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有更多增值服務提供。如欲了解詳情，請參閱 www.axa.com.hk/zh/axa-betterme 或
養和醫療集團 ／仁德醫學美容中心 ／嘉賓眼科專科及激光矯視手術中心的收費計劃及「紅粉醫療」折扣優惠。 

女性有著對美麗的追求和渴望。要保持年輕肌膚，適當的保養便是
關 鍵。A X A 安盛 夥 拍香 港兩間著名醫 療 服 務 供 應 商⸺ 養 和醫 療
集團 i i i及仁德醫學美容中心，以折扣優惠為妳提供專業美容治療，
透過頂級先進設施讓妳綻放自信光芒。

激光矯視
妳是否厭倦依賴眼鏡或隱形眼鏡，並考慮透過最先進的技術矯正視
力？我們明白妳的需要，因此夥拍養和醫療集團 v及嘉賓眼科專科
及 激 光矯視手 術中心，以折扣優 惠為妳提供激 光矯視 服務，助妳
昂首探索美好生活。

輔助生育方案
香港女性熱愛工作，往往為發展事業抱負而選擇延遲結婚生育，及
後或會出現 成 孕困難的問題。在 這情 況下，體 外受孕或是 適合的
方案。我 們的指定 服 務 供 應商養和醫 療 集團 i v能 提 供輔 助生育方
案，提高有需要夫婦的懷孕機率。

分娩配套
迎接新生命為家庭帶來無窮的喜悅，但同時懷孕、分娩和嬰兒的健
康 也會引起憂慮。因此，我們與養和醫療集團 vi合作，以折扣優惠
提供分娩配套，讓妳無憂地享受為人父母的喜悅。

美容治療

增值服務包括：

現今女性身兼多職。我們深明在忙碌生活下兼顧不同角色，安排各項事務的優次，實在毫不容易。為了助妳從容應對生活中的
大小挑戰、專注個人身心健康，「紅粉醫療保障」（「紅粉醫療」）特意獻上AXA BetterMe。AXA BetterMe不但提供全方位身心
支援，更讓妳以折扣優惠 i尊享一系列增值服務（「增值服務」），包括美容治療、輔助生育方案、激光矯視和分娩配套。所有
增值服務均由信譽良好的指定服務供應商ii提供，助妳在人生不同階段也能獲得全面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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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 小 姐 投 保「紅 粉 醫 療 保 障 」基 本 計 劃，在 首 5個 保 單 年 度，
她享用由養和醫療集團提供的不同服務。

