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術現金保險計劃

就算不是癌症或交通意外，在球場上發生小小的碰撞，都可能讓您花上數千元進行手術。年輕
的您或許從未準備這些意外開支，又或許是高昂的醫療保費令您卻步嗎？

蘇黎世現特別推出保費相宜的蘇黎世「i - 世代」手術現金保險計劃，保障結構簡單，在您現有
的團體或個人醫療保險上，為您再額外提供手術現金週轉。

個案一 — 從未購買醫療保險的Erica

今 年 18 歲 剛 中 學 畢 業 的
Erica，由於她媽媽最近完
成了子宮纖維瘤手術，令她
明白到醫療保險的需要。可
是傳統醫療保險既複雜又昂
貴，那些保障項目不但種類
繁多，並且有個別限額，還
有大量專門術語令她難以理
解。最後她選擇了一個簡單

的手術現金保障，只需相宜的價錢（每月 93 港元）就能購
買蘇黎世「i - 世代」手術現金保險計劃的標準保障。

及後，Erica 發現右手長出一個粉瘤並需在診所進行切除
手術。

由於切除粉瘤屬於小型手術，所以雖然手術費用只是
2,000 港元，但她都能獲得 4,000 港元的賠償。

個案二 — 希望加強現有的團體/個人醫療保障的Joshua

33 歲的 Joshua 是一名活躍
的運動員。他公司雖然提供
團體醫療保險的福利，但只
能保障他八成的醫療費用開
支。Joshua 覺 得 保 障 範 圍
及保額有限，所以他每月以
246港元投保蘇黎世「i-世代」
手術現金計劃的優越計劃來
彌補團體醫保的不足。

Joshua 在一場籃球比賽中發生碰撞導致嚴重膝傷，立即
被送往私家醫院接受診治，經 MRI 掃描後發現他的右膝
蓋前十字韌帶撕裂，並需進行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

全因蘇黎世「i - 世代」提供額外保障，Joshua 不但獲
得全數賠償，更有靈活現金讓他運用。

備註：以上個案只供說明用途。

診斷結果 分泌皮脂腺囊腫

手術 分泌皮脂腺囊腫切除手術

醫療及手術總費用 2,000 港元

蘇黎世 「i - 世代」之賠償金額 4,000 港元

診斷結果 前十字韌帶撕裂

手術 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

醫療及手術總費用 69,000 港元

公司團體醫療保險之賠償金額 55,200 港元

蘇黎世 「i - 世代」之賠償金額 15,000 港元

 蘇黎世「i-世代」

保障表

1. 於香港境外進行手術的最高保障額為上述百分之五十。

2. 本保單生效日期開始計算 30 天的等候期適用於手術現金賠償，唯意外受傷除外。

3. 本保單生效日期開始計算 36 個月的等候期適用於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異常。

    計劃特點

• 毋需驗身、保證承保任何18至35歲合資格人士

• 在特定保額範圍內為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
異常提供保障

• 保費相宜的個人醫療保險替代保障，每月保費低至
93港元

• 投保或續保時，均不會增收個人額外保費

• 保費按投保時年齡而定，越年輕投保，保費越便宜

• 保障包括簡單門診手術

• 靈活現金計劃、符合您的需要

• 全球保障1

每名受保人每宗傷疾之最高保障額 1,2（港元）

標準計劃 優越計劃

手術現金保障

  (1) 非小型手術 8,000 15,000

  (2) 小型手術 4,000 7,500

  (3) 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及先天性
異常 3 2,400 4,500

每年度最高總限額 24,000 45,000

保費表

小型手術表概覽

•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會定期調整小型手術表內列出之小型手術並保留更新小型手術表
之權利。任何調整將於本保單週年日期適用。

