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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區域保障方案
為企業提供所需的方案、
真知灼見及全面支援，
確保僱員全程獲得妥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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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現今的營商環境，跨國企業需要在多個市場
經營業務，而每個國家/地區都有不同的監管環境、
習俗、語言及貨幣。
這些因素不但影響僱工福利計劃，亦為人力資源
團隊及制訂發展策略的人員帶來挑戰。
事實上，為跨國企業制訂高效及具成本效益的僱員
福利計劃是一項具挑戰性而耗時的工作。
在設計的過程中需要配合企業理念、當地業務
需求、市場需要及文化價值。
為了在全球經濟取得營運效益，跨國企業的僱員福利
計劃必須達致吸引和保留重要人才的重要目的。

友邦保險在亞太區擁有最 
龐大的業務規模，為客戶 
提供同類最佳的僱員福利 
方案，以及專屬的地區和 
當地專家團隊

  馬來西亞 
逾100家醫院及1,700家診所

    新加坡 
可以使用超過500名醫生及覆
蓋全面的醫院網絡

  泰國 
逾300家醫院及診所

  中國 

逾500家醫院及診所
  香港 

可以使用超過1,000名醫生及
覆蓋全面的醫院網絡

   印尼 
逾950家醫院及診所

  友邦保險設於主要市場
的醫療保障網絡



友邦保險簡介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友邦保險」或「本集團」）是最大的亞太區
獨立上市人壽保險集團，

覆蓋亞太區內18個市場，包括在香港、泰國、
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韓國、菲律賓、
澳洲、印尼、台灣、越南、新西蘭、澳門、
汶萊和柬埔寨擁有全資的分公司及附屬公司、
斯里蘭卡附屬公司的97%權益、印度合資 
公司的49%權益，以及在緬甸的代表辦事處。

友邦保險今日的業務成就可追溯至接近一個世紀前於上海
的發源地。

按壽險保費計算，集團在亞太地區（日本除外）領先同業，
並於大部分市場穩佔領導地位。

截至2017年11月30日，集團總資產值為2,160億美元。

友邦保險提供一系列的產品及服務，涵蓋壽險、意外及 
醫療保險和儲蓄計劃，以滿足個人客戶在長期儲蓄及保障
方面的需要。

此外，本集團亦為企業客戶提供僱員福利、信貸保險和 
退休保障服務。

集團透過遍佈亞太區的龐大專屬代理、夥伴及員工網絡， 
為超過3,000萬份個人保單的持有人及逾1,600萬名團體保險 
計劃的參與成員提供服務。

友 邦 保 險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主 板 
上市（股份代號為「1299」）；其美國預託證券（一級） 
於場外交易市場進行買賣（交易編號為「AAGIY」）。

 聚焦亞洲 

屹立亞洲

     年

入選 
富時社會責任
指數
(FTSE4GOOD INDEX)

1,600萬
名團體保險計劃 
成員MEMBERS 

3,000萬
份個人保單

在亞洲的投資金額達

220億美元  

100

涵蓋房地產、電力及運輸業。

如要瞭解詳情，請瀏覽：
WWW.AIA.COM/EN/ABOUT-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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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區域保障方案由友邦保險管理。
本集團的悠久歷史紮根於亞洲，憑著當代的真知灼見，在亞太區
保持領先地位，同時鞏固我們成為享譽全球人壽保險商的 
願景。

我們運用友邦保險的龐大網絡，為客戶帶來持續穩定的卓越 
服務、可信賴的管理質素，以及鞏固的問責文化。
我們的專屬團隊將提供度身設計的支援及方案，希望以單一 
便捷的方式管理僱員福利計劃的企業，同時能滿足當地需要及 
地區要求。

友邦保險 區域保障方案 

綜合全面的支援
網絡－友邦保險
區域保障方案 
帶來更卓越的 
風險控制、管治
及增值服務

涵蓋地區及 
當地市場  
以建立策略夥伴合作 
關係，提供服務及 
專業知識。

互動諮詢 
有助我們提供度身 
設計及靈活週全的 
服務。

與客戶及合作
夥伴緊密聯繫 
保障健康及締造優秀 
回報。 

真知灼見 
協助客戶取得最大的 
回報。

價值導向 
我們可以運用龐大的 
業務優勢，為客戶提供 
更吸引的服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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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比擬的地區平台

