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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速報

外遊警示下

旅遊保險有何伸延保障？
上月發生香港遊客在菲律賓

遭槍殺的慘劇後，港府立刻因應情
況對菲律賓發出黑色外遊警示，原
定出發往菲律賓的旅行團及自由
行旅客紛紛取消旅程。現時市場上
的旅遊保險如何因應外遊警示制
度而提供伸延保障或現金津貼？出
發前，目的地突然獲發外遊警示，
能否取消保單？

21個旅遊保險計劃

額：例如一至三天、一至四天、四至五天或

熱愛旅遊的香港人往昔購買

本會收集了由10間保險公司提供的

旅遊保險，未必每個人都留意每個

21個旅遊保險計劃資料，瞭解各保險計劃

根據是次收集到的計劃資料，以前往

因應本港政府實施的外遊警示制度訂明的

日本5天的旅程為例，選擇以地區劃分保費

相關保障，以及其他在醫療費用、緊急支援

的計劃，亞洲地區/亞太區的5天保費由$97

難以預料，為防萬一，消費者應視

服務及人身意外等消費者較關心的旅遊保

至$230，個別設有首次投保5折優惠的計劃

乎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旅遊保險，

險項目下的保障和限制。

保費更低至$69，而「全球」地區的5天保費

保障項目和細閱賠償細則，但意外

譬如衡量醫療費用、緊急醫療運
送、同行子女緊急回程、親屬探望
等保障額是否足夠等。

由$130（有計劃提供首次投保5折優惠下

保費按保額、保障範圍、地區
和日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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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計劃則由$100至$256。

地區訂定不同保費，部分以亞洲地區/亞太

與外遊警示有關的伸延保障

區或全球（包括/不包括美國）劃分成兩或

逾半計劃可取消保單

門作獨立區分；第二類則全球劃一保費。

選擇 407

保費為$107）至$297；至於「全球」劃一保

保費徵收方法大致分兩類：第一類按

三區的保費，少數計劃則將中國內地和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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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九天等。

