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通脹如何影響保費？

醫療保險如同其他類型的保險，建基於「分擔風險」的概念來運作。所
收保費均會放在「保險池」內，當客戶提出索償時，便由「保險池」提
取。保險公司作為「保險池」的託管人及管理人，必須確保所有賠償均
遵循醫療所需及合理的原則。假如因違反此原則而造成過高的賠償，所
有客戶的保費將承受不必要的升幅。

我們非常關注近年香港醫療成本大幅上升的問題。與環球數字比較1，香
港於過去5年的醫療通脹每年平均高達8-10%，超出亞太區的6-9%，更遠
高於歐洲的5-6%。如果現時的醫療通脹未能受到控制，醫療保費將來極
可能上升至很多市民無法負擔的水平。

羅兵咸永道於2013年發表的「醫療保障計劃顧問研究報告」2中曾引述，
住院手術（原本應該在日間手術中心進行）數目增加為醫療成本飆升的
其中一個重要成因。換言之，罹患較嚴重疾病的病人需要與根本無需住
院的病人「爭奪」床位，而病床短缺亦帶動醫療成本上升。

另外，香港市民的預期壽命現時為全球最長3。人口老化及對醫療服務需
求的增加將令未來香港醫療費用的上升壓力更為嚴峻。AIA作為一家負責
任的保險公司，我們責無旁貸，有必要以客戶為最大考慮，與社會各方
緊密合作，特別是與醫學界攜手，應對醫療通脹的挑戰。社會各界必須
同心合力，確保醫院床位資源能照顧最有住院需要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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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首屈一指的保險公司，我很高興宣布我們正式推出季度電子健康通訊
《健康在線》。隨著本港醫療成本不斷上升，加上服務供不應求，醫療護理已成
為大家非常關心的熱門課題。一直以來，AIA致力助您活出更長久、健康及豐盛的
人生，我們希望藉著《健康在線》，與您及普羅市民分享最新的醫療保健資訊、
政府的相關措施，以及一些健康生活的建議。

此外，早前加入成為AIA一份子的友邦香港及澳門首席醫務官及企業顧問周一嶽醫
生，亦將與我們的醫療合作夥伴緊密聯繫。我們深信憑藉周醫生的專業知識和豐
富經驗，定能助我們為您帶來更優質的醫療保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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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s Tower Watsons Global Medical Trends Survey Report 2016, 2014, 2012
2「醫療保障計劃顧問研究」報告，羅兵咸永道，2013年12月12日。
3 	聯合國人口基金2016年世界人口現狀報告	Original Source in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16” of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http://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The_State_of_World_Population_2016_-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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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手術　安全省時

胃鏡檢查、腸鏡檢查和白內障摘除是本港最常見的日間手術。在日間手術中心進行簡單手術，免卻了繁複的入院程

序，讓病人安全便捷地接受媲美住院手術的治療。

日間手術在歐美和東南亞已經非常普及，尤其在美國和新加坡，當地九成的內窺鏡檢查程序均在日間手術中心進

行。現時醫療費用持續飆升，安全和價格相宜的日間手術無疑有助減輕病人的經濟負擔。

以胃鏡檢查為例，住院手術的費用平均為21,000港元，而日間手術則只需5,500港元1。手術一般可在約5至10分鐘內
完成，沒有住院的必要，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病人也無須接受全身麻醉。

進行日間手術的專科診所和日間手術中心必須嚴格遵循與醫院相同的安全標準。若病人找到一位值得信賴的醫生和

日間手術中心並盡快接受治療，定會發現手術過程不但簡單便捷，而且更比想像中輕鬆。

1 AIA 2015年內部參考資料（大房級別賬單平均總額）

專訪我們的網絡醫生

H:《健康在線》

N:	吳醫生

H:	哪些手術可在日間手術中心進行？

N:	胃鏡及腸鏡檢查都屬於簡單手術，超過一半以上的個

案都可以在日間手術中心進行，但當要進行大型手術

（例如換心瓣手術）、處理緊急個案又或是當病人年紀

較大或身體有其他毛病時，醫生一般也會按情況安排入

院治療。

H:	入院進行手術會否較在日間手術中心舒適？

N:	很多病人也反映在日間手術中心進行手術和入院感覺其

實差不多，加上現時的日間手術中心設施非常完善，也

是十分安全和舒適的。

H:	您認為服務病人時，最重要的是什麼？

N:	很多時候，醫生未必有太多時間跟病人溝通，所以我們

更要細心聆聽及瞭解病人的需要，好讓病人能夠安心接

受治療。

H:	有沒有一些健康建議給我們的客戶？

N:	多注意飲食才可保持健康的體魄，例如少吃醃製食物如

香腸、午餐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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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嘉恩醫生

