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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目標在於向前，人生的態度在於進取。

影響一生成就的，不止是我們的能力，還有我們的選擇。

人生的不同階段，會展現出不一樣的風景；

在不同階段作出相應的計劃，

自能活出不一樣的美好人生。

現今醫療科技發展急速，人均壽命愈來愈長，但遇上各類疾病的機會也愈來

愈多，相應的醫療費用只會有增無減。健康就是財富，今天起為自己的健康作出

投資，為明日作好準備，才是明智之舉。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 (「中銀集團保險」)為您呈獻的「中銀亞洲醫療保障計劃」

(「本計劃」)，是一個終身醫療保障計劃，既可為您提供全面的醫療保障，又能確保

您的摰愛生活無憂。每年保額高達港幣10,000,000元，全面支援您入院時的醫療

開支，以至手術後的康復護理所需。而靈活的自付額安排，更能配合您於人生

不同階段的需要。我們承諾終身續保1，並為您特設多項貴賓級禮遇，讓尊貴的您

得以全力向前，後顧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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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特色

靈活彈性 安心保障

  周全保障，相關費用全數賠償

  彈性自付額選擇，靈活配合所需

  高達100%無索償自付額折扣2優惠及特別住院回贈津貼

  終身續保1承諾，一生無憂

優越服務  尊享禮遇

  出院免結賬服務3

  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貼心護理安排，專業醫療禮賓服務4

  全面健康檢查服務5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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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彈性
安心保障

周全保障  相關費用全數賠償

本計劃全面保障您的需要，全數賠償有關醫療費用，如住院及手術費、化學

治療、放射治療、標靶治療及合資格診斷檢查等；亦會為您安排住院時所需

的特別治療，包括物理治療、脊椎治療、言語治療等，全方位配合助您康復。

彈性自付額選擇  靈活配合所需

一般在職人士通常已獲公司提供團體醫療保障，但此類計劃往往保額不足，

未能完全應付個人所需的醫療開支；因此您需要一個更靈活的醫療保障計劃。

本計劃提供自選自付額選擇，讓您可節省保費之餘又多一重醫療保障作後盾。

受保人更可享調整自付額保證6，於年滿50、55、60或65歲的保單年度轉換

自付額級別而無需提交健康證明，讓您自行選擇以適合的保費保障自己的

健康。

無索償自付額折扣2優惠  住院回贈津貼

若連續兩個保單年度並無索償，即可於下一個保單年度享有自付額10% 折扣

優惠，累積最高可達100%。本計劃更設有特別住院回贈津貼，只要設定本

計劃為第二索償計劃或於入院時調低私家醫院房間級別，即可享每日住院

現金港幣1,600元回贈津貼，每保單年度最多可獲30日回贈津貼。

終身續保1承諾  一生無憂

不論受保人的健康狀況或索償紀錄如何，本計劃均保證終身續保1。受保人

不必憂慮因年齡增長或健康轉變而不獲續保，從此安枕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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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免結賬服務3

無論您身處香港或其他亞洲 7地區，只需於入院前致電24小時服務專線，

我們便會為您安排「出院免結賬服務」3，直接為您支付醫院賬單，且毋須支付

按金。

全球緊急支援  旅遊轉介服務

若您身處海外而又需要接受緊急住院治療，我們的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可有效緩解您因突發事故而承受的壓力。另外，我們亦有旅遊轉介服務，可為

您安排轎車租賃、送遞鮮花或禮物、提供高爾夫球場資料及旅程諮詢等服務。

(實際費用需由受保人支付。)  

貼心護理安排  專業醫療禮賓服務4

於康復過程中可能需要多方面的專業醫療輔助服務，我們可為您提供24小時

香港醫療禮賓服務4轉介，如物理治療師、營養師、言語治療師、職業保健師

及心理醫生服務等。我們亦可因應不同人士需要，就日常護理服務提供協助，

包括醫生到診、私家看護、家居傷口護理、醫療專車接送、藥物送遞及採購

醫療用品等，一應俱全，讓您安心治療。此外， 我們設有專業的醫療團隊為您

提供國際第二醫療意見8，助您選擇最切合自身需要的治療方案。(實際費用需

由受保人支付。)

 

全面健康檢查服務5優惠

親臨中銀集團保險指定的體檢中心進行全面身體健康檢查，可尊享貴賓級

75折優惠。有關健康檢查服務5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parkwayhongkong.com/HealthCheckup-boc

