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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智康保危疾保險計劃 

 
鑒於「投保人」代表「被保險人」申請保險，及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稱為「本公司」）已接受投保； 

 

「本公司」同意在「投保人」繳付有關保費後，按「本保單」所載條款及

條件於任何「保險期」內向「被保險人」就「承保表」中所列明的險種的

受保風險提供保障。 

 

本保單條款、「承保表」及任何附件、批註均應視為「本保單」的一部份，

並構成「投保人」與「本公司」之間的合約。載於該等文件而附特定意義

的任何詞彙或字句，在整份保單中均具有該意義。除獲「本公司」批准，

並得背書和修訂本引證，否則「本保單」的任何修改均屬無效。 

 

第一部份  釋義 

除非內文另有註明，下列詞語將按以下定義闡釋。「本保單」內所有有

關詞語之單數字詞將包含眾數意義, 反之亦然；另含陽性的字詞將包含陰

性及中性。 

 

1. 「年齡」(Age or Aged)是指「被保險人」上次生日的年齡 

2. 「確診」 (“Diagnose”, “Diagnosed” or “Diagnosis”)是指

必須由「「被保險人」」之主診「專科醫生」根據載於「本保單」

第三部份 - 「疾病」的定義條款內所保障的有關「疾病」之定義中

所指定的跡象證明。並通過放射結果、臨床病例、細胞組織分析及/

或試驗分析所作出的明確診斷並以書面形式確認。所有上述之證明

均需要被「本公司」接受方可成立確診。 

若「本公司」對「確診」的適合程度及準確性出現爭議或有異議時，

「本公司」有權指派一位獨立而醫學界認可的富有專業知識的「專  

科醫生」檢驗「被保險人」或有關的「確診」證明。該「專科醫生」

對「確診」所作出的意見對「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均具有約束

力。 

3. 「早期癌症」(Early Stage Cancer) 是指載於第三部份 – 「疾病」

的定義第 3.2 條中的「疾病」。 

4. 「香港」(Hong Kong) 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5. 「疾病」(Illness / Illnesses) 是指於第三部份 – 「疾病」的定義中

所指之病或能力喪失或外科手術，而其初現之症狀及「確診」是在

首份生效且從沒終斷過保障的「承保表」所指明的「保單生效日」

起計連續 90 日後出現，惟任何因意外引致之疾病除外。患上「疾病」

是指就「疾病」已接受任何檢查、「確診」，或其病徵已顯現並促

使一個普通及謹慎的人尋求是否「確診」、護理或治療。 

6. 「被保險人」(Insured Person) 指於「保單生效日」時「年齡」介

乎 6 個月至 50 歲（包括首尾歲數）而其姓名列於「承保表」內的

被保險人資料欄之人士。對於續保的情況，「被保險人」之最高「年

齡」可以為 79 歲。 

7. 「重疾」(Major Illness) 指載於第三部份 – 「疾病」的定義第 3.1

條中的「疾病」。 

8. 「保險期」(Period of Insurance) 指自「承保表」內所列明之保單

生效日期起計至保單到期日止，並以「香港」時間為準。 

9. 「保單生效日」(Policy Effective date)指「承保表」內所列明之「保

險期」的首日。 

10. 「承保表」(Policy Schedule) 指附於「本保單」且訂名為承保表的

附表，為「本保單」的一部份。 

11. 「已存在的情況」(Pre-existing Condition) 指在首份生效且從沒

終斷過保障的「承保表」所指明的「保單生效日」前（1）任何身體、

醫療或精神狀況；或（2）任何 

a) 已存在；  

b) 曾接受「註冊醫生」檢查、「確診」或治療；  

c) 曾向註冊醫生諮詢；或  

d) 已出現有關徵狀或病徵 

之「疾病」。 

12. 「投保人」(Proposer) 指「年齡」在 18 歲或以上與「本公司」訂

立保險合約並按照「本保單」負有支付保費義務的人士。 

13. 「註冊醫生」(Registered Medical Practitioner) 指於「香港」或

引致醫療費用的任何其他地方擁有註冊西醫資格並提供西方醫療服

務的法定認可的人士（「被保險人」本人或其保險代理，生意夥伴，

僱主/僱員，家庭成員及親屬除外）。 

14. 「續保日」(Renewal date) 指「保險期」結束之後緊接的下一天。 

15. 「保額」(Sum Insured) 指「承保表」內所列明的保額。 

16. 「專科醫生」(Specialist) 指在「香港」醫務委員會以專科登記為「註

冊醫生」或在引致醫療費用的任何其他地方具有同等資歷並從事專

科治療之人士。 

除上述釋義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除外)

境內的「專科醫生」特指擁有主診醫生或主診醫生以上職稱且具有

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職稱証書》之人士，並在三級甲等醫

院（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針對中國所有公

共醫院而評審並評定為三級甲等的醫院）的相應科室從事臨床工

作。 

 

第二部份  保障 

按「本保單」之所有條款而定，「重疾」保障及「早期癌症」保障的總賠

償額不得超過「本保單」之「保額」。 

 