中國內地和澳門不在外遊警示制度
涵蓋之列，因此，這項保障不適用於其中2個

大部分保險計劃逐日計算保費，部分

只承保前往中國內地和澳門的保險計劃。

則按旅遊時段計，同一時段內收取劃一金

餘下的19個保險計劃中，9個容許投保

人在購買旅遊保險後，如目的地獲發任何外

安排須於「黑色警示」生效期間及不得早於

遊警示，若投保人沒有任何索償的紀錄，可取

受保期開始前７天內取消等，投保人應留意

消保單及退還保費，但其中1個計劃列明退保

該等限制以決定計劃對自己的適合性。

外遊警示三級制
保安局設立的「外遊警示制度」在

只適用於首次發出的外遊警示；有2個計劃規

2. 縮短旅程：如受保人在旅程途中，

去年10月20日生效，實施該制度的目的

定只在發出「紅色」或「黑色」外遊警示時才

目的地獲發「黑色警示」
，導致受保人必須

是協助市民較容易掌握前往60個較多

可取消保單，有2個則規定只有發出「黑色」

和無可避免地縮短預訂旅程，大部分的保

港人到訪的海外國家可能面對的人身

外遊警示才可取消保單。6個計劃則不容許因

險計劃亦可就未使用的旅程，按比例賠償

安全風險。當這些國家出現可能影響港

目的地獲發外遊警示而取消保單。

受保人已繳付而不可退回的旅費，保障金

人人身安全的事故時，保安局會評估風

額由$5,000至$50,000。

險，包括風險的性質、程度及持續性，並

至於因獲發外遊警示或指定外遊警
示（「紅色」或「黑色」警示）而要求延遲保

3. 更改行程：受保人在開始旅程後，

單生效日期，全部19個保險計劃均容許相

直接因目的地獲發「黑色警示」
，而導致受

應的安排或酌情處理，延遲保單生效期最長

保人須重新安排行程到達替代目的地或返

由30天至12個月不等。

回香港，途中所需的額外交通及住宿費可
以得到保障，金額由$10,000至$50,000。

考慮是否需發出外遊警示。
外遊警示制度以黃色、紅色和黑
色，標示不同級別的風險程度：
1. 黑色警示：代表當地有嚴重
威脅，市民不應前赴；

但以上「縮短旅程」和「更改旅程」保

2. 紅色警示：代表當地有明顯

「旅程阻礙」保障一般包括：
「取消旅

障不適用於申請旅遊保險或保單生效期

威脅，市民應調整行程，如非必要，

程或損失訂金」
、
「縮短旅程或提早結束旅

前，目的地已獲發「黑色警示」的情況。換言

避免前赴；

程」和「旅程延誤或更改行程」保障。如受保

之，在發出「黑色警示」後才買旅遊保險，便

人在購買保單後出發前，因直系親屬身故或

不會有相關的保障。

旅程阻礙伸延保障

3. 黃色警示：代表當地有威脅
跡象，市民應留意局勢，提高警惕。

患重病，或被傳召出任陪審員、出庭作證，或
居所因水浸或火災等突發事故而須取消旅

外遊警示現金津貼

現金津貼」的保障納入「縮短旅程或提早結

程或提早結束旅程，則旅遊保險可就不能退

8個保險計劃根據不同的受保情況，

束旅程」保障的金額內一併計算；部分計劃

回的訂金、旅費、機票或返港的額外旅費提

向受保人提供由$300至$2,000的外遊警示

則限制因同一原因只可就「外遊警示現金津

供保障。如因惡劣天氣、罷工、騎劫或飛機機

現金津貼保障，但有關保障須在申請保險

貼」
、
「黑色警示伸延保障」或「旅程阻礙保

件故障而導致行程延誤，保險公司會就有關

計劃日之前目的地未獲發「黑色警示」或指

障」的其中一項保障索償，投保人應細閱資

延誤影響或受保人需取消、縮短或更改行程

定外遊警示才適用。外遊警示現金津貼適

料考慮保障是否洽切。

所引致的額外旅費，按每段延誤時限，給予

用於以下情況，包括：
● 因目的地獲發「黑色警示」而須提

其他消費者較關注的保障項目

大部分保險計劃將上述的保障伸延

早結束原定計劃的行程，或原定旅程遭遇

海外醫療費用及回港後的覆診治療

應用到發出「黑色」外遊警示的情況，包括：

無可避免的延誤，有部分計劃需由交通工

「醫療費用」保障於外地旅遊期間因突

受保人現金津貼或補償。

1. 取消旅程：如受保人直接因目的地

具引致延誤逾8小時；

然患病或身體意外受傷所需的醫療開支，包

獲發「黑色警示」
，導致受保人必須和無可避

● 在出發前一星期內有關目的地獲

括門診、住院、手術或其他醫療服務，例如召

免地在旅程開始前取消旅程，大部分保險計

發「紅色警示」
，或出發前一星期內或旅程中

喚救護車、診斷測試等，還包括回港日起計90

劃可提供由$5,000至$50,000的「取消旅程

有關目的地獲發「黑色警示」
，而導致受保人

天至6個月內的有關跟進治療開支，但跟進治

或損失訂金」保障，賠償受保人已繳付或承

必須取消旅程、提早結束旅程或更改行程；

療只限因同一病患或意外事故所引致的醫療

諾支付而不可退回的機票、旅行團或其他旅

● 因旅行社取消旅程而被收取退團

開支，而有關事故須於旅遊期間於外地發生

遊安排的訂金或費用，但須符合不同計劃所

手續費；或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須離開原

並曾在當地就醫。21個保險計劃的「醫療費

訂的條件，例如：
「黑色警示」在保險申請日

定計劃逗留的城市，繞道到其他城市以折

用」保障總額由$250,000至$1,200,000，部

之前並不存在，保障才生效；保單須於事發

返香港的額外交通費，或須轉往其他城市

分計劃提供給兒童或長者的保額較低，例如

地點首次獲發「黑色警示」
（按同一事件或

留宿以等候所需之交通安排返港。

18歲以下、70歲或75歲以上的受保人士，
「醫

事故計）至少1天前簽發，以及取消相關旅遊

要注意的是，部分計劃將「外遊警示

療費用」最高賠償額為$90,000至$500,000。

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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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綜合旅遊保險 - 單次旅程個人計劃
2

1

保險公司計劃名稱

3

4

5

藍十字

中銀集團保險

智在遊

環宇旅遊綜合險
銀計劃

金計劃

鑽石計劃

中國計劃

智選計劃

$300,000

$600,000

$1,000,000

$300,000
(70歲以上：$90,000)

$500,000
(70歲以上：$150,000)

a.於旅程期間因疾病或意外受傷引致醫療費用
(18歲以下或70歲以上：$250,000)

包括回港後的覆診費

1.
醫
療
費
用
及
全
球
緊
急
支
援

3個月內：$30,000

(跌打及中醫治療：每日$150，上限$1,500)

b.住院現金津貼
c.隔離現金津貼 (隔離24小時或以上)
d.緊急醫療運送 (包括送返起保地點)
e.代墊入院保證金/按金保證
f.同行子女緊急回程

不設上限

$40,000
一張經濟客位機票，包括往返機場的交通費 [4]

$15,000 [4]

$40,000
$15,000 [4]

一張來回經濟客位機票+連續5日酒店住宿 (每日$1,200)
(受保人需住院連續10天以上)

$20,000 [10]

$20,000 [10]
不設上限

意外導致：$30,000
疾病導致：$9,000

意外導致：$50,000
疾病導致：$15,000

$500,000

$1,000,000

$2,000,000

(18歲以下或70歲以上：$250,000)

$500,000
(18歲以下或70歲以上：
$150,000) [11]
與第2a項相同
$100,000

—
—

—

—
$15,000

$3,000
(每件/對/套$1,000)

$5,000
(每件/對/套$2,000)

$2,000 (交通及住宿：
每日$500)

$5,000 (交通及住宿：
每日$1,000)

$1,000 [12]

$2,000 [12]

$15,000

$10,000

$4,000

$5,000

$1,000 [6]
$10,000 (每項$3,000)

$1,500 [6]
$15,000 (每項$4,000)

$30,000

$35,000

$30,000 [7]

$6,000

$500 [13]
$2,000 [6]
$25,000 (每項$5,000) $3,000 (每件/對/套$1,000)
$40,000

$35,000 [7]

$3,000 [14]
—

$40,000 [7]

$3,000

$3,000

$250 [15]

—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2,000

i.旅程延誤
ii. 因旅程延誤所引致
的其他指定開支(視
乎不同計劃而定)

$300,000
(18歲以下或70歲以上：
$90,000) [11]

$100,000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b.縮短旅程或提早結束旅程

$10,000

(包括在第2a項)

(每件/套：$2,500)

b.旅遊證件遺失

a. 取消旅程或損失訂金

$10,000

按第2a項保額雙倍賠償 (意外死亡或永久完全傷殘) [5]

a.行李及個人財物遺失或損毀

c.個人錢財遺失
d.行李延誤/緊急購物
e.離港期間的家居爆竊

—

意外導致：$15,000
疾病導致：$4,500

$5,000

$2,500

更改行程所引致必須的 更改行程所引致必須的 更改行程所引致必須的
額外交通及住宿：
額外交通及住宿：
額外交通及住宿：
$10,000 [6]
$2,500 [6]
$5,000 [6]

d.「外遊警示」現金津貼

—

ii.延遲保單生效日期？

個人保費 (港元) 及投保地區
3日
4日
5日
6日
選擇 407 2010·09
7日

(「黑色警示」
$5,000
(「黑色警示」
$500 [15]

$2,000 [15]

—
「紅色警示」或

任何「外遊警示」：可以，但需取消原有保單後另出新單

—

「紅色警示」或
延長多久

$250,000

$1,000,000

—

$500 [16]

$1,000 [16]

直系親屬去世而需臨時折返原居地：
一張經濟客位機票 (由緊急支援公司安排)

—

航空公司倒閉：$1,000
[17]

$1,500,000

7. 其他

$5,000 [14]

(因延誤而使用其他公共

任何「外遊警示」：可以

i.取消保單和退回保費？

$500 [13]
$5,000 (每件/對/套$2,000)