優越服務
尊享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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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1 個案2 個案3

個案及建議

背景：張先生及張太太是一對處事周詳

的夫婦，對退休後生活計劃周密但精打

細算，想好好運用其公司提供的團體

醫療福利的同時，亦希望退休後可享有

全面的醫療保障，而本計劃保障靈活，

提供自付額計劃及調整自付額保證6，能

配合不同人生階段的醫療需要，令張先

生及張太太未來退休後，輕鬆享受人生。

1. 設有無索償自付額折扣2 減輕經濟負擔    

張先生及張太太受保於保費較優惠的

「中銀亞洲醫療保障計劃  – 自選每年度

自付額 ( 港幣23,800元 ) 計劃」。本計劃

設有無索償自付額折扣2 優惠。張先生

及張太太由於連續兩個保單年度沒有

作出任何賠償，其保單的自付額可於

下個保單年度扣減 10%，其折扣更可

累積至100%，屆時一旦需要索償，其

自付額已因100%折扣而調低至零，醫療

費用便可全數申請索償。

2. 保障靈活，切合人生每個重要階段需要

此外，由於張先生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障

於其退休後同時終止，根據本計劃內的

調整自付額保證 6條款，張先生決定於

年滿60歲生日後的保單年度，選擇毋須

提交健康申報而調低其自付額計劃，

配合張先生踏入另一個人生重要階段的

醫療需要，令張先生輕鬆享受無憂的

退休生活。

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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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陳先生是從事設計工作的自僱人士，

其配偶陳太太在貿易公司從事文職工作，夫婦

倆平常對生活及健康非常關注。雖然陳太太

的公司提供團體醫療保險，但保障較小，為確

保在有需要時能享有妥善優質的治療及照顧，

他 們 需 要 一 個 保 障 全 面 及 保 額 充 裕 的 醫 療

計劃，而本計劃保障全面正配合他們的需要，

能補充其團體醫療保障的不足，讓陳先生及

陳太太安心自在，安枕無憂。

1. 住院及手術費用全數賠償 

最近陳先生發覺體重下降及腹脹，醫生建議

接 受 腸 道 內 窺 鏡 檢 查 ， 經 病 理 化 驗 後 確 診

大腸癌，需接受腸切除及結腸造口手術。手術

後亦需接受化療，整個療程的醫療開支超過

港幣100萬。陳先生獲享預先批核「出院免結賬

服務」3，不需支付醫院賬單，包括住院專科

醫生費及化驗費、數次住院手術及化療費亦可

全數賠償。經過專業醫療團隊的治療後，陳先生

最終康復出院。

2. 第二索償保障

陳太太因意外弄傷右膝，醫生經檢查後確診

右膝半月板撕裂，需接受關節半月板切除手術

並住院5日。手術後亦需接受物理治療，整個

醫療開支為港幣 20 萬元。由於陳太太的團體

醫療保險只賠償了港幣6萬元，之後陳太太便向

本計劃索償，獲賠償餘額為港幣14萬，此外，

陳太太並可享有本計劃的「第二索償保障」的每日

港幣1,600元津貼，5日賠付為港幣8,000元。

背景：李先生因工作需要會安排到東南

亞出差，為使他出外工幹安心，他需要

一個一站式醫療保障及優越醫療服務的

醫 療 計 劃 ， 而 本 計 劃 正 全 面 配 合 他 的

需 要 ， 讓 李 先 生 在 旅 途 上 能 專 注 處 理

工作，安心愉快。 

覆蓋亞洲7，尊享優質醫療服務

不久前李先生到新加坡出差時，遇上交通意外

需要緊急治療，由於李先生受保於本計劃，可

獲得專業、可靠、貼心的醫療服務。包括：   

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當地即時入院治療。

 緊急支援服務中心為李先生安排醫療送返

回港。

預先批核「出院免結賬服務」3：

 李 先 生 回 港 後 需 接 受 入 院 治 療 。 他 獲 享

「出院免結賬服務」3，不需支付醫院賬單，

讓他可安心休養，無需為保險索償而費心。    

醫療禮賓服務4：

 李先生出院後發現有感冒跡象，由於他仍然

行動不便及沒有親友在港，所以致電客戶

服務熱線查詢，獲安排及提供醫生到診的

轉介服務，及後更可以優惠價獲得健康服務

助理員陪伴往返診所覆診；同時更可獲診金

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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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個案僅供參考，實際的賠償額、適用的條款及細則須視乎個別申請個案及保單的情況而定。 

