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达保危疾保障计划，由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承保，是一份可取回保费的危疾保险计划，绝不等同或类似任何银行存款或银行储蓄存款计划。

当身体健康出现问题，财政健康，更显重要。

应对无常人生  预防远胜治疗

汇达保危疾保障计划

危疾保险



35%

为何选择「汇达保危疾保障计划」?

环顾全球，危疾，一直是人类头号致命原因之一。单单于2019年，危疾共夺走5,540万人的生命。当中，以心脏病为致命之冠，

占危疾死亡人数的16%；中风紧随其后，占11%。

香港方面，近年出现的两大趋势，格外令人担忧—危疾新症不断增加、而病人平均年龄却持续下降。原因众多，例如是生活压力

日益增加及污染等。

不能避免地，公营医疗系统难免不胜负荷，而获相关治疗之等候期亦越来越长。有见及此，巩固财政安全网，以防当危疾来袭，

甚为重要。

汇达保危疾保障计划（「本计划」或「本保单」）是一份具备危疾保障的保险计划。

若您一旦不幸患上危疾时，可得到经济后盾，及时作出适切治疗，助您安渡逆境。总括而言，准备越充足，越能抵御无常人生。

2009至2019年，癌病新症升幅

超过35%。

平均每日诊断患上癌症人数多达

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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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致命疾病」由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12月发布
+ 医院管理局香港癌症资料统计中心：2019年香港癌症资料统计概览（2021年10月，https://www3.ha.org.hk/cancereg）
# 医院管理局香港癌症资料统计中心：2019年香港十大女性癌症（2021年公布）

据统计，于2019年，49%确诊乳癌的妇女，平均年龄为40至59岁。此外，年轻女性亦不能幸免，

最年轻个案显示，患者不足25岁#。

过去20年，众多危疾中，以

心脏病死亡率跃升最高：由

2000年200万死亡人数，急升

至2019年之890万死亡人数，

升幅高于3倍。

双双位列全球十大致命疾病*

心脏病 癌症及亚尔兹默氏病



特点

计划涵盖76种危疾及为4种危疾以外的情况提供保障：

‧ 末期疾病
‧ 完全及永久伤残
‧ 不能独立生活
‧ 重大医疗治疗1

即使不幸患上尚未发现的新型疾病或遭受创伤，上述4种情况亦可为受保人提供延伸

保障。

只要经诊断患上涵盖的危疾后起计最少存活14日，将可获保额100%作为危疾保障。

有关80种危疾及情况的覆盖范围，请参阅危疾清单。

涵盖范围全面

提供延伸保障

以回馈健康体魄，如于保单保障终止日（第10个保单年度终结时）未曾作任何索偿，

可保证获退回已缴总保费2的101%。

保证退回已缴

总保费2的101%

‧ 高保障比率（保额除以已缴总保费2）—以比较相宜的保费获取理想的保障比率。

‧ 供款期内，保费维持水平且保证不变，令更理财更有预算。
保费比较相宜

如受保人于保单终结前身故，受益人将可获已缴总保费2的100%。身故赔偿3

3



以上内容均以本保单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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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保证现金价值是指在保单期内，您的保单随时间积存的现金价值。以下列表所载的

百分比列明计算方法。保单内的保证现金价值会在保单期内逐步递增。如保单持有人

于保单终结前退保，将视乎因退保或失效而导致保单终结的生效日期，取回相应的

保证现金价值。

保证现金价值

申请手续，过程简便。透过简易核保4，只须回答5条有关健康问题，毋须进行任何

健康检查。

申请简便— 

简易核保过程4

如保单持有人年龄介乎19至64岁6，连续失业30日或以上，到期缴付保费宽限期可

延长至365日，而期间仍可持续获得全面保障，安渡难关。

附加保障（受制于申请资格）已包括在保单的基本计划内，毋须另缴额外保费。

附加失业延缴

保费保障5

(毋须额外保费)

