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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住院保險計劃 
 

現今住院醫療費用不斷上升，特別是入住私營醫療機構。為減

輕閣下因住院而要應付突如其來的經濟負擔，「綜合住院保險

計劃」提供全面的住院保障，令您和您的家人能安枕無憂。 

 

二十四小時全球保障  

「綜合住院保險計劃」為您及您的家人提供二十四小時不受地

域限制的保障。  

 

備有三種不同計劃以供選擇  

「綜合住院保險計劃」提供三種不同程度之保障，故此可按個

別實際需要，為您及您的家人選擇一種合適的保障計劃。  

 

多樣化的保障範圍  

 

基本計劃 

 住院支出  

「綜合住院保險計劃」為您及您的家人提供住院期內的住

宿費、手術費、麻醉師費、手術室費、深切治療病房、主

診醫生或專科醫生費用及住院期間的其他雜項費用。 

 

 覆診費用  

除以上基本住院保障外，「綜合住院保險計劃」更包括出

院後三十天內因同一傷病由同一主診醫生或外科手術醫生

覆診之治療費用。 

 

 入院前緊急門診治療（由意外事故引致）  

「綜合住院保險計劃」更伸展至因意外事故引致之入院前

緊急門診治療費用，此保障只限於意外發生後七十二小時

內之費用。 

 

 身故津貼  

「綜合住院保險計劃」提供在住院期間不幸身故，法定受

益人可獲發額外身故津貼。如住院期間因意外導致身故者，

更可獲雙倍賠償。 

 

 二十四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只要您成為「綜合住院保險計劃」的被保險人，即可免費

獲得“國際救援(亞洲)公司”提供二十四小時全球熱線及

緊急支援服務。  

 

自選附加計劃  

 門診保障（指定網絡診所）  

只適用於「綜合住院保險計劃」之會員。當投保人參與「綜

合住院保險計劃」，同時間亦可選擇計劃內的門診保障計

劃，此項門診福利只適用於指定網絡診所，該網絡診所由

聯康醫療提供。  

 

每位會員均擁有門診咭及診所名冊，會員每次只需出示有

效醫療咭及身分證，並可在 300 多間診所內選擇所需要之

門診服務。  

 

門診保障計劃提供多樣化保障包括普通科門診、專科門診、

中醫診治、跌打、X 光及化驗檢查。只需出示證明於指定

診所、醫療中心及醫務化驗所接受治療或診斷。  

 

合資格之參加者  

除申請者外，其合法配偶亦可同時投保，年齡必須為十六歲或

以上及不超過六十四歲。申請者之未婚子女亦可申請參加此計

劃，年齡必須由出生後一個月或以上及不超過十七歲。申請時

必須連同父或母一同投保才被接納。所有投保之家庭成員必須

受保於同一計劃中。  

 

申請手續簡便  

申請手續簡便，只需填妥保險投保書連同保險年費一併寄回即

可。無須接受身體檢查。  

 

可獲九折保費優惠及享有 15 天免費保單審閱期  

只要您及您其中一位家庭成員一同投保，便可獲九折保費優惠。

當閣下接獲保單後，您仍可享有充裕時間審閱保單細節。若有

任何不滿，只需於接獲保單後 15 天內或於保單簽發日 30 天內

以書面通知並退回保單，如未有提出索償，保單即會自動取消，

已繳保費，亦可獲全數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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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福利表 
 
基本計劃 

『綜合住院保險計劃』保障範圍 

住院福利項目 (每症) 
最高保障額 (港幣) 

計劃一 計劃二 計劃三 

(1) 每日膳宿費用 (限 60 天) 1,500 800 400 

(2) 每日醫生巡房費用(限 60 天) 1,500 800 400 

(3) 醫院內雜項費用 16,000 12,000 10,000 

(4) 外科手術費用  

   (根據手術費用賠償表) 

   - 大型手術 

   - 中型手術 

   - 小型手術 

 

 

30,000 

15,000 

6,000 

 

 

25,000 

12,500 

5,000 

 

 

15,000 

7,500 

3,000 

(5) 手術室費用 

   - 大型手術 

   - 中型手術 

   - 小型手術 

 

9,000 

4,500 

1,800 

 

7,500 

3,750 

1,500 

 

4,500 

2,250 

900 

(6) 麻醉師費用 

   - 大型手術 

   - 中型手術 

   - 小型手術 

 

9,000 

4,500 

1,800 

 

7,500 

3,750 

1,500 

 

4,500 

2,250 

900 

(7) 住院專科醫生費用 4,000 3,000 2,000 

(8) 每日深切治療病房費用  

(限 10 天) 

2,500 2,500 2,500 

(9) 入院前緊急門診治療  

(由意外事故引致) 

(只限意外發生後 72 小時內

之治療費用) 

1,500 

 

1,000 

 

800 

 

(10) 出院後覆診費用 

(限出院後 30 天內之覆診治療) 

1,500 

 

1,000 

 

800 

 

