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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疾及殘疾賠償

保單細則所載的實際用詞以粗體載於本指南的左方，附加指
引載於右方「附註」以及詞彙部分。

重要資料 

本指南的內容及所提供的解釋僅供參考而不影響保單細
則，您可要求索取其副本。倘出現索償，僅可應用您的計
劃╱保單的定義以決定索償的有效性。

所載的疾病及定義適用於本指南於底頁印發日期印發的 

「誠安」定期壽險╱危疾保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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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事項

所有保障類別的不保事項

若受保人因下列情況直接或間接而提出索償，本公司毋
須就此保單負上任何賠償及責任︰

• 受保人主動參與戰爭（不論是否已宣戰）、內戰、暴
亂、暴動、恐怖活動、叛亂、海盜搶掠、民間騷亂或
其他源於任何政治或民間騷亂的暴力行為。

• 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違反刑法。

• 受保人於保單承保日或其後保單復效的兩年內自殺或
企圖自殺，不論其神志是否正常。

危疾及殘疾賠償的不保事項

此外，如索償是直接或間接歸因於下列情況，本公司將
不會支付危疾及殘疾賠償：

• 如受保人在保單承保日或其後恢復保單起計90天內
首次被診斷為患上危疾或殘疾。

• 如受保人於首次診斷患上危疾或殘疾後28天內身故
(只適用於危疾保障 )。

• 任何形式的戰爭（不論是否已宣戰）。

• 蓄意自殘。

• 濫用或不當地使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適用於有
關去皮質綜合症（植物人）、心肌病、慢性復發性胰腺
炎、昏迷、日常活動能力受損、肝衰竭及柏金遜病的
索償），即不當地使用酒精、藥物或其他化學物品，
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況：

－ 飲用過量酒精

－ 誤用藥物（包括過量服用），不論是否經合法處方

－ 並非根據合法處方而服食受管制藥物

－ 濫用溶劑。

• 精神或功能性神經失常或任何非特定慢性病毒感染或
任何慢性疲勞綜合症（適用於日常活動能力受損）。

• 後天免疫力缺乏綜合症（愛滋病）、愛滋病相關併發
症、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或呈現該病毒的抗體，
此不保事項不適用於有關根據保單細則（副本可供索
取）中危疾及殘疾附表所載的「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
感染－於特定國家經輸血、身體受侵襲或從事合資格
職業而感染」的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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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限制 

設有90天等候期。其指如在保單承保日或其後保單復效
起計90天內首次被診斷為任何危疾或殘疾，將不獲支付
任何賠償。

如您選擇「危疾保障」，將設有28天的存活期。其指如
於首次被診斷為危疾或殘疾後28天內身故，將僅支付保
單附表所示的身故賠償。

每位受保人可獲之血管整形手術（俗稱通波仔）的賠償金 

額為保額的 10%，上限為 14,000英鎊╱20,000歐羅╱ 

25,000美元╱200,000港元（根據保單所選貨幣）。 

此項賠償只會就每位受保人支付一次，並將從保單保額
中扣除。若受保人其後確診任何合資格的危疾或殘疾，
我們將支付餘下的保額。

有關危疾保障及壽險或提前危疾保障的詳情，請參閱
「誠安」定期壽險╱危疾保障計劃產品說明書。

以下詞彙為於保單細則中所定義者，而非
就個別疾病及殘疾所定義者。

永久指預期於受保人終生持續，不論其保障何時終止或
受保人何時退休。

無法逆轉指由有聲譽及國家批准的醫療機構於索償時運
用的治療及╱或手術程序亦不能合理地改善狀況。

永久神經缺損及持續臨床症狀指臨床檢驗出現的神經系
統功能障礙症狀，並預期於受保人終生持續。

受保症狀包括麻痺、知覺過敏（敏感度增加）、癱瘓、 

局部衰弱、構音障礙（語言困難）、失語症（無法說話）、
吞嚥困難（吞嚥方面有困難）、視覺受損、步行有困難、
缺乏協調、顫抖、癲癇發作、痴呆、精神錯亂及昏迷。

以下症狀不受保障：

• 腦部或其他掃描出現異常，而沒有確定相關臨床症
狀。

• 出現神經方面跡象，但沒有異常症狀，如活躍反射，
但無其他症狀。

• 由心理或精神引起的症狀。 

指定國家：

安道爾共和國、澳洲、奧地利、巴林、比利時、汶萊、
加拿大、海峽群島、塞浦路斯、丹麥、芬蘭、法國、 

德國、直布羅陀、希臘、香港、馬恩島、意大利、日
本、科威特、列支敦斯登、盧森堡、馬爾他、摩納哥、
荷蘭、新西蘭、挪威、阿曼、葡萄牙、卡塔爾、愛爾蘭
共和國、聖馬力諾、新加坡、南韓、西班牙、瑞典、 

瑞士、台灣、阿聯酋、英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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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疾及殘疾的完整清單

1  阿爾茲默氏症－於65歲前出現永久症狀

於65歲生日前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精神科顧問醫生或老人
科顧問醫生確診患上阿爾茲默氏症。必須有永久能力臨床受
損，以致無法進行以下事項：

• 記憶；

• 判斷；及

• 理解、明白、表達及執行意念。

詞彙表 

阿爾茲默氏症－逐步及退化性腦疾病，腦細胞出現退化。
症狀包括一般的錯亂、喪失記憶或喪失集中力，但總體上
所有精神機能均有所下降。

附註：
阿爾茲默氏症為逐步及退化性腦疾病，腦細胞出現
退化。必須已診斷為阿爾茲默氏症，並已出現阿爾
茲默氏症的永久臨床症狀，方可索償。

診斷須於受保人65歲生日前作出，並根據對患者的
觀察及若干問卷或測試（例如短期及長期記憶檢查）
的結果而作出。

2  血管整形手術－只支付部分保額

進行球囊血管整形手術或同類動脈內導管手術，以改善經
血管造影證實的一條或以上主要冠狀動脈中最少60%的狹
窄情況。血管再生術必須經心臟科顧問醫生認為乃醫學必
要的。冠狀動脈在此僅指左主幹、左前降支、迴旋支及右
冠狀動脈。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血管造影診斷

詞彙表

血管造影－將特別染料注入血管，使其可在X光底下被看
見，以顯示阻塞及收窄部位。

粥狀瘤切除術－與激光治療性質相同但阻塞乃被切除。

球囊血管整形手術－將球囊放入受影響動脈並以充氣方式
將其擴闊。

激光治療－以激光射進動脈而燒除動脈的阻塞。

附註：
心臟主要動脈可能收窄或被阻塞，引致心臟肌肉未
能獲得足夠氧氣。其可能引致嚴重胸痛（一般稱為心
絞痛）。

最嚴重的個案可能需要冠狀動脈分流（搭橋）手術。
然而，其可能透過以下其中一項技術作出治療而無
需進行開心手術：

• 球囊血管整形手術

• 激光治療

• 粥狀瘤切除術

• 支架植入術。

治療須針對心臟其中一條主要動脈及索償人有過往
曾接受治療的歷史，以及血管造影確定動脈大幅收
窄，方可成功索償。治療必須獲心臟科顧問醫生建
議。



7

2  血管整形手術－只支付部分保額（續）

詞彙表（續）

血管再生術－擴闊血管或去除血管阻塞。

狹窄情況－血管收窄，60%的狹窄情況指血管較正常細小
60%。

支架植入術－將小型環狀金屬網放入動脈並以擴張方式將
其擴闊。

每位受保人可獲之血管整形手術（俗稱通波仔）的賠償金 

額為保額的 10%，上限為 14,000英鎊╱20,000歐羅╱ 

25,000美元╱200,000港元（根據保單所選貨幣）。此項賠
償只會就每位受保人支付一次，並將從保單保額中扣除。
若受保人其後確診任何合資格的危疾或殘疾，我們將支付
餘下的保額。