每年度自付額

港幣23,800元

自付額可於第3個保單年度減至

港幣21,420元 
（從自付額港幣23,800元扣減10%）

自付額可於第5個保單年度減至

港幣19,040元 
（從自付額港幣23,800元扣減20%）

張太太於第6個保單年度申請索償，
賠償後，自付額重設至

港幣23,800元

自付額可減至

港幣21,420元 
（重新從自付額

港幣23,800元扣減10%）

連續2個保單年度
沒有作出任何賠償

再次連續2個保單年度
沒有作出任何賠償

連續4個保單年度
沒有作出任何賠償

保單年度 無索償自付額折扣2

計劃開始

第1-2個
保單年度

第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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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個
保單年度

第9個
保單年度



計劃一覽表

自選每年度自付額  港幣0元 / 23,800元

每年最高賠償額

 (每名受保人) 
港幣10,000,000元

終身最高賠償額

 (每名受保人)
港幣28,000,000元

保障地區 亞洲7

投保年齡 15日至70歲

賠償額貨幣 港幣

保費結構 按年齡區分

保費繳付 年繳

保單續保 保證終身續保1

賠償限額表

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 最高賠償額(以港幣計)(以每名受保人計算)

計劃名稱 優越計劃

保障地區 亞洲7

每年最高賠償額 10,000,000元

終身最高賠償額 28,000,000元

自選每年度自付額 0元 / 23,800元

住房等級限制

 半私家房 (適用於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醫院 )
 標準私家房 (適用於亞洲7地區醫院，但香港、

澳門及中國內地除外 )

A. 住院保障

1 病房床位及膳食費 全額賠償 

2 醫生巡房費 全額賠償 

3 專科醫生費 全額賠償 

4 醫院雜項費用 全額賠償 

5 深切治療費 全額賠償 

6 陪床費 全額賠償 

7 病理學費、X光檢查費及化驗費 全額賠償 

8 先進掃描（磁力共振造影、電腦斷層掃描、正電子掃描） 全額賠償 

9 物理治療、脊椎及整骨治療、輔助治療、營養治療、

 言語治療
全額賠償 

10 精神疾病治療 40,000元（每保單年度最多30日）

11 私家看護費 全額賠償 （每保單年度最多30日）

12 住院現金保障
 （此保障於受保人入住公立醫院大房，而本賠償限額表內

之項目A「住院保障」的第1項至11項、項目B「手術保障」及
項目D的第4項「重建手術保障」不會作出賠償時適用）

每日1,600元 （每保單年度最多30日）

B. 手術保障

1 外科醫生費 全額賠償 

2 麻醉科醫生費 全額賠償 

3 手術室費 全額賠償 

4 日間（門診）手術費 全額賠償 

5 醫療裝置
 （a） 指定項目

（包括起搏器、經皮冠狀動脈腔內成形術的支架、
眼內人造晶體、人工心瓣、關節置換術的金屬或人工
關節、置換或植入於關節的人工韌帶及人工椎間盤）

全額賠償

 （b） 其他人造義體及/或義肢項目 每保單年度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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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所有費用必須在合理慣常的情況內。

2. 以上列出的賠償金額是按每保單年度每人計算，除非另有說明，則作別論。處理索償時，合資格的索償金額先扣除自付額

(如有)後，方提供賠償。

3. 所有限額項目 A「住院保障」至項目 F「身故保障」均受限於每年最高賠償額，包括列為「全額賠償」的保險賠償項目。中銀集團

保險只賠償符合規定的病症，而且100%受限於有關「一般合理」費用的條款。 

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 最高賠償額(以港幣計)(以每名受保人計算)

C. 入院前及出院後保障

1 入院前門診保障 全額賠償 （入院前起計30日內）

2 出院後門診保障 全額賠償 （出院後起計60日內）

3 出院後家居看護保障 全額賠償 （出院後起計60日內）

4 出院後另類治療 （物理治療、脊椎及整骨治療、

輔助治療、營養治療、言語治療）
每次住院/門診手術30,000元

（出院後起計90日內）

5 出院後康復保障 （於康復中心） 80,000元 （每保單年度最多60日） 

D. 延伸保障

1 化學治療及放射治療 （住院期間或門診） 全額賠償 

2 腎透析 （住院期間或門診） 全額賠償 

3 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愛滋病治療 （5年等侯期）
每保單年度100,000元 /
終身最高賠償1,000,000元

