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單、實惠又靈活的 

保健計劃，能為您節省

醫療保健的開支。

查詢詳情：

Flexcare® 醫療及牙科保健計劃乃由宏利人壽保險
公司 (宏利金融) 推出。
計劃由宏利人壽保險公司承保。宏利、宏利金融、宏利金融 For Your Future 標誌及 
方塊標誌、四個立方設計，以及 Strong Reliable Trustworthy Forward-thinking 乃宏利
人壽保險公司商標，供該公司及其特許聯營公司使用。醫療服務導航儀及PVS特惠 
視力服務乃經由宏利人壽保險公司提供。™/®為宏利人壽保險公司持有之商標。 
®/™ 乃 AIR MILES International Trading B.V 之商標，供 LoyaltyOne, Inc. 及宏利 
人壽保險公司特許使用。Lifeline® 為 Lifeline Systems Inc. 商標。©2013 宏利人壽保險
公司。保留一切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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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通知

本單張並非合約。實質條款細則會於最終申請獲批後詳列於 
宏利金融簽發的保單上。保單內會詳細列出各有關條款、限制及
不包括項目之重要細則。收到保單後，請仔細過目。

健康狀況審核

若申請的計劃是屬於需經「健康狀況審核」或「需要健康狀況 
調查」者，閣下便必須向我們披露任何於申請投保之日或之前 
曾出現或存在的身體狀況、損傷或疾病，而不論閣下是否有就
有關情況看醫生、就診或是否相信該情況重要。取決於您或您 
家人的病歷，所收取的保費及／或提供的賠償也可能會相應 
調整、或修改保障範圍、或不接受投保。有關的決定是要對隨 
申請表附上的健康狀況調查進行評估過後才會作出。

必需的醫療護理

是指任何經醫生或專業醫護人員指定給予受保人的護理、服務、
用品或其他福利、而有關項目宏利也認為適當並與受保人病患
或損傷徵狀、發現及診療情況相符；提供的亦為本國一般常用 
治療方式；給予的也是最適當的用量或最具成本效益的服務 
數量而言。然而，受保人使用醫生處方的服務或用品，並不自動
等於有關的服務或用品就是必需的醫療護理而屬於保單涵蓋的
範圍。

先前存在狀況

保險公司不會支付緊急旅遊醫療保險賠償與予任何與受保人 
從其居住省份／地區出發之日起計之前連續九個月期間已存在、
且情況不穩定之健康狀況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索償。此乃指 
任何健康狀況、損傷、疾患或相關的併發症出現以下情況：

 受保人出現新徵狀或原有徵狀的出現越來越頻密或越來越 
嚴重，或有檢查結果顯示情況惡化；

 醫生 (或專業醫護人員 )已就有關情況處方或建議更換藥物 
(用藥量或密度已減少、增加、或停止及或處方新藥)；

 醫生 (或專業醫護人員 )已就有關情況處方或建議更改治療 
方式；或

 在 該 九 個 月期 間 曾 因 有 關 情 況 而 入 住 醫 院 及 或 正 等 候 
結果作進一步研究。但此等不包括項目並不適用於輕微的 
毛病或改用藥效與活性成份與原來用藥相同的藥物 (如非 
專利藥) 。

保障生效日期

保 障 不會在申請 最 終獲 批 準 後 之下一 個月份 的 第一日之前 
生效。

接受期

倘若您及 /或您家人的病歷是屬於需增收保費或賠償需附加 
特別條款者 (參閱健康狀況審查 )，您在決定是否接受保險前， 
會收到我們有關的書面通知。如果屆時決定不擬投保的話，之前
您所繳付的任何款項均會獲退還，而您的申請亦予以撤銷。

懷孕/住院   

凡符合 Flexcare 基本醫療保健計劃 (core plan) 及額外住院保障
資格，而懷孕又未滿20週的孕婦，均可獲全面的保障 (只限2天 
產科住院)，但宏利金融並不保証入住私人或半私人病房。

最高上限

不曾動用的福利不能撥入來月或來年使用。除非另外註明，所有
上限均以每人計算，而並非每家庭計算。

新生兒

若新生兒的父母均為 Flexcare保 健計劃之 受保人，而保險的 
申請又於新生兒出生後的30天內收到，則新生兒會自動加入 
同一保障內。若該項申請於30天後才收到，則需遞交有關健康的
資料。

付款辦法方便簡單

保費可以用支票每年或每半年支付；或經預先授權 
以扣賬 (自動銀行過賬) 或信用卡每月、每半年或每年

繳付。

保証滿意，否則原銀奉還

收到保單後，請仔細過目。若未盡如意，閣下可於 
簽發後 30 天內予以取消，將保單退回宏利金融便可，
毋需任何解釋。我們會盡速退還您的全部保費。

何以選擇宏利金融？

宏利金融能以相宜的保費，加上友善而經驗豐富的 
客戶服務為您提供各種全面的醫療及牙科保健計劃。

創立至今已一百二十五年的宏利金融，是一家以 
本國為基地、首屈一指的金融服務集團，為全球數以
百萬計的客戶提供服務。

我們的目標是致力成為全球最專業的理財服務 
機構，為客戶的重大理財決策提供各種實力雄厚、 
穩健可靠、深受信賴及高瞻遠矚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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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覺得您要付的處方藥物及牙科保健費 
用過於沉重？您有否覺得每次配眼鏡或購買 
隱形眼鏡後，信用卡的欠款馬上飆升？又或者 
當醫生要轉介您接受按摩或物理治療時，您會 
感到遲疑，生怕費用高昂？