保单终止生效日期

于第1个保单年度内

于第2个保单年度内

于第3个保单年度内

于第4个保单年度内

于第5个保单年度内

于第6个保单年度内

于第7个保单年度内

于第8个保单年度内

于第9个保单年度内

于第10个保单年度内

于第10个保单年度结束时

0%

30%

40%

50%

60%

65%

70%

75%

80%

85%

101%

用作计算保证现金价值
的已缴总保费2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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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6

Helen选择了汇达保危疾保障计划以满足所需：

以下例子纯属虚构及只供说明之用，而所示的金额为港币。

34岁6

保费供款年期 2年

例子

保额 港币1,500,000元（约等于已缴总保费2的450%）

每年保费 港币166,665元

已缴总保费2 港币166,665元 × 2年 = 港币333,330元

保单年期 10年

情境：确诊危疾，获100％保额作为危疾赔偿

6年后，Helen不幸患上乳癌。作为保单持有人及受保人，她将可获港币1,500,000元的危疾赔偿*，以应付医疗开支及维持家人

生活质素。

* 如受保人确诊计划涵盖的危疾并最少存活14日，将可获100％保额，并受制于索偿评估及所需医疗证明。

Helen是一位工程师，亦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她深明人生无常及患上危疾

所带来的风险及对家庭财政造成的影响。作为家庭收入支柱，她希望防患于

未然，即使不幸危疾来袭，亦可给予挚爱家人财政上之保障。故此，她正在

搜寻一份保费相宜的危疾保险计划，而这份计划需要提供周全保障及附有高

保障比率（保额除以已缴总保费2）。

家庭收入支柱

Helen    34岁6女性    非吸烟人士

例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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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选择了汇达保危疾保障计划以应对未来：

例子

年龄6 27岁6

保费供款年期 5年

保额 港币350,000元（约等于已缴总保费2的578%）

每年保费 港币1,010元

已缴总保费2 港币1,010元 × 12个月 × 5年 = 港币60,600元

退回已缴总保费2的101% 港币61,206元

保单年期 10年

情境：无危疾索偿记录 可获退回已缴总保费2

10年后，Ian保持身体健康，并无患上任何危疾。由于未曾作出任何危疾索偿及调减保额，最终他一次性获退回已缴总保费2

的101%—港币61,206元。此后，他利用此款项作为创业资金，开展心仪已久的网上业务。

假设:

34岁6的女性选取2年缴付保费可获450%（4.5倍保障比率—保单总额除以已缴总保费2）。

27岁6的男性选取5年缴付保费可获578%（5.78倍保障比率—保单总额除以已缴总保费2）。

比例随年龄6/性别/吸烟状况/缴款方式/缴款年期等而异。

职场新鲜人

Ian     27岁6男性     非吸烟人士

例子2

Ian的工时长且不稳定。他担心工作压力将为健康带来影响，故正在寻找一份

简单的危疾保险计划以作安全网。碍于有限预算，他希望如在保单期满时健康

无恙，可取回全数已缴保费。



本产品册子所述内容只供参考之用。如需了解更多有关详情，您应同时参阅相关保险计划建议书及保单条款的条款详情。

计划摘要

2年或5年保费供款年期

合计保费7、按月或按年，透过以下方式缴付：

‧ 汇丰银行港币户口（自动转账）
缴付保费方法

‧ 保费缴付期内，保费维持水平保证不变
‧ 保费价格随投保时年龄6/性别/吸烟状况而异

保费类别

港币100,000元最低保额（每份保单）

港币2,500,000元最高保额（每名受保人）

危疾保障的索偿等候期为90日。

如任何危疾的征兆及/或症状自下列日期起的九十（90）历日内出现，我们将不支付任何危疾

保障：a）保单签发日；或 b）保单的最后复效日期，以较迟者为准。

等候期

保证现金价值是指在保单期内，您的保单随时间积存的现金价值。此金额根据保单附表所列之

百分比总额计算得出。

有关保证现金价值详情，请参阅「特点」部分。

保证现金价值

(在保单期内您的

保单的现金价值)

