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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模式 - 数据及评分 

A1. 我的生活模式及健康数据会分享给我的雇主及保险公司吗? 

您的个人得分不会分享。我们只会综合所有数据，然后向雇主及保险公司提供综合报告，

协助公司评估整体员工健康及保健状况，及作进一步改善。所有资料均以不记名方式。 

 

详情请参考条款细则内之资料收集及使用政策。 

 

A2. 生活模式部分所设定之问题有何目的? 

这部分的提问来自一系列医疗调查工具，以便全面了解您的生活及健康状况。我们将根据

您的答案，向您提供最切合您需要的健康小贴士及保健优惠，助您减低生活模式相关的健

康风险。 

 

A3. 生活模式调查的结果可以当作或取代医疗建议吗？ 

不可以。此平台所提供的资讯并不能替代专业医疗建议。若您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或此平台

的结果有任何疑虑，请尽早咨询专业医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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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我可以略过上传相片作模拟老年面貌的部分，然后继续完成健康评估吗？ 

您可以略过模拟面貌衰老部份，继续回答其他健康评估的问题。 

 

A5. 请说明模拟老年面貌的功能及使用方法（如：应该选什么年龄的相片？什么是健康生

活模式？） 

当您上传相片，模拟老年面貌功能会根据您所提供的现有生活方式，对照健康的生活方

式，模拟出您的容貌将会有何转变。 

 

A6. 如果我在评估途中需要暂停，先前作答的资料会被储存，让我随后继续吗？ 

不会。您首次就生活模式调查作答时，必须完成所有问题。日后您可以随时更改您的答

案。 

 

A7. 有些问题我现在没有准确答案（如:身高、体重），我可以用假设数据作答吗？ 

您提供之答案越准确，所得结果会越切合您现时的生活及健康状况。若您不肯定答案，可

尽量提供最贴近现况的答案。当您知道确实答案时，您可更新先前提供的资料。 

 

A8. 完成评估后我会收到甚么资讯？ 

我们会根据您在生活模式部分的回答，为您的健康保障作全面分析。我们亦会提供小贴士

及建议，以改善您的生活模式。 

 

A9. 如果我在生活模式得到低分，我应怎样做？ 

您可以先参考我们提供的健康小贴士及建议，以改善您的生活模式。采纳小建议，持之以

恒，便能看到转变。如有任何疑虑，请咨询专业医疗意见。 

 

A10. 你们如何提供产品建议？ 

系统会根据您在生活模式评估提供的答案和个人资料（年龄、性别）作出产品建议，向您

提供个人化建议以作参考。我们也会因应您的生活模式提出改进的意见。 

 

A11. 我的健康评分叫我感到忧虑，我应怎样做？ 

请尽早咨询专业医疗意见，此平台提供之建议并不可取代任何医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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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医生 - 浏览及查看 

B1. 如何浏览网络医生名单? 

请到「生活模式」，选择「搜寻网络诊所」。 

 

B2. 网络医生名单何时会更新? 

网络医生名单会根据加入或离开的医生资讯定时作更新，现时为每月更新一次。 

 

B3. 如何使用流动应用程式功能搜寻医生，如筛选、融入谷歌地图? 

您可以点击搜寻键，输入医生姓名或特定位置（包括您就近位置）搜寻诊所。您亦可使用

右上角之筛选键以选择专科医生。 

 

B4. 如何查看最近搜寻的医生，如之前求诊的医生（根据理赔记录），搜寻记录等? 

我们暂时未能支援查看搜寻纪录功能。 

 

B5. 如何查看医生 / 诊所资讯? 我可以查看什么资料所? 

您可以在搜寻结果中选择医生 / 诊所，并查看地址及电话等详细资料。 

 

汇健站 - 选购及订单 

C1. 我可以如何在平台内下订单？ 

您可以浏览网店，把货品加进购物车内。成功结账后，便完成下单了。 

 

C2. 我可以在购物车更改或删除货品吗？ 

可以。您可以点选「查看购物车」，然后更改货品的数量，或把货品从购物车中删除。然

而订单一经确定将不能删改。 

 

C3. 电子券有效期为多久？ 

大部份的电子券有效期为发行日起计 90 日。详情请参考每个产品的到期日。 

 

C4. 如我没有在指定时间内兑换产品，可怎么办? 

电子券会过期失效，您可以办理退款但需要缴付手续费。请与汇丰客户服务部聯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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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如我选购产品后改变主意，可获退款吗? 