2.1 「重疾」保障 

如「被保險人」在「保險期」內經「專科醫生」「確診」患上「重

疾」，「本公司」將根據「本保單」所載條款及條件向「投保人」

支付一筆過總值相當於「本保單」「保額」100% 的總賠償額，但

應扣除「本保單」已支付的任何「早期癌症」保障金額（如適用）。

「本公司」只會就「重疾」的賠償責任支付一次賠償，保障亦會在

支付賠償後隨即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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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早期癌症」保障 

如「被保險人」在「保險期」內經「專科醫生」「確診」患上「初

期癌症」，「本公司」將根據「本保單」所載條款及條件向「投保

人」支付一筆過總值相當於「本保單」「保額」２0% 的總賠償額。

本保障只限索償 1 次。當支付「早期癌症」保障之賠償額後，「本

保單」繼續生效，而「重疾」保障賠償將以同樣數額降低。 

縱使該保障總額被降低，隨後應繳付的保費不會因而減少。 

 

2.3 保障給付 

根據第九部份 – 索償程序，「本公司」在收訖已填妥的申索表格及

證明文件及被「本公司」接受後，「本公司」將根據「本保單」第

二部份 – 保障第 2.1 條及第 2.２條向「投保人」支付一次性保障。

「本保單」之所有保障將以港元支付及將在收到所有必須之證明後

支付予「投保人」。 

 

第三部份  「疾病」的定義 

3.1 「重疾」的定義 

 

1. 植物人 (Apallic syndrome) 

指腦皮質廣泛壞死，而腦幹仍保持完整之狀況。有關「確診」必須由

神經科「專科醫生」確定，並且此狀況需持續有最少一個月之紀錄證

明。 

2. 再生障礙性貧血 (Aplastic anaemia) 

永久不可復原之骨髓衰竭而導致貧血、嗜中性白血球減少及血小板減

少，並須接受下列最少兩(2)項的治療： 

(a) 輸入血液製品； 

(b) 刺激骨髓藥物； 

(c) 免疫系統抑制性藥物；或 

(d) 骨髓移植。 

再生障礙性貧血的「確診」必須以骨髓穿刺細胞檢查確定。 

3. 細菌性腦(脊)膜炎 (Bacterial meningitis) 

腦脊膜炎症是指由細菌感染導致覆蓋腦或脊髓的腦脊膜炎症。永久性

神經機能缺損必須有持續最少六個月之臨床紀錄證明及細菌性腦（脊）

膜炎之診斷必須由腦神經「專科醫生」 

「確診」。 

4. 良性腦腫瘤 (Benign brain tumour) 

良性腦腫瘤指危及生命的腦部良性腫瘤，引起顱內壓增高的徵狀，例

如：視神經乳頭水腫、精神症狀、癲癇及感覺障礙。腦腫瘤的存在必

須由影像學（如：電腦掃描（CT scan）或磁力共振（MRI）造影）

確定。而因該腫瘤必須導致「被保險人」至少持續六個月的神經系統

功能嚴重及永久損害。 

基於上述定義，保障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情況： 

(a) 腦部囊腫； 

(b) 肉芽腫瘤； 

(c) 腦血管畸形； 

(d) 血腫；及 

(e) 腦垂體腫瘤或脊髓腫瘤。 

(f) 聽覺神經腫瘤。 

5. 失明 (Blindness) 

臨床證明因為疾病或意外事件導致雙目視力不可逆轉的下降。失明必

須由眼科「專科醫生」確定。 

雙目矯正後視力必須低於 6/60 或 20/200（如根據 Snellen 測試類別

標準）或雙目視野均小於或等於 20°。 

如一般的醫療建議認為儀器或植入手術可以恢復完全或部分視力，本

公司不予理賠。 

首次「確診」此症之「年齡」必須已年滿六歲以上，否則本公司不接

受理賠。 

(g)  

6. 昏迷 (Coma) 

完全喪失知覺指對所有外界的刺激或內部需求完全沒有反應，且須符

合下列所有條件： 

(a) 需要使用生命維持系統至少連續九十六小時以上；及 

(b) 經由神經科「專科醫生」「確診」後，而証實已造成永久性神經

功能損害，並出現至少持續六個月的臨床症狀。 

基於上述定義，保障範圍不包括下列各項情況： 

(c) 因酒精或藥物濫用所導致的昏迷；及 

(d) 用醫藥引起的昏迷 

7. 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經正中胸骨切開進行的冠狀動脈搭橋手術，以矯正一條或以上之冠狀

動脈狹窄或阻塞，手術須經心臟「專科醫生」建議而實施。鎖孔手術，

血管成形術，激光治療或其他經動脈穿刺進行的手術除外。 

8. 庫賈氏病 (Creutzfeldt-Jacob Disease(CJD)) 

單獨因庫賈氏病（CJD）或變種庫賈氏病（CJD）導致相關的神經機

能缺損而使「被保險人」永久性不能完成於保單內界定之六項「日常

生活活動」的其中最少兩項活動。 

由人類生長激素治療引致的「疾病」並不受此保障。須由神經系統「疾

病」「專科醫生」「確診」及必須基於具決定性之腦電圖（EEC）及

腦脊髓液（CSF）檢查結果配合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及磁力共

振掃描（MRI）證明。 

首次「確診」此症之年齡必須已年滿六歲以上，否則本公司不接受理

賠。 

9. 失聰 (Deafness) 