净现金价值指在保单年度结束后（保障终止日）或之前的任何时候，相等于保证现金价值扣除

任何债项之后的金额。

净现金价值

如受保人被诊断患上计划涵盖的任何一种危疾，及经诊断患上危疾后最少存活14日，本公司将

支付相等于保额的100%的危疾保障；

如保单以合计保费7方式缴付，危疾保障额将加上于受保人诊断证实患上危疾的日期的合计保费7

金额结余及其非保证累积利息（如有）。

当危疾保障应予支付时，本保单将自动被终止。除非因退保或失效而导致保单终结，保单持有人

并不会获得支付保证现金价值。

有关计划涵盖危疾或手术详情，请参阅危疾清单。

危疾保障

出生后15日至55岁6

透过网上投保：19至55岁6

投保年龄

港币保单货币

10年保单年期

7



计划摘要

您可以本公司规定格式的书面要求调减保额。如获本公司同意，本公司将根据调减保额部份所

计算的净现金价值（如有）退回保单持有人。另外，该保单之已缴总保费2、保额、保证现金

价值、身故赔偿3及危疾保障将按比例相对地调整和减少。当调减保额生效后，本公司将会签发

一份保单批注及修改保单附表予保单持有人。

调减保额

当受保人身故，受益人将可获于身故日期已缴总保费2之100% 扣除任何债项的身故赔偿3。 

若受保人经诊断患上危疾后生存少于14日，亦可获身故赔偿3。

如保单是以合计保费7方式缴付，身故赔偿3将加上于受保人身故日期的合计保费7金额结余及

其非保证累积利息（如有）。

当身故赔偿应予支付时，本保单将自动被终止。除非因退保或失效而导致保单终结，保单持有人

并不会获得支付保证现金价值。

身故赔偿3

保单会于第10个保单年度终结时期满，保单持有人将获得保证现金价值，相等于已缴总保费2的

101%。

期满利益

失业延缴保费保障5，毋须缴付额外保费。

有关详细条款、细则及不保事项，请参阅有关附加保障的保单条款。

附加失业延缴保费保障5

在计划的保单年度结束后（保障终止日），您的保单可转换为另一全新及保额与您现时的保单

相同或较少的危疾保险计划或终身寿险，惟有关医疗核保的规定将被豁免。新保单之保费将由

本公司根据该类保险在转换时的收费标准及受保人的年龄6而厘定。

有关转换权益详情，请参阅有关保单条款。

转换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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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利益 您可随时以书面填妥本公司指定的表格要求申请退保，本公司将会退回相当于保单在本公司处理

相关指示的当天之净现金价值的金额。

如保单以合计保费7方式缴付，退保利益将加上本公司处理退保指示当日之合计保费7金额结余及

其非保证累积利息（如有），惟需扣除相关退保费用。适用于相对应保单年度之合计保费7金额

结余及其非保证累积利息的退保费用率现列于下表。

保单全数退保后，本公司将获全面解除对该保单的责任。

退保费用率
保单年度

2年保费供款年期 2%

2%

不适用

2%

不适用

2%

不适用

2%

不适用

不适用5年保费供款年期

1 2 3 4 5



保障摘要

危疾清单

‧ 癌症

癌症

‧ 心肌病

‧ 艾森门格氏症状

‧ 传染性心内膜炎

‧ 主动脉手术

‧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 心脏病

‧ 其他严重冠状动脉疾病

‧ 分割性主动脉瘤

‧ 心脏瓣膜手术

‧ 原发性肺动脉高血压

与心脏相关的疾病

‧ 亚尔兹默氏病

‧ 细菌性脑膜炎

‧ 转移性脑癌

‧ 脑炎

‧ 肾髓质囊肿病

‧ 肌肉萎缩症

‧ 柏金逊症

‧ 进行性肌肉萎缩

‧ 中风

‧ 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

‧ 良性脑肿瘤

‧ 昏迷

‧ 偏瘫

‧ 运动神经原疾病

‧ 重症肌无力症

‧ 原发性侧索硬化

‧ 进行性核上神经麻痹症

‧ 结核脑膜炎

‧ 脑皮质坏死

‧ 须作手术之脑动脉瘤

‧ 克雅二氏病

‧ 严重头部创伤

‧ 多发性硬化症

‧ 肢体瘫痪

‧ 进行性延髓麻痹

‧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与脑部及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