(每延誤6小時$250)

(每延誤8小時$250)

「黑色警示」：$1,000 [8]
(包括在第4b項)

5.個人法律責任
6.高爾夫球「一桿入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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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5,000
(每日$500) [1]
$10,000 (每日$500) [9]

由緊急支援公司支付

i.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而引致意外傷亡
b.嚴重燒傷 (賠償需按燒傷面積計算)
c.入息保障 (不包括非受僱、退休或自僱人士)
d.意外身故之信用卡保障

e.買旅遊保險後，如旅
遊目的地獲發「外遊警
示」，可否於出發前

—

$50,000
(包括在第1a項)

a.意外傷亡 (由意外發生當日起計的90天至
12個月內引致死亡或永久性完全傷殘，視乎
不同計劃而定)

c.旅程延誤或更改行程
(只賠償i或ii其中一項)

香港及海外：$7,500
(每日$500) [1]

90日內：$50,000 (跌打
及針灸治療：每日每次
$200，上限$3,000)

出院後療養住宿：每日$1,200，最多5日

k.身故恩恤金

4.
旅
程
阻
礙
及
﹁
外
遊
警
示
﹂

香港及海外：$6,000
(每日$400) [1]

90日內：$30,000 (跌打
及針灸治療：每日每次
$200，上限$2,000)

「H1N1甲型流感」免費延續保障(保障期至本年12月31日)：a.延長保障期7天
或回港後終止，較先發生者為準[2]；b.現金津貼 [3]：每日$500，上限$7,500

h.額外住宿費
i.遺體或骨灰運送
j .當地殮葬費

3.
個
人
物
品
及
行
李

3個月內：$100,000

3個月內：$60,000

香港及海外：$4,500
(每日$300) [1]

g.親屬探望

2.
個
人
意
外

(住院房間及膳食費：每日$3,000)

$1,800,000

$2,000,000

地區 1[A]

地區2 [B]

地區 1[A]

地區2 [B]

地區 1[A]

地區2 [B]

中國內地

$81

$100

$104

$135

$200

$210

$66

$125

$85

$105

$117

$140

$220

$230

$83

$141

$97

$130

$122

$170

$230

$245

$96

$151

$99

$135

$126

$180

$240

$255

$109

$176

$113

$145

$135

$190

$250

$270

$125

$192

全球

6

7

9

8

11

10

註
美亞保險
尊尚計劃
$1,200,000
(70歲以上：$360,000)

90日內：$120,000 (跌
打及針灸治療：每日每
次$200，上限$3,000)
海外：$12,000

伴您遨遊旅遊
保險計劃

生財險

大新保險有限公司

旅遊綜合保障計劃

「樂悠遊」旅遊保障計劃
黃金保障

鑽石保障

地區1

地區2及3

$600,000 (70歲或
以上：$300,000)

$1,000,000 (70歲或
以上：$500,000)

$500,000
$1,000,000
(18歲以下或75歲以上： (18歲以下或75歲以上：
(參與冬季運動或潛水導致身體受傷：
$250,000)
$500,000)
$300,000)
3 個 月 內 ： 意 外 住 3個月內：意外住院：
6個月內：意外受傷：
院：$500,000；患病 $1,000,000；患病住
$1,000,000；疾病：
3個月內：$75,000 (中醫及骨科
住院：$25,000；門 院：$50,000；門診：
$100,000；中醫：每日
治療費：每日每次$150，上限$2,000)
診：每日每次$150， 每 日 每 天 $ 1 5 0 ， 上 限
每次$150，上限$1,800 上限$1,500
$3,000
$1,000,000

海外：$5,000
(每日$500)
—

海外：$3,000
(每日$300) [1]
(包括在第1a項)

海外：$5,000
(每日$500) [1]
(包括在第1a項)

海外或本港：$5,000 (每日$500) [1]
(包括在第1a項)

實際費用 [23]

(包括在第1a項)

$40,000 [23]
$20,000 [4] [23]

$20,000 (包括在第1a項)

$40,000 [4]

—
$30,000 [18]

$50,000 [10]

緊急啟程：
包括在第4b項

一張來回經濟客位機票及合理的住宿費：
$10,500 (每日$1,500) [23] [24]

—

出院後療養住宿：$10,500 (每日$1,500) [23]

(包括在第1a項)

不設限額

實際費用 [23]

$100,000 (包括在第1a項)

$20,000

$10,000

$20,000

$1,200,000
(18歲以下或70歲以上：
$360,000) [11]

$600,000
(17歲以下或75歲
以上：$300,000)

$500,000
(18歲以下或75歲
以上：$250,000)

$1,000,000
(18歲以下或75歲
以上：$500,000)

經濟客位機票+合理住宿 [29]
(包括在第1a項)

意外導致：$50,000
疾病導致：$20,000
$600,000(70歲或
以上：$300,000)

(18歲以下：$100,000；參與冬季運動
或潛水導致身亡：$300,000)

按第2a項保額雙倍賠償 [19]

按第2a項保額1.5倍賠償 [25] [26]

與第2a項相同

(包括在第2a及2a.i項)

$100,000(包括在第2a項) $200,000(包括在第2a項)

—

$30,000

—
—

$12,000 (每星期$1,000) (包括在第2a項) [27]
—

—
—

$20,000 (每件/對/
套：$2,000；
手提電腦：$10,000)

$20,000 (交通及住宿：
每日$2,000)

包括在第4b項

$3,000 [12]

$2,000

$1,000 [13]
$30,000 (每件/對/套$5,000)

$500 [20]

$500 [6]

$1,000 [6]

$10,000

$30,000 [14]

$30,000 (「黑色警示」
情況下亦適用)

$5,000 (每件/組$2,000)
$15,000

$10,000 (每件/組$3,000)
$30,000

情況下亦適用)
$30,000

$10,000 (手提電腦：
每件/組$5,000；其他
物品：每件/組$2,000)

$2,500 (額外交通及住宿： $5,000 (額外交通及住宿：
每日$500) (包括在第3a項) 每日$1,000) (包括在第3a項)

$2,000(包括在第3a項)

$15,000

$1,000 [15]

$3,000 (首5小時$250，
其後每10小時$500)