腸胃及肝臟專科醫生、友邦香港的網絡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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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嶽醫生專欄︰如何善用您的醫療保險？

常聽說醫療保險很重要，但對於它的實際價值您又知道多少？保險是否只是用作賠償醫生的診

金？如何才能夠善用自己的保單？

購買醫療保險是保障我們自己和親友的前瞻性決定。保險的概念在於建立一個「保險池」，

由所有受保人一同分擔成本和潛在的損失。人類生病是自然不過的事，但我們無法預料自己

何時會患上哪種疾病。越發增加的醫療成本正逐漸加重我們的經濟負擔，若然缺少一份妥善的

醫療保險，疾病或意外可隨時令我們措手不及，更有可能為家庭帶來一筆長期債務。

與過去數十年比較，今天的醫療保險更加全面，保障範疇亦更

廣，但保費同時亦與日俱增。雖然我們能享用到更優質的醫療

服務，然而鑑於醫療成本急速增加（尤其在私營服務和新醫療

科技方面的支出），我們也需付出相應較昂貴的醫療費用。

為了確保保險池內的資源得到最妥善的運用，我們應該視所有

受保成員為一個大家庭，適當及明智地使用醫療保健服務。

基本上，保持身體健康、減少患病是維持優質生活的不二法

門。生病時，我們應儘早尋求適切的治療，同時，我們應找

一位關顧病人、態度專業、收費合理，而且能與病人建立穩

定互信關係的醫生。另外，大家可以瀏覽本地及海外具公信

力的網站，以增進醫療保健方面的知識︰

•	香港政府︰www.gov.hk
•	醫院管理局︰www.ha.org.hk
•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www.hkam.org.hk
•	Medline Plus	–	醫學百科（國立衛生研究院（美國））︰https://medlineplus.gov
•	Mayo Clinic︰www.mayoclinic.org
•	NHS Choice︰www.nhs.uk

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文化差異，為了對特定課題有更全面的認識和瞭解，建議大家參考多個資訊來源。

瞭解醫療步驟
醫生照顧病人時，必須依循適當的步驟。首先，查閱病歷和進行徹底的身體檢查是不可或缺的，而診斷時則有可

能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測試和檢驗，包括抽血、驗尿或造影檢查。

其後，醫生應為病人詳細說明診斷結果（及其他可能性）、適當的治療方案、其他治療方式、預測的病情發展及

需要的病後護理等。

以病人為先
每位醫生均受過專業訓練，學習成為以病人為本，誠實可靠的醫生。他們須嚴格遵守醫生的執業守則，以病人的

利益和治療結果為最優先的考量，當中包括保護病人的私隱及個人資料。

求醫時的注意事項
每位專業的醫生亦應具備同情心、能以同理心提供護理，並且能夠給予病人專業和客觀的判斷及建議。本港大部

分醫生和醫護人員均受過嚴格訓練並具備專業的執業水平，但在少數情況下或會有例外，如醫生出現以下狀況，

我們便需要格外留神︰

•	表現出冷淡或不耐煩的態度

•	診斷和治療時，提供不合理、不相關或含糊其詞的解說

•	明顯未具備進行建議手術所需的經驗或訓練

•	在進行準確診斷或提供充分解說前，便建議病人即時入院或進行緊急

手術

•	當知道病人已購買保險，即建議接受額外檢查或轉介病人至其他專科

•	收取不合理的費用

簡單而言，如您未能夠和主診醫生建立信任，應考慮向另一位醫生尋求第

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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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

為何越來越

昂貴？

我們為何需

要醫療保險？

如何選取

最佳的方案？

周一嶽醫生

友邦香港及澳門

首席醫務官及企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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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醫保計劃——與您何干？

