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外未曾發生 
損失已受控制

保障

助您踏出个人风险管理第一步

aia.com.hk

（下列數字乃假設並只作舉例說明之用）

「意選保」
   ESSENTIAL PROTECTOR



日常生活中無論參與任何活動，如遠足、登山，都可能遇上意外而受傷，並需要治療，當中涉及診療費
和其他開支。加上因為受傷而失去工作能力，影響生計和日常生活。

「意選保」讓您為自己安排和搭配一份完全因應自我生活模式、財政狀況和家庭責任的保障計劃。從保障
組合內容到保障金額一切由您選擇。

「意選保」特有的保障特點：
  基本保費劃一計算*，保費計算更清晰；

  自由配搭意外醫療賠償：

　意外醫療賠償 — 包括住院或手術治療、門診費用，以及跌打、針灸、西醫轉介的物理治療和脊醫治療，保障更全面。

  特設續保利益，在首五年每年續保時，主要保額會自動遞增5%+。

周全保障　由您決定
「意選保」包括基本保障和自選附加保障，配合個人需要，保障計劃完全由您自選，為您和家人提供實時幫助，以解燃眉之
急。

全方位意外保障賠償
如果因遇上意外，並在意外發生後180天內不幸死亡或永久
完全傷殘，「意選保」將根據保障賠償表所列的百分率作出
賠償。在您持續殘障的第13個月起，「意選保」將會支付相
等於主要保額的1%作為每月的永久完全殘廢賠償，最長可
達100個月。不管意外和受傷次數多少，只要賠償未達到主
要保額或累積主要保額的100%，仍可索償「意選保」的意
外死亡及斷肢和/或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雙倍利益賠償
當您以支付票價的乘客身份乘搭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以行人
身份遇上交通意外和/或被任何機動車輛撞倒，或在香港、澳
門因自然災害造成的水浸或山泥傾瀉遇上意外而導致身亡或
斷肢或永久完全傷殘，「意選保」將提供雙倍意外死亡及斷
肢賠償或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續保利益  保額免費自動遞增
 在首五個保單週年日，您的原有主要保額，將在每次續保時
自動遞增5%，無需支付額外保費，並享更高保障。無論您在
本公司持有多少份保單，在計算續保利益時，主要保額的總
和最高上限為100,000美元或800,000港元 / 澳門幣。

意外醫療賠償
「意選保」為您提供因意外引致的門診、住院、手術和醫療
費用，以至跌打、針灸、西醫轉介的物理治療和脊醫治療等
費用之賠償。

身故體恤津貼
在保單生效期內，如不幸身故，「意選保」將提供相等於主
要保額的1%作為身故體恤津貼，最高為10,000港元/澳門幣。

24小時全球電話諮詢服務
「友邦國際支援服務」為「意選保」的客戶提供24小時免費
全球電話旅遊諮詢服務，令您時刻獲得保障和支援。

* 實際保費可能因不同職業種類，而可能需要支付額外保費。
+  保單必須在首五年持續生效。無論在本公司持有多少份保單，每年的續保利益以該保單年度之主要保額計算，而非按累積主要保額計算。在計算續保利益

時，主要保額之總和最高上限為100,000美元或800,000港元/澳門幣。 (有關計算續保利益的方法，請參考案例二)。

保障
「意選保」

請即聯絡您的財務策劃顧問或致電AIA客戶熱線瞭解詳情
香港 澳門 登入



已購買的「意選保」保障

投保額 (港元) 年繳保費 (港元)

基本保障：

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
或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400,000 1,200

自選附加保障：

意外醫療賠償 20,000 1,050

有關醫療費用

費用 (港元) 可獲賠償 (港元)

入住私家醫院
普通病房7天 
(每天700港元）

4,900
4,900 

(意外醫療賠償) 

其他住院醫療費用 14,000
14,000 

(意外醫療賠償)

跌打費用，每次
250港元，合共4次

1,000
1,000 

(意外醫療賠償)