3  主動脈移植手術－就疾病或外傷而進行

因主動脈疾病或外傷而接受切除及以移植物置換部分發病
或受損的主動脈的手術。主動脈一詞包括胸腹主動脈但不
包括其分支。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任何其他外科手術，例如插入支架或腔內修復。

詞彙表

主動脈－身體的主要動脈，自心臟起為身體提供含氧血。

分支－任何自主動脈分支的較小動脈。

腔內修復－經身體動脈接近及修補主動脈發病部分的微創
方法。

胸腹主動脈－於胸腔（胸部）及腹腔（胃部）內的主動脈部
分。

移植物－為修補或置換發病或受損器官或身體組織而移植
的任何器官或組織。

支架－以金屬網支撐組織所製成的管。

附註：
於主動脈收窄時可能需要對主動脈進行主動脈移植
手術，多數原因為脂肪積聚、動脈壁變弱（「動脈
瘤」）或遭受創傷。手術必須涉及移除主動脈發病或
受損部分並以移植物置換，方可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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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去皮質綜合症（植物人）

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的去皮質綜合症。腦皮質必須出現
總體受損而腦幹功能則不受影響。

不保事項：

不包括因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而引致的去皮質綜合
症。

詞彙表

腦皮質－腦灰質最外層。其主要負責較高等的腦功能，包
括感覺、隨意肌肉運動、思考、判斷及記憶。

附註：
亦稱為去皮質狀態。其為由腦部創傷、腦部缺氧或
發炎引致出現持續失去反應的狀態之腦部損傷。必
須確診為腦皮質損傷的去皮質綜合症，方可索償。

5  再生障礙性貧血－永久骨髓衰竭

經血液科顧問醫生確診的永久骨髓衰竭，並引致貧血、嗜
中性白血球減少症及血小板減少症而需要以下至少一項的
治療：

• 輸血

• 骨髓刺激劑

• 免疫抑制劑

• 骨髓移植。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其他類型的貧血。

詞彙表

再生障礙性貧血－因骨髓內的血細胞生產不足所致的罕見
及嚴重的貧血類型。部分個案屬可由若干類型的治療或感
染而引致的短暫性骨髓衰竭。

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特定類型的白血球數量比正常低。

血小板減少症－血液中的血小板（一種有助凝血的血細胞）
數量減少。

附註：
再生障礙性貧血為罕見及嚴重的貧血類型，因骨髓
內的血細胞生產不足所致。部分個案屬可由若干類
型的治療或感染而引致的短暫性骨髓衰竭。骨髓衰
竭必須為永久方可索償。其他類型的貧血並不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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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細菌性腦膜炎－永久症狀

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的細菌性腦膜炎，並引致永久神經
缺損及持續臨床症狀。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其他類型的腦膜炎，包括病毒性腦膜炎。

附註：
腦膜炎為包圍腦部及脊髓的腦膜發炎，若不治療可
以致命。必須確診為細菌性腦膜炎，並引致因永久
神經受損而產生的持續性臨床症狀，方可索償。

不包括病毒性腦膜炎，因其症狀相對屬良性，通常
無需特定治療，且無任何產生嚴重併發症的重大風
險。

7  良性腦腫瘤－永久症狀

腦、顱內神經或腦膜出現非惡性腫瘤或囊腫，並引致永久
神經缺損及持續臨床症狀。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腦垂體的腫瘤

• 血管瘤。

詞彙表

血管瘤－血管良性腫瘤。

良性－非惡性。

受損組織－因疾病或受傷而功能受損的組織部位。

腦垂體－豌豆大小的小型器官，以一條莖連接鼻腔後腦部
下面的中央。

附註：
良性腫瘤為不正常生長的細胞，通常無生命威脅。
然而，如腦部出現該類腫瘤則可屬嚴重，原因為腫
瘤會向腦部四周施壓。如良性腫瘤引致因永久腦部
受損而產生的持續臨床症狀，則屬受保。腫瘤可能
需移除，但無須實際進行手術方可索償。惡性腫瘤
並不根據此定義受保，因其可根據癌症定義受保（如
適用）。血管瘤、位於腦垂體的良性腫瘤或受損組織
並不受保。 

8  失明－永久和無法逆轉

永久和無法逆轉的視力喪失，程度至即使使用視力輔助工
具檢驗時，使用斯內倫驗眼圖測試較佳眼睛的視力為3/60

或更差。

詞彙表

3/60－指被評估視力人士僅可看見最遠為一公尺外的物
件，而視力正常人士可於20公尺外看見同一物件。

斯內倫驗眼圖－顯示逐漸縮小的字母、視光師用作量度視
力受損程度的圖表。

視力輔助工具－有助改善視力的任何物件，例如隱形眼鏡
或普通眼鏡。

附註：
失明指雙眼視力嚴重喪失，程度為患者僅可看見最
遠為一公尺外的物件，而視力正常人士可於20公尺
外看見同一物件。狀況必須為無法矯正並因此而預
計屬永久性。請留意已登記為失明本身未必足以進
行有效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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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癌症－不包括較早期個案

任何以組織學確診及病徵為惡性細胞不受控地增長並入侵
組織的惡性腫瘤。惡性腫瘤一詞包括白血病、淋巴瘤和肉
瘤。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所有按組織學分類為任何以下的癌症：

－ 癌變前期

－ 非入侵性

－ 宮頸上皮內瘤病變 1-3級

－ 原位癌

－ 輕度惡性腫瘤；或

－ 變為惡性的可能性低

• 所有前列腺腫瘤，除非按組織學分類為格里森評分6分
以上或已發展為至少達臨床TNM分類T2N0M0。

• 任何皮膚癌，已按組織學分類為至少達克拉克氏二級並
已引致入侵超越表皮（皮膚外層）的惡性黑色素瘤除外。

詞彙表

輕度惡性腫瘤－於包圍器官的組織裏組成的癌變前期細
胞，且並未入侵附近的組織。

原位癌－發展階段的惡性╱癌細胞，而其並未擴散至周圍
的健康細胞或組織。於醫學用語上，其指癌細胞局限於原
位的上皮（沿身體內外表面排列的組織），且並未入侵附近
的組織。就皮膚的惡性黑色素瘤而言，其指癌細胞局限於
表皮（皮膚最外層），並可分類為克拉克氏一級。

表皮－皮膚最外層。

格里森評分－前列腺癌的分級制度。格里森分級制度為組
織樣本中兩個最大的患癌部位各自分級。級別分為 1至5，1

為最低侵略性而5為最高侵略性。之後將兩個評級相加以得
出格里森評分。評分2至4屬低級；5至7屬中級；而8至 10

屬高級。

附註：
癌症的定義是繁複的，原因為其並非單一疾病，而
是約有200個類型並以不同方式影響人類。癌症是 
異常「惡性」細胞不受控制地生長，如不治療可入侵
及破壞周圍的健康組織。於較晚後期階段，其可由
原來部位擴散至身體其他部位。