4 重建手術保障

 (包括於手術中需要使用外置或人工裝置或物料)
160,000元（每項傷病計）

5 善終護理 100,000元（終身計）

6 緊急門診（意外發生日起計24小時內） 全額賠償 

7 緊急牙科（意外發生日起計14日內） 全額賠償 

E. 其他保障

1 第二索償保障 每日1,600元（每保單年度最多30日）

2 私家醫院房級調低保障 每日1,600元（每保單年度最多30日）

F. 身故保障

1 意外身故保障 80,000元

2 額外身故恩恤保障（因意外住院期間身故） 80,000元

G. 支援服務

24小時服務熱線

1 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a）  緊急醫療撤離 全額賠償 

（b）  緊急醫療送返 全額賠償 

（c）  遺體運返 120,000元

（d）  親屬探訪 一張經濟客位來回機票 

（e）  送返隨行年幼子女 一張經濟客位單程機票

（f）  電話醫療諮詢、評估及轉介預約服務 只提供服務轉介 

2 旅遊支援服務 只提供服務轉介 

3 國際第二醫療意見8 只提供服務轉介 

年繳保費表
( 以港幣計 )

年齡組別
每年度自付額

0元 23,800元

15日 -4歲 7,616元 3,749元

5歲 -15歲 6,234元 3,199元

16歲 6,299元 3,232元

17歲 6,363元 3,265元

18歲 6,575元 3,326元

19歲 6,798元 3,399元

20歲 6,803元 3,441元

21歲 6,884元 3,481元

22歲 7,273元 3,636元

23歲 7,391元 3,735元

24歲 7,752元 3,917元

25歲 7,915元 4,040元

26歲 8,370元 4,144元

27歲 8,583元 4,292元

28歲 8,840元 4,420元

29歲 9,193元 4,553元

30歲 9,280元 4,640元

31歲 9,615元 4,722元

32歲 9,797元 4,855元

33歲 10,068元 4,990元

34歲 10,353元 5,087元

35歲 10,582元 5,201元

36歲 10,777元 5,270元

37歲 10,972元 5,339元

38歲 11,167元 5,409元

39歲 11,362元 5,470元

40歲 11,557元 5,691元

41歲 11,832元 5,875元

42歲 12,203元 6,101元

43歲 12,835元 6,375元

44歲 13,393元 6,610元

45歲 13,920元 6,916元

46歲 14,652元 7,283元

47歲 15,321元 7,617元

48歲 15,847元 7,880元

49歲 16,451元 8,182元

50歲 16,985元 8,405元

51歲 17,993元 8,830元

52歲 18,826元 9,246元

53歲 19,742元 9,746元

54歲 20,869元 10,266元

55歲 21,963元 10,855元

56歲 22,973元 11,360元

57歲 24,735元 12,155元

58歲 26,218元 12,940元

59歲 27,965元 13,770元

60歲 29,621元 14,642元

年齡組別
每年度自付額

0元 23,800元

61歲 31,559元 15,519元

62歲 34,476元 16,973元

63歲 37,128元 18,296元

64歲 40,200元 19,827元

65歲 43,513元 21,389元

66歲 46,325元 22,792元

67歲 48,195元 23,684元

68歲 49,465元 24,327元

69歲 50,742元 25,017元

70歲 51,933元 25,490元

71歲 * 55,419元 27,228元

72歲 * 57,742元 28,438元

73歲 * 60,009元 29,532元

74歲 * 62,842元 30,820元

75歲 * 65,675元 32,280元

76歲 * 68,852元 33,825元

77歲 * 72,114元 35,456元

78歲 * 75,205元 36,916元

79歲 * 78,381元 38,461元

80歲 * 81,558元 40,092元

81歲 * 84,320元 41,395元

82歲 * 87,095元 42,832元

83歲 * 89,714元 43,982元

84歲 * 92,262元 45,265元

85歲 * 94,819元 46,512元

86歲 * 97,434元 47,874元

87歲 * 100,377元 49,275元

88歲 * 103,235元 50,635元

89歲 * 106,007元 52,031元

90歲 * 108,772元 53,386元

91歲 * 112,211元 55,078元

92歲 * 115,546元 56,644元

93歲 * 118,851元 58,310元

94歲 * 121,978元 59,849元

95歲 * 125,001元 61,338元

96歲 * 128,782元 63,206元

97歲 * 132,368元 64,942元

98歲 * 135,902元 66,619元

99歲 * 139,312元 68,305元

100歲 * 143,145元 70,204元

* 只限續保。101歲或以後之保費將於續保前通知保單持有人。  

賠償限額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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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付保費方法

