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體醫療保險服務熱線

399 95500 www.chinalife.com.hk

為企業度身訂造周全的團體醫療保障，
時刻照顧僱員所需

「企智選」僱員福利保障計劃 

團體 保險

堅守承諾　終身相伴



非凡服務，盡在國壽
中國人壽（海外）致力提供優質的團體保險服務，讓您及僱員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為公司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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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

國壽海外
團險助手

手機應用程式gp.chinalife.com.hk
網站

最快1天出單
在遞交申請和全部所需文件，並通過反洗錢審查後的1個工作天，保單可按要求
即時生效，讓您儘早為僱員提供保障。

全面網上平台
僱主可透過我們全面的團險客戶專頁，查閱帳戶資料、僱員索賠情況等，管理保單
更輕鬆。此外，我們亦設有手機應用程式及微信小程序，方便僱員隨時隨地登入
網上平台，查閱保單資料、提交索償和搜尋網絡醫生。

最快1天賠償批核
受保員工只需3個簡單步驟，便可提交索償：

5,000港元或以下的門診索償均可使用網上理賠服務。完成索償後，請保留收據正本
180日，以作日後審查之用。

我們將以電郵或短訊通知索償批核進度，網上索償最快可於1個工作天內獲得批核。
如同時選用銀行自動轉帳，更可在完成網上理賠後最快3個工作天內收到賠償，方便
快捷。

足不出戶網上診症
受保員工可選用「視頻問診服務」#，於網上接受聯合醫務或卓健醫療網絡醫生
診症，而由醫生簽發的藥物將會在視頻問診後送到由受保員工指定的地址。

「國壽薈萃」客戶獎賞計劃
受保員工將自動享有「國壽薈萃」客戶獎賞計劃~會籍，獲享多元化的購物及服務
優惠，涵蓋餐飲、旅遊、電訊以至銀行服務等不同範疇，全方位照顧僱員的需要。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登入團險客戶專頁，
使用網上理賠服務

上載由醫生發出
的收據

輸入索償資料

%

# 此服務由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中國人壽（海外）不會對其服務素質作保證，亦不會就有關服務負任何責任。中國人壽（海外）保留隨時修訂有關
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需另行通知。
~ 「國壽薈萃」客戶獎賞計劃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有關宣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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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身訂造 周全保障1

在本計劃下，您可按業務需要和預算，度身訂造切合所需的保障，並自訂不同保障
級別，更可將保障延伸至僱員的配偶及子女。

中國人壽（海外）的「企智選」僱員福利保障

計劃（「本計劃」），能為企業度身訂造周全而

靈活的團體醫療保障，照顧不同僱員及其家人

的保障需要，有助企業輕鬆吸引和挽留人才，

推動公司業務更上一層樓。

計劃特點

基本保障
本計劃的住院保障涵蓋一系列醫療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

‧ 住院及手術費
‧ 入院前診症及出院後覆診費
‧ 住院現金津貼
‧ 意外受傷額外賠償
‧ 身體檢查費

我們的住院保障更不設最低留院時限。
如需支付留院費，即使留院少於24小時
亦可提出索償。

自選附加保障
您可自選附加保障，給僱員更為周全的照顧。

‧ 重病醫療保障
若合資格醫療開支超出承保表內所列之住院保障的賠償
限額，將提供額外保障。

‧ 門診保障
包括一般門診、專科醫生、中醫、脊椎及物理治療，以及
牙科治療等。

‧ 婦產科保障
包括分娩及流產。

‧ 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如受保人3在居住地以外地區患病或因意外受傷，可免費
獲得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2的周全保障。

免費贈送保障 

人壽保障

基本保障

住院保障

自選附加保障

重病住院保障
門診保障
婦產科保障
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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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網絡醫生服務
受保人3可於全港超過3,000個網絡普通科醫生、專科醫生、中醫、跌打、針灸、物理治療及
脊醫診所，使用中國人壽（海外）醫療卡接受治療，並享有免找數和免索償服務4，另外亦可
自選醫生。僱主可靈活自訂索償比率及自付額。

