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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醫保均費4800
細節公佈 可續保至
可續保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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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料首兩年吸百萬人購
料首兩年吸百萬人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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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濕有霧 短暫陽光

戊戌年正月十五 十八驚蟄 氣溫 20-24℃ 濕度 80-100%
港字第 24822 今日出紙 3 疊 12 大張 港售 8 元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顏晉傑 ） 自願醫療保險計劃由前屆政府
顏晉傑）

提出，
提出
， 計劃的細節直至昨日終於公佈
計劃的細節直至昨日終於公佈。
。 保險公司要保證投保人可
續保至 100 歲 ， 並不設
並不設「
「 終身保障限額
終身保障限額」，
」，平均保費則預計為
平均保費則預計為
4,800 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於記者會上指出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於記者會上指出，
，計劃的
■ 自願醫保計劃細節昨日公佈
自願醫保計劃細節昨日公佈，
，
「標
準計劃」
準計劃
」的平均保費約 4,800 元 。 投
保市民除可使用公營醫療服務之外，
保市民除可使用公營醫療服務之外
，
亦可選擇私營醫療服務。
亦可選擇私營醫療服務
。圖為公立醫
院急症室迫滿患者。
院急症室迫滿患者
。
資料圖片

保障範圍較大，
保障範圍較大
， 預計推出後首兩年可吸引 100 萬名市民購買
萬名市民購買。
。如
修訂的《
修訂的
《 稅務條例
稅務條例》
》 獲通過
獲通過，
， 特區政府會接受保險公司申請參與
計劃，
計劃
，預計市民最快可於明年購買自願醫保計劃下的保險
預計市民最快可於明年購買自願醫保計劃下的保險。
。

出生後15天至80歲人士均可參與自願醫
保計劃，並保證續保至 100 歲，特區

政府按去年的資料估算，指「標準計劃」的
平均保費為4,800元，愈早購買的保費會愈
便宜：24 歲前購買，每年保費可能只需
2,400元；40歲至44歲人士的保費預計會升
至4,600元；60歲至64歲人士的保費更預料
會達10,200元，購買後設21日冷靜期。

年保42萬 未知疾病亦受保

計劃會為各類手術分類為複雜、大型、
中型及小型手術，各類手術有不同的賠償
上限，特區政府指有關分類是參考了醫院
管理局現時的手術分類，預計有關上限平
均可以應付八成的醫療費用，部分簡單的
程序更可能足以支付全數費用。

每年估算保費(港元)

保障多收費稍貴合理
保險業界代表自願醫保諮詢小組成員、
香港保險業聯會醫療改革專責小組副主席
陳秀荷認為，自願醫保的產品由各間保險
公司自行定價，相信明年正式推出時，平

賠償限額（港元）

病房及膳食

每日750(每保單年度最多180日)

40-44

4,600

雜項費用

每保單年度最多14,000

60-64

10,200

主診醫生巡房費

每日750(每保單年度最多180日)

專科醫生費

每保單年度4,300

深切治療

每日3,500(每保單年度最多25日)

入院前或出院後 / 日間手術前後之門診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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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保單年度最多3,000)

先進診斷成像檢測*

20,000(每保單年度)，病人須分擔30%的共同保險

外科醫生費(住院 / 日間手術服務)

每宗手術最多50,000
複雜 50,000
大型 25,000
中型 12,500
小型 5,000

保險公司亦可以推出「靈活計劃」，
在「標準計劃」的要求上加設更多保
障，有關開支均能獲扣稅，每名受保人
的保單獲扣稅額上限為 8,000 元。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預計，計劃推出首兩
年會有 100 萬人參加，「退稅只是其中一
個誘因去吸引市民購買自願醫保，希望
能夠吸引市民的，是增加的額外保障，
我想這是現時很多產品都沒有的。」
已經購買了醫療保險的市民日後亦可將現
有的保單轉移到自願醫保計劃，保險公司會
提供便利轉移安排予選擇由現有保單轉移至
符合計劃保單的保單持有人，特區政府會規
定保險公司為同一類保單的保單持有人提供
同一選擇，避免有保險公司借機「趕客」。
食物及衛生局預計會在今年第二季向立法
會提草案，修訂《稅務條例》以向投保人提
供稅務扣減，如條例獲通過，特區政府會接
受保險公司申請參與計劃，預計市民最快可
於明年購買自願醫保計劃下的保險。