失聰指因疾病或受傷導致雙耳不能逆轉地喪失聽覺，聽閾超過 90 分

貝。如一般的醫療意見認為助聽器、儀器或植入裝置可以恢復部分或

全部的聽覺，本公司不予理賠。 

須提供包括聽力測驗和聲域測驗的醫學證明，而失聰之診斷必須由耳

鼻喉「專科醫生」確定。 

首次「確診」此症之「年齡」必須已年滿六歲以上，否則本公司不接

受理賠。 

10. 象皮病 (Elephantiasis) 

象皮病是由於絲蟲感染引起，特徵表現為由於淋巴管循環受阻導致的

相應部位組織嚴重水腫。 

須由傳染病科「專科醫生」或相等的醫學「專科醫生」做出「確診」，

同時有檢出微絲蚴的實驗室證據支持，診斷還需得到本公司醫療顧問

的確認。本定義不包含由於性傳播「疾病」、外傷、術後瘢痕、充血

性心力衰竭或先天性淋巴系統發育異常引起的淋巴水腫。 

11. 腦炎 (Encephalitis) 

腦炎指大腦半球、腦幹或小腦的炎症。 

須證實已導致併發症且最少持續六個星期，其中應包括永久性神經功

能受損。已造成永久性神經功能損害必須有最少持續六個月之臨床紀

錄證明，及須由神經科「專科醫生」「確診」。 

12. 末期肝衰竭 (End stage liver failure) 



 

 

第 3 頁，共 8 頁                                                             太平智康保危疾保險計劃保單條款 2017 

 

末期肝衰竭必須有下列所有的症狀證明： 

(a) 持續性黃疸； 

(b) 腹水；及 

(c) 肝性腦病。 

即使有上述症狀，由酒精或濫用藥物而引起的肝衰竭並不受此保障。 

13. 末期肺病 (End stage lung disease) 

末期肺病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a) 證明「被保險人」需要接受永久性的吸氧治療，維持每日至少 8

小時以上；及 

(b) 在第一秒最大呼氧量（FEV1）測試結果為少於一公升。 

14. 暴發性病毒性肝炎 (Fulminant viral hepatitis) 

因肝炎病毒感染造成部分或大部分的肝壞死導致急劇肝衰竭。 

診斷暴發性肝炎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a) 嚴重黃疸或黃疸逐漸加深； 

(b) 肝性腦病； 

(c) 肝臟超聲波或其他顯影測試顯示肝臟急速萎縮；及 

(d) 肝功能急劇惡化。 

15. 心肌梗塞 (Heart attack) 

急性心肌梗塞：由於供血不足引致部分心肌壞死，急性心肌梗塞須得

到「確診」且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a) 典型胸痛症狀； 

(b) 心電圖變化提示新近心肌梗塞； 

(c) 典型心臟酵素提升或肌鈣蛋白達到以下水準或更高： 

- Troponin T > 1.0 ng/ml 

- AccuTnI > 0.5 ng/ml或其他Troponin I的檢驗方法同等的閾

值。 

16. 因 輸 血 感 染 人 類 免 疫 力 缺 乏 病 毒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due to blood transfusion ) 

「被保險人」感染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HIV），並符合下列所有條

件： 

(a) 感染是由於接受輸血引起，且導致感染的輸血日期在保單生效日

期之後； 

(b) 提供輸血的單位承認責任或者法院終審庭裁定此醫療責任，而且

不准上訴；及 

(c) 「被保險人」並非血友病患者。 

此項醫療責任須已通過正常途徑進行上報並按正常程式進行了調查

取證。 

如果醫學上出現能夠治癒愛滋病或 HIV 的方法，或者出現能夠預防愛

滋病的方法，本保障將不再適用。 

由於其他方式導致的感染，包括經性行為或靜脈注射藥物導致的感染

均除外。我們有權取得「被保險人」任何的血液樣本，並且保留使用

該血液樣本進行獨立測試的權利。 

17. 腎衰竭 (Kidney failure) 

兩個腎臟的功能已出現慢性不可逆轉的末期衰竭情況，以致已開始進

行定期之腎臟透析法或已接受腎臟移植手術。 

18. 斷肢 (Loss of limbs) 

指由於疾病或意外事件導致任何兩個或以上於腕骨或踝骨部位或以

上切斷。診斷此症必須由相關的「專科醫生」確定。 

19. 語言能力喪失 (Loss of speech) 

喪失語言能力指因疾病或受傷導致完全不可恢復的語言能力及已喪

失超過連續十二個月。 

如一般的醫療意見認為任何的輔助、儀器、治療或植入裝置可以恢復

部分或全部的語言能力，本公司不予理賠。 

首次「確診」此症之「年齡」必須已年滿六歲以上，否則本公司不接

受理賠。所有與精神病有關的原因不受此保障。 

20. 嚴重燒傷 (Major burns) 

嚴重燒傷指因為熱力、化學物質或電力導致皮膚第三度燒傷或全層燒

傷達身體表面面積最少 20%，燒傷面積根據九分法或體表面積表

（Lund and Browder Body Surface Chart）來量度。 

21. 癌症/惡性腫瘤 (Major cancer) 

