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寿保险 - 医疗保障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于百慕达注册成立)

永明精心医疗保

免找账单
轻鬆无忧

要健康



未雨綢繆， 

縱有病痛亦能從容淡定

健康是生活的基石，是屬於每個人的無價之寶。一旦

不幸患病，無論是您本人還是您的家人，都應選擇

先進的醫療機構接受準確及時的治療，在舒適的環境

中無憂無慮地專心休養，盡快康復，這一點相當重要。

可惜在現今社會，優質的醫療資源往往意味著高昂的

醫療費用，令很多人望而卻步。

永明金融是您人生旅途上的可靠夥伴，助您實現人生

夢想。永明精心醫療保提供全面醫療保障及住院免結賬

服務，讓您既獲得準確及時的治療與護理，又無繁瑣的

結賬程序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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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精心醫療保如何為您帶來周全保障？

永明精心醫療保是一項保障周全的醫療計劃，全數賠償在亞洲區1醫院入住半私家病房2的住院及手術

費用3。本計劃申請程序簡便，更不設中國地區風險附加保費，而且擁有覆蓋亞洲的醫療網絡，能夠

在您患病之時，提供優質高效的醫療服務。此外，本計劃還提供細緻周到的住院免結賬服務4，在減輕

家庭經濟負擔的同時，還為您免除交付醫療費用的繁瑣手續，讓您專注於治療與康復。

1. 2.

5. 6.

無住院時長限制 
全額賠償住院和手術費3 
每年最高賠償額達港元1,000萬

住院免結賬服務4 
讓您專注康復

醫院診所網絡覆蓋廣泛 
增值服務8便捷完善

如不幸被確診為指定危疾 
與您共度難關

主要特點

保證續保至100歲5 
申請程序簡便

彈性保障　適合人生不同階段的 
醫療需要和經濟狀況

3. 4.

$

永明精心醫療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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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精心醫療保為您提供周全醫療保障，包括全額賠償半私家病房的住院和手術費3，每年最高賠償額達港元1,000萬╱
美元125萬。此外，本計劃無住院時長限制，您可選擇最合適的治療，不必顧慮手術是在醫院還是門診進行。

本計劃還有多種延伸保障，包括：

• 癌症治療保障

• 腎臟透析治療保障

• 先進診斷掃瞄保障

• 懷孕併發症保障

無住院時長限制　全額賠償住院和手術費 
每年最高賠償額達港元1,000萬1. $

3

關懷服務 保障保障

永明精心醫療保申請程序簡便，只需回答幾個核保問題即可。本計劃更保證續保至100歲5。不論您的健康狀況將來有何

變化，只要永明金融仍在提供本計劃，您便可安享十足的保障。續保的保費按續保時的保費率而調整。

保證續保至100歲　申請程序簡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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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還要擔心結賬問題？只要您在入院前預先申請住院免結賬服務4，一經批准，在入院時只需出示永明精心醫療卡，

本計劃就會為您支付所有住院期間符合條件的醫療費用6，免除出院後索償手續，讓您專注恢復健康。

住院免結賬服務　讓您專注康復3. $$

永明精心醫療保讓您在亞洲安享優質醫療資源。我們更提供以下的增值服務7，為您提升醫療保障體驗，讓您的生活更加

安穩舒心。

醫院診所網絡覆蓋廣泛　增值服務便捷完善4.

預先核准
住院免結賬服務

入院時出示
永明精心醫療卡

無需支付醫療費6

即可出院
$

增值服務

尊尚醫療服務

通過我們覆蓋亞洲的醫療網絡內的優秀專科醫生，

我們為您提供最合適的醫生和治療方案，同時提供

以下服務：

• 預約醫療服務
• 安排轉介服務
• 預約醫院或診所

24小時服務熱線
您可通過24小時服務熱線，查詢有關預先核准、住院
付款保證通知書、第二醫療意見服務、尊尚醫療服

務、國際緊急支援服務及索償等信息。我們的服務人

員包括專業醫療人員，能以英文、廣東話或普通話為

您解答各種查詢。

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在保單有效期內，若受保人不幸被確診為危疾，可向

我們全球網絡內頂尖醫療機構的醫療專家尋求第二

醫療意見服務，助您選擇最合適的治療方案。

國際緊急支援服務

不論您身處何地，都能享用我們的緊急醫療支援，

包括：

• 醫療運送及遺體運返
• 預繳入院訂金
• 運送必須藥物和醫療器材等服務

關懷服務保障 永明精心醫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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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您保障

