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外往往難以預料，是任何人時刻都要面對的風險。萬全個人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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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外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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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提供醫生之轉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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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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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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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青計劃 長者計劃

保障表

標準計劃 20812878

萬全個人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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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14898

(66 – 75 歲6,7)

投保額/責任上限 (以港元及每名受保人計算)

成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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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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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青計劃 

每名受保人之保費 (港元)

成年計劃 長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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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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保險計劃不承保任何當受保人執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工作職務時所蒙受的損失：從事工作需操作輕型機械的技術或半技術職

務，或需操作重型機械，高度體力勞動或於危險環境工作的技術性工作，任職於任何國家或國際機構的任何武裝部隊及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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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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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任何由網絡行為引致的意外、傷疾、疾病及／或損傷。

PA
P-
C
B-
00
3-
05
-2
02
1C

保障終止：
本保單之保障將會在遇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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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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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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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5. 根據保單第四部份第11項 – 失實陳述，漏報或欺詐所述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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