癌症指惡性腫瘤，其特徵為惡性細胞漸進地不受控制地生長及擴散，

侵潤及破壞正常及周邊組織。癌症必須由組織病理學報告「確診」腫

瘤呈陽性。 

基於上述定義，下列任何一項腫瘤並不受此保障： 

(a) 組織病理學中以下癌症分類： 

- 癌前病變，（比如血小板增生症、真性紅細胞增多症、原位癌

包括子宮頸上皮內贅瘤 CIN-1、CIN-2 及 CIN-3）； 

- 交界性腫瘤；或 

- 低惡性腫瘤。 

(b) 白血病類別中，沒有造成造血骨髓內白血病細胞廣泛擴散的情況，

及被分類為 Rai 級別Ⅱ級別或以下的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c) 任何非黑色素瘤的皮膚癌； 

(d) 非致命的癌症，如下列 

- 根據 TNM 組織學分期在 T1a 或 T1b，或其他分級方法中同等

或更低分級的前列腺癌； 

- 微小甲狀腺乳頭狀癌或根據 TNM組織學分期在 T1aN0M0 或

更低分級的甲狀腺癌；及 

- 根據 TNM 組織學分期在 TaN0M0 或更低的分級的膀胱乳頭

狀癌。 

(e) 根據 TNM 組織學分期在 T1aN0M0 或 T1bN0M0 或更低分級

的卵巢腫瘤。 

22. 嚴重頭部創傷 (Major head trauma) 

因腦部受傷引致嚴重的永久性腦功能受損，並證明由受傷當日起計已

持續最少三(3)個月。該永久性腦功能受損必須導致不能完成在保單內

界定之「日常生活活動」的其中最少三(3)項活動（無論有否使用機械

設備、特殊裝置或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其他輔助和調整設備）。嚴重

頭部創傷的「確診」必須由腦神經「專科醫生」確定及獲得本公司的

醫務總監正式同意。 

23. 主要器官移植 (Major organ transplant) 

主要器官移植：「被保險人」以器官接受者身份接受下列器官移植： 

(a) 在先進行全身骨髓消融後以造血幹細胞進行人體骨髓移植；或 

(b) 進行以下任何一項人體器官移植，以治療該器官之不可復原的末

期器官衰竭：心臟、肺、肝、腎、或胰腺。 

除上述（a）項所提供之器官移植，其他幹細胞移植及胰腺組織或細

胞移植均不受此保障。 

24. 運動神經元病 (Motor neurone disease) 

運動神經元病的特徵為皮質脊髓束和前角細胞或延髓傳出神經元進

行性變性。運動神經元病包括脊髓性肌肉萎縮症和原發性側索硬化

症。 

本定義僅對運動神經元病造成永久性神經功能損害，並導致「被保險

人」在沒有別人協助之情況下，永久性失去進行六項「日常生活活動」

中的其中最少三項的活動能力。 



 

 

第 4 頁，共 8 頁                                                             太平智康保危疾保險計劃保單條款 2017 

 

運動神經元病的診斷必須由神經科「專科醫生」「確診」。 

首次「確診」此症之「年齡」必須已年滿六歲以上，否則本公司不接

受理賠。 

25. 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多發性硬化症是一種神經性腦組織的脫髓鞘「疾病」。必須由神經科

「專科醫生」「確診」為臨床定義的多發性硬化症。「確診」必須符

合下列所有條件： 

(a) 檢查必須「確診」為多發性硬化症； 

(b) 持續六個月以上反複發作神經功能損害； 

(c) 必須有清楚記錄的病歷顯示以上病徵或神經功能損害的惡化及

緩解的情況。 

因系統性紅斑狼瘡等其他原因引致的神經性損害除外。 

26. 因職業感染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HIV) (Occupationally acquire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 

「被保險人」由於下列原因感染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HIV）： 

(a) 「被保險人」在其常規職業工作過程中受傷；或 

(b) 職業需要處理血液或者其他體液。 

有效的理賠必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a) 感染必須是在「被保險人」正在從事的職業工作時發生，該職業

必須是以下列表內的一種； 

(b) 「被保險人」必須提供在發生相關事故後五天內接受 HIV 病毒

或 HIV 抗體測試呈陰性的報告； 

(c) HIV 病毒或 HIV 抗體必須在事故發生後十二個月內被證實。 

保障只限以下職業： 

醫生及牙科醫生、護士、實驗室工作人員、醫院內輔助人員、醫療或

牙科助理、救護員、助產士、消防員、警察、懲教主任。 

如果醫學上出現能夠治癒愛滋病或 HIV 的方法，或者出現能夠預防愛

滋病的方法，本保障將不再適用。 

27. 癱瘓 (Paralysis) 

癱瘓指由於腦或脊髓的疾病或受傷導致兩個或以上的肢體功能永久

完全喪失，包括四肢癱瘓、下身癱瘓、兩側癱瘓、偏癱及全身癱瘓。

定義中的肢體指完整的上肢或下肢。 

四肢癱瘓指上兩肢及下兩肢功能永久完全喪失。 

下身癱瘓指下兩肢功能永久完全喪失。 

兩側癱瘓指身體兩側功能永久完全喪失。 

偏癱指左或右半身功能永久完全喪失。 

全身癱瘓指上兩肢、下兩肢及頭部活動功能永久完全喪失。 

28. 脊髓灰質炎 (Poliomyelitis) 