一般而言，於診斷為惡性癌症已入侵及開始破壞附
近周圍的組織後，癌症的索償將為有效。

然而，某些類型的癌症並不受保。

尚未開始入侵器官附近周圍組織的非常早期個案並
不受保。醫生偶爾稱這些個案為「癌變前期」、「非入
侵性」、「原位癌」、「輕度惡性腫瘤」或「變為惡性的
可能性低」。不論獲給予甚麼治療，這些早期發現的
癌症並不受保。

舉例說，如於腫瘤尚未開始入侵健康乳房組織時的
非常早期階段發現乳癌，則不獲受保，即使已接受
乳房切除術。然而，舉例說，如這些個案對治療沒
有反應，稍後則可能獲受保。

同樣地，非常早期的前列腺癌不獲受保，但如其後
開始擴散則可能獲受保。

唯一受保的皮膚癌類型為已開始入侵較外層為深的
健康皮膚組織的惡性黑色素瘤－如不治療其可能非
常嚴重。

其他皮膚癌通常僅影響皮膚表層並且一般不會擴散
至身體其他部位。即一般可以用簡單和有效的治療
完全根治。這等其他皮膚癌並不獲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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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癌症－不包括較早期個案（續）

詞彙表（續）

組織學－於顯微鏡下顯現的癌細胞而達致其診斷，並且為
其分化程度或分級（其侵略性的程度）提供資料。

霍奇金氏症－一種影響淋巴組織的癌症（淋巴瘤）。

入侵－惡性╱癌細胞已擴散至周圍的健康細胞及組織（即較
原位癌更廣泛）。

入侵性惡性黑色素瘤－已擴散至超越表皮（皮膚最外層）的
惡性黑色素瘤。此會被分類為克拉克氏二級或以上。

變為惡性的可能性低－於包圍器官的組織內組成的癌變前
期細胞，且並未入侵附近的組織。

惡性腫瘤－入侵其原發組織的腫瘤，並可擴散至身體的其
他部位。

非入侵性－並未擴散至周圍的健康細胞或組織的惡性╱癌
細胞。

癌變前期－可能但尚未發展為惡性腫瘤的細胞。

TNM分類－替癌症劃分階段的國際認可標準方法。制度的
三部分大致上關於：

• T腫瘤－使用0至4的級別記錄有關原發腫瘤的資料。T0

指並無原發腫瘤的證據，T1至T4表示原發腫瘤的大小及
擴散程度。「Tis」可用作表示原位癌。

• N結－使用0至3的級別記錄擴散至區域性淋巴結的程
度。N0指不涉及淋巴結，N1至N3表示涉及的程度。

• M轉移－M0或M1，後者表示出現轉移（癌症擴散得更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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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心肌病－永久症狀

經心臟科顧問醫生確診的心肌病。

必須有心室功能臨床受損（可有不同病因）引致永久喪失進
行至少為紐約心臟協會 (NYHA)第3級身體機能分類的身體
活動能力。心肌病包括擴張型心肌肥厚性和限制型心肌病。

NYHA第3級：身體活動明顯受到限制，較正常輕微的活動
也引致疲勞、心悸、呼吸急促或胸痛。

不保事項：

不包括因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而引致的心肌病。

詞彙表

心肌病－影響心肌（心臟肌肉）的疾病。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射血分數－每次心跳自左心室泵出的血液分數。

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不當使用酒精或藥物，包括
但不限於下列情況：

• 飲用過量酒精。

• 誤用藥物（包括過量服用），不論是否經合法處方。

• 並非根據合法處方而服食受管制藥物。

• 濫用溶劑。

心肌炎－一般由感染引致的心臟肌肉急性發炎。

附註：
心肌病是給予一類妨礙心臟肌肉正常運作的心臟疾
病的名稱。症狀可包括氣促及心臟衰竭。每次心跳
血液均自左心室泵出，而泵出的血液量稱為射血分
數。其以超聲波心動圖量度。量度出的射血分數須
至少在治療情況穩定後的6個月期間維持於35%或
以下，心肌病的索償方為有效。

然而，由以下任何原因所引致的心肌炎不獲受保：

• 飲用過量酒精。

• 誤用藥物（包括過量服用），不論是否經處方。

• 並非經合法處方而服食受管制藥物。

• 濫用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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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慢性腎上腺功能不全（阿狄森病）

逐漸破壞腎上腺的自我免疫失調，需要終生接受糖皮質激
素和礦物類皮質類固醇替代療法。此疾病必須經內分泌科
顧問醫生透過以下方法確診：

• 促腎上腺皮質激素模擬測試

• 胰島素誘發低血糖測試

• 血漿促腎上腺皮質激素水平測量

• 血漿腎素活性 (PRA)水平測量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任何引致腎上腺皮質功能不全的原因，自我免疫性失調
除外。

詞彙表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附註：
腎上腺位於腎臟之上，其產生對身體正確運作重要
的荷爾蒙（特殊化學物）。

慢性腎上腺功能不全（或阿狄森病）為腎上腺停止運
作及不產生正確荷爾蒙的疾病。其病徵包括體重減
輕、肌肉無力、疲勞、低血壓及偶爾出現皮膚變黑。

慢性腎上腺功能不全的成因應為身體本身的免疫系
統錯誤攻擊及破壞腎上腺。

12  慢性器質性腦疾病－永久及於65歲前需
要全時間照顧
於65歲前經神經科顧問醫生或神經精神科顧問醫生使用適
當檢查及檢驗或造影技術診斷為慢性器質性腦疾病，並引
致：

• 短期及長期記憶受損（未能存取資料）；及

• 對時間、人物和地點的理解出現障礙；及

• 作出適當決定的能力受損。

疾病必須影響受保人的生活至其餘生均需其他人照顧及監
督其清潔、穿衣、進食及服藥（無論保障於何時終止），否
則將出現嚴重的健康及╱或安全顧慮。

詞彙表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腦退化症－逐步及退化性腦疾病，腦細胞出現退化。阿爾
茲默氏症為一種腦退化症。這等疾病影響患者的多個方
面，例如一般的錯亂、喪失記憶或喪失集中力， 但總體上所
有精神機能均有所下降。

附註：
慢性器質性腦疾病為逐步及退化性疾病，腦細胞出
現退化。病症必須為「器質性」，即因腦部組織的軀
體疾病而非精神病所致，病症必須經診斷而疾病已
達到出現腦退化症的永久臨床症狀的程度，方可索
償。診斷將需根據對患者的觀察及若干問卷或測試
（例如短期及長期記憶檢查）的結果而作出，且必須
於受保人65歲生日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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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慢性復發性胰腺炎
經內科顧問醫生或外科顧問醫生確診的慢性復發性胰腺
炎。必須為經證實的急性間質胰腺炎多次復發而逐漸破壞
胰腺。慢性復發性胰腺炎的診斷必須根據臨床證據及現代
造影技術。

不保事項：
不包括因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而引致的胰腺炎。

詞彙表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胰臟－位於胃部之後的器官，其產生消化食物所需的化學
物。其亦產生荷爾蒙胰島素和胰高血糖素。