專科門診豁免醫生轉介信
當受保人需要到專科門診接受診症時，可獲豁免醫生轉介信4，讓他們迅速接受合適
治療，為健康加添保障。

續保手續簡易
在保單滿期前一個月，我們會向您發出續保通知信及僱員賠償數據，只須簽署並交回，
即可安排繕發新保單。

計劃概要

計劃類型

公司投保資格

受保員工投保資格

首次投保年齡 

續保最高年齡

保障年期

保費繳付模式

保單貨幣

續保

醫療核保

醫生選擇

自選附加保障

混合型醫療計劃

適合香港註冊機構，並最少聘用 3 名全職僱員

‧ 必須持有香港、澳門身份證或有效工作簽證
‧ 如受保員工選擇與家屬一同受保，則所有合資格之配偶及未婚子女亦需參加

  僱員 配偶 未婚子女

    15天至23歲，
  16至64歲5 18至70歲 而19至23歲未婚子女必須為全日制學生
    （仍依靠受保員工）

  70歲 70歲 全日制學生且未婚的子女年齡上限為25歲

1年（每年續保）

年繳6

港元

保證續保7

‧ 全職僱員人數為 3 至 10 人/65歲或以上受保人：須填寫及遞交健康申報表以作核保
‧ 全職僱員人數為 10 人以上：只須填寫申請表

‧ 可自由選擇醫生及醫院
‧ 亦可選用中國人壽（海外）醫療卡，於超過3,000個網絡醫生診所享有免繳費、免索償門診服務

‧ 重病醫療保障
‧ 門診保障
‧ 婦產科保障
‧ 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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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部分費用賠償會以實報實銷方式支付，惟不可超過承保表中所列明之最高賠償額。中國人壽（海外）只會就符合規定的醫療費用作出賠償。
2. 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由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中國人壽（海外）不會對其服務素質作保證，亦不會就有關服務負任何責任。中國人壽（海外）
保留隨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需另行通知。
3. 受保人指受保員工或受保家屬，包括受保員工的配偶及/或未婚子女。
4. 物理治療及脊醫治療需要醫生轉介信（如適用）。
5. 首次投保年齡指僱員在投保單位任職的生效日。
6. 您應在繳費寬限期內繳交所須繳付的續期保費，使保單維持有效。有關詳情請參閱中國人壽（海外）繕發的保單條款。
7. 中國人壽（海外）保留權利於每個保單週年日檢討保費率，並不時調整保單的條款及細則及/或其保障項目。如我們決定不再銷售本計劃，我們會致力
為受保人提供另一當時可提供的醫療計劃。

1
2
3
4

請遞交以下已填妥及簽署的文件：

申請表 

商業登記副本 

準受保員工的有關資料 

準受保員工之健康申報表
 （只有10名或以下全職僱員）

申請程序

過去3年之團體醫療賠償記錄（如有）

首年保費及保費徵費

授權書或董事會的決議書

被授權人的身份證副本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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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海外）」）是中國最大國有金融保險集團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的

全資子公司，母公司連續18年入選《財富》世界500強，2020年排名躍升至第45位，品牌價值高達4,158.61億元人民幣1。

中國人壽（海外）現時立足香港、澳門、新加坡及印尼，1984年在香港成立分公司，1989年設立澳門分公司，1995年則

成立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近年更成功將業務版圖拓展至東南亞地區，分別於2015年及2018年成立新加坡子公司及

印尼子公司。中國人壽（海外）2019年總保費突破660億港元，總資產超逾4,160億港元2，業務涵蓋壽險、投資及信託

三大範疇，為客戶提供專業優質的產品及服務。

中國人壽（海外）獲穆迪授予保險財務實力「A1」評級3、標準普爾授予本地貨幣長遠保險公司財務實力評級及發債人

信用評級「A」4。

1. 資料來源：世界品牌實驗室主辦的2020「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排行榜
2.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3. 截至2021年1月4日
4. 截至2020年12月21日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
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重要資料：