•  以上小型手術表只供說明用途。

眼睛
切除瞼腺炎、瞼板腺囊腫或翼狀胬肉（一側或兩側）
鼻 / 耳 / 喉 / 肺
耳鼓膜穿刺術（包括 / 不包括植管）
皮膚、皮下組織及乳房
皮膚病變組織或皮下組織切除
乳房腫塊活細胞檢查
內分泌及淋巴系統
淋巴結膿腫引流
骨骼肌肉系統
板機指或姆指鬆解手術
女性生殖系統
子宮頸冷凍手術 / 燒灼術 / 雷射手術或錐形切除術 / 子宮頸錐狀
切片
子宮頸患處切除
一般
任何在門診或日症設備環境下進行之手術
任何內窺鏡包括 / 不包括活組織檢查及包括 / 不包括瘜肉切除
下列的內窺鏡不受保在此保單內：
• 膠囊內窺鏡
• 鼻腔鼻竇內窺鏡
• 咽頭鏡

• 喉頭鏡
• 陰道鏡
• 子宮鏡

•  保費將不會根據個人的索償經驗而增加。但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會按保費到期日當時
適用的保費表，保留在保費到期日變更或調整保費之權利。若有任何保費改動，亦將
於保費到期日前三十天內向閣下發出書面通知。  

年齡 每年保費（港元） 每月保費（港元）
計劃 標準 優越 標準 優越
18 1,116 2,100 93 175
19 1,128 2,124 94 177
20 1,152 2,172 96 181
21 1,188 2,220 99 185
22 1,212 2,280 101 190
23 1,260 2,364 105 197
24 1,308 2,460 109 205
25 1,380 2,580 115 215
26 1,452 2,712 121 226
27 1,464 2,748 122 229
28 1,488 2,784 124 232
29 1,512 2,832 126 236
30 1,536 2,892 128 241
31 1,548 2,904 129 242
32 1,560 2,940 130 245
33 1,572 2,952 131 246
34 1,596 2,976 133 248
35 1,620 3,024 135 252

備註
•   投保年齡 — 任何人介乎 18 歲至 35 歲（上次生日年齡）， 並可續保至 55 歲。

•   任何受保人只能投保一份保單 ; 而受保人必須為保單的投保人。

•  更改保障 — 任何更改須於保單週年日期前遞交。申請必須經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 
批核。

•  受保人必須為香港市民，或居於香港而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並且有固定香港住
址並以香港為慣常居住地。

•  若閣下選擇以信用卡或銀行賬戶繳付保費，本保單將於週年日自動續保生效，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將繼續於到期日時在該付款賬戶收取保費，直至閣下另行 
通知。

主要不承保事項
a.   任何於等候期內所引起的治療或費用；

b.   並非由註冊醫生所進行的任何手術；

c.  任何因分娩、流產、墮胎、妊娠引致的懷孕狀況及其他有關併發症，避孕或避孕
儀器，男女兩性的先天缺陷或不正常、生育、不育、未能懷孕治療或性功能障礙 
治療（包括男性性功能障礙影響）及兩性絕育手術或還原絕育的手術；

d.  美容或整容手術（包括任何因美容治療引致的手術及任何因意外所致所引致的治療）；
有關淺靜脈曲張、蜘蛛網狀靜脈的治療；

e.   任何性質的牙科手術；

f .   發育延遲或學習及 / 或語言傷疾；

g.  人體免疫力衰竭病毒（HIV）及/或任何 HIV 有關疾病引起，包括愛滋病（AIDS）及/或
不論如何引起或如何定名之變種、衍生或變故病體的治療；

h.   任何關於性病或透過性接觸傳染的疾病；

i.    任何純粹以針注射或用針的程序；

j.    眼部屈光不正；

k.   有關腎衰竭的支持性治療，包括透析治療；

l .   有關體重增加的任何手術，肥胖的治療或所有以增加或減少體重為目的之治療，不 
論有沒有疾病或共存疾病的出現；或

m.  植入荷爾蒙植入物的治療。

本宣傳資料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保險合約的一部份，有關此項保障計劃的內容細則
及不承保事項將詳列於保單之內，如有任何差異，均以保單內之條款細則為準，蘇黎世
保險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批核及決定權。

