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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第1項　緊急醫療費用及援助
a. 海外醫療費用 
 賠償旅程中因意外受傷或患病而須接受合資格醫生治療、
 外科手術及住院服務之費用
 - 70歲以下之受保人 $350,000 $1,200,000 $1,500,000
 - 70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175,000 $600,000 $750,000
 - 17歲以下之受保人 $175,000 $600,000 $750,000
b. 覆診費用
 回港後覆診限期： 90日 90日 180日
 • 意外受傷覆診費限額
  - 70歲以下之受保人 $350,000 $1,200,000 $1,500,000
  - 70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175,000 $600,000 $750,000
  - 17歲以下之受保人 $175,000 $600,000 $750,000
  • 疾病覆診費限額
  - 70歲以下之受保人 $35,000 $120,000 $150,000
  - 70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17,500 $60,000 $75,000
  - 17歲以下之受保人 $17,500 $60,000 $75,000
 • 中醫覆診費限額 $1,000 $2,000 $3,000 
     每日每次$150 每日每次$150 每日每次$200
c. 海外住院現金津貼 不適用 $3,000 $5,000
 若受保人於海外住院，每日可獲現金津貼港幣500

d. 緊急醫療運送1 

 提供緊急醫療運送、協助安排交通及護理等服務，運送受 不設限額 不設限額 不設限額
 保人到其他地方作適當治療
e. 運返費用1 

 安排運送遺體或骨灰返回香港 (包括出發前已存在的疾病 / 傷患) 
不設限額 不設限額 不設限額

f. 緊急電話及互聯網使用費用 $500 $500 $500 
 賠償致電緊急支援中心尋求醫療或旅遊緊急服務的電話及互 
 聯網使用費用
適用於第1項(a)至(e)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未能提供合資格醫生之醫療報告

第2項　人身意外保障
保障因意外而導致：
嚴重燒傷、永久傷殘或身故
a. 乘搭交通工具之意外
 • 保障當意外發生時，受保人以付款乘客身份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或乘坐由旅行社安排的交通工具；或正在駕駛或乘坐
  私家車
  - 70歲以下之受保人 $250,000 $800,000 $1,500,000
  - 70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125,000 $400,000 $750,000
  - 17歲以下之受保人 $125,000 $400,000 $750,000

b. 其他意外
 • 保障非第2a項所述之意外
  - 70歲以下之受保人 $250,000 $400,000 $750,000
  - 70歲或以上之受保人 $125,000 $200,000 $375,000
  - 17歲以下之受保人 $125,000 $200,000 $375,000

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中國內地及澳門計劃 全球黃金計劃 全球鉑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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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及澳門計劃 全球鉑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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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項　恩恤金 不適用 $10,000 $20,000
若受保人在旅程中不幸身故，其遺產承繼人將可獲恩恤賠償

第4項　旅程阻礙保障
a. 取消旅程 $2,000 $25,000 $50,000
    賠償因下列原因必須取消旅程而不能退回之團費及 / 或交  （黑色外遊警示 （黑色外遊警示
 通費及 / 或住宿費及 / 或簽證費：       下賠償100%；       下賠償100%；
 • 出發前90日內   紅色外遊警示 紅色外遊警示
  - 受保人、其直系親屬、密切商業夥伴或旅遊夥伴身故、  下賠償50%) 下賠償50%)
   嚴重受傷或患上嚴重疾病
  - 受保人收到傳票須出庭作證、當陪審員或被政府強制隔離
 • 出發前1星期內
  - 收到裁員通知
  - 受保人及 / 或旅遊夥伴之香港主要住所因火災 / 天然 
   災害 / 惡劣天氣導致必須留守於住所
  - 目的地受天然災害或惡劣天氣影響
  - 因恐怖襲擊香港政府建議如非必要不要前往的地方
  - 香港政府或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的廣泛性爆發傳染病
  - 發生工業意外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發生意外
  - 內亂、暴動、騷動或罷工導致所乘交通取消
  - 多個機場關閉而影響旅程
  - 香港政府發出紅2或黑色外遊警示

b. 旅程中斷3 $3,000 $25,000 $50,000
 (1) 提早結束旅程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賠償受保人啟程後因下列原因而必須提早結束旅程返回 
   香港，其不能退回之未享用的團費及 / 或交通費及 / 或
   住宿費及 / 或額外旅遊票及 / 或住宿費：
   • 目的地受天然災害或惡劣天氣影響
   • 因恐怖襲擊香港政府建議如非必要不要前往的地方
   • 香港政府或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的廣泛性爆發傳染病
   • 發生工業意外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發生意外
   • 內亂、暴動、騷動、罷工導致所乘交通取消
   • 多個機場關閉而影響旅程
      • 香港政府發出紅2或黑色外遊警示
   • 直系親屬、密切商業夥伴、旅遊夥伴或海外探訪的親友

