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rtDrive Safe 是首创配有微型追踪器 (Microtag)
的远程信息处理汽车保险。在发生故障或紧急事故
时，您只需按下按钮，即可及时获得道路救援服务。

轻触按钮即可获得道路救援保障。

SmartDrive Safe

汽车

只需一个按钮，
您即可随时获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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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ll -  交通事故自动警报和紧急救援应对
一旦您的汽车涉及严重事故并触发警报，您将即刻接获救援中心拨来
的电话，迅速为您提供救援，例如在必要的情况下为您派遣救护车。

bCall
当汽车在路上抛锚或发生紧急事故，您只需按下微型追踪器的 SOS 按钮
以寻求救援服务。我们的全天候电话服务中心将拨电给您，为您提供
即时援助。

安全驾驶警报 (Safe Driving Alert)
启用安全驾驶警报以获得实时的“滴滴”警报声，友善提醒司机注意其
不安全的驾驶行为，防止使用电话造成分心及超速驾驶，同时保护乘客
的安全。

主要利益
微型追踪器 (Microtag)
微型追踪器能通过智能手机蓝牙功能自动连接 SmartDrive Safe
手机应用程序，以进行自动司机识别。

只需按一下按钮，
即可获得救援服务以及
其他多项利益！

SmartDrive Safe 是一项创新的汽车保险
计划，它旨在倡导安全驾驶行为，减少
司机开车时分心并改善整体驾驶体验 。

本计划配有无线自驱动式微型追踪器 (Microtag)，
可在司机按下按钮时及时提供紧急道路救援服务。 

SmartDrive Safe 为您提供全面的汽车保障，保障您
免受意外损坏或翻覆、恶意破坏、盗窃、火灾、爆炸
或遭雷击损坏、第三方受伤或财物损坏等等事故的影响。

SmartDrive Safe 手机应用程序
您可通过此手机应用程序查找汽车

的最后配对位置、查看您的驾驶积分
及行程历史 、设置隐私模式、行驶速度

以及分心驾驶警报、检查及兑换您的
安全驾驶积分、查看保单资讯、

提交索赔申请等等。

您可在帐户中添加多位司机姓名，
那么您的家人在驾驶您的汽车时

也享有相同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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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驾驶积分
您可凭安全驾驶行为获得奖励！换言之，您的驾驶行为越安全，所获得的奖励
积分就越多。您可使用积分兑换电子礼券。 当您成功完成配对并启用 Microtag
后，即可获赠额外积分。您可在整个保单期限内，透过完成游戏挑战以获取额
外的积分。欲获取积分，您必须开启手机的蓝牙功能。

汽车钥匙保障
我们提供保障于因盗窃或盗窃未遂、抢劫或破门行窃等情况造成汽车钥匙遗失
或损坏，并赔偿您高达 RM1,500 的实际维修和更换费用。 惟汽车钥匙的维修工
作或更换必须在授权的维修厂进行。

水灾救济津贴
一旦您的汽车因水灾而损坏，我们将赔偿高达 RM1,500。

长达 200 公里的全天候免费紧急拖车服务
一旦您的汽车发生意外事故或抛锚，您只需致电我们的 24 小时热线服务中心
1800-88-1033，即可获得长达 200 公里的拖车服务。

延伸保障保护所有司机
当您的汽车由非指定司机驾驶时若发生意外事故而提出索赔时，您将可豁免
RM400 的强制性自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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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签购 SmartDrive Safe
汽车保险计划?

长按其按钮并等它发出 3 声滴滴声,
以启动微型追踪器装置。开启手机
的蓝牙功能，接着登入应用程序，
然后搜寻装置，并与您的手机进行
配对。您的微型追踪器装置现已启动 。

微型追踪器装置将在 7 个工作日内
递送予您。一旦该装置寄出后，

您将会收到推送通知。

收到微型追踪器装置后，您可将它贴在
变速箱附近、在挡风镜上或任何显眼和
触手可及之处，以确保在发生紧急情况
时能轻易按下装置上的 SOS 按钮。

请通过下列设备下载 SmartDrive Safe 手机应用程序

使用您的车牌号码以及您的身份证或护照号码或
公司注册编号的最后 6 个数字登入该应用程序。
提交您的首选收件地址，以获取微型追踪器装置。

请联络我们的 AXA 合作伙伴、发送电邮至
customer.service@axa.com.my 或
拨电 03-2170 8282 联络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

您可在 AXA 购买/更新您的汽车保险时签购
SmartDrive Safe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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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可以展开安全驾驶之旅，并获取安全驾驶积分。
记住，只需一个按钮即可获得帮助！
您只需按一按！