1. 以信用卡支付

(1) 請填妥投保書內「信用卡付款授權書」，並連同投保書一併交回中銀集團保險。

(2) 若選擇以「中銀信用卡12個月免息分期月繳」繳付保費，請填妥投保書內「免息分期計劃直接付款
授權書」，並連同投保書一併交回中銀集團保險。

2. 以支票付款

請以劃線支票祈付「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並連同投保書一併交回中銀集團保險。

保單審閱期及自動續保服務

 15日保單審閱期 

若投保申請獲即時批核且各項保障已確認生效，中銀集團保險將在收到投保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後約

10個工作天內繕發您的保單。在確認保障生效起計的15日內 (「保單審閱期」)，您可在中銀集團保險

網頁 (http://www.bocgroup.com/bocg-ins/) 下載保單文件及主要不受保項目。若保障項目未能符合

您的需要，您可於保單審閱期內以書面方式通知中銀集團保險終止保單 ( 若已收到保單文件，須將其

送回中銀集團保險 )。如受保人在保單審閱期內未有提出任何索償要求，所有已繳付的保費將獲全數

退還。  
  

 自動續保服務

在每個保單年度期滿前，如您未接獲中銀集團保險有關修改任何續保條款的通知，您只需繳交

下一個保單年度所需的保費，您的保單便可自動續保。 

修改、終止及賠償

 保費、條款及最高賠償額設定：

保費、條款及最高賠償額是按照受保人投保當日選擇的計劃、健康狀況及其受保時的年齡而定。當

受保人於續保時將按已事先設定的年齡組別遂漸增加保費。受保人的保單生效後中銀集團保險不會因

受保人的健康或索賠情況而額外收費或附加條款，但中銀集團保險將保留對所有「中銀亞洲醫療保障

計劃」保單作核保、修改條款及/或調整保費及最高賠償額的權利。 

 更改保障計劃：

投保人可於保單期滿日30天前以書面方式通知中銀集團保險。新計劃及新收費將會在新的保單年度的

首日生效。 

 終止保單及退費：

如投保人於保險期內終止保單或其中個別受保人的保障，保費將不獲退回，而投保人亦須繳付全年

保費的100%。 

 賠償：

若要提出索償，受保人應盡快以書面形式連同相關證明文件遞交至中銀集團保險以辦理有關手續。

中銀集團保險將在收妥所需索償證明文件後的10個工作天內將賠款及理賠通知書送交投保人。   

投保錦囊

問  什麼是自選每年度自付額?

答  是指須由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自行負擔的

部份合資格費用，該費用將從賠償額中先行

扣減需自付的金額才可進行索償。扣減的

保障包括 A 項「住院保障」、B 項「手術保障」、

C 項「入院前及出院後保障」、D 項「延伸保障」

及Ｅ項「其他保障」。   

問  在哪裡接受的醫學治療可獲「中銀亞洲

醫療保障計劃」保障？

答  於亞洲 7地區內接受任何註冊醫生 ( 包括普通

科醫生、專科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 ) 治療所

產生的合資格醫療費用，均獲「中銀亞洲醫療

保障計劃」賠償。

問  本計劃是否只接受在醫院進行的手術

保障?   

答  不是。無論在診所或在醫院進行手術，只要

符合保單的要求便可獲得保障。 

問  本計劃是否只接受客戶居住香港或

澳門至少6個月投保?

