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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網絡免找數服務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保誠」/「我們」）為您精心挑選優質醫療網絡
^
，當中包括信譽良好的醫生以及設備完善的香港醫

療網絡機構，包括私家醫院、日間手術中心和成像檢測中心。於醫療網絡^內您可透過預先批核安排免找數服務（「免找數
服務」），使您有更明確的醫療預算，免卻現金流的煩惱。有關此服務條款及細則，請瀏覽保誠網站 : 
https://www.prudential.com.hk/medical-network/。 

 
優質醫療服務 – 匯集經驗豐富的醫生和設備完善的私家醫院、日間手術中心和成像檢測中心 

 
即時批核 – 流程數碼化 

 
醫療預算 - 清晰明瞭，免卻現金流 

 

ˆ醫療網絡只適用於香港 
 

我的醫療保險計劃可以使用免找數服務嗎？ 

免找數服務適用於以下醫療保險計劃： 

日間手術 住院  診斷成像檢測 

▪ 保誠自願醫保尚賓計劃 
▪ 保誠自願醫保摰稱心計劃 
▪ 保誠靈活自主醫保計劃 
▪ 保誠自主醫保計劃 
▪ 「 摯為您」優悅醫療保險計劃  
▪ 醫療加倍保  
▪ 終身保醫療計劃  
▪ 健樂醫療計劃  
▪ 健愉醫療計劃  
▪ 醫療護惠計劃 
▪ 親恩寶 醫療保障計劃 

▪ 保誠自願醫保尚賓計劃 
(包括部分其他本地及海外醫院)  

▪ 保誠自願醫保摰稱心計劃 
▪ 保誠靈活自主醫保計劃 
▪ 保誠自主醫保計劃 
▪ 「 摯為您」優悅醫療保險計劃  

(包括部分其他本地及海外醫院)  

▪ 醫療加倍保  
(包括部分其他本地及海外醫院)  

▪ 終身保醫療計劃 
▪ 健樂醫療計劃 
▪ 健愉醫療計劃 
▪ 醫療護惠計劃 
▪ 親恩寶 醫療保障計劃 

▪ 保誠自願醫保尚賓計劃 
▪ 保誠自願醫保摰稱心計劃 
▪ 保誠靈活自主醫保計劃 
▪ 保誠自主醫保計劃  
▪ 終身保醫療計劃  

 
 

使用免找數服務前有甚麼需要準備？ 

您可以登入 MyPrudential 網頁、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我們的醫療網絡預先批核熱線 1(852) 2281 1345，以確保您
已符合下列條件以享用免找數服務： 

▪ 您持有合資格的醫療保障超過一年 
▪ 您已繳交到期保費 
▪ 您沒有相關疾病的不保事項 
▪ 您在半年內沒有相關疾病的住院理賠申請，包括處理中的申請 

如何搜尋網絡醫生名單？ 

您可以登入 MyPrudential 網頁、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我們的醫療網絡預先批核熱線 1(852) 2281 1345 以查詢網絡

專科醫生名單 

怎樣使用免找數服務？ 

簡單 三 步曲： 

 

 

 

  

 

 

 

▪ 登記： 出示保誠電子醫療卡 3、身份證明 
文件及 H2P 登記編號確認短訊 4 

▪ 申請： 醫生透過系統協助您即時申請 

免找數服務，您可按手機短訊連   

結以接受有關條款及細則 
▪ 結果： 即時獲知預先批核金額及自付額 5 

▪ 於網絡醫院、日間手術中心或成像檢測中
心進行治療或診斷成像檢測 6 

▪ 保誠會為您代支相關已批核的醫療費用。
您可安心休養，免卻現金流及日後的理賠
申請 

 
▪ 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醫療網絡 

熱線 1  (852)2281 1345 登記「H2P」編號 2 

▪ 登入 MyPrudential 網頁、聯絡您的 

理財顧問或致電醫療網絡熱線 1 

(852) 2281 1345 查詢網絡專科醫生名單 
▪ 直接致電網絡專科醫生預約診症 

     

第一步  登記醫通保參考編號
(「H2P」編號) 及預約診症 

第二步  登記應診       第三步   安排免找數服務 

批核金額視乎個別計劃的賠償上限，詳情請參閱有關計劃的保障表 

https://www.prudential.com.hk/medical-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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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療網絡預先批核熱線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早上九時至晚上六時。如您於香港以外 (包括澳門) 致電，須向電訊服務供應