跟所有先進市場一樣，本港正面臨醫療通脹飆升及醫療服務供不應求的問題。為改

善公營醫療服務現時的困境，政府認為有必要重新調整公私營醫療系統的平衡，以

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相信最終有助維持一個長線可持續發展的醫療體系。為

此，政府在醫療改革方面經過長時間和廣泛的公眾諮詢後，提出了「自願醫保計

劃」（Voluntary Health Insurance Scheme），簡稱VHIS。

VHIS的目的是鼓勵中產人士改用私營醫療服務，從而減輕公營醫療體系當前的壓
力。通過規範和提高醫療保險產品的質素，公營醫療系統將能專注在自己的領域內

提供服務。為推廣此計劃，政府有意為投保符合VHIS標準保險產品的人士提供減稅
優惠。不過，此措施仍處於討論階段，還待於立法會正式通過後才能推出市場。

VHIS詳情：http://www.vhis.gov.hk/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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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線支援服務

為了令您更加安心，我們提供以下熱線，服務包括：

• 查詢出院免找數服務
• 助您瞭解相關的住院與醫療費用保障
• 網絡專科醫生預約服務

香港熱線：(852) 2232-8888（選擇語言後，按#2再按2）

香港手提電話：*1299（選擇語言後，按2再按7）

國內長途電話免費專線 : 4008-428-013	

澳門熱線：(853) 8988-1822

我們鼓勵您在進行醫療程序前致電熱線，查詢將進行的治療保障範圍以及安排預先批核合資格理賠及預計賠償金

額，以便您更準確地掌握及有效地計劃治療方案，專心接受治療，無須為繳費及索償程序而操心。



AIA x Medix︰個人療程管理服務

AIA iCare自助服務櫃台

AIA為全港首家保險公司推出AIA iCare自助服務櫃台，代表著我們在數碼創新的一大突破。
iCare為個人保單客戶提供全面的資訊及服務，包括下載表格、查詢保單內容及理賠指引及
程序。您亦可實時與我們的服務大使進行互動視像對話，即時處理個人保單事宜。iCare
助我們加快醫療保險的索賠過程，亦為您提供了更簡易、方便及快捷的支援。

首部AIA iCare自助服務櫃台已設於AIA網絡其中一家	AIA Premier Medical Provider
「新醫療中心New Medical Centre」，今年將逐步擴展至更多醫療中心及私家醫院，
方便更多AIA客戶使用這項嶄新的自助保險服務。

我們亦會繼續提升現有服務包括增設網上填寫表格及提交賠償申請表，期望為你不斷

帶來高質素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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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為高端醫療計劃客戶獨家安排由Medix*提供之個
人療程管理服務，能助您得到最準確的診斷及治療。

Medix的環球醫療網絡幫助您應對嚴重和罕見疾病，此
外，Medix亦會就兒科、骨科及其他非緊急病症提供專
業意見。

此項服務由Medix 300名常駐專科醫生及其超過3,000名
來自美國、以色列及歐洲先進國家之頂級醫療專家網絡

提供支援，為病人就醫療狀況提供第三方獨立及跨專科

的專業意見，並確保不少於三個月的持續支援服務。您

亦可在任何階段要求Medix的醫療專家與您的主診醫生
直接合作，為您建議最適切有效的治療方案，以免除不

必要及入侵性的檢查和治療。根據Medix的環球經驗，
約20%的個案改變了診斷，43%的病者獲建議使用不同
的治療方案。

自2016年7月推出以來，已有超過170名AIA客戶使用和
受惠於個人療程管理服務。AIA作為全港首家引入是項
服務的保險公司，我們成功獲得「香港優質顧客服務協

會」認同，獲頒2016「創新服務獎」銅獎。

合資格客戶可致電我們的熱線(852) 2232-8820或Medix
之顧客服務熱線(852) 3896-0500申請服務。你亦可瀏
覽以下網址瞭解有關是項服務的重要資訊及病人的真實

故事︰	www.aia.com.hk/medix 。

* Medix乃獨立第三方專門提供個人療程管理的專業顧問
1 Medix所提供的任何醫療服務、產品及或協商工作均並非由	AIA	銷售
或推廣，AIA	概不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服務詳情需受Medix的條款及
細則約束。

2 以上載列之統計數據	及服務資訊僅由Medix核證。
3 有關服務範圍及詳情，請與Medix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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