答  本計劃設定的基本投保條件是在保單年度內

受保人須居住香港或澳門至少6個月。如客戶

於本計劃保單年度內居住香港或澳門少於

6個月，都可以作出申請，但中銀集團保險將

為該申請作個別核保、修改條款及保留拒絕該

申請的絕對權。此外，若客戶在保單年度更改

居住地，必須即時以書面通知中銀集團保險。

中銀集團保險有權保留終止保單絕對權，終止

保單日期將按自更改居住地日期起計；中銀

集團保險不會退還任何已繳保費，亦保留要求

客戶償還已付的索賠款項之權利。  

問  獲享「出院免結賬服務」3 需要進行什麼

手續？  

答  受保人入院前需致電24小時服務專線，提供

姓名及保單編號，經確認符合受保條件後，

便會安排「出院免結賬服務」3。  

問  可否在未獲得預先批核的情況下接受

住院治療或日間護理治療？

答  我們建議您在接受治療前先致電24小時服務

專線，獲得住院治療或日間護理治療的預先

批核，讓我們可以確保您已清楚瞭解受保

範圍，避免日後接受治療時可能無法就個別

額外開支獲得賠償。然而，若您無法獲得

預先批核，請先支付治療費用，再就符合

規定的費用向我們提出索償。    

問  如何確保住院費用可獲全數賠償？ 

答  我們建議您在接受任何非緊急住院治療或

日間護理治療前先致電我們客戶服務熱線，

我們可以了解您的住院所需費用，以便向您

說明哪項住院費用可獲全數賠償。

問  若交齊所有索償文件，可於何時獲得

賠償？如何得知賠償進度 ?

答  我們於收齊所需索償證明文件的10個工作天

內發放賠款及理賠通知書予客戶。客戶亦可

隨時登入中銀集團保險網頁，在網上系統

項目下的「個人醫療記錄查詢系統」內輸入

保單編號及密碼便可查詢索償進度及索賠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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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本計劃保證終身續保，而中銀集團保險保留對所有「中銀亞洲醫療保障
計劃」保單作核保、修改條款及 /或調整保費及最高賠償額的權利。

2. 每連續兩個保單年度內沒有賠償，自付額便可於下一個保單年度扣減
10%。折扣可累積至100%。每次的無索償自付額折扣均以原有自付額
計算，有關折扣在賠償後的保單年度將重設至0%。

3. 預先批核「出院免結賬服務」的承保責任只限於符合本計劃規定的合資格
醫療費用，並會向受保人收取一切已繳付但不屬保單受保範圍的醫療
費用（如有）。

4. 部份醫療禮賓服務只限於香港提供轉介服務，實際費用需由受保人
支付。中銀集團保險對相關醫療服務供應商的服務或任何疏忽概不承擔
任何責任。 

5. 健康檢查服務相關折扣優惠是由中銀集團保險指定的醫療服務供應商
提供，詳情請參閱「用戶服務指南」（連同保單一起發送予受保人）。中銀
集團保險對相關醫療服務供應商的服務或任何疏忽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對相關健康檢查服務及折扣優惠作任何更改或停止
提供的最終決定權。

6. 選擇調整自付額保證，保費會因所選擇自付額計劃金額及當時實際年齡
而相應調整。

7. 亞洲是指阿富汗、澳洲、孟加拉、不丹、汶萊、柬埔寨、中國、香港、
印度、印尼、日本、哈薩克、吉爾吉斯、老撾、澳門、馬來西亞、
馬爾代夫、蒙古、緬甸、尼泊爾、新西蘭、北韓、巴基斯坦、菲律賓、
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台灣、塔吉克、泰國、東帝汶、土庫曼、
烏茲別克及越南。

8. 國際第二醫療意見只提供轉介服務，實際費用需由受保人支付。中銀
集團保險對相關醫療服務供應商的服務或任何疏忽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注意事項：

1. 投保人投保時年齡必須為18歲或以上。 
2. 受保人投保時年齡必須介乎15日至70歲（首尾包括在內）。

3. 子女年齡介乎15日至17歲必須連同父或母一同投保及保障級別必須
相同。子女指投保人的合法子女，包括繼子女、領養子女、或監護兒童。

4. 自選「每年度自付額」只適用於A項「住院保障」至E項「其他保障」。 
5. 預先批核「出院免結賬服務」3 的承保責任，只限於符合本計劃規定的合

資格醫療費用，並會向客戶收取一切已繳付但不屬保單受保範圍的醫療
費用（如有）。

6. 本計劃設30日等候期，但因意外引致則不受此限。此外，「人體免疫力
缺乏病毒 /愛滋病治療保障」等候期為5年。

7. 關於保障地域 :
（1） 除獲中銀集團保險批准外，在保單年度內受保人必須居住於香港或

澳門最少滿6個月，並於投保書或書面更改通知內作出相關聲明。 
（2） 受保人若更改居住地，必須即時以書面通知中銀集團保險。中銀集團

保險有權保留終止保單絕對權，終止保單日期將按自更改居住地日期
起計。中銀集團保險不會退還任何已繳保費，亦保留要求受保人償還
已付的索賠款項之權利。

（3） 在本計劃的任何索償階段，如受保人在更改了居住地之前，並未即時
以書面通知中銀集團保險，將不獲任何索償。

8. 除非另有指示，否則自動續保的保費繳賬方式，將按受保人的首年投保
繳費方式扣賬。

9.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對所有「中銀亞洲醫療保障計劃」保單作核保、修改
條款及 /或調整保費及最高賠償額的權利。