$10,000 [15]

更改行程：包括在
第4b項 (「黑色警示」
情況下亦適用)

$7,200 (行程延誤補
償津貼：$1,200，每
8小時$300；額外宿
費：$1,000；額外交
通費：$5,000) [6]

交通工具的額外費用)

$30,000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13,800 (行程延誤補
償津貼：$1,800，每8
小時$300；額外宿
費：$2,000；額外交通
費：$10,000) [6]

「紅色警示」：$500 [21]
「黑色警示」：$2,000 [22]
「黑色警示」：可以
「黑色警示」：可以，
需酌情處理

$3,000
(每件$1,500)

$2,000,000

$2,000,000

$3,000 [16]

—

航空公司倒閉：$2,000
[17]

—

受保人於旅程中及/或回港3天內
因感染或被懷疑感染H1N1甲型
流感而遭強制性隔離。

[4]

只限18歲以下受保同行子女。

[5]

不適用於18歲以下或70歲以上人士。

[6]

延誤超過8小時。

[7]

包括因被搶劫、爆竊或偷竊導致遺
失旅行證件，在補領證件期間所需
的額外住宿。

[8]

因目的地獲發「黑色外遊」警示而
須提早結束行程或原定的旅程遭延
誤逾8小時及由任何交通工具所
引致的延誤。

[9]

因傳染病被當地政府或於回港後7
天內被香港政府強制隔離。

[10] 包括因受保人遭遇嚴重醫療問題需
返回起保地點的額外交通及住宿
費；以及因受保人於外地住院超過
3天或不幸身故，親屬探望的額外
交通及住宿費。

[12] 不適用於10歲以下的受保人士。
[13] 抵達海外目的地最少6小時，寄運
於公共交通工具的行李因延遲或誤
送仍未可取回。

$15,000
(每件$5,000)

[16] 不適用於18歲以下的受保人士。
[17] 賠償因航空公司倒閉而需購買替代
機票的額外開支。
[18] 只限15歲以下同行子女。

$750 [30]
—

$3,000 [30]

[19] 亦適用於由旅行社安排的交通工具
或私人車輛。17歲以下或75歲以
上：$300,000。

$1,000 [20]

[20] 延誤10小時或以上。

—
$5,000
$5,000

$30,000
「
(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30,000
「
(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2,000
(首8小時$250，其後每8小時$200)
更改旅程：
$2,000 [31]

更改旅程：$10,000
[31] (「黑色警示」
情況下亦適用)
—

—

「黑色警示」：可以

[3]

[15] 旅程延誤須超過連續6小時。

[21] 出發前一星期內發出「紅色警示」
(保障期暫延至10月31日)。
[22] 出發前一星期內或旅程中發出「黑
色警示」(保障期暫延至10月31日)。
[23] 第 1 d 至 1 j 項 最 高 總 賠 償 額 為
$2,000,000。
[24] 受保人須連續住院超過7天。
[25] 亦適用於遇劫時意外死亡。
[26] 不適用於18歲以下或75歲以上人士。
[27] 回港後首6天不獲賠償。
[28] 不賠償索償額之首20%或$500，
以較高者為準。
[29] 包括因近親病重或逝世而需即時返
港等所需之合理額外住宿及旅費。

否
任何「外遊警示」：
可最多延長6個月

受保人於旅程中因被懷疑感染
H1N1甲型流感而遭當地政府強制
性隔離。

[14] 如受保人、其直系家屬、緊密生意
伙伴、同行人士因身體嚴重受傷或
嚴重疾病但沒有入住醫院，只賠償
不能退回金額的50%。

3,000(包括在第3a項)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50,000 (「黑色警示」
情況下亦適用)

情況下亦適用)

$20,000 (手提電腦：
每件/組$7,500；其他
物品：每件/組$3,000)

需住院超過24小時。

[2]

[11] 包括因意外及恐怖活動導致的死亡
或永久傷殘。

$1,000,000 (70歲或
以上：$500,000)

$200,000

$20,000
(每件/對/套$3,000)

[1]

—

不設限額

$20,000

表中資料截至2010年8月底。
表中只列出旅遊3日至7日的個人保費，請
向各保險公司查詢其他人數或家庭保費。
表中所列最高賠償額和保費以港元計。
— 不適用

—

任何「外遊警示」：
可以

$500,000

$1,500,000

[30] 包括因遺失信用卡而引致被盜用之
損失。
[31] 延誤8小時或以上。

$1,000,000

$2,000,000

—

—
1.海外求診交通費：
$250[包括在第1a
項]；2. 租車自負額：
$2,500 [28]

1.海外求診交通費：
$500[包括在第1a項]；
2.租車自負額：$5,000
[28]

全球

全球

—
地區 1[C]

$176

$119

$130

$160

$243

$159

$138

$184

$256

$189

$150

$212

$323

$229

$160

$232

$366

$249

$172

$258

[B]：全球。

地區 2 [D] 地區 3 [B]

$85

$115

$100

$140

—

$160

[A]：中國內地、台灣地區、緬
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
尼、菲律賓、汶萊、越南、柬埔
寨、老撾、韓國、日本、關島。

$200

$250

[C]：中國內地及澳門 (承保期為5
日或以下之旅程)。
[D]：中國內地、孟加拉、汶萊、
柬埔寨、關島、印度、印尼、日
本、韓國、寮國、澳門、馬來西
亞、蒙古、緬甸、尼泊爾、巴基
斯坦、菲律賓、塞班島、新加坡、
台灣、泰國、天寧島、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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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綜合旅遊保險 - 單次旅程個人計劃 (續)
12

14

13

保險公司計劃名稱

15

豐隆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豐保險

1.
醫
療
費
用
及
全
球
緊
急
支
援

區2

金計劃

鑽石計劃

A計劃

$600,000 [32]
(76至85歲：
$180,000)

$1,000,000 [32]
(76至85歲：
$300,000)

$600,000

$1,000,000

$1,000,000
(70歲以上：$250,000)
[45] [46]

3個月內：$75,000

海外：$6,000 (每日$500)
(需住院超過24小時)

海外：$6,000 (每日$200，以30天為限)

