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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第一補充文件（「本補充文件」）為本認可產品之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及保障表的補充文件。 

除於本補充文件內另行釋義外，本補充文件內以斜體標註的詞彙需以條款及細則及本補充文件所載

涵意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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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制及索償條文 

(a) 保障地域範圍 

本 1(a) 節補充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 1(a)節：  

(i) 除非另有規定，本條款及保障內所有保障將會於環球適用，美國除外。 

(ii) 對於在美國所招致的任何合資格費用，根據本條款及保障所獲得的最終賠償金額將

根據本補充文件第 1(d)(iii)節內的公式計算，且在相關計算時， 

(aa) 任何按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 3(a)至(k)節應付的賠償將受標準計劃條款

及保障所附的保障表內所述的賠償限額所規限； 

(bb) 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 3(I)節、本補充文件第 2 節或第 3 節下的保障將不

會獲得賠償；及 

(cc) 本補充文件第 1(c)節所述的選擇病房級別限制將不會適用。 

(iii) 以上(i)及(ii)所述的限制並不適用於在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範圍內的條款及保障。為

免存疑，適用的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為按本條款及保障第四部分第 1(a)、(b)或

(c)節所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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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選擇醫療服務提供者 

本 1(b)節補充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 1(c)節： 

(i) 除非另有規定，就任何由中國內地的醫院就住院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

以下限制將會適用: 

(aa) 若於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產生時，該醫院並非一所指定醫院或高端醫院，

則根據本條款及保障所獲得的最終賠償金額將根據本補充文件第 1(d)(iii)節

內的公式計算，且在相關計算時： 

I. 任何按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 3(a)至(k)節應付的賠償將受標準計劃

條款及保障所附的保障表內所述的賠償限額所規限； 

II. 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 3(I)節、本補充文件第 2 節或第 3 節下的保

障將不會獲得賠償；及 

III. 本補充文件第 1(c)節所述的選擇病房級別限制將不會適用。 

(bb) 若於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產生時，該醫院為一所高端醫院，則根據本條款

及保障所獲得的最終賠償金額將根據本補充文件第 1(d)(ii)節內的公式計算。

本條款及保障內所有保障將根據本補充文件第 1(d)(ii)節內的公式所示，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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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份之五十（50%）的調整因子，以及受本補充文件第 1(c)節所述的病房

級別調整因子（如適用）所規限。 

(cc) 若於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產生時，該醫院為一所指定醫院，則根據本條款

及保障所獲得的最終賠償金額將根據本補充文件第 1(d)(ii)節內的公式計算。

本條款及保障內所有保障將根據本補充文件第 1(d)(ii)節內的公式所示，受本

補充文件第 1(c)節所述的病房級別調整因子（如適用）所規限。 

(ii) 就本條款及保障而言，「高端醫院」是指在本公司網頁 (www.bowtie.com.hk) 所刊

載之題為「中國內地的指定醫院名單」的名單中列出並被指明為「高端醫院」的醫

院; 而「指定醫院」是指在該名單中列出但並非高端醫院的醫院。本公司可全權酌

情不時修訂該名單而毋須通知。該名單之任何修訂將被視為於本公司網頁刊載有關

修訂之日生效。 

(iii) 以上(i)所述的限制並不適用於在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範圍內的條款及保障。為免存

疑，適用的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為按本條款及保障第四部分第 1 (a)、(b) 或 (c)

節所述的版本。 

(c) 選擇病房級別 

除第 1(d)(i)節內列明的標準計劃限額適用情況外，本 1(c)節補充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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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d)節： 

(i) 除非另有規定，本條款及保障內所有保障受保障表內列明的選擇病房級別限制所規

限。 

(ii) 若受保人於接受任何醫療服務時，住院的病房級別高於保障表內列明的指定病房級

別，就其相關住院日數根據本條款及保障可獲賠償的保障，將按下述作出調整： 

就保泰粉紅自願醫保計劃–半私家房： 

受保人住院時的病房級別 適用的調整因子 

標準私家房 50% 

高於標準私家房 25% 

就保泰粉紅自願醫保計劃–私家房： 

受保人住院時的病房級別 適用的調整因子 

高於標準私家房 50% 

(iii) 若保單持有人能夠提供由受保人入住的醫院發出的證據，證明受保人入住高於保障

表內列明的指定病房級別的原因，是需要接受急症治療而醫院指定病房級別病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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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因隔離原因而需入住更高級別病房、或其他不牽涉保單持有人及 / 或受保人

