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最高賠償額（港幣）

計劃一 

（私家房）

計劃二 

（半私家房）

計劃三 

（普通房）

住院及膳食

(每保單年度最多 270 日)
每日 $3,200 每日 $1,600 每日 $750

手術費（每次手術計）

 › 複雜 $95,000 $65,000 $48,000

 › 大型 $47,500 $32,500 $25,000

 › 中型 $20,500 $13,600 $10,000

 › 小型 $7,500 $6,500 $5,500

麻醉師費（每次手術計）

 › 複雜 $26,900 $16,000 $12,300

 › 大型 $13,200 $9,100 $7,100

 › 中型 $6,000 $4,000 $3,000

 › 小型 $3,200 $2,200 $2,000

投保年齡（上次生日年齡） 15 日至 75 歲

產品類別

此保險計劃是一份獨立個人保單。基本計劃提供住院及手術保障， 

並可附加自選保障以提供門診或其他醫療保障。此保險計劃提供 

彌償式賠償，並不含有保單價值。

基本計劃保單年期及保費結構

一年及可每年續保 

此保險計劃提供一年保障期並可保證續保直至受保人100歲*， 

保費繳付期直至保障期終結。保費隨年齡增加，並可於每年 

續保時調整。

保費繳付形式 年繳／月繳

保單貨幣 港幣

下列保障項目僅供參考之用，賠償均須符合醫療必須和合理及慣常的原則。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小冊子的「重要

資料」及保單條款。



項目

最高賠償額（港幣）

計劃一 

（私家房）

計劃二 

（半私家房）

計劃三 

（普通房）

手術室費用（每次手術計）

 › 複雜 $27,400 $16,600 $12,500

 › 大型 $13,500 $10,000 $8,100

 › 中型 $6,500 $4,200 $3,500

 › 小型 $3,250 $2,200 $2,000

主診醫生巡房費 (只適用於非手術治療，每保單年度最多 270 日) 每日 $3,200 每日 $1,600 每日 $750

癌症治療及透析 (每保單年度計) $160,000 $120,000 $80,000

深切治療部費用 (每保單年度計) $25,500 $22,000 $20,100

專科診治費 (須獲主診醫生書面轉介) (每保單年度計) $10,000 $3,800 $2,500

家屬陪伴床位費

(每保單年度最多 270 日)
每日 $1,500 每日 $750 每日 $350 

入院前及出院後之門診護理

(最多為入院前及出院後各 2 次之門診費用) (每保單年度計)
$4,500 $2,500 $1,800

私家看護費 (每保單年度最多 120 日) 每日 $850 每日 $500 每日 $325 

其他醫療費用

 ›  包括住院／門診之 X 光、磁力共振掃描、電腦斷層掃描、 
正電子掃描及醫院雜費等

(須於入院前 30 日或出院後 30 日內接受) (每保單年度計)

$35,000 $21,500 $13,600

每年最高賠償額（每保單年度計）

於保單生效日未滿 65 歲之受保人 不設上限

於保單生效日已滿 65 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700,000 $375,000 $175,000

無索償續保保費折扣優惠

連續 2 年沒有索償紀錄 5% 5% 5%

連續 3 年沒有索償紀錄 8% 8% 8%

連續 5 年或以上沒有索償紀錄 15% 15% 15%



計劃一 

（私家房）

計劃二 

（半私家房）

計劃三 

（普通房）

附加醫療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每保單年度最高賠償額 $575,000 $290,000 $120,000

終身最高賠償額（由 75 歲起計） $850,000 $450,000 $220,000

註：

 › 每次索償須先自付港幣 $500 及可獲索償餘額的 80% 賠償。

 › 如實際住房之級別高於投保之住房級別，賠償金額將會調整。詳情請參閱重要資料。

門診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1.   普通科醫生（包括最多 3 天基本藥物） $380 $240 $180

2.  專科醫生*（包括最多 3 天基本藥物） $660 $480 $350

3.  物理治療師* $630 $430 $330

4.  脊醫* $630 $430 $330

5.  中醫（包括最多兩包中藥） $230 $180 $150

6.  跌打 $230 $180 $150

7.  針灸師 $230 $180 $150

8.  在家診療（只包括診金，以每次計） $720 $520 $350

9.  醫生處方西藥（每保單年度計） $2,500 $1,500 $1,000

10. 診斷影像及化驗*（每保單年度計） $3,500 $2,000 $1,500

註︰
* 須獲註冊西醫轉介。
› 項目 1 至 8 診症次數於每保單年度合計最多為 30 次；其中項目 4 至 8 的診症次數於每保單年度合計最多為 10 次。
› 項目 1 至 7 使用網絡診所可獲全數賠償；使用網絡以外診所則可獲該項目之最高賠償額的 80% 賠償。網絡診所並不包括脊醫診所。

牙科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下列保障的每保單年度最高賠償額 

為港幣 $5,000）

洗牙 2 次

補牙、活動假牙、牙冠及牙橋（只適用於因意外而導致）、 

膿瘡排放、脫牙、 X 光、齒根管的填補、例行口腔檢查
全數賠償

下列保障項目僅供參考之用，賠償均須符合醫療必須和合理及慣常的原則。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小冊子的「重要

資料」及保單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