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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pecification for List of Voluntary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Certified Plans 
自願醫保計劃的認可產品名單的資料格式 

自愿医保计划的认可产品名单的资料格式 
 
The List of Voluntary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Certified Plans is provided by the Food and Health Bureau, and the data dictionary of 
the related JSON and CSV files is given below. 
此資料集提供有關食物及衞生局推行的自願醫保計劃的認可產品名單，其相關的 JSON 及 CSV 檔案的數據字典如下。 

此资料集提供有关食物及卫生局推行的自愿医保计划的认可产品名单，其相关的 JSON 及 CSV 档案的数据字典如下。 

 
 
JSON 
 

Item/ 項目/ 项目 Description/ 說明/ 说明 Remarks/ 細節/ 细节 

plan-name 
Name of Certified Plan 
認可產品名稱 
认可產品名称 

 

- en 
- in English 
- 以英文顯示的 
- 以英文显示的 

 

- zh-hk 
- in Traditional Chinese 
-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 
-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 

 

- zh-cn 
- in Simplified Chinese 
-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 
-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 

 

company-name 
Name of Offering Company 
產品公司名稱 
产品公司名称 

 

- en 
- in English 
- 以英文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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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項目/ 项目 Description/ 說明/ 说明 Remarks/ 細節/ 细节 

- 以英文显示的 

- zh-hk 
- in Traditional Chinese 
-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 
-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 

 

- zh-cn 
- in Simplified Chinese 
-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 
-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 

 

plan-date 
Effective Date 
生效日期 
生效日期 

 

- en 
- in English 
- 以英文顯示的 
- 以英文显示的 

DD-MMMM-YYYY format/ 格式/ 格式 

- zh-hk 
- in Traditional Chinese 
-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 
-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 

YYYY 年 M 月 D 日 format/ 格式/ 格式 

- zh-cn 
- in Simplified Chinese 
-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 
-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 

YYYY 年 M 月 D 日 format/ 格式/ 格式 

plan-info-certified 
Certification No. and Plan Information 
認可編號及計劃資訊 
认可编号及计划资讯 

 

- certification-no 
- Certification No. 
- 認可編號 
- 认可编号 

Standard Plan: S99999-99-999-99 format 
標準計劃: S99999-99-999-99 格式 
标准计划: S99999-99-999-99 格式 
 



3 
 

Item/ 項目/ 项目 Description/ 說明/ 说明 Remarks/ 細節/ 细节 

Flexi Plan: F99999-99-999-99 format 
靈活計劃: F99999-99-999-99 格式 
灵活计划: F99999-99-999-99 格式 

- plan-level 
- Name of the Plan 
- 計劃名稱 
- 计划名称 

 

- en 
- in English 
- 以英文顯示的 
- 以英文显示的 

 

- zh-hk 
- in Traditional Chinese 
-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 
-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 

 

- zh-cn 
- in Simplified Chinese 
-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 
-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 

 

- plan-doc-url 
- URL of Plan Document 
- 計劃文件的 URL 
- 计划文件的 URL 

https://www.vhis.gov.hk 

- en 
- in English 
- 以英文顯示的 
- 以英文显示的 

 

- zh-hk 
- in Traditional Chinese 
-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 
-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 

 

- zh-cn 
- in Simplified Chinese 
-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 
-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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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項目/ 项目 Description/ 說明/ 说明 Remarks/ 細節/ 细节 

- premium 
- Name of Premium 
- 保費名稱 
- 保费名称 

 

- en 
- in English 
- 以英文顯示的 
- 以英文显示的 

 

- zh-hk 
- in Traditional Chinese 
-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 
-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 

 

- zh-cn 
- in Simplified Chinese 
-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 
-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 

 

- premium-doc-url 
- URL of Premium Document 
- 保費文件的 URL 
- 保费文件的 URL 

https://www.vhis.gov.hk 

- en 
- in English 
- 以英文顯示的 
- 以英文显示的 

 