商繳付長途／漫遊電話費。 
2當成功登記「H2P」編號後，客戶能否享用免找數服務將取決於預先批核結果。 
3客戶可登入 myPrudential 網頁透過帳戶內的選項開啟保誠電子醫療卡(eCard)。 
4系統根據於保誠登記的紀錄發送短訊，若手機號碼有所更改，請聯絡理財顧問或保誠客戶服務以作更新。 
5一般情況下客戶可以獲得即時批核結果，如未能使用電子申請或個案需要額外評估，批核結果會於兩個工作天內以短訊通知。 
6醫療網絡只適用於香港。 
7客人在診症前成功出示 H2P 登記編號確認短訊，而最終醫生因應醫療所需建議進行手術及申請預先批核，保誠將墊支是次手術前診症費及藥

費。而有部份醫療機構有機會因行政安排仍需要客人先繳付手術前診症費及藥費，客人可以事後將有關收據遞交至理賠部，理賠部會因應客人的

保單保障及條款與細則而作出審批及理賠。 

 

 

服務範圍 

日間手術免找數服務適用於以下手術類型 :  

 
腸胃肝臟科手術 

 
耳鼻喉科手術  婦產科手術 

 
外科手術 

 
眼科手術 

 
泌尿外科手術 

 
皮膚科手術     

 

 

住院免找數服務適用於以下醫療專科: 

 

腸胃肝臟科  

 

眼科 

 

老人科 

皮膚科 婦產科 感染及傳染病科  

耳鼻喉科 外科 兒科  

泌尿外科 心臟科  風濕病科  

神經外科  心胸肺外科  內分泌及糖尿科  

骨科  呼吸系統科 腎病科  

 

 

診斷成像檢測適用於: 
  

 
磁力共振掃描 (MRI Scan)   

 
電腦斷層掃描 (CT Scan)   

 
正電子放射斷層掃描 (PET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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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流程 

1) 登記「H2P」編
號及預約診症 

 

▪ 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醫療網絡熱線#(852) 2281 1345 登記「H2P」編號 

▪ 登入 MyPrudential 搜尋網絡醫生，聯絡理財顧問或致電我們的醫療網絡熱線#(852) 2281 1345

查詢  

▪ 受保人/保單持有人直接致電網絡醫生預約診症 

(醫療網絡熱線# (852)2281 1345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早上九時至晚上六時) 

2) 登記應診 向香港的網絡醫療機構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保誠電子醫療卡1及 H2P 登記編號確認短訊，以便登記

和核對身份 

 

H2P 登記編號確認短訊 

 

 

 

 

 

 

 

 

 

 

 

 

客人在診症前成功出示 H2P 登記編號確認短訊，而最終醫生因應醫療所需建議進行手術及申請預先

批核，保誠將墊支是次手術前診症費及藥費。 

請注意: 如經醫生診症後客人無需進行手術或只需申請診斷成像檢測的預先批核，客人需向醫療中心

直接支付診症費及相關費用。 

 

 

3) 安排免找數服務 

 

 

情況一：  

假如網絡醫生建議住院治療、進行日間手術或 

指定診斷成像檢測 2 

 

▪ 香港的網絡醫療機構會協助受保人 / 保單持有人就建議

的醫療服務透過保誠網上系統提交免找數服務申請 (如

未能使用電子申請，批核結果會於兩個工作天內以短訊

通知。) 

▪ 保誠將向受保人/保單持有人發出手機短訊通知受保人/

保單持有人透過提供的連結，同意「個人資料收集聲

明」和接受免找數服務的條款及細則，才可進一步批核

免找數服務。 

 

 

情況二： 

假如網絡醫生並沒有建議住院治療、進

行日間手術或指定診斷成像檢測 

 

▪ 免找數服務並不適用 

▪ 香港的網絡醫療機構會向受保人/保

單持有人收取是次診症費用 

▪ 有關自付費用索償受理或結果受限

於相關計劃之保單條款 

 

 

