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病房及膳食 每日 $750
（每保單年度最多180日）

每日 $850
（每保單年度最多180日）

(c) 主診醫生巡房費 每日 $750
（每保單年度最多180日）

每日 $850
（每保單年度最多180日）

(k) 入院前或出院後 /
日間手術前後的
門診護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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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 $580，每保單年度 $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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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次跟進門診

(e) 深切治療 每日 $3,500
（每保單年度最多25日）

每日 $4,500
（每保單年度最多25日）

(f) 外科醫生費 

$50,000

$25,000

$12,500

$5,000

- 複雜

- 大型

- 中型

- 小型

$70,000

$30,000

$15,000

$6,500

保障地區 全球1

(g) 麻醉科醫生費 外科醫生費的35% 11 

(h) 手術室費 外科醫生費的35% 11 

(i) 訂明診斷成像檢測4,5 每保單年度 $20,000，設30%共同保險

（每項手術，按手術表劃分的手術分類）

(b) 雜項開支 每保單年度 $14,000 每保單年度 $14,500

(d) 專科醫生費3 每保單年度 $4,300 每保單年度 $6,000

(j) 訂明非手術癌症治療6 每保單年度 $80,000 每保單年度 $120,000

下列資料只供參考，有關保障詳情，請參閱條款及保障

保障範圍

甲. 保障項目2,3

I. 基本保障



  保障項目(a) - (l)的
每年保障限額

每保單年度 $420,000 每保單年度 $520,000

不適用

  保障項目(a) - (l)的
終身保障限額

無

(l) 精神科治療7 每保單年度 $30,000

(I) 身故保障8 $10,000 $15,000

(II) 意外身故保障8 $10,000 $15,000

(III) 緊急門診牙科治療9 不適用 每保單年度 $20,000

(IV) 日間手術現金保障 不適用 每宗手術 $500

若：
-本保單已連續生效最少有兩個保單年度；及
-最少在緊接保單續保前連續兩個保單年度內，在本條款及保障下沒有已招致而應由富衛
結算之索償（註：應視(a)住院服務的入院日期；或(b)非住院服務的治療日期為招致
索償之日期）；

保單持有人之續保保費可享無索償保費折扣，而折扣率如下：

若在續保日之前招致索償，但索償在續保日之後作出或結算，保單持有人在富衛要求下，
需立刻償還已給予的無索償保費折扣金額及按此無索償保費折扣指引下重新計算的合資格
折扣金額之差額。

其他限額

II. 其他保障

乙. 無索償保費折扣

(V) 額外現金補貼保障10

無索償保費折扣

每日 $500
（每保單年度最多 60日）

緊接保單續保前之無索償期

連續兩個保單年度
連續三個保單年度
連續四個保單年度

連續五個保單年度或以上

無索償保費折扣（續保保費折扣）

10%
10%
10%
15%



-若保單已生效滿兩個保單年度或以上，保單持有人有權於受保人年齡緊接五十歲、五十
五歲、六十歲或六十五歲的保單週年日，選擇轉換本保單至較高保障的指定醫療
保險計劃而無須提供可受保的進一步證明。本選項之適用受限於當時提供的較高保障
指定醫療保險計劃選擇及富衛不時訂立之條款及細則。
-受保人在本保單下只可行使一次此權利（且不可撤回）。

丙. 其他

於指定年齡可轉換至
指定醫療保險計劃之

選項14,15

不適用嬰兒之特別保障12,14

於保單生效期間及保單自保單生效日起計
生效連續兩個保單年度之後，如受保人或
受保人的配偶生育子女（「受保子女」），則
富衛將提供一年指定醫療保險計劃予
受保子女而無須進一步提供可受保證明及
支付額外費用。
- 在其保障生效後，當受保子女在保障期間 
 有任何傷病，富衛將根據指定醫療保險計  
  劃的條款及保障支付賠償予保單持有人。
- 該賠償金額將不會從保單扣除且不會
影響受保人於保單下享有的保障。

