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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多謝您選擇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作為您的保險提供者。我們致力為每位客戶提供多

元化的個人及團體計劃，包括兒童壽險、儲蓄壽險、終身壽險、醫療及危疾保障、退

休及財富傳承方案。我們真誠堅守對客戶的每份關懷與愛護，每刻傾盡心思，協助

於基本保障外安排增值服務。

希望您可花數分鐘時間細心閱讀此服務指南，以了解我們的增值服務。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請參閱「

聯絡我們」部份瞭解詳情。我們承諾隨時為您提供優

質服務。

註：

若中文與英文文本存有差異，一概

以英文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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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

縮寫 意思

CIAS

IPA

Munich Re

我們/我們的/本公司

您/您的

他/她或他/她的

重疾關愛服務

國際救援(亞洲)公司

慕尼黑再保公司

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保單權益人

受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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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乃由IPA提供，此項服務能讓您毋須為即時籌措現金週轉

而操心。

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為一站式簡易服務安排，讓受保人入住醫院變得安心又

放心。只需於入住香港的私家醫院前申請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便可。若已被

安排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出院後便無須經過索償程序。我們會代您繳付住

院期間符合資格的費用。

請致電我們的 24 小時IPA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63 5532 查詢更多詳情及最新可

提供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之醫院名單。

A. 甚麼是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

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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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於入院前最少五 (5)個工作天填妥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申請書，用以下

方式交回給我們：

    (a) 電郵：vantage@hklife.com.hk；或

    (b) 傳真：(852) 2785 0656

ii . 若已被安排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我們將以電話方式通知您安排詳情

及向您發出住院免找數安排通知書。同時，亦會通知相關醫院初步授

權金額。

iii. 入院時，相關醫院將會核實受保人的身分證明文件，並接受住院免找

數安排通知書上所列明之初步授權金額。

iv. 出院時，請向醫院繳付任何自付額、不合資格費用及扣除住院免找數

安排通知書上所列明之初步授權金額後之淨額。

v. 當完成賠償審批後，我們將會向您發出賠償通知書。若有任何差額，

「差額付款通知書」將於收取差額費用十四(14)天前發出。我們將於住

院免找數安排服務申請書內所提供之信用卡戶口中收取差額。

B. 如何使用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



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所提供之服務及保障由我們安排及由IPA根據當時涵

蓋之服務及保障提供，有關所涵蓋之服務及保障如有不時之更改，將不

會預先通知。

我們無需就您及/或受保人因 IPA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

之供應而直接或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

或法律程序，向您及/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

若我們與IPA之間的安排終止或IPA終止其業務，我們沒有責任另覓其他服務

提供者以代替IPA及其所提供之服務。我們保留可隨時終止住院免找數安

排服務之權利，惟須於三十(30)日前以書面通知您。終止住院免找數安排

服務將不會影響我們對其終止前已發生之保險事故之賠償。

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並不適用於醫院管理局轄下之公立醫院。

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並不適用於門診治療。

我們保留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之最終決定權。

若因任何不保事項之疾病/傷病引起之住院，將不能享用住院免找數安

排服務。

成功批核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並不代表我們確認賠償資格及實際賠償金

額須根據保單條款及規定而決定。若涉及保單內不合資格之費用，我們

保留向您追討任何差額之權利。

若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未能成功安排，需要根據一般住院保障索償程序

申請索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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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所涵蓋之危疾

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乃由IPA提供，此項服務能讓受保人獲取美國頂尖醫

學專家及活躍於創新研究及緊貼最新臨床發展資訊的醫療專家的專業意見。

A. 甚麼是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i. 若受保人被診斷患上以下C部份所列明之危疾，請致電我們的24小時IPA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63 5532。

ii. 提供他/她的資料以作核實，包括姓名、保單號碼、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

護照號碼、聯絡電話號碼及診斷。

iii. IPA 將通知您申請資格及提供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之程序。

iv. 填妥及交回同意書、醫療報告及病歷資料給 IPA。

v. 收齊所需文件後，將於十五(15)個工作天內準備第二醫療意見報告。

vi. 當第二醫療意見報告已完成，IPA將安排預約醫生解釋並退回報告給您/受

保人。

若受保人被診斷患上以下C部份所列明之危疾，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將提供詳細治療建議，讓他/她在治療選擇方面獲得最新臨床發展資訊。

B. 如何使用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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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所涵蓋之危疾

亞爾茲默氏病 喪失語言能力

植物人 嚴重燒傷

再生障礙性貧血 嚴重頭部創傷

細菌性腦膜炎 主要器官移植

良性腦腫瘤 腎髓質囊腫病

失明 運動神經元疾病

癌症 肌營養不良症

心肌病 多發性硬化症

慢性肝病 工作引致的愛滋病

再發性慢性胰臟炎 癱瘓

昏迷 柏金遜症

冠狀動脈疾病手術 脊髓灰質炎

腦炎 漸進性延髓麻痺症

末期肺病 漸進性肌肉萎縮

暴發性肝炎

心臟病 

心瓣及其結構手術 嚴重類風濕關節炎

輸血引致的愛滋病 中風

慢性腎衰竭 主動脈手術

失聰 末期疾病

0910

肺動脈高血壓

(原發性或續發性) 



