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計劃可供選擇，
保費只需HK$40起

3種自選附加保障 自設緊急支援服務

保障範圍 保費表 計劃特點 常見問題 關於我們

提供單次及全年計劃

我最喜愛旅遊保險服務
UMAGAZINE旅遊大獎2013-2016

榮獲
4年
連續

旅遊智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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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保費表 計劃特點 常見問題 關於我們

核心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元）

2. 人身意外保障 1

 a. 乘搭交通工具之意外 
 b. 其他意外 

$500,000
$250,000

$1,000,000
$500,000

$1,200,000
$600,000

3. 緊急入息援助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0,000

$20,000
$20,000

4. 旅程阻礙保障
 a. 取消旅程 
 b. 旅程中斷 

5. 個人財物保障 
 a. 行李及個人物品 
 b. 個人金錢 
 c. 旅遊證件 

$8,000
$1,500
$10,000

$10,000
$2,500
$3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2,000
$800

6. 延誤保障 
 a. 旅程延誤 
 b. 行李延誤 

$1,500
$600

7. 個人責任 不適用 $2,000,000 $2,000,000

8. 信用卡保障 不適用 $20,000 $20,000

9. 家居物品保障 不適用 不適用 $3,000

1. 緊急醫療費用及援助
 a. 醫療費用 
 b. 緊急醫療運送 2 
 c.  運返費用 2 
 d. 海外住院現金津貼 
 e. 緊急啟程 
 f.  子女護送 

$500,000
不設限額
不設限額
$5,000
不適用
不適用

$800,000
不設限額
不設限額
$5,000
$30,000
$30,000

$1,000,000
不設限額
不設限額
$5,000
$30,000
$30,000

基本 優悠 超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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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保費表 計劃特點 常見問題 關於我們

註：
1. 若受保人年齡為 17 歲以下，第 2 項「人身意外保障」的最高賠償額為HK$250,000
2. 請致電 Travel Guard 國際支援熱線（852）3516 8699 以作出有關安排

自選計劃（只適用於單次優悠和超卓計劃） 

10. 高爾夫球保障
  a. 高爾夫球物品 
  b. 租用高爾夫球工具 
  c. 草坪費用 

$8,000
$6,000
$3,000

11. 郵輪假期 
  a. 額外旅程阻礙保障 
  b. 郵輪阻礙保障 
  c. 取消岸上觀光旅程 
  d. 衛星電話費用 

$30,000
$50,000
$10,000
$2,000

12. 水肺潛水 
  a. 潛水旅程 
  b. 租用設施費用 

$15,000
$10,000

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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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保費表 計劃特點 常見問題 關於我們

核心保障

1. 緊急醫療費用及援助

a. 醫療費用
賠償受保人在旅程中因生病或意外受傷而須接受合資格醫生治療、
外科手術、住院服務的費用
覆診費用
‧賠償受保人回港後3個月內繼續治療的覆診費用，最高賠償額為

HK$50,000，並包括註冊中醫、針灸及跌打診治，每日每次最高
HK$150，最高賠償額為HK$1,800

b. 緊急醫療運送 2

提供緊急醫療運送、協助安排交通和護理等服務，運送受保人到其
他地方作適當治療

c. 運返費用 2

安排運送其遺體或骨灰返回香港

d. 海外住院現金津貼
若受保人於海外住院，每日可獲現金津貼HK$500，最高賠償額為
HK$5,000

e.  緊急啟程（只適用於優悠和超卓計劃）        
賠償受保人在旅程中身故、嚴重受傷或患上嚴重疾病，需要1名成
年直系親屬前往或1名旅遊夥伴停留該地所引致之額外住宿費及/或 
旅遊票

f. 子女護送（只適用於優悠和超卓計劃）
賠償受保人在旅程中因嚴重受傷或患上嚴重疾病需於海外住院，
其同行之15歲以下子女沒有其他直系親屬陪伴，而需其1名直系
親屬或1名旅遊夥伴陪伴該名小童返港之額外住宿費及/或旅遊票