 （如中文譯本與英文有異，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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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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27樓
電話：+852 2968 2288
傳真：+852 2968 0639
網址：www.zurich.com.hk

關於蘇黎世
蘇黎世保險（香港）是蘇黎世保險集團轄下之機構，竭誠為個
人、商業及企業客戶提供全面又靈活的一般保險及人壽保險服
務，照顧他們在保險、保障及投資上的需要。集團在香港的業務
始於1961年，至今已於本港一般保險市場上成為五大保險公司之
一*。
蘇黎世保險集團（蘇黎世）是一家全球領先的多險種保險公司，
為全球及本地市場的客戶提供服務。蘇黎世現有僱員約54,000
名，為客戶提供各種財產及意外保險和人壽保險產品及服務。公
司客戶包括遍及2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個人、大中小型企業及跨
國公司。集團總部設立在瑞士蘇黎世，公司成立於1872年。蘇黎
世的控股公司蘇黎世保險集團公司（ZURN）在瑞士證券交易所
（SIX Swiss Exchange）上市，具有在OTCQX場外交易的一級
美國存託憑證計劃（ZURVY）。請瀏覽 www.zurich.com了解有
關蘇黎世的更多資訊。

*來源：保險業監管局，按毛保費計算，2016年。



  手術現金保險計劃

就算不是癌症或交通意外，在球場上發生小小的碰撞，都可能讓您花上數千元進行手術。年輕
的您或許從未準備這些意外開支，又或許是高昂的醫療保費令您卻步嗎？

蘇黎世現特別推出保費相宜的蘇黎世「i - 世代」手術現金保險計劃，保障結構簡單，在您現有
的團體或個人醫療保險上，為您再額外提供手術現金週轉。

個案一 — 從未購買醫療保險的Erica

今 年 18 歲 剛 中 學 畢 業 的
Erica，由於她媽媽最近完
成了子宮纖維瘤手術，令她
明白到醫療保險的需要。可
是傳統醫療保險既複雜又昂
貴，那些保障項目不但種類
繁多，並且有個別限額，還
有大量專門術語令她難以理
解。最後她選擇了一個簡單

的手術現金保障，只需相宜的價錢（每月 93 港元）就能購
買蘇黎世「i - 世代」手術現金保險計劃的標準保障。

及後，Erica 發現右手長出一個粉瘤並需在診所進行切除
手術。

由於切除粉瘤屬於小型手術，所以雖然手術費用只是
2,000 港元，但她都能獲得 4,000 港元的賠償。

個案二 — 希望加強現有的團體/個人醫療保障的Joshua

33 歲的 Joshua 是一名活躍
的運動員。他公司雖然提供
團體醫療保險的福利，但只
能保障他八成的醫療費用開
支。Joshua 覺 得 保 障 範 圍
及保額有限，所以他每月以
246港元投保蘇黎世「i-世代」
手術現金計劃的優越計劃來
彌補團體醫保的不足。

Joshua 在一場籃球比賽中發生碰撞導致嚴重膝傷，立即
被送往私家醫院接受診治，經 MRI 掃描後發現他的右膝
蓋前十字韌帶撕裂，並需進行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

全因蘇黎世「i - 世代」提供額外保障，Joshua 不但獲
得全數賠償，更有靈活現金讓他運用。

備註：以上個案只供說明用途。

診斷結果 分泌皮脂腺囊腫

手術 分泌皮脂腺囊腫切除手術

醫療及手術總費用 2,000 港元

蘇黎世 「i - 世代」之賠償金額 4,000 港元

診斷結果 前十字韌帶撕裂

手術 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

醫療及手術總費用 69,000 港元

公司團體醫療保險之賠償金額 55,200 港元

蘇黎世 「i - 世代」之賠償金額 15,000 港元

 蘇黎世「i-世代」

保障表

1. 於香港境外進行手術的最高保障額為上述百分之五十。

2. 本保單生效日期開始計算 30 天的等候期適用於手術現金賠償，唯意外受傷除外。

3. 本保單生效日期開始計算 36 個月的等候期適用於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異常。