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所提供之服務及保障由我們安排及由IPA根據

當時涵蓋之服務及保障提供，有關所涵蓋之服務及保障如有不時之更改，

將不會預先通知。

我們無需就您及/或受保人因 IPA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

之供應而直接或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

或法律程序，向您及/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

若我們與 IPA之間的安排終止或 IPA終止其業務，我們沒有責任另覓其他

服務提供者以代替IPA及其所提供之服務。我們保留可隨時終止海外專家

第二醫療意見服務之權利，惟須於三十(30)日前以書面通知您。終止海

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將不會影響我們對其終止前已發生之保險事故

之賠償。

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並不是取代醫療服務。所有醫護人員提供之

意見及決定僅是建議及並不能理解為鼓勵任何人士採用或放棄任何醫學

治療。您及/或受保人須根據自己最終決定採納之意見負上責任。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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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緊急援助及任中橫服務

國際緊急援助及任中橫服務乃由IPA提供，此項服務於旅程前或旅程中提供全面性

支援服務，例如：醫療護送、治療後安排送返居住地、醫療建議、評估及轉介等援

助服務。此項服務亦包括相關運送及輔助服務協助受保人前往最近合適的醫院接受

治療。提供 24 小時 IPA客戶服務熱線讓他/她查詢相關之緊急援助服務及/或獲取建

議。任中橫服務為受保人身處國內期間安排即時入院接受治療，免除繁複手續。

A. 甚麼是國際緊急援助服務

醫療護送服務 – IPA將建議受保人入住另一醫療機構接受合適的治療。

治療後安排送返居住地 - 當受保人的身體情況許可下及得到IPA醫生確認後

便可安排於治療後送返他/她的居住地。

遺體或骨灰運送服務 - 若受保人不幸身故，IPA將安排運送遺體或骨灰返回

他/她的居住地。

安排家屬前往探望 - 協助安排指定人士或家屬前往受保人入住之醫院探望。

安排未成年子女送返居住地 - 安排合資格專人護送未成年子女返回受保人的

居住地。

電話醫療建議、評估及轉介服務 - 主診醫生透過電話提供醫療建議及評估，如

有需要，亦可提供轉介服務。

預付住院按金 - IPA可安排代您繳付指定金額之住院按金。

病情跟進 - IPA將跟進受保人的病情，並向他/她的家人匯報情況。

旅遊諮詢 - 例如提供最新免疫及防疫要求及需要資訊、法律服務轉介、代尋並

轉送行李援助、遺失旅遊證件援助、緊急安排重定路線等。

並提供下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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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緊急援助服務提供意見及援助服務，包括安排下列各項運送服務：



重疾關愛服務B. 如何使用國際緊急援助服務

i. 致電我們的 24 小時 IPA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63 5532。

ii. 提供受保人的資料以作核實，包括姓名、保單號碼、出生日期、身分證號

碼/護照號碼、聯絡電話號碼、簡述所需援助事件、他/她當時的情況及所

需援助。

iii. IPA將通知您安排及/或服務詳情。

C. 甚麼是任中橫服務

任中橫服務讓受保人入住IPA網絡醫院時，只須出示印有IPA「任中橫」標誌的

緊急醫療救援卡，便可免除支付入院按金，即時入住醫院接受治療。

D. 如何使用任中橫服務

i. 致電我們的 24 小時IPA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63 5532。

ii. 提供受保人的資料以作核實，包括姓名、保單號碼、身分證號碼/護照號

碼、聯絡電話號碼、簡述所需援助事件及有效的信用授權證明(例如信用

卡號碼)。

iii. IPA 核實資料後將轉介他/她入住IPA最就近的網絡醫院及發出入院保證書。

iv. 前往網絡醫院及向急症室人員出示印有IPA「任中橫」標誌的緊急醫療救援

卡及他/她的身分證或回鄉證或任何相關的旅遊證件，證件必須印有他/她

的姓名及附有他/她的照片。醫院將自行聯絡IPA。

v. 於出院時，您須自行支付所有在網絡醫院內之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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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緊急援助及任中橫服務所提供之服務及保障由我們安排及由IPA提供

根據當時涵蓋之服務及保障，有關所涵蓋之服務及保障如有不時之更改，

將不會預先通知。

我們無需就您及/或受保人因IPA或其代表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務之

供應而直接或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

律程序，向您及/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

若我們與IPA之間的安排終止或IPA終止其業務，我們沒有責任另覓其他服務

提供者以代替IPA及其所提供之服務。我們保留可隨時終止國際緊急援助及

任中橫服務之權利，惟須於三十(30)日前以書面通知您。終止國際緊急援助

及任中橫服務將不會影響我們對其終止前已發生之保險事故之賠償。

有關IPA提供的服務種類及限制均受國際緊急援助及任中橫服務條款及細

則所約束。詳細條款及細則請瀏覽我們網站 www.hklife.com.hk。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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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關愛服務乃由 Munich Re 提供，此項服務包括創新網上醫療服務平台讓受

