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越醫療計劃
由兩大頂級環球醫療保健公司合作，攜手打造優質計劃及服務

歡迎進入全球醫療保健服務的
嶄新階段。
我們從不隨波逐流。因此，保柏環球邀請超過 3,000 位具有
環球思維的人士，協助設計一系列全球醫療計劃產品。
本計劃系列的每個級別都能提供一貫的優越服務，不僅提供全
面保障，更涵蓋多項保健服務，我們亦透過涵蓋多項保健服
務，期望能專注於照顧尊貴客戶的身心健康。
無論在您健康，生病或患上危疾時，我們都會在您身邊。

全球醫療保健界中最大型可靠的兩大品牌共同聯手

為何選擇優越醫療計劃？

保柏環球聯同藍盾寰球提供高質素的醫療保健計劃及服務。聯合兩
間公司的雄厚實力、龐大規模與醫療專長，讓客戶無論何時何地，
皆能享用優質醫療保健服務。

您可以安心前往世界各地，因為您知道優越醫療計劃永遠與您為伴。
該計劃最高可提供 500 萬美元的全球保障（不包括美國），並在您
有需要時可選擇涵蓋私家病房與中醫治療服務。

計劃中包含美國地區保障的客戶現可享有更多保障。此醫療計
劃並不包括美國地區保障，若您希望加入這項保障，請瀏覽
bupaglobal.com，查看本計劃系列之其他計劃級別。

若您選擇本計劃，我們便能透過健康檢查、牙科檢查、眼科檢查等各
種保健服務呵護您的日常健康。

如欲了解本系列的其他計劃，請瀏覽 bupaglobal.com
全方位的卓越服務
我們為這些全球醫療計劃提供備受讚譽的高品質服務及保障，計劃
特點包括：
¡

住院及門診服務

¡

健康檢查 － 預防勝於治療

¡

心理及自然療法 － 讓身心都能得到照顧

¡

運送 － 若當地無法提供緊急治療，我們會護送您及一個同行
人員至能夠提供適當治療的地點

¡

癌症及其他重症治療

¡

遺傳、先天性及慢性疾病

¡

器官移植與康復

保柏環球是本計劃的唯一承保人。
保柏環球是保柏的業務名稱，為國際醫療保健公司。保柏是經藍十字藍盾協會（BCBSA）授權的獨立機構。保柏環球並未獲藍十字藍盾協會（BCBSA）授權於安圭拉、阿根廷、英屬維京群島、加拿
大、哥斯達黎加、巴拿馬、烏拉圭及美屬維京群島銷售 BCBSA 合作品牌的產品。在香港，保柏環球只獲授權使用藍盾標誌。請詳細了解您的保單條款及可保障之範圍。藍十字藍盾協會旗下擁有36間
獨立運作、於美國經營的藍十字藍盾公司。藍盾環球是藍十字藍盾協會旗下的品牌。如欲了解更多關於保柏環球的資訊，請瀏覽 bupaglobalaccess.com；如欲了解更多關於藍十字藍盾協會的資訊，
則請瀏覽 www.BCBS.com。

保障摘要
保障與說明
下列保障，包括全數賠償項目，均將計入年度最高保障總額。

保障與說明
年度最高保障總額

牙科治療 / 助聽器 / 眼科

5,000,000 美元或 39,000,000 港元

牙科治療
意外事故相關牙科治療

住院墊底費：
不設墊底費或
自選 1,500 美元 / 11,700 港元
自選 4,000 美元 / 31,200 港元
自選 10,000 美元 / 78,000 港元
有關適用於住院及日間留院治療保障的墊底費詳情，請參閱您的保險證書。

常規牙科治療（等候期 6 個月）
主要修復性牙科治療（等候期 6 個月）
助聽器 / 眼科
助聽器
鏡架、鏡片及隱形眼鏡

一般門診服務
* 全數賠償，以一般門診服務年度最高保障額
25,000 美元或 195,000 港元為限

年度最高保障額
25,000 美元或 195,000 港元

自付額
基本自付額 15%
有關適用於一般門診服務的自付額，請參閱保險證書。
請注意，適用於門診治療保障的是墊底費而非自付額，治療包括先進掃描、癌症治療、器官移植服務及腎臟透析相關。
門診手術
病理、放射及診斷檢驗

