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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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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 「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 「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 「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 「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 （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 （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 「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家居財物的損毀；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 「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 (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 （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 （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852)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 「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 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 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 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 （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 （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 （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 。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 「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 「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 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 †」，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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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 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 （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 「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 「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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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2

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 「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 「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 「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 「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 （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 （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 「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家居財物的損毀；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 「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 (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 （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2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 （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852)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 （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 （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 （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 。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 「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 「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 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 †」，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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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 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 （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 「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 「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1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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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3

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 「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 「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 「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 家居財物的損毀；

•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 「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 (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 （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3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 （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852)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 （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 （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 （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 。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 「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 「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 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 †」，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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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 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 （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 「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 「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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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4

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 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 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 家居財物的損毀；

•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 「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 (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 （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 （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852)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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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 （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 （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 （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 。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 「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 「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 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 †」，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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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 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 （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 「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 「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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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5

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 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 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 家居財物的損毀；

•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 「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 (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 （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 （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852)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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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 、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 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 （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 （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 。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 「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 「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 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 †」，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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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 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 （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 「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 「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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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6

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 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 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 家居財物的損毀；

•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 「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 (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 （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 （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852)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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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 、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 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 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 †」，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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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 （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 「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 「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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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 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 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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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 家居財物的損毀；

•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 「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 (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 （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 （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852)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 、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 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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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 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 †」，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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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 （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 「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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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 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 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 家居財物的損毀；

•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 「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 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 (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 （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 （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852)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 、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 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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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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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 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 †」，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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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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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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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 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 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 家居財物的損毀；

•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 （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852)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 、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 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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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 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 †」，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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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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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 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 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家居財物的損毀；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 （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852)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 、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 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 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 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 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 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 †」，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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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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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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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11

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家居財物的損毀；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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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 「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 、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 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 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 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 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 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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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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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旅遊目的地被發出「外遊警示 †」，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

外遊前，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並獲退回全

數保費；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支旅遊安

排費用高達港幣50,000 元。

旅途中，您可：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自動延長「旅遊

萬全保」保障10 天；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行程提早結束，獲賠償不可退回的已預繳及

額外旅遊相關費用高達港幣50,000元；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一次性港幣1,000 元現金津貼，以補貼沒有預計的費用。

投訴
安盛保險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質素。然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可

能未能滿足您的需要。假如您對我們的服務有任何不滿，請與我們聯絡。我們收

到您的投訴後，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確認收訖，並務求七個工作天內回覆有關事

宜。投訴資料將絕對保密，並交由具有合適經驗和職權的職員處理。

若您對投訴結果仍有不滿，可致函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列明保險代理姓名及事件

發生經過；若您的投訴涉及事宜，可致函保險索償投訴局。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及

保險投訴局的地址是香港灣仔駱克道 353號三湘大廈2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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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償
在一般情況下，索償申請只需五個簡單步驟 ：

問：家居的室內裝修是否也受保障？

答：情況一：室內裝修由發展商提供

•作為業主：不在「家居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內，應「火

險」提供保障。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情況二：室內裝修經由您改動或重新裝修

•作為業主或租客：經由您改動的裝修可獲「家居萬全保」

保障。

情況三：室內裝修以配套形式向發展商繳付額外費用購置

索償人需提供文件以証明室內裝修是以額外費用向發展商購

置：

•作為業主：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額外繳費購置的

室內裝修、固定裝置及陳設將被視為您作出的改動。

•作為租客：如於租約上註明需要向業主負責有關裝修，

便可由「家居萬全保」提供保障。

問：我家裡的大部份電器都頗陳舊，它們是否同樣受到保障？

答：無論意外遺失或損毀的受保財物是新或舊，「家居萬全保」同樣會提供

保障。而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任何

折舊。換言之，如果該電器遭盜竊或無法修補，我們將以購置同類型而

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電器）的新產品費用作為賠償。

問：假如我需要離港數月，家裡的財物及個人物品，會否獲得保障？

答：假如您的居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屋內的財物若因偷竊、盜竊、

惡意損毀或破壞而遭受損失，將不會獲得保障。但是，若由於火災、

颱風、爆炸等原因而導致家居財物的損毀依然可以獲得保障。

問：本保單有何不受保項目？索償時是否設有任何自負額？

答：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

•住所連續30日無人居住而遭盜竊或惡意破壞；

•住所分租他人而遭盜竊；

•眼鏡、隱形眼鏡、手提/流動電話、傳呼機、唱片、錄音帶、

鐳射碟、使用中的運動設備的遺失或損毀；

問： 「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提供甚麼保障？我為甚麼需要此卡？

答：如果您在中國內地因意外導致受傷，您只需於國內指定醫院出示「中國

住院按金保證卡」，即可接受住院醫療服務，而毋須預繳首三日的住院

按金。如果住院時間超過三日，醫院將要求您自行支付額外住院按金。

出院時，您亦須自行繳付所有醫療費用及住院開支（包括

任何救護車收費）。如果您已購買旅遊、醫療或住院現金保險，您便

可於返回香港後就有關的醫療開支提出索償。

事實上，中國內地的醫院在接收病人入院前，一般會要求病人預繳人民

幣數千元至五萬元的按金，確實金額視乎醫院的級別及地點而定。您如

果能夠出示「中國住院按金保證卡」，便可以於國內指定醫院毋須預繳住

院按金而即時接受治療，以避免耽誤病情。（備註 : 您和受保家庭成員在

保單生效四個月後便可免費獲提供「中國住院按金

保證卡」。）

  「家居萬全保」

問：如果水管爆裂，會有甚麼保障？若因此令其他住宅單位如下層的住宅受

到水災的損毀，此保單會否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如果遇上爆水管時，「家居萬全保」可提供的保障包括：

•家居財物的損毀；

•因家居財物的損毀以致居所不宜居住而需另覓臨時居所的合理費用；

•傢俬暫時存倉的費用。

假如原有的水管已被您改動，而水管的爆裂是屬於意外事故而並非保

單中的不受保項目之一，則有關的水管修理費將可獲賠償。

若其他住宅單位因爆水管受到水災的損毀而您因此需負上法律責任，

此保單將提供個人責任保障代您作出賠償。

問：為何只有接受治療的住院病人才可獲保障？

答：本計劃旨在保障因患病或受傷而需要住院的人士，因此接受治療是

必須的。

問：如果外科手術費用已由僱主或另一份保單全數賠償，我是否仍可申索

外科手術費用？

答：假如您的外科手術費用已獲第三者全數賠償，便不可以由「住院

萬全保」內獲得額外的外科手術費賠償，但您仍可以享有因受保醫療

狀況而住院的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問：我怎樣才能獲享30%無索償保費回贈？

答：若您在連續五年內並無提出任何索償，即可獲退回已繳付保費三成的

現金回贈。有關款項將自動存入您所繳付保費的賬戶。

問：受保子女的保障額，是否與父母的保障額相同？

答：子女的保障額上限為成人所選擇保障額的50%。

問：如果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否可獲得保障？

答：在中國內地住院是可以獲得保障，但保障上限為所選擇保障額的50%，

惟您入院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逗留必須不超過連續九十(90)日，以

及引致住院的病狀或治療乃完全歸因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

外或緊急情況。

問：如果因懷孕而需要住院，本計劃會否提供保障？

答：不會。任何有關懷孕、分娩（包括診斷懷孕的測驗及外科手術

分娩）、流產、墮胎，以及產前或產後護理，均不受保障。

續保
您毋須為續保而煩惱。只要續保保費於到期日能成功在指定的戶口內被扣取，您
的保障計劃將會自動續保，簡單方便。

若我們為「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保單進行續保，我們保留權
利絕對酌情決定修訂保費或自負額或其他條款及細則，並將盡合理的努力就有關
修訂向申請人發出30天的書面通知，我們可絕對自行決定(a)透過郵遞方式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通訊地址，或(b)僅以電子方式發送（例如用電郵發送到
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電郵地址，或用短訊發送到申請人最後為我們所知的手
機號碼），而有關變動將由本保單的下一個續保日期起生效。