個人意願的原因，則以上(ii)所述的調整因子並不適用。 

(iv) 以上(i)及(ii)所述的限制並不適用於在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範圍內的條款及保障。為

免存疑，適用的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為按本條款及保障第四部分第 1(a)、(b)或

(c)節所述的版本。 

(d) 整體保障限額及應支付保障 

(i) 就本第 1 節而言，「標準計劃限額適用情況」是指以上第 1(a)(ii)或 1(b)(i)(aa)節適

用的情況。 

(ii) 除標準計劃限額適用情況外，就任何合資格費用及其他費用，按本條款及保障可獲

賠償的金額將按下列算式釐定： 

可 獲 賠 償

等於  

1. 於應用不保事項後及賠償限額前，根據本條款及保障可獲賠償的

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的金額 

2. 乘以 調整因子(如適用)(見本補充文件第 1(b)(i)(bb)、1(b)(i)(cc)

及 1(c)(ii)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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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並受限於 保障表註明的賠償限額的餘額(即保障表註明的賠償限

額減 於同一保單年度已賠償的金額) 

4. 減 自付費的任何餘額(如適用) 

(iii) 在標準計劃限額適用情況下，就任何合資格費用，按本條款及保障可獲賠償的金額

將按下列算式釐定： 

可 獲 賠 償

等於  

1. 於應用不保事項後及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賠償限額前，根據標準

計劃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 3(a)至(l)節可獲賠償的合資格費用的

金額 

2. 並受限於 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保障表註明的賠償限額的餘額(即

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所附的保障表註明的賠償限額減 於同一保

單年度就標準計劃限額適用情況下已賠償的金額) 

3. 減 自付費的任何餘額(如適用) 

(iv) 就第二及第三個保單年度因未知的投保前已有病症而產生的合資格費用及其他費

用，本公司在應用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 4 節所列明的賠償比率時，將按以上 

(ii) 及 (iii) 緊接扣減自付費餘額之前的相關金額來計算。本公司將其後扣減任何在

相關保單年度的自付費餘額（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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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如有任何在本條款及保障下可獲賠償的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已由任何其他保險

保障或根據本條款及保障第七部分第 13 節獲得賠償，該已獲賠償的金額將在相關

保單年度的自付費餘額（如適用）予以扣減。 

(vi) 所有根據本條款及保障（包括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如適用）可獲得的賠償，除非

額外列明，將會扣減任何適用的自付費餘額，而扣減任何適用自付費餘額前的賠償

金額，將計入保障表內列明相應的賠償限額、相關保單年度之每年保障限額及終身

保障限額。 

(vii) 如根據第 1(d)(ii)節內的公式計算的可獲賠償，低於根據第 1(d)(iii)節內的公式計算

的可獲賠償，本公司將賠償後者。 

(e) 減少自付費 

(i) 一旦符合以下(aa) 、(bb)及(cc)項列出的條件時，保單持有人可行使一次性權利以

減少自付費而毋須重新核保及毋須再提供受保人的可保證明，惟須視乎屆時可提供

的自付費選擇： 

(aa) 如受保人於保單簽發日的年齡為零(0)至五十五(55)歲之間，則保單持有人須

在受保人年滿六十五(65)歲當日或緊隨的續保日前不少於三十(30)日提出要

求行使該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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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如受保人於保單簽發日的年齡為五十六(56)至七十五(75)歲之間，則保單持

有人須在第十(10)個續保日前不少於三十(30)日提出要求行使該權利；及 

(cc) 如受保人於保單簽發日的年齡為七十六(76)歲至八十(80)歲之間，則保單持

有人須在受保人年滿八十五(85)歲當日或緊隨的續保日前不少於三十(30)日

提出要求行使該權利。 

(ii) 以上(i)所述的權利，僅可在受保人一生內行使一(1)次。 

(iii) 為免存疑，以上(i)及(ii)不影響保單持有人行使其權利作出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

要求: 

(aa) 於任何的續保日，保單持有人有權毋須重新核保及毋須再提供受保人的可保

證明而向本公司要求增加自付費，惟須視乎屆時可提供的自付費選擇；及 

(bb) 於任何的續保日，保單持有人有權向本公司要求在重新核保的情況下減少自

付費，惟本公司可按本公司當時適用的核保慣常做法全權酌情決定接受或拒

絕該等要求。 

(iv) 就在增加或減少自付費生效的續保日當日或之後所招致合資格費用及其他費用，可

獲賠償金額將受相關已增加或已減少的自付費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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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額外保障 

