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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除實行保險業監理處要求披露履行比率的新措施外，為助您了解保單下的保證及非保證利益，我們同

時提供總價值比率以供參考，此比率就實際總價值與建議書內說明的總價值作比較。 
 

本說明書提供簡易指引，讓您掌握AXA安盛分紅保單之總價值比率的重要原則及資料，內容如下： 

 

1. 如何計算總價值比率 

2. 如何理解AXA安盛的總價值比率列表 

3. AXA安盛分紅計劃的總價值比率列表 

4. 常見問題 

5. 專用詞彙 

 

如有進一步查詢，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 

 

AXA 安盛簡介  

 

AXA 安盛為 AXA 安盛集團之成員，憑藉其超卓的產品及服務，現時於香港及澳門的客戶人數已超過

100 萬1。AXA 安盛不單是香港其中一家最大的醫療保險供應商，其一般保險業務更在香港巿場擁有

最大的佔有率2，而其汽車保險亦是業界的翹楚。 

 

AXA安盛積極拓展及推出創新人壽、健康及財產、財富管理和退休計劃方案，為迎合個人和企業客戶

提供不同需要。 

 

AXA安盛肩負企業責任，致力透過推廣健康人生、環境保護及社會服務三大範疇回饋社會，推動可持

續發展的業務。  

                                                           
1
  包括安盛金融有限公司、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安盛保險有限公

司的客戶 
2
  根據保險業監理處所發表有關 2015 年按整體毛保費收入計算所得的巿場佔有率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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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計算總價值比率 
 

總價值為客戶於保單退保時將收取之總金額。當客戶購買分紅保單時，我們會提供建議書以說明不同

保單年度所累積的保證及非保證利益。AXA安盛會根據多項因素，包括分紅基金的投資回報，每年決

定支付予客戶的實際非保證利益，並透過保單週年報告通知客戶。 

總價值比率就實際總價值與建議書內說明的總價值作比較，總價值包括保證及非保證利益。  

總價值比率是按同一計劃下的所有保單合併計算，而非按個別客戶保單計算。此比率是總退保利益的

平均值，或許未能反映個別保單的情況。比率反映保證利益及非保證利益 3。 

 

 

                                                           
3
  部份非保證利益僅於保單退保及期滿時支付，例如終期紅利或性質相近的其他利益。在保單退保或期滿前，

有關金額不獲保證，AXA 安盛有權不時酌情增加或減少該金額。在計算總價值比率時，我們僅包括尚未終止

的保單，因此所計算的總價值尚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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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例子（圖 1）可見： 

 在第 1 個保單年度，總價值比率為 100%，反映實際總價值與建議書內說明的總價值相同。 

 在第 2 個保單年度，總價值比率為 101%，反映實際總價值較建議書內說明的總價值高 1%。 

 在第 3 個保單年度，總價值比率為 92%，反映實際總價值較建議書內說明的總價值低 8%。 

以上例子僅供說明用途。若您準備購買我們的分紅計劃，建議您應細閱本文件和履行比率說明書，以

及其他推廣刊物，包括產品說明書、分紅保單概要及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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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理解 AXA 安盛的總價值比率列表 

 

AXA 安盛的分紅計劃均附有總價值比率列表。有關列表按「現正發售」及「已停止發售」的計劃分

類，詳情如下：  

現正發售計劃的總價值比率 

 人壽保障及儲蓄 – 儲蓄為主 

 人壽保障及儲蓄 – 保障為主 

 危疾保障 

已停止發售計劃的總價值比率 

 人壽保障及儲蓄 – 儲蓄為主 

 人壽保障及儲蓄 – 保障為主 

 危疾保障 

 分紅年金 

就過去 5 年曾繕發保單的計劃而言，其總價值比率由 2015 報告年度起按列表形式報告。各表呈列總

價值比率行數的多寡，則視乎計劃下的保單貨幣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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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價值比率列表詳細解釋如下： 

總價值比率 

2015 報告年度 

第 1 個保單年度 第 2 個保單年度 第 3 個保單年度 第 4 個保單年度 第 5 個保單年度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真智豐盛 III」儲蓄系列 

港元 100% 99% 99% 不適用 (b)  

非港元 95% 96% 99% 不適用 (b) 

圖 2：AXA 安盛的總價值比率列表 

 

保單年度 

保單年度是指在報告年度（此例子為 2015 年）之前，由購買保單年份起計至報告年度的年數，

年數由左至右遞增。例如：第 2 個保單年度的總價值比率包括所有於 2013 年（即 2015 報告

年度之前兩年）購買的保單。  

總價值比率  

總價值比率就實際總價值與建議書內說明的總價值作比較，總價值包括保證及非保證利益。 

保單貨幣 

AXA 安盛的保單提供不同貨幣選擇。保單貨幣是指繕發保單時的貨幣。  

總價值比率顯示為不適用  

部份總價值比率可能顯示為不適用。我們提供了相關原因以作參考，例如： 

 基於計劃特性，此年度並沒有提供保證或非保證利益 

 計劃於此年度後推出 

 計劃於此年度或之前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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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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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XA 安盛分紅計劃的總價值比率列表 
 