適用於第1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未能提供合資格醫生之醫療報告及收據正本

2. 人身意外保障 1

保障受保人在旅遊期間遇上意外引致：
‧ 嚴重燒傷 或
‧ 永久傷殘 或
‧ 意外身故

a. 乘搭交通工具之意外
若受保人因自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經旅行社安排乘搭交通工
具或乘坐私家車時發生意外所致

b. 其他意外
若非因第2a項「乘搭交通工具之意外」

適用於第2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一切由疾病或病毒引致的損傷

註：
1. 若受保人年齡為 17 歲以下，第 2 項「人身意外保障」的最高賠償額為HK$250,000
2. 請致電 Travel Guard 國際支援熱線（852）3516 8699 以作出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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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保費表 計劃特點 常見問題 關於我們

核心保障

3.  緊急入息援助（只適用於超卓計劃）
 若受保人在旅程中意外受傷，在合資格醫生證明下，返港後不能
 返回其慣常及賺取收入的工作，每周可獲賠償 HK$1,250，最長
 為24星期

4.  旅程阻礙保障（只適用於超卓計劃）
 a.  取消旅程
 賠償受保人若因下列原因必須取消旅程，而不能退回之團費及/或 
 交通費及/或住宿費：
 ‧出發前90日內，受保人、其直系親屬、密切商業夥伴或旅遊夥
     伴身故、嚴重受傷或患上嚴重疾病
 ‧出發前90日內，受保人收到傳票需出庭作證、當陪審員或被政府強 
   制隔離
 ‧出發前1星期內，突然爆發公共交通工具機構員工罷工、目的 
    地廣泛性爆發傳染病、暴動或民亂
 ‧出發前1星期內，受保人及/或旅遊夥伴之香港主要住所因火災、 
   水淹或天然災害導致嚴重損毀

b.  旅程中斷
 (1) 提早結束旅程
 賠償受保人啟程後因下列原因必須提早結束旅程，而不能退回之
 未享用的團費及/或交通費及/或住宿費及/或額外交通費及/或住宿費：
 ‧受保人、其直系親屬、密切商業夥伴或旅遊夥伴身故、嚴重受傷、 
   患上嚴重疾病
 ‧目的地突然爆發公共交通工具機構員工罷工、暴動或民亂、天然
   災害或廣泛性爆發傳染病
 (2) 更改旅程
 賠償受保人啟程後，目的地因下列原因必須更改旅程，引致額外交 
 通費及/或住宿費：
 ‧突然爆發公共交通工具機構員工罷工、暴動或民亂、惡劣天氣、 
   天然災害或廣泛性爆發傳染病
  (3) 強制隔離保障
 賠償受保人因被懷疑患上大流行病而被強制隔離，其不能退回之未 
 享用的團費及/或住宿費

 適用於第4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以同一原因同時索償第 4b (1)項「提早結束旅程」、第 4b (2)項 
  「更改旅程」及第 6a 項「旅程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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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保費表 計劃特點 常見問題 關於我們

核心保障

5.   個人財物保障（只適用於優悠和超卓計劃）

a. 個人行李及物品
 賠償受保人行李、衣服及個人財物之意外遺失或損毀

b. 個人金錢
 賠償受保人因意外遺失之現金、銀行鈔票、旅行支票及匯票之損失

c. 旅遊證件
 賠償受保人因被偷竊、爆竊或搶劫而遺失旅遊證件及/或旅遊票之
 有關補領費用，及額外交通費及/或住宿費

 適用於第5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珠寶手飾或配件、手提電話（包括電子手帳電話及配件）、貨物或貨 
  辦、食物、古董、易碎物品等
 • 遺失後24小時內未有向當地警方報失
 • 以同一原因同時索償第6b項「行李延誤」及第10a項「高爾夫
  球物品」

6. 延誤保障（只適用於優悠和超卓計劃）
a. 旅程延誤
 若因惡劣天氣、天然災害、機件故障、騎劫或所乘之公共交通工 
 具機構員工罷工而導致旅程延誤：
 • 首滿5小時的延誤賠償HK$300，而其後每滿10小時賠償HK$700， 
     最高賠償額為HK$2,000

b. 行李延誤
 行李若因被誤送而延遲送達， 以致受保人於抵達目的地10小時 
 後仍未取得行李，最高賠償額為HK$800

 適用於第6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未能獲取公共交通工具機構書面證明延誤的時間及原因
 • 受保人最終未有登上有關公共交通工具機構所安排之首班取替交
    通工具
 • 以同一原因同時索償第4b(2)項「更改旅程」及第6a項「旅
    程延誤」
 • 以同一原因同時索償第5a項「行李及個人物品」、第6b項
  「行李延誤」及第10a項「高爾夫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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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保費表 計劃特點 常見問題 關於我們