附註：
胰腺炎為胰臟腫脹（發炎）而引致功能損害及喪失。
其令胰臟無法產生消化脂肪所需的正確數量化學物
（酶）。其亦影響胰島素的產生，而可能引致糖尿病。

病況必須為慢性和復發性，並有記錄對胰腺的損
害，方可作出有效索償。

14  昏迷－永久症狀

對外界刺激或內在需要毫無反應的無意識狀況，並且：

• 需要連續使用維生系統至少96小時；及

• 引致永久神經缺損及持續臨床症狀；及

• 並非由於治療原因而引致的人為（醫療引致的）昏迷。

不保事項：

不包括因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而引致的昏迷。

詞彙表

人為（醫療引致的）昏迷－由治療醫生協助個人的治療或康
復時故意引致的昏迷。

外界刺激－正常會導致產生反應的外部感官狀況，例如視
覺、聽覺、觸覺、味覺或嗅覺。

內在需要－身體存活所需，即食物、飲料、如廁等。

維生系統－協助呼吸、飲食等所用的設備。

附註：
昏迷是病人無法從中被喚醒的無意識狀況。如病人
無法控制其身體功能，則一般需使用維生系統以維
持病人的生命。昏迷的常見原因為頭部受傷、腫瘤
或血凝塊。病人可在有或沒有永久性神經功能受損
的情況下恢復知覺。

於以下情況，索償將為有效：

• 昏迷令有關人士需持續使用維生系統至少連續96
小時

• 事件必須引致永久神經缺損。

然而，由以下任何原因而引致的昏迷不獲受保：

• 飲用過量酒精。

• 過量服用藥物，不論是否經處方。

• 除非為合法處方，誤用（包括服食）受管制藥物。

• 不當使用化學物品，例如吸膠毒或打火機燃料。

• 由治療原因所致的人為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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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昏迷－永久症狀（續）

詞彙表（續）

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不當使用酒精、藥物或化學
物品，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況：

• 飲用過量酒精。

• 誤用藥物（包括過量服用），不論是否經合法處方。

• 並非根據合法處方而服食受管制藥物。

• 濫用溶劑。

無意識－因腦部功能暫時或永久受損害而引致缺乏正常感
官意識。

15  冠狀動脈分流移植（搭橋）－以手術分開
胸骨

按心臟科顧問醫生建議進行所需的胸骨正中切口手術（分開
胸骨的手術），透過搭橋矯正一條或以上收窄或阻塞的冠狀
動脈。

詞彙表

球囊血管整形手術－矯正動脈收窄及改善血液流動的手
術。以球囊導管（細管）通過受影響動脈並充氣。

冠狀動脈－供應血液至心臟的動脈。

胸骨正中切口手術－需要以外科手術分開胸骨的心臟手術。

附註：
冠狀動脈分流移植（搭橋）包括連接一條短的靜脈以
繞過一條或以上供應血液至心臟的動脈中的阻塞。
索償僅於搭橋手術是以外科手術分開胸骨的開心手
術完成，方為有效。其反映此手術的嚴重性及病人
其後因而所需的康復時間。

此定義並不包括治療冠狀動脈收窄或阻塞的其他手
術。不獲受保的其他手術例子包括球囊血管整形手
術、涉及低創傷性手術（例如鍵孔或微創手術）的個
案、使用刮刀、剪刀、激光或插入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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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克雅氏症－永久症狀

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的克雅氏症。必須有永久運動機能
臨床受損及永久能力臨床受損，以致無法進行以下所有事
項：

• 記憶；

• 判斷；及

• 理解、明白、表達及執行意念。

詞彙表

腦退化症－逐步及退化性腦疾病，腦細胞出現退化。此疾
病影響患者的多個方面，例如一般的錯亂、喪失記憶或喪
失集中力，但總體上所有精神機能均有所下降。

附註：
克雅氏症為一種腦疾病，其病徵為精神及個性異
常，異常病況迅速發展為腦退化症、行為異常及其
他神經問題。

17  失聰－永久和無法逆轉

永久和無法逆轉的聽力喪失，程度為使用純音聽力測試時
較佳的耳朵於所有頻率中均喪失95分貝以上的聽力。

詞彙表

分貝－聲音水平的量度單位。

純音聽力測試－量度個人聽力程度的裝置。

附註：
失聰指雙耳嚴重喪失聽覺而此病況是無法醫治且為
永久。

損害可因意外或疾病所致。

請留意已登記為失聰的人士如仍擁有殘餘聽力，則
未必足以進行有效索償。

18  腦退化症－於65歲前出現永久症狀

於65歲生日前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精神科顧問醫生或老人
科顧問醫生確診的腦退化症。必須有永久能力臨床受損，
以致無法進行以下所有事項：

• 記憶；

• 判斷；及

• 理解、明白、表達及執行意念。

詞彙表

腦退化症－逐步及退化性腦疾病，腦細胞出現退化。症狀
包括一般的錯亂、喪失記憶或喪失集中力，但總體上所有
精神機能均有所下降。

附註：
腦退化症為逐步及退化性腦疾病，腦細胞出現退化。
腦退化症必須為「器質性」，即因腦部組織的軀體
疾病而非精神病所致，腦退化症必須經診斷而疾病
已達出現腦退化症的永久臨床症狀的程度，方可索
償。診斷須於受保人65歲生日前作出，並根據對患
者的觀察及若干問卷或測試（例如短期及長期記憶檢
查）的結果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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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夾層主動脈瘤

主動脈內壁（內膜層）撕裂而引致血液進入主動脈壁並分開
其內層的狀態。必須經內科顧問醫生作出診斷並符合以下
兩項條件：

• 出現與夾層主動脈瘤一致的症狀；及

• 夾層主動脈瘤必須經電腦掃瞄 (CT)、磁力共振造影
(MRI)、磁力共振血管造影 (MRA)或血管造影確定。

詞彙表

主動脈－主動脈為由心臟傳送血液至身體其他部位的主要
動脈。

動脈瘤－動脈瘤為動脈壁的腫瘤或「隆起物」。

夾層－在此為分開動脈層。.

附註：
夾層主動脈瘤為主動脈壁內層（內膜層）撕裂的嚴重
病症。於主動脈內層撕裂時，血液可湧過並將動脈
壁中層與仍然無損的外層分開（剖開）。結果主動脈
壁將形成一條新的錯誤管道。

20  伊波拉病毒－出血熱

確診因感染伊波拉病毒而引致出血熱。必須經傳染病專科
內科顧問醫生作出診斷並經化驗確定。

詞彙表

出血－由破裂的血管產生的大量出血；流血。

發熱－身體的異常狀況，特徵為體溫過度上升、脈搏加
速，並影響多個身體功能。

附註：
任何源自非洲而可引發通常致命的出血熱的多種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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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象皮病－特定嚴重程度

末期淋巴絲蟲病，其病徵為因絲蟲寄生阻塞淋巴系統而引
致受感染身體部位（腿、生殖器或乳房）明顯脹大和變形。
永久淋巴阻塞的診斷必須經內科顧問醫生確認，並經化驗
血塗片證實血液中帶有絲蟲抗原或微絲蟲（班氏吳策線蟲或
馬來布魯線蟲）。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其他類型的淋巴水腫或急性淋巴管炎。

詞彙表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附註：
由寄生蟲引致而經蚊子傳播給人類的慢性疾病。其
將引致淋巴系統（負責調節部分體液在體內的流動）
阻塞，因而引致受影響身體部位（通常為下肢）明顯
脹大。

22  腦炎－永久症狀

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的腦炎，並引致永久神經缺損及持
續臨床症狀。

詞彙表

腦炎－腦部發炎。

附註：
腦炎是通常因病毒性或細菌性感染而引致的腦部發
炎，其可能引致發熱、頭痛、無力或癲癇。必須確
診為帶永久神經損傷的腦炎，並引致持續性臨床症
狀，方可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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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突發過濾性病毒性肝炎－特定嚴重程度