- zh-hk 
- in Traditional Chinese 
-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 
-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 

 

- zh-cn 
- in Simplified Chinese 
-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 
-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 

 

remarks 
Remarks 
備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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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項目/ 项目 Description/ 說明/ 说明 Remarks/ 細節/ 细节 

- en 
- in English 
- 以英文顯示的 
- 以英文显示的 

 

- zh-hk 
- in Traditional Chinese 
-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 
-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 

 

- zh-cn 
- in Simplified Chinese 
-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 
-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 

 

 
 
CSV 
 

Item Description Remarks 

plan-name-en 
Name of Certified Plan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認可產品名稱 
以英文显示的认可產品名称 

 

plan-name-zh-hk 

Name of Certified Pl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認可產品名稱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认可產品名称 

 

plan-name-zh-cn 

Name of Certified Plan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認可產品名稱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认可產品名称 

 

company-name-en 
Name of Offering Company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產品公司名稱 
以英文显示的产品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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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Description Remarks 

company-name-zh-hk 

Name of Offering Compan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產品公司名稱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产品公司名称 

 

company-name-zh-cn 

Name of Offering Company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產品公司名稱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产品公司名称 

 

plan-date-en 
Effective Date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生效日期 
以英文显示的生效日期 

DD-MMMM-YYYY format/ 格式/ 格式 

plan-date-zh-hk 
Effective Dat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生效日期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生效日期 

YYYY 年 M 月 D 日 format/ 格式/ 格式 

plan-date-zh-cn 
Effective Date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生效日期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生效日期 

YYYY 年 M 月 D 日 format/ 格式/ 格式 

plan-info-certified-certification-no 
Certification No. 
認可編號 
认可编号 

Standard Plan: S99999-99-999-99 format 
標準計劃: S99999-99-999-99 格式 
标准计划: S99999-99-999-99 格式 
 
Flexi Plan: F99999-99-999-99 format 
靈活計劃: F99999-99-999-99 格式 
灵活计划: F99999-99-999-99 格式 

plan-info-certified-plan-level-en 
Name of the Plan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計劃名稱 
以英文显示的计划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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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Description Remarks 

plan-info-certified-plan-level-zh-hk 
Name of the Pl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計劃名稱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计划名称 

 

plan-info-certified-plan-level-zh-cn 
Name of the Plan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計劃名稱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计划名称 

 

plan-info-certified-plan-doc-url-en 
URL of Plan Document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計劃文件的 URL 
以英文显示的计划文件的 URL 

https://www.vhis.gov.hk 

plan-info-certified-plan-doc-url-zh-hk 

URL of Plan Docum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計劃文件的 URL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计划文件的 URL 

https://www.vhis.gov.hk 

plan-info-certified-plan-doc-url-zh-cn 

URL of Plan Document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計劃文件的 URL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计划文件的 URL 

https://www.vhis.gov.hk 

plan-info-certified-premium-en 
Name of Premium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保費名稱 
以英文显示的保费名称 

 

plan-info-certified-premium-zh-hk 
Name of Premiu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保費名稱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保费名称 

 

plan-info-certified-premium-zh-cn 
Name of Premium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保費名稱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保费名称 

 

plan-info-certified-premium-doc-url-en 
URL of Premium Document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保費文件的 URL https://www.vhi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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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Description Remarks 

以英文显示的保费文件的 URL 

plan-info-certified-premium-doc-url-zh-
hk 

URL of Premium Docum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保費文件的 URL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保费文件的 URL 

https://www.vhis.gov.hk 

plan-info-certified-premium-doc-url-zh-
cn 

URL of Premium Document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保費文件的 URL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保费文件的 URL 

https://www.vhis.gov.hk 

remarks-en 
Remarks in English 
以英文顯示的備註 
以英文显示的备注 

 

remarks-zh-hk 
Remark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以繁體中文顯示的備註 
以繁体中文显示的备注 

 

remarks-zh-cn 
Remar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以簡體中文顯示的備註 
以简体中文显示的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