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摯關懷超卓醫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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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郵遞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郵政局郵政信箱90852號
公司地址：香港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摯關懷超卓醫療計劃（於本產品說明書以下稱為「您的保單」或「本保單」，視乎情況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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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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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保險保單乃AXA安盛之產
品而非滙豐之產品。

有關與滙豐於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的金錢糾紛，滙豐將與您把個案提交至金融糾紛調解計劃；此外，有
關涉及閣下保單條款及細則的任何糾紛，將直接由AXA安盛與您共同解決。

《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第三者條例」）並不適用於本保單。任何不是本保單某一方
的人士或實體不能根據「第三者條例」強制執行本保單的任何條款。

本產品說明書只提供一般資料，不能構成AXA安盛與任何人士所訂立之任何合約。有關其他詳細條款、
細則及不受保項目，請參考有關保單條款。

由安盛保險有限公司刊發

（只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使用）
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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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關懷超卓醫療計劃

我們明白當您生病或受傷時，能得到經驗豐富的醫護人員所

提供的建議和護理有助您安心無慮地專注治療。

摯關懷超卓醫療計劃（即「您的保單」或「本保單」） 是一個

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能讓您根據您的需要，揀選合適的

註冊醫生及醫療機構如私家醫院和日間手術護理中心，以支援

您和您的摯愛攜手走過治療過程中的每一步。

本保單設有清晰的保障範圍，並提供直接的索償程序，讓您

可以獲取所需的專業醫療意見和服務，讓您安心稱心。

計劃特點

1 每年保障總限額是指AXA安盛在任何一個保單年度內支付的最高總保障額，並於該計劃項目中的保單附表列出。每年保障總限額會於每個保單年度
重新計算。

2 癌症治療和透析治療的保障額視乎於每年保障總限額及其他詳情。有關其他條款、細則、不受保項目及限制之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3 若受保人患有慢性和不可逆轉的腎衰竭，我們會就該受保人因醫療需要而接受的住院或日間手術之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治療，提供實際合資格的醫療
費用保障。

投保手續簡易，設有不同計劃
可供選擇，每年保障總限額1 
高達5,000,000港元

提供全面的癌症治療和
透析治療2,3保障，賠償高達
每年保障總限額1

龐大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
（「醫療網絡」），連繫您和特選
醫療專業人員及設備完善的醫療
機構

家庭成員投保，齊享保費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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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手續簡易，設有不同計劃可供選擇，每年保障總

限額1高達5,000,000港元

設有 5個計劃項目可供選擇，每年保障總限額 1可高達

5,000,000港元。投保時您只需填妥健康聲明並毋須驗身。

家庭成員投保，齊享保費折扣

若 1) 您的直系親屬現為摯關懷醫療計劃或此保單成員；或 

2) 您及您的直系親屬同時成功投保此保單，您可享有10%的

保費折扣。

直系親屬指配偶丶伴侶丶子女5丶父母及兄弟姐妹。

提供全面的癌症治療和透析治療2,3保障，賠償高達每

年保障總限額1

倘若不幸患有癌症4，我們會為您提供由診斷至治療期間的合

資格醫療費用。所涵蓋的癌症治療包括放射治療丶化療丶標

靶治療丶荷爾蒙治療及免疫治療。 如不幸患上腎衰竭，我們也

會提供透析治療3保障。有關癌症治療和透析治療2的全面保

障，您需作預先批核並根據您所選計劃項目之每年保障總限

額1及其他條款作賠償。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龐大醫療網絡，連繫您和特選醫療專業人員及設備完

善的醫療機構

透過醫療網絡，您可根據個人需要在香港揀選超過400位經驗
豐富的註冊醫生及使用設備完善的醫療機構如私家醫院和日

間手術護理中心。

1  每年保障總限額是指AXA安盛在任何一個保單年度內支付的最高總保障額，並於該計劃項目中的保單附表列出。每年保障總限額會於每個保單年度
重新計算。

2 癌症治療和透析治療的保障額視乎於每年保障總限額及其他詳情。有關其他條款、細則、不受保項目及限制之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3 若受保人患有慢性和不可逆轉的腎衰竭，我們會就該受保人因醫療需要而接受的住院或日間手術之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治療，提供實際合資格的醫療
費用保障。

4 有關癌症的定義，請參閱保單條款。
5 子女是指財政上完全依賴保單持有人的任何子女，並在投保時年齡界乎15日至17歲（或23歲或以下的全日制學生）。

計劃特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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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醫療網絡」）讓您專享龐大醫生網絡6,7（「網絡醫生」），以及設備完善的醫療網絡機構6,7，包括私家醫院和

日間手術中心。醫療網絡是由AXA安盛直接組織，為您提供一站式的醫療平台6，致力為您提供簡便的行政程序及優質醫療服務。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

6  網絡醫生及醫療網絡機構為獨立第三者，並非AXA安盛的代理。AXA安盛對網絡醫生和醫療網絡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不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AXA安盛
不須就該等網絡醫生和醫療網絡機構之任何行為或未履行行為而承擔任何責任。

7 網絡醫生及醫療網絡機構名單可由AXA安盛自行決定不時修改而不作任何通知。因此，網絡醫生的年資和專科院士資格可能會有所不同。
8 專科醫生的人數可能更改。您可透過Emmy by AXA數碼平台或AXA安盛所提供的其他渠道或致電AXA安盛客戶服務熱線 （852）2867 8678 以取得最新的
醫療網絡名單。

9 保單持有人指南會在您的保單生效後隨附保單條款發出。請注意增值服務相關的服務內容和程序的條款，AXA安盛保留不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
而不作預先通知。