身故、嚴重受傷或患上嚴重疾病
   • 香港主要住所因爆竊或人為破壞導致立即回港處理
   • 乘坐的航機遇上騎劫導致創傷
 (2) 更改旅程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賠償受保人啟程後因下列原因而必須更改旅程 (包括返
   回香港) 引致額外的交通費及 / 或住宿費及 / 或因遲返
   香港導致的額外機場停車場費用及 / 或寵物酒店費用：
   天然災害、惡劣天氣、恐怖襲擊、罷工導致所乘交通
   工具取消、內亂、暴動、騷動、罷工
 (3) 接駁交通工具誤點 不適用 $1,000 $2,000
   賠償因之前交通工具延誤而導致額外交通費用

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全球黃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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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及澳門計劃 全球鉑金計劃

 (4) 安排親友探望 不適用 $20,000 $30,000
   賠償受保人在旅程中身故、嚴重受傷或患上嚴重疾病而
   需1名成年直系親屬前往或1名旅遊夥伴停留該地，所
   引致之額外旅遊票及 / 或住宿費
 (5) 旅遊證件 $3,000 $25,000 $50,000
   賠償受保人因被偷竊、搶劫或爆竊而遺失旅遊證件及 / 
   或旅遊票之有關補領費用及額外旅遊票及 / 或住宿費
 (6) 強制隔離保障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賠償受保人因被懷疑患上傳染病而被強制隔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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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b(3)項「接駁交通工具誤點」及
 第9a項「旅程延誤」

第5項　意外入息津貼 不適用 $15,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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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息的工作，每週可獲高達港幣1,250
賠償

第6項　交通費津貼 不適用 $500 $600
賠償於海外到醫院就醫的交通費用及海外住院後返回香港由
香港機場返回日常住所的交通費

第7項　子女護送 不適用 $10,000 $10,000
賠償受保人在旅程中因身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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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項　個人財物保障
a. 行李及個人物品 $3,000 $12,000 $25,000
    賠償受保人行李、衣服及個人財物之遺失或損毀
 • 每件、每對或每套物品賠償限額 $3,000 $3,000 $3,000
 • 手提電腦、所有相機及數碼攝錄機及其有關配件及裝備 $3,000 $12,000 $15,000
  限額
b. 手提電話 / 平板電腦(只適用於全球鉑金計劃) 不適用 不適用 $3,000 
 賠償手提電話 (包括平版電腦) 遺失及損毀
c. 個人金錢 不適用 $1,500 $2,500
 賠償受保人因被搶劫、爆竊或偷竊而引致現金、銀行鈔票、
 旅行支票及匯票之損失
d. 信用卡被盜用 不適用 $16,000 $32,000
 賠償因旅程中信用卡被盜用而導致的財務損失及 / 或補領
 信用卡費用

適用於第8a項的主要不保事項包括
•  珠寶首飾或配件、食物、古董、易碎物品、電子貨幣 (包括
 信用卡或八達通等) 等
•  遺失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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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酒店或公共交通工具機構保管下的損失或損毀，除非於3
日內以書面通知該酒店或公共交通工具機構，如該機構為航
空公司，需獲得其財物紊亂報告。

• 以同一原因同時索償第9b項「行李延誤」

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全球黃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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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項　延誤保障4

a. 旅程延誤  
 (i) 所有計劃延誤超過5小時可獲賠償港幣300，而全球黃金   
   計劃及全球鉑金計劃其後再過10小時可獲賠償港幣500。   
   在同一班次之延誤，只可索償出發或到達延誤其中一項。    
   延誤原因為：因天然災害、惡劣天氣、導致延誤的天氣      
   情況、恐怖襲擊、主要工業或交通工具的意外、內亂、暴 
   動、騷動、罷工而導致交通工具延誤、機場關閉、機械 
   故障、設備故障 (包括電腦系統) 或飛機結構缺陷 
或       $300 $2,000 $3,000
 (ii) 出發時間延誤超過10小時，將賠償受保人因決定取消旅    
   程而不能退回之旅費。其原因為天然災害、惡劣天氣、
   設備故障、騎劫或所乘交通工具員工罷工

受保人只可索償上述第9a(i)項或第9a(ii)項其中一項

b. 行李延誤 不適用 $600 $1,200
 行李若因被誤送以致受保人於抵達目的地6小時後仍未取得
 行李，可獲賠償

適用於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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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於同一原因於第4b(1)項「提早結束旅程」、第4b(2)項
「更改旅程」或第4b(3)項「接駁交通工具誤點」中同時提