此產品小冊子只供參考，不能構成中國人壽（海外）與任何人士或團
體所訂立之任何合約。有關本計劃之詳細條款、細則及除外責任，概
以相關保險合約為準。請詳閱相關保險合約及所有相關的產品資料，
並於需要時諮詢獨立的專業意見。如欲索取保險合約，請與中國人
壽（海外）查詢。

您有權購買為獨立保單的醫療保險產品，並可選擇無須捆綁式地與
其他種類的保險產品一併購買。

1. 本計劃由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海外）」、
「本公司」或「我們/我們的」）承保，中國人壽（海外）負責本計劃
的內容、核保及賠償事宜。在提交申請前，您必須完全明白本計劃
所涉及的風險，以及考慮本計劃是否適合您的個人需要及負擔能
力。

2. 所有核保及理賠決定均取決於中國人壽（海外）。您必須充分披露所有
影響我們作出核保決定的資料。我們有權就失實陳述或欺詐的情況宣告
保單無效。我們將根據您所提供的資料而決定接受或拒絕投保申請，
如屬拒絕申請個案，我們將退回全數已繳交之保費及保費徵費
（如有）（利息除外）。

3. 此乃非分紅壽險計劃，因此本計劃不會派發紅利。

4. 除外責任 － 由於下列任何原因所致的醫療費用，本公司不予賠償：

(a)0非註冊西醫之醫療費用。
(b)0非按註冊西醫處方購買之藥物費用。
(c)0未經註冊西醫批准及要求而進行的身體健康檢查、X光檢查或化驗
費用。

(d)0非由主診註冊西醫推薦及要求的認可專科醫生費用。
(e)0未經註冊西醫批准的住院治療費用。
(f)0與就診病無關之住院膳宿費、一般看護費及其他醫院服務費或住院
治療費用。

(g)0性病、愛滋病。
(h)0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i) 0牙醫、鑲牙、洗牙、驗眼、配鏡、助聽器等輔助費用，或施行美容治療
或整容手術（如該費用是為減輕保護身體所受的意外傷害者，不在
此限）。

(j) 0自加傷害、自殺（不論其清醒與否）、酒醉或神經錯亂。
(k)0先天固有的疾病。
(l) 0狩獵、攀山、滑雪、滑水、潛水、參加各種競賽。
(m)0毆鬥、向他人施行縱火、謀害、襲擊、恐嚇或因尋仇而被襲擊。
(n)0參加軍、警或服役類似戰爭工作或擔任飛機內任何職務所引致的
意外傷害。

(o)0因懷孕，包括生育、流產、墮胎、難產、節育、產前產後檢查，及其
併發症引起的治療費用（附加婦產科利益保障不在此限）。

(p)0直接或間接由於戰爭、恐怖主義襲擊、敵對行為（不論宣戰與否）、
內戰、叛亂、騷動所致。

(q)0法律及其他保險計劃已支付的賠償。
(r) 0陪床費、特別看護費、非醫療性的個人服務及其他特殊費用。

附加婦產科保障 － 由於下列任何原因所引致的醫療費用，本公司不予
賠償：

(a) 因人工流產（墮胎）或節育及其併發症之醫療費用。
(b) 受保員工在此條款生效前已證實懷孕者（續保員工不在此限）。
(c) 與就診病無關之住院膳宿費、陪人費、特別看護費、非醫療性的個
人服務及其他特殊費用。