保誠 「免找數服

務」：您已登記服

務。 請受保人 陳

先生 出示此短訊和

保誠醫療卡予網絡

醫生申請免找數服

務，手術前診症費

將由保誠墊支。||

登記日期：2022年

11月 9日 || 保誠

參考編號：

H2P8500123 || 保

單號碼：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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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完成免找數批核的個案，保誠會向保單持有人及香

港的醫療機構/醫生發出「付款保證書」3，以視為保誠

會於手術或治療後付款的證明。 

*差額代表任何保誠已支付但不在合資格醫療保險計劃受保障範圍內

的醫療費用 / 收費，或超出合資格保障限額的醫療費用 / 收費 

4) 接受醫療服務 

 

▪ 於網絡醫院、日間手術中心或成像檢測中心進行治療或診斷成像檢測 

▪ 完成治療後受保人可能需要支付自付金額(如適用)予香港的網絡醫療機構 

▪ 受保人享有免找數服務，保誠直接支付醫療費用予香港的網絡醫療機構 

5) 支付差額 

 

▪ 如保誠有為受保人/保單持有人支付差額 ，受保人/保單持有人須在收到相關通知後的十四天內

全額償還保誠該通知中所示的差額 

 

#如您於香港以外 (包括澳門) 致電，須向電訊服務供應商繳付長途／漫遊電話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客戶可登入 MyPrudential 網頁透過帳戶內的選項開啟保誠電子醫療卡(eCard)  
2申請成像檢測免找數服務，客戶必需由香港的網絡醫療機構轉介或持有由指定香港的網絡醫生/ 政府醫院發出的轉介信；客人需自行支付診金費

用 
3瀏覽「付款保證書」：登入保誠網站 MyPrudential 查閱 
4如閣下沒有在規定的時間內全額償還有關差額，保誠將有權把逾期未繳的差額款項從受保障計劃，及 / 或任何由保誠簽發並以受保人/保單持有

人作爲保單持有人或信托人的保單下保誠所應支付的金額中抵銷扣除，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將來獲得之理賠、身故賠償、紅利或保費退還（不論何

種原因），及就受保人/保單持有人所引起的逾期未繳的差額採取任何保誠認為合適及必須的進一步行動。如有任何逾期未繳的差額，保誠同時保

留暫停受保人/保單持有人使用免找數服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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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概要 

1. 醫療網絡只適用於香港。 

2.  日間手術免找數服務適用於指定醫療計劃，並須受保單合約所列的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所限制。 

3. 視乎受保人/保單持有人的醫療計劃保障而定，您可能需自行向醫院或醫療中心繳交診症費用。醫療

護惠計劃(MCP) 計劃客戶需自行繳交診症費用。 

4. 如免找數服務預先批核申請不成功，則相關求診費用需由受保人/保單持有人自行向香港的網絡醫療

機構支付。 

5. 如免找數服務成功獲得預先批核，但受保人未能於醫療服務預約當天出席，受保人/保單持有人須承

擔因有關醫療服務所產生的差額費用。保誠保留對所有安排的最終決定。 

6. 免找數服務申請的所需批核時間會因應個別情況而定，請於安排醫療服務前預留最少三個工作天進

行預先批核。 

7. 免找數服務的批核有效期為三十天，請於批核完成後的三十天內進行已批核之醫療服務。 

8. 本單張只提供免找數服務的一般資料，不能構成保誠與任何人士所訂立之任何合約。本單張並非保

單，有關受保障計劃之詳細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請參考免找數服務條款及細則及有關保單合

約。 

9. 

 

 

一般查詢請致電醫療網絡預先批核熱線(852) 2281 1345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

外），早上九時至晚上六時)，「 摯為您」優悅醫療保險計劃客戶可致電 24 小時預先批核熱線(852) 

2281 1180。如您於香港以外 (包括澳門) 致電，須向電訊服務供應商繳付長途／漫遊電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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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網絡醫療機構地址 

如需查詢網絡專科醫生名單，請登入保誠網站、MyPrudential網頁、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我們的醫療網絡預先批核熱
線# (852) 2281 1345查詢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早上九時至晚上六時) 。 

#如您於香港以外 (包括澳門) 致電，須向電訊服務供應商繳付長途／漫遊電話費。 

FAQ 常見問題 

1. 問: 如何查詢香港的網絡醫療機構或網絡醫生名單? 