在下订单后，您将无法编辑或取消。 

 

C6. 我如何为我的家属（配偶/同居伴侣、子女及成年子女）选购/兑换产品? 

您可按一般程序选购产品，当兑换产品时请出示阁下之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及家属之身份证

明文件以作核实。 

 

C7. 我的电子券在哪里？ 

您可以在订单历史里找到您的电子券。选择「查看订单」，然后按「查看电子券」。 

 

C8. 我可以透过电邮取得我的电子券吗？ 

您可以在订单历史里找到您的电子券。选择「查看订单」，然后按「查看电子券」。点选

「发送电子券至我的电邮」以在阁下已登记之电邮收取电子券。 

 

C9. 我甚么时候会取得货品？ 

若阁下所购买的货品有运送服务，您可以透过「订单历史」查看情况。选择「查看订

单」，然后按「追踪货品」。如有任何查询，请直接联络商户。 

 

C10. 当点击「发送电子券至我的电邮」后，为何没有收到电子券? 

请检查您已登记电邮收件箱中的垃圾邮件。如确认没有收到电子券，请与汇丰客户服务部

聯络。 

 

C11. 可否重发电子券给我吗? 

您可以在应用程式内找到您的电子券。 

 

C12. 我如何查看我的订单? 

请到「订单记录」，选择「查看订单资料」，然后按「检视电子券」。 

 

C13. 我怎样知道我的货品是否已运出？ 

若阁下所购买的货品有运送服务，您可以透过「订单历史」检查情况。选择「查看订

单」，然后按「追踪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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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我何时收到我的货品? 

系统会在发货后，发送电邮到您已登记之电邮，通知您产品会在指定时间内送到。您也可

以从应用程序内追踪货品。 

 

C15. 订单结账之后，我可以更改送货地址吗？ 

不可以。如有必要更改，您须在货品仍未送出前，自行联络商户更改送货地址。 

 

C16.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我的订单一览表？ 

您可以在「订单历史」找到过往的订单。 

 

C17. 我可以如何更新我的送货地址？ 

在「进行结账」时，您可以选择运送至上一次储存的送货地址，又或者增加新的地址。 

汇健站 - 优惠 

C18. 为什么推介这些产品给我? 

我们会根据您在生活模式评估提交的答案和/或个人档案（年龄，性别）作出产品建议。

我们透过这些数据，提供个人化建议以作参考，助您改善您的生活模式。 

 

C19. 我怎样可以浏览在保健通讯电邮中之优惠产品? 

只要直接点击电邮中之优惠，您便会被引领到应用程式的相关部分进行选购。 

 

C20. 哪里可以取得推广码? 如何使用? 

推广码多数会出现于推广电邮或通讯中 （如您选择收取此等讯息）。把产品「加入购物

车」后，在「结账」前输入推广码便可。 

 

C21. 我可以从哪里取得更多优惠的详情？ 

当您点选货品后，拉下页面便能够看到「更多产品详情」。 

 

C22. 我可以从哪里取得更多商户的详情？ 

点选商户名称便能看到更多关于商户的资料。 

 

C23. 我如何换领商店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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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领资料可以在货品页面下方的「如何换领」栏找到。 

 

C24. 电子券有没有到期日？ 

有。您可以在考虑货品的时候，按下「更多资讯」查阅相关资料。您亦可以从「订单历

史」找到已购买货品的电子券资料。选择「查看订单」，然后按「查看电子券」。 

 

C25. 在下订单的时候，我可以怎样向商户发出特别指示？ 

把货品加入购物车前，您可以在货品页面的文字栏内向商户作特别指示。 

 

C26. 进行保险索偿需要递交什么文件? 

您可以按流动应用程式的指引，递交理赔（包括上传文件）申请。 

 

C27. 电子券可转让吗?我的电子券可否送给别人兑换产品呢？ 

不可以。您只可以给自己或家属购买及兑换电子券。 

 

C28. 我可以购买商店产品给我的家属吗? 

可以。您可以给自己或家属购买及兑换电子券。 

 

C29. 我如何知道此产品可获保健理赔?如何申请理赔? 

产品概述会列明此产品可否获得保健理赔，您可按照现时保健理赔程序申请理赔。 

 

汇健站 - 付款 

C30. 接受哪种信用卡付款? 