政府提供的醫療保健計劃往往不包含以上 
種種開銷，為此，我們為您推出 FlexCare® 醫療
及牙科保健計劃，讓您和您的家人能節省這 
方面及其他多方面的開支。

自選適合自己的保障計劃

不少醫療及牙科保健計劃的設計欠缺靈活， 
受保人往往被迫支付一些可能用不著的保健 
項目。FlexCare 的設計，令人耳目一新，它讓您 
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預算，找到切合自己和 
家人需要的 FlexCare 保健計劃。

此外，許多難能可貴、被其他保健計劃 
列為「額外」項目的福利均涵蓋在 FlexCare  
保障範圍內，包括：

 視力保健

 註冊專科醫師及 
治療師

 助聽器

 復修器材及 
耐用醫療器材

 未亡人福利

Lifeline® 個人照應服務

為健康有問題但希望留在家中過更獨立生活的
人士提供 24 小時監控照應服務。

醫療服務導航儀 (Health Service Navigator®) 

能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相關支援服務，並讓 
專家為您解答醫療上的疑難。

PVS 特惠視力服務 (PVS Preferred Vision Services)

通過參與的眼鏡店及 PVS 特惠視力服務供應商
Hearing Healthcare Centre 為各種視力及聽力 
矯正/輔助器及服務提供折扣優惠。

FlexCare 的其他特點：

 無需等候期 — 保單一生效，即時可以索賠。

 電子索賠免除麻煩 — 一般的處方藥物及牙科
索賠，只需出示保健卡，即時得到節省。

 增強長者之保障 — 到年屆 65 歲，更在您 
最需要保障的範圍加強保障。

 節省稅務* — 如果您是自僱人士或小型企業
的東主，保費更有機會從年收入中扣除。

 獲空中哩程 (AIR MILES®) 之獎勵哩程** —  
一旦成為我們的保單持有人及其後每半年，
都可賺取空中哩程的獎勵哩程†。

 意外受傷牙科

 救護服務

 旅遊緊急醫療保障

 意外死亡及肢殘

 家居護理及看護

何必肩負 
沉重的醫療負擔

更可免費 
獲得以下各項服務

藥物保 (DrugPlus™) 

  標準*計劃 (Basic* plan)  
— 包括非專利處方藥物

  特級計劃 (Enhanced plan)  
— 包括名廠藥物等等

牙科保 (DentalPlus™)

  標準計劃 (Basic plan)  
— 包括一般洗牙、補牙、檢查等， 
再加上定期檢查

  特級計劃 (Enhanced plan)  
— 另加重大牙齒復修、牙齒矯正等等

綜合保 (ComboPlus™) 

  精簡計劃 (Starter plan)  
— 無需健康問券調查，保證接受投保

  標準計劃 (Basic plan)  
— 包羅藥物保標準計劃及牙科保標準計劃
第二年之福利保障

  特級計劃 (Enhanced plan)  
— 包羅藥物保特級計劃及牙科保特級計劃
第二年之福利保障

選取最切合您和您家人 
需要的保障計劃及 
保障程度。

第一步

>
欲增加保障？不妨從下列附加項目中選取所需
制定自己的保障計劃：

  特級視力1

  標準住院

  特級住院

  特級意外死亡及肢殘

  重大傷病保障2

  旅遊3 (為較長途旅程而設) 

若毋需購買全面的保障計劃，您也可單獨選取
您所需的保障項目，包括：

  住院

  重大傷病保障*

制定自己的Flexcare 
保健計劃。

第二步

>

請即與您的保險顧問聯絡，申請遞交後， 
您最快在下一個月的第一天便得到有關的 
保障。申請時請預備以下資料在手：

  各申請人的省醫療卡號碼

  醫生的電話號碼

  任何正在服用的處方藥物名稱

  信用卡或銀行資料，以便辦理預先授權 
付款手續

  若目前或不久之前有團體保險計劃， 
則需提供相關保險公司的名稱，您的 
團體保險計劃及戶口身份証明，以及 
福利終止日期

  您的駕駛執照 (若申請重大傷病保障) 

立刻申請。

第三步

>

* 恕不能為魁北克省居民提供。

 只適用於魁北克省居民:

  各計劃下之處方藥物保障只涵蓋 RAMQ 處方藥物保健計劃不包括
的藥物費用，而有關計劃亦非旨在取代 RAMQ 計劃。

  閣下必須持有省的醫療卡，並登記在RAMQ處方藥物保健計劃名
下，或已另有相同保障的團體保險計劃才符合有關計劃的資格。

1 恕不能為綜合保 (ComboPlus™) 的精簡計劃 (Starter plan) 提供。
2  只為藥物保 (DrugPlus™) 及綜合保 (ComboPlus™) 計劃提供  

(恕不能為魁北克省居民及 65 歲及以上人士提供)。
3 旅遊保障於 65 歲便停止。

  *  詳情請向加拿大稅務局查詢。可能不適用於魁北克省。

** 視乎有關條款而定 (www.manulife.ca)。

  †  只要一直是保單持有人。只為一些法律許可的省份提供。

著手選取所需保障
過程易如反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