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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思健康是全香港最大非醫院醫療服務供應商 *，以預防及精準醫療為業務核心，透過多元服務整合發展醫療人工智
慧，配套高端品牌及優質客戶服務，致力為客戶提供最專業、安全、有效的醫療服務。香港仁和體檢是醫思健康旗下
的一站式醫學健康管理中心，提供全面的綜合健康檢查服務，保健品和健康管理服務。香港仁和體檢於香港醫護學會
主辦的「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健康品牌大獎 2017 & 2018」中獲得「最受醫護人員信賴體檢中心品牌大獎」，是香港少
數體檢中心能承諾於 4 小時內為客戶提供完整的健康檢查報告。此外，中心更設視力檢查服務。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按 2018 年及 2019 年收入計算進行的獨立研究

「AIA Vitality健康程式」會員優惠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可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眼科服務 *專享指定折扣，包括眼部檢查、眼科醫生諮詢
及進階掃描。

請參閱下表列載的詳情︰

優惠指南

香港仁和
體檢

* 不能與其他折扣或優惠券一起使用。 請直接與香港仁和體檢查詢。 . 

眼科服務 * 建議零售價（港元）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價（港元）

基本眼科檢查 #^ 880 680

青光眼評估 — 光學相干斷層掃描 1,750 1,500

青光眼評估 900 750

糖尿眼評估檢查 1,750 1,500

近視人士綜合視網膜檢查 1,750 1,500

角膜矯形術評估（OK 鏡） 650 500

眼科醫生諮詢 800-1,000 700

SMILE 微笑矯視 28,500 25,650 - 27,075

激光矯視 22,000 19,800 - 20,900

白內障（激光）/ 單眼 18,000-28,000 16,200 - 26,600

青光眼（激光）/ 單眼 15,000-25,000 13,500 - 2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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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眼科視光檢查套餐包括︰

視力檢查

屈光檢查（近視、遠視、散光及老花的度數檢查）

瞳孔反射

眼壓檢查

眼動檢查

色覺普查（驗測分辨顏色的能力）

立體視覺

雙目裂隙燈檢查

擴大眼底檢查

外眼及視網膜檢查

檢查類別 服務中心名稱 預約 地址 營業時間 電話號碼

眼科服務

銅鑼灣

需要

香港銅鑼灣
謝斐道 535號 7樓 星期一至六 

上午 9 時半至
下午 6 時半

2156 5866

旺角
九龍旺角彌敦道 688號
及亞皆老街 65號
旺角中心第一座 5樓

註︰上述價目表可能不時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除「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折扣外，會員亦可就完成以上選定相關測試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請參閱「賺
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一節列載的詳情。

我可如何開始？

步驟 1︰預約
選擇您屬意的方法進行預約。當您遞交網上預約請求後，香港仁和體檢的代表將於一個工作天內聯絡您，以確認您的
預約。請注意您必須提早預約。

預約資料︰

1. 電話︰ 2156 5866（廣東話／國語／英語）。星期一至六上午 9 時半至下午 6 時半。
2.  發電郵往 aiabooking@echealthcare.com，表明您選擇的日期及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號碼。
3. 前往 https://www.rehealth.com.hk/eyes-service 直接向香港仁和體檢預約。

 

步驟 2︰到場進行檢查
向香港仁和體檢職員出示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電子會員卡、香港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及預約資料，
然後進行眼科檢查或完成其他眼科服務。

步驟 3︰收取檢查結果
您將要親自收取一份紙本評估報告，詳情請向香港仁和體檢 職員查詢。

步驟 4︰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在眼科檢查當日簽署同意書，以賺取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收到您的檢查結果後，
將會自動為您符合資格的眼科檢查獎賞積分。

該同意書重新確認您同意香港仁和體檢發放測試結果，以便計算「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資料及數據將被儘量減少
及只有相關的會轉送給我們，並純為計算「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用途，且「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只限按照「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計劃的條款及細則與「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使用及儲存該等資料及數據。

