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諾康保 8 合 1 門診醫療保
全方位門診保障 倍添安心便利

公立醫院醫療服務的漫長輪候時間，令愈來愈多人選擇到私家醫療中心求診或進行小型手術。然而，隨著醫學
日新月異，加上通脹因素，醫療成本正不斷上升。
信諾康保 8 合 1 門診醫療保（下文簡稱「8 合 1 門診醫療保」或「本計劃」）為您設想，全面涵蓋一系列門診保
障，包括門診診症、門診手術，以及 6 種輔助治療，更保證承保及續保，讓您輕鬆享有健康保障，倍感安心！

專科醫生
診症

中醫診症

普通科醫生
診症

物理治療
保證承保的

8合1

全面健康方案

日間或
門診手術

職業治療及
言語治療

脊醫診療及
營養輔導

針灸及
跌打

計劃特點
保證承保 投保簡易快捷
申請手續簡單方便，無論受保人的健康情況如何，均無須核保，並保證承保。

保證續保至 65 歲 倍感安心
當保單續保時，保費不會因受保人的個人健康狀況或您的保單下的索償紀錄而上調。 1 在「8 合 1 門診醫療保」下， 本保單保證為受保人
續保至 65 歲 2。

周全基本門診保障
當您收到醫療卡後，只需在網絡診所求診時出示您的醫療卡，並繳付少量自付費用，便即可享有基本門診保障，包括普通科醫生診症、
專科醫生診症、中醫診症及物理治療，方便快捷。

每年可獲最高港幣 $100,000 日間或門診手術保障

不限手術類別

您可獲得每年最高賠償額達港幣 $100,000 及每宗傷患最高賠償額達港幣 $15,000 的日間或門診手術保障。保障結構亦十分簡單！以往
您可能需要從手術分類表找出手術類別以計算手術保障額，此保障不設手術分類，只要有關手術 3於日間手術中心或於診所進行，有關
治療費用都可獲得保障。因此，您可省卻公立醫院醫療服務的漫長輪候時間，因應需要選擇於私家醫院日間手術護理中心或診所接受所
需手術。

特設 6 種輔助治療保障 加強支援
本計劃更提供 6 種輔助治療保障，包括針灸、跌打、脊醫診療、營養輔導、職業治療及言語治療，每當您接受上述治療，在不超逾每年
賠償次數及最高賠償額上限下，可就每次治療費用獲得賠償，進一步配合您的個人需要。

備有一系列診所以供選擇
本計劃涵蓋基本門診保障，您只需於遍佈全港的網絡診所出示您的醫療卡，並繳付少量自付費用，即可於全年得到完善門診保障。此
外，在日間或門診手術保障及輔助治療保障下，您可自由選擇全港心儀的診所，儘早接受治療，再提出索償，分外靈活稱心。
註﹕
1.	本公司保留調整「信諾康保 8 合 1 門診醫療保」的保費之權利，並在每個保單周年日或續保時據此調整你的保費。導致保費調整的因素可包括但不限
於由此保險計劃引致及/或與此保險計劃相關之整體索償及開支等因素。
2. 若本公司仍繼續簽發新的「信諾康保 8 合 1 門診醫療保」，只需於續保時繳付保費，保單將會續保。
3. 有關保障詳情，請瀏覽保單條款及本計劃之不保事項。

計劃一覽
投保年齡（上次生日年齡）

1 至 50 歲

保障期

1 年，保證續保至 65 歲 1

保費繳付期

直至保障期完結 2

保單貨幣

港幣

保費繳付形式

月繳／年繳

等候期

基本門診保障

不適用 3

日間或門診手術保障
輔助治療保障

30 日 3

註﹕
1.	續保仍須視乎本公司繼續簽發新的「信諾康保 8 合 1 門診醫療保」保單並收到您的保單之保費。信諾保留在每次續保時修訂本計劃的保費、條款及細
則及／或保障賠償表之權利。
2.	保費會按受保人於保單生效日及每個保單周年日的年齡而計算。除首期保費付款外，其後任何保費到期日後的一個月為寬限期，寬限期內保單仍然生
效。倘若任何有關保費在寬限期後仍未全數繳付，保單會於有關的保費到期日時失效，而你將失去計劃保障。
3.	等候期只適用於日間或門診手術保障及輔助治療保障。基本門診保障將於我們接納投保申請，由您收到醫療卡後立即生效；而日間或門診手術保障及
輔助治療保障將於 30 日等候期後生效。受保人在等候期已被診斷或呈現徵狀或已尋求醫護意見或治療的疾病或身體損傷，均不在日間或門診手術保
障及輔助治療保障的保障下。等候期指由 (a) 保單簽發日或生效日（以較遲者為準）；及 (b) 保單復效的批核日期（如本保單已復效）起計 30 日的期
間。在保單條款中「等候期」的相應用語為「免賠期間」。

保障賠償表
保障項目涵蓋因疾病或意外（如保障賠償表中所列）而在香港接受治療的費用。

I. 基本門診保障
涵蓋於網絡診所 1 內的門診服務 #。
保障項目

自付費用 2 (港幣 $)

每保單年最高賠償次數

1.