由於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感染而導致癱瘓，出現運動功能障礙或呼吸功

能損害的「確診」。 

本定義所指脊髓灰質炎須造成神經功能損害並導致肢體永久性癱瘓

方可符合理賠條件。 

此病「確診」須由神經科「專科醫生」確定。 

29.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 (Primary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透過包括心導管檢查在內的檢查確定為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連同右

心室大幅擴大，導致永久不可復原的損害，其程度達美國紐約心臟病

學會（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心臟功能分級的第 III 或第 IV

級，並按下列之級別準則作準： 

第 III 級 － 顯著功能限制，受影響病人於休息時方覺舒適，但在進

行少於正常體力消耗之活動時則會引致出現充血性心臟衰竭的病

徵。 

第 IV 級 － 無法進行任何體力活動而沒有不適。即使在休息時亦出

現充血性心臟衰竭的病徵。當增加體力活動時，則會感到不適。 

肺動脈高血壓若不符合上述條件，則不受此保障。 

30. 進行性核上性麻痹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進行性核上性麻痺是一種退化性神經系統「疾病」，以核上性眼肌麻

痹，假性球麻痹，中軸性僵直和癡呆為特徵。 

進行性核上性麻痺的診斷必須由神經科「專科醫生」「確診」。 

病情必須導致「被保險人」在沒有別人協助的情況下，永久性失去進

行「日常生活活動」六項中最少三項的能力。此狀況需有最少三個月

的醫療紀錄。 

31. 重症肌無力 (Severe Myasthenia Gravis) 

嚴重重症肌無力是指一種引致神經肌肉傳遞障礙之後天免疫性疾病，

並導致波動性之肌無力及容易疲勞，且須符合下列所有準則： 

(a) 永久出現肌無力，並根據下列按美國重症肌無力基金會的臨床分

類（Myasthenia Gravis Foundation of America Clinical 

Classification）界定為第 III、IV 或 V 級；及 

(b) 重症肌無力的「確診」必須由腦神經「專科醫生」確定。首次「確

診」此症之「年齡」必須在六歲以上，否則本公司不接受理賠。 

美國重症肌無力基金會的臨床分類（Myasthenia Gravis Foundation 

of America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第 I 級：任何眼部肌肉無力，可能性之上瞼下垂，及並無其他部位出

現肌無力的證據。 

第 II 級：任何程度之眼部肌肉無力，及其他部位之輕度肌肉無力。 

第 III 級：任何程度之眼部肌肉無力，及其他部位之中度肌肉無力。 

第 IV 級：任何程度之眼部肌肉無力，及其他部位之嚴重肌肉無力。 

第 V 級：需要插管以維持氣管暢通。 

32. 中風 (Stroke) 

腦血管病症包括腦組織梗塞、腦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腦栓塞及腦

血栓。 

「確診」必須包括下列各項： 

(a) 由神經科「專科醫生」確定已患有永久性神經功能損害最少持續

六個星期；及 

(b) 磁力共振掃描（MRI）、電腦斷層掃描（CT）或其他可靠的顯

影技術測出證明此為新發生的中風事故。 

基於上述定義，下列情況並不屬保障範圍： 

(a) 短暫性腦缺血症狀； 

(b) 因意外事件或受傷、感染、血管炎及炎症性「疾病」引致的腦部

受損； 

(c) 引致視覺神經「疾病」或影響眼睛的血管「疾病」；及 

(d) 前庭系統缺血「疾病」。 

33. 主動脈手術 (Surgery to aorta) 

確實經開胸或剖腹手術進行修補或矯正主動脈瘤或主動脈阻塞、縮窄

或夾層的情況。就此定義而言，「主動脈」是指胸主動脈和腹主動脈，

不包括其分支血管。 

血管成形術及所有其他經動脈穿刺進行的手術、導管技術、鎖孔手術

或激光手術程序，均不包括在主動脈手術之內。 

34. 系統性硬皮病 (Systemic scleroderma) 

是指因結締組織疾病引致皮膚、血管及內臟器官逐步彌漫性纖維化，

達至全身受影響的程度已符合下列準則的其中兩(2)項： 

(a) 肺受影響之證明為一氧化碳肺擴散容量(DLCO)是少於預測值的

百分之七十(70%)，或第一秒最大呼氧量（F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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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活量 (FVC)或肺總量 (TLC)是少於預測值的百分之七十五

(75%)； 

(b) 腎受影響之證明為腎小球濾過率(GFR)是每分鐘少於六十毫升

（60ml/min）；及／或 

(c) 心臟受影響之證明為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以致需服用藥物、

或心包炎（中度至大量心包積液）。 

以下所列不包括在承保範圍內： 

(a) 局部硬皮病（線性硬皮病或硬斑病）；及 

(b) 嗜酸性筋膜炎；及 

(c) CREST 綜合症。 

必須由風濕病「專科醫生」對該系統性硬皮病作出「確診」 

35. 系統性紅斑狼瘡連狼瘡性腎炎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with lupus nephritis) 

多系統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徵是產生自身抗體以對抗多種自身抗原。 

就「危疾」之定義而言，系統性紅斑狼瘡僅限指涉及腎臟（經腎臟活

檢確定為國際腎臟協會／腎臟病理協會[Abbreviat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Nephrology/Renal Pathology Society (ISN/RPS)]的狼

