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外往往難以預料，是任何人時刻都要面對的風險。萬全個人保障計劃助您及您的摯愛家人從容
面對一旦遇上難以預料事故後的經濟困難。此意外保障計劃能讓您及家人輕鬆享受人生不同重要
階段。

1. 個人意外 
 保障

當您到了人生的黃金階段，可享有因意外而
導致骨折的保障3。

250,000

2. 意外醫療 
 費用保障

倘您因意外事故導致身體受傷，可獲賠償
門診及住院等實際醫療費用，脊椎及物理
治療費用亦包括在內。

10,000
(每宗意外)
及最高至
40,000

(每保單年度)

3. 骨折保障

倘因意外事故導致受保人於12個月內	
死亡，我們會支付一筆過的現金賠償，以助
您的摯愛家人渡過難關。

50,000
(每保單年度)

每日500
(每宗意外最長
保障期為365日)

4. 意外住院
 現金保障

如因意外而經醫生建議下入住醫院超過12
小時，您住院每日皆可獲得住院現金津貼。

5. 解僱保障 保障您於非自願情況下遭僱主終止僱用，
本計劃將退還您於失業期間實際已繳付之
保費，最長保障期為6個月。保費退還期
間，您的保障將不會受到任何影響4。

	 不適用	 退還保費	
長達6個月

6. 蘇黎世緊急
 支援服務

若您於外遊期間（不超過	90	日）在海外受傷或患病，您只需致電蘇黎世24	小時緊急支援熱線，即可獲得以下服務:
•	代付不超過	39,000	港元因住院而需繳付之入院保證金。
•	提供醫療服務及設備，照料受保人撤離出事地點及緊急送返香港或送至鄰近地點（保障不設上限）。
•	如不幸身故，將支付遺體運返香港或於當地殮葬的費用（保障不設上限）。
•	如獨自外遊期間遇上意外嚴重受傷或患上嚴重疾病需入院治療超過	3	天，可獲支付一位直系親屬來回經濟客位機票乙張以便陪伴。
•	24小時電話熱線諮詢及轉介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為您提供如外遊前諮詢援助、大使館轉介服務、轉介醫療服務人員或機構、海外電話醫療諮詢	
					服務及住院期間監察病情服務等。

保障項目 保障範圍1,2

投保額/責任上限 (以港元及每名受保人計算)

 幼青計劃 成年計劃 長者計劃

保障表

標準計劃 1999863

萬全個人保障計劃

最高2,000
(每保單年度)

醫療費用保障更包括跌打及針灸費用	
限額(每宗意外500港元)。

尊貴計劃 23813888

(66	–	75	歲6,7)(18	–	65	歲6)(6個月	–	23	歲5)

 標準計劃 尊貴計劃 標準計劃 尊貴計劃 標準計劃 尊貴計劃

尊貴計劃

500,000 1,000,000 2,000,000 500,000 750,000

10,000
(每宗意外)
及最高至
５0,000
(每保單年度)

最高３,000
(每保單年度)

最高４,000
(每保單年度)

最高４,000
(每保單年度)

10,000
(每宗意外)

２0,000
(每宗意外)

20,000
(每宗意外)

30,000
(每宗意外)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保費表 (每月保費)8

每名受保人之保費 (港元)

 幼青計劃 成年計劃 長者計劃



備註:
1.	提出索償時如有其他保單保障同類項目，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蘇黎世」)只負責按比例作出賠償(第一節	 -	個人「意外」及第四節	