妳可透過AXA BetterMe了解常見的健康問題，
並隨時取得最新資訊。

麥小姐在首�個保單年度享用以下服務及節省金額：麥小姐在首�個保單年度享用以下服務及節省金額：

次女性體檢2 18次婦科門診診症

增值服務的總節省金額：

49,239港元

第�
個保

單年
度

第�
個保

單年
度第�個保單年度

第�個保單年度

第�
個保

單年
度

說明例子

女性體檢vii

女性體檢vii

保單
生效

原價 i：
約 45,000 港元（15,000 港元 / 每次）
節省（8折優惠）：9,000港元

熱頻緊膚拉面療程 iii 
（3 次）

原價 i：
約 9,000 港元（1,500 港元 / 每次）
節省（8折優惠）：1,800港元

腋下彩光脱毛 iii 
（6 次）

原價 i：
約 45,000 港元（15,000 港元 / 每次）
節省（8折優惠）：9,000港元

熱頻緊膚拉面療程 iii 
（3 次）

原價 i：
約 15,000 港元（7,500 港元 / 每次）
節省（8折優惠）：3,000港元

醫學色斑療程 iii 
（2 次）

原價 i：
74,000 港元
節省（8折優惠）：14,800港元

標準自然分娩配套 vi 
（半私家房）

原價 i：
47,720 港元
節省（8折優惠）：9,544港元

體外受孕（IVF）取卵 iv 服務

原價 i：
20,950 港元
節省（9折優惠）：2,095港元

角膜上皮下激光矯視手術（LASEK）v

（雙眼）

婦科門診診症vii

（4次）
婦科門診診症vii

（6次）

婦科門診診症vii

（3次）

婦科門診診症vii

（2次）

婦科門診診症vii

（3次）

2 3



服務項目ii 原價（港元） 折扣i

美容治療iii

皮膚激光療程
1. 色斑  6,090-21,450

2. 血管瘤、酒色斑及毛細管擴張 6,090-15,270

3. 癦、痣、疣及其他皮膚問題 6,430-15,270

4. 彩光 / 激光脱毛  6,090-15,270 8 折

5. 激光磨皮  6,430-44,430

6. 熱頻緊膚拉面  28,600-83,020

7. 超聲緊膚拉面 27,070-90,700

服務詳情和限制：
· 服務費用的折扣只適用於醫療程序，而折扣只適用於首次諮詢後的協定醫療程序。折扣不適用於其他費用和所涉及的收費。
· 上表所列的收費不包括 1) 診症費用及其他醫療程序前的收費；2) 藥物費用。

輔助生育方案iv

1. 體外受孕（IVF）取卵 47,720 8 折

服務詳情和限制：
· 上表所列的服務費用只包括醫生之醫療程序及手術室費用；並不包括任何診症費用或其他有關採卵前及／或採卵後的費

用，例如卵子儲存（冷凍）、胚胎移植程序及任何其他醫療程序的收費。

激光矯視v

1. 角膜切割激光矯視手術（LASIK）
 22,000（雙眼）

  12,400 （單眼）

2. 小切口透鏡切除術（SMILE）
 22,000（雙眼） 

9 折
  12,400 （單眼）

3. 角膜上皮下激光矯視手術（LASEK）
 20,950（雙眼）

  11,330 （單眼）

服務詳情和限制：
· 服務費用包括醫生費、儀器和物料費用、手術前後護理、手術當日的藥物及 5 次手術後的醫生跟進診症。
· 有關費用並不包括手術前的診症費用及其他收費、覆診期間的處方藥物、角膜掃描及手術後的防護隱形眼鏡。
· 內外眼眦手術及乳膠過敏適用的手術物料則設有額外收費。

收費計劃及「紅粉醫療」折扣優惠i

養和醫療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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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ii 原價（港元） 折扣i

分娩配套vi

1. 標準自然分娩（三日兩夜） 

 a. 普通房 52,300

 b. 半私家房 74,000 8 折

 c. 私家房 98,600

2. 標準剖腹分娩（五日四夜）

 a. 普通房 58,800

 b. 半私家房 82,500 8 折

 c. 私家房 115,200

服務詳情和限制：
· 服務費用包括 1) 所有與產科分娩有關的婦產科專科醫生費（不包括麻醉師費及無痛分娩），以及病房和膳食費；2) 您購買

的分娩配套；及 3) 物料費、輔助分娩／胎兒的監察儀器、基本藥物、驗血、餵哺母乳教學、膳食、初生嬰兒疫苗注射，
以及為嬰兒提供的奶粉和衣物。 

· 有關費用並不包括 1) 診症費用及分娩前的其他收費；2) 產前檢查及化驗；及 3) 基本配套以外的費用及額外收費，例如無
痛分娩、麻醉師及兒科醫生費用等等。

· 這項增值服務設有由「紅粉醫療」保單生效日起 1年等候期。為免存疑，您只可在「紅粉醫療」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後使用這
項服務。

· 服務費用的折扣適用於擇時辰剖腹分娩自選手術，其他類型的剖腹分娩設額外收費。
· 如您已獲得任何其他保險保單提供之任何生育保障，您將無法享有該增值服務折扣（如適用）。養和醫療集團屆時將不會

為您處理及填寫索償表格。
· 任何附加或額外服務費用或附加費將按照指定服務供應商提供的原價收取。有關分娩配套詳情，敬請直接聯絡相關服務

供應商。
· 請瀏覽 www.hksh.com了解分娩配套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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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ii 原價（港元） 折扣i