Visa、万事达卡、美国运通卡。 

 

C31. 我尝试使用不同信用卡付款，我如何知道付款是否成功？ 

流动应用程式会提供付款确认。 

 

C32. 我只选购一次，但信用卡月结单显示单一交易重复收费。 

前往「订单历史」查看您的订单交易数量。如只选购一次， 请与汇丰客户服务部聯络。 

 

C33. 我如何知道交易是否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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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会见到付款成功页面，并收到一封确认您订单的电子邮件。 

 

C34. 如果付款过程中断，我应该怎么做？ 

前往「订单历史」查看您的订单是否成功。如果您的订单不在「订单历史」，请再次下订

单。 

 

C35. 我如何获得订单的发票？ 

下订单后，您会收到发票的电邮。您也可以浏览网页版平台，点选「订单历史」查看及下

载发票。 

 

汇健站 - 特别要求 

C36. 我刚休假完毕，现在我的电子券已经过期，可以延长兑换期吗? 

不可以。 

 

C37. 接到诊所和供应商通知疫苗缺货，3 个月后才有供应。如不想等候，我可以从其他供

应商选购吗? 

由于供应商未能如期送货，您可以申请取消订单。请与汇丰客户服务部聯络。 

 

C38. 我因特殊情况未能在到期日前兑换电子券，可以延长兑换日期吗? 

您可以要求延长电子换领券有效期 30 天。请与汇丰客户服务部聯络。 

 

C39. 我已作出订购，信用卡已收取费用，但从没有收到订购确认。 

前往「订单历史」查看您的订单是否成功。如果您的订单不在「订单历史」，请与汇丰客

户服务部聯络。 

 

C40. 我的订单误选了一件不需要的产品，我知道不可以退款。但可以例外处理吗? 

不可以。订单一经确定将不能删改。 

 

C41. 我未能联络供应商安排预约，可怎么办? 

请与汇丰客户服务部聯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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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 供应商因来货价上升而收取额外费用，可怎么办 

请与汇丰客户服务部聯络。 

 

C43. 供应商因送货地点偏远而收取额外费用，但事前并无通知，可怎么办 

请与汇丰客户服务部聯络。 

 

C44. 供应商宣告已经停业，可怎么办 

如换领时供应商已经停业，请与汇丰客户服务部聯络。 

 

C45. 如我选购时有任何疑问，有什么联络方法? 

请与供应商聯络。 

 

C46. 我可以修改/取消订单吗？ 

在下订单后，您将无法编辑或取消。 

 

登入及个人设定 

D1. 我怎样知道我的首次登入密码？ 

您会收到一封欢迎电邮，当中包含一个初始设定密码的链结。设置密码后，您将会收到另

一封确认电邮，内容包括登入网上平台之链结或从 Apple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下载该应用

程式。 

 

D2. 我应如何设置密码？ 

我们建议阁下使用强密码来保护帐户。设置密码需要最少八个字符，并使用大写、小写和

数字的组合。 

 

D3. 我忘记了密码，如何重设或更改？ 

您可以点击「登入」页面上「忘记密码」的链结，系统会发送重设密码链结到您已注册之

公司电邮，让您使用该链结重设密码。 

 

D4. 我需要提供甚么资料才可登入流动应用程式或网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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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得到公司编号。请联络人力资源部以获取资料。您亦需要输入已注册之公司电邮，

及初始设定之密码。 

 

D5. 我如何登出网上平台或流动应用程式？ 

选择「我的档案」然后「设置」，选择「登出」键。请点击「登出」键以登出网上平台或

流动应用程式。 

 

D6. 我会收到甚么电子通讯? 

您会在流动应用程式中不时收到电邮及通讯，您亦会收到推广电邮或通讯（如您选择收取

此等讯息）。 

 

D7. 我可以使用其他语言查看网上平台或流动应用程式吗？ 

在「我的档案」栏选择「设置」，再从下拉式选单中点选「语言」，最后从选项中选取语

言。 

 

D8.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的会员资讯及我新增的家属资料？ 

选择「我」然后「我的资料」，便可找到您和已登记家属之详细资料。 

 

D9. 我检查过个人资料，但找不到我的家属资料。我应怎样做？ 

您递交的家属资料经过人力资源部确认后，会显示在「我的档案」下的「我的资料」内，

过程约需十个工作日。若您递交家属资料已超过十天，请咨询您的人力资源部以加快流

程。 

 

