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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保险危疾索偿的首3位危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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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

 因冠心病入院及死亡数字4 平均每天因冠心病死亡人数5 

冠心病为心脏病的主要死因4

1.	 汇丰保险索偿报告：在生权益索偿（2021年5月）

2.	 香港医院管理局：2019年香港癌症统计概览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公报：响应「世界中风关注日」由认识中风症状及健康生活做起

4.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健康资讯＞非传染病及健康生活＞心脏病（2021年）

5.	 明报健康网：【心脏病】了解冠心病成因、征状、病发先兆及高危因素5个关于心脏病、
通波仔等治疗和检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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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私家医院危疾医疗开支高企

大肠癌

中风乳癌 心脏病

肝癌

大肠内窥镜检查及切除瘜肉1	

腹腔镜结肠切除术1

入院前诊断	+	评估及急性中风	

静脉血栓溶解治疗5	

复康治疗	+	海外护理员费用6,7

乳房肿块切除术1,2	+	乳房重建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又称「通波仔」）9	

约港币300,000元

心脏血管绕道手术（又称「搭桥」）10	

约港币600,000元

手术/经动脉治疗/放射治疗8

	
约港币300,000元至500,000元共约港币332,000元

共约港币280,000元

共约港币310,740元

你知道吗? 

公立医院	 	手术排期最长等4年半11！ 	专科门诊新症最长等3年12！

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 
涵盖乳癌后的乳房重建手术

肺癌

放射治疗3	

约港币30,000元至150,000元

手术前化疗及手术切除肿瘤4	

约港币500,000元至800,000元

1.	 香港港安医院《常见手术收费参考资料》普通病房收费纪录（更新至2022年6月）

2.	 香港乳癌及乳病治疗中心：乳癌手术费用—手术收费贵唔贵？医疗保险包唔包？

3.	 Healthy	Matters：肺癌—从成因到治疗的香港全方位指南

4.	 香港经济日报：初期肺癌治疗费高达80万元	

5.	 养和医院：中风急救治疗ASAP计划

6.	 养和医院物理医学及复康科部：中风复康套式服务

7.	 活力国际专业护理

8.	 香港经济日报：为何肝癌是「King	of	Cancer」？私院治疗方法花费多少？

9.	 星岛日报：私院纷推「抗疫特惠」通波仔，「套餐」六万起与公院相若

10.	 关心您的心：通波仔/搭桥点样拣？心脏科医生详析两大冠心病手术特点	

11.	 医院管理局「预约手术轮候时间」

12.	 医院管理局「专科门诊新症轮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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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医疗与复康开支远超每月入息中位数

*备注：资料乃粗略估计，仅供参考用途，且并未加入通胀预算，实质开支须视乎患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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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310,740元

港币800,000元

港币500,000元

港币332,000元

港币280,000元

港币600,000元

中风5

大肠癌2

乳癌3

心脏病4

肺癌8

肝癌9

香港家庭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1

港币26,000元

心脏病治疗费用1港币$600,000元＝香港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数的23倍

（治疗及复康6,7）

私家医院治疗费用	

复康费用

1.	 香港政府统计处：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7/2021-9/2021

2.	 香港港安医院《常见手术收费参考资料》普通病房收费纪录（更新至2022年6月）

3.	 香港乳癌及乳病治疗中心：乳癌手术费用—手术收费贵唔贵？医疗保险包唔包？

4.	 关心您的心：通波仔/搭桥点样拣？心脏科医生详析两大冠心病手术特点

5.	 养和医院：中风急救治疗ASAP计划	

6.	 养和医院物理医学及复康科部：中风复康套式服务

7.	 活力国际专业护理

8.	 香港经济日报：初期肺癌治疗费高达80万元

9.	 香港经济日报：为何肝癌是「King	of	Cancer」？私院治疗方法花费多少？



4 医疗开支4

全球医疗通胀，您有充足准备？

各地10年医疗通胀趋势

患者到海外就医的原因：

	患上严重疾病，需要到外地找寻不同的治疗方法

	计划移居

	子女将会到外国留学

全球医疗开支持续上升，无论在哪里就医，
都要深入考虑现有医疗保障是否足以应付
医疗通胀及到外地就医的开支。

港币25,258元

港币12,724元

香港3

英国2

加拿大2

澳洲2

台湾2

人均全年医疗开支及10年升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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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保险业联会《2010年医疗索偿数据调查》及《2019年医疗索偿数据调查》