此名單的資料會不時更改而不作另行通知。詳情請參閱保單持有人指南9。

香港（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6

• 港怡醫院

• 香港浸信會醫院

• 養和醫院

• 明德國際醫院

• 仁安醫院

•  醫療網絡提供超過30項專科服務，
包括較罕有之分科專科服務（例如

小兒外科及婦腫瘤科），涵蓋多項

專科治療7,8，讓您獲得適切的治療

•  擁有龐大、廣泛及富經驗的網絡
醫生6,7以供選擇。經驗豐富的網絡

醫生6,7超過400位，當中超過8成
網絡醫生6,7具有十年以上的

•  我們鼓勵使用有效率的醫療程序，以更有效
地管理住院費用及減少住院時間，並實踐循

證醫學以便提供有效的藥物治療

中國內地（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6

• 北京德爾康尼骨科醫院，國際醫療部

• 北京友誼醫院國際部

• 北京霍普醫院

• 北京大學國際醫院特需國際醫療部

• 上海廣慈紀念醫院

• 上海市同仁醫院特需門診

•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國際醫療中心)
• 北京友誼醫院通州院區



頁5/19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的直接結算服務10,11,12

在醫療網絡內，您只需向有關醫療機構出示摯關懷超卓醫療

卡及個人身份證明文件。有關醫護人員將代您向AXA安盛提

交預先批核申請，您便可享用出院免找數服務。

假若您在非醫療網絡下的醫院及日間手術護理中心內接受治

療，您必須先行支付醫療費用，並隨後申請索償。有關詳

情，請參閱保單持有人指南。

註：

有關詳情，請參閱保單持有人指南及保單條款。

1  每年保障總限額是指AXA安盛在任何一個保單年度內支付的最高總保障額，並於該計劃項目中的保單附表列出。每年保障總限額會於每個保單年度重
新計算。

10  直接結算服務只限於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內的醫療機構所接受住院及治療服務。AXA安盛保留最終決定權。「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內」指（一）由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名單上的註冊醫生丶外科醫生或專科醫生所提供的任何治療；及（二）該治療或住院是在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名單上的指定
醫療機構內進行。

11 有關增值服務及使用程序的詳情，請參閱保單持有人指南；有關指南將於保單生效後連隨保單條款提供。AXA安盛可不時修訂這些增值服務的條款和
程序，而不作預先通知。 

12 此服務僅限於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名單上的醫療機構所進行的住院或治療。AXA安盛保留最終決定權。

使用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的簡易程序

•  致電AXA安盛客戶服務熱

線2867 8678查詢您所適

用的每年保障總限額1及醫

療網絡名單

•  如有需要，可使用高達

2次出院 / 日間手術後門

診護理（出院後6星期內）

•  預先批核一經審批，將收

到AXA安盛的確認通知

•  AXA安盛將向該醫院發出

付款保證書

•  入院時出示個人身份證明

文件及摯關懷超卓醫療卡

•  享用出院免找數服務，讓

您專心休養

• 預約醫療網絡名單上的

網絡醫生

•  於醫療機構出示個人身份

證明文件及摯關懷超卓醫

療卡

•  包括使用1次入院  /  日

間手術前門診護理（入院

前30日內） 

•  網絡醫生將代為申請預先

批核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增值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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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第二醫療意見11,13

如您不幸確診任何特定危疾，我們會在收到您有關要求後，

協助您向網絡醫生6,7或其他醫療專家尋求第二醫療意見13。

全球緊急支援11,15

如果您需要緊急支援，可隨時致電全球支援及緊急醫療熱線 

(852) 2862 0199。透過該熱線，您可就海外入院按金保證服

務、法律轉介服務、以及醫療及旅遊諮詢服務的事宜獲得協

助。在緊急情況下，您只需致電該熱線便可取得所需支援。

免費健康服務計劃11,14

我們將定期提供預防性服務及評估，以守護您的健康。 由保單

生效日開始，您便可享一年一次的流感疫苗注射以保持最佳

健康狀態。 由第二個保單年度開始，根據您所屬的計劃和年

齡，我們為您提供不同的免費身體檢查計劃14，如乳房X光檢

查（35歲起）及結腸鏡檢查（50歲起），助您輕鬆監察身體狀

況。

AXA安盛護士熱線16

AXA安盛護士熱線16 提供一般健康資訊。當您考慮尋求治療

方案時，包括找尋醫生、到最鄰近的醫院、或於您需尋求護

理時選擇於家中照顧自己，我們的註冊護士將會協助您提供

資訊。在治療和痊癒過程中，我們會支援您有關需要，及如

需住院，您更可以建議我們的註冊護士在您住院或手術前 / 

後，與誰聯絡以及何時方便致電問候。

免費中國入院按金保證服務11,15

若您在中國內地因身體受傷或突發疾病需要入住醫院接受治

療，您只需於超過240間指定的中國內地醫院出示您的身份證

明文件及印有「任中橫」標誌的摯關懷超卓醫療卡，便可接受

治療而毋須預先繳付入院按金。

病人特別協助服務17

在治療過程中，特別是當您要面對複雜和嚴重的疾病如癌

症、自體免疫性疾病、中風、脊椎問題及傷殘等，我們的註

冊護士將為您提供支援，協助您獲得適切的治療方案，加快

痊癒。

6  網絡醫生及醫療網絡機構為獨立第三者，並非AXA安盛的代理。AXA安盛對網絡醫生和醫療網絡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不承擔任何義務或責任，AXA安
盛不須就該等網絡醫生和醫療網絡機構之任何行為或未履行行為而承擔任何責任。

7 網絡醫生及醫療網絡機構名單可由AXA安盛自行決定不時修改而不作任何通知。因此，網絡醫生的年資和專科院士資格可能會有所不同。 

11 有關增值服務及使用程序的詳情，請參閱保單持有人指南；有關指南將於保單生效後連隨保單條款提供。AXA安盛可不時修訂這些增值服務的條款和
程序，而不作預先通知。