(d) 法律及其他保險計劃已支付的賠償。
(e) 屬補養性質的藥物。
(f) 受保員工分娩第三名子女之醫療費用。

另一方面，本產品小冊子所載資料只供參考之用，有關重要不保事項
及限制的詳盡條款及細則，例如不持異議條款、自殺及欺詐等，
請參閱「保單規章」及「利益保障條款」。

5. 賠償限制 － 本計劃受以下條款所限制：

a) 指定項目的保障於以下日期生效：

受保人在加入本計劃前3個月內因疾病或意外受傷須接受任何治
療，則該病症不獲本保險條款所列的保障。倘該受保人加入本計劃
後，在保單有效期內任何連續3個月內未就該病症作任何診治或與
該病症無關之治療，則獲本保險條款所列的保障。

b) 彌償原則
i. 本計劃部分保障只會賠償受保人接受醫療服務的合資格費用，而
可賠償的合資格費用不會超過受保人所接受醫療服務的實際開
支，並必須受承保表內最高限額為上限所規限； 
ii. 倘該受保人在保險有效期內因疾病或意外受傷導致完全及連續
不能履行其一般工作責任並因是次疾病或意外受傷須入住醫院
接受治療，均於該受保人退出本計劃後90天內可獲本保險條款
所列的保障。
iii. 重病醫療保障
- 受保人索償重病住院醫療費用，需先扣除承保表中住院醫療
保險最高賠償額及重病住院醫療保險自付額後，餘額將按承
保表中所列的賠付比率計算賠償金額，但不能超過承保表中規
定之最高賠償金額為限。
- 倘受保人的每天病房與膳食費用超過承保表中規定之每天病
房與膳食費最高賠償額30%，其索償需先扣除承保表中住院
醫療保險最高賠償額及重病住院醫療保險自付額後，餘額將
按50%的賠付比率計算賠償金額，但不能超過承保表中規定
之最高賠償金額為限。

c) 重複保險
若任何住院、手術及/或醫療的費用已由任何政府、公司或其他保險
公司依照有關法例、醫療計劃或保險計劃給予賠償，中國人壽（海
外）無須作出任何賠償，惟若上述法例、醫療計劃或保險計劃並未
賠償之費用則不在此限。

6. 欠繳保費 － 除首期保費外，對每一期續期保費，本公司給予投保單位
1個月（不超過31天）的繳費寬限期，投保單位的續期保費在繳費寬
限期內繳交，本保單繼續有效，如超過繳費寬限期仍未繳費者，本保
單即行失效。

7. 取消保單之權利 － 您可隨時向中國人壽（海外）提出取消保單申請。
有關申請須填妥相關表格及必須由您簽署，並呈交至香港灣仔軒尼
詩道313號中國人壽大廈22樓。經中國人壽（海外）批核後，保單會隨
即終止。如需要索取有關表格，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中國人壽
（海外）客戶服務熱線：399 95500。

8. 索償過程 － 如需索償，您必須於出院後或接受門診治療或受保人身故
後90日內，遞交已填妥的指定表格及證明文件至中國人壽（海外）。
您可向您的財務策劃顧問索取賠償申請表，或致電中國人壽（海外）
客戶服務熱線：399 95500，又或親身蒞臨中國人壽（海外）客戶服務
中心。

本產品有哪些主要風險?
信貸風險：
本計劃是由中國人壽（海外）發出的人壽保險產品。任何已繳保費將成
為我們的資產的一部分，而我們的財務實力將影響我們履行保單的責
任。因此，您須受我們的信貸風險所影響。

通脹風險：
由於通脹會導致未來生活費用增加，即使中國人壽（海外）履行所有有關
保單條款及責任，您現有的預期保障及/或回報可能無法滿足您未來的
需求。

保費調整、保障調整及續保：
中國人壽（海外）保留權利於每個保單週年日檢討及調整保費率。調整保
費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由本計劃引致及/或有關本計劃之整體索償及退保
情況、投資回報、開支及醫療成本等。