國際 SOS 24 小時
環球支援服務13,14,15

服務支援

第二醫療意見服務13,14,15 服務支援

揀易保癌症尊線13,14,15 服務支援

1     除了保障範圍內提及的保障項目 (l) 精神科治療外，所有保障項目均適用於全球。
2     同一項目的合資格費用不可獲上述表中多於一個保障項目的賠償。
3    本保障將賠償受保人在專科醫生建議下，在香港境內住院接受精神科治療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本保障將取代 保障表內(a)至(k)項的其他 
  保障項目賠償。
4    富衛有權要求有關書面建議的證明，例如轉介信或由主診醫生或註冊醫生在索償申請表內提供的陳述。
5   檢測只包括電腦斷層掃描(“CT”掃描)、磁力共振掃描(“MRI”掃描)、正電子放射斷層掃描(“PET”掃描)、PET -CT組合及PET -MRI組合。
你需要為訂明診斷成像檢測支付30%的費用）
6    治療只包括放射性治療、化療、標靶治療、免疫治療及荷爾蒙治療。
7    本保障將賠償受保人在專科醫生建議下，在香港境內住院接受精神科治療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本保障將取代(a)至(k)節的保障項目
  賠償。
8    在保單生效期間，保單持有人可在向富衛提出書面要求更換保單的受益人或保單持有人。當富衛確定已取得所有相關的資料後，富衛 
  將在記錄中登記此項更換，而此項更換申請將自登記之日生效 (不論受保人於該日是否在世)。
9    若受保人因受傷而直接導致其健全自然牙齒需接受緊急治療，且該治療於發生意外而導致該受傷後兩星期內由註冊牙醫於合法註冊
  牙醫診所內提供，本保障將賠償就該治療所產生的合理及慣常收費。有關詳細資料，請參閱保單條款。
10   除富衛提供的個人醫療保單的保障外，若受保人獲得其他註冊保險公司所提供的任何其他醫院賠償計劃之保障，而其他註冊保險公司支付 
  任何賠償後，富衛方作出賠償，本保障將賠償於保障表中所列限額，就每日於醫院住院期間支付額外現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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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此嬰兒之特別保障受下列條件所規限： 



1     除了保障範圍內提及的保障項目 (l) 精神科治療外，所有保障項目均適用於全球。
2     同一項目的合資格費用不可獲上述表中多於一個保障項目的賠償。
3    本保障將賠償受保人在專科醫生建議下，在香港境內住院接受精神科治療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本保障將取代 保障表內(a)至(k)項的其他 
  保障項目賠償。
4    富衛有權要求有關書面建議的證明，例如轉介信或由主診醫生或註冊醫生在索償申請表內提供的陳述。
5   檢測只包括電腦斷層掃描(“CT”掃描)、磁力共振掃描(“MRI”掃描)、正電子放射斷層掃描(“PET”掃描)、PET -CT組合及PET -MRI組合。
你需要為訂明診斷成像檢測支付30%的費用）
6    治療只包括放射性治療、化療、標靶治療、免疫治療及荷爾蒙治療。
7    本保障將賠償受保人在專科醫生建議下，在香港境內住院接受精神科治療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本保障將取代(a)至(k)節的保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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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保單生效期間，保單持有人可在向富衛提出書面要求更換保單的受益人或保單持有人。當富衛確定已取得所有相關的資料後，富衛 
  將在記錄中登記此項更換，而此項更換申請將自登記之日生效 (不論受保人於該日是否在世)。
9    若受保人因受傷而直接導致其健全自然牙齒需接受緊急治療，且該治療於發生意外而導致該受傷後兩星期內由註冊牙醫於合法註冊
  牙醫診所內提供，本保障將賠償就該治療所產生的合理及慣常收費。有關詳細資料，請參閱保單條款。
10   除富衛提供的個人醫療保單的保障外，若受保人獲得其他註冊保險公司所提供的任何其他醫院賠償計劃之保障，而其他註冊保險公司支付 
  任何賠償後，富衛方作出賠償，本保障將賠償於保障表中所列限額，就每日於醫院住院期間支付額外現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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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揀易保癌症尊線，第二醫療意見服務及國際 SOS 24 小時環球支援服務由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並不保證續訂。 富衛保留終止服務的   
 權利，不作另行通知。服務詳情請參閱附加之富衛專業醫療支援服務小冊子。
14 此保障不屬於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確衛您醫療計劃的條款及保障（認可產品編號:S00036-01-000-01）。
15 此保障不屬於自願醫保認可產品 - 更衛您醫療計劃的條款及保障（認可產品編號: F00015-01-000-01）。 

(a) 僅在保單持有人於受保子女出生後一百八十 (180) 日以書面形式告知富衛子女出生並提供具備合法司法管轄權的主管機關當局
   簽發之子女出生證明書後，保障方會延提供至適用於受保人的子女； 
(b) 此嬰兒之特別保障不適用於受保人在上述兩 (2) 個保單年度期間之內或之前生育的子女； 
(c) 富衛將不時全權酌情釐定對受保子女的保障之條款及細則（包括但不限於富衛當時的規則及規例）。

12  此嬰兒之特別保障受下列條件所規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