保費及繳付保費方式包括月繳、年繳或其他方式會註明於承保表。保費會於每個
保費到期日於您提供的指定戶口扣除。

為確保您及家人享有適當的保障，我們建議您每年檢討您的保障範圍。如需增加
或更改保障，請致電保險服務熱線與我們聯絡。就部分保險計劃， 豐網上理財

客戶更可於網上提升保障。

緊急支援服務*
若您需要緊急援助，您可致電「緊急支援熱線」，以獲得醫療服務轉介及法律專

業援助。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此外，除上述緊急援助外，「家居萬全保」及「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單持有人

更享用即時家居支援免費轉介服務：

•

•

•

•

•

•

有關緊急支援熱線提供的服務提供者介紹或其資料只屬一般參考性質。您必須自行

衡量有關服務及服務提供者，如選擇其服務則需自行承擔有關風險。我們不會承擔

任何因介紹服務提供者或其服務而導致的損失、損毀或責任，亦不會承擔第三者繳

付的任何費用，除非保單條款訂明。

「旅遊萬全保」

問：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保障期可否延長？

答：可以。投保人如要更改生效日期，應提交已批核申請表之客戶存本正

本，並在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生效日期只能更改一次，並必須在

旅程出發日期前辦妥，而新保單生效日期則不可在原有保障期之後。有

關延長申請將適用於保單內所有受保人。

如在保單發出後需要延長保障期（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在保

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或親臨任何 豐分行辦理有關手續。

如要縮短保障期，保費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障期，則需要

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30元。

問：假若我身處海外，如何延長保障期？可否通過電話辦理手續？

答：可以。請在保障期屆滿前致電 (852) 2867 8678 (辦公時間內)或緊急支

援熱線(24小時) (852) 2528 9333 查詢辦理手續。

問：如果旅程取消，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單次「旅遊萬全保」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單

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書或

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相關保費概

不退還。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動或

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只要您不是職業運動員或從該項運動收取酬金，「旅遊萬全保」便可

提供保障，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海觀鯨、溫泉、

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雪、溜冰、踏單車

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旅遊萬全保」亦為高風險活動提供

保障，包括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激流、快艇、水上

電單車、攀山、水肺潛水（水深不超過40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或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外的

競賽、水肺潛水（40米或更深）、賽車和同類賽事、進行職業運動、航空

活動，但購票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

問：如遇緊急情況，如何聯絡安盛求助？

答：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撤離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緊急

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問：如在旅途中生病，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存在。

問：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及中醫費用？

答：醫療費用指實際支付予合資格及合法註冊西醫的費用，而不包括跌打或

中醫的醫療費用。

問：除在旅途中的醫療費用外，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其後繼續進行治療的相關

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在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內繼續進行治療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保障期內在海外因身體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問：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是，除非您以職業身分參予該項滑雪運動。

問：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是。任何財物損失必須在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報案書為索償

的必備文件。

問：如果我沒有保留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會否影響遺失財物的索償？

答：如沒有發票或收據，受保人將須提供其他證明文件，例如保用證、

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有權及索償金額，讓

我們適當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 「旅遊萬全保」前已患上，

可否就任何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而

導致取消行程，相關之不可收回的按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保障。

問：如果因為機位滿座而無法乘搭預訂的航班，我可否以延誤為理由申請

索償？

答：不可以。旅程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因罷工或工業行動、劫持、天氣

惡劣、航機或船隻機械故障或出現結構問題而導致該等公共交通工具

延遲最少6小時啟程的情況。

問：如我在旅途中遺失向朋友借用的相機，我可否根據 「旅遊萬全保」的個人

責任保障提出索償？

答：不可以。個人責任保障範圍並不包括由受保人照顧、保管或控制而直接

或間接所引致的第三者財物損失。

問：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自負額？

答：您需要承擔：

•「行李及個人財物」索償的首300港元；

•「個人錢財及旅遊證件」、「損失訂金或取消旅程」及「行程提早結束」

索償的首200港元；

•「個人責任」之第三者財物索償的首 200港元。

問：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保障期期滿前續保？

答：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否則 「多程旅遊

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表或保障項目表內註明的 豐賬戶扣除

續保所需保費後自動續保一年。

常見問題

 「意外萬全保」

問：如何界定事件為意外事故？

答：意外事故是指意料之外及無法預知會發生的外在事故如跌倒或撞車，

因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傷如骨折或肌肉損傷等。疾病並不界定為意外

事故。

問：甚麼是「五年無索償保費發還優惠」？保單會不會在五年後自動終止？

答：如果連續五年沒有就保單提出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獲退還在該五年期

內已付保費的30%。

只要在保費到期時繼續繳付保費，「意外萬全保」將會自動續保。

問：我的兒子現正計劃到外國升學，為期數年。他可否獲得保障？

答：受保人在申請時必須為香港居民。若成功投保後受保人需到海外持續居

住或升學，仍可獲得「意外萬全保」的保障。

問：我現於香港警務處任職內部支援部職員。在辦公時間內，我是否受到保

障？若其後我需出任行動部的職務，我能否繼續獲得保障？我轉職時又

是否需要作出任何通知？

答：作為香港警務處的支援職員，如職務只是負責文書工作，便可在辦公時

間內獲得保障。但是，如果日後出任行動部門負責行動事務，在執勤時

所發生的任何意外事故，將不可獲得保障。

如將來您的職業有所改變，您無需作出通知。但我們建議您查閱保單

的不受保項目，以確定新工作是否屬於不受保的工作類別。

問：提出申索時，是否需要有任何證明？

答：您只需要填寫一份索償表格，並提交索償的證明文件（費用由索償人自

行負責）：

•有關意外身故或受傷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醫療報告、主診醫生

報告、警方報告、死亡證及其他相關文件；

•有關醫療費用或跌打醫療費用的索償，索償人需提交所有醫療證明

文件、醫療收據正本及其他相關文件。

問：如需申請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申請費用可否獲得賠償？

答：不能。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索償證明，而

這些證明文件須依照我們規定的文件形式和性質提交。

問： 「意外萬全保」的賠償由誰收取？

答：賠償將付予投保人。如果投保人因意外身故，有關賠償將付予投保人的

遺產承繼人。

問：如果醫療費用或跌打費用已由另一家保險公司或僱主全數繳付，我可否

獲得「意外萬全保」的賠償？

答：不會。我們只會保障您於其他途徑取回賠償額後的不足之數。然而，意

外身故或傷殘的現金保障並不會受其他保障計劃所影響。

問：我作為電單車上的乘客時遇到意外受傷，「意外萬全保」是否可以提供

保障？

答：不會。由電單車及其他列明的危險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意外受傷或

身故，「意外萬全保」並不提供保障。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牙科治療的費用？

答：此保障計劃只保障因意外導致健全的牙齒受損而需進行的緊急牙科護理

及治療。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針灸及中草藥治療的費用？

答：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只包括跌打醫療費用，而針灸及中草藥治療

則不包括在內。

問： 「意外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括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費用？

答：如果是因治療傷患而需要接受物理治療或X光診療（須提供主診醫生簽

發的轉介信以作證明），有關費用將可獲得保障。

問：何謂永久完全傷殘？

答：永久完全傷殘是指意外受傷所導致的完全傷殘持續12個月後，受保人

在餘下的生活期間，完全不能從事任何可賺取收入的職業或工作。

•無人看管、有篷或開篷車輛內的財物遭盜竊；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陽台、前院及戶外的物品；

•固定裝置和陳設，惟租客/租賃期間/業主所作的改良除外；

•因受磨損或撕裂、蛾、蝕木蟲、甲蟲或其他昆蟲及害蟲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因霉菌、腐爛、潮濕、鐵 、腐蝕或任何其他大氣或氣候情況而

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誤用或違反製造商指引下使用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鐘錶的玻璃表面刮損而造成的損失或毀壞；

•因任何清潔、染色、修改、修理、維修、修葺或修補過程而造成的

損失或毀壞。

自負額的適用範圍：

1. 家居財物及全球性「全險」保障：

•水濕損毀：每宗索償的首1,0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

時住所」、「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非水濕損毀：計劃A－每宗索償的首300港元、計劃B和計劃C－