以下總價值比率僅供參考，只反映過往的宣派紀錄，並不應視為分紅計劃未來表現的指標。未來支付

的實際總利益可能會低於或高於本文件載列總價值比率意味著的金額。 

現正發售計劃的總價值比率 

以下列表顯示 AXA 安盛現正發售分紅計劃的總價值比率。 

人壽保障及儲蓄 – 儲蓄為主 

總價值比率 

2015 報告年度 

第 1 個保單年度 

(2014 年) 

第 2 個保單年度 

(2013 年) 

第 3 個保單年度 

(2012 年) 

第 4 個保單年度 

(2011 年) 

第 5 個保單年度 

(2010 年) 

「真智豐盛 III」儲蓄系列 

港元 100% 99% 99% 不適用 (b) 

非港元 95% 96% 99% 不適用 (b) 

「真智珍寶 III」儲蓄系列 

港元 97% 99% 99% 不適用 (b) 

非港元 93% 99% 99% 不適用 (b) 

「全蓄 II」儲蓄系列 
4
 

港元 98% 99% 99% 不適用 (b) 

非港元 98% 98% 99% 不適用 (b) 

「真智珍寶 III」儲蓄系列（簡化版） 

港元 97% 99% 不適用 (b) 

非港元 94% 99% 不適用 (b) 

附註： 

不適用 (b)：計劃於此年度後推出 

 

 

  

                                                           
4  「全蓄 II」儲蓄系列、AXA 富盛保障系列及「富易達」儲蓄系列的保單會綜合計算非保證利益，因此具有相

同的總價值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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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保障及儲蓄 – 保障為主 

總價值比率  

2015 報告年度 

第 1 個保單年度 

(2014 年) 

第 2 個保單年度 

(2013 年) 

第 3 個保單年度 

(2012 年) 

第 4 個保單年度 

(2011 年) 

第 5 個保單年度 

(2010 年) 

真智惠保 II 人壽保障系列 

所有貨幣 95% 97% 93% 94% 93% 

「享未來」人壽保障 

所有貨幣 不適用 (a) 不適用 (b) 

「惠未來」人壽保障 

所有貨幣 不適用 (a) 不適用 (b) 

附註： 

不適用 (a)：基於計劃特性，此年度並沒有提供保證或非保證利益 

不適用 (b)：計劃於此年度後推出 

 

危疾保障 

總價值比率   

2015 報告年度 

第 1 個保單年度 

(2014 年) 

第 2 個保單年度 

(2013 年) 

第 3 個保單年度 

(2012 年) 

第 4 個保單年度 

(2011 年) 

第 5 個保單年度 

(2010 年) 

康齊危疾保障 

所有貨幣 不適用 (a) 不適用 (b) 

康諾嚴重疾病保障 

所有貨幣 不適用 (a) 100% 不適用 (b) 

康采嚴重疾病保障 

所有貨幣 不適用 (a) 100% 不適用 (b) 

附註： 

不適用 (a)：基於計劃特性，此年度並沒有提供保證或非保證利益 

不適用 (b)：計劃於此年度後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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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停止發售計劃的總價值比率 

本部份顯示 2010 年以後停止發售計劃的總價值比率。 

人壽保障及儲蓄 – 儲蓄為主 

總價值比率  

2015 報告年度 

第 1 個保單年度 

(2014 年) 

第 2 個保單年度 

(2013 年) 

第 3 個保單年度 

(2012 年) 

第 4 個保單年度 

(2011 年) 

第 5 個保單年度 

(2010 年) 

「建未來」儲蓄計劃 

所有貨幣 100% 不適用 (b) 

「真智豐盛 III」儲蓄系列（簡化版） 

港元 100% 100% 不適用 (b) 

非港元 92% 95% 不適用 (b) 

AXA 富盛保障系列／「富易達」儲蓄系列 
5
 

港元 98% 99% 99% 不適用 (b) 

非港元 98% 98% 99% 不適用 (b) 

「全蓄 」儲蓄系列／AXA 駿盛儲蓄計劃系列 
6
 

所有貨幣 98% 99% 97% 96% 95% 

「真智珍寶 II」儲蓄系列 

所有貨幣 97% 99% 97% 96% 94% 

「真智豐盛 II」儲蓄計劃 

所有貨幣 不適用 (c) 98% 96% 94% 

附註： 

不適用 (b)：計劃於此年度後推出 

不適用 (c)：計劃於此年度或之前停售 

 

 

  

                                                           
5
 「全蓄 II」儲蓄系列、AXA 富盛保障系列及「富易達」儲蓄系列的保單會綜合計算非保證利益，因此具有相同

的總價值比率。 
6
 「全蓄 」儲蓄系列及 AXA 駿盛儲蓄計劃系列的保單會綜合計算非保證利益，因此具有相同的總價值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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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保障及儲蓄 – 保障為主 

總價值比率  

2015 報告年度 

第 1 個保單年度 

(2014 年) 

