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

計劃一覽

投保年齡

(上次生日年齡)
15 日至 75 歲

保障期 1 年，保證終身續保1

保費繳付期 直至保障期完結

保障範圍
基本保障  › 全球

自選門診保障  › 香港

保費結構 每年調整

保費繳付方式 年繳 / 月繳

保單貨幣 港幣

基本保障

計劃級別 尊貴 優越 標準

住院及手術保障

保障項目 最高賠償額(港幣$)

1. 住院及膳食費用（每保單年度最多 270 日） 每日 $3,600 每日 $1,800 每日 $900

2. 深切治療部費用（每保單年度最多 30 日） 每日 $7,200 每日 $3,600 每日 $1,800

3. 主診醫生巡房費（每保單年度最多 270 日） 每日 $3,600 每日 $1,800 每日 $900

4. 專科診治費 每保單年度 $12,000 每保單年度 $5,000 每保單年度 $3,000

5. 家屬陪伴床位費（每保單年度最多 270 日） 每日 $1,800 每日 $900 每日 $450

6. 手術保障

保障以住院或門診形式的手術費、麻醉師費及手術室費用。
根據簡明手術表下定義的手術複雜程度釐定最高賠償額

› 複雜 

› 大型 

› 中型 

› 小型 

 

每宗手術 
$150,000

每宗手術 
$75,000

每宗手術 
$35,000

每宗手術 
$15,000

 

每宗手術 
$100,000

每宗手術 
$52,000

每宗手術 
$22,000

每宗手術 
$12,000

 

每宗手術 
$75,000

每宗手術 
$42,000

每宗手術 
$18,000

每宗手術 
$10,000

7. 私家看護費  （每保單年度最多 120 日） 每日 $950 每日 $600 每日 $350

8. 其他醫療費用 每保單年度 $40,000 每保單年度 $24,000 每保單年度 $16,000

9. 癌症治療及透析 每保單年度 $160,000 每保單年度 $120,000 每保單年度 $80,000

10. 器官移植 每病症及每保單年度 $500,000 

保障賠償表

下列一覽表只作參考之用，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註:
1.  只要我們於基本保障及自選門診保障下仍繼續簽發新的保單，保單將會每 12 個月自動及保證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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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保障

計劃級別 尊貴 優越 標準

保障項目 最高賠償額（港幣$）

11. 入院前及出院後之門診護理

›  入院前的入院診斷門診護理 
保障於住院、日間住院或在醫生診所內進行手術前 30 日
內的入院前的入院診斷門診護理

›  出院後的跟進療程門診護理 
保障於出院或在醫生診所內進行手術後 180 日內的出院
後的跟進療程門診護理

每保單年度 $10,000 每保單年度 $8,000 每保單年度 $6,000

12. 康復治療保障 每保單年度 $150,000

13. 善終服務保障
終生最高賠償 $150,000 

(最多一次)

註:

 第 4 及 7 項保障項目須獲主診醫生書面轉介。

等候期
特定保障將於下列指定等候期屆滿後生效。

保障項目 等候期

善終服務保障 2 年

註:

1. 等候期指以下每一日期起計的期間：

 (a) 保單簽發日或生效日（以較後者為準）、

 (b) 保單復效的批核日期（如您的保單及/或自選保障已復效)及

 (c) 適用於任何保障有所增加的情況：任何保障增加的簽發日或生效日(以較後者為準)。

2. 在保單條款中，「等候期」的相應用語為「善終服務的等侯期」。

健康獎賞 
倘若下一個保單年度之續保保費已全數繳付，而受保人於保單年度完結時符合由信諾設定的健康獎賞之準則，保單持有人將合資格享有如
下列出的健康獎賞。健康獎賞將於保單周年日 30 日後發出。

計劃級別 1 尊貴 優越 標準

保障項目 最高賠償額（港幣$）

健康獎賞 $3,500 $2,000 $1,200

註:

關於健康獎賞的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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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門診保障

計劃級別1 尊貴 優越 標準

保障項目 最高賠償額（港幣$）

1. 普通科醫生門診診症2,3,4 

 保障診症及 3 日基本藥物
全數賠償

2. 專科醫生門診診症3,4 

 保障診症及 5 日基本藥物
全數賠償

3. 中醫診症2,3,4

 保障診症及 2 包基本中藥 
全數賠償 全數賠償 不適用

4. 針灸2,3,4 全數賠償 全數賠償 不適用

5. 營養輔導4 每次 $400 每次 $400 不適用

6. 醫生處方西藥 
每保單年度  
$10,000

每保單年度  
$4,800

每保單年度 
$2,400

7. 診斷影像及化驗 
每保單年度  

$5,000
每保單年度  

$5,000
每保單年度  

$3,000

註:

 第 5 及 7 項保障項目須獲註冊西醫書面轉介。

1. 一經投保基本保障，您可選擇投保自選門診保障，而所選的計劃級別可與基本保障不同。

2. 於同一日內只可獲一次普通科醫生門診診症、中醫診症或針灸賠償。

3. 第 1 至第 4 項保障項目的保障範圍只限於指定門診網絡內所接受的診症或治療。

4. 第 1 至第 5 項保障項目每保單年度的最高保障次數如下面所列：

病房類別 尊貴 優越 標準

第 1 及第 2 項保障項目 24 次 12 次 12 次

第 3 及第 4 項保障項目 12 次 6 次 不適用

第 5 項保障項目 10 次 5 次 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