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廣期（投保日期）：2021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天）
（保單必須於 2021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繕發）

確衛您
醫療計劃

更衛您
醫療計劃

易衛您
醫療計劃

更衛您（優越版）
醫療計劃

於轉移現有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至指定富衛
自願醫保計劃（「富衛自願醫保計劃」）後，您除了會受保於由政府認可的醫療計劃並獲保證
續保至100歲 17及有資格就每名受保人於每課稅年度就已繳付的保費申請高達8,000港元的
扣稅額 13（如適用）外，您還有機會享以下優惠（「優惠」）：

富衛自願醫保計劃：

轉移至自願醫保計劃
有機會延續無索償保費折扣及享高達6個月的保費折扣

享 5個月的首年保費折扣6

投保前已有病症從原有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保單
簽發日開始計算 5,17( 如適用 )

齊投保保費折扣 ‒ 在轉移您的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
至指定富衛自願醫保計劃外，同時為自己及 / 或指明親屬 14 投保
1 份或以上富衛自願醫保計劃，各有機會於首個保單年度享額外
1個月的保費折扣 7

延續於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連續累積的無索償年期
至新富衛自願醫保計劃以用作推算無索償保費折扣 ( 如適用 )8,17

有機會轉移至富衛自願醫保計劃並毋須再核保4

尊衛您
醫療計劃



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之推廣期由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2. 有關申請需符合下列要求方可享此優惠 :

a. 申請人於推廣期內於指定銷售渠道成功轉移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至由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富衛」）所承保
之富衛自願醫保計劃；及

b. 該富衛自願醫保計劃必須於 2021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成功繕發；及
c. 申請人須成功通過財務需要分析，以確定被推介之富衛自願醫保計劃符合其保險需要。
每份合乎本條款及細則內的第 2 節中所列之要求其後稱為「合資格保單」。

3. 優惠適用於下列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及富衛自願醫保計劃：
 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
 醫療寶保障計劃／附約、暖懷醫療保障計劃／附約、揀易保全面醫療計劃／附約、衛一醫療總匯／附約、智康健保障計劃、人身意外及醫療保險計劃（特為香港海關人員總會

會員而設）、人身意外及醫療保險計劃（特為香港消防處職員而設）、醫存寶保障計劃、保康健住院保險附約、住院保障附約及保家安住院保險附約。
 富衛自願醫保計劃：
       確衛您醫療計劃、更衛您醫療計劃、更衛您（優越版）醫療計劃、易衛您醫療計劃及尊衛您醫療計劃。
核保安排：
4. 保單轉移至富衛自願醫保計劃之申請只適用於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基本計劃或附加於富衛其他基本計劃的附約。轉移計劃有機會需要按以下列表進行相關

核保程序。富衛有機會收取標準保費、徵收附加保費、增加個別不保事項、及／或拒絕轉移申請。 富衛保留一切修訂核保安排之權利及富衛之決定為最終決定及具
決定性。

 

 請瀏覽 www.fwd.com.hk/tc/protect/health-accident/vhis/、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我們的服務熱線 3123-3123 了解更多有關轉移安排、保障項目比較或
其他查詢。

投保前已有病症：
5. 富衛自願醫保計劃在轉移後的投保前已有病症，將根據核保安排及結果而決定以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的保單簽發日、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的附約

生效日或富衛自願醫保計劃的保單生效日起計。
（i） 如轉移申請的核保安排是按以上列表完成及已被富衛接納，其投保前已有病症將按（1）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的簽發日開始計算（如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

保險計劃為基本計劃）；或（2）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的附約生效日開始計算（如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為附加於富衛其他基本計劃的附約）。指定
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的個別不保事項、額外不保事項、附加保費及／或特別條款（如有）將適用於富衛自願醫保計劃。

（ii） 如轉移申請未能成功通過簡易核保，申請人仍可按富衛自願醫保計劃之最新核保安排並申請轉移到富衛自願醫保計劃。如有關申請完成核保安排及被富衛接納，
您將被視為購買一份新保單，其投保前已有病症將按富衛自願醫保計劃的保單生效日開始計算。

保費折扣：
6. 每張合資格保單均有機會於第 1 個保單年度享 5 個月的保費折扣（「5個月保費折扣」）。保費折扣金額將於繳交首個保單年度每期保費時按比例扣減。該保費折扣金額

將按首個保單年度每期保費之 41.67% 計算，並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 2 個小數位。保費徵費將按扣除任何適用優惠後之保費金額計算。
7. 申請人必須符合本條款及細則內的第 2 節所列之所有要求，在轉移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至指定富衛自願醫保計劃外，同時於推廣期內為自己及／或指明親屬

投保 1 份或以上之富衛自願醫保計劃，方可享此額外 1 個月保費折扣（「齊投保保費折扣」），即各合資格保單總共可享 6 個月的首年保費折扣。不論申請人於推廣期內總共
投保之富衛自願醫保計劃數目多寡，富衛就每一份合資格保單只提供最多額外 6 個月的首年保費折扣。保費折扣金額將於繳交首個保單年度之每期保費時按比例扣減。
該保費折扣金額將按首個保單年度之每期保費之 50.01% 計算，並以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 2 個小數位。保費徵費將按扣除任何適用優惠後之保費金額計算。

8. 任何於緊接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轉移前累積的無已付或應付索償之年期將被轉移至新富衛自願醫保計劃，並將即時用作於新富衛自願醫保計劃無索償期之
推算。為免存疑，只適用於具有無索償保費折扣特點之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否則，任何緊接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轉移前累積的無已付或應付
索償之年期將不能被轉移至新富衛自願醫保計劃。