私院病人勢增或減價
香港文匯報訊 私家醫院聯會主席李繼堯
認為，自願醫保的保障相當全面，賠償額與
醫院收費不會相差太遠，他相信私家醫院不
會因為病人增加而加價，「巿場有競爭，至
少大家不會加價，或者有些個別醫院或減
價，因為賠償額已有規定，醫院若要加價，
即自己『離地』。」他並說，私家醫院的收
費已經相當透明，例如各項常見手術的收
費預算，在醫院網站可以看到。

保障項目

2,400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均保費有機會超過政府估算的 4,800 元，
「我們見到醫療保險通脹大約為 5%至
6%，即在 2019 年推出計劃時，保費應會
超過 5,000 元。」香港保險業聯會指出，
自願醫保比一般醫保的保障項目多，收費
貴一點是合情合理。

憂保費增幅未設上限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表示，自
願醫保計劃沒有為續保時的保費增幅設上
限，憂慮保費會否在第一次索賠後，或在
第二次、第三次索賠後增加，令投保人大
失預算，「保費增幅會否設上限，往後時
間我們仍要視乎屆時計劃推出後，保險公
司金額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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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計劃的保障限額

20-24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文匯網

麻醉科醫生費

外科醫生費的35%

手術室費

外科醫生費的35%

非手術癌症治療

每保單年度80,000

精神科治療

每保單年度30,000

每年保障限額

420,000

終身保障限額

無

*檢測只包括電腦斷層掃描、磁力共振掃描、正電子放射斷層掃描、正電子及電腦斷
層掃描、正電子及磁力共震掃描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計劃未附加高風險池
特區政府最初計劃推
出自願醫保是設有高風
險池，規定保險公司必
須接受所有市民的投保，但最終因社會爭
議擱置，保險公司亦有權拒絕為部分市民
承保。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
示，有關市民仍可使用公營醫療服務。
特區政府於去年初公佈自願醫保計劃
公眾諮詢報告時，已敲定計劃不會設有高
風險池。食物及衛生局表示，政府會在自
願醫保計劃推出一段時間後檢討成效，再
考慮如何優化計劃，但未有表明高風險池
是否成為日後的優化方向，稱如果日後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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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市民被保險公司拒絕承保，政府未
必有需要就計劃設高風險池。

高風險病人可使用公營醫療
陳肇始亦強調，特區政府現時推出的
自願醫保計劃即使沒有高風險池亦可令投
保人有足夠保障，「希望大家在高風險池
方面不要特別擔心，因為當市民有很大的
病或不同的問題需要很多的照顧、很高科
技或多專業方面的臨床照顧等，這些都可
以去公營醫療體系。」她指政府不會因為
自願醫保推出而減少對公營醫療體系的投
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考慮轉買自願醫保

政府推出較信得過

公司有醫保暫不買

梁小姐：我在公立醫院當護士，每日都見
到公立醫院內的病房情況十分惡劣，不希望
日後生病時要住在工作的地方，所以我開始
工作後不久已買了醫療保險，但其實我也不
太清楚保單的內容，只知道保單有住院保
障，自願醫療保險計劃都經過政府審批，相
信不會比我現有的計劃差，所以我日後會考
慮將現有的保單轉移至自願醫保計劃。

何小姐：保險給我的印象是騙人的，很
多人都試過想索償時才知道保單原來有很
多不保的事項，加上我現在還年輕，感覺
對醫療的需求不大，所以暫時沒有購買醫
療保險，但政府有就相關問題為自願醫療
保險的計劃訂出針對性要求，所以我認為
自願醫保計劃有一定吸引力，推出後會詳
細考慮是否投保。

王先生：我工作的公司有為員工購
買醫療保險，相信已經足夠，所以現
時並沒有購買醫保，也沒有時間考慮
買保險，因為保單內容十分複雜，即
使是同一間公司也可能會提供不同的
保障範圍，這是十分複雜的問題，但日後自願醫保計劃
出台後如果相關資訊有更高透明度，可以在網上輕易比
較，我也可能會看看相關資訊，考慮是否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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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可扣稅 上限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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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計劃」雖然設有每年 42 萬元的保
障限額，但沒有「終身可獲保障總額上
限」。特區政府指出，計劃較市面上其他
醫保產品優勝，一般醫療保險較少保障的
未知已有疾病，於自願醫保計劃下亦會受
保，投保人在保單生效後 3 年的等待期結
束後可就有關疾病向保險公司全額索償。
同時，如果投保人在 8 歲後確診先天性
疾病，檢測及治療都會受保，內窺鏡及腸
鏡等非住院的外科手術和化療、標靶治療
等非手術癌症治療等也受保，但如病人要
接受磁力共振掃描等非住院檢查，投保人
要支付30%墊底費。

標準計劃保費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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