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保險公司提供優惠

友邦客戶
首1萬名標準計劃新客
戶享「最城全低價」保
障。
成為「AIA Vitality 健康
程式」會員，首年保費
9折。
若無索償，最高可獲上
年保單15%保費作折
扣。
身故恩恤賠償，賠償額
8,800元。

信諾客戶
即日起經網上平台投保
指定產品，保費最多可
享75折。
「四一BB驚喜時刻大
召集」，讓昨日在港出
生嬰兒有機會免費得到
18年醫保。

宏利客戶
明年 6 月 30 日或之
前，客户在保單轉移首
年保費享10%折扣。
今年 6 月 30 日或之
前，新客户首年保費享
10%折扣。
今年7月31日或之前，
成功為家人投保，最多
享20%折扣。
恩恤身故賠償，賠償額
為10,000元。

保誠客戶
3 年內無索償，可享
15%保費折扣。
上述期間若在門診接受
簡單檢查，如腸鏡胃鏡
等，不影響享用無索償
折扣。
恩恤身故賠償，賠償額
為8,000元。

友邦 信諾 宏利愛守護 保誠
標準計劃 標準計劃 標準計劃 自主計劃

年繳保費 3,072元 2,472元 2,293元 2,948元
(以30歲女性為例)

產品主要保障 醫療保障 償款住院保障 醫療保障 醫療保障
每年保障限額 42萬元 42萬元 42萬元 42萬元
終身保障限額 ╳ ╳ ╳ ╳
年度自付費 不適用 ╳ ╳ ╳
投保年齡 15日至80歲 15日至80歲 15日至80歲 15日至80歲
保障期 保證續保至100歲 保證續保至100歲 保證續保至100歲 保證續保至100歲
保費繳付期 直至保障期完結 直至保障期完結 直至保障期完結 直至保障期完結
保費結構 可每年調整 可每年調整 可每年調整 可每年調整
保費繳付方式 年繳/期繳 年繳/月繳 年繳/半年繳/ 年繳/期繳

季繳/月繳
保單貨幣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現有客戶轉移 大部分均免 (簡單手續) (簡單手續)
是否需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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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醫保鬥平 未保先賠搶客
友邦保證最低價 2年舊客免審轉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宏利香港昨日推出可扣稅
醫保計劃方案，包括港府自願
醫保計劃認可的「標準計劃」
及「靈活計劃」，並為合資格
客户提供10%至20%折扣，以
求突出重圍。
宏利香港個人理財產品業務

部首席產品總監紀榮道表示，
靈活計劃提供9個選項，包括
3個不同病房級別，以及就超

出的醫療費用提供額外賠償，若不計附加醫療保
障，保額每年最高可達100萬元。此外，客戶增添
附加醫療保障後，在住院或接受手術前獲公司簽發
初步評估，或可獲最高100%醫療賠償。
他續指，現有客戶若想轉移保單至公司同一級別

的自願醫保計劃，無須重新核保。但他們若是想將
現有保單升至較高病房級別的自願醫保保單，或是
來自其他保險公司的新客戶，則需要核保。

家庭投保折扣高至20%
該行為自願醫保客户不同程序保費折扣，保單轉

移客户首年保費可有10%折扣，新客户首年保費亦
可有10%折扣。若是成功為家庭成員申購自願醫
保，更最多可有高達20%的家庭投保折扣。

延期年金仍待審批
保監局較早前公佈合資格扣稅延期年金名單，共

有7項計劃獲批，惟暫未有宏利旗下產品。對此，
紀榮道表示公司一款延期年金正交由局方審批，預
料可於短期內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
健樂）保誠昨公佈保誠自主
醫保計劃（標準計劃）與
（靈活計劃）詳情。保誠產
品管理高級總監黃麗珍昨日
表示，現有客户若想轉投至
自願醫保，需回答3條至4
條簡單問題作核保；若核保
後認為不適合或未能通過，
客户可留在原有計劃，核保
結果不影響原有計劃的續保。
黃麗珍認為，由於每個受保人身體情況不同，現