D10. 我怎样邀请我的配偶/同居伴侣及家属在网上平台或流动应用程式上注册吗？ 

在「我的档案」点选「我的资料」，便可以找到已登记的家属。若您想邀请配偶或年满十

八岁的子女使用此网上平台或流动应用程式，请点选「邀请参加汇丰保险全方位雇员福利

手机应用程式」，邀请他们注册。您只需输入家属之电邮地址和出生日期，便能发送邀请

链结，让他们注册和登入。 

 

D11. 如何更新我的联络资料？ 

请将个人资料递交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所有资料需经公司人力资源部确认，以作更新。 

 



 

 

|PUBLIC| 

D12. 有关个人资料收集 

在首次登入时，您已同意收集个人资料并选择会否收取相关推广通讯。其后，您可以进入

档案 > 通讯，然后更改先前的选择。 

 

D13. 如何维护定期更新? 

如有任何个人资料需要更新，请即通知人力资源部，并确保发送最新的资料给我们作出更

新。 

 

D14. 如何查阅条款细则? 

在首次登入时，您已同意有关条款细则。请在档案中检视条款细则全文。每次递交索偿

时，您亦需要同意有关条款细则，请详细查阅内容。 

 

登记及福利 

E1.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我的保障范围概况？ 

前往「我的档案」选择「我的福利」。如有任何关于您的保险、健康保障范围或理赔的问

题，请联络安盛。 

 

安盛热线：+852 2288 9045 

电邮：inhkmedcare@hsbc.com.hk 

 

E2.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网络医生清单？ 

您可以在主页「生活模式」内的「搜寻网络诊所」，找到网络医生清单。您可使用筛选位

置或咨询类型等选择工具，缩小搜寻范围。 

 

E3. 我最近结婚/孩子刚出生了。我该如何将新家庭成员登记在我的福利保障范围内？ 

请联络您的人力资源团队，并提供新家庭成员（配偶/儿童）的详细资讯。人力资源团队

将根据您的权益把新成员加入您目前的保单。 

 

E4. 我如何查看我和家属之福利保障范围及福利保障余额? 

前往「我的档案」并选择「我的福利」以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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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我如何查看我和家属之健康福利账户金额? 

前往「我的档案」并选择「我的福利」以查看详情。 

 

E6. 要多久才能取得我的医疗卡？ 

安盛收到要求后，将于十个工作日内发出医疗卡。 

 

E7.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我的电子医疗卡？我可以把它显示给诊所，而不携带我的实体卡

吗？ 

您可以在「我的档案」部分下找到您和您家属的电子医疗卡「e 疗卡」。您可以在应用程

式上，向诊所工作人员出示电子医疗卡。有些诊所可能只需扫描应用程式上的二维码，以

取得您的详细资料。 

 

索偿 - 流动应用程式 

F1. 我应该如何申请保险或健康保障索偿？ 

您可以透过「索偿」部分下的「申请索偿」提交索偿申请。请选择求诊类别，求诊日期，

金额，诊断结果及上载证明文件，然后递交申请。 

 

F2. 我或我的配偶/同居伴侣可以为我申请索偿吗? 

我们目前仅接受雇员为自身或其家属（配偶/同居伴侣/子女）申请索偿。家属可以透过

「我的档案」部分下的「实用资料」下载索偿赔偿表申请索偿。 

 

F3. 我递交索偿赔偿表的同时需要递交什么文件? 

请提供以下文件以便处理您的索偿： 

- 主诊医生发出的原始收据（具诊断证明）；和 

- 医生推荐信；和 

- 带有药物名称，剂量和具体诊断的医生处方 

- 其他保险公司的结算建议（如果有）。 

- 索偿赔偿表中应清楚列明确切的要求。 

 

F4. 我应该何时递交索偿赔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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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治疗后 90 天内申请索偿，不同计划的索偿期限会各有不同。详细资料请参阅您

的计划资料。 

 

F5. 网上递交索偿有金额限制吗? 

有。每诊症类别的索偿金额会根据您的保单和您的健康保障余额有所不同。于网上申请索

偿时，您可以选择您的求诊类别及诊断病症，并根据您所选类别输入理赔金额。 

 

F6. 我可以网上递交很久前的索偿吗? 

您可以网上递交以求诊日期计不超过 90 天的索偿。 

 

F7. 我可以同时上载多张收据办理索偿吗? 