—

c.隔離現金津貼 (隔離24小時或以上)

—

—

—

d.緊急醫療運送 (包括送返起保地點)
e.代墊入院保證金/按金保證
f.同行子女緊急回程

$2,000,000 [33]

b.住院現金津貼

k.身故恩恤金
a.意外傷亡 (由意外發生當日起計的90天至
12個月內引致死亡或永久性完全傷殘，視乎
不同計劃而定)
i.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而引致意外傷亡

$60,000 [34]

$30,000(包括在第1a項)

$40,000

$60,000

同行子女之經濟客位機票，

$100,000
(包括在第1a項)

一張來回經濟客位
(每日$1,200，

(包括在第1a項)

(包括在第1a項)

出院後療養住宿：

$100,000

$50,000 (包括在第1a項)

$100,000

$10,000(包括在第1a項)

—

意外導致：$50,000
疾病導致：$20,000
$600,000
(同行子女：$250,000)

$50,000
意外導致：$50,000

$800,000
(同行子女：$300,000)

按第2a項保額

—

(包括在第2a及2a.i項)

(包括在第2a項)

—

—

—

$10,000 [42] [43]

$20,000 [42] [43]

$20,000 (每項最多$3,000)
(6個月大至16歲：$5,000，每項最多$1,500)
(自負額：$300)

$10,000

$15,000

b.旅遊證件遺失

$5,000 (自負額：$200)

$5,000

c.個人錢財遺失

$3,000(12至16歲並非與父母同行並已付
成人保費的子女：$1,500) (自負額$200)

d.行李延誤/緊急購物

a. 取消旅程或損失訂金

$50,000 (自負額$200)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39]

b.縮短旅程或提早結束旅程

$50,000 (自負額$200)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39]

e.買旅遊保險後，如旅
遊目的地獲發「外遊警
示」，可否於出發前

$50,000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30,000

i.取消保單和退回保費？
ii.延遲保單生效日期？

$50,000

$50,000

$3,500
(每6小時$250)

$2,500 (每延誤6小時：$250)
行程縮短：$10,000
[38]

—

行程縮短：$15,000
[38]

啟程誤點所需的額外
交通費：$15,000
(「黑色警示」
「黑色警示」：現金
退團手續費：

—

否

任何「外遊警示」：可以

任何「外遊警示」：可以

任何「外遊警示」：可最多延長3個月

任何「外遊警示」：一般可延長30日，
30日以外會酌情處理

$2,000,000 (第三者財物賠償自負額：$200)

$2,500,000

$3,500,000

$3,000 (每次$2,000) [41]

$2,000

$3,000

7. 其他

個人保費 (港元) 及投保地區
3日
4日
5日
6日
選擇 407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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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黑色警示」：$1,000 [40]
(包括在第4b項)

d.「外遊警示」現金津貼

$1,500 [50]
$25,000

(每件/對：$5,000)

$2,500
(首6小時及之後每12小時：$250)

ii. 因旅程延誤所引致
的其他指定開支(視
乎不同計劃而定)

$10,000

$3,000
$2,000 [44]

—

c.旅程延誤或更改行程
(只賠償i或ii其中一項)

$7,500

$10,000

e.離港期間的家居爆竊

—
$20,000
(每件/對/組/套物品$2,000

(每件/對/套：$5,000)

$2,000 [38]

i.旅程延誤

$1,000,000
(70歲以上：$250,000；
18歲以下：$250,000)
[45] [46]

按第2a項保額1.5倍賠償 [36] [42]

$5,000 [37]

a.行李及個人財物遺失或損毀

$2,000,000

按第2a項保額雙倍賠償 [36]

b.嚴重燒傷 (賠償需按燒傷面積計算)

5.個人法律責任
6.高爾夫球「一桿入洞」

16

$800,000
—

$600,000(6個月大至 $1,000,000(6個月大至
16歲：$120,000；
16歲：$200,000；
76至85歲：
76至85歲：
$180,000) [35]
$300,000) [35]

c.入息保障 (不包括非受僱、退休或自僱人士)
d.意外身故之信用卡保障

4.
旅
程
阻
礙
及
﹁
外
遊
警
示
﹂

$600,000

3個月內：
(跌打費：每次$150，

—

$60,000 (包括在第1a項)

h.額外住宿費
i.遺體或骨灰運送
j .當地殮葬費

3.
個
人
物
品
及
行
李

i-Travel

區1

3個月內：合理醫療和住院費用及中醫費用
(中醫、跌打、針灸費用每日每次$100，上
限$1,000)

包括回港後的覆診費

g.親屬探望

2.
個
人
意
外

MSIG

豐隆旅遊保險

旅遊萬全保

a.於旅程期間因疾病或意外受傷引致醫療費用

16

—

地區 1[F]

地區 2 [B]

$92*｛$57｝

$130*｛$81｝

$180

$231

$99*｛$62｝ $160*｛$100｝ $120*｛$75｝ $172*｛$107｝

$210

$257

$111*｛$69｝ $172*｛$107｝ $133*｛$83｝ $184*｛$115｝

$228

$155

$272

$120*｛$75｝ $188*｛$117｝ $143*｛$89｝ $224*｛$140｝

$246

$176

$277

$128*｛$80｝ $201*｛$126｝ $153*｛$96｝ $241*｛$151｝

$264

區 1 [E]

區 2 [B]

$92

$194

$116
$134

地區 2 [B]

$2,500,000
$5,000 [53]
1.海外住院翻譯服務：
2.直系親屬去世而需臨
一張單程經濟客位機票
租車自負額：$5,000

—

地區 1[F]

「黑色警示」
惟投保人需以書面

$77*｛$48｝ $121*｛$76｝

全球

17

18

21

20

19

註
英國保誠
(單次旅程)
B計劃
$500,000
(70歲以上：$125,000)
[45] [46]
$50,000
上限$1,500)

「旅遊樂」旅遊保障
$1,000,000
(71至75歲：$500,000)
3個月內：$50,000
(跌打治療：每日$150，上限$1,500)
海外：$10,000 (每日$200)
(需住院超過24小時) (包括在第1a項)

包括往返機場的交通費 [34]