時難以準確預測現有客户轉保至自願醫保計劃的比
例。不過，她指出，由於靈活計劃提供的保障較
多，因此保費會比較高。

靈活計劃包中藥治癌
保誠靈活計劃分普通房、半私家房及私家房三個保

障級別，涵蓋住院前諮詢以至康復期間的所需保障。
值得一提是，計劃包括癌症治療後的傳統中藥治療、
腎透析治療費用等。惟部分保障設等候期，如妊娠期
併發症需在購買保險的300天後才可獲賠償。
靈活計劃亦容許受保人在計劃內附加額外醫療計

劃，若醫療費用超出個別項目賠償額，該額外保障可
賠償最多80%超出限額的費用。此外，受保人在年滿
45、50、55或60歲，可在無須核保及提交健康資料
下，就同一病房級別提升保障額。另一方面，若受保
人因意外身故，賠償額是恩恤身故賠償的兩倍。
另外，倘受保人在每個保單周年日前的3年內均

無索償，將可享15%無索償折扣。保誠醫務總監邱
家騏其後補充，若在門診接受簡單檢查，如照腸鏡
胃鏡等，不會影響享用無索償折扣。
保誠首席客戶及市場拓展總監吳詩雅相信，自願

醫保推出有助提升港人對醫療保險的整體認知，因
此個人認為醫療保險市場的發展潛力相當大。此
外，她同時透露保誠專門設計PRUVHIS手機應用
程式，方便港人計算保誠自願醫保計劃的保費、稅
務扣減以至估算可賠償金額。

中老年無須核保
保誠加保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信諾集團旗下信
諾香港推出3個自願醫保計劃認可產品，包括標準
計劃、靈活計劃(附加保障)及靈活計劃(優越)，合共
提供6個計劃選項，涵蓋多個保障範圍及年度自付
費選項。信諾香港行政總裁及區域總經理陳宇文
指，公司標準計劃定價較市場平均低12%，計及其
他優惠，相當具競爭力。
陳宇文指，自願醫保計劃旨在讓香港市民透過認可

醫療保險計劃享受到及時、優質的私人醫療護理服
務。而該公司的靈活計劃（優越）每年保障額暫為自
願醫保市場產品中最高，亦是暫時是唯一已獲批設墊
底費的醫保計劃，大部分保障項目不設金額上限。

每年保障額高至500萬
據介紹，靈活計劃（優越）最高每年保障額為

500萬元，終身保障客高達2,000萬元，設有4個不
選項（年度墊底費可選零/15,000 元/25,000 元/
50,000元）。目前已有團體醫保及個人醫保的市
民，可利用團體或個人醫保作墊底費，並利用該公
司上述計劃提高保障，而毋須付太多保費。例如以
27歲投保人投保有關產品，選擇墊底費2.5萬元，
年保費為4,367元，40歲投保人則為6,099元。

「都市疾病」獲特別補貼
至於信諾靈活計劃(附加保障)及靈活計劃(優越)，

針對常見「都市疾病」慢性腎病，分別提供每年最
多3萬元及全額賠償，以補貼門診透析治療費用。
陳宇文續指，如現有客戶若想轉移計劃至自願醫

保，需進行簡單核保程序，透過電話或網上平台即
可完成，不用提交驗身報告。陳宇文又指，由於全
球醫療成本去年上升約8%至10%，未來會視乎醫
療通脹及競爭對手的價格調升保費。
另外，信諾自願醫保系列更為其自願醫保客戶提

供額外服務，例如以DoctorNow手機應用程式可
享一站式視像診療、藥物送遞及醫生預約服務、
「入院免按金、出院免找數」服務、醫療分類熱線
及醫療經理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自願醫

保扣稅政策昨日正式實施，各大保險公司

紛紛推出自願醫保計劃搶攻新客戶。友邦

香港（AIA）昨公佈推出標準計劃及靈活

計劃各一個。當中，標準計劃更以「全城

最低價」吸客，6月底前首1萬名新客戶

可享此保證。另外，又准許近2年至3年

購買該AIA醫療保的客戶，免核保轉保。

友邦香港及澳門自願醫保計劃總裁兼首席科技
及營運官葉文傑昨指出，由即日起至6月30

日推廣期內，首1萬名新保單客戶成功投保該公司
自願醫保標準計劃，有「全城最低價」保證，如有
其他保險公司的標準計劃之首年保費較友邦香港
低，該公司保證客戶可獲相等於兩者保費差價的回
贈，並於續保後回贈於保單內。差價標準以推廣期
內按食物及衞生局網頁所載認可自願醫保標準計劃
之首年年繳保費作比較。