(a) 意外急症門診治療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bb)及(cc)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就接受急症門診治療

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 

(aa) 受保人因受傷導致急症； 

(bb) 受保人於相關意外發生後二十四(24)小時內，在醫院門診部或急症室以日症

病人身份接受醫療服務；及 

(cc) 以上(bb)項所述的醫療服務與以上(aa)項所述的受傷直接有關及由其導致。 

 

支付賠償 

(ii) 本保障將賠償受保人所招致的下列費用，並受保障表內的保障限額所規限: 

(aa) 註冊醫生的診症費用； 

(bb) 由註冊醫生處方、並且在門診治療期間及治療後最多四(4)週內服用的西藥； 

(cc) 化驗檢查及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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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診斷成像服務，包括超聲波及 X 光以及其分析；及 

(ee) 其他醫療相關費用，涵蓋敷藥及靜脈注射（包括注射液）的費用。 

支付賠償順序 

(iii) 若本保障下的合資格費用亦包含在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 節的保障範圍内，則

將按下列順序支付有關合資格費用： 

(aa) 本第 2(a)節； 

(bb) 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 節。 

為免存疑，有關訂明診斷成像檢測的合資格費用將只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i)

節賠償，而在本保障下將不獲賠償。 

(b) 門診腎臟透析 

資格及支付賠償 

(i) 一旦符合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就接受血液透析或腹膜透

析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 

(aa) 受保人以日症病人身份進行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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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註冊醫生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建議以上(aa)項所述的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

並以書面證明。 

支付賠償順序 

(ii) 若本保障下的合資格費用亦包含在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k)節的保障範圍内，則

將按下列順序支付有關合資格費用： 

(aa) 本第 2(b)節； 

(bb) 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k)節。 

(c) 出院後 / 日間手術後每日家中看護費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至(ee)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按以下(ii)賠償護理服務供應者就

提供予受保人的每日護理服務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 

(aa) 受保人已經出院或已接受日間手術，並且： 

I. 該住院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a)節病房及膳食保障可獲賠償； 

II. 該住院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e)節深切治療保障可獲賠償；或 



 

72 

本頁內容屬於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F00060)的條款及保障。 

 

III. 該住院或日間手術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f)節外科醫生費保障可

獲賠償； 

(bb) 每日護理服務是由合資格護士提供予受保人而非任何其他人； 

(cc) 每日護理服務是在保障表列明的期間提供； 

(dd) 註冊醫生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建議每日護理服務，及認為每日護理服務與

導致以上(aa)項所涉的住院或日間手術的原因（包括其併發症）直接有關及

非涉及任何其他原因，並以書面證明；及 

(ee) 在提供每日護理服務前已獲本公司書面批准。 

支付賠償 

(ii) 本保障將賠償護理服務供應者就提供予受保人的每日護理服務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

並且: 

(aa) 如於同一時段有多於一(1)名合資格護士提供予受保人每日護理服務，本保障將

只賠償當中最高合資格費用的一(1)位。提供護理服務時段的數目沒有限制。 

(bb) 不論於某一日: 

I. 護理服務於全日或部分時間提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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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共提供多少個護理服務時段， 

就計算保障限額而言，該日均會被算作一(1)日。 

(cc) 本保障的賠償受保障表內的保障限額所規限。 

(d) 康復治療 

資格及支付賠償 

(i) 一旦符合以下(aa)至(ee)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就接受康復治療所收取的合

資格費用及其他費用，並受保障表內的保障限額所規限： 

(aa) 受保人已經出院； 

(bb) 受保人在以上(aa)項所述的出院後入住康復中心； 

(cc) 以上(bb)項所述的入住是在保障表列明的期間發生；  

(dd) 註冊醫生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建議以上(bb)項所述的入住，及認為以上(bb)

項所述的入住與導致以上(aa)項所涉的住院的原因（包括其併發症）直接有

關及非涉及任何其他原因，並以書面證明；及 

(ee) 在提供康復治療前已獲本公司書面批准。 

支付賠償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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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若本保障下的合資格費用亦包含在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k)節的保障範圍内，則將