假如受保人不幸被確診為以下任何一種危疾8，並因該危疾而住院，守護您保障會就此危疾住院及／或接受治療的賠償

免除每年墊底費，減輕您在困難時期的經濟負擔，讓您專注接受所需治療，不必為繳付每年墊底費而憂心。

危疾

• 癌症
• 心臟相關疾病：

o 心肌疾病
o 主動脈夾層瘤
o 艾森門格氏症狀
o 心臟病
o 傳染性心內膜炎
o 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
o 心瓣切換手術
o 主動脈手術
o 冠狀動脈手術

• 中風
• 腎衰竭
• 糖尿病併發症
• 主要器官移植

陪關心保障

我們深知患病時，家人的支持至關重要。有鑒於此，假如您不幸被確診為患有任何一種上述危疾，陪關心保障將為您的

一名直系親屬提供旅程補貼，讓您的直系親屬能從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境內任何一個地方到您屆時的所在地探望您。

本保障終身只可享受1次。

如不幸被確診為指定危疾　與您共度難關6.

本計劃提供4種每年墊底費選擇，可靈活適應您的財務預算。

在受保人（即保單內的受保障人士）年滿50歲、55歲、60歲或65歲時的首個保單週年日，您可選擇減少每年墊底費而
毋須提交任何醫療證明，此特權終身只可享受1次。您更可選擇將本計劃轉換為其他永明金融醫療計劃，從而繳納較低的
保費和享受其他合適的醫療保障。

彈性保障　適合人生不同階段的醫療需要和 
經濟狀況5.

4種每年墊底費選項：

港元0╱美元0 港元20,000╱美元2,500

港元50,000╱美元6,250 港元80,000╱美元10,000

關懷服務 保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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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例子

A女士
年齡：38歲

永明精心醫療保
每年墊底費：港元20,000

備註：

^ 須符合危疾定義
#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有關詳情請參閱保單文件。

上述例子只供說明用途。

關懷服務保障

6

永明精心醫療保

A女士被確診患有肺癌^。

她接受的治療#包括：

• 手術前治療，費用港元40,000 • 住院及手術，費用港元500,000
• 住院期間進行核磁共振掃瞄，費用港元50,000 • 在門診進行靶向治療，費用港元80,000
• 手術後複診，費用港元40,000

第三個保單年度
總治療費用：港元710,000

守護您保障免除全年墊底費港元20,000 
全額賠償港元710,000，無需繳付任何墊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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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資料

計劃 永明精心醫療保

終身賠償額 港元30,000,000╱美元3,750,000

每年限額 港元10,000,000╱美元1,250,000

投保年齡 15日-70歲

保障年期 保證續保至100歲5

病房類別 半私家病房

保費繳付期 至100歲

保單貨幣 港元╱美元

保障地區 亞洲包括澳大利亞及新西蘭

每年墊底費

4種每年墊底費選擇：
• 港元0╱美元0
• 港元20,000╱美元2,500
• 港元50,000╱美元6,250
• 港元80,000╱美元10,000

保費結構9
保費按保障地區、每年墊底費選擇、年齡及保單貨幣而定。保費並非保證不變，並有可能根

據實際情況（例如賠償情況、醫療費用上漲及保障變化）而不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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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一覽表
一旦不幸因病或意外住院或接受門診手術，將可獲得以下保障。以下保障均受每年墊底費的約束。

