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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適簡自願醫療保險計劃、 

「安康寶」家庭醫療保障計劃及智采醫療計劃保之產品比較 

富衛保險有限公司 

醫療產品 
智適簡自願醫療保險計劃 

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S00012-01-000-01 (標準計劃) 

「安康寶」家庭醫療保障

計劃 
智采醫療計劃 

申請資格 

投保年齡 (實際年齡) 15 日 - 80 歲 15 日 - 64 歲 15 日-69 歲 

保障年期 保証每年續保至被保人 100 歲 保証每年續保至被保人 100 歲 保証每年續保至被保人 100 歲 

保費繳費方式 年繳 / 月繳 年繳 / 月繳 年繳 / 月繳 

保單貨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住院保障 保障限額 (港元) 

計劃級別 標準計劃 大房(HS700R) 標準 

病房級別 無限制 大房 大房 

保障地區 全球 全球 亞洲 

住房及膳食費 $750 (每次病症保最多 60 日) $700 (每次病症保最多 180 日) 全數保障 

醫生巡房費 $750 (每保單年度 最多 180 日) $700 (每次病症保最多 180 日) 全數保障 

醫院雜費 $14,000 ( 每保單年度) $15,000 (每次病症) 全數保障 

專科治療費 $4,300 ( 每保單年度) $5,500 (每次病症) 全數保障 

深切治療費 $3,500 (每保單年度最多 25 日) $5,000 (每次病症保最多 20 日) 全數保障 

外科醫生手術費 

(每項手術)  

• 複雜   $50,000  

• 大型   $25,000  

• 中型   $12,500 

• 小型   $  5,000 

(每次病症) 

• 複雜   $72,000 

• 大型   $24,000 

• 中型   $12,000 

• 小型   $ 4,800 

全數保障 

麻醉師費 

外科醫生手術費的 35% 

(此百分比適用於外科醫生費實

際賠償的金額或根據手術分類

下外科醫生費的保障限額，以

較低者為準。) 

(每次病症)  

• 複雜 $25,200 

• 大型 $8,400 

• 中型 $4,200 

• 小型 $1,680 

全數保障 

手術室費 

外科醫生手術費的 35% 

(此百分比適用於外科醫生費實

際賠償的金額或根據手術分類

下外科醫生費的保障限額，以

較低者為準。) 

(每次病症)  

• 複雜 $25,200 

• 大型 $8,400 

• 中型 $4,200 

• 小型 $1,680 

全數保障 

訂明診斷成像檢測 

每保單年度$20,000  

設 30%共同保險(包括住院及非

住院) 

於醫院雜費中賠償 

(只包括住院) 

全數保障 

(只包括住院) 

訂明非手術癌症治療 每保單年度$80,000 於醫院雜費中賠償 全數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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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產品 
智適簡自願醫療保險計劃 
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S00012-01-

000-01 (標準計劃) 

「安康寶」家庭醫療保障

計劃 
智采醫療計劃 

入院前或出院後/日間手術

前後的門診護理 

每次$580，每保單年度 $3,000 

- 住院 / 日間手術前最多 1 次門

診或急症診症 

- 出院 / 日間手術後 90 日內最

多 3 次跟進門診 

只提供出院後的門診護理 

每次病症$1,200 (出院後 31 日

內之跟進治療費) 

每日$800 (於住院或門診手術

前的 31 日內之診治及每日最

多 1 次） 

 (於出院或門診手術後的 60 日

內之診治及每日最多 1 次） 

出院後家庭看護 不適用 不適用 

每日$800 (於出院後的 31 日

內之看護費，需曾接受手術或

入住深切治療部。每個保單年

度最多 31 日) 

精神科治療 $30,000 ( 每保單年度) 不適用 不適用 

器官及骨髓移植 不適用 於醫院雜費中賠償 全數保障 

陪床費 不適用 $200(每次病症保最多 60 日) 全數保障 

私家看護費 不適用 
每日家庭看護費 $200  

(每次病症保最多 60 日) 

全數保障 

（每個保單年度最多 60 日及

個人終身最多 180 日） 

腎臟透析 不適用 於醫院雜費中賠償 全數保障 

額外接受器官及骨髓移植、

癌症化學療法、放射療法及

腎臟透析保障限額 

不適用 不適用 每保單年度額外$500,000 

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 愛滋

病治療 (等侯期由保單日起

計連續 5 年) 

不適用 不適用 
$400,000  

(個人終身只限一次) 

妊娠併發症 不適用 不適用 

全數保障 

(等侯期由保單日起計連續 1

年) 

每日住院現金保障（需入住

香港醫院管理局轄下 

醫院之大房） 

不適用 $250 (每次病症保最多 60 日) $500 (每保單年度最多 30 日) 

緊急牙科治療 不適用 
每次病症$2,000 ( 意外發生後

31 天內) 
全數保障 

每年/每次病症保障限額 $420,000 (每年) $515,900 (每次病症) $2,000,000 (每年) 

個人終身保障限額 不適用 不適用 $10,000,000 

每年自付費 不適用 不適用 

$0/ $25,000/ 

$50,000/$80,000 

(按客戶選擇而定) 

其他 保障限額 (港元) 

意外死亡保障 没有 $20,000 没有 

24 小時環球緊急支援服務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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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產品 
智適簡自願醫療保險計劃 
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S00012-01-

000-01 (標準計劃) 

「安康寶」家庭醫療保障

計劃 
智采醫療計劃 

免費每年基本健康檢查 没有 有 没有 

附加額外醫療保障 沒有 有 不適用 

附加門診保障 沒有 有 有 

附加牙科保障 沒有 有 有 

先天性疾病 

受保 

(惟受限於年屆 8 歲後出現或確

診的先天性疾病) 

不受保 不受保 

承保投保前未知的已有疾病 

受保 

(設有等候期) 

投保後首年: 不獲賠償 

投保後第二年: 25% 

投保後第三年: 50% 

投保後第四年: 100% 

不受保 不受保 

於指定年齡減低每年自付費

之權益 
不適用 不適用 

可選擇於緊接被保人 50 / 55 / 

60 / 65 歲時的保單週年日前

後 31 日內行使減低每年自付

費的權益，個人終身最多可行

使此權益一次。 

21 日投保冷靜期 有 没有 沒有 

多名保單持有人 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稅務扣減 有 沒有 沒有 

附註: 

此產品比較資料僅為按產品特點作為簡要的說明及僅供參考。上述產品資料並非保單之完整條款，,有關完整條款需參照保單文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