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惟額外承保範圍的「另覓臨時住所」、

 「傢俬存放」及「清除瓦礫」則除外）。

2.高爾夫球保險：每宗索償的首500港元（「一桿入洞」保障除外）。

3. 租金損失保險：首兩星期租金。

問：當我提出索償時，財物的價值是如何釐定？

答：財物損失的賠償是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即是被盜竊或無法修補的

財物，將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財物）的新產品費用

作為賠償。即使是受損財物的修理費用，亦可獲得保障。如果您能夠

提供財物的發票、單據或修理報價單，對釐定財物的價值更有幫助。

若損失或毀壞的物件屬於一對或一套物品的一部分，在考慮該物件的

重要性後，賠償將按該對或該套物件總值的公平合理比例衡量損失。

問：我於十年前已更換了家中的窗戶，但最近其中一個窗戶被街上擲來的石

塊意外擊毀，我可不可以申索有關的維修費用？

答：可以。只要損毀的原因並非由正常磨損、任何因日常運作而逐漸

損耗、手工上的瑕疵或任何清潔過程等不受保事項所引致，此保單是

可以保障到您曾改動過的樓宇裝置及陳設的意外損毀。

賠償將採用「以新代舊」為基準，毋須扣除折舊。換言之，我們會賠償

損毀財物的維修費用，或以購置同類型而品質相約（但不高於損毀

財物）的新物品所需費用作為賠償。

問：如果我在的士內遺下金錢，可否為此申請索償？

答：不可以。保單的保障只限於因偷竊或搶劫所引致的金錢損失，並且

必須於損失事故發現後24小時內報警的金錢損失。

問：如果居所受到火災或水濕的損毀，我可否在申請索償以及未獲保險公司

批准前，展開並完成維修工程？

答：在展開維修工程前，您必須儘快向我們報告所需索償事件（除非該工程

是為避免家居進一步受損而進行的緊急維修）。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會委託獨立運作的公証行到場查察及評估損毀程度。否則，當完成

維修工程後而又未能於申請索償時提供適當證明文件，這會妨礙我們對

損毀程度的評估，亦有機會影響到您的索償權利。

問：我如果沒有發票或收據作為證明，還可否就遺失的財物申請索償？

答：如果您未能出示遺失財物的發票或收據，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其他證

明文件，例如保用證、包裝、購買日期及地點等，以證明遺失財物的擁

有權及索償金額，讓我們能適當地評估索償申請。

問：如果損失已獲另一家保險公司賠償，我可否根據「家居萬全保」申請

索償？

答：如果您和家人已於其他保單的保障下獲得賠償，「家居萬全保」將只

保障您於其他保單取回賠償額後不足之數。

重要事項：

以上保單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AXA安盛」）承保，AXA安盛

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並受其監管。 AXA安盛將負責按保單

條款為您提供保險保障以及處理索償申請。香港上海 豐銀行有

限公司乃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章）註冊為AXA安盛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一般保險產品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有關詳盡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

準。

此中文譯本只供參考之用，如中英文版本的條款有任何分歧，以

英文版本為準。

我們知道保險通常被視為較為複雜的產品。因此，我們專誠為您編印這份

壽險保障保單持 ，讓您認識保單上的基本資料及您和您家人可享所需保

障。每份保單的保障範圍因人而異，您的保單文件已列明有關您個人保

障的詳細內容。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您的保單，並連同其他重要的文件一

起存放於安全的地方小心保存。

如您對您的保單內容或這份指南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我們定當樂意

協助。

竭誠服務

問：在甚麼情況下我可以享有雙倍每日現金保障？

答：在下列情況下住院，您可獲享雙倍現金保障：

a) 您與受保配偶同時因同一意外入住醫院；

b) 入住深切治療病房的首90日；

c) 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在短暫離開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

區）、澳門特區或中國不超過60日的期間，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

或中國以外地方入住醫院；

d) 因進行心臟、肺、肝臟、胰臟、腎臟或骨髓移植手術而入住醫院。

問：我需要留院多少天才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答：受保人需要在醫院登記留院最少連續24小時，方合資格享有每日住院

現金保障。

問：如需要索償在私家醫院所支付的手術費，我是否需要提交醫院收據的

副本？

答：手術費是按實報實銷的基準賠償，故申請索償時必須向我們提供醫院及

外科醫生收據的正本。

問：如需申請由醫生發出的醫療報告作為索償證明文件，有關的費用可否獲

得賠償？

答：不可以。您或索償人須自費索取醫療報告及我們要求的所有損失

證明，而且提交之證明文件須符合我們規定的格式和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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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意外萬全保」、「家居萬全保」、「住院萬全保」、「入息萬全保」、「生活萬全保」、「保費回贈

住院萬全保」、「旅遊萬全保」、「信用卡償還保障」及「家居超卓萬全保」。此項緊急支援服務是由

第三者服務機構（「救援公司」）提供。該救援公司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或 豐

的代理。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及 豐不會就救援公司提供之服務作出任何聲明，保證或擔保，及不會就

各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任何人士因救援公司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供應而直接或

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擔任何責任。

如計劃目的地已被發出「外遊警示†」，您可於旅程開始前以書面通知
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投保人便可取回全數之已繳
保費。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費將不獲發還。但您
有機會可享有取消旅程保障，其中包括例如由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
程之損失：

●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或
受傷；

●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 前往目的地發生暴動或騷亂或罷工；

● 受保人之住所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多程旅遊萬全保」

申請一經批核，可在保障期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予以取消。在我們收到
通知書後，取消才會生效。保費表依照短期保費表計算，唯退還保費
不得超逾每年保費的50%。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計劃目的地發出的外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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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豐分行

致電 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保單管理
透過 豐網上理財，您可查閱您的保險計劃詳情，包括保障範圍及保費資料*。

如您對您的保單有任何疑問，您可致電保險服務熱線查詢。

更改保單手續簡易。您可致函保險服務熱線通知我們您想更改的資料。此外，您

亦可在網站www . h s b c . c om . h k >個人服務>表格及文件下載有關更改

表格              ，填妥後交回給我們。 豐網上理財客戶更可於網上更改保單資

料*。

如您需要對您的保單作出以下更改，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

•

•

•

•

•

•

* 只適用於部分保險計劃。

致電 緊急支援熱線 (852) 2528 9333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致電 理賠服務熱線 (852) 3070 5001

致函 理賠服務部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住院萬全保」

問：為何「已存在的病狀」不受保障？為何有些疾病在首年不受保障，而有些

則在首六個月不受保障？

答：在醫療及住院保險的保單內，已存在的病況通常都被列為不受保

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所以通常在保單生效前已

發生、存在、開始、出現病徵或症狀的已存在的病況或疾病，都不會

包括在受保範圍內。保單列明了已存在的病況的定義，詳情請參閱

保單。

保單列明的不受保疾病為最常見的慢性疾病，通常的潛伏期為六個月

至一年。而有些疾病是需要較長的潛伏期病徵才會發現，一般而言被

列入首年不受保障疾病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潛伏期（例如：內部器官

腫瘤）。

問：何謂等候期？

答：醫療保險一般都設有等候期，而在等候期間任何疾病都不會獲得

保障。為了向客人提供即時保障，「住院萬全保」不設等候期。但客人

必須留意，任何在投保前已被確認為不受保疾病，在保單生效期內任

何時間都不會獲得保障。

問：如果我到香港境外旅遊，是否仍可以獲得保障？

答：本計劃的保障客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因此如果您離開香港特別行

政區到境外超過連續九十(90)日，或病狀或治療並非完全歸因於香港特

別行政區境外發生的意外或緊急情況，便不會獲得保障。

問：甚麼是「先天缺陷」及為何不受保障？

答： 「先天缺陷」是指出生時存在的醫學缺陷，以及出生後六個月內出現

的新生嬰兒身體缺陷。例如：各種疝脫、斜視、腦積水、睪丸未降、

尿道下裂、梅克耳氏憩室。在醫療保單內，「先天缺陷」通常都被列為

不受保項目，因為保險公司無意保障已存在的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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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償類別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一般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書面索償通知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書正本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已填妥的信用卡 貸款 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表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死亡證正本
•解僱證明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 貸款 樓按
供款償還保障計劃