核心保障

7. 個人責任（只適用於優悠和超卓計劃）
 保障受保人因疏忽導致他人身故、身體損傷或財物損失而負上法律 
 責任。但並不保障因駕駛或租用汽車、飛機、船隻及任何水上機動
 遊戲而引致之個人責任

 適用於第7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由於擁有或使用車輛、飛機、輪船、槍械或動物所引起的責任

8. 信用卡保障（只適用於優悠和超卓計劃）
 賠償受保人在旅程期間意外身故，其間以信用卡簽賬而未繳付的結
 餘款項

 適用於第8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因過期未繳而需支付的利息或財政費用

9. 家居物品保障（只適用於超卓計劃）
 賠償受保人外遊期間，因香港主要住所遭爆竊而引致之財物損失

 適用於第9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受保人於受保旅程完結返回香港後24小時內未有向警方報案及 
   未能逞交警方之報告
 • 受保人未有為其香港主要住所作合理的防衛及預防以減低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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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保費表 計劃特點 常見問題 關於我們

自選計劃（只適用於單次優悠和超卓計劃）

10. 高爾夫球保障

a. 高爾夫球物品
賠償在受保旅程期間受保人高爾夫球物品被偷竊之損失或損毀

b. 租用高爾夫球工具
若受保人的高爾夫球工具在受保旅程期間有所遺失、被竊或損毀，
將賠償予受保人有關租用高爾夫球工具的費用

c. 草坪費用
若受保人在受保旅程期間因嚴重受傷或嚴重疾病而不能使用已租的
高爾夫球場或不能參加高爾夫球課程，賠償受保人有關此場地或課
程的高爾夫球課程費用或租用高爾夫球工具費用

       適用於第10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遺失後24小時內未有向當地警方報失
‧ 以同一原因同時索償第5a項「行李及個人物品」及第6b項
 「行李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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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保費表 計劃特點 常見問題 關於我們

自選計劃（只適用於單次優悠和超卓計劃）

11.郵輪假期

a. 額外旅程阻礙保障
旅程阻礙保障之最高賠償額會遞增HK$30,000

b. 郵輪阻礙保障
若受保人於旅程中，直接因惡劣天氣、天然災害、機械故障、
騎劫或公共交通工具機構員工罷工，引致受保人所安排用以接駁
其郵輪旅程之公共交通工具到達時間延誤至少八(8)小時，賠償受
保人不能退回之未享用的郵輪旅程費用及/或因要前往下一個原定
安排之目的地以繼續郵輪行程(如有者)而引致額外合理的旅費

適用於第11b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未能獲取公共交通工具機構書面證明延誤的時間及原因
• 受保人遲到機場或碼頭
• 受保人最終未有登上有關公共交通工具機構所安排之首班取
替交通工具

• 以同一原因同時索償第4項「旅程阻礙保障」

c. 取消岸上觀光旅程
若受保人因嚴重受傷或嚴重疾病或遇上惡劣天氣而需取消由郵輪
公司安排之自費岸上觀光行程，將賠償不能退回之未享用的有關
費用

d. 衛星電話費用
如受保人或其旅遊夥伴因嚴重受傷或嚴重疾病而不能繼續其受保
旅程及必須返回香港，將賠償因此原因而需使用的衛星電話費用

適用於第11d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未能提供證明由衛星電話服務供應商發出證明使用衛星電話費
 用的正式收據

• 未能提供由郵輪上的合資格醫生發出的書面報告證明損害或疾
病是於郵輪上發生及發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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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計劃（只適用於單次優悠和超卓計劃）