-	意外住院現金除外)。

2.	此保障計劃不承保任何當受保人執行下列工作職務時所蒙受的損失：從事工作需操作輕型機械之技術或半技術職務，或需操作

重型機械，高度體力勞動或於危險環境工作之技術性工作。如投保人未能確定所屬職業類別，請向蘇黎世查詢。

3.	因意外而導致不同部位骨折，賠償額會根據以下賠償表的投保額之百分比作出計算。如在同一次意外事件中多於一個部位蒙受骨

折，則按其中最高賠償額的保障項目作出賠償。

	 賠償表

  折斷部位保障項目	 投保額之百分比

	 	 1.	骨盆	 100%

	 	 2.	腳跟	 50%

	 	 3.	頭骨、鎖骨、上肢、肘部或手腕	 40%

	 	 4.	下顎	 30%

	 	 5.	脊椎、肩胛骨、胸骨、手或足	 20%

	 	 6.	上顎、顴骨、鼻、肋骨、尾骨、腳趾或手指	 15%

4.	受保人必需失業連續	30	日或以上以獲得解僱保障之賠償。本保障於以下情況下終止︰

	 (1)	受保人恢復工作；或

	 (2)	已於任何一個保單年度被退還	6	個月保費；以較先發生者為準。

5.	如投保幼青計劃，受保人的年齡必須介乎於	6	個月至	17	歲或為	18	歲至	23	歲之未婚及全職學生。受保人的父母必須為保單持有人。

6.	投保人可為自己、其配偶、子女、父母及配偶父母獨立或於同一保單內投保。

7.	保單可續保至	80	歲。

8.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保留更改或調整保費的權利。

第四節的不承保事項
本節並不承保:

1.	醫院住院目的為療養或休養或康復護理;	托顧或療康護理。

2.	受保人以病人身份在醫院住院期間離院返家。

第五節的不承保事項
本節並不承保:

1.	因受保人退休或其故意的不當行為而導致其解僱。

2.	由於受保人職業之季節性特質、工作計劃完成或指定受僱期限屆滿所引致的失業。

3.	受保人自願辭職。

4.	受保人在保單生效日期之前或當日已失業。

5.	受保人的任何一份受僱工作每星期工作少於	18	小時或受保人不可申索遣散保障。

6.	受保人的僱用期於保單生效日期後首	60	日內完結。

7.	任何自僱人士或受保人為親戚工作。

8.	任何建築業工人，餐館或快餐或飲食業員工包括但不限於廚師、侍應生及廚房工人、貨櫃車或貨車司機。

第六節之特別條款
本公司不會就下列情況提供任何服務或支付費用：

1.	受保人身處地點可能爆發戰爭或政局不穩，以致無法或實際情況不許可提供本節訂明的服務。

2.	事前未經蘇黎世以書面批准及/或安排而將受保人緊急撤離遇事地點或遣送至其他地點就醫的費用、或將其遺體運返的費用或任

何其他開支。但如受保人身處偏僻或落後地區以致無法在事前聯絡蘇黎世，而撤離行動一旦延誤便可能導致受保人死亡或嚴重

影響病情，則可豁免本項特別條款。

3.	受保人不聽從醫生囑咐，到香港境外地方居住或旅遊。

4.	受保人到香港境外地方居住或旅遊的目的是接受治療，或對已存在的身體損傷或疾病進行療養或展開復康療程。



不承保事項 (適用於各節) ：
本保單將不會承保因下列事故直接或間接引致的任何損失：

1.	 受保人於執行以下之職業或職務期間﹕

•	任職於須操作輕型機械之技術或半技術性職務(如電工、餐館或快餐或飲食業員工包括但不限於廚師、侍應生及廚房工人、

印刷技工、麵包師傅、水喉匠(家居/室內工作)、小販、私家車司機);	或

•	須操作重型機械，高度體力勞動或於危險環境工作之技術性職務	 (如搬運工人、室內裝修工人、機械/機器維修員/製造工

人、修路工人、油站職工、巴士/小巴/的士/輕型貨車/貨車/貨櫃車司機);	或

•	任職於任何國家或國際機構的任何武裝部隊及消防員；或

•	裝卸貨物、裝卸船上貨品、從事雜技人、空勤人員、船隊人員、航空人員、賽車司機、中港司機、拆卸工人、特技演員、藝人、

騎師、地底及水底工人、爆破工人、建築工人、高空工作工人(包括但不限於搭掤工人)、馬戲團訓練員、偵探、報刊戰地記者、

馴獸師。

2.	 任何投保前已存在的傷疾；先天性缺陷或異常。

3.	 任何性質之疾病；任何因疾病而引發之損傷。

4.	 一般身體檢查、療養、托顧或休養或療康護理，或任何與需診斷及治療而住院之狀況無關之開支費用。

5.	 以美容為目的之美容手術或整容手術，採購或採用特別支架、儀器或裝置的額外費用，惟因意外所需之治療除外。

6.	 參與刑事活動。

7.	 以乘客或司機身份參與任何形式的賽車，又或參加職業體育活動或受保人可能或可以賺取收入或報酬的體育活動。

8.	 並非以乘客身份乘坐持牌航空公司航機或包機。

9.	 自殺、企圖自殺或蓄意自我傷害、神經失常、任何神智不清、精神病、緊張或抑鬱、服用酒精或藥物、任何性質之病症、分娩、

任娠、流產。

10.	戰爭、侵略、外敵行動、敵對局面(不論曾正式宣戰與否)、內戰、叛亂、革命、反叛、軍事、或篡權行動導致之任何事件。

11.	由於HIV(人類免疫力缺乏症病毒)及/或愛滋病等與HIV有關的任何疾病及/或不論如何引起或不論如何定名的有關疾病，其

任何突變體衍化物或變種造成的任何身體損傷、疾病、死亡、損失、費用或其他責任。

12.	直接或間接由下列原因造成的損傷或疾病或病症：

•	任何核子燃料、核子燃燒後所產生的核子廢料所產生的電離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	任何核能裝置或元件所產生的放射性、有毒、爆炸性或其他危險物質。

13.	石棉瓦引致的疾病或病症。

取消保單:
1.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有權以三十天書面通知取消保單或任何章節或部分。通知書將以掛號郵件形式寄至保單持有人之最

後登記地址。

2.	 而保單持有人亦有權以三十天書面通知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而取消保單。於任何情況下，如於該保單年度己獲得本保單賠

償或接受服務，保單持有人必須繳交該保單全年之保費。

保障終止:
本保單之保障將會在遇到下列較早發生的一項時自動終止:

1.	 於寬限期內仍未有繳交任何保費，則以欠繳保費之到期日為止；

2.	 當於保單週年時受保人年齡屆滿81歲；

3.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會按收到保單持有人的書面通知上註明終止保障的日期為準，惟該終止保障通知必須在保費到期日

之30天前提出；或

4.	 如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之任何代表於投保表格或就任何索償知情地作出任何虛假聲明，蘇黎世保

險有限公司有權力宣告本保單無效，及概不就任何索償履行賠償責任。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於瑞士註冊成立之公司)
香港港島東華蘭路18號港島東中心25-26樓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903	9338			傳真:	+852	2903	9340			www.zuri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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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1.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保險合約的一部分。有關萬全個人保障計劃（「此保險計劃」）的內容及細則將詳列於保

單之內。

2.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為此保險計劃之承保人，全面負責一切批核、保障及賠償事宜。

3.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並非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或花旗銀行或Citigroup	Inc.之聯營或附屬機構。

4.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是於瑞士註冊成立之公司，在香港其主要營業地址為香港港島東華蘭路18	號港島東中心25-26樓。

5.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保留對此保險計劃的最終批核權。

6.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為香港獲授權保險人，本單張不旨於在香港以外招攬生意。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 為保險代理之重要注意事項：
1.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已於香港保險業聯會成立的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登記為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	 (「保險公司」)委任

的保險代理。

2.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只限於介紹保險產品，而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對有關產品提供的任何事項概不負責。

3.	 保險產品只是保險公司之產品和責任，而並非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責任。保險產品並非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

司、花旗銀行或花旗集團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或任何本地政府機構的銀行存款或責任，亦非由其提供保證或承

保。

4.	 所有投保申請以保險公司的核保及接納為準。

5.	 保險公司全權負責其保險計劃的所有批核、承保及賠償。

6.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並無提供法律、會計或稅務意見。閣下應就有關閣下的情況獲取閣下個人稅務顧問之意見。

7.	 閣下應細閱所提供之有關產品資料並諮詢獨立意見（如有需要）。

8.	 如欲獲得進一步保單詳情，請致電閣下的銀行財務顧問或聯絡保險公司。

9.	 如本單張之英文版與中文版有任何歧異，一概以英文版為準。

10.	對於閣下與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因由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保險公司代理人身分銷售的任何保險產品而產生
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的中心職權範圍），閣下將與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根據適
用的規則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然而，對於有關產品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閣下與保險公司直接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