13  第二醫療意見是由獨立的醫療服務機構提供。該機構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AXA安盛或滙豐的代理。AXA安盛或滙豐不須就該醫療機構及醫院向保單
持有人或任何受保人士所提供的醫療意見及任何有關事項而承擔責任。AXA安盛保留不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作預先通知。

14 免費檢查或醫療服務可由AXA安盛隨時根據最新的醫療發展和最佳作業流程自行決定修改，並無須預先通知。

15  此項服務由第三者服務機構提供。該機構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AXA安盛或滙豐的代理。AXA安盛及滙豐不須就該機構提供之服務供應作出表述、保
證或承諾，及不須就受保人因該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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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

法律程序，向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AXA安盛保留不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作預先通知。

16  AXA安盛護士熱線旨在提供一般非緊急的健康資訊，為您的醫療需要提供支援。AXA安盛護士熱線並非以及不應用作代替您的醫生的建議。AXA安盛
護士熱線提供的一般健康資訊僅旨在用於非緊急或非危急性質的查詢，並不屬任何醫療建議，亦不應被視作為醫療建議。AXA安盛的建議將根據您向
AXA安盛所提出的個人健康狀況而作出。AXA安盛不保證或代表所提供的建議和/或資訊的完整性及準確性。若您就任何醫療事宜或情況有任何具體問
題，您應諮詢您的醫生或其他醫護專業人員。當您聯絡AXA安盛護士熱線時，您知悉其服務於上文所列的限制。對於您因 AXA安盛護士熱線提供的任
何資訊而可能招致的損失、損害賠償、訟費或其他開支，AXA安盛概不負責。本免責聲明中的任何內容將不排除或限制我們因疏忽或因適用法律不能
排除或限制的任何責任而導致的死亡或人身傷害的責任。

17  AXA安盛的病人特別協助服務的建議將根據您向AXA安盛所提供個人健康狀況而作出。此服務並非以及不應用作代替客戶醫生的建議。AXA安盛的病
人特別協助服務提供的建議僅旨在用於非緊急或非危急性的查詢，並不屬任何醫療建議，亦不應被視作為醫療建議。AXA安盛不保證或代表所提供的
建議及/或資訊的完整性及準確性。若您就任何醫療事宜或情況有任何具體問題，您應諮詢您的醫生或其他醫護專業人員。當您聯絡AXA安盛時，您知
悉本服務於上文所列的限制。對於您因AXA安盛提供的任何資訊而可能招致的損失、損害賠償、訟費或其他開支，AXA安盛概不負責。請注意，AXA
安盛可不時修訂這些額外服務的條款和程序，而不作預先通知。本免責聲明中的任何內容將不排除或限制我們因疏忽或因適用法律不能排除或限制的

任何責任而導致的死亡或人身傷害的責任。

增值服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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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AXA安盛仍然提供此計劃及您所選的計劃項目。

摯關懷超卓醫療計劃一覽表

保障年期 終身*

繕發年齡 15天至80歲

計劃項目 基本計劃 靈活計劃 標準計劃 優選計劃 尊尚計劃

保障範圍 合資格醫療費用之百分比

1.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以
內的保障

100%

2.  非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 
─ 經預先批核 100%

3.  非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 
─ 無預先批核 0% 80%

4.  公立醫院公眾病房之住院18  100%

5.  意外與緊急住院19 100%

保單續保 每年自動續保*

保費結構 根據已屆年齡每年作出調整20

保單貨幣 港元

付款方式 年繳

對居住地的限制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的居住地為非日本及 / 或美國及 / 或受制裁國家 / 或地區

地域保障範圍 全球，不包括美國

18 AXA安盛將就於公立醫院公衆病房進行的相關治療或住院服務，支付100％實際合資格醫療費用。

19 AXA安盛就有關因緊急事故（包括因意外引致的緊急事故）相關的住院或治療支付100%實際合資格醫療費用。 

20 保費率並非保證。每次續保時，應繳保費及續保保單的條款均由AXA安盛釐定，並可能有所不同。AXA安盛可在任何一個保單週年日調整摯關懷超卓
醫療計劃的保費率。有關各計劃項目的保費率詳情，請參閱本產品說明書的保費表。AXA安盛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i) AXA安盛的索償及保單續
保率；及(ii)預期於此計劃下未來的理賠支出，反映所有保單因醫療趨勢、醫療成本通脹及產品內容改動所帶來的影響。 



保單持有人 ： 陳小姐，40歲
職業 ： 會計師
背景 ： 陳小姐事前發現乳房有一個無痛腫塊，其後被診斷患有乳癌第二期。

頁8/19

以下例子僅供參考，並就個別事件作說明之用。每個個案均有不同，AXA安盛將因應不同個案再作決定。

索償例子 – 緊急與意外住院

保單持有人 ： 歐女士
受保人 ： 兒子，10歲
職業 ： 家庭主婦
背景 ： 歐女士的10歲兒子在足球比賽中肩關節嚴重受傷。

歐女士致電客戶服務熱線查

詢兒子現時適用的保障限額

及醫療網絡名單上的醫院。

 

查詢醫療網絡名單
 

醫療諮詢

網絡醫生代歐女士提交緊急

預先批核申請。經批核後，

AXA安盛向醫院發出付款保

證書。歐女士兒子在5天後

出院並享用免找數服務。

 

住院

歐女士兒子出院後需接受門診

護理。經網絡醫生轉介後，

他接受3次物理治療，並先

支付後索償。

 

出院後門診護理及輔助服務

出院後門診護理及物理治療

1,800港元

入院前門診護理

1,500港元

住院及手術費

109,000港元

總保障額：112,300港元

步驟3 步驟4步驟2步驟1

摯關懷
超卓醫

療

全額支
付

歐女士陪同兒子到醫療網絡

醫院急症室求診，並出示摯

關懷超卓醫療卡。隨後急症

室醫生轉介歐女士兒子至網

絡醫生進行緊急手術。網絡

醫生隨即為他安排手術及住

院服務。歐女士隨後向AXA

安盛申請門診護理索償。

!