 出的索償

第10項　個人責任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保障受保人因疏忽導致他人身故、身體損傷或財物損毀而須
負上之法律責任
適用於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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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項　家居物品保障 不適用 $10,000 $15,000
賠償受保人於旅程期間因香港主要住所遭爆竊而引致之家居
財物遺失或損毀

第12項　租車自負額及退還汽車費用保障 不適用 $6,000 $12,000
賠償受保人駕駛租用車輛之損毀或損失而需承擔的保險自負額
及 / 或因入住海外醫院，導致租車公司回收租賃汽車的額外
費用

以上保障範圍受保單所載的不保事項所約束。請於投保前細閱保單。

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全球黃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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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項　高爾夫球保障
a. 高爾夫球物品 不適用 $8,000 
 賠償在受保旅程期間受保人的高爾夫球物品被偷竊或損毀

b. 租用高爾夫球工具 不適用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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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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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項　郵輪假期
a. 額外旅程阻礙保障 不適用 額外$30,000 
 第4項a及b旅程阻礙保障之最高賠償額會額外遞增港幣

30,000

b. 郵輪阻礙保障 不適用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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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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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致額
外合理的旅費

c. 取消岸上觀光旅程 不適用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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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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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項　水肺潛水
a. 潛水旅程 不適用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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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租用設施費用 不適用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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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項　滑雪運動5

a. 缺席預訂 不適用 $3,000 
 賠償因疾病或受傷導致缺席預訂項目中的已預先支付而
不能退回的滑雪纜車通行證、滑雪課程或滑雪運動工具

自選附加額外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中國內地及澳門計劃 全球黃金 / 鉑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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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附加額外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b. 滑雪軌道關閉  不適用 $5,000 
 賠償因太少或太多雪導致滑雪軌道關閉，每連續24小時  ($500 / 日) 
關閉可獲港幣500賠償

c. 租用運動工具費用 不適用 $1,500  
 賠償因自備的滑雪運動工具因遺失、運送延誤或損毀，而  
額外需要租用的滑雪運動工具費用

d. 滑雪工具 不適用 $3,000 
 賠償遺失或損毀的自備滑雪工具費用

第17項　缺席海外節目門票保障 不適用 $3,000 
-  出發前90日：
 賠償因受保人、直系親屬、密切商業夥伴、旅遊夥伴或海
外探訪的親友身故、嚴重受傷或患上嚴重疾病

    或
-  出發前一星期：
 受保人被隔離、裁員、天然災害、惡劣天氣、恐怖襲擊、內
亂、暴動、騷動、紅 / 黑色的外遊警示、罷工等導致不能退
回的海外體育、音樂、娛樂活動門票的損失

投保條件
  單次計劃 全年計劃
 每張保單旅程次數 單次 不限次數

 保障期 最長182日 每次旅程最長90日

 年齡限制： 
 個人計劃 不設限制 17至70歲

 家庭計劃（兩位 受保人及其配偶6 (17歲或以上）及其 受保人及其配偶6(17至70歲)及其  
 成人，子女人數不限）* 17歲以下子女，年齡由出發日計算 17歲以下子女，年齡由出發日計算

     投保資格 

 旅程 受保旅程必須由香港出發 受保旅程必須由香港出發

第13項　高爾夫球保障
a. 高爾夫球物品 不適用 $8,000 
 賠償在受保旅程期間受保人的高爾夫球物品被偷竊或損毀

b. 租用高爾夫球工具 不適用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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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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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項　郵輪假期
a. 額外旅程阻礙保障 不適用 額外$30,000 
 第4項a及b旅程阻礙保障之最高賠償額會額外遞增港幣

30,000

b. 郵輪阻礙保障 不適用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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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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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致額
外合理的旅費

c. 取消岸上觀光旅程 不適用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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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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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項　水肺潛水
a. 潛水旅程 不適用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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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租用設施費用 不適用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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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項　滑雪運動5