•病假證明正本
•醫療單據正本
•出院紙
•勞工處的2/2B表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致電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致函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郵：axa.bank.gi@axa.com.hk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

多詳情，請瀏覽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867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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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升學萬全保」

40  問： 我能否為身處海外的兒子 /女兒申請投保？

答： 在申請投保時，申請人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學生均須身處於香港。

41  問： 「海外升學萬全保」的主要保障範圍包括哪些？

答： 「海外升學萬全保」為海外升學提供全面的保障，主要保障範圍包括：
• 高達 2,500,000港元的醫療費用保障，包括海外入院保證金、

家庭團聚探訪、受保學生從海外返港後 90日內在香港特區
的覆診費用等

• 全球緊急支援服務，包括緊急醫療運送及運返
• 就父母或合法監護人的個人意外提供高達 300,000港元的保

障，以支持受保學生繼續在海外升學
• 高達 1,200,000港元的個人意外保障，包括二級及三級程度

的燒傷，及額外賠償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綁架或自然災害
引致的意外 

• 因意外造成骨折，可獲得高達 30,000港元的額外賠償
• 賠償意外遺失或損毀的手提電腦、便攜式電腦、手提電話、個

人物品，以至海外居所的家居財物，及遺失運動器材、樂器
• 旅程不便保障，包括在升學旅程期間的旅程延誤、行李延誤、

取消旅程及提早結束旅程保障
• 支付因海外居所不適宜居住而須另覓臨時住所的費用
• 由自然災害引致的存倉服務費及學校停課津貼

42a  問： 我已購買了多程旅遊保險。為甚麼還需要「海外升學萬全保」？

答： 雖然這兩種保險產品都會在一個受保期內提供不限旅程次數的保
障，但多程旅遊保險為每次旅程提供的保障期一般較短（不能超過 

100 日）；而於「海外升學萬全保」受保期內，每次旅程的保障期則
可超過 100日。此外，還提供許多專為支持海外升學而設的保障，
例如賠償不能取回的學校費用、教育基金、學生在升學旅程期間實
習或兼職（僅限非體力勞動工作）保障，這些都不是多程旅遊保險
會提供的保障。

42b  問： 我連續多年於海外升學，是否需要在每個保單年度屆滿前返回香
港續保？

答： 「海外升學萬全保」旨在為學生在學年期間提供保障，而此保單可
根據保單的條款自動續保，續保至 40 歲。因此，您無需於保單年
度屆滿前返回香港辦理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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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問： 在海外參與哪些體育活動或比賽將可受到保障？

答： 保障範圍包括多種體育活動和比賽，前提是這些活動和比賽不得
以職業身份進行，或屬於涉及賺取報酬或任何類型的騎行或駕駛
比賽（比賽是指涉及跨越一段距離的競速比賽）。 

我們為一些常見的業餘體育運動和活動提供保障： 

 踏單車、馬拉松（三項鐵人除外）、游泳、划船、漂流、獨木舟、遊艇、
風帆、在海拔 5,000米以下的山地露營╱遠足╱攀山╱徒步健行、滑雪、
單板滑雪、溜冰、乘坐熱氣球（作為乘搭正式持牌飛機的購票乘客）、吊
索跳、懸掛滑翔、滑索、快艇、滑水、寬板滑水、無繩滑水、海上獨木
舟、水肺潛水（潛水深度不超過 30米）、騎馬、攀岩等。

• 任何類型的騎行或駕駛競速比賽（徒步除外），例如游泳比
賽、汽車拉力賽和汽車競賽； 

• 在海拔 5,000米以上的山地進行攀山或徒步健行； 

• 在水深超過 30米的海底進行水肺潛水；
• 跳台滑雪、使用有舵雪橇、滑翔、跳傘；
• 洞穴探險；
• 狩獵；或
• 飛行活動（作為乘搭正式持牌飛機的購票乘客則不在此限）

 註：上述體育運動和活動並非詳盡清單，須按個別情況而定。這些運動
和活動不得以職業身份進行及╱或涉及賺取報酬。

44  問： 受保學生在升學旅程中兼職或實習期間意外受傷，是否受到保障？
這是全球保障嗎？

答： 「海外升學萬全保」可為由海外教育機構安排或認可的實習，以及
在升學旅程期間於香港以外進行的偶發性旅遊提供全球保障。此
外，受保學生在海外兼職非體力勞動工作亦受到保障，保障包括但
不限於辦公室文員、服務員、調酒師、咖啡師和收銀員，但在從事
該等非體力勞動工作期間參與一些並非合理預期的體力勞動工作
將不受到保障。  例如，若受保學生在咖啡室兼職收銀員期間，在
廚房協助執行工作而引致意外身體受傷，本保單將不會作出賠償。
體力勞動工作包括但不限於送貨員、廚師、清潔工人、汽車維修工
人、健身教練、瑜伽教練、救生員及農夫，均屬於「海外升學萬全
保」的不受保之列。

45  問： 於大流行疫症下有任何保障嗎？

答： 即使於大流行疫症如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下，我們仍為
您提供全面保障；但是，請您留意以下不受保項目：



15

-  因大流行疫症引致的紅色或黑色外遊警示而取消旅程並不受
保障。

-  因疫苗可預防疾病所引起的醫療費用及全球緊急支援服務的
索償，而 (i) 受保學生未有接種相關疫苗；及 (ii) 此相關疫苗
是香港及╱或在升學旅程期間計劃往返的國家╱地區的政府
強制性要求接種，並不受保障。

46  問： 如果我在受保期內終止升學，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
續如何？

答： 您可於 7天前向我們發出書面通知取消本保單，以就未使用的保
費部份（就本保單並非有效期間）獲按比例退還已繳付的保費，前
提是在現有受保期間並無╱將不會提出索償。就該按比例退還的
保費而言，最低保費須為 1,000 港元。

47  問： 在離港前往升學國家 /地區之前，如果我的學生簽證申請被升學
所在國家 /地區的大使館或領事館拒絕，我可以獲退還保費嗎？

答： 如果您的學生簽證申請被拒，可獲退還全額保費，前提是在現有受
保期間並無╱將不會提出索償，並須向我們提供證明文件。

48  問： 「海外升學萬全保」的保障範圍會否包括受保學生在海外藥房購買
的藥物？

答： 保障範圍涵蓋醫療上必需的治療費用，包括由合資格及持牌╱註
冊醫生處方的藥物。

49  問： 如果我為升學旅程同時購買「海外升學萬全保」及其他保險，我的
其他保險會否受到影響？

答： 就第 1.3項父母年假補償、第 1.7項恩恤現金賠償、第 2項個人意
外、第 3.6項學校停課津貼及第 6.1 (a) 項旅程延誤的現金津貼保
障而言，AXA安盛所支付的賠償將獨立於您為同一次升學旅程而
購買的其他保險。

  就上文無提及的其他部份而言，我們將僅須就無法向該等其他保
險追討的金額負責及不會支付超過其份額的金額。本保單的承保
範圍僅適用於其他保險自負額，而非作為分攤保險，並且僅在用盡
所有其他保險之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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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問： 我需要承擔任何保單自負額嗎？

答： 本保單並無任何自負額。

51  問： 何謂父母年假補償？

答： 若受保學生在升學旅程期間因嚴重身體受傷或患上嚴重疾病而須
連續 5日以上入住海外醫院，我們在受保期內將為需要取用年假
前往探訪受保學生的父母╱合法監護人提供每人每日 250港元的
年假補償，最高為 2,500港元。必須提交由父母╱合法監護人僱主
發出的確認年假安排報告或證據。

52  問： 如遇緊急情況，我如何聯絡 AXA 安盛求助？

答： 在受保期內，您可致電安盛 24 小時全球緊急支援熱線（852）2528 

9333，並提供保單編號以尋求緊急支援服務如醫生及╱或醫療服
務提供者轉介、入院保證金、治療後護送返回原居地、緊急醫療運
送、安排緊急家庭團聚、醫療監視及傳送緊急醫療訊息等。