索償例子 – 癌症治療

計劃項目 ： 尊尚計劃
每年保障總限額 ： 5,000,000港元

陳小姐透過Emma by AXA應用

程式，搜尋醫療網絡名單上

的乳房外科專科醫生。

 

查詢醫療網絡名單

陳小姐在診所出示摯關懷超

卓醫療卡。網絡醫生建議陳

小姐進行乳房切除手術。陳

小姐隨後向AXA安盛申請門

診護理索償。與此同時，網絡

醫生代陳小姐向AXA安盛申

請預先批核。

 

醫療諮詢

AXA安盛向醫院發出付款保

證書。陳小姐入住醫院5天

進行手術，享用出院免找數

服務。

癌症治療

陳小姐其後到醫療網絡內的

醫療機構進行化療及標靶治

療。

 

住院

陳小姐出院後接受2次門診護

理服務，並先支付後索償。 

 

出院後門診護理

出院後門診護理 

 6,400港元

入院前門診護理

1,500港元

住院及手術費

289,000港元
癌症治療

900,000港元

總保障額：1,196,900港元

步驟3 步驟4步驟2步驟1

摯關懷
超卓醫

療

全額支
付

!

計劃項目 ： 標準計劃
每年保障總限額 ： 520,000港元



2 癌症治療和透析治療的保障額視乎於每年保障總限額及其他詳情。有關其他條款、細則、不受保項目及限制之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3 若受保人患有慢性和不可逆轉的腎衰竭，我們會就該受保人因醫療需要而接受的住院或日間手術之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治療，提供實際合資格的醫療
費用保障。

4 有關癌症的定義，請參閱保單條款。
10  直接結算服務只限於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內的醫療機構所接受住院及治療服務。AXA安盛保留最終決定權。「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內」指（一）由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名單上的註冊醫生丶外科醫生或專科醫生所提供的任何治療；及（二）該治療或住院是在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名單上的指定醫
療機構內進行。

11 有關增值服務及使用程序的詳情，請參閱保單持有人指南；有關指南將於保單生效後連隨保單條款提供。AXA安盛可不時修訂這些增值服務的條款和
程序，而不作預先通知。

13  第二醫療意見是由獨立的醫療服務機構提供。該機構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AXA安盛或滙豐的代理。AXA安盛或滙豐不須就該醫療機構及醫院向保單
持有人或任何受保人士所提供的醫療意見及任何有關事項而承擔責任。AXA安盛保留不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作預先通知。

14 免費檢查或醫療服務可由AXA安盛隨時根據最新的醫療發展和最佳作業流程自行決定修改，並無須預先通知。
15  此項服務由第三者服務機構提供。該機構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AXA安盛或滙豐的代理。AXA安盛及滙豐不須就該機構提供之服務供應作出表述、保
證或承諾，及不須就受保人因該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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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
法律程序，向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AXA安盛保留不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作預先通知。

主要賠償項目及服務

計劃項目 基本計劃 靈活計劃 標準計劃 優選計劃 尊尚計劃

病房級別 普通房 普通房 普通房 半私家房 標準私家房

地域保障範圍 全球，不包括美國

主要保障項目

住院保障

癌症治療2,4

透析治療2,3

入院前及出院後 / 日間手術前及後的門診護理

出院 / 日間手術後門診輔助服務

緊急門診治療

分娩保障

•  適用於18至49歲受保人
•  受限於12個月等候期

妊娠併發症

•  受限於12個月等候期

增值服務11

免費流感疫苗注射14,15

免費檢查14,15

免費中國入院按金保證服務15

免費第二醫療意見服務13 

住院直接結算服務10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內)

全球緊急支援15

註：

有關此保障範圍及保費表的詳情，請參閱保費表列出不同年齡的保費以供參考。AXA安盛可能隨時修訂保費表而不作預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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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下表所列為本保單的主要保障範圍。請參閱保單條款有關保障範圍的詳情和相關條款、細則及不受保項目。

計劃項目 基本計劃 靈活計劃 標準計劃 優選計劃 尊尚計劃

病房級別 普通房 普通房 普通房 半私家房 標準私家房

地域保障範圍 全球不包括美國

每年保障總限額1 (港元) 250,000 350,000 520,000 2,000,000 5,000,000

保障範圍21 合資格醫療費用之百分比

1.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以內22的保障 100%

2.  非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 ─ 
經預先批核

100%

3.  非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 ─ 
無預先批核

0% 80% 

4.  公立醫院公眾病房之住院18 100%

5.  意外與緊急住院19 100%

住院及手術保障 每保單年度最高總額（港元）

1.  病房及膳食 
   •  每保單年度最多280日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2.  住院雜費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3.  指定醫療裝置23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4.  主診醫生巡房費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5.  專科醫生費24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6.  深切治療 
  • 每保單年度最多30日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7.  外科醫生費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8.  麻醉師費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9.  手術室費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10.  先進影像診斷檢查24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11.  癌症治療4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於此表中所示的「全額支付」指我們會基於合理及慣常的準則，根據您所揀選的計劃項目之每年保障總限額1及保單條款內列明的其他細則，包括但不限於
從AXA安盛獲得預先批核， 以支付實際合資格醫療費用。 