由肝炎病毒引致部分或大部分肝臟壞死而迅速導致肝臟衰
竭。診斷必須證實由肝炎病毒引致，並必須經肝病科顧問
醫生證明及確認出現以下所有事項：

• 肝臟迅速縮小。

• 測試顯示肝功能迅速退化。

• 黃疸症狀加劇。

• 肝臟小葉完全壞死（如可提供組織病理）。

不保事項：

• 不包括因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而引致的肝臟衰竭。

詞彙表

突發－突然及嚴重發病。

組織學－以顯微鏡仔細檢查身體組織，以尋找細胞損傷或
癌症跡象。

壞死－活組織死亡。

黃疸－皮膚或眼白變黃。

肝功能測試－量度肝功能的血液測試。

小葉－細葉或葉的細分。

附註：
肝炎病毒可引致之前並無肝病病徵者嚴重及突然肝
臟衰竭。此為高死亡風險的嚴重症狀。

為有效索償，必須證實為因肝炎病毒而非任何其他
原因（包括濫用酒精、化學物品或藥物）所引致的肝
臟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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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心臟病發－特定嚴重程度

心臟肌肉因血液供應不足而壞死，並已引致以下所有急性
心肌梗塞的證明：

• 典型臨床症狀（例如特徵的胸痛）。

• 新出現的心電圖特徵變化。

• 心臟酵素或肌鈣蛋白升上以下水平或更高：

－ 肌鈣蛋白T>1.0毫微克╱毫升

－ AccuTnI>0.5毫微克╱毫升或以其他肌鈣蛋白 I方法錄
得的同等水平。

病徵必須明確顯示急性心肌梗塞，包括非ST段上升急性心
肌梗塞。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包括但不限於心絞痛的其他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

詞彙表

急性－嚴重及╱或突然發病。

心絞痛－屬冠狀動脈疾病症狀的胸痛或不適（通常為嚴重）。

心臟酵素或肌鈣蛋白－於血液中找到的化學物，於上升至
正常水平以上時可顯示心臟肌肉受損。

心電圖 (ECG)－代表與心跳有關的電流活動的圖表。心跳圖
表的形狀變動可協助診斷多種心臟異常，包括急性心肌梗
塞。

心肌梗塞－因冠狀動脈血液流動突然阻塞而引致部分心肌
（心臟肌肉）壞死。

其他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與冠狀動脈疾病有關的多種病
症的統稱，其並不符合我們對心臟病發的定義（例如穩定性
及不穩定性心絞痛）。

附註：
供應心臟血液中斷可引致部分心臟肌肉壞死。

醫生稱此心臟肌肉突然壞死為急性心肌梗塞，但病
症普遍被稱為心臟病發。心臟病發引致心臟肌肉永
久受損，其可利用記錄心跳的ECG儀器驗出。

當人心臟病發時，心臟酵素及肌鈣蛋白等化學物將
釋放入血流－其通常於事發後數天仍存在及可利用
血液測試驗出。這些化學物的存在提供重要診斷資
料，但其亦可因心臟病發以外的原因而存在。

於心臟病發時，大部分人均經歷非常嚴重的胸痛 
及╱或流汗、嘔吐、昏厥及噁心等其他症狀。這些
症狀可協助醫生準確查出病發時間。

為有效索償，心臟病發的診斷必須根據載於第20頁
的三類證明而作出。

務請留意「心臟病發」一詞有時可廣泛地用於描述多
種其他心臟病症，但根據此定義這些其他病症（例如
心絞痛）並不受保。此外，由於醫學界內對醫學進展
的結果有所爭議，醫學界對心臟病發有多於一個的
定義。然而，於決定心臟病發是否受保時將僅使用
保單所用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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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心臟瓣膜置換或修補－以手術分開胸骨

不能單獨以動脈導管手術修補的缺陷，而需按心臟科顧問
醫生的建議（根據於索償時著名和受國際認可的標準醫療指
引）進行所需的胸骨正中切口手術（分開胸骨的手術），以置
換或修補一片或多片的心瓣。

詞彙表

胸骨正中切口手術－需要以外科手術分開胸骨的心臟手術。

附註：
置換或修補有缺陷心臟瓣膜的手術須使用以外科手
術分開胸骨的開心手術完成，方獲受保。其反映此
手術的嚴重性及病人其後因而所需的康復時間。

26  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於特定國家
經輸血、身體受襲擊或從事合資格職業而感
染

由於以下原因而受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於感染前並無
治癒方法）：

• 作為治療一部分的輸血；

• 身體受襲擊；或

• 於進行下列合資格職業的正常職務中所發生的事件，及
須於保單的承保日後發生並符合以下所有事項：

－ 必須立即向適當國家及專業機構申報事件，並根據規
定程序作出調查。

－ 如經輸血感染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來源須確定
為提供輸血服務的機構，而該機構可追尋受感染血液
的來源。

－ 如因身體受襲擊或因進行正常職務中所發生的事件而
感染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必須以人類免疫力缺乏病
毒抗體測試陰性結果以作證實，測試須於事發五日內
進行。

－ 必須於六個月內進行進一步的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測
試，以確認存在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或對病毒的抗體。

－ 引致感染的事件必須於特定國家發生（定義見保單細
則）。

附註：
於特定國家經輸血、身體受襲擊或從事合資格職業
而感染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均獲受保。因任何其他
原因（例如性行為或濫用藥物）而感染人類免疫力缺
乏病毒均不獲受保。

如事件與身體受襲擊有關，須向警方報案。

同樣地，如事件於工作時發生，須按照僱主的程序
申報。許多僱主（包括從事醫療或緊急服務的人士）
均已制訂程序，處理可能令人感染人類免疫力缺乏
病毒的事件。

於所有個案，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測試須於事發五
天內進行－陰性測試結果將表示患者於事發前並無
感染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如於六個月內進一步測
試而結果是陽性，則可確定感染是由申報事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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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於特定國家
經輸血、身體受襲擊或從事合資格職業而感
染（續）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因任何其他方式而引致的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包
括性行為或濫用藥物。

合資格職業為：

• 醫療或牙科專業人員

• 警務人員、懲教署人員或消防人員

• 藥劑師、實驗室助理或醫療設施的僱員。

27  日常活動能力受損－於65歲前因永久殘
疾導致

倘受保人在65歲生日前因疾病或意外受傷導致永久及無法
逆轉地失去進行以下6項測試 *中最少3項的能力，將符合
永久殘疾評估條件：

(a) 在平地上步行

• 在平坦地面步行200米（倘需要時可使用柺杖或丁字柺
杖）而沒有因呼吸急速或嚴重痛楚需要停步。

(b) 攀升

• 向上走 12級樓梯；及

• 向下走 12級樓梯，

倘需要時可使用扶手、柺杖或丁字柺杖，而沒有因呼吸
急速或嚴重痛楚需要停步。

(c) 彎身

• 坐進標準轎車；及

• 從標準轎車走出來；及

• 彎身或蹲下從地上拾起輕的物件並站直。

(d) 提起及運送

• 利用把手將重2.5公斤的袋子從離地 1米的平面提起，
並提著運送至5米外差不多高度的平面上（倘需要時可
使用柺杖或丁字柺杖）。

附註：
日常活動能力受損是對由疾病或意外引致的永久身
體殘疾的評估。我們將利用於條件定義中所述的測
試評估你的殘疾程度。

如殘疾令你無法從事3項或以上的上述測試且無改善
機會，其嚴重程度將足以符合獲得賠償的資格。

如你無法從事兩項測試但可從事所有其他測試，或
情況並非永久，將不符合獲得任何賠償的資格。如
你的情況惡化至符合資格的程度，仍可於日後提出
索償。然而，為有效索償，永久殘疾必須於受保人
65歲生日前出現及並進行評估。