    計劃特點

• 毋需驗身、保證承保任何18至35歲合資格人士

• 在特定保額範圍內為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
異常提供保障

• 保費相宜的個人醫療保險替代保障，每月保費低至
93港元

• 投保或續保時，均不會增收個人額外保費

• 保費按投保時年齡而定，越年輕投保，保費越便宜

• 保障包括簡單門診手術

• 靈活現金計劃、符合您的需要

• 全球保障1

每名受保人每宗傷疾之最高保障額 1,2（港元）

標準計劃 優越計劃

手術現金保障

  (1) 非小型手術 8,000 15,000

  (2) 小型手術 4,000 7,500

  (3) 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及先天性
異常 3 2,400 4,500

每年度最高總限額 24,000 45,000

保費表

小型手術表概覽

•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會定期調整小型手術表內列出之小型手術並保留更新小型手術表
之權利。任何調整將於本保單週年日期適用。

•  以上小型手術表只供說明用途。

眼睛
切除瞼腺炎、瞼板腺囊腫或翼狀胬肉（一側或兩側）
鼻 / 耳 / 喉 / 肺
耳鼓膜穿刺術（包括 / 不包括植管）
皮膚、皮下組織及乳房
皮膚病變組織或皮下組織切除
乳房腫塊活細胞檢查
內分泌及淋巴系統
淋巴結膿腫引流
骨骼肌肉系統
板機指或姆指鬆解手術
女性生殖系統
子宮頸冷凍手術 / 燒灼術 / 雷射手術或錐形切除術 / 子宮頸錐狀
切片
子宮頸患處切除
一般
任何在門診或日症設備環境下進行之手術
任何內窺鏡包括 / 不包括活組織檢查及包括 / 不包括瘜肉切除
下列的內窺鏡不受保在此保單內：
• 膠囊內窺鏡
• 鼻腔鼻竇內窺鏡
• 咽頭鏡

• 喉頭鏡
• 陰道鏡
• 子宮鏡

•  保費將不會根據個人的索償經驗而增加。但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會按保費到期日當時
適用的保費表，保留在保費到期日變更或調整保費之權利。若有任何保費改動，亦將
於保費到期日前三十天內向閣下發出書面通知。  

年齡 每年保費（港元） 每月保費（港元）
計劃 標準 優越 標準 優越
18 1,116 2,100 93 175
19 1,128 2,124 94 177
20 1,152 2,172 96 181
21 1,188 2,220 99 185
22 1,212 2,280 101 190
23 1,260 2,364 105 197
24 1,308 2,460 109 205
25 1,380 2,580 115 215
26 1,452 2,712 121 226
27 1,464 2,748 122 229
28 1,488 2,784 124 232
29 1,512 2,832 126 236
30 1,536 2,892 128 241
31 1,548 2,904 129 242
32 1,560 2,940 130 245
33 1,572 2,952 131 246
34 1,596 2,976 133 248
35 1,620 3,024 135 252

備註
•   投保年齡 — 任何人介乎 18 歲至 35 歲（上次生日年齡）， 並可續保至 55 歲。

•   任何受保人只能投保一份保單 ; 而受保人必須為保單的投保人。

•  更改保障 — 任何更改須於保單週年日期前遞交。申請必須經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 
批核。

•  受保人必須為香港市民，或居於香港而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並且有固定香港住
址並以香港為慣常居住地。

•  若閣下選擇以信用卡或銀行賬戶繳付保費，本保單將於週年日自動續保生效，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將繼續於到期日時在該付款賬戶收取保費，直至閣下另行 
通知。