必需經主診醫生轉介

保障詳情 最高賠償額

終身賠償額 港元30,000,000╱美元3,750,000

每年限額 港元10,000,000╱美元1,250,000

病房類別 半私家病房

保障詳情 如何運作 最高賠償額

Ａ. 住院保障

1.  每日住院病房及膳食
保障

賠償住院期間半私家病房及膳食的實際費用。 全額賠償

2.  深切治療部保障 賠償入住深切治療部的實際費用。 全額賠償

3.  每日醫生巡房費用 
保障

賠償住院期間主診醫生巡房的實際費用。 全額賠償

4.  專科診治費用保障 賠償住院期間專科醫生的實際診療費。 全額賠償

5.  雜項費用保障
賠償在住院期間或在進行門診手術當天由院
方或診所慣常提供服務所收取的實際費用。

全額賠償

6.  私家看護費用保障
在治療後或受保人離開深切治療部後，在住
院期間因醫療需要由合資格護士提供護理服
務，其實際費用可獲賠償。

全額賠償 
（每保單年計最多30日）

7.  親屬之附加床位保障
住院期間受保人親屬之附加床位（只限一
個），其實際費用可獲賠償。

全額賠償

8.  每日住院現金保障* 為入住香港政府全資資助及醫院管理局管理
的醫院之普通房提供現金補貼。

每日港元1,000╱美元125 
（每保單年計最多90日）

永明精心醫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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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詳情 如何運作 最高賠償額

B. 手術保障

1.  外科手術費用保障
賠償受保人因醫療需要而在醫院進行的外科手
術的實際手術費用，包括外科醫生、麻醉師、
手術室及在手術室內的儀器及消耗品的費用。

全額賠償

2.  門診手術費用保障

賠償受保人因醫療需要而在門診接受手術的實
際手術費用，包括診症費、處方西藥、外科醫
生、麻醉師、手術室或進行手術的房間及在手
術室或進行手術的房間內所用的儀器及消耗品
之費用。

全額賠償

3.  醫療裝置保障

• 指定項目：起搏器；經皮冠狀動脈腔內成
形術的支架；眼內人造晶體；人工心瓣；
金屬或人工關節置換；人工韌帶置換或
植入；或人工椎間盤。

• 非指定項目

全額賠償

港元100,000╱美元12,500 
終身最高賠償額

C. 住院前及住院後保障

1.  住院前或門診手術前
的門診診症保障

賠償受保人住院或接受手術前30日內因醫療需
要而接受的門診診症的診症費、治療、診斷測
試或處方西藥的實際費用。

全額賠償

2.  住院後或門診手術後
的門診診症保障

賠償受保人住院或接受手術後緊接的90日內因
醫療需要而接受的門診診症的診症費、治療、
診斷測試或處方西藥的實際費用。

全額賠償

3.  住院後的家中看護費
用保障

在住院或進行相關手術後緊接的90日內因醫療
需要由合資格的護士提供家中看護服務，其實
際費用可獲賠償。

全額賠償 
（每保單年計最多30日）

4.  康復治療保障
在受保人出院後 9 0日內因醫療需要入住
康復中心並接受康復治療，其實際費用可獲 
賠償。

港元80,000╱美元10,000 
每保單年計

5.  善終服務保障

根據主診醫生確認患有末期疾病並非常可能
自確診之日起計12個日曆月內導致死亡，在
住院期間由醫院所提供的護理服務收取的實
際費用可獲賠償。

港元100,000╱美元12,500 
終身最高賠償額

6.  住院後的輔助治療 
保障

在住院或進行門診手術後緊接的90日內所接
受的治療：

•  註冊脊椎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職業
治療師或言語治療師

•  註冊中醫

 

每診治港元1,000╱美元125 
（每保單年計最多30次）

每診治港元600╱美元75 
（每保單年計最多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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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詳情 如何運作 最高賠償額