2.	 台湾卫生福利部统计处《109年国民医疗保健支出统计表》：平均每人经常性医疗保健支出（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健康统计资料）	
（2022年2月8日）

3.	 香港卫生署《香港健康数字一览》（2013、2018及2021年编订）

港币

年度



5自愿医保特点

越年轻越健康的人士   

较低的保费

为家人投保都可扣税4

每名受保人每年上限
为港币8,000元

市面上普遍自愿医保计划对于未知的已有
疾病均设30日至1年不等的等候期，部分
更要等到第4个保单年度才可赔足。

而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在保单生效日起
便会即时提供保障，并保证百分百赔偿。

设细项医疗赔偿限额

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 
全额支付2

-TAX

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 
豁免等候期，

 详情参阅P.10：保障地区

详情参阅P.11：赔偿方式 详情参阅P.12：税务扣减

或

即时生效

汇丰自愿医保

保险定律：早买早安心

全额支付赔偿

豁免等候期

可享税务扣减3 保障投保时未知的已有疾病5

一经批核，即时生效！

汇丰自愿医保计划提供全球医疗保障1

 移民 

 子女到外国留学

全球医疗保障

投保自愿医保前要知的6大重点

1.	 适用于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钻级）及标准计划。全球指无地域限制范围（不包括只
适用于香港的精神科治疗及较低级别病房现金保障）。

2.	 全额支付是指按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的条款及障应支付的合资格费用及其他费用。

3.	 合资格的税务扣减只适用于保单持有人或其配偶，并且为香港纳税人。就自愿医保	

保单缴付的合资格保费（不包括保费征费）可获得之税务扣减，将于每个课税年度	
根据扣除保费折扣（如有）后之已缴保费计算。实际所节省的税款可能低于例子	
款项，而且视乎香港特别行政区税务局对每宗个案的审核及协议。如欲获取更多资讯，	
请浏览www.ird.gov.hk或寻求独立的税务建议。

4.	 家人包括纳税人配偶及子女、纳税人或其配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和兄弟姐妹。

5.	 受保人投保时不察觉或没有出现明显的病征或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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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公司团体医保或基础医疗保险，设自付费的自愿医保可能较适合您。
假设天琪33岁1，公司虽然提供团体医疗保险，但她担心团体医保未必能提供足够的保障，	

因此决定投保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银级）来填补保障缺口。同时，她选择了自付费港币16,000元，保费将比没有自付费更便宜。

投保后，天琪确诊子官内膜异位（又称朱古力瘤），医生建议尽快做	

切除手术，总医疗费用为港币$146,071元。天琪于是：

先从团体医保索偿医疗开支，可获赔偿港币50,000元2

由于天琪的团体医保赔偿已高于自付费港币16,000元，因此她

可利用汇丰自愿医保再索偿有关所有余额：港币96,071元

1

2

投保年龄 保障级别 标准保费（年缴） 每年保障限额 每年自付费

33岁1 银级 港币6,967元 港币25,000,000元 港币16,000元

天琪能以较低保费，享有全面保障； 
并于是次索偿中，毋须自己支付任何费用。

先向公司团体医保索偿 再利用自愿医保索偿

港币50,000元

港币96,071元（包括自愿医保 
自付费 

港币16,000元）

谁适合选择有自付费的自愿医保？

1.	 指当保单持有人或受保人的下一次生日为此年龄的保单周年日。 2.	 团体医保的最高索偿额或有不同，而且因个别人士而异。只供说明用途。



7危疾保障

如患上严重疾病，要面对以下问题：

财政负担医疗费用 收入减少

额外一笔过赔偿，有助减轻以上负担

投保额外危疾保障前有什么考虑？

保障范围够广泛？ 危疾赔偿后会否影响保单价值? 如何面对市况波动环境？

在患上癌症、中风、心脏病等危
疾时，提供较大额的一笔过赔偿。

保单价值在赔偿后仍保持不变，
同时继续提供健康保障与财富	
增长的潜力。

行使保单价值管理权益，以锁定当前
保单价值，减少市况带来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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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疾保障与医疗保障配合使用

