x 2日 x 52星期
= 10,400積分

總共： 全年8,500 - 11,500積分

級別獎賞獎勵
您成功升級

總共： 全年10,400 - 13,000積分

全年超過20,000積分

晉升 金級 會員級別

註：
6. 會員需完成「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評估、壓力源評估、運動評估、網上營養評估、非吸煙者聲明及睡眠評估，賺取共5,500積分。所有網上評估
或會隨時變更而不作另行通知。
7. 會員可透過不同運動包括步行及在合作伙伴健身中心運動等，每年最高賺取15,000積分。
8. 有關步數同步至「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詳情，請瀏覽aia.com.hk/aiavitality。
重要事項：
如欲瞭解所有評估、賺取積分活動、獎賞及優惠的相關條款及細則和最新詳情，請瀏覽aia.com.hk/aia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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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澳門

(852) 2232 8282
0800 315（只限澳門電話網絡）
hk.vitality@aia.com
aia.com.hk/aiavitality

PTA999395.1221

請即聯絡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保障 (A)

您越積極投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累積的積分越多，
會員級別也會因此提升，
保費折扣及生活休閒獎賞與優惠就會更豐富，
您也會活得更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