D. 延伸保障

1.  守護您保障

經主診醫生確認罹患以下指定危疾，並因該
疾病而導致住院，就此危疾住院及／或接受
治療的賠償可獲免除每年墊底費（如有）：
• 癌
• 心肌疾病
• 主動脈夾層瘤
• 艾森門格氏症狀
• 心臟病
• 傳染性心內膜炎
• 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
• 心瓣切換手術
• 主動脈手術
• 冠狀動脈手術
• 中風
• 腎衰竭
• 糖尿病併發症
• 主要器官移植

不適用

2.  陪關心保障*

若受保人符合守護您保障要求，受保人的直
系親屬從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境內抵達
受保人屆時身處位置所需的旅程費用可獲補
貼，此保障終身僅支付一次。

港元5,000╱美元625 
終身最高賠償額

3.  癌症治療保障
賠償因醫療需要而接受的癌症治療（包括化
療、靶向治療、放射治療、使用伽瑪刀及數
碼導航刀）的實際費用。 

全額賠償

4.  腎臟透析治療保障
為因慢性且不能復原地喪失功能的腎臟而在
住院期間或在門診因醫療需要而定期接受血
液透析或腹膜透析，其實際費用可獲賠償。

全額賠償

5.  先進診斷掃瞄保障

因同一宗傷殘在住院或門診治療前30日內，
或在住院或門診治療後90日內在醫院或門診
進行的核磁共振、電腦斷層掃瞄以及正電子
放射斷層掃瞄，其實際費用可獲賠償。

全額賠償

6.  人體免疫力缺乏病 
毒╱艾滋病治療保障

•  賠償因醫療需要而接受人體免疫力缺乏病 
毒╱艾滋病治療的實際費用。

•  等候期：5年

港元800,000╱美元100,000 
終身最高賠償額

7.  器官移植手術保障

•  賠償受保人在醫院內因醫療需要而進行的心
臟、腎臟、肺臟、肝臟、胰臟或骨髓移植手
術的實際費用，但受保人必須為該器官移植
的接受者。

•  賠償為器官捐贈者所進行的器官提取手術的
實際費用。

全額賠償 
 
 

港元500,000╱美元62,500 
受保人的終身最高賠償額

永明精心醫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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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詳情 如何運作 最高賠償額

8.  懷孕併發症保障

•  因懷孕併發症，但僅限異位妊娠（宮外 
孕）、水泡狀胎塊（葡萄胎）、血管內瀰漫
性凝血、妊娠毒血症、流產、先兆流產、合
法人工流產、胎兒死亡、產後出血導致必需
進行子宮切除術、子癇、羊水栓塞及妊娠肺
栓塞而須住院或接受治療，其實際費用可獲
賠償。

•  等候期：300日

全額賠償

9.  精神病住院治療保障
賠償在醫院或精神病院因醫療需要而為其神
經紊亂、行為問題、精神或心理疾病所接受
的治療的實際費用。

港元40,000╱美元5,000 
每保單年計

E. 緊急治療保障

1.  緊急門診治療保障
賠償在意外或緊急事故發生後24小時內所接
受醫院的門診治療的實際費用。

全額賠償

2.  緊急牙齒治療保障

賠償在意外後14日內在牙科門診或醫院內接受
由註冊牙科醫生所提供對健康天生牙齒所作出
的緊急牙科治療（包括診症費、止血、X光檢
查、拔牙及根管治療）的實際費用。

全額賠償

F. 身故保障

1.  身故恩恤保障* 港元100,000╱美元12,500

2.  意外身故保障* 港元100,000╱美元12,500

以上所示的“全額賠償”指永明金融會依據本計劃的相關保障條款，在扣除每年墊底費及受限於在保障一覽表中列明的
每年限額及終身賠償額後支付符合條件的醫療費用的實際金額。詳情請參閱保單文件樣本。

* 每年墊底費不適用於這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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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備註是永明精心醫療保推銷刊物內容的補充，旨在為您提供更清楚的說明。

備註︰

1. 亞洲指阿富汗、澳大利亞、孟加拉、不丹、汶萊、柬埔寨、中國、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老撾、澳門、
馬來西亞、馬爾代夫、蒙古、緬甸、尼泊爾、新西蘭、朝鮮、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台灣、塔吉克斯坦、泰國、東帝汶、
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及越南。