美容治療
1. 整形外科手術

a. 眼部整形手術（上半部/下半部）  25,000-35,000

b. 乳房整形手術（脂肪填充/植入） 80,000-140,000

c. 抽脂手術  35,000以上
d. 面部脂肪移植 45,000以上
e. 鼻整形手術（開放/植入） 35,000-80,000 85折
f. 面部拉皮手術（SMAS 拉皮/全面） 80,000-120,000

g. 腹部整形手術（開放/抽脂） 65,000-100,000

h. 巨乳症 50,000-150,000

i. 痣切除 20,000以上

2. 改善皮膚、輪廓治療 
 a. 醫學注射及面部塑形

I. Botox肉毒桿菌（汗腺/唇/前額/魚尾紋/面部拉提/小腿） 5,000-22,000

II. Sculptra聚左乳酸注射 12,000-18,000 
85折

III. Ellanse童顏針 14,000以上
IV. Hyaluronic Acid透明質酸 8,000以上

 b. 超聲波緊膚治療  

I. 聚焦超聲波緊膚 50,000 8折
 c. 射頻療程

I. Profound魔方電波（臉部/腹部）  50,000-90,000

II. Thermage單極射頻450發  22,000 85折
III. Thermage單極射頻600發  50,000

 d. 光學療程      

I. 雀斑 10,000-20,000/療程
II. 色斑 36,000/6次
III. 暗瘡疤痕 36,000/6次
IV. 玫瑰痤瘡/紅色色素沉澱 (Haemangiomas/Port-Wine Stain)/ 

36,000/6次 
75折 血管問題

V. 毛孔 36,000/6次
VI. 癦痣色素 3,000以上
VII. 激光磨皮  8,000/療程

3. 其他療程（由經驗治療師主理）
a. 嫩膚和美白 16,800/6次
b. 面部提拉和收緊 19,800/10次
c. 嫩膚 15,000/6次
d. 磨砂 15,000/6次 

85折
e. 注氧緊緻 9,800/10次
f. 緊緻和嫩膚 19,800/10次
g. 保濕 9,800/10次
h. 脫毛 9,000以上

服務詳情和限制：
· 以上項目3. 其他療程（由經驗治療師主理）之服務費用的折扣只適用於醫療程序及1次療程前診症。如有需要，您亦可以預

約1次療程後診症。折扣優惠不適用於所涉及的其他的費用和收費。

仁德醫學美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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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眼科專科及激光矯視手術中心

服務項目ii 原價（港元） 折扣i

激光矯視
1. 角膜切割激光矯視手術（LASIK） 20,000（雙眼）

 85 折
2. 小切口透鏡切除術（SMILE） 25,000（雙眼）

服務詳情和限制：
· 服務費用包括 1 次手術前評估及接受手術後 6 個月內的 5 次手術後跟進診症。 

服務項目ii 原價（港元） 折扣i

美容治療

4. 其他療程 
a. 疤痕增生 3,000 以上 85 折

�. 疫苗注射
a.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HPV） 9,000/3 針 7 折

服務詳情和限制：
· 服務費用的折扣只適用於醫療程序及 � 次注射前診症。折扣優惠不適用於所涉及的其他的費用和收費。

服務詳情和限制：
· 以上項目�. 整形外科手術、 �. 改善皮膚、輪廓治療及�. 其他療程之服務費用折扣只適用於醫療程序及 � 次手術前後診症。折

扣優惠不適用於所涉及的其他的費用和收費。

備註：
i. 本單張所顯示之價格及適用的折扣優惠僅供參考。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AXA 安盛及／或指定服務供應商或會不時釐

定、檢討及修改有關優惠而不另行通知。折扣優惠只適用於本單張所列的服務費用，並不適用於其他費用和所涉及的收費。敬請聯絡有關
服務供應商了解實際費用和收費詳情。

ii. 有關指定服務供應商的免責聲明：AXA 安盛不須就指定服務供應商提供的任何有關服務的任何行為或未履行行為而向持有人或被保人承擔
任何義務或責任，惟指定服務供應商是第三方服務供應商，並不是 AXA 安盛所能控制。AXA 安盛不會就服務的供應、品質及適合性作任何
陳述、保證或承諾，並毋須就指定服務供應商或其代理或受僱方所提供的服務或意見，向持有人及／或被保人直接或間接蒙受或產生的
任何性質的任何損失、損害、費用、起訴、訴訟或法律程序，向持有人及／或被保人承擔任何責任。AXA 安盛保留隨時修改有關服務的條
款及細則之權利，而不另行通知。