主要不保事項（詳情請參閱保單）：

1. 購買的藥物或進行的治療或測試並非屬醫療必要，或並非經由醫生處方
或進行。 

2. 純粹為接受一般身體檢查、X光診斷、先進造影、化驗、基因測試、輔導
服務或物理治療而住院。 

3. 先天性狀況、遺傳性疾病、發展性疾病、已存在疾病狀況或其併發症。

4. 受保人於保單生效日期或受保人生效日期或保障生效日期（按情況而定），
以較後者為準，起計之後首30日內出現的疾病、病痛或不適及其相關
病徵或症狀。

5. 除本計劃「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 /愛滋病治療」中另有規定外，直接或間接
因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及其相關醫療病症（包括愛滋病及 /或因感染人體
免疫力缺乏病毒而相應引致的任何突變、衍生或變異）而引致的費用。

6. 直接或間接因濫用藥物或酒精、自我毀傷或企圖自殺、進行不法活動、
體內酒精濃度超出訂明限度的情況下駕駛，性病或經由性接觸傳染的
疾病或其後遺症所相應引致的治療或傷病。

7. 除本計劃「重建手術保障」中另有規定外，有關美容為目的的任何服務
費用，包括因此而引致的相關傷病；聽力測試；例行血液測試；一般
身體檢查；接種疫苗或防疫注射。 

公司簡介
8. 除本計劃「緊急牙科」中另有規定外，牙科治療及口腔外科手術。因意外

而引致於住院期間接受的緊急治療則除外，惟不包括所有其後的覆診及 /
或治療。

9. 與產科及其併發症有關的所有檢驗、治療、輔導服務及基因測試，包括
驗孕或其後的分娩、墮胎或流產；節育或恢復生育；兩性絕育；不育
治療等。

10. 除本計劃「醫院雜項費用」、「醫療裝置」或「重建手術保障」中另有規定
外，購買人工裝置，耐用的醫療設備及儀器，包括但不限於購買或租借
輪椅、醫院病床、呼吸正壓機、運動設備、眼鏡、助聽器、特別支架、
拐杖、非處方之藥物、空氣清新機或空調、暖爐或於受保人家居進行的
改動。

11. 除本計劃「精神疾病治療保障」中另有規定外，直接或間接由任何類型的
精神或心理狀況，以及其生理及心理壓力而引致的治療或傷病。

12. 有關肥胖症（包括病態肥胖症）的治療、體重控制計劃或減肥手術。

13. 直接或間接因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戰、侵略、外敵行動、敵對
行動、罷工、暴亂、叛亂、革命、暴動或軍事政變或奪權而引致的治療
或傷病。

常用詞彙：

1. 「終身最高賠償額」：指受保人在所有「中銀亞洲醫療保障計劃」保單下，
受保人一生合計可享有的最高保障總額及向受保人的合法遺產代理人
( 無指定受益人 ) 所支付的 F 項「身故保障」，無論該保單是否已到期、
已終止或仍生效。

2. 「保障生效日期」：指就保單生效日期後任何新增或提升的保障的
起始日，惟必須受限於有關保障之等候期。

3. 「住院」指受保人按醫生書面建議入住醫院，而該住院期必須維持最少
連續6小時，惟有關因受傷（並於24小時內）所需任何緊急事故治療而於
醫院產生的任何支出或合資格醫療人士就進行外科程序或手術或於日症
手術接受手術所收取的費用，則不設最少住院時間。從開始入院至出院
期間，受保人必須在該醫院連續住院而未有間斷或缺席。 

4. 「住院日」：指受保人以住院病人形式連續入住醫院24小時的期間，最少
須住滿24小時。適用於 A12「住院現金保障」、E1「第二索償保障」、E2

「私家醫院房級調低保障」。 
5. 「已存在疾病狀況」：指受保人的任何傷患、不適、疾病或身體狀況於

保單生效日期、受保人生效日期或保障生效日期（按情況而定）或（如果
本保單已復效是按項目 - 一般保單條文的保單復效）任何復效生效日期

（以較後者為準）前 a）已存在或 b）當時已知悉或按合理情況下應知悉
出現的病徵或症狀。

6. 「先天性狀況」：指於受保人出生時已存在的醫學異常狀況或在其年齡達
17歲前已出現的初生嬰兒異常身體或精神異常。

7. 「醫療必要」：指按照一般公認的醫療標準而言，有接受治療的必要，
而該等治療須符合以下各項條件：（a）需要合資格醫療人士的醫療專業
知識；（b）與診斷一致，並對治療狀況而言屬必需；（c）根據專業及審慎
的醫療標準提供，而並非主要為方便或讓受保人、其直屬家庭成員、
護理者或主診的合資格醫療人士感到舒適而提供；及（d） 在該情況下以
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和設定提供。