1 每年保障總限額是指AXA安盛在任何一個保單年度內支付的最高總保障額，並於該計劃項目中的保單附表列出。每年保障總限額會於每個保單年度
重新計算。

4 關於癌症定義，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18   AXA安盛將就公立醫院公眾病房的相關治療或住院費用，支付100%實際合資格醫療費用。
19  AXA安盛就有關因緊急事故（包括因意外引致的緊急事故）相關的住院或治療支付100%實際合資格醫療費用。 
21 所有保障受限於每個保單年度的細項保障最高限額及每年保障總限額。
22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以內指（一）由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名單上的註冊醫生丶外科醫生或專科醫生所供的任何治療; 及（二）該治療或住院是在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名單上的指定醫療機構內進行。
23  請參閱保單條款以了解指定醫療裝置的詳情。請注意AXA安盛可不時修改有關指定醫療裝置的條款而不作預先通知。
24  此服務需要主診註冊醫生轉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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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續）

計劃項目 基本計劃 靈活計劃 標準計劃 優選計劃 尊尚計劃

病房級別 普通房 普通房 普通房 半私家房 標準私家房

住院及手術保障（續） 每保單年度最高總額（港元）

12.  入院 / 日間手術前門診護理
  •  每次入院 / 日間手術前30日內的

1次門診護理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13.  出院 / 日間手術後門診護理
  •  每次出院 / 日間手術後6個星期

內的2次門診護理；每次門診護
理最多7日藥物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14.  出院 / 日間手術後門診輔助服務 不適用 2,000 3,000 6,000 10,000

15.  住院陪床
  •  每保單年度最多280日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16.  透析治療24,25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17.  往來各醫院之本地救護車服務 不適用 不適用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18.  緊急門診治療26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額外婦科保障

19.  分娩保障 
  •  適用於18至49歲之間的受保人
  •  受限於12個月等候期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0,000

20.  妊娠併發症 
  •  受限於12個月等候期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全額支付 全額支付

於此表中所示的「全額支付」指我們會基於合理及慣常的準則，根據您所揀選的計劃項目之每年保障總限額1及保單條款內列明的其他細則，包括但不限於
從AXA安盛獲得預先批核，以支付實際合資格醫療費用。 

1 每年保障總限額是指AXA安盛在任何一個保單年度內支付的最高總保障額，並於該計劃項目中的保單附表列出。每年保障總限額會於每個保單年度
重新計算。

24 此服務需要主診註冊醫生轉介信。
25 若受保人患有慢性和不可逆轉的腎衰竭，我們會就該受保人因醫療需要而接受的住院或日間手術之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治療，提供實際合資格醫療
費用保障。

26 緊急門診治療是指醫院在意外事故後72小時內只因該意外事故而作出的日間或住院緊急治療所收取的實際合資格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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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續）

11 有關增值服務及使用程序的詳情，請參閱保單持有人指南；有關指南將於保單生效後連隨保單條款提供。AXA安盛可不時修訂這些增值服務的條款和
程序，而不作預先通知。

14  免費檢查或醫療服務可由AXA安盛隨時根據最新的醫療發展和最佳作業流程自行決定修改，並無須預先通知。

計劃項目 基本計劃 靈活計劃 標準計劃 優選計劃 尊尚計劃

於香港指定檢驗中心享有免費檢查或醫療服務14

i.  每年保健服務
  •  每年提供    
   1.   流感疫苗注射
   2.  總膽固醇
   3.   黃金年齡週年檢查（50歲或以上之

受保人）身高體重指數、血壓、完

整血球數值、血糖

ii.  每年自選免費檢查   
  •  於第二個保單年度開始每年可選擇以

下其中一項：

   1.  痛風症檢查（尿酸）
   2.  腎功能測試（40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3.  肝功能測試（50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4.  脊髓檢查
   5.  心電圖 
   6.  肺部X光
   7.  血脂肪測試（50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8.  視力檢查
   9.  洗牙

iii.  額外免費檢查
  •  於第二個保單年度開始每五年可選擇

以下其中兩項：

   1.  骨質密度測試
   2.  柏氏子宮頸抹片檢查
   3.  乳房X光造影

（35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4.  大便潛血測試

（50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5.  前列腺癌檢查

（50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iv.  日間結腸鏡檢查 
  •  於第二個保單年度開始或受保人達到

50歲，以較後的日期為準，每十年提
供一次

增值服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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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續）

11  有關增值服務及使用程序的詳情，請參閱保單持有人指南；有關指南將於保單生效後連隨保單條款提供。AXA安盛可不時修訂這些增值服務的條款和
程序，而不作預先通知。

13  第二醫療意見是由獨立的醫療服務機構提供。該機構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AXA安盛或滙豐的代理。AXA安盛或滙豐對該醫療服務機構及醫院所提供
的任何醫療意見均不須承擔責任。AXA安盛可隨時自行修改條款及細則並不作預先通知。

15  此項服務由第三者服務機構提供。該機構為獨立的承辦商，並非AXA安盛或滙豐的代理。AXA安盛及滙豐不須就該機構提供之服務供應作出表述、保
證或承諾，及不須就受保人因該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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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
法律程序，向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AXA安盛保留不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作預先通知。

27  此服務只適用於在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名單上的本地醫療機構之住院或治療。AXA安盛擁有最終決定權。

計劃項目 基本計劃 靈活計劃 標準計劃 優選計劃 尊尚計劃

免費第二醫療意見13

免費中國入院按金保證服務15

在中國內地指定醫院出示相關身份證明文

件和印有任中橫標誌的摯關懷超卓醫療卡

住院直接結算服務27

全球緊急支援15

增值服務11

頁13/19



# 此歲數只適用於續保。

^   保險業監管局將按照適用之徵費率透過AXA安盛對保單收取徵費。保單持有人須支付徵費以避免任何法律後果。詳情請瀏覽 www.axa.com.hk/ia-lecy
或致電AXA安盛 (852) 2867 8678.

