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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表^   

(以 HK$及按每名受保人计算。两名或以上家人 1同时受保于同一份保单，可享保费 9折优惠。)  
I. 基本保障 - 住院及手术 2+ 附加重症住院 3(A + B保障)  

年龄组别 
年 缴 

计划 1 计划 2 计划 3a3  计划 3b3 

15日– 17岁 $2,534 $3,612 $5,506 $6,348 

18 – 30岁 $2,695 $4,316 $7,280 $8,122 

31 – 45岁  $3,533 $5,640 $9,518 $10,383 

46 – 55岁  $4,638 $7,476 $13,145 $14,313 

56 – 60岁  $5,878 $9,731 $17,431 $18,794 

61–70岁* $8,168 $13,152 $22,117 $23,514 

71–75岁* $11,884 $19,614 $26,824 $28,171 

76岁或以上* $10,752 $18,258 $24,780 $24,780 

*66岁或以上只适用于续保；76岁或以上只适用于续保住院及手术保障。 
 
I. 基本保障 - 住院及手术 2 + 住院现金 4(A + C保障)    

年龄组别 
年 缴 

计划 1 计划 2 计划 3 计划 4 

15日 – 17岁 $2,057 $2,977 $4,675 $1,675 

18 – 30岁 $2,428 $3,968 $6,730 $2,043 

31 – 45岁  $3,456 $5,528 $9,688 $2,746 

46 – 55岁  $4,955 $7,833 $14,909 $3,581 

56 – 60岁  $6,589 $10,422 $18,854 $5,630 

61–70岁* $6,761 $11,345 $19,457 $5,141 

71岁或以上* $10,948 $18,590 $25,229 - 

*61岁或以上只适用于续保住院及手术保障，住院现金保障最高续保至 60岁。「计划 4」的最高投保年龄为 65岁，可续保至 70
岁。于 71岁或以上可选择转保「计划 1」或「计划 2」(若选择转保「计划 3」，须提供转保前享有相等或高于住院及手术保障内「计
划 3」保障额的证明文件)。 
 

I. 基本保障 - 住院及手术 2+ 附加重症住院 3 + 住院现金 4(A + B + C保障)   

年龄组别 
年 缴 

计划 1 计划 2 计划 3a3 计划 3b3 

15日 – 17岁 $2,743 $3,857 $5,960 $6,712 

18 – 30岁 $3,093 $4,812 $7,979 $8,718 

31 – 45岁  $4,106 $6,361 $10,843 $11,632 

46 – 55岁  $5,889 $9,025 $16,555 $17,623 

56 – 60岁  $7,635 $11,797 $21,620 $22,883 

61–70岁* $8,168 $13,152 $22,117 $23,514 

71 - 75岁* $11,884 $19,614 $26,824 $28,171 

76岁或以上* $10,752 $18,258 $24,780 $24,780 

*61至 75岁只适用于续保住院及手术保障、附加重症住院保障；76岁或以上只适用于续保住院及手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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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自选保障 

 
 
 
 
 
 
 
 
 
 
 
 
 
 
 
 
 
 
 
 
 
 
 
 
 
 
 
 
 
 
 
 
 
 
 
 
 
 
 
 
 
 
 
 
 
 
 
 
 

*51至 60岁只适用于续保。 
注：  

1. 家人指投保人及/或其合法配偶及/或其子女。 
2. 住院及手术、门诊及牙科保障：投保年龄可至 65岁，66岁或以上只适用于续保。 
3. 附加重症住院保障：投保年龄可至 65岁，续保可至 75岁。「计划 3a」及「计划 3b」的赔偿百分比分别为 80%及 100%。 
4. 住院现金保障：投保及续保年龄均可至 60岁。无论选择任何一项基本保障或计划，子女年龄为 18岁或以下的保额将按「计

划 1」受保。 
5. 产科保障、危疾保障：投保年龄 18至 50岁。产科保障续保可至 50岁。危疾保障续保可至 60岁。 
 
^此保费表并未包括由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征收的保费征费。 
保监局将按适用征费率向保单持有人收取保费征费。为避免任何法律后果，保单持有人需于缴交保费时向保险公司缴付该笔保费的

订明征费，并由保险公司将该已缴付的征费转付予保监局。征费金额会因应征费率调整而有所变更。有关详情，请浏览保监局的网

页 www.ia.org.hk。 

年龄组别/保障 
年 缴 

计划 1 计划 2 计划 3 

D. 门诊 2保障 
网络医生 

网络及非网络医生 

(80%赔偿) 

15日– 4岁 $5,775 $8,330 $9,534 

5 – 30岁 $4,869 $6,924 $9,343 

31 – 45岁 $5,001 $7,113 $11,172 

46 – 60岁 $5,222 $7,428 $15,994 

61 – 70岁 $7,955 $11,230 $22,663 

71岁或以上 $7,673 $10,833 $24,534 

E. 牙科 2保障 

15日或以上 $1,257 $2,228 不适用 

F. 产科保障 5  

18 – 30岁 $5,099 $6,370 $9,548 

31 – 40岁 $5,890 $7,356 $11,041 

41 – 50岁  $4,570 $5,731 $8,590 

G1. 危疾保障 5 (非吸烟) 

18 – 30岁 $184 $339 $494 

31 – 40岁  $522 $1,015 $1,495 

41 – 45岁 $871 $1,683 $2,524 

46 – 50岁 $1,291 $2,554 $3,816 

51 – 55岁* $1,858 $3,685 $5,514 

56 – 60岁*  $3,210 $6,383 $9,557 

G2. 危疾保障 5 (吸烟)  

18 – 30岁 $255 $480 $706 

31 – 40岁  $769 $1,480 $2,205 

41 – 45岁 $1,277 $2,510 $3,729 

46 – 50岁 $1,886 $3,729 $5,571 

51 – 55岁* $2,685 $5,354 $8,009 

56 – 60岁*  $4,649 $9,262 $13,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