 答: 網絡醫療機構或網絡醫生只適用於香港，您可以透過以下途徑索取: 

香港的網絡醫療機構 

• 登入 MyPrudential 網頁  

• 瀏覽保誠網站 - 「免找數服務」 > 客戶指南 

• 聯繫您的理財顧問 

• 致電我們的醫療網絡預先批核熱線# (852) 2281 1345。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

外），早上九時至晚上六時。 

香港的網絡醫生名單 

• 登入 MyPrudential 網頁 

• 聯繫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我們的醫療網絡預先批核熱線# (852) 2281 1345。服務時間：星期一

至六（公眾假期除外），早上九時至晚上六時。 

#如您於香港以外 (包括澳門) 致電，須向電訊服務供應商繳付長途／漫遊電話費。 

 

 

2. 問: 甚麼情況下未能通過即時預先批核? 

 答: 基於但不限於以下原因，有機會未能即時通過批核： 

  • 有關治療或手術並非醫療所需 

• 醫生收費超出合理及慣常水平 

• 申請原因屬於不受保事項 

• 入住非網絡醫院 

• 填寫預先批核資料不全 

• 入院資料不足 

• 未有清繳逾期差額 

• 未持有合資格的醫療保障超過1年 

• 在半年內有相關疾病的住院理賠，包括處理中的理賠申請 

 

3. 問: 我在甚麼情況下需要自行支付診症費用？ 

 答: 

 

 

 

 

 

 

 

• 進行住院治療、日間手術或診斷成像檢測前的診症費用保障需視乎受保人/保單持有人的醫療

計劃保障而定，您可能需自行向醫院或醫療中心繳交診症費用；或 

• 於診症期間，醫生確認無需要安排住院治療、進行日間手術或診斷成像檢測；或 

• 於診症前未能出示 H2P 登記編號確認短訊；或 

• 當您已獲發付款保證書但因任何原因而未能進行治療，保誠將發出差額付款通知書要求您自

行支付診症費用；或 

• 該住院治療、日間手術或診斷成像檢測並不受相關保單條款保障；或 

• 只需要申請診斷成像檢測的預先批核 

 

請注意: 診症費用不屬於醫療護惠計劃(MCP) 計劃保障範圍，客戶需自行繳交診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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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 如選用日間手術免找數服務，醫療費用是否全數由保誠支付？ 

 答: 醫療費用會根據個別保單保障條款計算，而差額付款通知書會於理賠程序完成後向保單持有人發

出。 

5. 問: 藥費能獲得賠償嗎？ 

 答: 藥費會視乎個別保單條款而定。一般情況下，基本藥費會根據住院雜費、住院前及出院後門診的保

障而獲得相關賠償。 

 

6. 問: 預先批核申請表可在那裡下載？ 

 答: 假如網絡醫生建議住院治療、進行日間手術或指定診斷成像檢測，您可以在診症時由香港的網絡醫

療機構協助就建議的醫療服務透過保誠網上系統提交免找數服務申請；如未能使用電子申請，您可

在保誠網站下載免找數服務預先批核申請表（連結：https://www.prudential.com.hk/caops），

批核結果會於兩個工作天內以短訊通知。 

 

7. 問: 我可以怎樣更改手術時間或地點？ 

 答: 如有任何更改，請直接致電您的網絡主診醫生安排。 

 

8. 問: 如我失去了登記服務的確認短訊，我應怎樣做？ 

 答: 您可聯絡理財顧問或醫療網絡預先批核熱線再次登記。 

 

9. 問: 預先批核流程是否與團體醫療預先批核流程一樣？ 

 答: 不是，詳情請參閱「詳細流程」。 

 

10. 問: 醫療網絡醫生名單是否與團體醫療網絡醫生名單一樣？ 

 答: 不是，詳細醫療網絡醫生名單可登入 MyPrudential、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我們的醫療網絡預先

批核熱線#(852) 2281 1345 查詢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早上九時至晚上六

時)。 

#如您於香港以外 (包括澳門) 致電，須向電訊服務供應商繳付長途／漫遊電話費。 

11. 問: 如需協助，我應該跟誰聯繫? 

 答: 如需協助，請聯繫您的理財顧問或致電我們的醫療網絡預先批核熱線(852) 2281 1345。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早上九時至晚上六時。如您於香港以外 (包括澳門) 致

電，須向電訊服務供應商繳付長途／漫遊電話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