20  保費率並非保證。每次續保時，應繳保費及續保保單的條款均由AXA安盛釐定，並可能有所不同。AXA安盛可在任何一個保單週年日調整摯關懷超卓
醫療計劃的保費率。有關各計劃項目的保費率詳情，請參閱本產品說明書的保費表。AXA安盛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i) AXA安盛的索償及保單
續保率；及 (ii) 預期於此計劃下未來的理賠支出，反映所有保單因醫療趨勢、醫療成本通脹及產品內容改動所帶來的影響。

保單貨幣 港元

年齡 基本計劃 靈活計劃 標準計劃 優選計劃 尊尚計劃

0 4,104 5,040 6,228 9,312 13,800
1 4,104 5,040 6,228 9,312 13,800
2 4,104 5,040 6,228 9,312 13,800
3 4,104 5,040 6,228 9,312 13,800
4 4,104 5,040 6,228 9,312 13,800
5 3,864 4,908 6,084 9,156 13,668
6 3,732 4,776 5,940 9,012 13,560
7 3,612 4,644 5,808 8,856 13,452
8 3,492 4,524 5,664 8,712 13,332
9 3,372 4,404 5,532 8,568 13,224
10 3,264 4,284 5,412 8,352 13,116
11 3,144 4,164 5,280 8,172 13,020
12 3,036 4,056 5,172 7,980 12,912
13 2,940 3,948 5,052 7,800 12,804
14 2,832 3,840 4,920 7,620 12,708
15 2,736 3,744 4,812 7,452 12,696
16 2,640 3,636 4,704 7,296 12,768
17 2,556 3,540 4,596 7,116 12,948
18 2,472 3,444 4,488 6,996 13,212
19 2,388 3,348 4,392 6,912 13,608
20 2,304 3,264 4,284 6,816 13,968
21 2,340 3,336 4,380 7,092 14,436
22 2,388 3,408 4,488 7,392 14,868
23 2,424 3,480 4,620 7,704 15,300
24 2,472 3,552 4,728 8,016 15,744
25 2,508 3,636 4,872 8,352 16,212
26 2,580 3,720 4,980 8,604 16,704
27 2,652 3,804 5,100 8,844 17,208
28 2,736 3,888 5,244 9,108 17,712
29 2,820 3,972 5,388 9,384 18,252
30 2,904 4,068 5,532 9,636 18,804
31 3,012 4,176 5,688 9,948 19,332
32 3,108 4,284 5,844 10,272 19,896
33 3,204 4,428 6,000 10,596 20,448
34 3,312 4,572 6,156 10,944 21,036
35 3,420 4,728 6,336 11,304 21,624
36 3,540 4,908 6,576 11,712 22,152
37 3,648 5,064 6,816 12,132 22,692
38 3,768 5,256 7,080 12,564 23,244
39 3,900 5,472 7,356 13,032 23,820
40 4,020 5,688 7,632 13,500 24,396
41 4,188 5,904 7,884 13,860 25,248
42 4,368 6,108 8,148 14,232 26,136
43 4,536 6,336 8,424 14,604 27,048
44 4,740 6,564 8,700 15,000 27,996
45 4,932 6,852 8,988 15,396 28,980
46 5,160 7,200 9,528 16,152 30,276
47 5,400 7,608 10,068 16,932 31,608
48 5,652 8,028 10,656 17,928 33,024
49 5,916 8,508 11,280 18,792 34,488

保單貨幣 港元

年齡 基本計劃 靈活計劃 標準計劃 優選計劃 尊尚計劃

50 6,180 8,952 11,928 19,524 36,024
51 6,660 9,456 12,540 20,760 37,872
52 7,164 9,984 13,200 21,756 39,816
53 7,716 10,548 13,896 22,968 41,880
54 8,316 11,124 14,628 24,096 44,040
55 8,964 11,856 15,444 25,248 46,296
56 9,552 12,528 16,212 26,592 48,684
57 10,248 13,284 17,112 28,044 51,180
58 11,016 14,064 18,060 29,700 53,808
59 11,844 14,868 18,960 31,608 56,592
60 12,744 15,564 20,112 33,732 59,496
61 13,476 16,308 21,156 36,084 62,556
62 14,256 17,100 22,464 38,484 66,360
63 15,072 18,072 23,964 41,064 70,320
64 15,936 19,104 25,560 43,692 74,436
65 16,860 20,208 27,024 45,768 77,964
66 17,820 21,372 28,908 48,420 82,320
67 19,272 22,608 30,912 51,384 87,024
68 19,836 23,928 32,736 54,228 91,764
69 20,424 25,308 34,548 57,000 96,516
70 21,024 26,904 35,892 59,292 100,872
71 21,624 28,260 37,608 62,484 106,296
72 22,272 30,108 39,252 66,060 112,260
73 22,920 31,356 40,836 69,948 118,836
74 23,592 32,640 41,748 74,244 125,748
75 24,276 33,972 43,272 76,764 129,888
76 24,996 35,352 44,640 80,508 136,272
77 25,728 36,768 45,996 84,084 142,476
78 26,472 38,256 47,292 87,564 148,488
79 27,252 39,588 48,564 90,936 154,476
80 28,044 40,740 49,752 93,828 159,492
81# 28,584 41,688 50,904 96,216 163,848
82# 29,256 42,420 51,924 98,328 167,760
83# 30,168 42,924 52,884 100,320 171,480
84# 31,044 43,428 53,820 102,216 175,020
85# 31,332 43,944 54,828 103,920 178,260
86# 31,692 44,460 55,848 105,816 181,836
87# 31,980 44,976 56,832 107,724 185,460
88# 32,304 45,528 57,744 109,680 189,084
89# 32,652 46,044 58,704 111,672 192,792
90# 32,988 46,536 59,868 113,940 196,788
91# 33,324 47,004 60,768 115,752 200,208
92# 33,660 47,484 61,668 117,636 203,760
93# 33,984 47,988 62,508 119,448 207,108
94# 34,332 48,480 63,288 121,392 210,672
95# 34,668 48,984 64,008 123,564 214,608
96# 35,004 49,476 64,728 126,048 219,036
97# 35,352 49,992 65,448 128,580 223,572
98# 35,712 50,508 66,204 131,160 228,192
99# 36,060 51,024 66,936 133,764 232,884