註︰  您可按自身意願決定是否簽署該同意書。但如您不簽署該同意書，「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將不能處理「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而我們將不能就本活動向您獎賞任何「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您仍可享用香港仁
和體檢提供的折扣，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將無法取得您的任何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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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取「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
您完成基本眼科檢查項目後可為今個會籍年度賺取 500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再於下個會籍年度的開始就本
年度完成的眼科檢查賺取額外 500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請參閱下表有關獎賞積分的詳情︰ 

 
您全年進行眼科檢查的次數不設上限，但您於每個會籍年度將只會就眼科檢查獲獎賞一次積分。

^ 我們建議您每兩個會籍年度進行檢查一次。您在今年完成檢查後，將於同年獲賞 500 積分及於明年另獲賞 500 積分。若您連續兩年完成檢查，於第二年
只能獲賞上限 500 積分。

謹記要點

‧  請在前往進行眼科檢查前提早預約。

‧  您在今年完成眼科檢查後，將於同年獲賞 500 積分及於明年另獲賞 500 積分，但您於每個會籍年度將只會就眼科
檢查獲獎賞一次積分。

‧  本折扣適用於建議零售價。至於香港仁和體檢當時已提供折扣或推廣優惠的服務，「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可
選擇享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折扣或當時已提供的折扣或推廣優惠兩者之中較優惠者。「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折扣不能與其他折扣或優惠券一同使用。請直接查詢香港仁和體檢。

‧  您需要簽署同意書，以供「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計算及處理「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否則我們將不能就本
活動向您獎賞任何「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您仍可享用香港仁和體檢提供的折扣，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將無法取得您的任何測試結果。 

關於香港仁和體檢

香港仁和體檢是一個個別獨立實體。而對於香港仁和體檢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性質或質素，或其任何招攬作為，友邦
香港概不負責。香港仁和體檢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概無經由友邦香港出售或營銷。而香港仁和體檢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亦
可能受限於香港仁和體檢的若干條款及細則。香港仁和體檢可能就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的可用性及合法
性施加額外條款及細則。

有關資料請瀏覽香港仁和體檢網站︰ https://www.rehealth.com.hk/eyes-service.

就友邦香港而言，本指南列載的資料概不構成要約出售或要約招攬購買香港仁和體檢產品或服務。友邦香港並非香港
仁和體檢的代理或經銷商及不會由於您購買香港仁和體檢產品或服務而收取任何酬金。

任何關於作為本優惠一部分的任何產品或服務之爭議，必須直接與香港仁和體檢交涉解決。香港仁和體檢對於您的任
何訂單有最終決定權。

本指南代表友邦香港作出的所有聲明一概經徹底調查，並有文件證據可予核實。本指南代表香港仁和體檢作出的聲明
乃根據友邦香港向香港仁和體檢獲得的資料作出。香港仁和體檢向友邦香港提供有關資料時，已確保有關資料準確無
誤。

您應閱覽「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條款及細則，尤其請留意網站 www.aia.com.hk/aiavitality 所載「AIA Vitality 健康
程式」計劃優惠一節及「除外的法律責任」一節。

條款及細則

使用本優惠受限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條款及細則、「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使用說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友邦香港的私隱政策，全部列載於 www.aia.com.hk/aiavitality。

如對「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有任何爭議（如有），友邦香港的決定一概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檢查類別 健康範圍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每個會籍年度積分上限

基本眼科檢查 ^ 無
1,000 分

兩年之間等量獎賞
5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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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應審慎考慮閣下應否購買香港仁和體檢供應的產品或服務，而「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的獎賞（如有），一概
不得視為作出決定的唯一或決定性因素。如有需要，請諮詢您的醫生或其他保健專業人士。另外，您在作出任何決定
之前，應比較市場上不同服務供應商（及其產品／服務）的價格、質素及聲譽。

有關優惠可於任何時間被更改或撤回。

「AIA」、「友邦」或「友邦香港」是指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為有限責任公司)。

資料最後更新日期：2023年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