9

‧ 慢性肾上腺功能不足

‧ 系统性红斑狼疮引致狼疮性肾炎

‧ 肾衰竭 ‧ 嗜铬细胞瘤

与肾脏相关的疾病

‧ 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脏炎

‧ 复发性慢性胰脏炎

‧ 须接受肝移植之胆道闭锁

‧ 末期肝病

‧ 慢性自体免疫性肝炎

‧ 暴发型病毒性肝炎

与肝脏及胰脏相关的疾病

‧ 慢性阻塞性肺病

‧ 严重肺气肿

‧ 末期肺病

‧ 严重肺纤维化

‧ 严重支气管扩张

与肺部及呼吸系统相关的疾病

‧ 主要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



^ 计划涵盖4种危疾以外的情况，为尚未发现的新型疾病或创伤提供延伸保障。

某些受保危疾在索偿时可能会有地区限制，如「因输血感染爱滋病/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因突击感染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因职业感染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 
阁下应参阅保单条款详情。

保障摘要

危疾清单

‧ 失明

‧ 丧失肢体

‧ 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

‧ 失聪

‧ 失去一只眼睛和一肢

‧ 完全及永久伤残^

‧ 不能独立生活^

‧ 丧失语言能力

残疾

‧ 重大医疗治疗1^

手术及深切治疗相关

‧ 因输血感染爱滋病/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

‧ 伊波拉

‧ 溶血性链球菌引致之坏疽

‧ 因治疗引致感染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

‧ 因职业感染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

‧ 严重溃疡性结肠炎

‧ 再生障碍性贫血

‧ 象皮病

‧ 因突击感染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

‧ 骨髓纤维化

‧ 狂犬病

‧ 硬皮病

‧ 克罗恩氏病

‧ 破伤风

‧ 严重烧伤

‧ 坏死性筋膜炎

‧ 严重类风湿关节炎

‧ 末期疾病^

其他疾病

10



重要事项

不保事项 「危疾」不包括以下情况：

(1) 受保人在签发日期、保单日期或最后一次保单复效的生效日期（以较迟者为准）前已知已存在的状况；

或

(2) 受保人在签发日期、保单日期或最后一次保单复效的生效日期（以较迟者为准）起计首九十（90）日内

患上的任何疾病；或

(3) 并非经注册医生处方的药物中毒或酒精滥用；或

(4) 任何人体免疫力缺乏病毒（HIV）或任何与HIV有关的疾病，包括后天免疫力缺乏症（即爱滋病），或任

何由此而致的突变、衍化或变异。 (不适用于以下危疾，「因输血感染爱滋病/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

「因突击感染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因治疗引致感染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和「因职业感染人类免

疫力缺乏病毒」的危疾）。请参阅本保单保单附表内之危疾之定义。

「已存在的状况」是指受保人知道或理应知道的在签发日期、保单日期或最后一次保单复效的生效日期（以

较迟者为准）前已存在征兆或症状的疾病或受保危疾；或受保人已被建议进行医学诊断、会诊或治疗；或受

保人已安排或接受医学测试或诊断。

冷静期 「汇达保危疾保障计划」是一份具备可取回保费的危疾保险计划。部分保费将用作支付保险及有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开立保单、售后服务及索偿之费用。如您对保单不满意，您有权透过发出书面通知取消保单

及取回所有已缴交的保费及保费征费。如要取消，您必须于「冷静期」内（即是为紧接保单或冷静期通知书

交付予保单持有人或保单持有人的指定代表之日起计的21个历日的期间（以较早者为准）），在该通知书上

亲笔签署作实及退回保单（若已收取），并确保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设于香港九龙深旺道1号