8. 「合理慣常」：指醫護收費不超過在當地由具相若水平的醫療服務
供應者，為同一性別和年齡的人士針對類似疾病或傷患所提供的相類
似的治療、服務或物料所訂立的收費水平。「合理慣常」的收費在任何
情況下均不應高於所招致的實際收費。中銀集團保險或會參照以下資料

（如適用）以決定「合理慣常」的醫療費用：（a） 由香港政府發佈並列明
香港政府醫院向自費病人所收取有關私家住院醫療服務費用之憲報；（b） 
由業界進行的醫療費用調查；（c）內部索償數據；（d）受保程度或水平及 /
或 （e） 其他相關醫療、保險業的參考資料。 

條款：

1. 本計劃由中銀集團保險承保。

2. 中銀集團保險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理處授權及監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一般保險業務。

3.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根據投保人及 /或受保人於投保時所提供的資料，而
決定是否接受任何有關本計劃投保申請的絕對權利。

4. 中銀集團保險保留隨時修訂、暫停或取消上述產品、服務以及修訂有關
條款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中銀集團保險保留最終
決定權。

5. 本宣傳品僅供參考，不能詮釋為提供或出售或遊說購買中銀集團保險的
任何產品的要約、招攬及建議，本計劃各項條款及細則以中銀集團保險
繕發的正式保單為準。各項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條款及不承保事項，
請參閱保單。

6. 如本宣傳品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Should you require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leaflet, please call our below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 OR enquire through our 
Wealth Management Managers.

客戶服務熱線：（852） 3187 5100 或向我們的財富管理經理直接查詢

中銀集團保險網址：www.bocgroup.com/bocg-ins/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本公司」，「中銀集團保險」）於1992年7月23日在香港註冊，目前是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資附屬機構。

中銀集團保險自1992年成立以來，在中國銀行總行的正確領導下，憑藉龐大的集團銷售網絡，雄厚的專業實力，

穩健的財政狀況，不斷發展壯大。目前擁有4家分公司，1家附屬公司及3家聯營公司。本公司的經營範圍及服務領

域在20多年來不斷擴展，從開業初期只能敘做傳統的保險業務發展到現在，承保的保險產品相當齊全，已獲得香港

保險業監理處頒發財產保險全部17項險種的經營牌照，業務往來擴展至中國內地、澳門、台灣以及眾多其它海外地

區，業務量一直穩佔香港一般保險市場的前列位置。

本公司主要經營的險種有：火險、財產一切險、現金險、船舶險、盜竊險、運輸險（海上、陸路、航空）、汽車險、

僱員賠償險、公眾責任險、建築工程全險、旅行綜合險、家居綜合險、人身意外險、高端醫療保險、個人醫療

保險、團體醫療保險、家傭綜合險、高爾夫球險、盈利損失險、董事責任險、專業責任險等等。同時，本公司還與

中銀香港根據銀行客戶需求共同不斷研發銀保新產品，並通過手機Apps平台和網上投保平台銷售旅遊「易」綜合保、

周全家居綜合險等產品。

中銀集團保險在競爭激烈及多變的保險市場中經營，不斷優化工作流程、加強技術支援，改善服務質素，增強自身

的競爭能力。經過多年的業務探索與架構完善，公司在社會及保險業界均建立了良好的信譽，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

及同業的尊重。國際知名的標準普爾評級公司過去多年對本公司信用評級為A-，前景展望為穩定；業務質素也一直

排行在市場的前列，表明本公司的專業水平、經營策略及風險控制水平達至國際認可標準。

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長期致力於服務香港社會和民生，為中銀集團在港澳地區提供多元化保險產品、服務各類

客戶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繼續以豐富的產品、更多的銷售渠道、緊貼市場的發展策略及經營

方針，為客戶提供優質、專業的服務，爭做「最好的銀行系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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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德輔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9樓

9/F., Wing On House, 71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www.bocgroup.com/boc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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