iii. 美容治療服務由位於香港金鐘養和醫健的皮膚激光中心提供。
iv. 輔助生育方案服務由位於香港跑馬地養和醫院的體外受孕中心提供。
v. 激光矯視服務由位於香港金鐘養和醫健的陳蔭燊視力矯正中心提供。服務需提前預約，並視乎中心的每月配額而提供。
vi. 分娩配套服務由位於香港跑馬地養和醫院提供。
vii. 有關女性體檢、婦科門診診症、婦科跟進電話診症、婦科治療及藥物的詳情，請參閱產品說明書。

如欲了解最新優惠，請密切留意 Emma by AXA 內有關 AXA BetterMe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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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1. 「紅粉醫療」的增值服務計劃（「增值服務」）由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AXA 安盛」）

與指定服務供應商合作提供，並受下列條款及細則約束。
2. 為免存疑，增值服務計劃下的所有服務均由指定服務供應商提供，該機構為獨立承辦商，並非 AXA 安盛代理或受僱方。

有關指定服務供應商的免責聲明適用 ( 請參閱備註 ii) 。

資格要求 
3. 「紅粉醫療保障」（「紅粉醫療」）之基本計劃或附加契約的被保人（「合資格被保人」）可在「紅粉醫療」保單年度內，以折扣

優惠或折扣百分比（%）享用一項或多於一項的增值服務。
4. 「紅粉醫療」保單一旦無效，增值服務將隨之終止。
5. 在任何情況下，增值服務不得轉讓及折扣金額不得轉換或兌換現金或其他服務。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增值服務提供的折

扣優惠不可與 AXA 安盛或其附屬公司或任何其他服務供應商提供的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6. 參與增值服務的資格要求由 AXA 安盛決定。如有任何爭議，AXA 安盛之決定將為最終及具決定性。
7. AXA 安盛及每個指定服務供應商保留隨時修改增值服務的資格要求之權利，而不另行通知。敬請聯絡有關的指定服務供

應商，以了解每項增值服務的資格要求。

提前預約
8. 合資格被保人必須向指定服務供應商提前預約所選的增值服務。

出席預約服務
9. 合資格被保人必須出示「紅粉醫療」AXA 安盛 e- 康健卡及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身份。
10. 合資格被保人必須直接向指定服務供應商支付增值服務的服務費用。任何超出增值服務範圍內的收費、費用和開支，須

由合資格被保人向指定服務供應商自行承擔。

免責聲明 
11. 有關增值服務之服務及醫療程序的名單、價格、折扣、服務範圍、條款及細則、供應及參與的指定服務供應商，由 AXA

安盛及／或有關的指定服務供應商（如適用）自行決定隨時修改，而不另行通知。
12. 根據不同因素，包括健康狀況，增埴服務下之服務可能不適合每一位合資格被保人。請向相關指定服務供應商查詢適合

性，而有關諮詢可能不包括在上表所列的價格之內。如有關的指定服務供應商因合資格被保人不適合使用有關服務而拒絕
提供增值服務下之任何服務，AXA 安盛並不涉及作出有關決定及毋須承擔責任。

13. AXA 安盛並不保證合資格被保人享用任何增值服務下之任何治療或醫療程序後的成效。如有任何查詢或疑問，合資格被保
人應諮詢自己的醫生或其他獨立的醫護專業人員。

14. 本條款及細則只載有一般資料，並不構成任何「紅粉醫療」基本計劃或附加契約的銷售建議。有關基本計劃及附加契約的
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有關之建議書、產品說明書及保單合約。

15. 本單張須與「紅粉醫療保障」產品說明書一併派發及閱讀。

「紅粉醫療保障」由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AXA 安盛」或「我們」）承保。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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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閣下不願意接收 AXA 安盛的宣傳或直接促銷材料，敬請聯絡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 1 號時代廣場 2 座 20 樓 2001 室／澳門殷皇子大馬路 43-53A 號澳門廣場 20 樓安盛
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 個人資料保護主任。AXA 安盛會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情況下確保不會將閣下納入日後的直接促銷活動中。

（只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使用）

2020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