您可以上载 5 个档案（每个档案大小限制在 2MB 以内）。可接受 PDF, JPG, TIFF, PNG 或

HEIC。 

 

F8. 我可以从哪里下载递交索偿赔偿表? 

您可以从「我的档案」下的「实用资料」下载递交索偿赔偿表。 

 

F9. 我如何查询理赔状态，或理赔历史？ 

您可以前往「索偿」查询申请状态或理赔历史，如有需要请用筛选功能查询。如您找不到

有关理赔申请，请联系我们： 

 

安盛热线：+852 2288 9045 

电邮：inhkmedcare@hsbc.com.hk 

 

F10. 我如何申请理赔结算表？ 

如您没有收到通过电邮或邮寄发给您的理赔结算表，请联系我们： 

 

安盛热线：+852 2288 9045 

电邮：inhkmedcare@hsbc.com.hk 

 

你也可以前往「索偿」查询申请状态。 

 

F11. 我如何在提交理赔申请后要求退回理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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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关要求是在您提交理赔申请后提出，请联系我们： 

安盛热线：++852 2288 9045 

电邮：inhkmedcare@hsbc.com.hk 

 

F12. 如何查看表格库? 

前往「我的档案」并选择「实用资料」以查看可下载、打印和分享的表格。 

 

F13. 如何查看常见问题? 

前往「我的档案」选择「需要帮助?」并查看「常见问题」以寻求用户支援。 

 

F14. 如何查看用户支援? 

前往「我的档案」选择「需要帮助?」并查看「常见问题」以寻求用户支援。 

如果找不到您需要的答案，请联系： 

 

1. 有关流动应用程式及商店的查询: 

电邮聯络汇丰客户服务部 

2. 有关福利及理赔的查询: 

安盛热线：+852 2288 9045 

电邮：inhkmedcare@hsbc.com.hk 

 

索偿 - 处理程序 

F15. 一般理赔申请需要几多个工作天处理？ 

当我们正式收到所有文件后会尽快进行审批。一般来说，审核门诊理赔需要 5 个工作

天，而住院和手术理赔则需时 10 个工作天审核。如需要更多资料我们会聯络你。 

 

F16. 为何我的理赔申请被拒绝？ 

理赔个案被拒绝有很多原因，请联系我们： 

 

安盛热线：+852 2288 9045 

电邮：inhkmedcare@hsb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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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7. 当理赔申请被接纳后，有关金额会如何发放给我？ 

我们会将有关款项直接存入阁下之出粮户口。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 

 

安盛热线：+852 2288 9045 

电邮：inhkmedcare@hsbc.com.hk 

 

F18. 如何界定转介信是否有效？ 

必须是由注册西医发出，并用于专科治疗（须列明专科的名称）、诊断影像或化验（详列

化验项目）或物理治疗。转介信必须要有明确诊断，并在发出后的 90 日内接受治疗（保

单有特别条款除外）。所有新的病症治疗必须出具新转介信。 

 

F19. 我能否同一日接受超过一个医生/医疗服务而就多于一次医疗服务索偿？ 

一般来说，每天可以接受一个普通科医生治疗和以下各一个诊疗：专科医生、中医、物理

治疗。详情请参阅成员小册子。 

 

F20. 处方药物是否受保障？ 

有关处方药物的保障项目请参阅保单条款。请注意：处方药物需在社区药房购买，不可在

医生诊所或私家医院门诊部购买。在申请理赔时请一倂提交药单并需注明诊断、药物名

称、用量和医生全名。 

 

F21. 如何提交牙科索偿？ 

我们需要阁下之牙科医生提供明确诊断和治疗详情，您可以填写理赔表格提交索偿申请。 

 

F22. 保险公司是否接受非注册医生的治疗开支？ 

不会接受。我们只会支付注册医生的治疗开支。 

 

F23. 保险公司需要多少时间处理我的理赔申请？ 

当我们正式收到所有文件后会尽快进行审批。一般来说，审核门诊理赔需要 5 个工作

天，而住院和手术理赔则需时 10 个工作天审核。如需要更多资料我们会聯络你。 

 

F24. 如我在政府医院接受治疗，申请理赔需要递交甚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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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保人入住政府医院（普通病室），请递交收据和出院纸（需列出明确诊断和手术名

称）的正本。 

 

F25. 我们的保单有没有最低住院时间要求？ 

如阁下在住院期间没有接受手术治疗，请参考成员小册子有关住院时间的要求。如阁下有

接受手术治疗，则没有此要求。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