医疗费用
约港币13万元

复康治疗费用	

约港币18万元

泽霖损失两年收入

约港币100万元

潜在开支： 
长远的疗养费

实报实销 
医疗赔偿

一笔过赔偿 
支援其他需要

＝全面保障＋ 危疾保障医疗保障

医疗开支
医疗保障

危疾保障

假设泽霖是自雇人士*，肩负持家重担。可惜他不幸患上中风，需要即时接受手术。同时亦需要停工休养两年，

担心应付庞大医疗开支及康复前损失收入，为自己及家人带来财政负担，大大影响生活。

其实医疗与危疾保障可配合使用，令泽霖毋惧高昂治疗开支，同时也可以应付生活所需，解决财政困难。

1.	 以上示例只供说明之用。



9保险方案

汇溢保险计划 II
HSBC Wealth Goal Insurance Plan II

建立充裕的医疗/生活基金

汇康保险计划
HSBC Health Goal Insurance Plan

保障健康与财富，缓解患上严重疾病时
的经济负担，补漏自愿医保实报实销的
赔偿方式

癌症、心脏疾病或中风 2  
额外一笔过赔偿总额高达总保费

		计划亦提供长线财富增长机会

150%3

		保单价值不受有关赔偿影响

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
HSBC VHIS Flexi Plan

全额支付
1

住院及手术费用

全面医疗保障包括未知的已有病症，	
按需要选择地域保障范围

荣获10Life认可：

5.3%5

预计总回报4高达

助你达成长线财富累积目标

1.	 全额支付是指按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的条款及保障应支付的合资格费用及其他费用。

2.	 严重疾病保障包括癌症保障（额外赔偿）、心脏疾病保障（额外赔偿）及中风保障（额外	
赔偿），而这些保障内之每项保障仅限赔偿一次，并需与上一次保障内之任何涵括疾
病的赔偿相隔一年的等候期。在受保人年龄达80岁时、相关保障已获支付或保单已	
被终止时（以较早者为准），这些保障亦将会随即终止。如在支付保障赔偿时有任何	

未偿还之款项，必须于汇丰保险就本保单支付保障赔偿前缴清有关的款项。有关癌症、
心脏疾病及中风之定义，及在那些特定情况下或会引致不能获享保障赔偿，请参阅相
关的保单条款。若您对定义及不保事项存有疑问，您应咨询专业人士或寻求专业建议。

3.	 回报以30年后的基础计算。

4.	 预计总回报：预计净现金价值相对已缴基本计划总保费的倍数来计算。

5.	 以投保人为40岁男性，趸缴保费，第30个保单年度作计算。预计回报是根据当前假设
的投资回报来计算，因此是非保证的。有关主要风险因素的详情，请参阅「主要风险
—非保证利益」部分。



10 	保障地区

假设天琪已投保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银级）* 保障地区：亚洲1、澳洲及纽西兰

天琪有次到英国出差的时候，意外摔断右手，需要立即到当地的医院接受骨折复位手术。

虽然她持有的自愿医保灵活计划（银级）只可以为亚洲1、澳洲及纽西兰之地域范围作全额支付赔偿，但其实她仍然
享有汇丰自愿医保标准计划的全球医疗保障2。

因此即使身处外地，天琪仍然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索偿。即使设有细项赔偿限额，但也减轻了她的财政重担，	
分担了部分的医疗开支。

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设有不同的保障地区3

不论您投保任何级别的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亦可同时享有	
汇丰自愿医保标准计划的全球医疗保障2。即使身处国外或移居外地，亦可获保障。

自愿医保只保障本地医疗费用吗？

1.	 亚洲指阿富汗、孟加拉、不丹、汶莱、大中华、印度、印尼、日本、哈萨克、吉尔吉斯、老挝、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尼泊尔、
菲律宾、新加坡、南韩、塔吉克、泰国、东帝汶、土库曼、乌兹别克及越南。大中华指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