同時，中國人壽（海外）保留權利不時檢討本計劃的條款及細則及/或保
障項目，惟中國人壽（海外）會於任何修訂或更改或修改前30天以平郵方
式給予您書面通知，郵寄地址以保單持有人在本保險公司之記錄為準。如
您不同意有關更改，則必須在有關更改生效後30天內以書面通知中國人
壽（海外），本計劃將於中國人壽（海外）收到通知後的保費到期日自動終
止。

如中國人壽（海外）決定不再銷售本計劃，中國人壽（海外）會致力為受保
人提供另一當時可提供的醫療計劃。

保單終止：
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受保員工的保險即行終止：

1. 受保員工年齡已足 71 歲。  
2. 投保單位與受保員工終止僱傭合約或受保人終止替投保單位服務。  
3. 受保員工加入任何國家或地區之陸、海、空軍服役。  
4. 保單失效或終止。  
5. 受保員工所屬的保險種類終止。  
6. 保單因戰爭而終止。     

項目
受保疾病
意外受傷
身故賠償

生效日期（由保單生效後起計）
即時
即時
即時

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受保家屬的保險即行終止：
      
1. 使該受保家屬獲資格參加本計劃之員工的保險失效。  
2. 使該受保家屬獲資格參加本計劃之員工死亡。  
3. 該受保家屬之家屬身份終止。  
4. 保單失效或終止。  
5. 受保家屬所屬的保險種類終止。  
6. 保單因戰爭而終止。

當受保人的保單終止時，所有附加保障（如有）亦同時終止。

由2018年1月1日起，所有保單持有人均需向保險業監管局為其新繕發及現
行保單繳付的每筆保費繳交徵費。有關保費徵費詳情，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chinalife.com.hk，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399 95500，或瀏覽保險業
監管局網站www.ia.org.hk 。 

此產品小冊子只在香港派發，並不能詮釋為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
說購買中國人壽（海外）的任何產品。中國人壽（海外）不會在香港境外
提供或出售任何保險產品。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有關本計劃之詳盡
條款、保障細則及不受保範圍，概以本計劃之保險合約條款及細則為準。
如欲索取保險合約條款及細則，請與中國人壽（海外）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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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此產品小冊子只供參考，不能構成中國人壽（海外）與任何人士或團
體所訂立之任何合約。有關本計劃之詳細條款、細則及除外責任，概
以相關保險合約為準。請詳閱相關保險合約及所有相關的產品資料，
並於需要時諮詢獨立的專業意見。如欲索取保險合約，請與中國人
壽（海外）查詢。

您有權購買為獨立保單的醫療保險產品，並可選擇無須捆綁式地與
其他種類的保險產品一併購買。

1. 本計劃由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海外）」、
「本公司」或「我們/我們的」）承保，中國人壽（海外）負責本計劃
的內容、核保及賠償事宜。在提交申請前，您必須完全明白本計劃
所涉及的風險，以及考慮本計劃是否適合您的個人需要及負擔能
力。

2. 所有核保及理賠決定均取決於中國人壽（海外）。您必須充分披露所有
影響我們作出核保決定的資料。我們有權就失實陳述或欺詐的情況宣告
保單無效。我們將根據您所提供的資料而決定接受或拒絕投保申請，
如屬拒絕申請個案，我們將退回全數已繳交之保費及保費徵費
（如有）（利息除外）。

3. 此乃非分紅壽險計劃，因此本計劃不會派發紅利。

4. 除外責任 － 由於下列任何原因所致的醫療費用，本公司不予賠償：

(a)0非註冊西醫之醫療費用。
(b)0非按註冊西醫處方購買之藥物費用。
(c)0未經註冊西醫批准及要求而進行的身體健康檢查、X光檢查或化驗
費用。

(d)0非由主診註冊西醫推薦及要求的認可專科醫生費用。
(e)0未經註冊西醫批准的住院治療費用。
(f)0與就診病無關之住院膳宿費、一般看護費及其他醫院服務費或住院
治療費用。