任何因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或精神病或任何
慢性疲勞綜合症而引致的任何殘疾並不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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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常活動能力受損－於65歲前因永久殘
疾導致（續）

(e) 穿衣

• 穿上（不需要扣緊╱扣上鈕子）上衣或外套；及

• 脫下上衣或外套；及

• 穿上或脫下一雙襪子。

(f) 靈活度

 具有進行以下活動的體能： 

• 使用桌面個人電腦鍵盤；及

• 用鋼筆或鉛筆書寫清晰可讀的文字。

* 各項測試均必須有可在臨床條件下以獨立測試展示身體障
礙、疾病或受傷的清楚證明以支持受保人聲稱的不適、痛
楚、殘疾或喪失功能的程度，令英國友誠國際有限公司的
醫務主任合理地信納。

不保事項：

直接或間接歸因於以下各項的殘疾均不受保：

• 精神或功能性神經失常或任何非特定慢性病毒感染或任
何慢性疲勞綜合症。

• 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

詞彙表

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不當使用酒精、藥物或其他
化學物品，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況：

• 飲用過量酒精。

• 誤用藥物（包括過量服用），不論是否經合法處方。

• 並非根據合法處方而服食受管制藥物。

• 濫用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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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腎衰竭－需要進行透析

兩個腎臟出現無法逆轉的慢性功能衰竭的末期腎病。這情
況必須有定期進行腎臟透析或腎移植來證明。

詞彙表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末期－疾病過程的最後階段。

透析－於腎臟無法從血液中清除有毒物質（雜質及廢物）時
以人工方法代之。

附註：
腎臟清除血液中由身體產生的廢物。由於身體只需
一個健康腎臟就可正常運作，腎衰竭的索償須於兩
個腎臟均無法逆轉地停止運作而患者正接受定期透
析（使用機器進行腎臟功能的程序），方為有效。

29  肝衰竭－因晚期肝病導致

因肝硬化引致的肝衰竭並導致出現以下所有情況：

• 永久性黃疸；

• 腹水；及

• 腦病。

不保事項：

• 不包括因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而引致的肝病。

詞彙表

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不當使用酒精、藥物或其他
化學物品，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況：

• 飲用過量酒精。

• 誤用藥物（包括過量服用），不論是否經合法處方。

• 並非根據合法處方而服食受管制藥物。

• 濫用溶劑。

腹水－腹腔積水。

肝硬化－於肝內形成妨礙血流並引致逐步喪失肝功能的纖
維組織、小結及瘢痕。

腦病－影響腦部功能而引致精神紛亂的疾病。

黃疸－皮膚或眼白變黃。

附註：
肝衰竭：永久黃疸、腹水及腦病均為慢性肝病的跡
象。為有效索償，須確診為因肝硬化而引致的末期
肝衰竭，並帶有黃疸、腹水及精神紛亂的症狀及病
徵。不包括因濫用酒精及藥物或濫用任何其他物質
而引致的肝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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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失去肢體（手或腳）－永久喪失肢體

永久喪失肢體，包括喪失任何兩隻或以上的手或腳，但必
須於腕關節或踝關節或以上。

附註：
為成功索償，須喪失於腕或踝或以上的兩肢。其可
為兩隻手、兩隻腳或單手和單腳。必須為永久喪失
及可因意外或疾病所致。

31  喪失語言能力－完全、永久及無法逆轉

因身體受傷或疾病而完全、永久及無法逆轉喪失說話能力。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精神或心理障礙導致失去語言能力。

附註：
說話涉及使用喉嚨內的聲帶、口內的舌頭和雙唇及
腦部。必須完全及永久喪失語言能力，方可成功索
償。其確定可能需要些時間。因精神創傷而引致喪
失語言能力並不受保。

32  主要器官移植

作為器官受贈人進行器官移植以置換發病或受損器官，移
植骨髓或以下其中一個完整的人體器官：心臟、腎臟、肝
臟、肺部或胰臟。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移植部分器官、組織或細胞或任何其他器官。

附註：
如須以健康器官置換染病或受損器官，則須進行器
官移植。此賠償僅可支付予接受其中一個特定器官
的受贈人，骨髓捐贈人不得索償。

於移植以下其中一個器官後，就主要器官移植的索
償方為有效：

• 骨髓

• 整個心臟

• 整個腎臟

• 整個肝臟

• 整個肺部

• 整個胰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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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腎髓質囊腫病－特定嚴重程度

經腎臟科顧問醫生確診為腎髓質囊腫病。診斷必須輔以影
像證明多發性腎髓質囊及出現皮質性萎縮症，及逐步失去
腎功能。

詞彙表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夜尿頻症－夜間尿頻。

腎髓質－腎臟的中心部分。

附註：
腎臟清除血液中由身體產生的廢物。腎髓質囊腫病
是一種罕見的遺傳性腎病，其病徵為因腎髓質出現
囊腫而引致逐步失去腎功能。

症狀包括高尿量（無法濃縮尿液）、無力、體重減
輕、夜尿頻症、疲勞及頭痛。此病無法醫治並通常
發展為腎衰竭。

34  運動神經元病－永久症狀

獲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為運動神經元病。必須有永久運動
機能臨床受損。

運動神經元病包括原發性側索硬化、脊髓肌肉萎縮症、肌
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延髓性逐漸癱瘓及進行性肌肉萎縮。

附註：
運動神經元病是引致肌肉無力和衰退的退化性疾
病。病症如經神經科顧問醫生於臨床檢查後確診，
並達到引致永久活動能力受損的程度，方獲受保。

35  多發性硬化病－持續出現的症狀

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為多發性硬化症。必須為持續出現
最少6個月的運動或感官機能臨床受損。

詞彙表

臨床受損－與病症有關的臨床症狀。

運動－與活動有關。

感官－與官能（視覺、聽覺、觸覺、味覺或嗅覺）有關。

附註：
多發性硬化病（常簡稱為MS）是攻擊中樞神經系統並
可引致感官及╱或控制活動能力退化的疾病。於疾
病至少持續六個月引致患者活動能力或感官（視覺、
聽覺、觸覺、味覺或嗅覺）的身體受損時，就多發性
硬化病的索償方為有效。

診斷必須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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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肌肉營養不良症－需要全時間照顧

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為肌肉營養不良症，並根據以下所
有情況的組合來診斷：

• 臨床顯示包括感覺不存障礙、正常的腦脊髓液和腱反應
輕微減退；

• 特性肌電圖；及

• 經肌活組織檢查確認臨床疑診為正確。

疾病必須影響受保人的生活至其餘生均需其他人照顧及監
督其清潔、穿衣、進食及服藥（無論保障於何時終止或受保
人何時退休），否則將出現嚴重的健康及╱或安全顧慮。

附註：
肌肉營養不良症是一類由身體肌肉細胞壞死或「退
化」而引致的肌肉疾病的統稱，其引致患者變得逐漸
無力。

於疾病影響受保人的生活至其餘生均需其他人照顧
及監督其清潔、穿衣、進食及服藥時，就肌肉營養
不良症的索償方為有效。

診斷必須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確定。

37  重症肌無力症－永久症狀

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為自我免疫失調，其病徵為隨意肌
慢性無力，並經騰思龍試驗、陽性抗膽鹼能受體抗體及肌
電圖 (EMG)檢查證實。神經科顧問醫生的報告必須認為儘
管在最佳的手術或藥物治療下這疾病整體會造成永久功能
受損和殘疾。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眼肌型重症肌無力症。