銅計劃

「樂優遊」旅遊保險計劃
銀計劃

金計劃

$250,000 [57]

$500,000 [57]

$1,000,000 [57]

3個月內：意外受傷：
$250,000；疾病：$25,000

海外：$3,000

傳染病引致的住院/隔離現金津貼：$5,000 (每日$500)
(此項與第1b項只可二選其一)

無限額

實銷費用

$39,000

$39,000

只限經濟客位機票費用 [54]

一張來回經濟客位機票，最高$30,000 [58] [59]

$20,000 [55]
(包括在第1a項)

一張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59]

出院後療養住宿：每日$1,950，最多4日

每日$1,950，上限$7,800 [60]

與第2a項相同

按第2a項保額1.5倍賠償 [61] [62]
$200,000

—

每星期$1,000，最多12星期 (首3天不獲賠償) (包括在第2a項)

； 體育器材：$5,000)

現金、旅行支票、旅遊證件：
$3,000
隨身信用卡：$3,000

$1,000 [50]

$1,500 [56]
—

啟程誤點所需的額外
交通費：$12,500

$15,000 [63]

$30,000 [63]

$5,000

$10,000

$20,000

$2,500

$3,000

[55] 受保人須連續住院超過7天。

$500 [38]
$50,000

$1,000 [38]
$80,000

$1,500 [38]
$100,000

$20,000

$30,000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30,000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1,500 (每6小時$300) [38] [64]

更改行程：$20,000 [56]

額外酒店：$2,000[38]； 額外酒店：$2,000[38]； 額外酒店：$2,000[38]；
更改行程：$5,000 [65] 更改行程：$7,500 [65] 更改行程：$10,000 [65]

—

—

[57] 包括在旅程中感染但在回港後10日
內才確認感染的傳染病所引致的醫
療費。
[58] 只限17歲以下之同行子女。
[60] 因緊急醫療運送以恢復受保旅程的
行程或返回香港所引致的額外酒店
住宿。
[61] 亦適用於遇劫時意外死亡。
[62] 不適用於17歲以下或65歲以上人士。

$2,000,000

$2,500,000

[E]：汶萊、柬埔寨、中國內地、關
島、印尼、日本、韓國、澳門、馬來
西亞、緬甸、菲律賓、塞班島、新加
坡、台灣、泰國、天寧島、越南。

1.海外求診交通費：
$300；2.缺席特別活
動：$2,000

[F]：中國內地、澳門、汶萊、柬埔
寨、關島、印尼、日本、韓國、寮
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塞
班島、新加坡、台灣、泰國、天寧
島、越南。

—

海外求診交通費：
$300

1. 海外求診交通費：
$300；2 .缺席特別活
動：$1,000

[64] 只可就出發延誤或到達延誤其中一
項索償。

[B]：全球。

「紅色警示」或「黑色警示」：可最多延遲12個月
$1,500,000

[63] 不適用於17歲以下人士。

[65] 適用於公共交通工具因行程延誤超
過6小時後被取消。

否

1.海外求診交通費：包括在第1a項；2 .一
些受歡迎的危險運動如水肺潛水及冬季運
動均受保障；3. 保障因恐佈主義活動或火
山爆發所導致的任何身體傷害及損失

[56] 延誤8小時或以上。

[59] 受保人須連續住院3天或以上。

$20,000

$1,800
(首5小時$200，其後每8小時$400)

$4,000 (每日$800)；
時折返原居地：
(由緊急支援中心安排)；

[53] 不適用於18歲以下人士。

$1,000

$10,000

—

[52] 旅行社因取消受保旅程所收取之退
團手續費。
[54] 只限18歲以下或未滿21歲就讀全日
制學校的同行子女。

$50,000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1,500,000

[51] 繞道其他城市以折返香港的額外交
通費；轉往其他城市留宿以等候所
需之公共交通工具返港。

$3,000

(每件/對/套/組：$5,000)

$3,000 [53]

[48] 亦適用於乘搭私家車或於持械劫案
或企圖持械劫案中意外死亡。

$3,000

$10,000

首次發出的「外遊警示」：可以

[47] 受保人須連續住院超過10天。

$1,000

情況下亦適用)

：可以，
通知保險公司

[46] 包括業餘危險運動，但不適用於6
星期以下或70歲以上人士。

[50] 延誤超過12小時。

$5,000 [63]

$30,000
(「黑色警示」情況下亦適用)

津貼：$1,000 [51]；
$300 [52]

[45] 包括因恐怖活動而導致死亡或身體
受傷。

[49] 不適用於18歲以下或70歲以上人士。

[每件/對/套/組物品：$2,500；高爾夫球用具：$2,500，
每次旅程上限$5,000 (自負額：$250)；手提電腦：$10,000]

$5,000

$3,000

[44] 延誤10小時或以上。

三級燒傷：$500,000
(19歲以下或71至75歲：$250,000)

$20,000
(每件/對/套$3,000)

[40] 因「黑色警示」而導致行程提早結
束或原定旅程被迫延長。

[43] 因身體受傷或患病引致身故。

$250,000
$500,000
$1,000,000
(17歲以下或65歲以上： (17歲以下或65歲以上： (17歲以下或65歲以上：
$125,000)
$250,000)
$500,000)

—

[37] 不適用於16歲或以下人士。

[42] 不適用於18歲以下人士。

$1,000,000
(19歲以下或71至75歲：$500,000)

$15,000

[36] 亦適用於乘搭私家車。

[41] 不適用於6個月大至16歲人士。

$10,000
(緊急啟程費：一張來回經濟客位機票及實際酒店住宿，最高$30,000)

雙倍賠償 [48] [49]

[35] 此項目適用於以下情況：因意外而
死亡、雙目失明、雙肢殘廢或單目
失明和單肢殘廢、因其他意外而引
致永久及完全殘廢。

[39] 該項目適用於保單指定情況，其中
包括目的地獲發「黑色警示」。

—

(包括在第2a項)

[34] 只限16歲或以下同行子女。

[38] 延誤6小時或以上。

實銷費用

$20,000

$25,000

海外：$5,000

(每日$250) (此項與第1c項只可二選其一)

無限額

$500,000
(70歲以上：125,000；
18歲以下：$250,000)
[45] [46]