主要不承保事項
a.   任何於等候期內所引起的治療或費用；

b.   並非由註冊醫生所進行的任何手術；

c.  任何因分娩、流產、墮胎、妊娠引致的懷孕狀況及其他有關併發症，避孕或避孕
儀器，男女兩性的先天缺陷或不正常、生育、不育、未能懷孕治療或性功能障礙 
治療（包括男性性功能障礙影響）及兩性絕育手術或還原絕育的手術；

d.  美容或整容手術（包括任何因美容治療引致的手術及任何因意外所致所引致的治療）；
有關淺靜脈曲張、蜘蛛網狀靜脈的治療；

e.   任何性質的牙科手術；

f .   發育延遲或學習及 / 或語言傷疾；

g.  人體免疫力衰竭病毒（HIV）及/或任何 HIV 有關疾病引起，包括愛滋病（AIDS）及/或
不論如何引起或如何定名之變種、衍生或變故病體的治療；

h.   任何關於性病或透過性接觸傳染的疾病；

i.    任何純粹以針注射或用針的程序；

j.    眼部屈光不正；

k.   有關腎衰竭的支持性治療，包括透析治療；

l .   有關體重增加的任何手術，肥胖的治療或所有以增加或減少體重為目的之治療，不 
論有沒有疾病或共存疾病的出現；或

m.  植入荷爾蒙植入物的治療。

本宣傳資料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保險合約的一部份，有關此項保障計劃的內容細則
及不承保事項將詳列於保單之內，如有任何差異，均以保單內之條款細則為準，蘇黎世
保險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批核及決定權。

 （如中文譯本與英文有異，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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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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27樓
電話：+852 2968 2288
傳真：+852 2968 0639
網址：www.zurich.com.hk

關於蘇黎世
蘇黎世保險（香港）是蘇黎世保險集團轄下之機構，竭誠為個
人、商業及企業客戶提供全面又靈活的一般保險及人壽保險服
務，照顧他們在保險、保障及投資上的需要。集團在香港的業務
始於1961年，至今已於本港一般保險市場上成為五大保險公司之
一*。
蘇黎世保險集團（蘇黎世）是一家全球領先的多險種保險公司，
為全球及本地市場的客戶提供服務。蘇黎世現有僱員約54,000
名，為客戶提供各種財產及意外保險和人壽保險產品及服務。公
司客戶包括遍及2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個人、大中小型企業及跨
國公司。集團總部設立在瑞士蘇黎世，公司成立於1872年。蘇黎
世的控股公司蘇黎世保險集團公司（ZURN）在瑞士證券交易所
（SIX Swiss Exchange）上市，具有在OTCQX場外交易的一級
美國存託憑證計劃（ZURVY）。請瀏覽 www.zurich.com了解有
關蘇黎世的更多資訊。

*來源：保險業監管局，按毛保費計算，2016年。



  手術現金保險計劃

就算不是癌症或交通意外，在球場上發生小小的碰撞，都可能讓您花上數千元進行手術。年輕
的您或許從未準備這些意外開支，又或許是高昂的醫療保費令您卻步嗎？

蘇黎世現特別推出保費相宜的蘇黎世「i - 世代」手術現金保險計劃，保障結構簡單，在您現有
的團體或個人醫療保險上，為您再額外提供手術現金週轉。

個案一 — 從未購買醫療保險的Erica

今 年 18 歲 剛 中 學 畢 業 的
Erica，由於她媽媽最近完
成了子宮纖維瘤手術，令她
明白到醫療保險的需要。可
是傳統醫療保險既複雜又昂
貴，那些保障項目不但種類
繁多，並且有個別限額，還
有大量專門術語令她難以理
解。最後她選擇了一個簡單

的手術現金保障，只需相宜的價錢（每月 93 港元）就能購
買蘇黎世「i - 世代」手術現金保險計劃的標準保障。

及後，Erica 發現右手長出一個粉瘤並需在診所進行切除
手術。

由於切除粉瘤屬於小型手術，所以雖然手術費用只是
2,000 港元，但她都能獲得 4,000 港元的賠償。

個案二 — 希望加強現有的團體/個人醫療保障的Joshua

33 歲的 Joshua 是一名活躍
的運動員。他公司雖然提供
團體醫療保險的福利，但只
能保障他八成的醫療費用開
支。Joshua 覺 得 保 障 範 圍
及保額有限，所以他每月以
246港元投保蘇黎世「i-世代」
手術現金計劃的優越計劃來
彌補團體醫保的不足。