12.水肺潛水
a. 潛水旅程

若受保人於受保旅程期間受傷或生病，經合格醫生診斷後認為
受保人身體情況不適合潛水，將按比例賠償受保人不能退回已
於受保旅程前已支付之潛水旅程費用
如在潛水期間受傷或生病:
• 受保人必須在認可潛水教練或潛水指導員的指導下進行潛水
 及潛水深度最高18米；或
•已獲由認可潛水教練簽發潛水證書的受保人必須在證書訂明
 的最高深度內潛水

b. 租用設施費用
若受保人的潛水器材於受保旅程期間有所遺失、被竊、損毀或
於運送期間暫時遺失超過12小時，將賠償予受保人有關租用
潛水器材之費用。

適用於第12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受保人未能提供由合格醫生所簽發的醫療報告確定受保人在
 醫療上必須取消/中斷潛水旅程
•潛水器材遺失或被竊後24小時內未有向當地警方報失及未
 能逞交當地警方之遺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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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內戰、敵侵、叛亂、革命、運用軍事力量、篡奪政府或軍權

• 任何賽車活動、比賽、職業運動或參與可賺取收入或報酬的運動

•自殺、自我傷害、自我暴露於非必要的危險狀況

• 分娩、懷孕；精神病、睡眠或精神失調、精神錯亂；酗酒及濫用藥物

• 任何投保前已存在之疾病或損傷（不論受保人知道與否）

• 所有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前往或在中國大陸境內之人士，惟同時
為其他國家合法居民除外

• 因恐怖襲擊所引致的損失(第1項「緊急醫療費用及援助」、第2項
「人身意外保障」、第3項「緊急入息援助」及第8項「信用卡保障」除外)

• 已經計劃或實際在、前往或途經古巴、伊朗、敘利亞、蘇丹、北
韓、或克里米亞地區的旅程直接或間接地所引致的任何損失、損
害、受損或法律責任

• 由古巴、伊朗、敘利亞、蘇丹 、北韓、或克里米亞地區居民所引
致或蒙受的任何索償損失、損害、受損或法律責任

• 任何受保項目、索償或保障條款導致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其
母公司或其最終控制實體遭受因制裁法律或規例引致的刑罰

適用於所有保障項目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核心保障的基本保費：

家庭

401 - 3日 63 105 63 103 170

514 - 7日 85 139 79 132 216

858 - 14日 185 261 105 189 335

14215 - 22日 325 436 175 315 535

19523 - 31日 389 523 242 436 639

+32每增5日 +48 +63 +48 +63 +95

不適用全年 不適用 1,575 不適用 不適用 1,890

受保日期
亞洲（港元） 全球（港元）

基本 優悠 超卓 基本 優悠 超卓

931 - 3日 139 231 139 229 376

1154 - 7日 188 305 178 289 473

1878 - 14日 405 576 229 418 738

31315 - 22日 712 958 382 693 1,175

42923 - 31日 859 1,153 535 965 1,405

+72每增5日 +103 +137 +103 +139 +208

不適用全年 不適用 3,150 不適用 不適用 3,780

受保日期
亞洲（港元） 全球（港元）

基本 優悠 超卓 基本 優悠 超卓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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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保障的額外保費：

高爾夫球保障

201 - 3日 30 45 110

254 - 7日 35 60 145

358 - 14日 55 80 190

4515 - 22日 70 105 220

5523 - 31日 80 145 275

+25每增5日 +35 +50 +120

受保日期
亞洲 全球 亞洲 全球

個人（港元） 家庭（港元）

301 - 3日 50 68 110

804 - 7日 140 150 300

1458 - 14日 240 260 530

20015 - 22日 340 370 750

26023 - 31日 445 490 970

+75每增5日 +125 +130 +275

受保日期
亞洲 全球 亞洲 全球

個人（港元） 家庭（港元）

郵輪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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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保障的額外保費：

亞洲計劃保障包括澳洲、汶萊、柬埔寨、中國、印度、印尼、日本、
韓國、寮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馬來西亞、緬甸、紐西蘭、菲律賓、
新加坡、臺灣、泰國及越南。

全球計劃保障包括所有國家，但古巴、伊朗、敘利亞、蘇丹、北韓或
克里米亞地區除外。

此計劃由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承保。

以上資料僅提供保單摘要，有關詳盡條款及所有不保事項，概以保單
為準。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美亞保險熱線3666 7022。

如以上中文譯本於意義上有任何爭議，一概以英文為準。

801 - 3日 120 90 130

1004 - 7日 140 115 155

1408 - 14日 220 155 240

18015 - 22日 280 200 310

22023 - 31日 320 250 350

+100每增5日 +140 +115 +155

受保日期
亞洲 全球 亞洲 全球

個人（港元） 家庭（港元）

水肺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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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特點