全數賠償*

您的自選墊底費適用於以下的全部保障。
有關適用於住院及日間留院治療保障的墊底費詳情，請參閱您的保險證書。
住院費（包括食宿）

全數賠償 － 標準私家病房

父母陪伴留宿醫院
手術室、藥物及敷料
深切治療

全數賠償

內科醫生費

合資格護士
物理治療師、骨科醫生及脊醫

住院服務：住院及日間門診治療費

手術，包括外科醫生及麻醉師費

專科診症及醫生費
心理及精神科治療

每個保單年度的索償比例為 50%，上限為 1,500 美元或 11,700 港元

病理、放射及診斷檢驗
全數賠償*，每個保單年度以 30 次診症為限

心理及精神科治療

全數賠償，終生限額為 90 天

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及營養師

職業治療師及視覺矯正師

減重手術（等候期 24 個月）

足部護理
飲食指導

全數賠償，每個保單年度以 4 次診症為限

處方藥及敷料

全數賠償*

輔助藥物：順勢療法、自然療法、中藥及跌打

輔助藥物部份，每個保單年度以 15 次診症為限

耐用醫療設備

全數賠償

預防性手術
人造器官裝置

每項裝置以 4,000 美元或 31,200 港元為限

植入式人造器官及人造器官設備
重建手術

全數賠償

意外事故相關牙科治療

預防性治療
健康檢查（等候期 10 個月）

每個保單年度以 750 美元或 5,800 港元為限

疫苗接種

每個保單年度以 750 美元或 5,800 港元為限

眼科檢查

每個保單年度全數賠償 1 次檢查

常規牙科治療（等候期 6 個月）

每個保單年度全數賠償 2 次檢查

住院治療的現金保障

每個保單年度以 20 晚，每晚以 150 美元或 1,170 港元為限

善終護理與康復
善終服務與緩和治療

終生上限為 40,000 美元或 312,000 港元

康復護理（跨領域康復）

全數賠償，每個保單年度以 30 日為限

我們的獨特之處
保障與說明
住院及 / 或門診服務

備有通曉多種語言的全球顧問及醫療專家團隊，提供超越您所預期的服務，並具有下列優勢，無疑是您較佳的選擇。

先進掃描

全數賠償

癌症治療
器官移植服務

每項病症以 600,000 美元或 4,680,000 港元為限

腎臟透析

全數賠償

重新投資在醫療業務

多種語言顧問
我們了解，在尋求醫療意見時，您希望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
為了讓您感到安心，我們的顧問團隊透過多種語言提供服務。

全數賠償

您的健康對我們至為重要。為了堅持這個理念，我們一直保持
無股東的營運模式，並將利潤重新投資到業務。這樣我們將有
更多資源進行改革及提升，為您帶來一流服務及醫療護理。

財務保障

已存在病症

醫療保險不僅能夠保障您的健康，更使您無需擔憂突如其來的
額外支出。有我們與您同行，您便可以盡情享受人生。

我們認為，過去的健康問題不該影響您的未來。正因
如此，許多已存在病症均受我們的環球醫療計劃保障
（須經核保）。

運送 / 交通
運送
一名同行人士交通費
同行兒童交通費
生活費

每個保單年度以 10 日，每日以 150 美元或 1,170 港元為限

本地救護直升機
本地救護車

全數賠償

遺體運返

如欲了解詳細保障、限制及不受保項目，請瀏覽 bupaglobal.com 或參閱醫療計劃指南。
一般不受保項目
行政管理 / 手續費

廣泛性及大規模流行性疾病

肥胖症

預繳款項/ 訂金

視力

持續性植物狀態 (PVS) 及神經損傷

人工生命維持

實驗性治療

性問題

避孕

基因檢測

睡眠障礙

中藥（特定類別）

性別問題

幹細胞

衝突及災害

水療、自然療法診所等

顳顎關節 (TMJ) 障礙症

日間留院或門診服務範圍內的康復療養及治療、
一般看護或留院

不孕治療

在受保障區域以外接受的治療

整形治療

產科及分娩

未經認可的醫療從業人員、醫院或醫療機構

發展問題

機械性人造或動物捐贈器官

了解更多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我們很樂意為您
服務。請瀏覽 bup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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