第 2 個保單年度 

(2013 年) 

第 3 個保單年度 

(2012 年) 

第 4 個保單年度 

(2011 年) 

第 5 個保單年度 

(2010 年) 

「真智狀元」保障計劃 

所有貨幣 不適用 (c) 65% 75% 83% 

附註： 

不適用 (c)：計劃於此年度或之前停售 

 

危疾保障 

總價值比率   

2015 報告年度 

第 1 個保單年度 

(2014 年) 

第 2 個保單年度 

(2013 年) 

第 3 個保單年度 

(2012 年) 

第 4 個保單年度 

(2011 年) 

第 5 個保單年度 

(2010 年) 

康全嚴重疾病保障 

所有貨幣 不適用 (c) 不適用 (a) 

康逸嚴重疾病保障 

所有貨幣 不適用 (c) 不適用 (a) 100% 100% 90% 

附註： 

不適用 (a)：基於計劃特性，此年度並沒有提供保證或非保證利益 

不適用 (c)：計劃於此年度或之前停售 

 

分紅年金 

總價值比率    

2015 報告年度 

第 1 個保單年度 

(2014 年) 

第 2 個保單年度 

(2013 年) 

第 3 個保單年度 

(2012 年) 

第 4 個保單年度 

(2011 年) 

第 5 個保單年度 

(2010 年) 

AXA 睿見年金保障計劃 

所有貨幣 不適用 (c) 99% 99% 

附註： 

不適用 (c)：計劃於此年度或之前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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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見問題 
 

a. 什麼是總價值比率? 

總價值比率就實際總價值及建議書說明的總價值作比較，總價值包括保證及非保證利益。總價值

比率是按同一計劃下的所有保單合併計算，而非按個別客戶保單計算。此比率是總退保利益的平

均值，或許未能反映個別保單的情況。比率反映保證利益及非保證利益。 

 

b. 總價值比率對我有何意義? 

 

總價值比率是一種計算方法，用以計算保單退保時，AXA 安盛將會支付的保證及非保證利益之總

金額。 

 

c. 為何我的保險計劃於特定的年份沒有總價值比率? 

您的保險計劃沒有總價值比率可能有多個原因。以下 5 個為最常見的原因： 

i. 您的保險計劃沒有提供非保證利益 

ii. 您的保險計劃屬於投資連繫式壽險計劃 

iii. 基於計劃特性，此年度並沒有提供保證或非保證利益  

iv. 計劃於此年度後推出 

v. 計劃於此年度或之前停售 

 

d. 為何我的保單之總價值比率跟本說明書所顯示的有所不同?   

兩者的分別在於本說明書所顯示的總價值比率是按有關計劃下的所有保單合併計算之平均比率，

而非按個別客戶保單計算，因此本說明書所顯示的總價值比率或許未能反映個別保單的情況，並

只供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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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為什麼我找不到於 2015 年及 2016 年繕發的保單之總價值比率? 

總價值比率是根據過往年度的數據計算出來。因此，就 2015 報告年度而言，AXA 安盛只會公佈

2014 年或之前繕發的保單之總價值比率。在 2015 年及 2016 年繕發的保單之總價值比率將分別於

2016 和 2017 報告年度發佈。 

 

f. 為什麼不同的分紅計劃下的總價值比率會有所不同? 

不同的分紅計劃或許有著不同的宣派非保證利益理念及投資策略，因此釐定非保證利益時的考慮

亦有所不同。即使投資回報和其他因素相同，AXA 安盛於不同的分紅計劃下宣派的非保證利益亦

未必相同。保證利益則是不論分紅基金表現如何，AXA 安盛都會支付的利益。 

 

g. 過往的總價值比率會否反映出該計劃的未來表現? 

不會。總價值比率只概述保單下保證利益及實際已宣派非保證利益之總金額，與過往銷售時建議

書上所說明的總價值金額之間的差異。此宣派的非保證利益是根據多項因素的過往表現（如實際

投資回報）以釐定。這些因素在未來可能會或不會再出現，因此並不能保證未來的總價值比率會

否跟過往的總價值比率相同或相似。 

 

如想了解更多有關如何釐定非保證利益的資料，您可參考本公司網頁上的分紅保單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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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用詞彙 

 

我們更新了某些保險業詞彙，令其意思更清晰，並符合保險業監理處訂明的業界準則。此等更新並

不會影響計劃的特性，亦完全不會影響保單合約所列的條款及細則。以下為相異的專用詞彙： 

計劃名稱 於此文件使用之詞彙 可能於其他文件使用之詞彙 

「享未來」人壽保障 

 

「惠未來」人壽保障 

終期紅利 期末紅利 

康齊危疾保障 

 

康諾嚴重疾病保障 

 

康采嚴重疾病保障 

終期紅利 特別獎賞 

「全蓄 II」儲蓄系列 

 

「真智珍寶 III」儲蓄系列  

 

「真智珍寶 III」儲蓄系列（簡化版）  

 

真智惠保 II 人壽保障系列 

 

「真智豐盛 III」儲蓄系列 

終期紅利 特別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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