最長182日保障期 每次旅程最長90日

70歲或以下 17至70歲      
年齡限制

（個人計劃）

年齡限制
（家庭計劃）

無國籍限制國籍 受保人必須為香港居民

受保旅程必須由香港出發旅程

此保險只適用於常規的假期旅遊或文職商務旅遊，並不適用於以導遊或領隊身份旅遊

合法夫婦年齡由17至70歲及其17歲以下小童，以保單生效日期為準

旅遊目的

若受保人在同一次旅遊中購買多於一份由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承保的自購綜合旅遊保險，
本公司只會根據較高賠償額的一份保單作出賠償重覆保障

如旅程在無可避免之情況下延期，
保單將自動延長最多10日

其他 不適用

每張保單旅程次數 單次 不限次數

單次計劃 全年計劃



我最喜愛旅遊保險服務
UMAGAZINE旅遊大獎2013-2016

榮獲
4年
連續

保障範圍 保費表 計劃特點 常見問題 關於我們

常見問題

1. 我的父母能購買「旅遊智易保」嗎？
 單次旅程計劃，個人計劃適合70歲或以下人士，家庭計劃則適合
 17-70歲合法夫婦及其17歲以下小童 (以保單生效日期為準)。

 全年計劃，個人計劃適合任何17-70歲人士。家庭計劃則適合
 17-70歲的合法夫婦及其17歲以下的小童(以保單生效日期為準)。

2. 我正在計劃在外地旅遊超過三個月。「旅遊智易保」保障 
 計劃最長可保障多少天？
 單次計劃每次旅程最長為182日，而全年計劃每次旅程最長為
 90日。

3. 我並非香港居民。我能夠購買「旅遊智易保」的全年計劃嗎？
 全年計劃，受保人必須為擁有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而單次計劃
 則沒有設這限制。

4. 我正在計劃一個商務旅遊。「旅遊智易保」會保障
 我的旅程嗎？
     「旅遊智易保」只保障從香港出發及休閑及/或文職商務之旅程，
 但從事任何與商業或職業有關的體力勞動工作而引起的意外是不
 獲保障的。

5. 我正打算來年的旅行。我該何時購買旅遊保險？
 你應該在確認旅程後盡快購買旅遊保險，所有出發離港後購買的               
 旅遊保險皆屬無效。

6. 我的孩子準備參加暑假5天遊學團，他可以自己獨立出保
 單嗎？
 可以，17歲以下小童可以獨立申請單次旅遊保險。



關於我們

美國國際集團(AIG)為全球具領導地位之保險公司。AIG成立於1919年，
現於逾100個國家及地區為客戶提供產物意外、人壽、按揭保險及金融
服務。AIG之多元化產品能協助商界及個人客戶保護資產，管理風險及
提供退休保障。AIG為紐約證券交易所及東京證券交易所之上市公司。
 
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為美國國際集團(AIG)成員。

AIG為美國國際集團在全球提供產物意外保險、壽險、退休金和一般保
險服務所使用之統一品牌。本公司相關資料，詳列於本公司網站
http://www.aig.com 或 http://www.aig.com.hk。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

http://www.aig.com/strategyupdate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aig
Twitter: @AIGinsurance
LinkedIn: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aig

所有商品及服務皆由AIG之附屬公司或關聯公司所承保或提供。部分商品
或服務不一定在所有國家皆有提供。各項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以實際訂立
之保險合約為準。部分非保險類產品及服務可能為獨立第三方提供。若干
產物意外保險可能由提供超額保險之保險公司承保。提供超額保險之保險
公司一般不參與各州之保險保證基金，故受保人不受該基金保障。

此保障計劃由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承保。

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港島東華蘭路18號港島東中心46樓
 
客戶服務熱線：   (852)3666 7022
傳真：                (852)2838 4180
索償查詢熱線：   (852)3666 7090
網址：                 www.aig.com.hk
電郵地址：          travelguard.hk@aig.com

本單張僅提供保單摘要，並不構成保險合約的一部份。有關保單條款及
不承保事項請參看保單條款及細則。如需要保單條款及細則，歡迎向
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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