總醫療開支金額： 19,900

總賠償金額： 19,900

為本地銀行的行政見習生，熱愛戶外活動。最近一次遠足時撞傷右手肘和大腿，證實膝蓋骨碎
裂，需要住院七天，之後還接受跌打治療。

案例一
陳先生　男 (23歲)
月薪約16,000港元

李小姐的受益人共可獲4,410,000港元賠償。

陳先生可獲全數賠償有關的診療費外，同時，他也可每年續保，繼續享受全面的意外保障。

（下列數字乃假設並只作舉例說明之用）個案

已購買的「意選保」保障

投保額 (港元) 年繳保費 (港元)

基本保障：

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
或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2,000,000 6,000

自選附加保障：

意外醫療賠償 50,000 2,625

賠償

累積主要保額 
(港元)

可獲賠償 
(港元)

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
或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2,200,000 
(主要保額：

    2,000,000＋
續保利益

     200,0001)

2,200,0002

雙倍利益賠償 2,200,000

身故體恤津貼3 10,000

賠償金額 4,410,000

1.  用以計算續保利益的主要保額總和之上限為800,000港元，所以李小姐的「意選保」每年續保利益為40,000港元 (即800,000港元 x 5%) ，五年共獲
200,000港元。

2.  根據保障賠償表，「喪失生命」的賠償：2,200,000港元 (累積主要保額) x 100% = 2,200,000港元。
3.  在保單生效期內，如不幸身故，「意選保」將提供相等于主要保額的1%作為身故体恤津貼，最高為10,000港元/澳门幣。

李小姐於早年購買了「意選保」，由於此保單已經生效超過五个保單年度，所以在首五年每年續
保時她也可以享有續保利益。很不幸，她在乘搭巴士時遇上交通意外而身故。由於李小姐因乘搭
公共交通工具時发生意外而身故，所以她的受益人可獲意外死亡及斷肢的双倍賠償。

案例二
李小姐　女 (30歲)
月薪約35,000港元

保障
「意選保」



意外醫療賠償表
治療類別 最高賠償金額 (港元/澳門幣）

1. 註冊西醫之診治或手術 
2. 住院治療

「意外醫療賠償」的保障金額

3. 出院後由註冊護士在家護理 只限出院後31天內每天限1次、最多15次

4. 跌打或針灸 
       骨折 
       非骨折

每宗意外計算 
1,000 
500

5. 西醫轉介之物理治療或脊醫治療 每天每次上限300

‧第4和第5項之總和在同一保單年度 (以治療日計算) 之上限為「意外醫療賠償」的10%
‧以上各項賠償之總和在每宗意外受限於「意外醫療賠償」之保障金額

保障
「意選保」

意外死亡及斷肢保障賠償表

創傷 主要保額之百分比
1. 喪失生命 100%

2. 永久完全喪失雙眼視力 100%

3. 永久完全喪失一眼視力 100%

4. 喪失兩肢/一肢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100%

5. 喪失說話能力及失聰 100%

6. 永久及不能痊癒的精神失常 100%

7. 永久完全失聰

(a) 雙耳 75%

(b) 一耳 25%

8. 喪失說話能力 50%

9. 永久完全喪失一眼球之晶體 50%

10. 喪失任何一手四指及拇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 70%

(b) 左手 50%

11. 喪失任何一手四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 40%

(b) 左手 30%

12. 喪失任何一手拇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兩節/一節關節 30% / 15%

(b) 左手兩節/一節關節 20% / 10%

創傷 主要保額之百分比
13. 喪失任何一手手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三節/兩節/一節關節 10% / 7.5% / 5%

(b) 左手三節/兩節/一節關節 7.5% / 5% / 2%

14. 喪失任何一腳腳趾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一腳所有腳趾 15%

(b) 拇趾兩節關節 5%

(c) 拇趾一節關節 3%

15. 腿骨或膝蓋骨折裂而不能復原 10%

16. 任何一腿畸短五厘米或以上 7.5%
17. 三級燒傷

身體部位 燒傷部份佔全身皮膚
面積百分比

(a) 頭 不少於8% 100%

不少於5% - 少於8% 75%

不少於2% - 少於5% 50%

(b) 身體 不少於20% 100%

不少於15% - 少於20% 75%

不少於10% - 少於15% 50%



保障額及保費概覽
投保限額

最高投保額# (以港元和澳門幣^計算) 最低投保額 (以港元和澳門幣^計算)
投保年齡 18-70歲 0-17歲 18-70歲 0-17歲

主要保額 
意外死亡及斷肢 / 
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在職人士：
2,250,000