瘡性腎炎分類(2003)中的 III 級、IV 級、V 級或 VI 級）的系統性紅

斑狼瘡。其他類型如盤狀紅斑狼瘡，以及只涉及血液和關節的系統性

紅斑狼瘡，則明確不受此保障。 

國際腎臟協會/腎臟病理協會[Abbreviat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Nephrology/Renal Pathology Society (ISN/RPS)]的狼瘡性腎炎分

類（2003）： 

第 I 級 - 微小系膜狼瘡性腎炎 

第 II 級- 系膜增生性狼瘡性腎炎腎炎 

第 III 級-病灶性狼瘡性腎炎 

第 IV 級- 彌漫性節段性（IV-S 級）狼瘡性腎炎或全球性（IV-G 級）

狼瘡性腎炎 

第 V 級 - 膜性狼瘡性腎炎 

第 VI 級- 高度硬化性狼瘡性腎炎 

 

3.2 「早期癌症」的定義 

1. 早期癌症(Early Stage Cancer) 

早期癌症是指出現以下任何一種的惡性腫瘤情況： 

(a) 根據 TNM 評級系統，有關甲狀腺腫瘤必須在組織學上被界定為

T1N0M0 級別； 

(b) 根據 TNM 評級系統，前列腺腫瘤必須在組織學上被界定為 T1a

或 T1b； 

(c) 被分類為 Rai 級別 I 或 II 的慢性淋巴性白血病；或 

(d) 根據 TNM 組織學分期在 T1aN0M0 或 T1bN0M0 的卵巢腫瘤,

腫瘤包膜必須完整，卵巢表面無腫瘤。 

「確診」必須以組織病理學的特徵為準，並由「註冊醫生」確定。臨

床「確診」不符合本保障的標準。除非在以上所列，否則惡性腫瘤前

的病變及情況並不受此保障。 

 

第四部份  二十一天免費保險冷靜期 

當「投保人」接獲本保單後若有任何不滿意,可於「保單生效日」後的 21

天內將本保單及「投保人」簽署的要求取消本保單的通知信直接交予本公

司或分公司。 

 

如「被保險人」未曾就本保單作出任何索償，本保單將由生效日期起取消，

已繳付之保費可獲全數退回，而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第五部份  保費 

5.1 「本保單」將於「投保人」繳付應繳保費後或「保單生效日」當天

（以較後者為準）生效。「本保單」的任何保障亦不會在「本公司」

正式收取所有的應繳保費前有效。 

 

5.2 除首年保費外，於每次續保的保費到期日後，「本公司」會給予「投

保人」30 天保費寬限期。若「投保人」於寬限期繳付應繳續保保費，

則「本保單」將會繼續生效。否則，「本保單」會從「續保日」起

立刻中止。 

 

第六部份  續保 

受制於「本保單」的第五部份－保費， 

6.1 「本公司」將會對任何指定條款的修改及其生效日期在「續保日」

前書面通知「投保人」。當「本公司」收取應繳續保保費後，「本

保單」將會續保，並繼續生效直至該「保險期」完結。 

 

6.2 續保保費會以「被保險人」在「續保日」時的「年齡」、性別及「保

額」為基準計算，並參照續保時適用的保費表。「本公司」保留在

「本保單」中對保障，保費或其他任何條款修改的權利。修改將會

在「續保日」或任何在通知書中指定的日期生效。 

 

6.3 於「保單生效日」時「年齡」界乎 6 個月至 17 歲的「被保險人」，

「投保人」必須為「被保險人」的父母或合法監護人，然而，當「被

保險人」年滿 18 歲時，「被保險人」於續保時將自動成為「投保人」。 

 

第七部份  終止 

7.1 自動終止 

「本保單」在下列事件發生時（以較早發生者為準）立即終止： 

1. 「被保險人」死亡；或 

2. 「本公司」已支付「重疾」保障的應付賠償；或 

3. 「本保單」之「保險期」完結後，「本公司」於保費寬限期內未

有收到「投保人」應繳的續保保費（如適用）；或 

4. 「被保險人」續保時「年齡」為 79 歲之「保險期」完結。 

 

7.2 由「本公司」終止 

「本公司」保留取消「本保單」的權利但必須就此目的向「投保人」

發出不少於7天的事先書面通知。該通知應以掛號信寄至「本公司」

記錄的「投保人」最後所知的地址。在此情況下，只要「投保人」

從未就「本保單」作出任何索償或獲得賠償，「投保人」可就未到

期之保障期部分按比例獲退回已繳保費。 

 

「投保人」及「被保險人」應如實申報及填妥所有「本公司」要求

的資料。若因「投保人」及「被保險人」故意隱瞞或疏忽而未能如

實提供資料而導致「本公司」誤導性地接受「本保單」，則「本公

司」有權終止「本保單」和對「本保單」終止前所發生的保險事故

而產生的任何費用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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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被保險人」非因「本保單」保障的「疾病」而死亡 

如「被保險人」在「保險期」內身故，而身故並不是由「本保單」

保障的「疾病」所導致的，「投保人」需要在收到警方報告（如適

用）及「被保險人」之死亡証明書或其他正式身故證明後 30 日內通

知「本公司」。在此情況下，只要「投保人」從未就「本保單」作

出任何索償或獲得賠償，「投保人」可就未到期保障期部分按比例

獲退回已繳保費。 

 