a. 缺席預訂 不適用 $3,000 
 賠償因疾病或受傷導致缺席預訂項目中的已預先支付而
不能退回的滑雪纜車通行證、滑雪課程或滑雪運動工具

以上保障範圍受保單所載的不保事項所約束。請於投保前細閱保單。* 家庭計劃的最高保障額為承保表內的300%

自選附加額外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 

    中國內地及澳門計劃 全球黃金 / 鉑金計劃

■ 投保人士：
(i)  必須為香港公民或香港永久居民
或無論醫療狀況如何均有全面權
利進入及返回香港的居民；及

(ii) 之旅程須包括香港及須於香港作
出安排及付款；及

(iii) 之旅程須於香港出發

■ 本計劃不保障只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護照及以此護照往返中國內地的人士

■ 投保人士：
 (i)  必須為香港公民或香港永久居民或無論醫療狀
況如何均有全面權利進入及返回香港的居民；及

(ii)  之旅程完結後返回香港或旅程完結後計劃返回
香港；及

(iii) 之旅程須於香港安排及付款並於香港出發

■ 本計劃不保障只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及以此
護照往返中國內地的人士

旅程不便
a. 取消旅程〈保障須依據上述第4a項〉 額外$5,000 不適用 
b. 旅遊證件〈保障須依據上述第4b(5)項〉 額外$5,000 不適用 
c. 行李及個人物品〈保障及其分項最高賠償額須依據上述第8a項〉 額外$5,000 不適用 
d. 旅程延誤〈保障須依據上述第9a項〉 額外$1,000 不適用 

 (i) 首5小時額外多港幣200，其後每10小時港幣200；
或
(ii) 因出發時間延誤超過10小時，賠償取消旅程而不能退回之旅費

中國內地及澳門計劃的自選附加保障 中國內地及澳門計劃 全球黃金 / 鉑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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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選附加保障

   
旅程日數 核心保障          

旅程不便
             

高爾夫球            郵輪假期           水肺潛水      滑雪運動   缺席活動

保費表 (港幣) 

全球黃金 / 鉑金     全球黃金 / 鉑金     全球黃金 / 鉑金     全球黃金 / 鉑金     全球黃金 / 鉑金       中國內地及
澳門計劃

中國內地及
澳門計劃

全球
黃金

全球
鉑金        

  1日 43 131 151 18  3  21  8  14  9

  2日 55 131 151 21  4  23  9  16  10

  3日 67 131 151 23  4  26  10  18  11

  4日 83 175 201 31  5  33  12  23  14

  5日 94 208 239 37  6  39  15  27  17

  6日 106 252 290 45  7  48  18  32  20

  7日 124 274 315 48  8  52  19  35  22

  8日 136 296 340 52  8  56  21  38  24

  9日 147 318 366 56  9  60  22  41  26

  10日 160 340 391 60  9  64  24  44  28

 個人 11日 176 373 429 66  10  71  26  48  30

  12日 190 417 479 74  11  79  29  54  34

  13日 205 438 503 77  12  83  31  56  35

  14日 207 468 538 83  13  88  33  60  38

  15日 N/A 490 563 N/A  13  93  34  63  40

  16-18日 N/A 534 614 N/A  15  101  38  69  43

  19-22日 N/A 570 655 N/A  16  108  40  73  46

  23-27日 N/A 605 696 N/A  17  114  43  78  49

  28-31日 N/A 682 784 N/A  19  129  48  88  55

  每增一星期 N/A 153 308 N/A  4  29  11  20  12

  全年計劃 863 1,800 2,070 350  54  374  139  255  160

  1日 86 262 302 36  6  42  16  28  18

  2日 110 262 302 42  8  46  18  32  20

  3日 134 262 302 46  8  52  20  36  22

  4日 166 350 402 62  10  66  24  46  28

  5日 188 416 478 74  12  78  30  54  34

  6日 212 504 580 90  14  96  36  64  40

  7日 248 548 630 96  16  104  38  70  44

  8日 272 592 680 104  16  112  42  76  48

  9日 294 636 732 112  18  120  44  82  52

  10日 320 680 782 120  18  128  48  88  56

 家庭 11日 352 746 858 132  20  142  52  96  60

  12日 380 834 958 148  22  158  58  108  68

  13日 410 876 1,006 154  24  166  62  112  70

  14日 414 936 1,076 166  26  176  66  120  76

  15日 N/A 980 1,126 N/A  26  186  68  126  80

  16-18日 N/A 1,068 1,228 N/A  30  202  76  138  86

  19-22日 N/A 1,140 1,310 N/A  32  216  80  146  92

  23-27日 N/A 1,210 1,392 N/A  34  228  86  156  98

  28-31日 N/A 1,364 1,568 N/A  38  258  96  176  110

  每增一星期 N/A 306 616 N/A  8  58  22  40  24

  全年計劃 1,678 3,499 4,025 681  105  727  270  496  311

此保單須向保險業監管局支付徵費。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將代表閣下支付此保單所須支付之徵費。詳情請瀏覽www.aig.com.hk/levy或致電(852) 355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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