53  問： 如何提出索償？誰可提出索償？

答： 所有索償均須由保單持有人或年滿 18 歲或以上的受保學生提出。
就 18 歲以下的受保學生而言，索償人必須為保單持有人，其為受
保學生的父母或合法監護人。

   請參閱保單第二部份 3. 索償。合理地盡快向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AXA 安盛」）作出書面通知，但不得遲於受保學生返回香港後
14 日提交。所有發票、收據正本及相關證明文件 ( 如有 ) 須連同
填妥的索償表格 (https://forms.hsbc.com.hk/zh-hk/forms/make-

claim)，於作出索償通知後 30 日內或受保學生返回香港後 14 日內
（以較遲者為準）一併提交。適用於教育基金索償 : 您必須在可能導
致賠償的任何意外發生後，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快並於 1 個月內
以書面通知 AXA 安盛。

   特快索償批核服務 - 就任何金額少於 5,000 港元的合資格索償，
AXA 安盛將於收妥一切所需文件後 的 2 個工作日內立即處理索償
及審批理賠。如須提供進一步的資料，AXA 安盛將於 5 個工作日
內向索償人發送跟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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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問： 何謂學業中斷保障 ?

答： 若受保學生在升學旅程期間因意外身體受傷或疾病而入住醫院連
續 30日以上；或嚴重身體受傷或患上疾病；或因意外而癱瘓；或
直系親屬身故，導致無法在海外教育機構繼續完成在學校╱學院
餘下學期的學業，則我們將賠償已繳付但不能取回的學費或就受
保學生的學業而預先支付或約定支付的按金的損失。

55  問： 我只去英國 /澳洲升學，為什麼我需要支付全球保障的保險費用 ?

答： 「海外升學萬全保」保障學生在升學國家╱地區的升學旅程，以至
在升學旅程期間於香港以外進行的旅遊或實習提供全球保障。

56  問： 如果我想在保期間更改我的升學國家（例如英國更改到美國或英
國更改到澳洲），我該怎麼辦？

答： 您必須以書面盡快通知我們有關升學的國家或地區的更改。除非
經我們批准並以批單和我們收到您支付的額外保費（如有）為證，
否則本保單的任何修改均屬無效。

57  問： 如我不填寫支付保費的滙豐戶口 /信用卡戶口資料在申請表上直
接付款授權的部分，我的保單可以自動續保及保單期滿我會收到續保通

知 ? 

答： 如您不填寫支付保費的滙豐戶口╱信用卡戶口資料在申請表上直
接付款授權的部分，您的「海外升學萬全保」保單不會續保及於保
單期滿前我們不會提供續保通知。

「旅遊萬全保」

58  問： 非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可否投保「旅遊萬全保」？

答： 可以，非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可以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滙豐分行，條件
是受保旅程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發，並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回
程終點。

59  問： 18歲以下小童如果並非與成人同行，可否投保「旅遊萬全保」？

答： 如 18歲以下小童需投保，在申請投保時必須提供父母或合法監護
人（作為保單持有人）的資料。12歲以下小童在旅程期間必須由成
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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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問： 我可否為朋友或其子女投保「旅遊萬全保」？  

答： 可以。您可為朋友及其 18歲以下子女投保「旅遊萬全保」，只須提
供受保人全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及出生日期即可。

   如 18歲以下小童需投保，在申請投保時必須提供父母或合法監護
人的資料。12歲以下小童在旅程期間必須由成人陪同。

61  問： 成人和小童的保費有甚麼差別？

答： 每份保單合共可為最多六名小童和最多 12位受保人提供保障。若
保單有受保成人，就所有小童而言，只收取一位受保人保費。若保
單並無受保成人，每名小童將須個別繳付保費。

62  問： 如果我打算到海外升學，可否投保「旅遊萬全保」？

答： 「旅遊萬全保」特別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發到海外消閑或公幹的
旅遊人士而設，單次「旅遊萬全保」的旅程最多為 366日，而「多
程旅遊萬全保」每一次旅程最多為 100日。

63  問： 保單發出後，生效日期可否改變？受保期可否延長？

答： 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可以。如客戶希望更改保單生效日期，可致電我們的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辦公時間內），或提供已批核申請書的客戶存本
正本，並在須更改的內容旁邊簽署作實。請注意，在原定旅程開始
前只可更改一次。延長保單將適用於本保單的所有受保人。

   如要在發出保單後延長受保期保障（只適用於單次「旅遊萬全保」），
請於受保期結束前致電我們的保險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辦
公時間內）或親臨任何滙豐分行辦理。

   如要縮短受保期，保費及徵費 ^差額將不獲退還。但如要延長保
障期，則需要繳付保費差額。最低的額外保費為港幣 30元。

64  問： 假如我在旅遊期間希望延長受保期，應如何管理我的保單？

答： 如您對保單有任何疑問，包括要求延長受保期，可致電我們的保險
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查詢（辦公時間內），如您是滙豐網上
理財客戶，亦可登入滙豐網上理財的網上保單服務，輕易處理您的
保單。該網上服務可讓您於 24小時任何時間查閱保單資料及更便
捷地提交保單服務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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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如您在延長受保期的日期開始之前通知我們，而保單尚未到
期，便可於旅遊期間延長受保期。然而，這仍須獲AXA安盛批核。

65  問： 如果旅程取消，我能否取消保單及安排退款？退款手續如何？

答： 單次「旅遊萬全保」
   如計劃目的地被發出任何「外遊警示」，您可於原定旅程開始前以

書面通知我們取消保單。如有關保單無任何索償，您便可取回全
數之已繳保費及徵費 ^。於其他情況下，當投保申請獲接納後，保
費及徵費 ^將不獲發還。但您有機會享有取消旅程保障，例如由
以下事項而引致取消旅程之損失：

• 受保人、旅遊同伴、受保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患病
或嚴重身體受傷；

• 被傳召作證人或陪審員；

• 在計劃目的地突然爆發暴動、民間騷亂、罷工、恐怖活動、
自然災害或惡劣天氣引起的情況；

• 受保人之住所於出發日期前一星期內受火災或水浸而嚴重損毀；

• 對計劃目的地發出黑色或紅色「外遊警示」(因大流行疫症引
致者除外 )。

   「多程旅遊萬全保」
   您可向我們事先發出七天書面通知取消本保單，以就未使用的保

費部份（本保單並非有效期間）獲按比例退還已繳付的保費，前提
是在現有受保期間並無╱將不會作出索償。該按比例退還的保費
將按比例計算，惟已繳付年度保費的最少 50%必須由您承擔。

   「中國醫療卡」
   申請一經批核，可以書面通知我們或透過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

保單以取消「中國醫療卡」。有關的取消安排，須在我們收到通知
書或取消「多程旅遊萬全保」保單日期方始生效。若保單已生效，
已繳付的保費及徵費 ^ 概不退還。

66  問： 「旅遊萬全保」為哪類型的體育運動或活動提供保障？哪些體育運
動或活動屬於不受保項目？

答： 「旅遊萬全保」為各類型體育運動及活動提供保障，前提是該等體
育運動及活動不得以職業形式進行或屬於涉及獎金或任何類型獎



20

勵的比賽。獲保障的活動例如：沙漠四驅車、滑沙、森林探索、出
海觀鯨、溫泉、騎馬、吊車、攀爬冰川、觀看賽車、水上運動、滑
雪、溜冰、踏單車及遊樂場內的各種機動遊戲等。

   「旅遊萬全保」亦為危險體育活動提供保障，例如：乘坐熱氣球、
綁繩跳崖、滑翔風箏、跳降落傘、溜索、激流划艇、快艇、水上電
單車、攀山、滑水、花式滑水、無繩滑水、海上皮划艇、深海潛水
（潛水深度不超過四十米）、登山及攀石等。