• 藥物引致的重症肌無力症。

• 重症肌無力症正處緩解期。

詞彙表

抗體－於血液或其他體液中的蛋白質，並獲免疫系統用於
識別及中和異物（例如細菌和病毒）。

自我免疫失調－發生免疫系統錯誤攻擊及破壞身體健康組
織的狀況。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附註：
重症肌無力症是引致肌肉無力和肌肉過度疲勞的慢
性自我免疫失調。抗體通常攻擊有害細菌或病毒。
然而，重症肌無力症令抗體攻擊於稱為神經肌肉接
點（傳送腦部訊息的神經細胞連接肌肉的部位）的蛋
白質。

其由身體運動或活動而引致或惡化。病症如經神經
科顧問醫生於臨床檢查後確診，並達到引致永久功
能受損及殘疾的程度，方獲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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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壞死性筋膜炎或壞疽－特定嚴重程度

經內科顧問醫生確診的可致命的壞疽或可致命的壞死性筋
膜炎，而壞死過程屬爆發性（急速擴散），並須即時進行大
型手術、清除壞死組織和抗菌藥治療。

附註：
壞死性筋膜炎是可影響身體任何部位的逐步性軟組
織細菌感染。病因通常與某類型損傷有關，但損傷
可以是針刺以至大型手術。部分個案可能引致壞
疽。病症如經內科顧問醫生於臨床檢查後確診，並
達到需要施行手術的程度，方獲受保。

39  開心手術－以手術分開胸骨

按心臟科顧問醫生建議進行所需的胸骨正中切口手術（分開
胸骨的手術）以矯正心臟異常結構。

詞彙表

胸骨正中切口手術－需要以外科手術分開胸骨的心臟手術。

附註：
開心手術指以外科手術分開胸骨並剖開胸壁，以矯
正心臟結構異常。

40  其他嚴重的冠心病－特定嚴重程度

冠狀脈造影證實最少一條心臟動脈管腔縮窄最少75%和
另外兩條心臟動脈管腔縮窄最少60%，而不論是否已進行
任何形式的冠狀動脈手術。冠狀動脈僅指左主幹、左前降
支、旋支和右冠脈。

附註：
心臟動脈縮窄可引致胸痛、氣促及活動疲勞，並指
你的心臟病發風險較高。

本保單僅於四條供應血液至心臟的主要動脈中至少
三條嚴重縮窄時作出賠償。為有效索償，其中一條
動脈必須至少縮窄75%而其他兩條至少縮窄60%。

心臟的四條主要動脈按其所在位置而有不同名稱。
它們分別稱為左主幹、左前降支、旋支及右冠脈。
其他較次要動脈的縮窄將不計入此病況。

務請留意儘管可能出現胸痛或診斷為心絞痛，索償
將僅於縮窄程度嚴重至符合主要定義所載的條件
時，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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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肢體癱瘓－完全、永久及無法逆轉

因身體受傷或疾病而完全、永久及無法逆轉地喪失任何兩
肢的全部肌肉功能。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精神或心理障礙導致的癱瘓。

詞彙表

癱瘓－癱瘓是身體一部分喪失活動能力。

附註：
於受保人因意外或疾病而完全及無法逆轉地失去活
動或使用任何兩肢或以上（雙腳、雙手或一手和一
腳）的能力時，癱瘓方獲受保。該殘疾必須被視為永
久。 
 
右或左半身癱瘓稱為半身不遂。如全部四肢均癱瘓
則稱為四癱。

42  柏金遜病－於65歲前出現永久症狀

65歲生日前由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為柏金遜病。必須有永
久運動機能臨床受損並有相關的顫抖、動作僵硬和姿態不
穩。

不保事項：

• 不包括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引起的柏金遜病。

詞彙表

臨床受損－與病症有關的臨床症狀。

濫用酒精、藥物或化學物品－不當使用酒精、藥物或其他
化學物品，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況：

• 飲用過量酒精。

• 誤用藥物（包括過量服用），不論是否經合法處方。

• 並非根據合法處方而服食受管制藥物。

• 濫用溶劑。

姿態不穩－喪失透過保持平衡及自行扶正以防止跌倒的能
力。

顫抖－身體部分（最常見是手和手臂，其次是頭和聲線，而
很少是腿）不自主和有節律地活動。

附註：
柏金遜病是引致雙手不自主地顫抖、肌肉僵硬和身
體活動緩慢的退化性腦疾病。

須於受保人65歲生日前由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及
達到有永久運動機能臨床受損並有相關的顫抖、動
作僵硬和姿態不穩的程度，病症方獲受保。

然而，由以下任何原因而導致的柏金遜病不獲受保：

• 過量服用藥物，不論是否經處方。

• 誤用酒精或藥物，包括服食並非合法處方的受管
制藥物。

• 不當使用化學物品，例如吸膠毒或打火機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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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痺症）－永久症狀

在永久運動機能受損或永久呼吸衰弱的證據支持下經神經
科顧問醫生確診感染脊髓灰質炎病毒導致麻痺性疾病。

附註：
脊髓灰質炎（常稱為小兒麻痺症）是可以多種方式影
響患者的病毒性疾病。部分個案可能完全沒有任何
症狀。嚴重個案可引致肌肉無力、呼吸困難、癱瘓
及甚至死亡。

須確診為脊髓灰質炎病毒並達到引致永久活動能力
受損或永久呼吸困難的程度，病症方獲受保。診斷
必須由神經科顧問醫生作出。

44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特定嚴重程度
進行包括心導管檢查的多項檢查，確認為原發性肺動脈高
壓和右心室肥大，導致永久身體受損至肺動脈高壓達世界
衛生組織（世衛）功能級別最少第三級。

世衛第三級：身體活動明顯受到限制，較正常輕微的活動
也引致疲倦、呼吸急速、胸痛或近乎昏厥。

附註：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是供應血液至肺部的動脈的血壓
異常地高。症狀可包括氣促、胸痛及心悸。病況必
須達到進行較日常為輕的工作時已引致顯著病徵的
程度，方可索償。

當身體其他部分血壓上升時，原發性高血壓是十分
常見的病況，其並不獲受保。

45  進行性硬皮病－特定嚴重程度
系統性膠原血管疾病導致皮膚、血管及內臟器官出現進行
性擴散性纖維化。此診斷必須得到活組織檢查和血清證據
明確支持。疾病必須已達到全身性至涉及心臟、肺部或腎
臟。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局部硬皮病（線性硬皮病或硬斑病）；

• 嗜酸性粒細胞性筋膜炎；及

• 肢端硬皮綜合症。

詞彙表
全身性－影響整個身體的病況。

膠原血管疾病－影響身體組織（包括肌肉、皮膚、骨骼和血
管）的病況。

擴散性纖維化－大範圍形成代替健康身體組織的硬纖維組
織（類似傷疤組織）。

內臟器官－心臟、肺部和腎臟等內在器官。

附註：
硬皮病是引致正常健康組織變硬、收緊和硬化的病
況，通常其影響首見於皮膚。進行性硬皮病亦是可
危及內在器官的嚴重病況。為有效索償，病況必須
經確診並已擴散至影響心臟、肺部或腎臟。

嗜酸性粒細胞性筋膜炎和肢端硬皮綜合症是通常只
影響皮膚的局部性硬皮病，根據此定義並不獲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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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進行性核上神經麻痺症－永久症狀
經神經科顧問醫生確診為進行性核上神經麻痺症。必須有
永久眼部活動及運動機能臨床受損。