每症最高總保障額 276,000 178,000 110,600 

(11) (i) 不幸身故津貼賠償  

(住院期間) 

(ii) 若因意外導致身故

者，可獲雙倍津貼賠償 

 

20,000 

 

40,000 

 

20,000 

 

40,000 

 

20,000 

 

40,000 

 
二十四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保障範圍 (每宗事故) 最高賠償額 (港幣) 

(1) 緊急醫療撤離或送返 無限額 

(2) 送返遺體或骨灰 無限額 

(3) 安排親友探望  

(傷／病者必須住院超過七天以上) 
一張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4) 安排未成年子女返港  

(年齡為十八歲以下) 
一張單程經濟客位機票 

(5) 代墊入院按金擔保 US$6,500.00 

注意： 

(i) 此服務乃於「原居地」即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有效。 

(ii) 醫療支援服務不適用於該旅程超過 90 天。 

 

保障福利表：自選附加計劃(擇否隨意) 

「門診」保障範圍 

福利項目 (每被保險人每年) 計劃一 計劃二 計劃三 

(1) 普通科門診 (每天只限最多一次 
   

診治最多次數) 30 20 10 

每次自付金額 (港幣) $30 $40 $50 

(2) 中醫 (每天只限最多一次) 
   

診治最多次數 10 7 5 

每次自付金額 (港幣) $30 $40 $50 

(3) 專科門診 (每天只限最多一次) 
   

診治最多次數 10 7 5 

每次自付金額 (港幣) $80 $90 $100 

(4) 跌打 (每天只限最多一次) 
   

診治最多次數 10 7 5 

每次自付金額 (港幣) $80 $90 $100 

(5) 化驗服務* (需要醫生轉介信) 
   

最高保障金額 (港幣) $3000 $2000 $1000 

每次自付金額 (港幣) $0 $0 $0 

* 於指定 X 光化驗所進行診斷性 X 光及生化學檢查。 

保費表 

投保年齡 # 
每位成員之全年保費 (港幣) 

基本計劃 

(於生效日期之上次生日) 計劃一 計劃二 計劃三 

未婚子女

或學生 

1 個月至 10 歲 1,865 1,388 1,036 

11 -17 1,625 1,211 906 

成年人 16 - 29 2,018 1,501 1,119 

30 - 34 2,377 1,765 1,315 

35 - 39 2,784 2,065 1,536 

40 - 44 3,105 2,302 1,710 

45 - 49 3,694 2,736 2,030 

50 - 54 4,133 3,059 2,269 

55 - 59 4,786 3,541 2,623 

60 - 64 5,519 4,081 3,022 

投保年齡 # 
每位成員之全年保費 (港幣) 

自選附加計劃 

(於生效日期之上次生日) 計劃一 計劃二 計劃三 

未婚子女

或學生 

1 個月至 10 歲 2,430 1,660 1,220 

11 - 17 2,430 1,660 1,220 

成年人 16 - 29 2,430 1,660 1,220 

30 - 34 2,430 1,660 1,220 

35 - 39 2,430 1,660 1,220 

40 - 44 2,430 1,660 1,220 

45 - 49 2,430 1,660 1,220 

50 - 54 2,430 1,660 1,220 

55 - 59 2,430 1,660 1,220 

60 - 64 2,430 1,660 1,220 

# 續保之保費根據受保人於續保日之年齡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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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保事項 (詳情請參閱保單內容)  

 

本計劃之保障範圍不包括： 

1. 受保前已存在之傷病、先天性疾患，包括疝症（八歲前發

生）、癲癇、斜視及腦積水；  

2. 一切疾病發生於保單生效首三十日期內。（除因意外受傷

之治理）；  

3. 受保後首六個月內發生之下列病患：肛瘻、膽囊炎、腎石、

尿道或膀胱結石、糖尿、胃或十二指腸潰瘍、大姆指外翻、

高血壓或心臟血管疾病、結核病、皮膚及肌肉組織腫瘤、

骨瘤或血液或骨髓之惡性疾病；  

4. 受保後首十二個月內發生之下列病患：白內障、子宮內膜

組織形成異位、扁桃體切除手術、痔瘡、甲狀腺功能亢進、

鼻中隔或鼻甲之病理異常、需動手術之各類竇病症及體內

器官腫瘤；  

5. 住院主要原因是接受診斷性之掃描、X 光檢查或物理治療、

疫苗及預防性藥物、例行體格檢查；  

6. 整容手術、配眼鏡或屈光鏡、助聽器、牙科保健及治療（惟

因意外而需動手術或進行裝配者則例外）、蓄意自我毀傷、

酗酒或吸毒、懷孕、分娩、墮胎、流產、產前或產後之護

理、節育或不育治療、性病，精神或神經混亂。  

 

重要事項  
1. 被保險人如在變換職業，必須即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2. 有關住院及手術的賠償申請，被保險人必須於入院後三十

天內通知本公司。  

 

 

本單張只作一般性簡介，有關條文細節，應以保險單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