每年保費（港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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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此保費表並未包括保險業監管局收取的保費徵費。保險業監管局將按照適用之徵費率透過AXA安盛對保單收取徵費。保單持有人須支付徵費以避免任何法
律後果。



此重要事項提供有關摯關懷超卓醫療計劃的重要資料。

投保前已存在的病症

•  投保前已存在的病症不獲保障。已存在病症是指您的保單生效之前已經存在的傷病（包括不適、疾病、病痛或受傷）。請注意，

由保單生效後6個月內或由保單生效後首年內出現保單內列出的指定傷病將被視為投保前已存在病症。有關傷病的完整列表及

投保前已存在的病症之釋義請參閱保單條款。

  在申請過程中，您必須在申請表中回答數題問題來披露您及 / 或準受保人的的醫療狀況，例如您有沒有察覺或應合理地察覺相

同傷病的徵狀、曾否就該相同之傷病接受醫療治理、諮詢或檢查、曾否就該相同之傷病於醫院接受手術或連續接受藥物或治療。

「全額支付」 （基於合理及慣常準則）
•   於保障範圍所顯示的「全額支付」是指我們會基於有關傷病的合理及慣常的準則，根據您所揀選的計劃項目之每年保障總限額1及

保單條款內列明的其他細則，支付合資格醫療費用。

預先批核

•   我們建議您為已計劃的醫療治療（包括已計劃的海外醫療治療）作預先批核申請。假若治療費用超過計劃項目的每年保障總限額

及 / 或其他列明於保單條款內限制時，您便可儘早作更好準備。

非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 – 無預先批核
•   未有預先批核的個案，只要相關情況是符合保單條款第8部分第2節和 / 或其他相關部分的規定要求，標準計劃、優選計劃及尊

尚計劃將可獲實際合資格醫療費用的80%保障；而基本計劃及靈活計劃將不會獲得保障。有關保障範圍詳情，請參閱以下保障

範圍概要及保單條款。

計劃選擇 基本計劃 靈活計劃 標準計劃 優選計劃 尊尚計劃

保障範圍21
合資格醫療費用之百分比

1.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以內22的

保障
100%

2.  非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 ─ 
經預先批核

100%

3.  非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 ─ 
無預先批核

0% 80%

4.  公立醫院公眾病房之住院18 100%

5.  意外與緊急住院19 100%

1 每年保障總限額是指AXA安盛在任何一個保單年度內支付的最高總保障額，並於該列選計劃中的保單附表列出。每年保障總限額會於每個保單年度
重新計算。

18 AXA安盛將就公立醫院公眾病房進行的相關治療或住院服務，支付100%實際合資格醫療費用。

19 AXA安盛就有關因緊急事故（包括因意外引致的緊急事故）相關的住院或治療支付100%實際合資格醫療費用。 

21 所有保障受限於每個保單年度的細項保障最高限額及每年保障總限額。

22  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以內指（一）由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名單上列明的註冊醫生、外科醫生或專科醫生所提供的任何治療；及（二）該治療或住院是
在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名單上的指定醫療機構內進行。

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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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賠償調整

•   不論是自願或非自願的情況下，若受保人於任何高於保單附表列明的所屬病房級別住院，於計算賠償額時，合資格醫療費用應

乘以以下所列的賠償調整百份比：

入住的病房級別
計劃項目所屬病房級別

普通房 半私家房 標準私家房

普通房 100% 100% 100%

半私家房 50% 100% 100%

標準私家房 25% 50% 100%

•  任何高於標準私家房以上等級的病房之住院，不論是自願或非自願，AXA安盛將不會支付任何合資格醫療費用。

公立醫院住院

•  除非相關醫療服務（包括因緊急情況，及因意外引致的緊急情況）是於公立醫院的公眾病房進行，否則該醫療費用將不獲保障。  

日間手術

•   AXA安盛將視任何列明於保單條款內日間手術列表下的手術為日間手術。有關該手術的合資格醫療費用將會減少，並根據該手

術於相同地方提供類似的日間手術並以合理及慣常的收費水平作出賠償。有關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第8部分第2節和 / 或其他

相關部分。

重要事項（續）

頁16/19



28 請參閱保單持有人指南及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醫院名單的詳情及使用程序；有關指南將於保單生效後連隨保單條款提供。AXA安盛可不時修訂這些
的條款和程序，而不作預先通知。

投保時，我是否需要接受身體檢查？

不需要。您只需填寫申請表的健康聲明部分，我們便會處理

您的申請。

什麼是「投保前已存在的病症」?

「投保前已存在的病症」指您在保單生效前已存在的醫學狀

況。摯關懷超卓醫療計劃不保障投保前已存在的病症。有關

投保前已存在的病症之釋義，請參閱保單條款。

如我在申請表中申報有關投保前已存在的病症資

料，那會如何？

我們可能會根據申請表的健康聲明部分所列投保前已存在的

病症，將某些病症列為不受保項目。一旦如此，我們會通知

您，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繼續您的申請。請注意不披露健康

資料可能導致您的保單無效及 / 或索償資格被取消。

如我入住非AXA安盛特選醫療網絡的醫療機
構，我是否需要自行支付費用，再向保險公司索

償？

如您在非醫療網絡的醫療機構接受治療，您需自行支付醫療

費用，然後才向我們索償。請參閱本產品說明書的保障範

圍，以了解每個計劃項目的索償級別。

為什麼預先批核這樣重要呢？

我們建議為已預知的醫療治療作預先批核申請。假若知道治

療費用超過計劃的保障上限時，您便可儘早作準備，並減少

突發的醫療開支。 

如未能就入院前取得預先批核，我將受到什麼保

障？

除了因入住香港公立醫院公眾病房及 / 或意外與緊急住院情

況外，在未有得到預先批核下，基本和靈活計劃保障為0％；

標準丶優選及尊尚計劃則為80％。

我如何得知最新的指定中國內地醫院名單28？

您可於滙豐網頁查閱最新的指定中國內地醫院名單或致電

AXA安盛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67 8678 或全球支援及緊急

醫療熱線 (852) 2862 0199 查詢。由於指定中國內地醫院名

單有可能不時更改，建議於入院前先確認所選擇的醫院。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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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如何就公立醫院的住院醫療費用索償？