2.	 全球指无地域限制范围（不包括只适用于香港的精神科治疗及较低级别病房现金保障）。详情请参阅额外保障条款批注。

3.	 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设有不同的保障地区：铜级—大中华 1 ；银级及金级—亚洲 1、澳洲及纽西兰；钻级—全球 2。
	*	 本例采用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银级），并只供说明之用。



11	赔偿方式

全额支付	VS	设细项医疗赔偿限额

医院及治疗费用：港币521,000元

住院费用等开支2 手术有关总费用3 化疗及标靶治疗

港币38,000元 港币213,000元 港币270,000元

假设30岁1男性受保人在医疗保险的保障期内患上大肠癌，须接受切除肿瘤手术及住院7日，并须接受非手术抗癌治疗。

其他自愿医保计划#

医院及治疗费用

设细项赔偿限额
赔偿总额：港币297,000元

港币521,000元

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 全额支付 4

自付总额$0

自付总额：港币224,000元

1.	 	指当保单持有人或受保人的下一次生日为此年龄的保单周年日。

2.	 	参考2021年仁安医院常见手术收费。

3.	 	包括外科医生费、麻醉科医生费及手术室费。

4.	 全额支付是指按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的条款及保障应支付的合资格费用及其他费用。

#	 例子是以市场上的自愿医保灵活计划—升级计划作说明用途，每月保费约港币558元。

*										本例采用汇丰自愿医保灵活计划（铜级），并只供说明之用。每月保费约港币682元。



12 税务扣减

例一：单身男士

例二：已婚女士，供养老爷、奶奶及儿子

奕辰有1份自愿医保保单，全年缴交保费港币12,000元，超过港币8,000元上限，所以只可申请港币8,000元税务扣除额。

雨桐为家人购买及持有4份自愿医保保单，她与老爷、奶奶及儿子都是受保人，其中两份超过港币8,000元上限。

全年缴交保费

港币12,000元

超过每名受保人上限

港币8,000元

可申请总税务扣除额

港币8,000元

港币5,000元 港币5,000元 港币750元

港币16,000元 港币8,000元 港币1,200元

港币12,000元 港币8,000元 港币1,200元

港币2,500元 港币2,500元 港币375元

总额：港币23,500元 总额：港币3,525元

全年缴交保费 可申请税务扣除额 获节省的税款 1

雨桐

老爷

奶奶

儿子

税务扣减示例*

1.	 	假设税率为15%。 *	 以上示例只供说明之用。



免责声明

本册子内列明的个案为假设，并仅作说明用途及不能代表实际情况。本册子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任何人士提供任何建议，或藉此作出任何财务决定，亦不应视为代替专业建议。任何人士不应在未寻求特定专业意见前，单靠本册子作出任

何决定。以上情况及/或说明包含假设内容，须按个别情况进一步考虑有关细节，并受有关保单条款约束。

本册子所载资料并不构成邀请购买或出售任何银行或保险产品或服务。您应根据个人需要而选择产品及服务，请联络您的理财顾问，了解您的理财需要及风险承受水平。任何情况下，汇丰保险或汇丰集团均不对任何与您或第三方使用本文章或依赖

或使用或无法使用本册子内资讯相关的任何损害、损失或法律责任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特殊、附带、相应而生的损害、损失或法律责任。无论基于任何原因，本册子所载之部分或全部内容均不得复制或进一步发放予任何人士

或实体。

本册子所载资料乃取自汇丰保险相信为可靠的来源，然而，汇丰保险并未独立核实此等资料。汇丰保险及汇丰并不会对此等资料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保证、陈述或担保，及不会对此等资料承担任何责任。本册子所载资料可因应情况修改而不作另

行通知。

汇丰保险获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监局授权及受其监管，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营长期保险业务。汇丰保险是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亦是汇丰集团旗下从事承保业务的附属公司之一。汇丰保险提供的保险产品只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透过汇丰销售。

您须承受汇丰保险的信贷风险，就有关汇丰与您于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时引起的金钱纠纷，汇丰将与您把个案提交至金融纠纷调解计划	；然而，有关产品合同条款的任何纠纷，应直接由汇丰保险与您共同解决。有关汇丰保险的产品详情及资料，

请浏览汇丰网站的保险专页，或亲临分行了解详情。

本册子出版日期为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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