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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銀葵醫院是一所私人醫院，擁有先進的醫療設備、專業及經驗豐富的醫療團隊，致力為病人提供高質素及符合國際 
標準的醫療服務。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優惠
會員進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指定身體檢查套餐、進階普查及疫苗注射可尊享獨家優惠，詳情請參閱
下表：

優惠指南

澳門銀葵
醫院

^有關各項指定身體健康檢查套餐的詳情，請參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網站或直接向澳門銀葵醫院查詢。
*您可以享用獨家優惠價澳門幣 430同時進行血糖 (糖化血色素 )及「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測試。
#由 2023年 1月 1日起生效。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 # 原價（MOP）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價（MOP）

血壓

不適用 130

BMI指數及腰圍

血糖水平
（隨機快速／針刺手指）

總膽固醇水平
（隨機快速／針刺手指）

指定身體檢查套餐 ^#  原價（MOP）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價（MOP）

週年全身檢查計劃 3,305 3,140（95折）

女士全身檢查計劃 5,110 4,855（95折）

男士全身檢查計劃 5,150 4,893（95折）

進階普查 原價（MOP）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價（MOP）

乳房 X光造影檢查  1,750  1,400（8折）

柏氏抹片／子宮頸細胞抹片檢查及醫生診金  550+200 455+100

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測試  480  320（67折）

糞便隱血檢查（FOBT)  90  56（62 折）

血糖（糖化血色素)  38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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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23年 1月 1日起生效。
註：上述價錢及優惠或會隨時更改而不作另行通知。

除尊享「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折扣外，會員亦可每年就完成上述指定測試、普查、疫苗注射或檢查賺取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一次，若測試結果能維持於健康範圍（如適用）更可賺取額外積分。請參閱第 3頁的 
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部分所列載之詳情。
 

我可如何開始？

步驟 1︰預約 *  
首先選擇服務類別，然後按下列資料直接聯絡澳門銀葵醫院進行預約：

進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指定身體檢查套餐／進階普查／疫苗注射 
1. 電話：(853) 2832 2283； 星期一至六　上午 9點至下午 7點 
2.  電郵至 enquiry@yinkui.com.mo，並註明預約日期／時間及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號碼，澳門銀葵  
醫院將聯絡您確認有關預約。

進行牙科服務 
1. 電話 : (853) 2832 2283；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點至下午 6點 30分；星期六　上午 9點至下午 1點 
2.  電郵至 enquiry@yinkui.com.mo，並註明預約日期／時間及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號碼，澳門銀葵醫
院將聯絡您確認有關預約。

地址：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澳門財富中心 2-4樓

*澳門銀葵醫院將不能為未經預約的會員提供上述服務。

步驟 2︰進行身體檢查／疫苗注射／牙科服務 
於抵達澳門銀葵醫院時，請出示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卡和身份證明文件，並繳交相關費用。

步驟 3︰領取檢查結果 
若您進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或其他身體檢查套餐，將可於指定時間內親身領取一份書面檢查報告：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檢查當天
• 其他身體檢查套餐：檢查後約 7-10個工作天

步驟 4︰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您必須在進行身體檢查／疫苗注射／牙科檢查當日簽署一份由澳門銀葵醫院提供的同意書，允許醫院向「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提交有關的證明或結果，我們便會在收妥有關的資料後，自動授予您所賺取的積分。

疫苗注射 原價（MOP）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價（MOP）

流感疫苗 # 380（成人 /小童） 380（成人 /小童） 

甲型肝炎疫苗

化驗 # 430 342 

1針 1,050 945

2針 2,100 1,890

乙型肝炎疫苗

化驗 # 350 350 

1針 700 630

3針 2,100 1,890

甲及乙型肝炎疫苗

化驗 # 780 780

1針 1,050 945

3針 3,150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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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同意書重新確認您同意澳門銀葵醫院向「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提交某些相關證明或測試結果，以便計算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之用。只有最少及必須的數據及資料才會被轉移作計算「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之用，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只限按照「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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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同意書純屬自願性質，如您不簽署該同意書，「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將不能就您的任何測試結果作計算和
授予「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之用。然而，您仍可尊享澳門銀葵醫院提供的優惠，惟「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將不能取得您的任何測試結果。

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會員在完成以下身體檢查／疫苗注射／牙科檢查後可賺取積分，若指定測試結果能維持於健康範圍（如適用），更可
賺取額外積分。「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在收到您的身體檢查／疫苗注射／牙科檢查結果或證明後，將會自動就您每
項符合資格的測試／結果授予您所賺取的積分。

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進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其他身體檢查／疫苗注射／牙科檢查的次數不限，惟我
們只會根據下表授予您所賺取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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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壓 1 < 140/90 mmHg

完成每項測試
可賺取 750積分；

及
每項結果維持於健康範圍，
可賺取額外 750積分

6,000積分

BMI指數 1及腰圍 *

* 只會在 BMI指數高於 22.9的情況
下，才需要量度腰圍作參考。

1. BMI 指數介乎 18.5至 22.9之間

或

2. BMI指數介乎 23.0-24.9之間及
腰圍 *維持於指定範圍內

（女性 < 80 厘米／男性 < 90厘米）

血糖水平 2

（隨機快速／針刺手指）
< 7.8 mmol/L

總膽固醇水平 2

（隨機快速／針刺手指）
< 5.2 mmol/L

其他身體檢查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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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壓 1 < 140/90 mmHg

