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醫療保障需要



1醫療開支

滙豐保險危疾索償的首3位危疾1

癌症 中風 

平均每天確診人數2

確診數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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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天確診人數3

確診數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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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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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病

因冠心病入院及死亡數字4 平均每天因冠心病死亡人數5 

冠心病為心臟病的主要死因4

1.	 滙豐保險索償報告：在生權益索償（2021年5月）

2.	 香港醫院管理局：2019年香港癌症統計概覽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響應「世界中風關注日」由認識中風症狀及健康生活做起

4.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健康資訊＞非傳染病及健康生活＞心臟病（2021年）

5.	 明報健康網：【心臟病】了解冠心病成因、徵狀、病發先兆及高危因素5個關於心臟病、

通波仔等治療和檢查問題



2 醫療開支

香港私家醫院危疾醫療開支高企

大腸癌

中風乳癌 心臟病

肝癌

大腸內窺鏡檢查及切除瘜肉1 

腹腔鏡結腸切除術1

入院前診斷 + 評估及急性中風 
靜脈血栓溶解治療5 

復康治療 + 海外護理員費用6,7

乳房腫塊切除術1,2 + 乳房重建 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又稱「通波仔」）9 

約港幣300,000元

心臟血管繞道手術（又稱「搭橋」）10 

約港幣600,000元

手術/經動脈治療/放射治療8

 
約港幣300,000元至500,000元共約港幣332,000元

共約港幣280,000元

共約港幣310,740元

你知道嗎? 

公立醫院  手術排期最長等4年半11！  專科門診新症最長等3年12！

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涵蓋乳癌後的乳房重建手術

肺癌

放射治療3 

約港幣30,000元至150,000元

手術前化療及手術切除腫瘤4 

約港幣500,000元至800,000元

1.	 香港港安醫院《常見手術收費參考資料》普通病房收費紀錄（更新至2022年6月）

2.	 香港乳癌及乳病治療中心：乳癌手術費用—手術收費貴唔貴？醫療保險包唔包？

3.	 Healthy	Matters：肺癌—從成因到治療的香港全方位指南

4.	 香港經濟日報：初期肺癌治療費高達80萬元	

5.	 養和醫院：中風急救治療ASAP計劃

6.	 養和醫院物理醫學及復康科部：中風復康套式服務

7.	 活力國際專業護理

8.	 香港經濟日報：為何肝癌是「King	of	Cancer」？私院治療方法花費多少？

9.	 星島日報：私院紛推「抗疫特惠」通波仔，「套餐」六萬起與公院相若

10.	 關心您的心：通波仔/搭橋點樣揀？心臟科醫生詳析兩大冠心病手術特點	

11.	 醫院管理局「預約手術輪候時間」

12.	 醫院管理局「專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



3醫療開支

預計醫療與復康開支遠超每月入息中位數

* 備註：資料乃粗略估計，僅供參考用途，且並未加入通脹預算，實質開支須視乎患者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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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310,740元

港幣800,000元

港幣500,000元

港幣332,000元

港幣280,000元

港幣600,000元

中風5

大腸癌2

乳癌3

心臟病4

肺癌8

肝癌9

香港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1

港幣26,000元

心臟病治療費用1港幣$600,000元＝香港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的23倍

（治療及復康6,7）

私家醫院治療費用 

復康費用

1.	 香港政府統計處：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7/2021-9/2021

2.	 香港港安醫院《常見手術收費參考資料》普通病房收費紀錄（更新至2022年6月）

3.	 香港乳癌及乳病治療中心：乳癌手術費用—手術收費貴唔貴？醫療保險包唔包？

4.	 關心您的心：通波仔/搭橋點樣揀？心臟科醫生詳析兩大冠心病手術特點

5.	 養和醫院：中風急救治療ASAP計劃	

6.	 養和醫院物理醫學及復康科部：中風復康套式服務

7.	 活力國際專業護理

8.	 香港經濟日報：初期肺癌治療費高達80萬元

9.	 香港經濟日報：為何肝癌是「King	of	Cancer」？私院治療方法花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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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醫療通脹，您有充足準備？

各地10年醫療通脹趨勢

患者到海外就醫的原因：

 患上嚴重疾病，需要到外地找尋不同的治療方法

 計劃移居

 子女將會到外國留學

全球醫療開支持續上升，無論在哪裡就醫，
都要深入考慮現有醫療保障是否足以應付
醫療通脹及到外地就醫的開支。

港幣25,258元

港幣12,724元

香港3

英國2

加拿大2

澳洲2

台灣2

人均全年醫療開支及10年升幅1

40,000元

30,000元

20,000元

10,000元

0
2009 2014 2019 年度

港幣

99%

28%

12%

49%

15%

1.	 香港保險業聯會《2010年醫療索償數據調查》及《2019年醫療索償數據調查》

2.	 台灣衛生福利部統計處《109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統計表》：平均每人經常性醫療保健支出（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健康統計資料）	

