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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金融推出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的新措施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永明金融」或「本公司」）推出新措施，幫助客戶應對 2019 冠狀病

毒病 （COVID-19）。 
 
1. 為您安排安在家中進行「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只需港元 720（原價港元 850） 
如您對健康狀況有疑慮，可考慮接受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深喉唾液化驗）。莊柏醫療提供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只需港元 720（原價港元 850）。由即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永明金融

更可為您預約有關檢測，以消除您的健康疑慮。詳情請參閱頁三之宣傳單張。 
 
2. 服務更新–豁免簡易保單復效申請書 
為確保客戶能繼續享用保單保障及利益，我們現推出一項特別服務。由即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如客戶於保單失效通知書發出日期後 30 天內繳付所需保費，客戶的保單將自動復效而無需

提交任何可保證明文件及資料。在此項特別安排下，客戶無需填寫保單失效通知書中隨附之「簡

易保單復效申請書（附健康資料）」（如有）。 
 
3. 永明危疾齊加保客戶額外保障 
 

 

由即日起至 2020年 6月 30日，如永明危疾齊加保的受保客戶不幸

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而入住深切治療部，永明金融

會提供額外一筆過港元 50,000 保障以補貼醫療開支，讓客戶專注

康復，早日重投健康生活。詳情請參閱宣傳單張。 
 
適用於所有 2020年 6月 30日或之前持有由永明金融所繕發並生效

中的永明危疾齊加保保單的客戶。此額外保障無須預先登記。 
 
有關永明危疾齊加保產品特點和風險詳情，請參閱相關產品推銷刊

物。 
 
 

 
4. 個人醫療保障客戶額外支援 
 
個人保險客戶而其保單包含住院保障，若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間（首尾兩

天計算在內）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可獲得以下的支援： 
 

https://cdn.sunlife.com/static/hk/Insurance/Medical%20&%20Critical%20Illness/SunHealth%20OmniCare/SHOC_Offer_Leaflet_TC.pdf
https://cdn.sunlife.com/static/hk/Insurance/Medical%20&%20Critical%20Illness/SunHealth%20OmniCare/SunHealth%20OmniCare_Brochure_TC.pdf
https://cdn.sunlife.com/static/hk/Insurance/Medical%20&%20Critical%20Illness/SunHealth%20OmniCare/SunHealth%20OmniCare_Brochure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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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條款 
1. 免等候期 
2. 取消內地「三甲」醫院限制，即如客戶於中國內地住院接受治療，住院索償申請除適用於

合約條款中指定級別的醫院外，亦包括政府認可的其他非三甲醫院 
 
理賠 

3. 「一天完成」理賠結果承諾，即一個工作天內批出理賠申請個案的結果 
4. 設「特快理賠綠色通道」，由專人從速處理及跟進理賠申請個案，大幅縮短審批時間。理

財顧問熱線為 2103 8988 ，客戶熱線則為 2103 8928 
5. 簡化遞交申請手續，客戶提交理賠申請時無需提交理賠索償表格，只需提交確診證明 
6. 「轉數快」特快過數，賠償款項直接轉賬至客戶用作香港本地轉賬的銀行賬戶 1 

 
措施 

7. 無索償折扣 
指定康健保障計劃的客戶如不幸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間（包括首

尾兩天） 因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而需住院，其下年度保費仍然可享有無

索償折扣 2 
8. 豁免醫療檢查及化驗費用 

指定康健保障計劃的客戶在投保時倘須應本公司要求進行任何醫療檢查、化驗及/或提交醫

生報告，相關的醫療檢查、化驗及/或醫生報告費用由永明金融負擔 3 

另外，本公司的團體保險的不保事項並不包括任何法例上需要隔離的傳染病的醫療服務。 
永明金融保留在不作任何事前通知的情況下修改、暫停或取消以上安排及修改其條款及細則的權

利。如對以上安排有任何爭議，永明金融保留最終決定權。 
 
備註： 

1. 適用於選擇以「轉數快」作為收取款項渠道的客戶及用戶註冊名稱必須同樣為保單持有人。 
2. 適用於「永明貼心醫療保」、「永明悉心醫療保」及「永明港稱心醫療保」（計劃 1 及 2）

的客戶。 
3. 適用於「永明貼心醫療保（基本計劃）」、「永明港健康醫療保 」、「永明港稱心醫療保」

（計劃 1 及 2）、「永明精心醫療保（基本計劃）」及「永明滿心醫療保（基本計劃）」

的投保申請，而有關的投保申請須在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020 年 6月 30 日期間（包括首

尾兩天）提交。 
 
  



永明金融為您安排安在家中進行
「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持續及擴散，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永明金融」）
與客戶積極面對疫情。如您對健康狀況有疑慮，可考慮接受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深喉
唾液化驗）。莊柏醫療提供的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只需港元720（原價港元850）。由即日起
至2020年6月30日，永明金融更可為您預約有關檢測，以消除您的健康疑慮。

接受 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過程簡單容易，幾個步驟就搞掂！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熱線
(852) 2103 8686聯絡我們，

並提供所需資料。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下午6時（公眾假期除外）

步驟 1

您可安坐家中自行採集深喉唾液
樣本。服務提供者會安排速遞
收集樣本，並於衞生署的化驗所

進行病毒檢測

進行測試前，醫生會
透過網上視像方式，
為您進行風險評估

步驟 2

提交樣本後3天內
取得檢測結果

您可於您指定的地址
接收檢測套裝

步驟 3

莊柏醫療致電給您並通知您
檢測結果。如想獲取檢測結果副本，
請透過電郵向莊柏醫療提供獲取
檢測結果副本的授權書。

3

檢測
套裝

備註：
• 推廣期為2020年5月4日至2020年6月30日（包括首尾兩天）。
• 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檢測服務」）由第三者服務機構莊柏醫療提供，並受莊柏醫療之政策約束。永明金融並非檢測服務之供應商，有關
檢測服務之任何問題或投訴或其相關服務質素，永明金融概不負責，請直接與莊柏醫療或相關供應商或相關的第三方聯絡。莊柏醫療或
相關供應商應獨自承擔所有檢測服務的責任。

• 莊柏醫療旨在為身在香港並出現發燒及／或呼吸道感染病徵的永明金融個人壽險客戶提供檢測服務。
• 檢測結果由莊柏醫療或相關供應商收集及處理，永明金融不會獲取客戶的檢測結果。
• 永明金融只提供預約檢測服務，檢測服務費用需由客戶自行負責。
• 如檢測結果為陽性，莊柏醫療會向健康防護中心呈報相關個案， 衞生防護中心會作出適當的隔離安排。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客戶服務中心：九龍紅磡紅鸞道18號祥祺中心B座地下
客戶服務熱線：2103 8928        sunlife.com.hk

永明金融集團成員之一   總公司設於加拿大多倫多
2020年5月編印　由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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