按下列順序支付有關合資格費用： 

(aa) 本第 2(d)節； 

(bb) 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k)節。 

(e) 住院陪床費 

資格及支付賠償 

(i) 一旦符合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在受保人住院期間陪伴受保

人的一(1)位人士在相同病房級別所使用的一(1)張額外床所收取的費用： 

(aa) 受保人曾經住院；及 

(bb) 以上(aa)項所述的住院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a)節的病房及膳食保障可

獲賠償。 

(f) 善終及紓緩治療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至(dd)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按以下(ii)作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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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受保人被無可置疑地確診患上末期疾病； 

(bb) 受保人直接因以上(aa)項所述的末期疾病相關的傷病引致住院並已經出院； 

(cc) 受保人在保障表列明的期間入住善終或紓緩治療院舍；及 

(dd) 註冊醫生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建議以上(cc)項所述的入住善終或紓緩治療

院舍，及認為符合以上(aa)、(bb) 及(cc)項列出的條件，並以書面證明。 

支付賠償 

(ii) 本保障將賠償善終或紓緩治療院舍就提供予受保人的住宿、照顧及護理服務所收取的

下列合資格費用及其他費用，並受保障表內的保障限額所規限: 

(aa) 住宿及膳食； 

(bb) 合資格護士提供的護理服務； 

(cc) 註冊醫生處方及留宿期間服用的西藥；及 

(dd) 身心靈支援照料。 

3. 其他保障 

(a) 日間手術現金保障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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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旦符合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予保單持有人： 

(aa) 受保人接受任何以日間手術形式提供的手術；及 

(bb) 以上(aa)項所述的手術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f)節的外科醫生費保障可

獲賠償。 

支付賠償 

(ii) 本公司將賠償保障表訂明的金額。 

(iii) 為免存疑，本保障的賠償不會影響及 / 或取代任何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 3(f)、

(g)及(h)節的外科醫生費、麻醉科醫生費及手術室費保障作出的賠償。 

(iv) 本保障的賠償不受每年保障限額、終身保障限額、自付費或調整因子所規限。 

(b) 特別獎賞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予保單持有人： 

(aa) 受保人曾經住院或接受任何以日間手術形式提供的手術；及 

(bb) 受保人受其他保險公司所提供的任何其他個人或團體償款住院保險計劃之

保障，而該等其他保險公司就根據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或本補充文件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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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可獲賠償的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已作部分或全數支付賠償。 

支付賠償 

(ii) 本保障將就以上(i)(aa)項所述的每日住院或日間手術賠償保障表訂明的金額。 

(iii) 不論受保人於某一日內共接受多少個日間手術，就計算保障限額而言，該日均會被

算作一(1)日。 

(iv) 本保障的賠償不受每年保障限額、終身保障限額、自付費或調整因子所規限。 

(c) 醫療疏忽保障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bb) 及(cc)項列出的條件時，本公司將就本保障向保單持有人

作出賠償： 

(aa) 受保人在醫院接受任何醫療服務時，因註冊醫生或合資格護士的任何疏忽而

直接導致死亡，及該死亡非涉及任何其他原因; 

(bb) 以上(aa)項所述的死亡在按事故發生所在地法律下之有關政府當局記錄構成

以上(aa)項所述的疏忽的事故發生後起計的三十(30)日內發生；及 

(cc) 以上(aa)項所述的疏忽已經事故發生所在地法律下之有關政府當局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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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賠償 

(ii) 一旦符合以上(i)列出的全部條件，本公司將一筆過賠償保障表訂明的金額。為免存

疑，本保障將支付賠償予保單持有人或保單持有人的遺產（如適用）。 

(iii) 本保障的賠償不受每年保障限額、終身保障限額、自付費或調整因子所規限。 

(d) 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能力入息保障 

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能力的釋義 

(i) 就本 3(d)節而言，「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能力」是指受保人最少連續六(6)個月失去

進行下列日常生活活動中的任何三(3)項或以上的能力: 

(aa) 移動：自行從一張椅子、床或輪椅起身或坐／躺下，無需他人協助﹔ 

(bb) 行動：自行在室內的平地上從一間房間移動至另一間房間，無需他人協助﹔ 

(cc) 如廁：自發控制膀胱及大腸功能，以保持個人衛生﹔ 

(dd) 穿衣：自行穿著及除掉一切所需衣物、矯正或保護器具、義肢及其他手術器

具，無需他人協助﹔ 

(ee) 洗澡／淋浴：自行在浴缸或淋浴間進行沐浴或淋浴（包括進出浴缸或淋浴間）

或使用其他方式洗澡，無需他人協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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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進食：自行進食食物，無需他人協助， 