送3年「個人療程管理」
除鬥最低價外，服務也要多元化。同樣為首1萬

名自願醫保標準計劃新客戶，友邦香港與獨立第三
方合作提供「個人療程管理服務」3年，在保單生效
期間，一旦受保客戶不幸患上嚴重疾病時，將獲得
由醫療界專業團隊提供為期90天全面個人化服務。

日後加幅望低於通脹
至於市場關心的核保問題，葉文傑表示，持有指

定醫保計劃，或者近2至3年購買該公司保單的客
戶大部分均可免核保轉保。被問及保費方面，葉文
傑解釋，該集團現時的自願醫保標準計劃保費均較
政府初期預算的4,800元低，由於需要面對日後醫
療通脹等因素，日後保費或有需要調整，但期望加
幅可低於通脹水平。
對於本身為香港友邦醫保的客戶，如轉至自願醫保

計劃，友邦香港及澳門產品策劃部部門主管馮偉成昨
表示，由於因保障範圍增加，平均保額有機會增加。
至於友邦香港自願醫保靈活計劃，優惠推廣期同

為即日起至6月30日，新客戶成功投保可獲得4個
月保費回贈。

市佔率目標暫未確定
另一方面，友邦香港及澳門企業業務、策略及財

富管理總經理謝佩蘭昨表示，該公司有計劃增加自
願醫保計劃產品數目，但暫時未有時間表。她又強
調，該公司不會以便宜價格來吸引客戶投保自願醫
保，以及沒有一個市佔率的目標，該公司的自願醫
保計劃目標是希望配合政府推，助市民善用政府提
供的稅務扣減優惠。
政府就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以及延期年金計

劃提供每人合共最多6萬港元扣稅額。除自願醫保的
產品外，昨日友邦香港同時推出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
供款和延期年金的產品。同為即日起至6月底，強積
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友邦香港推出15隻基金特別
管理費，以及額外紅利最高1,500元等優惠。

首年10%折扣
宏利誘新客

舊單墊底增保障
信諾夠靈活

■紀榮道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各保險公司自願醫保標準計劃簡介

■吳詩雅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信諾陳宇文信諾陳宇文
指指，，公司的標準公司的標準
計劃定價較市場計劃定價較市場
平均低平均低1212%%。。

■■友邦葉文傑友邦葉文傑((右右))指指，，由於要面對醫療通脹等因素由於要面對醫療通脹等因素，，該集團自願醫保該集團自願醫保
標準計劃保費日後或有需要調整標準計劃保費日後或有需要調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考玲香港文匯報記者殷考玲 攝攝

各保險公司自願醫保特點

友邦

信諾

宏利

保誠

靈活計劃涵蓋癌症治療後的中藥治療、妊娠期併發症及腎透析治療費用。部
分設等候期，如妊娠期併發症需在購買保險後300天才獲賠償。

靈活計劃容許受保人在計劃內附加額外醫療計劃，可賠償最多80%超出限額
的費用。

受保人在年滿45、50、55或60歲，可在無須核保及提交健康資料下，就同
一病房級別提升保障額。

首1萬名標準計劃新客戶，保單生效期間患上嚴重疾病，可獲「個人療程管理
服務」。

靈活計劃客戶選用AIA優質專科醫療網絡，獲得較高賠償限額及門診手術免找數
等服務。

電腦斷層掃描（限冠狀動脈）、磁力共振掃描（限頸椎、腰椎及腦部）及正
電子放射斷層掃描獲豁免30%共同保險。

靈活計劃（優越）每年最高保障額為500萬元，暫為VHIS市場產品最高，亦
為暫時唯一已獲批設墊底費的醫保。

設DoctorNow手機應用程式，享一站式視像診療、藥物送遞及醫生預約等服務。

標準計劃定價較市場平均低12%。

靈活計劃（附加保障）及靈活計劃（優越），針對「都市疾病」慢性腎病提
供每年最多3萬及全額賠償，補貼透析治療。

靈活計劃涵蓋隔離病房、住院陪床費、門診腎臟透析、出院後私家看護及急
症門診護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