2. 半私家病房指在醫院內設有共享浴室的單人或雙人房間。
3. 此等保障受每年墊底費、每年限額及終身賠償額所約束。詳情請參閱保單文件及保障一覽表。
4. 本保障須受有關保單文件的條款及細則約束，以及有關指定醫院是否接受住院付款保證通知書。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永明金融”）或永明金融
指定醫療服務提供商所發出的住院付款保證通知書或其後發出的住院付款保證通知書，將不被視為永明金融已同意承擔根據保單支付及╱或賠償
保單主權人的責任；亦不被視為永明金融已同意對任何違反保單條款及細則的情況不予追究。有關事先核准程序，請參閱用戶指南。

5. 若永明金融持續提供本計劃，則本保單保證續保。
6. 您可能需要繳付您應承擔的每年墊底費及醫療費用差額。有關詳情請參閱用戶指南。
7. 尊尚醫療服務、第二醫療意見服務、24小時服務熱線及國際緊急支援服務由第三方服務機構國際救援（亞洲）公司提供。此項保障不保證續保。
有關釋義、完整的條款及細則及除外責任的詳情，請參閱批注樣本。有關文件，可應要求提供。

8. 有關指定危疾的釋義，請參閱保單文件。
9. 永明金融保留在每個保單週年日修訂保費的權利。只要永明金融持續提供永明精心醫療保，在保費已在保費到期日繳納的前提下，永明金融會在
每個保單週年日根據永明金融決定的新條款及條件，為永明精心醫療保自動續保一個保單年度。

主要產品風險︰

1. 永明精心醫療保可作為基本計劃或附加於指定基本計劃的附加保障。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的保費預期會隨年齡而增加及我們將不時檢視並調整
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的保費以反映過往經驗及修訂將來預算。我們保留權利於保費繳付期內的每個保單週年日╱保障週年日，調整任何風險狀
況類似之受保人組別的保費。在檢視保費時，我們會考慮並反映多項因素，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因素：

a. 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已作出的賠償開支及將來預算的賠償開支

b. 與保單直接相關的開支及配置於保單的間接開支

2. 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為每年續保計劃。只要您於保費到期日時已經繳付保費及永明金融仍然持續提供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我們會在保單週
年日╱保障週年日為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自動續保另一個保單年度╱保障年度。如於保費到期日或之前您仍未繳付保費，我們會給予自保費到
期日起計31天的寬限期，期間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仍然會維持生效。在寬限期屆滿時，若我們尚未收訖有關保費，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將會於
保費到期日自動失效。

3. 如上所述原因，我們可能不時修訂本基本計劃╱附加保障下應付的保障賠償。我們會於保單週年日╱保障週年日前最少30天以書面通知您有關已
修訂的保障、新保費、已修訂的保單條款（如有）及其生效日期。

4. 如發生以下情況，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將會自動終止（以最先者為準）：

a. 於寬限期屆滿時，我們尚未收訖有關保費；

b. 受保人身故；

c. 受保人屆100歲；

d. 受保人轉換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至永明金融其他的醫療保障計劃；或

e. 相連之基本計劃保障終止的當日（適用於附加保障）。

此外，如發生以下情況，我們有權終止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

a. 保單主權人或受保人在申請或任何陳述或聲明中不正確或失實地陳述任何具重要性的事實；

b. 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是透過錯誤陳述、失實陳述或不當影響而獲得的；

c. 有詐騙行為；

d. 您的索償存有誇大成分；或

e. 保單主權人或受保人未有絕對真誠地行事。

5. 任何涉及保單貨幣與其他外幣互相兌換的交易將承受外匯風險，例如保單貨幣之匯率變動。

6. 由於通脹有機會導致未來的生活費用增加，即使我們履行合約責任，您的利益亦有可能不足以應付您的需要。因此，在計劃利益時，您應考慮
通脹帶來的影響。

7. 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乃由永明金融所簽發的保單，您所獲得的利益將視乎永明金融的支付能力。如我們因無力償還而未能履行保單下的合約
責任，您可能損失全部或部分已繳保費及利益。