   下列體育運動及活動是屬於「旅遊萬全保」的不受保項目：跑步以
外的競速比賽 ^、深海潛水（潛水深度超過四十米）、汽車拉力賽
和汽車競賽、職業體育運動或獲取報酬的運動、航空活動（但購票
乘搭由認可航空公司經營的持牌飛機則不在此限）、體力勞動工作
或危險工作。

   (^涉及跨越距離的速度比賽 )

67  問： 如遇緊急情況，我如何聯絡 AXA安盛求助？

答： 您可隨時致電緊急援助熱線 (852) 2528 9333 尋求緊急醫療及運送
支援、旅遊資料、行李支援、醫療服務轉介、法律專業人員轉介及
緊急票務安排。熱線提供英語、廣東話及普通話選擇。

68  問： 如在旅程中生病，我可否就有關的醫療費用索償？

答： 保單包括醫療費用保障，但有關疾病或病症不得在出發之前已經
存在，而非因以下情況所引起：

•    因黑色或紅色「外遊警示」中提及的同性質事件（2019冠狀病
毒病除外），除非旅程在該「外遊警示」發出前已經展開

•    因疫苗可預防疾病所引起的索償：於旅程前（i）受保人未有
接種相關疫苗，及（ii）香港及 /或受保人計劃前往目的地的
政府強制要求接種此疫苗

69  問： 成人和小童保單的保障總額限制有沒有不同？

答： 成人和小童的所有保障總額限制均相同。

70  問： 醫療費用是否包括跌打和中醫收費？

答： 是，兩者均屬中醫保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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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問： 除在旅程中的醫療費用外，我可否索償回到香港後繼續進行治療
的相關費用？

答： 「旅遊萬全保」保障您從海外返回香港後三個月內覆診所需的費用，
而該等費用須為受保期內在海外因意外身體受傷或患病而引致。
詳情請參閱本冊子的「主要不受保項目」及常見問題第 (11)條。

72  問： 因滑雪受傷而引致的醫療費用是否獲得保障？

答： 是，除非您以職業身份參予該項滑雪運動或從中能賺取受益或報酬。

73  問： 我是否須向警方報失財物，索償才會有效？

答： 是。您必須在任何財物損失後的 24小時內向警方報案，有關的警
方報告為索償的必備文件。

74  問： 假如我沒有保留遺失財物的發票╱單據，對索償有何影響？

答： 如未能提供發票╱單據，受保人須提供其他文件以證明該遺失財
物的擁有權和索償金額，例如保證書、包裝、購買日期和地點等，
以便對有關索償進行適當的評估。

75  問： 如果因病取消行程，而有關疾病在投保單次「旅遊萬全保」前已患
上，我可否就任何不可退回的訂金或費用申請索償？

答： 不可以。若因任何在申請投保單次「旅遊萬全保」前已存在的疾病
或病症而導致取消行程，任何不可退回的訂金或費用損失均不獲
保障。

76  問： 如果因航空公司超額訂位導致我未能乘搭預定的航班，可否提出
旅程延誤索償？

答： 不可以。我們只會就因罷工或工業行動、騎劫、惡劣天氣、自然災
害、機場關閉、飛機或船隻出現機械及╱或電路故障或結構問題，
而導致公共交通工具由出發時間起計延誤最少六小時的旅程延誤
提供保障。

77  問： 假如我在旅程期間遺失了向朋友借用的相機，可否向「旅遊萬全保」
作出個人責任索償？

答： 不可以。保單保障您的個人財物。由於該相機並非你所擁有，因此
不獲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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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問： 我是否需要承擔任何保單的自負額？

答： 您需承擔「行李及個人財物」項下每宗手提電話索償的 20%自負額。

79  問： 我是否需要在「多程旅遊萬全保」受保期期滿前續保？（只適用於「多
程旅遊萬全保」保單）

答： 除非我們在續保日期前收到您的終止保單通知書，或您選擇取消自
動續保，否則「多程旅遊萬全保」將每年由您在投保申請書╱保障項
目表內註明的滙豐賬戶扣除續保所需保費及徵費 ^後自動續保。就
保障任何受保小童的保單而言，該保單在受保小童年滿 18歲後的下
一個保費到期日將不會自動續保。此外，若任何受保人或受保小童
的父母╱合法監護人身故，您有責任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通知
AXA安盛，以免其保險自動續保，否則 AXA安盛將不會退還該身
故受保人的任何未使用保費。

80  問： 若計劃目的地發出外遊警示，我將可獲得甚麼額外保障？

答： 您將可因應所發出的外遊警示獲享以下保障，前提是保單從未支
付任何索償。
 外遊前，您可

• 因任何「外遊警示」，取消單次「旅遊萬全保」保單， 並獲退回
全數保費及徵費 ^；

• 因紅色「外遊警示」(因大流行疫症引致者除外 )而取消旅程，
獲賠償最多 50%不可退回的已預繳訂金或費用，標準計劃最
多為港幣 50,000元，而基本計劃最多為港幣 25,000元。

• 因黑色「外遊警示」(因大流行疫症引致者除外 )而取消旅程，
獲賠償最多 100%不可退回的已預繳訂金或費用，標準計劃
最多為港幣 50,000元，而基本計劃最多為港幣 25,000元。

 旅途中，您可

• 因任何「外遊警示」而導致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免費自動延
長保障 10天；

• 因紅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縮短，獲賠償最多 50%未使
用的不可退回已預繳或額外的旅遊相關費用，標準計劃最多
為港幣 50,000元，而基本計劃最多為港幣 25,000元。

•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縮短，獲賠償最多 100%未使
用的不可退回已預繳或額外的旅遊相關費用，標準計劃最多
為港幣 50,000元，而基本計劃最多為港幣 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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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黑色「外遊警示」而導致行程縮短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獲
額外港幣 1,000元現金津貼，以補貼任何沒有預計的費用。

81  問： 傳染病或大流行疫症是否屬於自然災害 ?

答： 自然災害並不包括傳染病或大流行疫症。

82  問：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費及徵費 ^是否保證維持不變？

答： 「多程旅遊萬全保」的保費及徵費 ^視乎受保人數目和計劃選擇而
定，但並非保證不變。我們保留調整保費及徵費 ^的權利。然而，
我們會安排充足的時間就調整保費及徵費 ^預早給您書面通知。

83  問： 假如我需要在海外醫院留院，但不懂當地語言，本保單是否提供翻
譯服務保障？ 

答： 若您在旅程期間因意外身體受傷或疾病而需在海外醫院留院超過
24小時，並由緊急援助熱線服務轉介聘用當地翻譯員，翻譯服務
的應付最高保障為每日港幣 500元，每次旅程港幣 5,000元。

84  問： 甚麼是旅程延誤項下的補票保障？

答： 假如您已投保亞洲標準計劃或環球標準計劃，若在旅程期間，原本
行程選用的公共交通工具因受保情況而延誤超過六小時，而您決
定購買另一張單程旅票以趕上計劃行程，可獲賠償額外及合理的
置換旅票費用，亞洲標準計劃最高為港幣 2,000元，而環球標準計
劃最為多港幣 4,000元。 

   請注意，若「旅程延誤」項下的補票保障已獲賠償，現金津貼及更
改行程費用將不獲賠償，反之亦然。

「家居超卓萬全保」

85  問： 我已購買了火險。為甚麼還需要「家居超卓萬全保」？

答： 這是兩種不同的保單。「家居超卓萬全保」可保障住所內的家居財
物，例如傢俬、電器、由您或同住家人放置的固定裝置及設備（包
括由物業發展商╱前物業擁有者放置的固定裝置及設備，計劃 1

除外）等，以及您離開住所時所攜帶的珠寶和桌面電腦╱手提電腦
╱平板電腦等個人財物。火險的保障範圍包括牆壁、門窗、天花
板、地板及管道等建築物結構。

   因此，這兩種保單提供的保障屬互補性質。如果您想享有周全的保
障，應考慮同時購買這兩種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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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問： 我現時的住所是由非同住的父母所擁用。在此情況下，「家居超卓
萬全保」可為我這個「佔用人」提供甚麼保障？