7.4 由「投保人」終止  

如「投保人」在「保險期」內向「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終止「本

保單」（在「保險期」內不曾就「本保單」提出任何索償和在終止

日期前將「本保單」寄回「本公司」的前提下），該終止應在「本

公司」收到該通知書日即時生效。「本公司」不會向「投保人」發

還任何已繳保費。 

 

第八部份  一般保險條文 

 

8.1 約因 

「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所遞交的投保申請和聲明，是「本公司」

簽發「本保單」的根據。因此，必須正確及據實填報。 

 

8.2 現況更改 

如「投保人」於申請時申報的「被保險人」資料有任何變更，「投

保人」應在上述資料變更後 7 天內書面通知「本公司」，否則「本

公司」有權拒絕所有賠償或使其失效。 

 

8.3 法律行動 

「本公司」拒絕索償申請人的索賠請求後，如索償申請人在拒絕索

償後 12 個月內未按照下述第 8.5 項規定要求仲裁，則視作已放棄索

賠權論，此後，不能再提出索償請求。 

 

8.4 司法管轄權及法律管制 

「本保單」在所有方面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香港」法律

釋義。根據第八部份–一般保險條文的 8.5 條的前提下，對於「本保

單」有關的任何事項所產生的爭議或分歧，將根據「香港」法律處

理，而「香港」法院將具有唯一和獨有的司法管轄權。 

 

8.5 仲裁 

所有源於「本保單」的爭議須先行根據當時的《仲裁條例》(「香港」

法例第 609 章)以仲裁裁決。如各方未能就仲裁人或公斷人人選達成

協議，則須交由當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主席決定人選。現明

文規定，必須先取得仲裁裁決，始有權為「本保單」提出訴訟。如

「本公司」拒絕「被保險人」對根據「本保單」作出的索償，而該

索償並未在拒絕索償後 12 個月內根 據「本保單」規定提交仲裁，

則就各方面而言，須視作已放棄該索償，以後不得根據「本保單」

進行追討。 

 

8.6 合理預防措施 

「被保險人」須以謹慎的態度，保護自己免受意外、受傷和感染「疾

病」。 

 

8.7 誤報「年齡」及／或性別 

若「被保險人」的「年齡」及／或性別被誤報，任何由此導致的保

費差額將會根據「被保險人」的真實「年齡」及／或性別計算並向

「投保人」發還或支取有關金額。若按照「被保險人」的真實「年

齡」及／或性別計算，「被保險人」不符合根據「本保單」受保障

的資格，則「本公司」不會就「本保單」的任何索償提供任賠償，

而實際已付保費一概退還。 

 

8.8 錯誤陳述或漏報資料或欺詐行為 

倘任何索償出現欺詐成分或蓄意誇大事實或於申請投保或提出索償

時有任何虛假聲明或陳述，或未如實地申報任何「已存在的情況」，

則「本保單」將被視為從「保單生效日」當天作廢除，而所有索償

均不會獲得賠償。 

 

8.9 責任解除 

「本公司」出示下述文件，即完全解除「本公司」在「本保單」下

支付賠償金額款項或其他款項（視屬何情況而定）的責任，並應作

為最終及不可推翻的證據，證明該賠償金額款項或其他款項（視屬

何情況而定）已由有權收取該款項的人士妥為收到，以及證明針對

「本公司」的一切索償和任何要求已經全部清償： 

1. 由「投保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的遺產管理人或有

權收取「本保單」下款項的任何人簽署的款項收據；或 

2. 證明「本公司」的賠償金額款項或其他款項的支票付款已被存入

賬戶或已兌為現金的證據。 

 

8.10 可分割性 

若「本保單」內的任何條款因任何原因被認為不能執行或無效， 該

有關條款將維持其容許的最大效力（若有），「本保單」內其他任

何條款之可執行性或有效性將不會受該有關條款所影響。 

 

8.11 語言 

「本保單」之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之間如有任何差異，均以英文版

本為準。 

 

8.12 關於《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 

任何不是「本保單」某一方的人士或實體，不能根據《合約（第三

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強制執行「本保單」的

任何條款。 

 

第九部份  索償程序  

9.1 索償通知  

「被保險人」如因被「確診」」患上「疾病」而可在「本保單」提

出索償，其索償申請人須於「被保險人」被「專科醫生」初步診斷

患上該「疾病」後 30 天內填妥賠償申報表（格式以「本公司」規定

為準），並呈交給「本公司」。索償申請人必須履行此項規定，才

可有索賠的權利。  

 

9.2 索償證明  

1. 所有有關「疾病」之證明文件需於被「確診」患上該「疾病」後 30

天內呈交給「本公司」。提供證明文件所需之費用由索償申請人自

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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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索償申請人雖未能在限期內提交證明文件，但如能解釋在上述限期

內提交證明文件是不合理且不可行的，並已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

快提交舉證文件，則有關之索償仍然有效，但在任何情況下仍不得

超過在「本公司」提出要求後的 180 日提交。  

3. 申索必須受到證明文件的支持。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a) 根據載於「本保單」第三部份 – 「疾病」的定義條款內所保障