永明精心醫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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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受保項目：

我們將不會就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任何情況所致的或由其而引起的索償支付任何賠償（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條款的身故恩恤保障下的賠償除外）：

1. 於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生效、簽發或復效後（以最遲者為準）30日內首次出現症狀或病征的任何疾病或病患；

2. 於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生效、簽發或復效前（以最遲者為準）5年內已存在的情況（包括任何已出現的症狀或病微，或為此，受保人已接受
醫生的藥物治療或手術、藥物治療建議、診斷、診症或處方藥物）；

3. 受保人自殺或意圖自殺，自殘身體或意圖自殘身體，不論其神志是否清醒；

4. 受保人在飛行或參與其他空中活動，但在持牌的公眾航空服務或包機服務上作為付費乘客者除外；

5. 妊娠、代母妊娠、分娩、終止懷孕（於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下的延伸保障下之懷孕併發症保障所列明之保障除外）、節育、不育或人工受孕、
或任何一性別的不孕；

6. 戰爭（不論有否宣戰）、暴動、內戰或其他任何類似戰爭的事故、暴亂、恐怖主義行動、核污染、生物污染或化學污染、或受保人參與違法行為，
不論受保人是否積極參與其中；

7. 原子爆炸、核子分裂或放射性氣體、任何由核燃料、核廢料、或核武器所產生的電離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8. 受保人觸犯或意圖觸犯刑事罪行或參與任何打鬥；

9. 例行身體檢驗、健康檢查或化驗、休養、療養護理、接種疫苗、免疫、注射或預防性藥療、基因測試、不屬醫療必需的檢測目的、與睡眠窒息症
有關之測試費用；

10. 任何只為物理治療或檢查征狀及╱或病征而進行之診斷影像、化驗室檢查或其他診斷程序的住院；

11. 受保人所患傷殘之相關治療或檢驗超出合理及慣常收費的費用；

12. 受保人因意外或其他原因服用或吸收任何酒精、毒品、麻醉劑、藥物、鎮靜劑或毒藥、或受其影響，惟由醫生處方者除外；

13. 任何保健產品之費用及所有特別中草藥及╱或補藥，包括但不限於燕窩、靈芝、人參、西洋參、野山參、冬蟲夏草、姬松茸、鹿茸、驢皮阿膠、
海馬、羚羊角粉、紫河車、麝香及珍珠粉等；

14. 任何有關牙齒、牙肉或顎骨狀況的治療或檢查、折射偏差治療、整容外科或整形外科，惟醫治或減輕受保人的意外損傷所需進行的上述任何治療
除外，但不包括替換真牙、或假牙之裝設、拆除或替換；

15. 受保人參與任何類別的賽馬或賽車、任何形式的搏擊、水肺潛水或任何職業運動、或任何可賺取酬金的運動或競賽；

16. 精神紊亂、心理或精神疾病、行為問題或人格障礙（於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的延伸保障下之精神病住院治療保障所列明之保障除外）；

17. 因先天性異常而導致的疾病，包括但不限於癲癇、斜視或腦積水；

18. 任何非醫療需要的治療、檢查及住院，或於住院期間受保人曾請假外出或自行離開醫院（不論是於任何時間或於剩餘的住院期），我們不會就
相關外出日提供保障；

19. 非醫療服務收費，例如客人膳食、上網費、電話費、電視或無線電廣播費、影印、醫療報告費用、稅項及類似收費；

20. 受保人接受實驗性質及╱或非主流的醫療技術╱程序╱治療，或尚未由當地政府、相關機構及當地認可醫學會批准之新型藥物或干細胞治療；

21. 治療過度肥胖（包括病態肥胖）、控制體重計劃或減肥手術（由專科醫生於傳統治療方法失敗後確認是必需的減肥手術及已獲永明金融預先批核
除外）；

22. 性病、性接觸傳染病；

23. 治療兒童學習障礙，例如讀寫或行為問題、注意力不足症、過度活躍症；或發育問題，例如身高過矮；

24. 扁桃體、腺樣增殖體、疝或女性生殖器官特有病患的治療或外科治療，除非是在緊接該病患的症狀或病征顯現之前，受保人已獲得此基本計劃╱
附加保障承保連續達120日；