而在緊接導致以下(ii)(aa)項所述住院的原因發生前，受保人必須能夠進行相關日常

生活活動。 

資格 

(ii) 一旦符合以下(aa)至(dd)項列出的條件時，本公司將就本保障向保單持有人作出賠

償： 

(aa) 受保人曾經住院或已經出院，並且在住院第一(1)天起計的過去三十六(36)個

月沒有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能力； 

(bb) 受保人在以上(aa)項所述的住院第一(1)天起計的八(8)個月內，完全及永久失

去自理能力； 

(cc) 受保人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能力與導致以上(aa)項所述的住院的原因（包括

其併發症）直接有關，及非涉及任何其他原因；及 

(dd) 註冊醫生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認為符合以上(aa)、(bb) 及(cc)項列出的條

件，並以書面證明。 

支付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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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一旦符合以上(ii)列出的全部條件，本公司將就本保障作出首次賠償。為免存疑，首

次賠償的最早時間為以上(i)所述的失去進行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連續六(6)個月之

後。 

(iv) 本公司將於保障表列明的整段時間就本保障作出賠償。為免存疑，即使受保人於保

障表列明的期間身故，本保障的賠償仍將於該整段時間持續支付予保單持有人或保

單持有人的遺產（如適用）。 

(v) 本保障的賠償不受每年保障限額、終身保障限額、自付費或調整因子所規限。 

4. 補充釋義 

就本補充文件第 1 至 3 節而言，字詞及表述必須按照以下所述解釋: 

「高於標準私家房」 是指在醫院內比標準私家房較多設施或設備的房間。 

「合資格護士」 是指符合以下資格的護士 –  

(a) 具有正式資格並已按香港法例第 164 章《護士註冊條例》在香港護士

管理局註冊，或在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內由本公司接受為具有同等

效力的團體註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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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香港或在受保人接受服務的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需由本公司接

受），經當地法例許可提供護理服務。 

下列人士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包括在内 – 受保人、保單持有人、或保單持

有人及 / 或受保人的保險中介人、僱主、僱員、直系親屬或業務夥伴（除

非事先經本公司的書面批准）。 

「康復中心」 是指醫院除外的機構，並– 

(a) 按其所在地區的法律妥為成立及註冊，以提供院舍式的康復服務； 

(b) 指為身體受傷、身體功能障礙或身體殘疾提供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及

其他復康治療；及 

(c) 非主要作為戒酒或戒毒中心、自然療養院或水療中心。 

「半私家房」 是指在醫院內設有共用浴室的單人或雙人房，或醫院內被釐定為相同等級

之房間。 

「標準私家房」 是指在醫院內連私人浴室但不連廚房、飯廳或客廳的標準單人房，或醫院

內被釐定為相同等級之房間，並不包括醫院內的總統套房/貴賓房/豪華房。 

「入住」 是指以下任何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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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受保人純粹為接受醫療服務(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除外)入住康復中

心，並於該康復中心留診不少於連續六(6)小時； 

(b) 受保人純粹為接受由相關註冊人員提供的醫療所需的物理治療、職業

治療或言語治療入住康復中心，並於該康復中心留診不少於連續一

(1)小時。 

「末期疾病」 極可能在十二（12）個月內使受保人身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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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補充文件 

增值稅和商品及服務稅納入為合資格費用 

本補充文件將附加於本條款及保障並構成其一部分。除另行釋義外，在本條款及保障和在本補充文

件中所使用的字詞及表述，具有相同的涵意。 

本補充文件將由 2022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生效日期」）。 

由生效日期開始，以下條款及細則將應用於條款及保障： 

1. 本補充文件的條款及細則將適用於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所招致的合資格費用，合資格費用

將包括就傷病所需的醫療服務而徵收的增值稅和商品及服務稅（如有）。 

2. 就本條款及保障第 7 部分第 13 節而言，任何已退還予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視情況而定）的

增值稅和商品及服務稅將根據該第 13 節不受保障，並不得根據本條款及保障獲得支付。 

釋義 

增值稅和商品及服務稅 是指增值稅、商品和服務稅或其他性質類似的稅項、關稅或徵費，有關

費用由相關稅務或類似機構，或政府部門就傷病所需的醫療服務而招致

的費用收取或徵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