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宗旨  

我們致力幫助客戶改善健康，並提供安心的保障。

有關信諾集團

註﹕
1. 以上數據只供參考，並不完全適用於信諾集團旗下個別營運附屬公司。數據源於信諾集團截至 2022 年 10 月 1 日的內部資料，並有可能隨時

更改。

業務遍佈超過 

30 個國家及地區1 

調整後總收入達

1,740 億美元 1

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連續 

第 19 年頒發「商界展關懷」標誌

2022年《財富》

500強排行 12

 與全球超過1.9 億 

客戶及病人建立 

業務關係 1  

環球網絡擁有超過  

150 萬的專業醫護人員、

診所及醫療機構 1



醫療通脹不斷加劇，費用持續飆升，平均增幅一年達6.8%1。只有10%香港市民認為自己可以完全負擔家庭的 

醫療開支2。

1. 韋萊韜悅（Wills Towers Watson）「2021年全球醫療趨勢調查」
2.「信諾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影響研究」，調查為2020年6-8月的統計結果



全港獨有一對一專屬醫療服務經理

信諾明白，在患病的時候都希望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療。如您有需要進行治療，信諾能為您預計所需的醫療開支及

有需要面對的狀況；貴為信諾自選醫療保的客戶，在您有需要接受治療時，我們的特設醫療禮賓服務，由專屬的

醫療服務經理為客戶跟進入院接受手術或治療的安排。除了在醫療費用上獲得最大的保障外，信諾亦透過醫療禮

賓服務，獲得醫療保障以外更多的貼心服務。

請參閱我們的「醫療禮賓服務」單張，以了解更多服務詳情

註︰
1. 診斷影像服務包括入院前30日或出院後30日內接受之X光、磁力共振掃描（MRI）、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及正電子掃描（PET Scan）。
2. 在使用「入院免按金、出院免找數」服務時，客戶須於入院前向我們提交「信諾住院付款保證信╱初步保障審核（「住院付款保證」）申

請書」以供審批。在收到填妥的表格及所需的醫療文件後，我們會在5個工作天完成審批。如成功審批，我們將會發出信諾健康保障計劃
（住院）付款保證批准信，並列出住院付款保證的安排及詳細資料。如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在提交住院付款保證申請時，未能提供受保人
有效、足夠及完整的醫療狀況資料或未能完成信用卡授權；信諾及信諾指定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保留拒絕任何住院付款保證申請的權利。住院
付款保證申請批核視乎保單的墊底費及保障限額而定。如超出受保範圍，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需自行支付餘下費用。

3. 有關自選保障的詳情，請參閱「信諾自選醫療保」的保障賠償表。您所投保的住院保障及自選保障必須為同一級別。



連續沒有住院索償紀錄的保單年期
無索償續保保費折扣優惠 ─  

住院保障續保之保費折扣

2 年 5%

3 年 8%

5 年或以上 15%

計劃每年提供免費流感疫苗注射及身體檢查，讓您掌握健康狀況。

免費身體檢查贈券1將於保單續期30日後發出。

服務由信諾指定第三者服務供應商提供，並只適用於香港。信諾保留隨時更換服務及指定第三者服務供

應商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項目

最高賠償額（港幣）

計劃一 

（私家房）

計劃二 

（半私家房）

計劃三 

（普通房）

住院及膳食

(每保單年度最多 270 日)
每日 $3,200 每日 $1,600 每日 $750

手術費（每次手術計）

 › 複雜 $95,000 $65,000 $48,000

 › 大型 $47,500 $32,500 $25,000

 › 中型 $20,500 $13,600 $10,000

 › 小型 $7,500 $6,500 $5,500

麻醉師費（每次手術計）

 › 複雜 $26,900 $16,000 $12,300

 › 大型 $13,200 $9,100 $7,100

 › 中型 $6,000 $4,000 $3,000

 › 小型 $3,200 $2,200 $2,000

投保年齡（上次生日年齡） 15 日至 75 歲

產品類別

此保險計劃是一份獨立個人保單。基本計劃提供住院及手術保障， 

並可附加自選保障以提供門診或其他醫療保障。此保險計劃提供 

彌償式賠償，並不含有保單價值。

基本計劃保單年期及保費結構

一年及可每年續保 

此保險計劃提供一年保障期並可保證續保直至受保人100歲*， 

保費繳付期直至保障期終結。保費隨年齡增加，並可於每年 

續保時調整。

保費繳付形式 年繳／月繳

保單貨幣 港幣

* 只適用於住院保障。保證續保基於每次續保時繳付保費，而信諾仍繼續簽發新的「信諾自選醫療保」保單及個別自選保障（如

適用）。

下列保障項目僅供參考之用，賠償均須符合醫療必須和合理及慣常的原則。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小冊子的「重要