汇丰中心1座18楼的办事处直接收到该通知书及保单。冷静期结束后，若您在保单年期完结之前取消保单，

预计的净现金价值可能少于您已缴付的保费总额。

取消保单 冷静期过后，您可随时填妥本公司指定的表格要求退保，并取回保单的净现金价值加上合计保费7金额之

结余及其累积利息（如适用），再扣除按保单条款所定的相关退保费用。保单全数退保后，本公司将获

全面解除对保单的责任。

自杀条款 若受保人在签发日期或保单复效日期（以较迟者为准）起计一年内自杀身亡，无论自杀时神志是否清醒，

我们须向保单持有人之保单支付的身故赔偿3，将只限于保单持有人自保单日期起已缴付给我们的保费

金额，减去我们已向受益人支付的任何金额。有关详细条款及细则，请参阅基本计划之保单条款。

核保的披露责任 您必须披露所有影响本公司作出核保决定的资料。本公司有权就失实陈述或欺诈的情况宣告保单无效。 

若您在提交文件中，错误申报非健康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年龄6或性别），本公司有权根据正确资料调整

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保费或宣告保单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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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资格 根据所选的保费供款年期，合资格申请本计划人士如下：

• 出生后15日至55岁6

• 透过网上投保：19至55岁6

本计划受本公司就保单持有人及/或受保人之国籍（国家/地区）及/或地址及/或居留国家或地区不时厘定的

相关规定限制。

漏缴保费 应缴保费有30日的宽限期。倘若您在宽限期完结时未能付款，将导致保单失效，保单持有人将会收到第一次

未付保费到期日当天的任何净现金价值。

重要事项

合计保费金额方式7 合计保费金额方式7可让您预缴所需的保费，于保费到期日扣除所需之每年保费后的合计保费7金额结余将积

存生息，息率为非保证并会由我们不时厘定。若合计保费7金额及其累积利息超出您的保单所需的总保费，

我们将于扣除所有于您的保单下尚欠之全数保费后，于实际情况下尽快将余额退回。若合计保费7金额及其

累积利息不足以支付您的保单所需的总保费，我们将以书面要求阁下立即缴付保费差额。如您未能缴付保费

差额，可能令您的保单失效。有关合计保费7金额的主要风险因素详情，请参阅「主要风险－退保风险」

部份。

适用法律 规管保单的法律为百慕达法律。然而，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提出任何争议，则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非专属

司法管辖权将适用。

税务申报及金融罪行 本公司可不时要求您提供关于您及您保单的相关资料，以履行本公司及其他汇丰集团成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及外地之法律或监管机构及政府或税务机关负有的某些责任。若您未有向本公司提供其要求之资料或您对

汇丰集团成员带来金融罪行风险，便会导致以下保单条款列出的后果，包括本公司可能：

• 作出所需行动让本公司或汇丰集团成员符合其责任；

• 未能向您提供新服务或继续提供所有服务；

• 被要求扣起原本应缴付予您或您的保单的款项或利益，并把该等款项或利益永久支付予税务机关；及

• 终止您的保单。

如有任何利益或款项被扣起及/或保单被终止，您从保单获取之款项加上您在保单终止前从保单获取之款项

总额（如有）可能会少于您已缴保费之总额。本公司建议您就税务责任及有关您保单的税务状况寻求独立

专业意见。

保单终止条款 我们有权于以下任何情况之下终止您的保单：

• 如您未能在宽限期届满前缴付到期保费；或

• 若我们合理地认为继续维持您的保单或与您的关系会使我们违反任何法律，或任何权力机关可能对我们

或集团成员采取行动或提出谴责；或

• 我们有权根据任何附加保障的条款终止您的保单。

有关终止条款的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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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风险

信贷风险及无力偿债风险 本产品乃一份由本公司签发的保单，因此，您受本公司的信贷风险所影响。您支付的保费将成为本公司资产

的一部分，您对任何该等资产均没有任何权利或拥有权。如追讨赔偿，您只可向本公司追索。

流动性风险 本保单乃为保单持有人持有整个保单年期而设。如您因任何非预期事件而需要流动资金，可以根据保单

相关条款全数或部分退保。但这样可能导致保单失效或保单较原有之保单期提早被终止，而可取回的款项

（如有）可能会少于您已缴付的保费。

通胀风险 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将来的生活费很可能较今天的为高。因此，即使本公司履行其所有合约义务，您或