詞彙表
運動－與活動有關。

附註：
進行性核上神經麻痺症引致腦部退化而導致平衡力
和眼部活動受損及吞嚥困難。其為可引致永久身體
殘疾的進行性疾病。

47  呼吸衰竭－因晚期肺病導致

經胸肺科顧問醫生確診的晚期肺氣腫或其他慢性肺病並導
致以下所有情況：

• 永久需要每日進行氧治療；

• 肺功能永久受損測試法如下：最大肺活量 (FCV)及 1秒鐘
最大呼氣量 (FEV1)少於正常30%；

• 動脈血液氣體分析結果顯示氧分壓為55mmHg或以下（動
脈血氧分壓<55mmHg)；及

• 靜止時呼吸困難。

詞彙表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肺氣腫－因肺部組織永久損壞而引致呼吸困難的慢性疾
病。病因包括吸煙和慢性支氣管炎。

呼吸困難－呼吸困難或產生痛楚。

氧分壓－反映肺功能的氧量度。健康成人的正常度數是80-

100mmHg。

FVC－最大肺活量是於全力吸氣後可呼出的總氣量。預期
正常量將視乎個人的年齡、性別、高度和體重而定。

FEV1－1秒鐘最大呼氣量是 1秒鐘內可呼出的總氣量。與
FVC相同，預期正常量將視乎個人的年齡、性別、高度和
體重而定。

附註：
呼吸是氧氣通過肺部進入身體而二氧化碳通過肺部
從身體排出的過程。

呼吸衰竭阻止足夠氧氣進入身體。其可引致日常活
動受大幅限制和嚴重呼吸急促。

病況必須為永久並需定期治療，透過經面罩或插鼻
導管呼吸以增加身體所吸收的氧氣，方可索償。其
亦須以肺功能測試顯示肺功能僅為預期水平的30%
以下及傳送至血流的氧氣量已減少至特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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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嚴重類風濕關節炎－65歲前
於65歲生日前關節受到廣泛破壞，在以下三個或以上的
關節部位出現嚴重變形：手部、手腕、肘部、頸椎、膝、
踝、足部的蹠趾關節。此病況必須導致受保人永久無法做
到以下測試的任何三項：

(a) 在平地上步行

• 在平坦地面步行200米（倘需要時可使用柺杖或丁字柺
杖）而沒有因呼吸急速或嚴重痛楚需要停步。

(b) 攀升

• 向上走 12級樓梯；及

• 向下走 12級樓梯，

倘需要時可使用扶手、柺杖或丁字柺杖，而沒有因呼吸
急速或嚴重痛楚需要停步。

(c) 彎身

• 坐進標準轎車；及

• 從標準轎車走出來；及

• 彎身或蹲下從地上拾起輕的物件並站直。

(d) 提起及運送

• 利用把手將重2.5公斤的袋子從離地 1米的平面提起，
並提著運送至5米外差不多高度的平面上（倘需要時可
使用柺杖或丁字柺杖）。

(e) 穿衣

• 穿上（不需要扣緊╱扣上鈕子）上衣或外套；及

• 脫下上衣或外套；及

• 穿上或脫下一雙襪子。

(f) 靈活度

具有進行以下活動的體能：

• 使用桌面個人電腦鍵盤；及

• 用鋼筆或鉛筆書寫清晰可讀的文字。

詞彙表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附註：
嚴重類風濕關節炎是慢性、進行性及致殘性疾病。
其為非常痛楚的病況，可引致嚴重殘疾並最終影響
患者進行日常工作的能力。此疾病的發展可以非常
迅速（發展速度因人而異），引致腫脹並損害關節附
近的軟骨和骨骼。其可影響任何關節但通常為手、
腳和手腕。

我們將利用於條件定義中所述的測試評估你的殘疾
程度。如殘疾令你無法從事3項或以上的上述測試且
無改善機會，其嚴重程度將足以符合獲得賠償的資
格。

如你無法從事兩項測試但可從事所有其他測試，將
不符合獲得任何賠償的資格。如你的情況惡化至符
合資格的程度，仍可於日後提出索償。然而，為有
效索償，必須於受保人65歲生日前符合條件並進行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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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風－永久症狀
因血液供應不足或頭顱骨內出血令腦組織死亡而導致的永
久神經缺損及出現持續臨床症狀。診斷需經神經科顧問醫
生根據電腦掃描或磁力共振掃描或其他可靠影像技術獲取
新變化的證明確認。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短暫性腦缺血

• 腦組織或血管外傷。

詞彙表 

出血－破裂血管引致出血。

短暫性腦缺血－部分腦部血液循環暫時性中斷。症狀可能
類似中風但病人可於24小時內康復。

附註：
中風（醫生稱為腦血管意外（CVA））是由流向腦部血
流中斷所致。其可因血管閉塞妨礙血液到達腦部或
腦部血管破裂所致。就以上兩者而言，其須引致中
風持續性臨床症狀，及該等症狀預期為永久的，索
償方為有效。

短暫性腦缺血（亦稱為「小型中風」）並不受保。其產
生類似輕度中風的暫時性症狀但病人一般可於24小
時內完全康復。

腦組織或血管外傷根據此定義並不獲受保。

50  系統性紅斑狼瘡－永久症狀
經風濕科顧問醫生確診的系統性紅斑狼瘡因而導致永久神
經缺損及持續臨床症狀或永久腎功能受損的檢查如下：

腎小球濾過率 (GFR)低於30毫升╱分鐘。

就上述定義而言，以下情況並不受保：

• 盤狀紅斑狼瘡。

詞彙表
慢性－長期及無法以於索償時所用的治療及╱或外科手術
醫治。

系統性紅斑狼瘡－由自身免疫疾病引致的慢性發炎病況。
病況有時簡稱紅斑狼瘡或SLE。

腎小球濾過率 (GFR)－量度腎臟過濾和清除廢物功能的量
度。

附註：
系統性紅斑狼瘡是身體健康組織和細胞受其本身免
疫系統攻擊的病況。其引致疲勞及關節腫痛等症狀
的慢性發炎。病況亦可影響腎臟等內在器官。病況
必須已發展至出現永久臨床症狀或腎臟已永久受影
響至GFR低於30毫升╱分鐘的程度，方可索償。

盤狀紅斑狼瘡僅影響皮膚，此症狀不獲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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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末期疾病
已屆晚期或迅速發展的絕症，而兩名醫學顧問及英國友誠
國際有限公司的醫務主任認為預期壽命不超過 12個月。首
次診斷日期至保單完結日期必須相距 18個月。

52  三級程度的燒傷－覆蓋身體表面面積的
特定比例
包括完全深入損毀或破壞皮膚至下層組織並覆蓋身體表面
面積最少 15%或臉部表面面積50%的燒傷。

附註：
三級程度的燒傷損害或破壞至最深層的皮膚，並損
害其下面組織。於身體表面面積最少 15%或（如為面
部時）表面面積最少50%受影響時，其方獲受保。

53  頭部創傷－永久症狀
因外在因素造成創傷導致腦組織死亡（並經電腦掃描或磁力
共振掃描的新變化確定），導致永久神經缺損及持續臨床症
狀，並經神經科顧問醫生以在創傷當日起計6個星期內的電
腦掃描或磁力共振掃描或其他可靠影像技術獲取新變化的
證明加以評估及確認。

附註：
於引致因永久腦損傷導致的持續臨床症狀時，頭部
創傷方獲受保。

見於腦部或其他掃瞄的異常而無確定的有關臨床症
狀均不獲受保。

版權©2018英國友誠國際有限公司擁有並保留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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