聚焦亞洲 健康程式

專屬團隊
•透過旗下全資擁有*的亞太區公司，

全面控制服務、定價及承保質素
•單一的資訊科技平台，提供具透明度、

準確和貫徹一致的數據報告
•我們是亞太區主要市場的領先保險

服務供應商，能夠滿足總部及地區
辦事處的需要

•就褔利計劃設計和趨勢制訂基準，
以及醫療成本控制方案方面均為 
同類最佳

•為迅速增長的企業提供靈活及度身
設計的方案

•深入認識亞洲不同司法管轄區的 
法例和監管環境

•與希望透過創新方案及最佳方式助
僱員提升健康的僱主成為策略性 
合作夥伴

•享用相輔相成及為客戶增值的自選
保障方案

•透過持續培訓及專業發展，確保團隊
成員具備豐富的技術及營銷知識

•以客為本，深明客戶需要
•致力提供優質和適時的服務方案

為何選用友邦保險區域保障方案？

*友邦保險擁有斯里蘭卡附屬公司的97% 權益及印度合資公司的49%權益。 
 此外，日本的福利保障服務由日本生命保險公司(Nipp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提供，友邦保險並無持有該公司的控股權益。

友邦保險銳 意 建立非凡的優勢， 
與我們的客戶及其僱員在健康生活的
旅程並肩同行。
秉承百年經驗，我們致力為客戶創造
重要的價值。



友邦保險 區域保障方案 

面對現今的營商環境，跨國企業需要在多個市場
經營業務，而每個國家/地區都有不同的監管環境、
習俗、語言及貨幣。
這些因素不但影響僱工福利計劃，亦為人力資源
團隊及制訂發展策略的人員帶來挑戰。
事實上，為跨國企業制訂高效及具成本效益的僱員
福利計劃是一項具挑戰性而耗時的工作。
在設計的過程中需要配合企業理念、當地業務
需求、市場需要及文化價值。
為了在全球經濟取得營運效益，跨國企業的僱員福利
計劃必須達致吸引和保留重要人才的重要目的。

友邦保險在亞太區擁有最龐大
的業務規模，為客戶提供同類
最佳的僱員福利方案，以及專
屬的地區和當地專家團隊

  馬來西亞 
逾100家醫院及1,700家診所

    新加坡 
可以使用超過500名醫生及覆
蓋全面的醫院網絡

  泰國 
逾300家醫院及診所

  中國 

逾500家醫院及診所
  香港 

可以使用超過1,000名醫生及
覆蓋全面的醫院網絡

   印尼 
逾950家醫院及診所

  友邦保險設於主要市場
的醫療保障網絡

8

友邦保險 區域保障方案 

亞太區僱員福利
計劃專家

友邦保險在地區及當地市場派注專屬的專家團隊，確保客戶
能為僱員提供適當的保障及支持，滿足他們在保險及財務
方面的需要。

中國

香港

斯里蘭卡

台灣

印尼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柬埔寨
越南泰國 菲律賓

澳洲

新西蘭

韓國

如傳單和小冊子的英文版本與當地語言版本之間存在歧義或不一致，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註：
1.  日本的福利保障服務由日本生命保險公司(Nipp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提供

2. 退休產品可獨立提供

3.  友邦韓國提供意外/住院附加契約、外科手術附加契約及看護與護理附加契約

市場 人壽 意外 危疾 長期傷病 醫療 退休保障2 企業 自選保障
方案

澳洲

汶萊

中國

香港

印度

印尼

日本1

韓國

澳門

馬來西亞

新西蘭

菲律賓

新加坡

斯里蘭卡

台灣

泰國

越南

友邦保險區域保障方案提供的服務

如要瞭解詳情，請瀏覽： 
WWW.AIA.COM/EN/ABOUT-AIA 

作為區內唯一全資擁有的保障網絡，友邦保險致力協助客戶
制訂及維持僱員福利保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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