保人能夠持續聯繫專業醫護人員，並由中國國內各醫療專科人員或醫生提供24

小時網上醫療諮詢服務。另外，亦加入全程導醫導診服務，協助受保人預約國

內醫療專家、提供協助及陪同他/她就診。

A. 甚麼是重疾關愛服務

重疾關愛服務提供網上醫療諮詢服務。受保人可尋求網上醫療意見，並由國內

醫療專家解答疑難。此項服務可無限次使用。

此外，若受保人被診斷患上以下C部份所列明之危疾，他/她可申請享用一次免

費的國內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包括針對醫療狀況提供獨立意見及治療方案

建議。這些醫療專家一般為三級甲等醫院內之副教授、副主任或以上級別。

另外，若受保人被診斷患上以下C部份所列明之危疾，他/她亦可申請一次免費

的全程導醫導診服務，獲取相關國內醫療專家的資訊及建議。另外，亦可安排

有經驗的導醫專員提供援助及陪同受保人整個就診過程。

有經驗的導醫專員將會：

協助預約國內醫療專家。

協助及陪同受保人整個就診過程。此項服務僅限於北京、上海及廣州提供。

協助登記掛號、陪同受保人進行醫學測試及購買藥物。

重疾關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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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何使用重疾關愛服務

i. 保單繕發時，我們將發送保單號碼(保单号)及保單密碼(保单密码)給您 。

ii. 登入健康關愛服務平台/微信帳戶便可無限次享用網上醫療意見服務，並由國
內醫療專家解答疑難。

網上醫療諮詢服務

國內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及全程導醫導診服務

登入以下 (a)  網址、(b)  微信帳戶或 (c)  掃瞄二維碼以啟用重疾關愛服務：

(a)網址：http://cicare.mobilelab.cn

(b)微信: 搜索公眾號 「健康关爱增值服务平台」

(c)點擊網頁底部的「健康关爱微信公众号」及掃瞄二維碼

保單號碼(保单号)及保單密碼(保单密码)將於保單繕發時送給您。帳戶將於十
(10) 天後激活。

i. 若受保人被診斷患上以下 C 部份所列明之危疾，請致電我們的「享譽」醫療
計劃客戶服務熱線 (852) 2290 2886。

ii. 填妥重疾關愛服務申請書，選擇所需服務。交回重疾關愛服務申請書連同醫
療報告給我們。您可以享用"您"賠快遞收件服務到府上收取文件。

iii. 我們將透過電話及書面通知您安排詳情。

iv. 登入健康關愛服務平台/微信帳戶並填妥網上申請書及上載醫療報告。

v. 服務大使將會直接聯絡您及跟進相關服務。

(a) 請致電我們的「享譽」醫療計劃客戶服務熱線 (852) 2290 2886 安排"您"賠

快遞收件服務； 或

(b) 電郵：vantage@hklife.com.hk；或

(c) 傳真：(852) 2785 0656；或

(d) 郵寄：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號中遠大廈 15 樓。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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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國內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及全程導醫導診服務所涵蓋之危疾

重疾關愛服務所提供之服務及保障由我們安排及由 Munich Re 根據當時涵蓋

之服務及保障提供，有關所涵蓋之服務及保障如有不時之更改，將不會預先

通知。

我們無需就您及/或受保人因 Munich Re 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該等服

務之供應而直接或間接蒙受或招致之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

訟或法律程序，向您及/或受保人承擔任何責任。

若我們與 Munich Re 之間的安排終止或 Munich Re 終止其業務，我們沒有責

任另覓其他服務提供者以代替 Munich Re 及其所提供之服務。我們保留可

隨時終止重疾關愛服務之權利，惟須於三十(30)日前以書面通知您。終止

重疾關愛服務將不會影響我們對其終止前已發生之保險事故之賠償。

重疾關愛服務並不是取代醫療服務。所有醫院或醫護人員提供之意見及決

定僅是建議及並不能理解為鼓勵任何人士採用或放棄任何醫學治療。您

及/或受保人須根據自己最終決定採納之意見負上責任。

備註：

癌症 主要器官移植

冠狀動脈疾病手術 中風

心臟病 末期疾病

慢性腎衰竭



聯
絡

我
們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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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免找數安排服務

海外專家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24 小時 IPA 客戶服務熱線:

電郵:

傳真:

(852) 2863 5532

vantage@hklife.com.hk

(852) 2785 0656

24 小時 IPA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63 5532

國際緊急援助及任中橫服務

24 小時 IPA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863 5532

重疾關愛服務

「享譽」醫療計劃 

客戶服務熱線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及公眾假期除外) : 

電郵  : 

傳真  : 

地址  : 

 

(852) 2290 2886

vantage@hklife.com.hk

(852) 2785 0656

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號中遠大廈 15 樓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