完成每項測試
可賺取 750積分；

及
每項結果維持於健康範圍，
可賺取額外 750積分

6,000積分

BMI指數 1及腰圍 *

* 只會在 BMI指數高於 22.9的情況
下，才需要量度腰圍作參考。

1. BMI 指數介乎 18.5至 22.9之間

或者

2. BMI指數介乎 23.0-24.9之間及
腰圍 *維持於指定範圍內

（女性 < 80 厘米／男性 < 90厘米）

血糖水平 2（空腹） < 6.1 mmol/L

總膽固醇水平 2（空腹） < 5.2 mmol/L 

1.  這個檢驗／量度結果可透過以下途徑獲得，包括：進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快速健康檢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AIA Vitality健康程式」
體能評估、其他由澳門銀葵醫院提供的指定身體檢查套餐或由您的全科醫生／醫療中心提供，惟只有第一個提交及合資格的檢查結果才可賺取積分。

2.  這個檢驗／量度結果可透過以下途徑獲得，包括：進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其他由澳門銀葵醫院提供的指定身體檢查套餐或由您的全科
醫生／醫療中心提供，惟只有第一個提交及合資格的檢查結果才可賺取積分。



4

疫苗注射及牙科保健

疫苗注射／牙科保健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年度次數 每個會籍年度積分上限

流感疫苗 1,000積分 每年一次 1,000積分

乙型肝炎疫苗 1,000積分 終身一次
1,000積分
（終身一次）

HPV 疫苗
 （女性 18-26歲）

1,000積分 終身一次
1,000積分
（終身一次）

牙科檢查 1,000積分 每年一次 1,000積分

進階普查

檢查類別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次數
每個會籍年度

積分上限

乳房 X光造影檢查
（女性 50歲或以上）

2,000積分

每兩年一次
（會員在進行檢查後，
於首年賺取 1,000 積分
及於其後一年

另再賺取 1,000積分）

1,000積分

柏氏抹片／子宮頸細胞抹片檢查
（女性適用）

2,000積分 1,000積分

前列腺特異抗原（PSA）測試
（男性 50歲或以上）

2,000積分 1,000積分

糞便隱血檢查（FOBT）
（50歲或以上）

2,000積分 1,000積分

血糖（糖化血色素） 不適用

謹記要點

‧  所有會員折扣均適用於原價。會員可自行選擇 享用其會員折扣或當時由澳門銀葵醫院提供的其他折扣或推廣優惠 
兩者之中較優惠者。會員折扣不能與其他折扣或優惠一同使用。詳請請直接向澳門銀葵醫院查詢。

‧  於每個會籍年度，會員只可就量度血壓、BMI指數、血糖和膽固醇及就其結果維持於健康範圍而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及額外積分各一次。

‧  血壓和 BMI 指數的量度結果可透過以下途徑獲得，包括：進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快速健康檢視、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體能評估，其他由澳門銀葵醫院提供的指定身體檢查
套餐或由您的全科醫生／醫療中心提供，惟於每一個會籍年度內，只有第一個提交及合資格的檢查結果才可賺取積
分。

‧  血糖和總膽固醇的量度結果可透過以下途徑獲得，包括：進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健康檢視，其他由澳門銀葵
醫院提供的指定身體檢查套餐或由您的全科醫生／醫療中心提供，惟於每一個會籍年度內，只有第一個提交及合資
格的檢查結果才可賺取積分。

關於澳門銀葵醫院

澳門銀葵醫院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而對於澳門銀葵醫院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性質或質素，或其任何招攬行為，友邦 
概不負責。澳門銀葵醫院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概無經由友邦出售或營銷。而澳門銀葵醫院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亦可能
受限於澳門銀葵醫院的某些條款及細則。澳門銀葵醫院可能就賺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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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資料請瀏覽澳門銀葵醫院網站︰ www.yinkui.com.mo

就友邦而言，本指南刊載的資料概不構成要約出售或要約招攬購買澳門銀葵醫院產品或服務。友邦並非澳門銀葵醫院
的代理或經銷商，及不會就您購買澳門銀葵醫院產品或服務而收取任何酬金。如您對澳門銀葵醫院所 提供作為本優惠
一部分的任何產品或服務有任何爭議，必須直接與澳門銀葵醫院交涉及解決，而澳門銀葵醫院則擁有最終決定權。



此文件內以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名義所作的陳述均經過深入研究，並有相關文件證據可供核實。此指南內以 
澳門銀葵醫院名義作出之所有陳述均根據由澳門銀葵醫院提供予友邦澳門的資料所製成，並於提供該資料給友邦澳門
時已確認其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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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的決定一概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您應審慎考慮閣下應否購買澳門銀葵醫院的產品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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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夥伴、獎賞及優惠或會隨時變更而不作另行通知。

「AIA」、「友邦」或「友邦澳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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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月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