（2022年2月8日）

3.	 香港衞生署《香港健康數字一覽》（2013、2018及2021年編訂）



5自願醫保特點

越年輕越健康的人士   

較低的保費

為家人投保都可扣稅4

每名受保人每年上限
為港幣8,000元

市面上普遍自願醫保計劃對於未知的已有
疾病均設30日至1年不等的等候期，部分
更要等到第4個保單年度才可賠足。

而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在保單生效日起
便會即時提供保障，並保證百分百賠償。

設細項醫療賠償限額

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全額支付2

-TAX

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豁免等候期，

 詳情參閱P.10：保障地區

詳情參閱P.11：賠償方式 詳情參閱P.12：稅務扣減

或

即時生效

滙豐自願醫保

保險定律：早買早安心

全額支付賠償

豁免等候期

可享稅務扣減3 保障投保時未知的已有疾病5

一經批核，即時生效！

滙豐自願醫保計劃提供全球醫療保障1

 移民 

 子女到外國留學

全球醫療保障

投保自願醫保前要知的6大重點

1.	 適用於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鑽級）及標準計劃。全球指無地域限制範圍（不包括只

適用於香港的精神科治療及較低級別病房現金保障）。

2.	 全額支付是指按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的條款及障應支付的合資格費用及其他費用。

3.	 合資格的稅務扣減只適用於保單持有人或其配偶，並且為香港納稅人。就自願醫保	

保單繳付的合資格保費（不包括保費徵費）可獲得之稅務扣減，將於每個課稅年度	

根據扣除保費折扣（如有）後之已繳保費計算。實際所節省的稅款可能低於例子	

款項，而且視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稅務局對每宗個案的審核及協議。如欲獲取更多資訊，	

請瀏覽www.ird.gov.hk或尋求獨立的稅務建議。

4.	 家人包括納稅人配偶及子女、納稅人或其配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和兄弟姐妹。

5.	 受保人投保時不察覺或沒有出現明顯的病徵或症狀。



6 自付費

若您有公司團體醫保或基礎醫療保險，設自付費的自願醫保可能較適合您。
假設Karen 33歲1，公司雖然提供團體醫療保險，但她擔心團體醫保未必能提供足夠的保障，因此決定投保滙豐自願醫保靈活 
計劃（銀級）來填補保障缺口。同時，她選擇了自付費港幣16,000元，保費將比沒有自付費更便宜。

投保後，Karen確診子官內膜異位（又稱朱古力瘤），醫生建議儘快做
切除手術，總醫療費用為港幣$146,071元。Karen於是：

先從團體醫保索償醫療開支，可獲賠償港幣50,000元2

由於Karen的團體醫保賠償已高於自付費港幣16,000元，因此她
可利用滙豐自願醫保再索償有關所有餘額：港幣96,071元

1

2

投保年齡 保障級別 標準保費（年繳） 每年保障限額 每年自付費

33歲1 銀級 港幣6,967元 港幣25,000,000元 港幣16,000元

Karen能以較低保費，享有全面保障； 
並於是次索償中，毋須自己支付任何費用。

先向公司團體醫保索償 再利用自願醫保索償

港幣50,000元

港幣96,071元（包括自願醫保 
自付費 

港幣16,000元）

誰適合選擇有自付費的自願醫保？

1.	 指當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的下一次生日為此年齡的保單周年日。 2.	 團體醫保的最高索償額或有不同，而且因個別人士而異。只供說明用途。



7危疾保障

如患上嚴重疾病，要面對以下問題：

財政負擔醫療費用 收入減少

額外一筆過賠償，有助減輕以上負擔

投保額外危疾保障前有什麼考慮？

保障範圍夠廣泛？ 危疾賠償後會否影響保單價值? 如何面對市況波動環境？
在患上癌症、中風、心臟病等危
疾時，提供較大額的一筆過賠償。

保單價值在賠償後仍保持不變，
同時繼續提供健康保障與財富 
增長的潛力。

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以鎖定當前
保單價值，減少市況帶來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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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費用

約港幣13萬元

復康治療費用 
約港幣18萬元

John損失兩年收入

約港幣100萬元

潛在開支： 
長遠的療養費

實報實銷 
醫療賠償

一筆過賠償 
支援其他需要

＝全面保障＋ 危疾保障醫療保障

危疾保障與醫療保障配合使用

醫療開支
醫療保障

危疾保障

假設John是自僱人士*，肩負持家重擔。可惜他不幸患上中風，需要即時接受手術。同時亦需要停工休養兩年，
擔心應付龐大醫療開支及康復前損失收入，為自己及家人帶來財政負擔，大大影響生活。

其實醫療與危疾保障可配合使用，令John毋懼高昂治療開支，同時也可以應付生活所需，解決財政困難。

*				以上示例只供說明之用。



9保險方案

滙溢保險計劃 II
HSBC Wealth Goal Insurance Plan II

建立充裕的醫療/生活基金

5.3%5

預計總回報4高達

助你達成長線財富累積目標

滙康保險計劃
HSBC Health Goal Insurance Plan

保障健康與財富，緩解患上嚴重疾病時
的經濟負擔，補漏自願醫保實報實銷的
賠償方式

癌症、心臟疾病或中風
2  

額外一筆過賠償總額高達總保費

  計劃亦提供長線財富增長機會

150%3

  保單價值不受有關賠償影響

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HSBC VHIS Flexi Plan

全額支付
1

住院及手術費用

全面醫療保障包括未知的已有病症， 
按需要選擇地域保障範圍

榮獲10Life認可：

1.	 全額支付是指按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的條款及保障應支付的合資格費用及其他費用。