‧年薪15倍 (50歲及以下) 
‧年薪10倍 (51-70歲) 

非在職人士：
750,000

375,000
在職人士 / 

非在職人士：
400,000

240,000

意外醫療賠償 
(每次意外最高賠償)

主要保額之10%或不多於80,000 
(以較低者為準)

主要保額之10%
或不多於16,000 
(以較低者為準)

20,000 8,000

# 繕发投保額上限（以个人計）的計算必須包括已購買的「自選人身意外保险」。

基本保障之保費 (以港元和澳門幣^計算)
意外死亡及斷肢/永久完全殘廢賠償

保額 年繳保費
每1,000 3
240,000 720
300,000 900
400,000 1,200
500,000 1,500
600,000 1,800
700,000 2,100
800,000 2,400
900,000 2,700

1,000,000 3,000
1,500,000 4,500
2,000,000 6,000
2,400,000 7,200

自選意外醫療賠償附加保障之保費 (以港元和澳門幣^計算)
意外醫療賠償

保額 年繳保費
每1,000 52.5

8,000 420
10,000 525
20,000 1,050
30,000 1,575
40,000 2,100
50,000 2,625
60,000 3,150
70,000 3,675
80,000 4,200

如欲投保自選意外醫療賠償附加保障，須先投保基本保障。
^澳门幣只适用于澳门繕发之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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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投保年齡需介乎15天到70歲，本計劃可續保到75歲。
   身故體恤津貼支付的總額，以受保人在本公司所持保單之同一保障項目不超過1,300美元或10,000港元/澳門幣為限。
   需持有有效之AIA人寿保险基本計划保單。 
   繕发投保額上限（以个人計）為300,000美元/2,250,000港元/澳門幣（包括「自選人身意外保险」）。 
   家庭主婦和学生之可繕发投保額上限（以个人計）為100,000美元/750,000港元/澳門幣，儿童之可繕发投保額上限（以个人計）為50,000美元/
     375,000港元/澳門幣。 
   意外医療賠償之上限（以个人計）為意外死亡及斷肢賠償投保額的10％或不多於80,000港元/澳門幣，而兒童則不多於16,000港元/澳門幣，以較低者為準。
   有關產品詳情，請参閱保單契約。
   只適用於非持有香港或澳門身份證明文件及一般於中國居住而抵港抵澳投保之客戶，實際之保費金額受制於AIA核保部之最終決定。

不保事項
   自殺或企圖自致之傷害；專業運動；
   懷孕、分娩或流產；
   任何疾病；
     任何形式的牙齒護理或手術，惟因意外受傷而需接受的治療不在此限 (假牙和有關費用不包括在內)；
   酗酒或濫用藥物；
   參與空中飛行，以需付款之乘客身份乘搭私人持牌飛機和商業客機除外；
   美容、整形手術或任何非必要之手術；
    警務人員或懲教署人員被謀殺、受襲擊、在暴動或民事騷亂、罷工或進行逮捕時遇上意外；
   消防員被謀殺、受襲擊、在暴動或民事騷亂、罷工時遇上意外；
   任何直接或間接與在保單繕發日前已存在的損傷或疾病所致之傷病；
    戰爭或任何軍事行動、服兵役、違法行為。

本公司保留隨時修訂保費之權利。保費將根據受保人所選擇之保障惠益和保額而釐定。
以上資料只適用於非持有香港或澳門身份證明文件及一般於中國居住而抵港抵澳投保之客戶作参考，有關其他人士之申請，請联系AIA財務策劃顧問查询。  
此產品簡介只供參考，有關保單契約條款之定義和契約條款及條件之原文和完整敘述，請參閱保單契約。
在此產品簡介內，「AIA」、「我們」或「本公司」是指友邦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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