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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安達誠意推出企業員工個人意外及

危疾綜合保險計劃，這項綜合保險

計劃將個人意外、意外醫療費用、

危疾及恩恤身故賠償多項保障整合

為同一份保單。 

 

現今人才競爭激烈，這項保險讓僱

主更有效履行對員工的責任，同時

為企業管理層和員工提供覆蓋全球

的全天候24小時保護，即使遇到意

外事件和危疾都有適當的保障。  
 

 

 

 

 

 

 

 

 

計劃特點 

• 個人意外身故及完全永久傷殘 

• 意外醫療費用補償，包括中醫

治療費用  

• 危疾保障計劃提供三種危疾，

包括癌症、腎衰竭及心肌梗塞 

• 恩恤身故賠償為突發疾病導致

的死亡提供保障 

• 覆蓋全球的全天候 24小時保障

簡單的行政手續，保單以不記名

方式簽發 

• 適用於 20-60歲人士 

• 零自負額（無墊底費用） 

• 無需醫療檢查 

• 不得從事體力勞動及／或建築

地盤工作   

 

Enterprise Employees Accident and 

Illness Benefits 

企業員工個人意外及危疾綜合保險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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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計劃 

項目 保障範圍 

每名受保人保障金額（港元）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1 個人意外  500,000 400,000 200,000 

2 意外醫療費用補償 
 

5,000 4,000 2,000 

3 危疾 200,000 
（保障三種危疾*） 

100,000 
（保障三種危疾*） 

100,000 
（只保障癌症） 

4 恩恤身故賠償 20,000 20,000  20,000 

*三種危疾：癌症、心肌梗塞及腎衰竭 

有關保單的實際保障範圍、條款及細則，請參閲保單條款。 

請注意，這項計劃並不保障從事體力勞動的員工，亦不適用於以下職業／行業： 

 

• 緊急服務及紀律部隊 

• 機師及機組人員 

• 林務、伐木及鋸木廠 

• 採礦及開採業 

• 石油及天然氣鑽井 

• 專業運動員 

• 船員 

• 漁業／水產養殖業 
 

保費表 

保障範圍—受保人 
每名受保人每年保費（港元） — 計劃類型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所有員工 1,850 1,000 750 

只限高級管理人員** 2,660 1,415 1,043 

**高級管理人員指任何保單持有人的董事總經理、主席、行政總裁、總裁或高級副總裁。    

主要不保事項 

• 受保人在神智清醒或不清醒的情況下蓄意自殘、自殺或作出任何企圖自殺的行為、魯莽不當行為或任何保單

持有人或受保人作出非法或犯罪行為的結果 

• 受保人正接受訓練及／或參與任何種類的職業運動 

• 受保人正駕駛或參與飛行活動，而其身份並非在已建立的商業機場之間營運的載客飛機上的乘客 

• 戰爭、入侵或內戰，或直接參與罷工或暴動 

• 之前已存在病症  

投保 

如有意投保企業員工個人意外及危疾綜合保險計劃，請填妥並寄回所附的投保書。 

 

本保險產品單張載列的資料為保障的簡短摘要，僅供快捷方便參考之用。有關適用保障、條款及不保事項的詳
情，請參閲保單合約。安達對所有申請保留最終批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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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書 

保單持有人資料 

公司名稱：  

地址： 
 
 
 

業務性質：  

商業登記號碼： 
（請提供商業登記證影印本） 

 

選擇計劃： 

保障計劃*                                              
☐ 計劃 1 

☐ 計劃 2       

☐ 計劃 3     

                                           

受保障受保人： 
 

☐所有員工；或 
☐只限高級管理人員**       
 

保單生效時保單保障範圍內的受保人
數目： 

 

承保期：（日／月／年） 由： 到： 

每年保費（港元）***： 港元：                                    

備註： 
*整份保單只允許一項保障計劃 

**高級管理人員指任何保單持有人的董事總經理、主席、行政總裁、總裁或高級副總裁。    

***所有保費概不包括徵費。保險業監管局將按適用徵費率收取徵費。所收取的徵費款項將按訂明安排匯付保險
業監管局。詳情請瀏覽 www.ia.org.hk/tc/levy 或致電(852) 3191-6611。 

此保單最低保費為港元 3,000（不包括保費徵費） 
 

聲明 

保單持有人謹此確認及同意：  

• 本投保書中向安達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安達」）提供的所有答案／資料皆為全面、完整及真實。本投保書將