(g)0性病、愛滋病。
(h)0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i) 0牙醫、鑲牙、洗牙、驗眼、配鏡、助聽器等輔助費用，或施行美容治療
或整容手術（如該費用是為減輕保護身體所受的意外傷害者，不在
此限）。

(j) 0自加傷害、自殺（不論其清醒與否）、酒醉或神經錯亂。
(k)0先天固有的疾病。
(l) 0狩獵、攀山、滑雪、滑水、潛水、參加各種競賽。
(m)0毆鬥、向他人施行縱火、謀害、襲擊、恐嚇或因尋仇而被襲擊。
(n)0參加軍、警或服役類似戰爭工作或擔任飛機內任何職務所引致的
意外傷害。

(o)0因懷孕，包括生育、流產、墮胎、難產、節育、產前產後檢查，及其
併發症引起的治療費用（附加婦產科利益保障不在此限）。

(p)0直接或間接由於戰爭、恐怖主義襲擊、敵對行為（不論宣戰與否）、
內戰、叛亂、騷動所致。

(q)0法律及其他保險計劃已支付的賠償。
(r) 0陪床費、特別看護費、非醫療性的個人服務及其他特殊費用。

附加婦產科保障 － 由於下列任何原因所引致的醫療費用，本公司不予
賠償：

(a) 因人工流產（墮胎）或節育及其併發症之醫療費用。
(b) 受保員工在此條款生效前已證實懷孕者（續保員工不在此限）。
(c) 與就診病無關之住院膳宿費、陪人費、特別看護費、非醫療性的個
人服務及其他特殊費用。

(d) 法律及其他保險計劃已支付的賠償。
(e) 屬補養性質的藥物。
(f) 受保員工分娩第三名子女之醫療費用。

另一方面，本產品小冊子所載資料只供參考之用，有關重要不保事項
及限制的詳盡條款及細則，例如不持異議條款、自殺及欺詐等，
請參閱「保單規章」及「利益保障條款」。

5. 賠償限制 － 本計劃受以下條款所限制：

a) 指定項目的保障於以下日期生效：

受保人在加入本計劃前3個月內因疾病或意外受傷須接受任何治
療，則該病症不獲本保險條款所列的保障。倘該受保人加入本計劃
後，在保單有效期內任何連續3個月內未就該病症作任何診治或與
該病症無關之治療，則獲本保險條款所列的保障。

b) 彌償原則
i. 本計劃部分保障只會賠償受保人接受醫療服務的合資格費用，而
可賠償的合資格費用不會超過受保人所接受醫療服務的實際開
支，並必須受承保表內最高限額為上限所規限； 
ii. 倘該受保人在保險有效期內因疾病或意外受傷導致完全及連續
不能履行其一般工作責任並因是次疾病或意外受傷須入住醫院
接受治療，均於該受保人退出本計劃後90天內可獲本保險條款
所列的保障。
iii. 重病醫療保障
- 受保人索償重病住院醫療費用，需先扣除承保表中住院醫療
保險最高賠償額及重病住院醫療保險自付額後，餘額將按承
保表中所列的賠付比率計算賠償金額，但不能超過承保表中規
定之最高賠償金額為限。
- 倘受保人的每天病房與膳食費用超過承保表中規定之每天病
房與膳食費最高賠償額30%，其索償需先扣除承保表中住院
醫療保險最高賠償額及重病住院醫療保險自付額後，餘額將
按50%的賠付比率計算賠償金額，但不能超過承保表中規定
之最高賠償金額為限。

c) 重複保險
若任何住院、手術及/或醫療的費用已由任何政府、公司或其他保險
公司依照有關法例、醫療計劃或保險計劃給予賠償，中國人壽（海
外）無須作出任何賠償，惟若上述法例、醫療計劃或保險計劃並未
賠償之費用則不在此限。