3個月內：意外受傷：
3個月內：意外受傷：
$500,000；疾病：$50,000 $1,000,000；疾病：$100,000

(中醫跌打或針灸治療費：每日每次$150，上限$3,000)
海外：$1,000

[32] 如受保人與子女一同投保，所有受
保子女的賠償總額分別為(區1)
$600,000及(區2)$1,000,000。
[33] 如受保人與子女一同投保，所有受
保子女的賠償總額為$2,000,000。

(80歲以上：自負額每次$150)

—

機票及合理住宿費
最多5天) [47]
每日$1,200，最多5日

— 不適用
｛｝括弧內乃5折保費，首次投保者適用
＊ 8折保費，再次投保人士適用

蘇黎世

地區 1[G]

地區 2 [H]

地區 3 [B]

$132

$105

$160

$220

$58

$110

$135

$150

$127

$198

$275

$72

$141

$188

$168

$135

$210

$297

$100

$155

$215

$186

$142

$222

$314

$140

$175

$248

$198

$149

$233

$327

$148

$188

$262

全球

[G]：汶萊、柬埔寨、中國內地、關
島、印度、印尼、日本、韓國、寮
國、澳門、馬來西亞、馬爾代夫、
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帛琉、
菲律賓、塞班島、新加坡、台灣、
泰國、天寧島、越南。
[H]：全球 (美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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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速報
有些計劃將「遺體或骨灰運送」
、
「當

上限由$1,000至$12,000；其餘5個計劃同

流行病警戒或被政府實施強制隔離的傳染

地殮葬費」
、
「住院現金津貼」
、
「隔離現金津

時適用於海外住院和回港後的留院治療，

病。至於強制隔離的地點須為醫院或其他

貼」
、
「緊急醫療運送」
、
「代墊入院保證金/

津貼由每日$300至$500，上限$4,500至

指定地點，不包括家居隔離。部分計劃訂明

按金保證」
、
「同行子女緊急回程」
、
「親屬探

$7,500。留意部分計劃註明受保人必須要

如在受保旅程出發當日或之前，有關之旅

望」或「額外住宿費」包括在「醫療費用」內

入院超過連續24小時才獲得該保障。

程目的地已被宣布為疫埠或傳染病區域，

一併計算，消費者在考慮不同計劃時，務必

另有11個保險計劃提供受保人在旅

須留意保障的處理方法及總額是否足夠。

程中或在回港日起計3天至7天內，因感染

則不獲保障；部分則規定只可索償「住院現
金津貼」或「隔離現金津貼」其中一項。

或被懷疑感染傳染病或指定疾病而被當地

住院現金和隔離現金津貼

或本港政府強制隔離的現金津貼，每日

緊急支援服務

18個計劃設有住院津貼保障，但其中

$300至$500，上限由$3,000至$10,000，但

「緊 急 支 援 服 務」
（E m e r g e n c y

13個限制該項保障只適用於海外的住院服

需留意部分計劃的保障只限「H1N1甲型流

Assistance Services）其中一項重點服務，是

務；按不同計劃，津貼由每日$200至$500，

感」
，個別則只適用於被世界 生組織發出

在發生緊急事故後對受保人提供即時協

外遊前的準備

外遊警示的情況，消費者在買旅遊保險前

合自己的需要。

1. 評估目的地的風險：考慮前往旅遊

宜查詢清楚是否有相關保障。

7. 預早購買旅遊保險：安排好旅程

目的地的風險，例如是否有政局不穩定、騷

4. 衡量緊急醫療運送和醫療費用的

後，便應盡快購買旅遊保險，最遲亦應於出

亂或容易受恐怖襲擊等，消費者可瀏覽政

開支：緊急醫療運送的保障不可缺少，此外

發前兩星期購買，如離港前身體嚴重不適、

府保安局的外遊警示制度網頁（www.sb.

因海外的醫療費用可極其昂貴，例如歐美

親屬病故或發生其他指定突發事故，旅遊

gov.hk/chi/ota）
，瞭解目的地是否已獲發外

地區的醫療費用高昂，落後地區發生意外

保險可提供取消旅程的保障。

遊警示，以及透過網頁提供的超連結，查詢

的風險較高，而部分地區可能需要先付款

8. 外遊前作出妥善安排：應隨身攜帶

外交部、國家旅遊局及其他海外國家提供

才提供醫療服務，因此有入院保證金的保

保單副本和印有保險公司緊急支援熱線電

的相關外遊資訊和提示，千萬不要罔顧自

障同樣重要。不同計劃下的醫療費用和緊

話號碼的資料，以備不時之需，正本則留給

己及家人的安全，前往已出現人身安全威

急運送的開支差距頗大，而有些保險計劃

在港的親屬保管，一旦發生意外，可由家人

脅事故的地區。

將緊急醫療運送和醫療費用等保障金額一

代向保險公司索償。

2. 比較不同的外遊警示伸延保障：不
少保險公司已就外遊警示而修訂旅程阻延

併計算，消費者在投保前宜仔細衡量有關

旅途中遇上緊急事故

保障金額是否足夠。

方面的保障或制定額外的保障範圍，消費

5. 高危活動的保障：若準備參與有危

1. 應變措施：如在外地遇到緊急事

者可比較不同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障，選擇

險性的活動，例如懸吊繩索、潛水等，便需

故，要保持鎮定，立即致電緊急支援服務熱

適合自己的保險計劃，例

要留意旅遊保險是否包

線，並通知有關機構，例如旅行社、警方或航

如可選擇在發出外遊警

括該等高危活動的保障，

空公司備案，亦需要保留所有有關單據或文

示下設有取消及縮短旅

以及高危活動的定義，例

件的正本，包括醫生證明、報案證明、延誤證

程保障的計劃，或選擇容

如潛水活動是否有水深

明和購買必需品的收據等，因投保人在索償

許在發出外遊警示的情況

限制。

時需提交足夠的證明文件才可獲賠償。如在

下可取消保單的計劃，但
要留意相關限制。

6. 留意墊底費：部
分保險計劃在個別保障

香港境外遇上緊急事故需要協助，可致電本
港入境處24小時求助熱線：
（852）1868。

3. 自動延長受保期：有很多保險計劃

項目設有「自負額」
（墊底費）
，例如醫療費

２. 有關法律責任的處理：旅遊保險普

能提供自動延長保障期的保障，若受保人

用、行李或隨身財物遺失或損毀、個人錢財

遍有第三者責任保障，如在旅途中引致他人

於旅程期間因不能避免的情況以致旅程被

遺失或取消旅程等，投保者於每宗索償時需

受傷或財物損失而需要賠償，應先致電緊急

迫延長，可免費延長保障期長達10天至14

承擔指定的自負額，餘額才由保險公司承

支援服務熱線，由保險公司指示適當的處理

天，而部分計劃已將保障伸延應用到發出

擔，消費者宜考慮設有自負額的計劃是否切

方法，切勿私下處理或自行作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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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包括醫療指導、緊急醫療運送及治療後

