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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安達保險誠意推出團體危疾保險 - 

一項保障癌症、腎衰竭、心臟病、

中風和癱瘓等嚴重疾病的保險計劃。 
 

中介人可為其新舊客戶，按需要配

搭不同保障選項，要求個別的團體

危疾保險報價。 
 

本保單為企業管理層和員工提供覆

蓋全球的全天候 24 小時保護，免受

意外事件和疾病的侵害。對公司而

言，為未知的疾病提供保障，亦擴

展了其關顧責任。 
 
 

增值保障 

• 以不記名方式簽發 

• 3 款不同的保障計劃

（100,000 港元，

200,000 港元，300,000

港元） 

• 3 種保障範圍供選擇（只

保障癌症，3 種危疾或 36

種危疾） 

• 強制保障覆蓋 4 個年齡組

別（20-45 歲、20-55

歲、20-60 歲、20-65

歲） 

 

保障特點 

• 確診保障函蓋多達 36 種危

疾，包括癌症、腎衰竭、心

臟病、中風和癱瘓等 

• 全球保障 

• 易於管理─強制性保障沒有

僱員記名聲明的相關要求 

• 適用於所有 20-65 歲員工 

• 零自負額（無扣除）   

 

團體危疾保險 

投保書 



 

團體危疾保險投保書，香港特別行政區。05/2021 編印。 

© 2021 安達。保障由一間或多間附屬公司所承保。並非所有保障可於所有司法管轄區提供。Chubb®及其相關標誌，以及 Chubb. Insured.TM 乃安

達的保護註冊商標。  
 2 

 

保障表 

項目 保障 

每受保人固定保障金額（港幣$）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1 確診保障 100,000 200,000 300,000 

 

實際保障範圍、條款及條件請參閱保單。 
  

請注意，本保單不適用於受保人從事以下職業/行業： 

 

• 緊急服務和武裝部隊  

• 飛行員和機組人員  

• 森林，伐木和鋸木廠 

• 採礦和提取 

• 石油和天然氣鑽機 

• 專業運動員 

• 船員 

• 捕魚/水產養殖 

全面危疾保障: 36 種危疾 

受保人年齡組別 
每受保人每年保費（港幣$）– 計劃類別***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20-45 歲歲 300 600 900 

20-55 歲歲 780 1,560 2,340 

20-60 歲歲 1,180 2,360 3,540 

20-65 歲歲 1,530 3,060 4,590 

 

3 種危疾保障：癌症、心臟病及腎衰竭 

受保人年齡組別 
每受保人每年保費（港幣$）– 計劃類別***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20-45 歲歲 205 410 615 

20-55 歲歲 525 1,050 1,575 

                       20-60 歲 790 1,580 2,370 

20-65 歲歲 1,000 2,000 3,000 

只保障癌症 

受保人年齡組別 
每受保人每年保費（港幣$）– 計劃類別*** 

計劃 1 計劃 2 計劃 3 

20-45 歲歲 175 350 525 

20-55 歲歲 425 850 1,275 

20-60 歲歲 615 1,230 1,845 

20-65 歲歲 770 1,540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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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保事項 

• 自殺、企圖自殺或不論心理健康狀況的蓄意作出自殘行為  

• 參與或嘗試進行的任何犯法或非法的行為  

• 受保人從事的任何專業運動，即受保人需倚賴透過參與該項運動以賺取生活費用  

• 懷孕、分娩、流產、墮胎或由此而起之併發症  

• 之前已存在病症  

 

投保 

如果有興趣投保安達團體危疾保險， 請填寫所附的投保書並交回給我們。 

 

 

 

 

 

 

 

 

 

 

 

 

 

 

 

 

 

 

 

 

上述資料為保障、條款及條件及不保事項的概要，僅供參考。實際保障範圍、條款及條件及不保事項請參閱保
單。安達保險保留接納申請與否的最終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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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書 

投保人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業務性質:  

公司註冊編號: 
(請提供商業登記冊副本) 

 

計劃選擇: 

保障計劃*                                              
☐ 港幣$300,000 
☐ 港幣$200,000      
☐ 港幣$100,000    
                                           

年齡組別** 
☐ 20-65 歲 
☐ 20-60 歲 
☐ 20-55 歲 
☐ 20-45 歲 

保障範圍* 
☐ 36 種危疾保障 
☐  3 種危疾保障 
☐ 只保障癌症 

保單開立日保單保障的僱員人數：  

保障期： 
(日/月/年): 

由： 至：  

每年保費 (港幣$) ***: 港幣$:                                    

備註: 

*整份保單只能選擇一種保障計劃及一種保障範圍 

**請選擇保單所包含的所有僱員的年齡組別 

***所有保費不包含保費徵費。保監局會向保單持有人按徵費率收取保費徵費。保費徵費費用會按安排繳付至保監局。詳細請瀏覽

www.ia.org.hk/tc/levy 或致電 (852) 3191-6611.  

聲明 

投保人聲明及同意： 

• 本投保書及其隨附的任何文件中所載並提供予安達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安達保險」）的資料和答案都是真實，完整和正確的，並會構成投保人

與安達保險保險合約的基礎。若投保書內的資料不正確或遺漏，安達保險保留拒絕理賠的權利。 

• 此保險計劃需在安達接納投保書後才能生效。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公司(「我們」)竭力確保受保人(「閣下」)對我們在收集個人資料方面的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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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資料以設計及識

別能吸引閣下的產品及服務，進行市場或顧客滿意度調查，及發展、建立及管理與其他機構就宣傳推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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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促銷 

只會在得到閣下的同意，我們會使用閣下的聯絡資料、人口統計資料、保單資料及繳費資料透過郵寄、電郵、電話或 SMS 短訊方式聯絡閣下

以便提供有關我們的保險產品的宣傳推廣。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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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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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會被透露予我們相信必須達成以上第 a 及第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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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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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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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達個人資料私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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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 

申請人簽署: 
 
 
 

中介人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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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0 3565 

www.chubb.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