6. 欠繳保費 － 除首期保費外，對每一期續期保費，本公司給予投保單位
1個月（不超過31天）的繳費寬限期，投保單位的續期保費在繳費寬
限期內繳交，本保單繼續有效，如超過繳費寬限期仍未繳費者，本保
單即行失效。

7. 取消保單之權利 － 您可隨時向中國人壽（海外）提出取消保單申請。
有關申請須填妥相關表格及必須由您簽署，並呈交至香港灣仔軒尼
詩道313號中國人壽大廈22樓。經中國人壽（海外）批核後，保單會隨
即終止。如需要索取有關表格，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中國人壽
（海外）客戶服務熱線：399 95500。

8. 索償過程 － 如需索償，您必須於出院後或接受門診治療或受保人身故
後90日內，遞交已填妥的指定表格及證明文件至中國人壽（海外）。
您可向您的財務策劃顧問索取賠償申請表，或致電中國人壽（海外）
客戶服務熱線：399 95500，又或親身蒞臨中國人壽（海外）客戶服務
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13號中國人壽大廈22樓

電郵：gi@chinalife.com.hk

團體醫療保險服務熱線：399 95500

網址：www.chinalife.com.hk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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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有哪些主要風險?
信貸風險：
本計劃是由中國人壽（海外）發出的人壽保險產品。任何已繳保費將成
為我們的資產的一部分，而我們的財務實力將影響我們履行保單的責
任。因此，您須受我們的信貸風險所影響。

通脹風險：
由於通脹會導致未來生活費用增加，即使中國人壽（海外）履行所有有關
保單條款及責任，您現有的預期保障及/或回報可能無法滿足您未來的
需求。

保費調整、保障調整及續保：
中國人壽（海外）保留權利於每個保單週年日檢討及調整保費率。調整保
費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由本計劃引致及/或有關本計劃之整體索償及退保
情況、投資回報、開支及醫療成本等。

同時，中國人壽（海外）保留權利不時檢討本計劃的條款及細則及/或保
障項目，惟中國人壽（海外）會於任何修訂或更改或修改前30天以平郵方
式給予您書面通知，郵寄地址以保單持有人在本保險公司之記錄為準。如
您不同意有關更改，則必須在有關更改生效後30天內以書面通知中國人
壽（海外），本計劃將於中國人壽（海外）收到通知後的保費到期日自動終
止。

如中國人壽（海外）決定不再銷售本計劃，中國人壽（海外）會致力為受保
人提供另一當時可提供的醫療計劃。

保單終止：
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受保員工的保險即行終止：

1. 受保員工年齡已足 71 歲。  
2. 投保單位與受保員工終止僱傭合約或受保人終止替投保單位服務。  
3. 受保員工加入任何國家或地區之陸、海、空軍服役。  
4. 保單失效或終止。  
5. 受保員工所屬的保險種類終止。  
6. 保單因戰爭而終止。     

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受保家屬的保險即行終止：
      
1. 使該受保家屬獲資格參加本計劃之員工的保險失效。  
2. 使該受保家屬獲資格參加本計劃之員工死亡。  
3. 該受保家屬之家屬身份終止。  
4. 保單失效或終止。  
5. 受保家屬所屬的保險種類終止。  
6. 保單因戰爭而終止。

當受保人的保單終止時，所有附加保障（如有）亦同時終止。

由2018年1月1日起，所有保單持有人均需向保險業監管局為其新繕發及現
行保單繳付的每筆保費繳交徵費。有關保費徵費詳情，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chinalife.com.hk，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399 95500，或瀏覽保險業
監管局網站www.ia.org.hk 。 

此產品小冊子只在香港派發，並不能詮釋為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
說購買中國人壽（海外）的任何產品。中國人壽（海外）不會在香港境外
提供或出售任何保險產品。以上資料僅供參考之用。有關本計劃之詳盡
條款、保障細則及不受保範圍，概以本計劃之保險合約條款及細則為準。
如欲索取保險合約條款及細則，請與中國人壽（海外）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