9. 如合資格保單同時享 5 個月保費折扣、齊投保保費折扣及累積的無索償保費折扣，首個保單年度的保費計算如下：

其他重要訊息：
10. 當轉移成功時，

（i） 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將於新富衛自願醫保計劃生效後隨即終止，而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的已繳而尚有剩餘保障之月份的保費（已扣除任何折扣
之金額）及相應保費徵費將獲退還（不會享任何利息）予申請人。

（ii） 如申請人在轉移後改變主意，申請人有權於冷靜期內取消新富衛自願醫保計劃及以書面要求提出復效現有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的要求。
11. 如轉移申請未能成功，申請人可根據現有保單條款在毋須再核保下繼續受保於其原有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附加保費及／或個別不保事項亦不會因申請人未能

成功轉移而附加至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
12. 只限指定附約（住院保障附約、住院現金保障附約、保費豁免附約及父母保障（保費豁免）附約）可轉移或附加到新富衛自願醫保計劃為附約。其他附約將於新富衛自願

醫保計劃生效後隨即終止。有關詳情，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
一般條款及細則：
13. 實際節省稅款（如適用）需視乎申請人的應課稅入息及稅率而定。稅務扣除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稅務局最新的規則及規例。申請人只可就實際已繳保費申請

稅務扣除。任何保費退還或保費折扣並不符合稅務扣除資格，有關合資格自願醫保計劃的稅款寬減措施的更多資訊，可參閱稅務局網站 https://www.ird.gov.hk/chi/。
富衛不會提供稅務意見。如您有任何疑問，應向專業人士尋求獨立的稅務意見。

14. 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所定義，指明親屬應指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包括配偶的父母、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及子女或兄弟姊妹（包括配偶的兄弟姊妹）（定義
有機會不時作出更新）。

15. 可享此優惠的投保日期及保單生效日均以富衛的紀錄為準。任何因電腦及 / 或網絡的連接、技術問題、故障或意外而引致的遲延、遺失、錯誤或無法辨識等情況，富衛
概不負責。

16. 以上優惠不可更換、轉讓、退回、轉換其他禮品或折換現金。
17. 富衛自願醫保計劃之保單受其保單內的所有相關條款及細則規限，詳情請參閱相關產品小冊子及保單條款。
18. 富衛保留一切有關保單核保及任何由以上優惠及／或推廣產生之爭議之最終決定權。
19. 富衛保留一切修訂以上優惠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或於任何時候停止或暫停以上優惠並毋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富衛保留最終決定權。
20. 本推廣資料由富衛發行。本推廣資料只在香港派發，並不能詮釋為在香港境外出售、游說購買或提供富衛的保險產品。本推廣的銷售及申請程序必須在香港境內進行及

完成手續。

確衛您醫療計劃（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 S00036）、更衛您醫療計劃（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 F00015）、更衛您（優越版）醫療計劃（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 F00032）、
易衛您醫療計劃（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 F00051）及尊衛您醫療計劃（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 F00045）均由富衛（自願醫保的產品提供者註冊編號：00036）承保。

任何推廣優惠或宣傳材料應與相關產品小冊子同時參閱。客戶不應單憑任何推廣優惠或宣傳材料而投保相關保險產品。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包含保單的全部條款和
細則。有關相關保險產品的全部條款和細則、詳情及風險披露，請參閱相關產品小冊子及保單文件。

如有查詢，請致電您的理財顧問或客戶服務熱線 3123 3123。

公式

首個保單年度的保費
保費 x  ［1 - （5個月保費折扣率 + 齊投保保費折扣率 + 累積的無索償保費折扣率）］

5個月保費折扣率應指 41.67%；
齊投保保費折扣率應指 8.34%；及
累積的無索償保費折扣率應指：
10% （適用於無索償年期為二至四年）；或
15%（適用於無索償年期為五年或以上）。

有關無索償保費折扣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保單條款及相關批註。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智康健保障計劃

簡易核保簡易核保人身意外及醫療保險計劃
（特為香港海關人員總會會員而設）

指定富衛個人償款住院保險計劃

揀易保全面醫療計劃／附約 毋須再核保 毋須再核保

醫療寶保障計劃／附約 毋須再核保 簡易核保

轉移至富衛自願醫保計劃
 （確衛您醫療計劃或更衛您醫療計劃）

的核保安排

轉移至富衛自願醫保計劃
（更衛您（優越版）醫療計劃）

的核保安排

轉移至富衛自願醫保計劃
（尊衛您醫療計劃）

的核保安排

• 經濟、標準、特等及優等計劃（沒
有自選醫療增值保障）：簡易核保

• 標準、特等及優等計劃（加自選醫
療增值保障）：毋須再核保

暖懷醫療保障計劃／附約 毋須再核保
• 經濟、標準、特等及優等計劃（沒

有自選醫療增值保障）：簡易核保
• 標準、特等及優等計劃（加自選醫

療增值保障）：毋須再核保

簡易核保簡易核保人身意外及醫療保險計劃
  （特為香港消防處職員而設）

衛一醫療總匯／附約 毋須再核保 毋須再核保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醫存寶保障計劃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保康健住院保險附約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住院保障附約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

毋須再核保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

毋須再核保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簡易核保保家安住院保險附約

轉移至富衛自願醫保計劃
（易衛您醫療計劃）

的核保安排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

毋須再核保

簡易核保

毋須再核保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

簡易核保

• 經濟、標準、特等及優等計
劃（沒有自選醫療增值保障）

：簡易核保
• 標準計劃（加自選醫療增值保

障）：簡易核保
• 特等及優等計劃（加自選醫療

增值保障）：毋須再核保
• 經濟、標準、特等及優等計

劃（沒有自選醫療增值保障）
：簡易核保

• 標準計劃（加自選醫療增值保
障）：簡易核保

• 特等及優等計劃（加自選醫療
增值保障）：毋須再核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