1. 我是否符合资格签购 SmartDrive Safe 计划？
   所有私家车综合保险保单持有人均符合资格。

2. 什么是微型追踪器?
微型追踪器是一种无线自驱动式装置，可在汽车发生抛锚或紧急事故时提供援助。它能通过
蓝牙功能自动连接 SmartDrive Safe 手机应用程序，以进行自动司机识别。

3. 我是否需另付费以获取微型追踪器装置?
我们将为您的每辆受保汽车提供一个免费的微型追踪器装置。首次递送免运费。若该装置遗
失或损坏，则需支付 RM90 的更换费。

4. 该装置是否享有保修?
微型追踪器装置享有 1 年保修，包括制造缺陷。若该装置遗失或损坏，则需支付 RM90 的更
换费。

5. 微型追踪器装置是否需在指定的期限内启用?
建议您在收到微型追踪器后的 30 天内完成安装并启用装置，以享有 SmartDrive Safe 的全部
利益。在完成配对及启用装置后，您将获赠安全驾驶积分，以补偿装置输送所需的时间。

6. 如何知道手机是否与微型追踪器成功连接？
微型追踪器将与手机的应用程序自动连接。每次连接后，您都会收到推送通知和滴声提示。

7. 若我忘记将应用程序与微型追踪器配对 ，是否会收到通知？
是的，当您在蓝牙功能关闭的情况下开车，就会收到推送通知。

8. 若取消保单，我是否需要退还微型追踪器装置？
不必。当您取消保单或选择不续保时无需退还装置。
 

微型追踪器 (Microtag)

汽车保单

常见问题



9.    每次开车都必须开启 SmartDrive Safe 应用程序吗？
不必。只要您的手机和蓝牙功能呈开启状态，SmartDrive Safe 应用程序就会自动与微型追
踪器连接，并在后台运行。

10. 定位服务是否必须保持开启状态？
是的。在与微型追踪器进行配对后，SmartDrive Safe 应用程序将使用您的定位服务，以准
确检测和记录您的行程。当您按下微型追踪器的 SOS 按钮时，我们将通过定位服务确定您
的汽车的实际位置，并为您提供紧急援助服务。一旦发生严重意外事故，此装置会通过您
的手机自动触发紧急呼叫请求至我们的服务中心。

11. SmartDrive Safe 应用程序是否会导致手机耗电？它需使用多少的数据流量？
应用程序的设计能有效减少手机电池的耗电量，并使用最少的数据流量。与微型追踪器连
接后，该应用程序只会记录行程。 

12. 如何获取安全驾驶积分?
在启用微型追踪器装置并与手机配对后，您将在完成每趟行程后获得安全驾驶积分。 
SmartDrive Safe 应用程序将收集位置、行驶速度和驾驶动作等信息记录您的行程，并计算
您的安全驾驶得分。该分数取决于您的驾驶行为的安全性、如何处理转弯、刹车和超速的
方式，以及开车时使用手机的频率。

若您的汽车有超过一位司机驾驶，您可邀请他们与您汽车上的微型追踪器装置进行配对，
让他们也能通过驾驶行程获取及累积安全驾驶积分！

13. 如何处理所累积的安全驾驶积分？
在积分仍有效期间，您可随时使用所累积的积分向列于 SmartDrive Safe 应用程序的任何商
家兑换电子礼券。

14. 微型追踪器会收集哪一类信息？AXA 会如何处理我的数据？
当微型追踪器与 SmartDrive Safe 手机应用程序连接时，它将收集您的所在位置、行驶速度
和驾驶动作等信息，尤其是您的驾驶行为的安全性、处理转弯、刹车和超速的方式，以及
开车时使用手机的频率。

这些数据仅用于记录行程及计算您的安全驾驶积分。

欲知详情，请参阅 www.axa.com.my/safe 上的产品披露书。 

SmartDrive Safe 手机应用程序



 

今天就签购 SmartDrive Safe ! 

 

 

AXA Affin General Insurance Berhad (197501002042)
Ground Floor  Wisma Boustead  71 Jalan Raja Chulan  50200 Kuala Lumpur
  (603) 2170 8282    (603) 2031 7282    customer.service@axa.com.my    www.axa.com.my

本手册非为保险契约。确切的条款、条件和定义载明于保险保单。
若英文版本与中文版本出现任何差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欲知详情，请咨询您的保险代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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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个人保障与业务需求提供全面和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汽车
财物
休闲与旅游
医疗
个人意外
商业配套
责任
海运

欲知详情，请联络您的代理员或 
拨打 AXA 客户服务热线 (603) 2170 8282
营业时间：上午8.30至下午5.30（星期一至星期五，公共假期除外）

或浏览 www.axa.com.my/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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