的有關「疾病」之定義中所指定的跡象證明和「本公司」要求提

交的與索償相關的其他證明和材料;  

(b) 由適當的「專科醫生」「確診」「疾病」之醫療證明。 

 

9.3 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本公司」有權要求驗屍，有關費用由「本

公司」承擔。 

 

第十部份  不受保項目 

 

即使「本保單」已提及的規定，「本公司」將不會就由下列情況直接或間

接引起或構成（全部或部分）的「疾病」而作出任何賠償： 

 

10.1 任何「已存在的情況」，除非這個情況已經在申請時完全披露並經

「本公司」書面接受以及跟這個情況有關的治療沒有被保單豁除; 或  

 

10.2 「被保險人」於首份生效且從沒終斷過保障的「承保表」內所指明

本計劃的「保單生效日」起計的 90 日內，被「確診」已患上受保「疾

病」，或有可能導致或引發該「疾病」的任何病患、「疾病」或身

體狀況的症狀或病徵；或 

 

10.3 濫用藥物或酒精；或 

 

10.4 參加空中飛行，非以乘客身份購票乘搭由正式持牌作定期運輸的航

空或包機公司所提供及經營的飛機；或 

 

10.5 參與陸軍、空軍、海軍及其他紀律性服務；或 

 

10.6 參與或從事危險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吊索跳崖、滑翔傘、滑翔機、

冬季運動、跳降落傘、激流、借助呼吸器具潛水活動、登山、攀石、

從事專業性質的運動或比賽，或可使「被保險人」從而獲得收入或

酬勞之運動等；或 

 

10.7 戰爭、戰鬥（不論是否已宣戰）、叛亂、暴動、暴亂、民事騷亂、

恐怖主義行動、核污染、生物污染或化學污染；或 

 

10.8 任何人體免疫能力缺乏病毒(HIV)及/或其任何有關的「疾病」或感染，

唯注明於 3.1「重疾」的定義一節內之「因輸血感染人類免疫力缺乏

病毒(HIV)」及「因職業感染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HIV)」除外；或 

 

10.9 先天畸形或異常；或 

 

10.10 自殺、任何蓄意自致之行為，不論神智是否正常及不論是否昏醉；

或 

 

10.11 制裁限制及除外責任 

「本公司」不會被認為提供保障和不負責賠付索償或者不依此給予

利益，只要所提供的保障和索償的賠付或者所給予的利益使「本公

司」違反聯合國決議、歐盟或美國的貿易或經濟制裁、法律或條例

下實施的任何制裁、禁止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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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下稱“本公司”)明白其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就個人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使用所負有的責任。閣下提供的

個人資料，是為了本公司提供保險業務所需，本公司並可能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以下用途： 

(i) 任何與保險有關的產品或服務(包括處理及審批閣下的保險申請、索償、保單相關行政、財務工作、索償調查或分析及其它相關的服務)，或該

等產品或服務的任何更改、變更、取消或續期； 

(ii) 本公司行使任何代位權； 

(iii) 就以上用途聯絡 閣下； 

(vi)  其它與上述用途有直接關係的附帶用途；及 

(v) 遵循適用法律，條例及業内守則及指引。 

 

本公司亦可因應上述用途披露  閣下的個人資料予下列各方： 

(a) 向本公司提供行政、通訊、電腦、付款、保安及其它服務的第三方代理、承包商及顧問，或任何從事與保險或再保險業務有關的公司，或閣下

的保險中介人(若有) 、或索償調查員/公司，或其他保險業務有關的服務提供者； 

(b) 本公司的關連公司(以《公司條例》內的定義為準)； 

(c) 政府及市場認可的保險業監管機構：保險索償投訴局及同類的保險業機構、香港保險業聯會（或同類的保險公司聯會）及其會員； 

(d) 法例要求或許可的政府機關包括運輸署。 

 

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因上述用途提供給以上任何機構 (在香港境內或境外)，而就此而言，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被移轉至香港境外。 

 

在直接促銷中使用個人資料 

本公司可能把閣下的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除非本公司已取得閣下的同意 (包括表示不反對)，否則本公司並不可以如此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但條例

所指明的豁免情況除外。本公司可能使用及／或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給本公司的關連公司(其定義以《公司條例》內的定義為準)、關連公司之合作伙伴

及第三方金融機構，本公司及／或獲取有關資料的公司可以通過書信、電郵、電話或短信與 閣下聯絡，提供金融及／或保險產品或服務的直接促銷通

訊。 

 

如閣下不希望本公司使用閣下的資料作上述直接促銷用途，閣下可通知本公司行使閣下的選擇權拒絕促銷。閣下可以書面向本公司總經理辦公室(詳情參

閱下文)提出有關要求。 

 

閣下可有權隨時查閱及／或更正由本公司持有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及／或撤回給予本公司有關使用  閣下的個人資料及提供予第三方作直接促銷用途

的同意。如有需要，請以書面形式向本公司總經理辦公室提出，地址為香港銅鑼灣新寧道8號中國太平大廈19樓或電郵info@hk.cntaiping.com。另本

公司私隱政策的全文已上載於www.hk.cntaiping.com，歡迎查閱。 

 

本聲明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