資料」及保單條款。



項目

最高賠償額（港幣）

計劃一 

（私家房）

計劃二 

（半私家房）

計劃三 

（普通房）

手術室費用（每次手術計）

 › 複雜 $27,400 $16,600 $12,500

 › 大型 $13,500 $10,000 $8,100

 › 中型 $6,500 $4,200 $3,500

 › 小型 $3,250 $2,200 $2,000

主診醫生巡房費 (只適用於非手術治療，每保單年度最多 270 日) 每日 $3,200 每日 $1,600 每日 $750

癌症治療及透析 (每保單年度計) $160,000 $120,000 $80,000

深切治療部費用 (每保單年度計) $25,500 $22,000 $20,100

專科診治費 (須獲主診醫生書面轉介) (每保單年度計) $10,000 $3,800 $2,500

家屬陪伴床位費

(每保單年度最多 270 日)
每日 $1,500 每日 $750 每日 $350 

入院前及出院後之門診護理

(最多為入院前及出院後各 2 次之門診費用) (每保單年度計)
$4,500 $2,500 $1,800

私家看護費 (每保單年度最多 120 日) 每日 $850 每日 $500 每日 $325 

其他醫療費用

 ›  包括住院／門診之 X 光、磁力共振掃描、電腦斷層掃描、 
正電子掃描及醫院雜費等

(須於入院前 30 日或出院後 30 日內接受) (每保單年度計)

$35,000 $21,500 $13,600

每年最高賠償額（每保單年度計）

於保單生效日未滿 65 歲之受保人 不設上限

於保單生效日已滿 65 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700,000 $375,000 $175,000

無索償續保保費折扣優惠

連續 2 年沒有索償紀錄 5% 5% 5%

連續 3 年沒有索償紀錄 8% 8% 8%

連續 5 年或以上沒有索償紀錄 15% 15% 15%



計劃一 

（私家房）

計劃二 

（半私家房）

計劃三 

（普通房）

附加醫療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每保單年度最高賠償額 $575,000 $290,000 $120,000

終身最高賠償額（由 75 歲起計） $850,000 $450,000 $220,000

註：

 › 每次索償須先自付港幣 $500 及可獲索償餘額的 80% 賠償。

 › 如實際住房之級別高於投保之住房級別，賠償金額將會調整。詳情請參閱重要資料。

門診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1.   普通科醫生（包括最多 3 天基本藥物） $380 $240 $180

2.  專科醫生*（包括最多 3 天基本藥物） $660 $480 $350

3.  物理治療師* $630 $430 $330

4.  脊醫* $630 $430 $330

5.  中醫（包括最多兩包中藥） $230 $180 $150

6.  跌打 $230 $180 $150

7.  針灸師 $230 $180 $150

8.  在家診療（只包括診金，以每次計） $720 $520 $350

9.  醫生處方西藥（每保單年度計） $2,500 $1,500 $1,000

10. 診斷影像及化驗*（每保單年度計） $3,500 $2,000 $1,500

註︰
* 須獲註冊西醫轉介。
› 項目 1 至 8 診症次數於每保單年度合計最多為 30 次；其中項目 4 至 8 的診症次數於每保單年度合計最多為 10 次。
› 項目 1 至 7 使用網絡診所可獲全數賠償；使用網絡以外診所則可獲該項目之最高賠償額的 80% 賠償。網絡診所並不包括脊醫診所。

牙科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下列保障的每保單年度最高賠償額 

為港幣 $5,000）

洗牙 2 次

補牙、活動假牙、牙冠及牙橋（只適用於因意外而導致）、 

膿瘡排放、脫牙、 X 光、齒根管的填補、例行口腔檢查
全數賠償

下列保障項目僅供參考之用，賠償均須符合醫療必須和合理及慣常的原則。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小冊子的「重要