普通科醫生診症 (包括 3 日基本藥物)

$50

50 次

2.

專科醫生診症 (包括 5 日基本藥物)

$100

10 次

3.

中醫診症 (包括兩包基本中藥)

$50

10 次

4.

物理治療 * 3

$150

12 次

II. 日間或門診手術保障 4
涵蓋於醫院日間手術中心或門診所接受的外科手術程序 ^。
保障項目
5.

日間或門診手術

自付費用 2 (港幣 $)

最高賠償限額 (港幣 $)

零

每宗傷患 $15,000 及每保單年 $100,000

III. 輔助治療保障 4
涵蓋於診所進行的輔助治療，每保單年的最高賠償次數合共 10 次 ^。
保障項目

自付費用 2 (港幣 $)

6.	a) 針灸
b) 跌打
7.	a) 脊醫診療*
b) 營養輔導*
8.	a) 職業治療*
b) 言語治療*

最高賠償額(港幣 $)

每保單年最高賠償次數

每次 $200
零

每次 $400

第 6-8 項保障賠償次數合共 10 次

每次 $400

*	
保障項目第 4 項須出示網絡醫生的書面轉介信，而保障項目第 7 至 8 項則須出示註冊醫生的書面轉介信。所有轉介信均須由簽發日期起計 6 個月內
有效。
#	僅限於門診網絡的醫生
^ 可於香港內自由選擇醫生

註﹕
1.	網絡診所指保障賠償表-常用服務指南下的卓健醫療服務有限公司指定醫療中心或診所。
2. 自付費用指由受保人承擔之費用。
3. 物理治療保障只適用於六歲或以上受保人。
4. 日間或門診手術保障及輔助治療保障設有 30 日等候期。

主要不保事項
下列一般不保事項僅供參考之用，而每項保障均有其特定不保
事項，有關一般不保事項及特定不保事項的完整版本及詳情，
請參閱保單條款。
本公司毋須就直接或間接來自或源於或歸咎於下列原因支付本
計劃下的索償或引致的費用:
(a) 之前已存在病症；
(b)	戰爭、侵略、外敵入侵、戰鬥（不論已宣戰與否）、內亂、
叛亂、革命、起義、軍事、奪權力量或恐怖主義；
(c) 受保人從事或參與：
(i)	
海軍、陸軍或空軍服役或執勤，武裝部隊或任何國家或
地區的警隊服務；
(ii)	
職業體育運動或危險活動，例如但不限於使用輔助呼吸
設備的戴水肺潛水、攀石、攀山、跳傘、懸吊滑翔（不
論使用電源與否）、滑翔飛行、笨豬跳、冬季運動或任
何非使用雙足的速度競賽；

(d)	不論在神智清醒或錯亂的情況下，受保人自殺、企圖自殺或
蓄意自我損傷；
(e)	
受保人受酒精或藥物影響，除非就服用藥物而言，能證明該
藥物乃根據醫生的正式處方服用，且並非作戒毒用途；
(f)	
受保人駕駛任何交通工具導致身體損傷或疾病的意外發生，
而當時其血液內的酒精含量超過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所允
許的限度；
(g)	受保人採取不符合所在國家或地區法律的行徑，因而導致身
體損傷或疾病；
(h)	染上人體免疫缺損病毒或其變體病症，包括後天免疫缺損綜
合症（愛滋病）及愛滋病相關綜合症；
(i) 不是醫療必須；或
(j) 治療癌症或治療腎功能衰竭。

(iii) 高空工作（20 呎以上）；
(iv) 操作重型機器；
(v)	
航空或空中活動，除非身為購票乘客或空中工作人員，
乘搭一架有適當牌照、固定機翼及多引擎、用以接載旅
客並由有執照的商業航空公司營運的飛機，或一架由商
業公司擁有及營運、領有牌照以定期接載購票乘客的直
升機，惟該直升機必須僅在商業航機場及/或有牌照商業
直升機場之間航行，並在上述兩個情況下，該旅程的目
的概與飛機內或飛機上進行的交易或技術運作無關；或
(vi)	製造、儲存、注滿、細分、處理及運送任何爆炸品(包括
但不限於煙花或爆竹)或化學物品的工人；

註﹕本文中「信諾」、「本公司」及「我們」指信諾環球保險有限公司。
此單張同時備有英文版本，閣下可向本公司索取英文版本。
This leaflet is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You may request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from us.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8 號 14 樓至 15 樓
電話：(852) 2560 1990
www.cigna.com.hk
由信諾發行
以上保險計劃由信諾環球保險有限公司承保。信諾環球保險有限公司乃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一般保險業務的獲授權保險人。本單張只供於香港境內派
發，並不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理解為提供、出售或游說購買任何信諾產品的工具。本單張只提供保險計劃、條款及不保事項之簡介，並不是保單合約。
有關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如本單張的內容與保單條款有異，皆以保單條款為準。
信諾保留修改本單張的細則之權利。如對本單張的內容有任何爭議，信諾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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