請在公立醫院出院後的90個曆日內向我們提交索賠表格丶

出院摘要內註明診斷和手術名稱及收據正本。若提交的資料

不足以讓我們確定索償資格時，我們可能會要求您提供額外

資料，而收集額外資料所引起的所有費用將由您承擔。請

留意本保單不保障入住香港公立醫院私家病房的任何費用。

如我感到不適，醫生轉介我到醫院作進一步檢

驗，該項檢驗會否獲得保障？

本保單並不保障因單純進行身體檢查或物理治療而引起的相

關住院費用。合資格索償指受保人在住院期間因接受治療而

進行所需檢查。

我是否需要每年為我的摯關懷超卓醫療計劃保單

續保？如決定取消保單該怎辦？

我們會於保單屆滿前約45個曆日向您發出續保通知。如果

決定不續保，您必須在保單屆滿最少10個工作天前以書面

通知我們，否則保單將自動續保。

我須住院多久才能令索償符合資格？

這需要視乎住院治療的性質而定。您必須因接受有醫療需要

的治療登記為住院病人達至少連續6小時。而至於任何因緊急

情況而導致的緊急住院有醫療需要的治療，則無最短住院期

的規定。

如果我因復康原因而住院，會得到保障嗎？

與市場上大多數的保單類似，本計劃並不保障復康原因的住

院。

海外住院保障是否只適用於緊急情況？倘若我移

民至其他國家 / 地區會怎樣？

在地域保障範圍內的治療均涵蓋於住院和手術保障內，惟有

關保障是為不時到海外的行程而設。因為不同國家 / 地區的

醫療費用有所分別，故如果您移民到另一個國家 / 地區，便有

需要了解保障是否仍切合您的所需，而切合與否，則需視乎您

所選擇的移居目的地而定。只要受保人不是移民到美國丶

日本及/或任何受制裁國家 / 地區，本保單的保障仍然適用。

常見問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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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 任何一間滙豐分行

註：

本產品說明書所述內容只供參考之用，如需了解更多有關詳情，您應同時參閱保單條款。

根據自願醫保計劃（「自願醫保」）守則，保險公司必須向現有個人償款住院保險保單的保單持有人提供一次性的保單轉移安排，此必須在自願醫保於

2019年4月1日全面實施起計十年內實行。當AXA安盛提供轉移安排時，將會向有關保單持有人發出邀請。

^  保險業監管局將按照適用之徵費率透過AXA安盛對保單收取徵費。保單持有人須支付徵費以避免任何法律後果。詳情請瀏覽 www.axa.com.hk/ia-levy
或致電AXA安盛 (852) 2867 8678。

退保的權利 

如果您在保單寄出後30個曆日內，因任何理由認為保障不符

合您的需要，您可退還保單，予以取消。如果期間您未有領

取任何索償或並未享用保單下的任何醫護服務，您將可獲得

退還全數的已付保費及徵費。

取消保單

您可於保單續保日最少10個工作天前向AXA安盛遞交書面

通知以取消保單。若AXA安盛沒有或無須就該保單年度支付

賠償，則您取消保單之書面申請可於該保單年度內的任何時

間遞交至AXA安盛。在AXA安盛已經就該保單年度收到全部

年度保費的條件下，AXA安盛將按保單中的保費退還表作出

保費退還。

終止保單
保單將在以下情況發生時自動終止，以最先者為準 -

(a) 在30個曆日的寬限期屆滿後仍未繳交保費；或

(b) 當收到AXA安盛的賠償差額欠款通知後的15個曆日內沒有

清還賠償差額欠款；或

(c) 當保單所有受保人身故；或

(d) 按《保險業條例》，AXA安盛已不再獲准承保或繼續承保

保單。

了解詳情 
未雨綢繆，及早安排您的醫療保障。我們建議您定期檢視您

的保險組合，並因應個人需要及市場情況的轉變而作出調

整。我們樂意助您了解現在及未來的保障需要，並提供適合

的醫療保障計劃建議。您可就健康保障評估約見我們。

主要不受保項目  
•  非醫療所需的治療、檢測或服務

•  在保單生效五年內證實患上的性傳染疾病及人類免疫缺陷

病毒（HIV）的相關傷病 

•  吸毒、酗酒、參與非法活動、自殺或蓄意自殘

•  因美化儀容而進行的美容或整形手術

•  與懷孕狀況及其併發症有關的醫療和諮詢服務（已列明的

分娩和/或妊娠併發症的保障範圍除外）

•  購買或使用特殊支架丶器材丶助聽器丶輪椅丶拐杖或任何

其他類似裝備

•  作更換用途的醫療裝置

•  實驗性治療或藥物

•  先天性疾病

•  投保前已存在的病症

•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丶內戰丶恐怖主義行為丶侵略丶外

敵行動丶敵對行動丶叛亂丶革命丶起義丶軍事政變或奪權

•  高風險職業或活動（例如：深海潛水、攀山、水上降傘、

危險動作或特技、洞穴探險、賽車或任何競賽活動，或任

何危險或帶有污染物質的工作或活動）

有關所有不受保項目，請參閱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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