資料」及保單條款。



概況

住院保障

費用項目 賠償金額（港幣） 最高賠償額（港幣）

住院及膳食 $22,400（$1,600 x 14 日） 每日 $1,600 

手術費（複雜）1 $60,000 $65,000

麻醉師費（複雜） $16,0002 $16,000

手術室費用（複雜） $15,000 $16,600

其他醫療費用

(包括門診正電子掃描)
$20,500 $21,500

癌症治療及透析

(化療費用)
$102,000（$8,500 x 12 次） $120,000



「計劃級別」
實際入院 
房間級別

調整值

半私家房 私家房 50%

普通病房 半私家房 50%

普通病房 私家房 25%

此產品小冊子中載有的產品資料不是保單的全部條款。有關完整的保單條款請參閱保單文件。

受保人不可投保超過一份「信諾醫療保系列」保單，

包括「信諾尊尚醫療保」、「信諾自選醫療保」、 

「信諾糖路同行醫療保」及其他由本公司於「信諾醫

療保系列」、「信諾自願醫保系列」及「信諾國泰優

越醫療保」下不時定義並發出的保單。

保障的協調
如任何「醫療必須」費用已根據其他人士或本公司的

另一保險計劃作出賠償，則本公司只負責上述償付金

額與本保單原本應付的保障總額之間的差額。



轉換保單
若您本身已有醫療保單，並有意將現有保單轉換至新保

險計劃，請注意有關轉換保單安排可能對受保資格、索

償資格及保單價值造成影響。

由於保單特點、年齡、健康狀況、職業、生活方式、習

慣或參與的康樂活動的轉變，現有保單的部份保障在

新保單的受保範圍可能會作出相應調整或不被承保。此

外，新保單可能未必提供您現有保單的附加保障利益。

若您就現有保單作出退保或允許其失效，則現有保單將

不再為您提供保障並作出賠償。此外，視乎新保單的條

款及細則，某些保障的等候期或需重新計算（如有）。

索償手續 

請登入客戶服務平台或於 http: //www.mycigna.
com.hk註冊或下載「MyCigna」手機應用程式。

有關索償手續的詳情請登入公司網頁https://www.
cigna.com.hk/zh-hant/customer-service/
insurance-claim-procedure

在產生索償的事件發生後30日內，必須向本公司提交

書面索償通知。該通知應包括足以證明受保人的身份

及索償性質的資料。

醫療必須
我們只會根據受保人在醫療必須、合理及慣常下所需

的費用作出賠償。

醫療必須指醫療上必需的醫療服務：

1.  以「合理及慣常」費用對診斷作出相應及慣常之

治療；

2.  根據良好及謹慎的醫療標準；

3.  就其診斷或治療而所需的；

4.  非純為「受保人」、「醫生」、「中醫」、「物

理治療師」、「麻醉科醫生」或任何其他醫療服

務供應商提供方便；

5.  以最合適之程度對「受保人」作安全及有效的治

療；及

6.  「住院」非純為診斷掃描目的、影像學檢驗或物

理治療。

由於通脹可能會導致未來生活費用增加，您現有的預

期保障可能無法滿足您未來的需求。如實際的通脹率

高於預期，即使我們履行所有的合約責任，您收到的

金額（以實際基礎計算）可能會較預期少。

10

合理及慣常
有關費用、收費或費用而言，指任何費用或開支：

1.  乃根據良好的醫療標準，在「醫生」的護理、監督

或命令下就其照顧受傷或患病的人所需的「醫療

必須」療程、用品（包括藥物）或醫療服務而收取

的；

2.  不超過在引致有關開支的當地進行類似療程、用品

（包括藥物）或醫療服務的正常水平；及

3.  不包括若保險不存在則不會產生的費用。

我們保留權利參考但不限於任何政府、當地的相關機

構及認可的醫療協會所提供的任何相關出版物或已有

的資料，而決定任何特定的「醫院」或醫療費用是否

合理及慣常。倘該「醫院」或醫療費用不是合理及慣

常，我們保留調整就「醫院」或醫療費用而支付任何

及所有保障的權利。

http: //www.mycigna.com.hk
http: //www.mycigna.com.hk
https://www.cigna.com.hk/zh-hant/customer-service/insurance-claim-procedure
https://www.cigna.com.hk/zh-hant/customer-service/insurance-claim-procedure
https://www.cigna.com.hk/zh-hant/customer-service/insurance-claim-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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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所有未經本公司批准之實驗性或最新治療；或

(g) 非醫療性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客人膳食、收音

機、電話、影印、稅項（除了就合資格費用所

收取的「增值稅和商品及服務稅」）、醫療報

告費用及類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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