25. 任何於此基本計劃╱附加保障的批注（如有）中列明不受保項目的活動或疾病。

重要提示：

• 此推銷刊物僅供參考。有關字詞的釋義、保障範圍的完整的條款及細則及除外責任的詳情，請參閱保單文件樣本。

• 此推銷刊物的簡體中文版由繁體中文版本翻譯，僅供參考。如果兩個版本之間存在差异，則以繁體中文版為准。

取消保單的權利：

通過給我們的書面請求，您的保單將被取消及任何已繳款項將被退還，條件是：(1)您取消保單的書面請求必須由您簽署，並在自保單╱通知書（說明
可以領取保單及冷靜期到期之日）交付予您╱您的代表後的21天內（以較早者為準），並由我們的辦事處（香港九龍廣東道15號港威大廈永明金融大樓
8樓）直接收到；及(2)若我們已根據保單支付任何收益，則不會退還任何款項。



您可透過以下途徑了解我們更多的資訊：

•   網址：www.sunlife.com.hk

•   客戶服務熱線：2103 8928

•   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

•   App Store: 永明展廊

儲蓄及人壽保障
投資壽險計劃 

(ILAS)

康健及意外 萬用壽險

永明金融產品組合

關於香港永明金融

香港永明金融乃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於 1892年 2月 22日成立，提供卓越的
產品及服務超逾 125年，致力令香港更閃亮。

香港永明金融是主要的國際金融服務機構，透過專業及經驗豐富的銷售團隊為個人及企業客戶

提供各類產品和服務。我們為您提供人壽和醫療保障、財富管理及退休策劃全面的綜合方案。

此外，我們不僅提供多元化的產品，更擁有團體福利及第三者退休金行政管理的豐富經驗。

我們深明您於人生不同階段的各種需要，因此提供多種保險產品，包括儲蓄及人壽保障、康健及

意外、萬用壽險與投資壽險計劃。永明精心醫療保屬永明金融康健及意外系列保險產品，當您有

需要時，旨在為您提供財務支援。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于百慕达注册成立）

「理財軒」
香港九龙广东道 15 号港威大厦
永明金融大楼 8 楼

客户服务热线：  2103 8928
传真：  2103 8938
www.sunlife.com.hk

永明金融集团成员之一
总公司设于加拿大多伦多

2017 年 9 月编印
由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刊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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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推销刊物旨在香港派发，并不能诠释为在香港境外提呈销售、游说购买或提供任何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的产品。有关
释义、完整的条款及细则及除外责任的详情，请参阅保单文件样本。我们将应您要求提供有关文件。如果此推销刊物与
保单文件内容不符，则以保单文件为准。



Client Service Centre 
8/F, Sun Life Tower, The Gateway 
15 Canto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客戶服務中心 

香港九龍廣東道 15號港威大廈 

永明金融大樓 8樓 

Sun Life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A member of the Sun Life Financial group of companies 永明金融集團成員之一 

 

 
 

 
简繁中文转换辞汇表 

 
简体中文 繁體中文 

全额 全數 

住院时长 住院時數 

住院免结账服务 住院免找數安排 

澳大利亚 澳洲 

印度尼西亚 印尼 

哈萨克斯坦 哈薩克 

吉尔吉斯斯坦 吉爾吉斯 

朝鲜 北韓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 

土库曼斯坦 土庫曼 

乌兹别克斯坦 烏茲別克 

核磁共振扫描 磁力共振掃描 

靶向治疗 標靶治療 

艾滋病 愛滋病 

 
 
 
免责声明：此推销刊物的简体中文版由繁体中文版本翻译，仅供参考。 如果两

个版本之间存在差异，则以繁体中文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