答： 如果您是佔用人（而您或同住家人並非租客），「家居超卓萬全保」
可提供三項主要保障：

(a) 您和同住家人放置於住所內的家居財物、貴重物品及個人電
腦遭受意外損失或損毀；

(b) 無論身處世界任何地方，您和同住家人的個人財物、貴重物
品及個人電腦遭受意外損失或損毀；以及

(c) 您、同住家人及家庭傭工對因意外導致第三方受傷╱財物損
毀的個人責任。

   此外，如果您希望自己的個人財產（例如珠寶、手錶等）獲得 更佳
保障，可選擇指定物品的全球性「全險」升級保障，以最切合您的
需要。

87  問： 作為業主（出租），如果我為住所投保「家居超卓萬全保」，可以獲
享甚麼保障？

答： 「家居超卓萬全保」可為您提供租金收入保障：
(a) 若住所因家居財物（不包括貴重物品、個人電腦及個人財物）

遭受意外損失或損毀而不宜居住，可獲最高 75,000港元的
租金損失賠償；或

(b) 若您的租客未能根據租約支付租金，並在法院裁決後 1個月
內仍然拖欠租金，可獲最高每月25,000港元的拖欠租金賠償。

   「家居超卓萬全保」的保障範圍亦包括出租單位內的傢俬、電器、
由您或物業發展商或前物業擁有者放置的固定裝置及設備。責任
保障範圍包括因出租物業引致第三方身體受傷或財物損毀而令您
負上的法律責任。

88  問： 若我打算聘請裝修工程承辦商裝修住所，「家居超卓萬全保」可為
我的住所提供甚麼保障？

答： 根據「家居超卓萬全保」第一項 — 家居財物的承保範圍，保障包括
在裝修期間首 4 個月內家居財物的意外損毀或損失（不適用於計劃 

1）。此外，若家居財物需暫時存放在住所以外，例如搬移至迷你
倉設施，當家居財物遭受意外損毀或損失時亦可獲得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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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問： 如果我要搬家，可獲享甚麼保障？

答： 「家居超卓萬全保」可保障：
(a)  若聘請專業搬運公司將家居財物由住所搬往香港境內新的永

久住所，搬運過程中家居財物和貴重物品遭受的意外損失或
損毀（不適用於計劃 A及 B）；

(b)  由新住所租約開始〔若您租賃該住所〕或首次住進新住所日〔若
您擁有及佔用該住所〕起計 2個月內，家居財物及貴重物品
在新住所遭受的意外損失或損毀（不適用於計劃 A及 B）；及

(c)  家居財物暫時從住所搬移至其他地點（包括迷你倉設施、工
作地點及保單持有人及其親屬租用或擁有的地點）期間，家
居財物遭受的意外損失或損毀。

90  問： 若我們的家居財物因颱風或黑色暴雨而遭損毀，可獲享甚麼保障？

答： 「家居超卓萬全保」可就家居財物因颱風或暴雨而遭意外損毀或損
失提供賠償，此外，若因懸掛 8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
告，以致您的住所連續 24小時暫停電力或食水供應，可獲最高
10,000港元（每天最高 2,000港元）（取決於選擇的計劃）的另覓臨
時住所賠償。

91  問： 如果水管爆裂，將可獲享甚麼保障？如果對樓下其他住宅單位造
成水濕損毀，保單會否為我提供個人責任保障？ 

答： 如果發生水管爆裂，「家居超卓萬全保」將就以下各項提供保障：
•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
• 家居財物損失或損毀；
• 由您或同住家人（所有計劃）或物業發展商或前物業擁有者（計

劃 1除外）放置的固定裝置及設備損失或損毀；
• 若因家居財物損毀以致住所不宜居，另覓合理臨時住所的費用；
•   暫時存放傢俬的費用（例如迷你倉倉租）；
•   水管修理費用 －（在計劃 1中，由物業發展商或前物業擁有

者放置的水管除外）爆裂是因意外損毁（如裝修工程等）情況
造成（而並非因水管老化造成的損耗引致），而且保單未有指
明不受保。您必須提供意外損毁證明，才可獲賠償相關的水
管修理費用；

• 對第三方的責任 － 若因水管爆裂而對第三方的財產造成水濕損
毀，例如樓下住宅單位，而您對有關情況須負上法律責任（例如
因您未能在發現水管爆裂後立即採取行動阻止水流而被法院裁
定疏忽），您對有關損毀的個人責任亦將 可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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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問： 我的家用電器當中有部份已相當陳舊，它們能否獲得保障？

答： 「家居超卓萬全保」提供家居財物意外損失或損毁保障，無論受保
物品新舊皆可獲得保障。就損失賠償而言，這是按照「以新代舊」
基準進行，不會扣除任何折舊。若電器遭偷竊或因意外損毁而無法
修理，將會以同類型而相似且品質並不高於該損毀物品的新物品
取代。若由於科技或產品進步，市面上不再提供任何非較佳物品，
我們將於索償當時，參考市面上最接近現有型號的市場價格，並按
照與現有型號相比之損失或損毀物品的「改善」比例，將其市場價
格扣減某一百分比。

93  問： 如何為自己的貴重物品投保？

答： 「家居超卓萬全保」的計劃 1 、2 、3 和 4 可自動承保住所內貴重
物品的意外損失或損毁，最高可達指定投保額及每件物品的限額。
如果您希望享有更全面的保障，「家居超卓萬全保」的全球性「全險」
升級保障（自選投保項目）可就貴重物品提供高達每項  80,000 港
元及最多額外增加投保額 500,000港元的保障（只限年繳保費的計
劃 3 及 4）。您亦可透過特定的指定物品申 請表，按約定價值為指
定物品投保，如貴重物品申請超出有關 的投保額，則須經核保審
批。您不可就相同物品的損失或損毀 同時根據第一及五項，或同
時根據第二及五項提出索償。

94  問： 如何申請「綠色住所」保障？在提出索償時，我的家用物品能否以
符合更高節能標準的物品取替？

答： 若索償涉及置換保單承保範圍內的受損毀家用雪櫃、冷氣機、 洗
衣機、電乾衣機或儲水式電熱水爐，而有關物品均具有 3 、 4 或 5 

級能源效益標籤，我們將安排以香港市場上具有 2 級（或如沒有 2 

級，則以 1 級）「級別式」能源效益標籤之物品置換。如置換任何
具有 2 級能源效益標籤的電器 ，我們將以具有 1 級能源效益標籤
的相近型號的新電器取替。若您損毁的電器沒有任何能源效益標
籤，我們將以「確認式」能源效益標籤的相近型號或市場上 2級或
以上能源效益標籤的相近型號當中任何一種型號取替，但須視乎香
港市場是否可獲得而定，惟有關能源效益標籤須由香港政府機電
工程署認可，而每項物品升級所引致的費用將不超過 5,000 港元。

95  問： 保費及徵費會改變嗎？

答： 基於住宅建築物老化、通脹、索償經驗或其他因素，續期保費 可
能會作出調整，但我們會在續保前預先通知您有關變動。如 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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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持有人在使用受保住所方面的身份有所改變（例如由業主變為租
客），保費亦可能會作出調整。徵費是由保 險業監管局徵收，金額
按保險業監管局宣佈的徵費率計算。

96  問： 索償是否設有自負額？如果我選擇全球性「全險」升級保障（自選
投保項目），須承擔多少自負額？

答： 有關自負額的詳情，可參考列於本單張及承保表內的投保額表，以
瞭解相關部份的自負額。

如果您選擇全球性「全險」升級保障（自選投保項目）（第五項），自
負額將按您在第五項所選項目的自負額而定。然而，若根據第二項
（即基本全球性「全險」保障）顯示的物品限額及自負額支付的賠償
額超過根據第五項顯示的物品限額及自負額支付的賠償額，則應
使用第二項顯示的物品限額及自負額，而不是第五項顯示的物品
限額及自負額。

97  問： 我可如何管理我的保單？

答： 如您對保單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852) 2867 8678 查詢，如您是滙
豐網上理財客戶，亦可登入滙豐網上理財的網上保單服務輕易處
理您的保單，該網上服務可讓您於 24 小時任何時間查閱保單資料
及更便捷提交保單服務申請。

98  問： 如果我租了帶傢俬的多層住宅大廈，而所有電器和傢俬均由房東
提供，那麼「家居超卓萬全保」如何為我提供保障 ?