Joshua 在一場籃球比賽中發生碰撞導致嚴重膝傷，立即
被送往私家醫院接受診治，經 MRI 掃描後發現他的右膝
蓋前十字韌帶撕裂，並需進行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

全因蘇黎世「i - 世代」提供額外保障，Joshua 不但獲
得全數賠償，更有靈活現金讓他運用。

備註：以上個案只供說明用途。

診斷結果 分泌皮脂腺囊腫

手術 分泌皮脂腺囊腫切除手術

醫療及手術總費用 2,000 港元

蘇黎世 「i - 世代」之賠償金額 4,000 港元

診斷結果 前十字韌帶撕裂

手術 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

醫療及手術總費用 69,000 港元

公司團體醫療保險之賠償金額 55,200 港元

蘇黎世 「i - 世代」之賠償金額 15,000 港元

 蘇黎世「i-世代」

保障表

1. 於香港境外進行手術的最高保障額為上述百分之五十。

2. 本保單生效日期開始計算 30 天的等候期適用於手術現金賠償，唯意外受傷除外。

3. 本保單生效日期開始計算 36 個月的等候期適用於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異常。

    計劃特點

• 毋需驗身、保證承保任何18至35歲合資格人士

• 在特定保額範圍內為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或先天性
異常提供保障

• 保費相宜的個人醫療保險替代保障，每月保費低至
93港元

• 投保或續保時，均不會增收個人額外保費

• 保費按投保時年齡而定，越年輕投保，保費越便宜

• 保障包括簡單門診手術

• 靈活現金計劃、符合您的需要

• 全球保障1

每名受保人每宗傷疾之最高保障額 1,2（港元）

標準計劃 優越計劃

手術現金保障

  (1) 非小型手術 8,000 15,000

  (2) 小型手術 4,000 7,500

  (3) 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及先天性
異常 3 2,400 4,500

每年度最高總限額 24,000 45,000

保費表

小型手術表概覽

•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會定期調整小型手術表內列出之小型手術並保留更新小型手術表
之權利。任何調整將於本保單週年日期適用。

•  以上小型手術表只供說明用途。

眼睛
切除瞼腺炎、瞼板腺囊腫或翼狀胬肉（一側或兩側）
鼻 / 耳 / 喉 / 肺
耳鼓膜穿刺術（包括 / 不包括植管）
皮膚、皮下組織及乳房
皮膚病變組織或皮下組織切除
乳房腫塊活細胞檢查
內分泌及淋巴系統
淋巴結膿腫引流
骨骼肌肉系統
板機指或姆指鬆解手術
女性生殖系統
子宮頸冷凍手術 / 燒灼術 / 雷射手術或錐形切除術 / 子宮頸錐狀
切片
子宮頸患處切除
一般
任何在門診或日症設備環境下進行之手術
任何內窺鏡包括 / 不包括活組織檢查及包括 / 不包括瘜肉切除
下列的內窺鏡不受保在此保單內：
• 膠囊內窺鏡
• 鼻腔鼻竇內窺鏡
• 咽頭鏡

• 喉頭鏡
• 陰道鏡
• 子宮鏡

•  保費將不會根據個人的索償經驗而增加。但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會按保費到期日當時
適用的保費表，保留在保費到期日變更或調整保費之權利。若有任何保費改動，亦將
於保費到期日前三十天內向閣下發出書面通知。  