成為保單持有人與安達之間的保單基礎。若發現本投保書中有任何不正確或遺漏的聲明，安達保留拒絕任何索

賠的權利。 

• 於安達接受本投保書並按此簽發保單時保險方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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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保險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公司 (「我們」) 竭力確保「受保人」(「閣下」)，我們於處理任何已收集的個人資料均會採取適當的保密

程度及以處理私隱手法採用資料。 

 

本個人資料收集聲明陳述我們收集及利用由 閣下提供以識別 閣下的個人的資料(「個人資料」) 的目的、個

人資料可能被公開的情況及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的詳情。 

 

(a)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我們收集及使用 閣下的個人資料的目的，是為了向 閣下提供具優勢的保險產品及服務，包括用作考慮 閣

下投保任何新的保險產品，及管理由我們提供的「保單」，安排保障，及執行和管理 閣下及我們在該等保

障下的權利及責任。同時，我們亦會收集及使用 閣下的個人資料以設計及及發展、建立及管理與其他機構

就行政及使用我們相應的產品及服務的聯盟及其他計劃。在閣下的同意下我們亦可能使用 閣下的個人資料

作其他用途。 

 

(b) 個人資料的轉讓 

個人資料將予以保密，而我們亦絕對不會將 閣下的個人資料售賣給第三者。我們會對公開 閣下的個人資

料作出限定；但在任何適用的法例條文下， 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 

i. 會被透露予我們相信必須達成以上第a 段所述目的之第三者。例如：我們把 閣下的個人資料提供予

我們相關的員工及承辦商、代理及其他涉及以上目的之人士，如處理數據的人士、專業人士、損失評

估人員及索償調查員、醫生及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緊急支援服務提供者、保險局或信貸局、政府機

構、分保人及分保經紀 ( 當中可能包括在香港以外的第三方)； 

ii. 會給我們的母公司及附屬聯營公司或安達在本地及海外的相關人員使用； 

iii. 會提供予保險中介人， 閣下可以透過指定系統查閱有關資料； 

iv. 會給予有關人士以維持公眾安全及法紀；及 

v. 在 閣下同意下提供予 閣下的代表。 

 

就以上個人資料的轉移，如有適用的地方，則代表 閣下亦同意該資料在香港以外地方轉移。 

 

(c) 查閱及更改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改曾給予我們的資料，另除非在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下有適用的豁免條款賦予我們可拒絕遵從，否則我們必須按 閣下的要求，給 閣下查閱及更改本身的個人資

料。 閣下亦可向我們要求提供持有閣下的個人資料的類別。 

 

翻查或更改個人資料的要求，必須透過書面提出及郵寄致： 

安達個人私隱主任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 號 

太古坊一座39 樓 

電話 +852 3191 6800 

傳真 +852 2560 3565 

電郵 Privacy.HK@Chubb.com 
 

在我們收到 閣下查閱或更改資料的要求後，會在四十(40) 天內予以回覆該項要求，我們一般將不會收取任何

費用；但即使我們在提供資料時需徵收費用，它們也會在合理的水平。至於更改資料的要求，則不會收取任何

費用。 
 

經紀佣金披露 

申請人明白、確知及同意，安達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安達」）會就申請人購買及接受其簽發的保單，於保單
有效期內（包括續保期）向負責安排有關保單的獲授權保險經紀支付佣金。假如申請人為法人團體，代表申請
人簽署的獲授權人員須向安達確認他／她已獲該法人團體授權。 
 
申請人亦明白安達必須取得申請人以上的同意，才可以處理其保險申請。以上披露聲明僅適用於透過保險經紀
購買／確立保單的情況。以下簽署人代表受保人及其所有附屬公司。 

mailto:Privacy.HK@Chub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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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 

投保人簽署（連公司蓋章） 

 

 

 

保險代理名稱： 

 

 

 

日期（日／月／年） 

 

 

客戶負責人及聯絡電話： 

 

 

關於安達香港 

安達為全球最大的上市財產及責任保險公司，經營一般保險及人壽保險業務，透過收購其前身公司，已立足香

港特別行政區超過90年。安達香港的一般保險業務 (安達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為大型及中小企業客戶、以及個

人客戶設計及提供特定的保險產品，包括財產險、責任險、海上險、金融險和個人保險服務。多年來，安達憑

著其雄厚財務實力及市場領導地位，開創新的保險產品，提供優質理賠服務，建立長遠穩健的客戶關係，與時

並進。  

如欲獲取更多資料可瀏覽 www.chubb.com/hk。 

聯絡我們 

安達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 號  

太古坊一座 39 樓  

電話 +852 3191 6800  

傳真 +852 2519 3233  
www.chubb.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