答： 如果您或您的家庭成員是住所的承租人並根據租賃協議負責，則「家
居超卓萬全保」將承保房東放置的家用電器，固定裝置和設備。請
參照投保額表和項目限額。

99  問： 我買了一個帶傢俬的物業，而前物業擁有者 /物業發展商提供了電
器，傢俬，固定裝置和設備，「家居超卓萬全保」如何為我提供保障？

答： 這些固定裝置和設備，無論是否明確包含在住所價格中，都將在第
1項家居財物（計劃 1除外）中提供保障，其中將傢俬和家用電器
作為家居財物包括在內。

100  問： 如果由於大廈封鎖而無法進入住所，我可以得到什麼保障？

答： 如果因您無法控制的事件而連續 24小時無法進入您的住所，「家
居超卓萬全保」將提供高達 10,000港元（每天 2,000港元）的另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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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臨時住所保障。而該超出合理控制範圍的事故是由您及您
的家人以外的第三方所引起的。

101  問： 當我提出索賠時，您如何確定我的財物的價值？

答： 索賠按照“新舊換新”的原則進行，在這種基礎上，任何被盜或損
壞而無法修復的財物將被替換為同類但質量不高過原來的新物品。
修理任何損壞的財物的費用也包括在內。如果您可以向我們提供
財物的購買發票，收據或維修報價，將更容易確定價值。

如果一對物品或成套物品的一部分損失或損壞，則損失的衡量標
準應為該對物品或成套物品總價值的合理且公平的比例，並考慮
到物品的重要性。

如果新的替換產品具有比原始損失 /損壞物品更好的質量 /功能，
因為市場上不再有相同或相似的型號比原來質量 /功能不更好的產
品，我們允許根據第 2B部分索償條件 7.以較佳物品賠償。

102  問： 如果我想修改自己的保單或改變了居住狀態（例如，從出租改成自
住者）該怎麼辦？

答： 如果您以書面形式通知我們更改本保單的計劃或自選投保項目，
但須經我們批准，該變更自我們批准之日起生效，並且附加保費或
退款保費（如有）應按比例計算。第 5 項全球性「全險」升級保障僅
適用於計劃 3或 4。

對於在計劃變更的生效日期之前發生的任何意外損失或損毀，應
就此損失或損毀支付的賠償金不得超過在變更保險生效日前適用
的賠償限額或最高賠償額。

103  問： 如果我將財物放在迷你倉中，可以享有什麼保障？

答： 「家居超卓萬全保」-第 1.1項  「住所以外財物」提供暫時不存在您
的家中財物的意外損失或損毀保障。迷你倉指提供獨立自存倉，以
供個人儲存家居用品的地方。迷你倉必須由在香港合法註冊的公
司經營，並須遵守屋宇署發佈的《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及可能不
時修訂的所有其他相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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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問： 什麼是“24小時緊急檢查服務”？

答： 您及您的家人可致電我們 24 小時熱線（852）2528 9333 ，以安排
註冊電工、持牌水喉匠和鎖匠提供緊急檢查。為了令您在緊急情況
下更安心無憂， 只要須支付的檢查費用在所選計劃的最高賠償限額
（第 1.10 項）以內，我們將直接為您繳付該檢查費用予服務提供者。

105  問： 如果我住在村屋中，如何選擇居住面積範圍申請投保？

答： 居住面積包括住所的實用面積、陽臺、前院、後院及 / 或天臺。「實
用面積」具有香港法律第 621 章《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賦予的
含義。

[Q106及 Q108只適用於計劃 1,2,3及 4]

106  問： 如果我在網上購物，可以享有什麼保障？

答： 第 2.2項 - 運送中物品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或世界任何地方新購置
的個人財物，若在運回住所途中遭受意外損失及損毀，我們將作出
最高可達投保額的賠償 (2,000港元 至 5,000港元 )，但以下物品
則不在受保之列：
(a) 易腐壞的物品；
(b) 瓷器、玻璃、陶器及其他易碎物品； 

(c) 並無運貨單或提貨單、郵包、速遞運送或其他途徑運送收據
的在運物品；

(d) 貴重物品

107  問： 合理的另覓合理的臨時住所”是什麼保障？

答： 合理的另覓合理的臨時住所指質量和標準與住所相近，且不得明
顯超過受保住所，例如建築面積和設施等。

例如，多層住宅大廈受保住所面積為 1,000平方呎的，合理的另覓
合理的臨時住所與住所面積相近，而不是租用 2,000平方呎或類
似面積的臨時住所。

108  問： 我可以為合併的相鄰單位購買一份保單嗎 ?

答： 如果相鄰單位之間設置相互連接的人行道，水平或垂直，可以為合
併的相鄰單位購買一份保單。相鄰單位應在申請表中顯示為「受保
地址」。例如 A 室及 B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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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填妥的申請表及所需的證明文件一併交回安盛保險有限公司理賠服
務部，地址：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 38 號安盛匯 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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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償類別 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 一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意外萬全保 意外發生後或開始住院之日起計14
天內

• 已填妥的「意外萬全保」索償申請
• 死亡證正本
• 醫療單據正本
• 醫療證明或醫療報告（證實傷殘）
• 出院紙
•  報案紀錄正本

盡快向我們作出書面通知，但不得
遲於受保學生返回香港後14日。

海外升學萬全保 • 已填妥的「海外升學萬全保」索償申請
• 意外及患病
 - 醫療單據正本
 - 醫療證明及醫療報告
• 家居財物、個人財物及行李
 - 有關機構（例如：警局或航空公司）
   發出的遺失╱損毀╱延遲報告
 - 維修報價單正本
 - 受損毀物品的相片
 - 遺失╱損毀物品的購物單據正本
• 旅程延誤
　 - 航空公司╱客運機構證明受延遲多少
   小時及有關因
• 父母年假補償
　 - 由父母或合法監護人僱主發出的確認
    年假安排報告或證據

在發生任何事故或發現可能導致索
償的任何損失後三十一天內或合理
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送交我們。

旅遊萬全保 • 已填妥的「旅遊萬全保」索償申請
• 意外及患病
 - 醫療單據正本
 - 醫療證明及醫療報告
• 個人財物及行李
 - 有關機構（例如：警局或航空公司）
   發出的遺失損毀延遲報告
 - 維修報價單正本
 - 受損毀物品的相片v
 - 遺失損毀物品的購物單據正本
• 旅程延誤
　 - 航空公司客運機構證明受延遲多少
   小時及有關因

• 已填妥的「住院萬全保」索償申請
• 醫院單據正本
• 醫療證明、醫療報告及出院紙

開始住院之日起計14天內住院萬全保╱
保費回贈住院萬全保

• 已填妥的產物保險索償申請
• 遺失╱損毀物品的購物單據正本
• 維修報價單正本
• 受損毀物品的相片
• 報案紀錄正本
• 由物業管理公司發出損毀物業的
 意外報告

家居萬全保╱
火險╱
家居超卓萬全保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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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償類別 需於下列時間通知我們 一所需資料

 （視乎賠償性質，或需提供其他資料）

• 書面索償通知
•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 死亡證書正本
• 報案紀錄正本

意外發生後14天內入息萬全保

• 已填妥的信用卡╱貸款╱樓按供款償還
 保障計劃索償申請
• 醫療報告正本（證實傷殘）
• 死亡證正本
• 解僱證明
• 由僱主發出可獲遣散費證明

在受保事件發生後立即通知信用卡貸款樓按供款償
還保障計劃

• 病假證明正本
• 醫療單據正本
• 出院紙
• 勞工處的2/2B格（工傷）

在可能需要索償的事件發生後立即
通知

家傭保險

上述資料僅供參考。在一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需要您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處理您的索償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賠理服務熱線。

• 已填妥的「生活萬全保」索償申請
• 醫療報告正本

被診斷患上嚴重疾病或女性疾病後
盡快通知

生活萬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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