您所指定的受益人将来从本保单收到的实质金额可能较低。

延误或漏缴到期的保费之风险 任何延误或漏缴到期保费或会导致保单失效，您可收回的款额（如有）或会明显少于您已缴付的保费。

退保之风险 如您需要或于早期作全数或通过调减保额部分退保，您可收回的款额或会明显少于您已缴付的保费。若您已

选择合计保费金额方式7，则于您退保时，我们须从预缴保费的余额及任何其累积利息中，收取退保费用。

有关退保费用之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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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保人必须在同一住院期间满足以下所有三（3）项标准方可获得赔偿：
 （a）已经接受了保单条款定义之复杂手术以及
 （b）符合资格之深切治疗部住院持续五（5）日或以上，以及
 （c）接受侵入性生命支持治疗

2. 已缴总保费指于身故赔偿3时及净现金价值，截至相关保单终止日期，就基本计划所有到期及已实际缴付的保费总额。惟合计保费7金额结余及其非保证累积利息，将
不会用以计算「已缴总保费」，除非及直至该部分的保费于该日期实际已到期及已实际缴付。

3. 若于受保人身故而在受保人身故当日本保单仍然生效，本公司在接获有关要求的文件后将支付身故赔偿。身故赔偿将相等于按受保人身故日期来计算之基本计划的已缴
总保费2之100%扣除任何债项。若保单持有人以合计保费7金额形式缴交保费，身故赔偿将加上于受保人身故日期的合计保费7金额结余及其非保证累积利息（如有）。

4. 「简易核保」申请及已生效保单之全期总保额上限（以每名受保人计）乃根据受保人之受保年龄6而有所不同，该金额包括「本计划」及「本公司」指定保险计划。
有关核保要求，请查阅汇丰网页或致电汇丰保单服务热线（852）2583 8000。本公司保留权利根据受保人及/或保单持有人于投保时所提供之资料而决定是否接受有关
之投保申请。

5. 失业延缴保费保障适用于年龄介乎19岁至64岁6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保单持有人。保障将于保单持有人年届65岁6或已清缴所有到期保费或保单终止时（以较早者为准）
终止。该保障并不适用于合计保费7保单。有关详细条款及细则以及不保事项，请参阅附加保障之保单条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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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一笔过付款指合计保费金额方式，让您在预缴所需保费时以汇丰保险所制定的折扣缴付。其后，每年应缴之保费将在保费到期日从合计保费金额结余中扣除。于相关
保费到期日扣除所需每年保费后的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将积存生息（息率由汇丰保险决定）。此息率为非保证，并会由汇丰保险不时厘定。请注意，若您选择以此方式
支付保费，您必须确定这笔预缴的保费可保留于保单内，除受保人身故、患上危疾或退保外，预缴保费的结余（及其非保证累积利息）一经缴付后将不可提取。因此，
我们建议您应该在申请计划时选择适合个人财务状况的缴付保费方式。详情请参阅「重要事项—合计保费金额方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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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百慕达之有限公司）刊发

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们」）是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为
汇丰集团旗下从事承保业务的附属公司之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办事处

香港九龙深旺道1号汇丰中心1座18楼

本公司获保险业监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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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汇丰」）乃根据保险业条例（香港法例第41章）注册为本公司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分销人寿保险之保险代理
机构。 「汇达保危疾保障计划」为本公司之产品而非汇丰之产品，由本公司所承保并只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透过汇丰销售。

对于汇丰与您之间因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而产生的合资格争议（定义见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的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的职权范围），汇丰须
与您进行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程序；此外，有关涉及您上述保单条款及细则的任何纠纷，将直接由本公司与您共同解决。

本公司对本产品册子所刊载资料的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并确认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尽其所知所信，本产品册子并无遗漏足以令其
任何声明具误导成份的其他事实。本产品册子所刊载之资料乃一摘要。有关详尽的条款及细则，请参阅您的保单。

汇达保危疾保障计划

更多资料

策划未来的理财方案，是人生的重要一步。我们乐意助您评估目前及未来的需要，让您进一步了解「汇达保危疾保障计划」

如何助您实现个人目标。

浏览 www.hsbc.com.hk/insurance 

如有一般查询可致电汇丰保险热线：（852）2233 3130

或于汇丰网站指定页面、网上理财及汇丰流动理财应用程式选用在线通讯「 线上对话」服务即时获得协助

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荣获以下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