年齡 每年保費（港元） 每月保費（港元）
計劃 標準 優越 標準 優越
18 1,116 2,100 93 175
19 1,128 2,124 94 177
20 1,152 2,172 96 181
21 1,188 2,220 99 185
22 1,212 2,280 101 190
23 1,260 2,364 105 197
24 1,308 2,460 109 205
25 1,380 2,580 115 215
26 1,452 2,712 121 226
27 1,464 2,748 122 229
28 1,488 2,784 124 232
29 1,512 2,832 126 236
30 1,536 2,892 128 241
31 1,548 2,904 129 242
32 1,560 2,940 130 245
33 1,572 2,952 131 246
34 1,596 2,976 133 248
35 1,620 3,024 135 252

備註
•   投保年齡 — 任何人介乎 18 歲至 35 歲（上次生日年齡）， 並可續保至 55 歲。

•   任何受保人只能投保一份保單 ; 而受保人必須為保單的投保人。

•  更改保障 — 任何更改須於保單週年日期前遞交。申請必須經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 
批核。

•  受保人必須為香港市民，或居於香港而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並且有固定香港住
址並以香港為慣常居住地。

•  若閣下選擇以信用卡或銀行賬戶繳付保費，本保單將於週年日自動續保生效，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將繼續於到期日時在該付款賬戶收取保費，直至閣下另行 
通知。

主要不承保事項
a.   任何於等候期內所引起的治療或費用；

b.   並非由註冊醫生所進行的任何手術；

c.  任何因分娩、流產、墮胎、妊娠引致的懷孕狀況及其他有關併發症，避孕或避孕
儀器，男女兩性的先天缺陷或不正常、生育、不育、未能懷孕治療或性功能障礙 
治療（包括男性性功能障礙影響）及兩性絕育手術或還原絕育的手術；

d.  美容或整容手術（包括任何因美容治療引致的手術及任何因意外所致所引致的治療）；
有關淺靜脈曲張、蜘蛛網狀靜脈的治療；

e.   任何性質的牙科手術；

f .   發育延遲或學習及 / 或語言傷疾；

g.  人體免疫力衰竭病毒（HIV）及/或任何 HIV 有關疾病引起，包括愛滋病（AIDS）及/或
不論如何引起或如何定名之變種、衍生或變故病體的治療；

h.   任何關於性病或透過性接觸傳染的疾病；

i.    任何純粹以針注射或用針的程序；

j.    眼部屈光不正；

k.   有關腎衰竭的支持性治療，包括透析治療；

l .   有關體重增加的任何手術，肥胖的治療或所有以增加或減少體重為目的之治療，不 
論有沒有疾病或共存疾病的出現；或

m.  植入荷爾蒙植入物的治療。

本宣傳資料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保險合約的一部份，有關此項保障計劃的內容細則
及不承保事項將詳列於保單之內，如有任何差異，均以保單內之條款細則為準，蘇黎世
保險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批核及決定權。

 （如中文譯本與英文有異，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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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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27樓
電話：+852 2968 2288
傳真：+852 2968 0639
網址：www.zurich.com.hk

關於蘇黎世
蘇黎世保險（香港）是蘇黎世保險集團轄下之機構，竭誠為個
人、商業及企業客戶提供全面又靈活的一般保險及人壽保險服
務，照顧他們在保險、保障及投資上的需要。集團在香港的業務
始於1961年，至今已於本港一般保險市場上成為五大保險公司之
一*。
蘇黎世保險集團（蘇黎世）是一家全球領先的多險種保險公司，
為全球及本地市場的客戶提供服務。蘇黎世現有僱員約54,000
名，為客戶提供各種財產及意外保險和人壽保險產品及服務。公
司客戶包括遍及2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個人、大中小型企業及跨
國公司。集團總部設立在瑞士蘇黎世，公司成立於1872年。蘇黎
世的控股公司蘇黎世保險集團公司（ZURN）在瑞士證券交易所
（SIX Swiss Exchange）上市，具有在OTCQX場外交易的一級
美國存託憑證計劃（ZURVY）。請瀏覽 www.zurich.com了解有
關蘇黎世的更多資訊。

*來源：保險業監管局，按毛保費計算，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