定金額的按金或作擔保，金額由$20,000至

劃，訂明保障不適用於17歲/18歲以下或65

轉送返港、遺體運送返港等。如受保人不幸

$40,000，惟受保人或其家屬需在入院後的

歲至75歲以上受保人士。

在旅途中遇意外而受傷或染上重病，可致

指定期限（例如45天）內清付有關費用，如

電緊急支援服務熱線，由專責人員根據其

有關開支為醫療費用保障的承保項目，則

緊急程度作出所需的醫療服務安排；若在

在賠償額中扣除。

保險公司只會根據保單內訂明的條款
及規定處理每宗索償申請，故消費者在選擇

認可資格的當地醫護人員建議下需作緊急
醫療運送，緊急支援服務專責人員會因應

一般不承保事項

子女護送和親屬探望

保險計劃時必須細閱保單條款和瞭解其不保

傷者或病者的情況，安排合適的交通工具

如受保人在旅程期間遭遇意外以致身

和醫療護送隊，將傷者或病者送至就近的

體嚴重受傷或患重病需留院，同行的受保子

正規醫院，甚或送回本港治理。但需注意該

女因在當地乏人照顧須被送返港，所有旅遊

類緊急支援服務只適用於危急情況，即受

保險均提供同行子女緊急回程所需的額外

保人的生命受威脅或因病情危急，經緊急

交通費（回程經濟客位機票）保障，部分還包

支援醫護人員判斷，認為有需要才適用，否

括往返機場的交通費開支和額外住宿費，保

則一切費用由投保人或受保人承擔。

障額由$15,000至$60,000或合理的交通、住

■ 蓄意外遊治病

宿費開支，但有關保障設有年齡限制，例如

■ 非必要的治療、手術和入住私家病房

（Emergency Medical Evacuation）保障額由

只適用於15歲至18歲以下的同行受保子女。

■ 自我暴露於非必要的危險

$600,000至$2,000,000或按實際開支，部分

視乎不同計劃，若受保人在旅遊期間

則不設賠償限額。上文提過，有些計劃會將

因嚴重事故需在當地連續住院超過3天至

療（因意外而損壞健全的牙齒除外）
、精神

「緊急醫療運送」和「醫療費用」等相關開支

10天，所有保險計劃可提供一至兩名家屬

病、酗酒和濫用藥物

一併計算，部分則將「緊急醫療運送」
、
「代

前往當地探望受保人的機票和合理的住宿

墊入院保證金/按金保證」
、
「同行子女緊急

費開支。

2 1 個保險計劃的「緊急醫療運送」

計算，消費者宜考慮在此情況下各項保障
額是否足夠。

個人意外和公共交通工具意外雙
倍賠償
「意外傷亡」的最高賠償額由$250,000
至$2,000,000，保障投保人在旅程中遭遇

代墊入院保證金/按金保證

間接因以下事項而引致的損失不獲賠償：
■

在保險生效前已知悉或存在有關的

外遊警示
■ 任何投保前已存在的狀況、疾病或損

傷；先天性或遺傳病

■

■

自殺、自我摧殘、懷孕、流產、牙科治

恐怖分子活動、生化或/及核子恐怖

襲擊
■ 戰爭
（不論宣戰與否）
、內戰、叛亂、暴

回程」
、
「親屬探望」
、
「額外住宿費」
、
「遺體
或骨灰運送」
、
「當地殮葬費」的保障額一併

事項。旅遊保險的不保事項舉例如下，直接或

意外而引致死亡或永久性完全傷殘，但計

動、民間騷亂、起義、侵略、外敵行動、革命、軍
事政變或奪權、為軍隊或執法機關執勤、任何
政府部門的行動或指令
■

已由其他保單或其他途徑獲得賠償

的損失。

受保人如在旅程期間因意外受傷或

劃普遍限制由意外導致身體受傷日起計的

患急病，在認可資格的當地主診醫生及緊

90天至12個月內死亡或導致永久性完全傷

急支援服務的專責醫生建議下需要入住醫

殘，投保人應留意有關限制。部分保險計劃

保險公司因應外遊警示而提供特定的

院接受治療，而受保人又無法支付住院按

訂明若受保人付費乘坐持牌的公共交通工

伸延保障，並有頗清晰的說明方便消費者選

金，調查的21個計劃中，16個有提供墊支指

具期間發生意外而引致傷亡，可獲個人意

擇，此舉值得鼓勵。

總結

外保障金額的1.5倍至雙倍賠償保障，部分

近年接連有港人在外遊期間發生嚴重

計劃將有關保障伸延至乘坐由旅行社安排

事故，一份能提供適切和有足夠保障的旅遊

的交通工具或私家車，部分的保障則同時

保險是不可或缺的。消費者必須明白，保單是

適用於遇劫時或持械劫案中無辜死亡。

保險公司和投保人之間訂定的保險合約，保

所有保險計劃均就這項保障設有年

險公司將會按保單內訂明的條款和規定處理

齡限制，通常17歲至19歲以下，或65歲至

賠償；所以在購買旅遊保險前應先瞭解保障

75歲以上受保人士，
「意外傷亡」的最高賠

內容和條款限制，細心選擇切合自己需要的

償額為$90,000至$500,000。而部分有提供

保險計劃。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1.5倍或雙倍賠償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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