2.	 嚴重疾病保障包括癌症保障（額外賠償）、心臟疾病保障（額外賠償）及中風保障（額外	

賠償），而這些保障內之每項保障僅限賠償一次，並需與上一次保障內之任何涵括疾

病的賠償相隔一年的等候期。在受保人年齡達80歲時、相關保障已獲支付或保單已	

被終止時（以較早者為準），這些保障亦將會隨即終止。如在支付保障賠償時有任何	

未償還之款項，必須於滙豐保險就本保單支付保障賠償前繳清有關的款項。有關癌症、

心臟疾病及中風之定義，及在那些特定情況下或會引致不能獲享保障賠償，請參閱相

關的保單條款。若您對定義及不保事項存有疑問，您應諮詢專業人士或尋求專業建議。

3.	 回報以30年後的基礎計算。

4.	 預計總回報：預計淨現金價值相對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的倍數來計算。

5.	 以投保人為40歲男性，躉繳保費，第30個保單年度作計算。預計回報是根據當前假設

的投資回報來計算，因此是非保證的。有關主要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主要風險

—非保證利益」部分。



10  保障地區

假設Karen已投保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銀級）* 保障地區：亞洲1、澳洲及紐西蘭

Karen有次到英國出差的時候，意外摔斷右手，需要立即到當地的醫院接受骨折復位手術。

雖然她持有的自願醫保靈活計劃（銀級）只可以為亞洲1、澳洲及紐西蘭之地域範圍作全額支付賠償，但其實她仍然
享有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的全球醫療保障2。

因此即使身處外地，Karen仍然可以向保險公司申請索償。即使設有細項賠償限額，但也減輕了她的財政重擔， 
分擔了部分的醫療開支。

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設有不同的保障地區3

不論您投保任何級別的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亦可同時享有 
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的全球醫療保障2。即使身處國外或移居外地，亦可獲保障。

自願醫保只保障本地醫療費用嗎？

1.	 亞洲指阿富汗、孟加拉、不丹、汶萊、大中華、印度、印尼、日本、哈薩克、吉爾吉斯、老撾、馬來西亞、馬爾代夫、蒙古、緬甸、尼泊爾、

菲律賓、新加坡、南韓、塔吉克、泰國、東帝汶、土庫曼、烏茲別克及越南。大中華指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

2.	 全球指無地域限制範圍（不包括只適用於香港的精神科治療及較低級別病房現金保障）。詳情請參閱額外保障條款批註。

3.	 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設有不同的保障地區：銅級—大中華 1；銀級及金級—亞洲 1、澳洲及紐西蘭；鑽級—全球2。

	*	 本例採用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銀級），並只供說明之用。



11 賠償方式

醫院及治療費用：港幣521,000元

住院費用等開支2 手術有關總費用3 化療及標靶治療

港幣38,000元 港幣213,000元 港幣270,000元

假設30歲1男性受保人在醫療保險的保障期內患上大腸癌，須接受切除腫瘤手術及住院7日，並須接受非手術抗癌治療。

其他自願醫保計劃#

醫院及治療費用

設細項賠償限額
賠償總額：港幣297,000元

港幣521,000元

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全額支付 4

自付總額$0

自付總額：港幣224,000元

全額支付VS設細項醫療賠償限額

1.	 	指當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的下一次生日為此年齡的保單周年日。

2.	 	參考2021年仁安醫院常見手術收費。

3.	 	包括外科醫生費、麻醉科醫生費及手術室費。

4.	 全額支付是指按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的條款及保障應支付的合資格費用及其他費用。

#	 例子是以市場上的自願醫保靈活計劃—升級計劃作說明用途，每月保費約港幣558元。

*										本例採用滙豐自願醫保靈活計劃（銅級），並只供說明之用。每月保費約港幣682元。



12 稅務扣減

例一：單身男士

例二：已婚女士，供養老爺、奶奶及兒子

Jasper有1份自願醫保保單，全年繳交保費港幣12,000元，超過港幣8,000元上限，所以只可申請港幣8,000元稅務扣除額。

Lenny為家人購買及持有4份自願醫保保單，她與老爺、奶奶及兒子都是受保人，其中兩份超過港幣8,000元上限。

全年繳交保費
港幣12,000元

超過每名受保人上限
港幣8,000元

可申請總稅務扣除額
港幣8,000元

港幣5,000元 港幣5,000元 港幣750元

港幣16,000元 港幣8,000元 港幣1,200元

港幣12,000元 港幣8,000元 港幣1,200元

港幣2,500元 港幣2,500元 港幣375元

總額：港幣23,500元 總額：港幣3,525元

全年繳交保費 可申請稅務扣除額 獲節省的稅款 1

Lenny

老爺

奶奶

兒子

稅務扣減示例*

1.	 	假設稅率為15%。 *	 以上例子僅作說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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