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太平保險 (香 港)有 限公司 (“ 本公司
”
)獲 中國衛生部 (適

用於金卡)和廣東省及福建省衛生陌 (適 用於藍卡)特許認可簽

發 「囂外急教呂療保險卡」(「急救卡」),為 您提供百分百信心

保障。

髁驗計畫U塒趣

網絡醫院數量眾多 ,一卡傍身 、倍感安心

女口您在中國境內遇到突發性的意外事故而導致身體受傷 ,必需要進行
緊急救洽 ,只要出示 「急救卡」作為意外事故需要入住網絡醫院的住
院按金憑證 ,便可得到即時治療 ,無須支付住院按金 。網絡醫院數量

眾夕夕 ’為您提供足夠而全面的保障 。

雙幣｛呆單 ,任君選擇

您可選擇投保港幣或人民幣保單

不受年齡 、職業限制

凡持有香港身份證 澳̀門身份證 、台胞證或外國護照者均可投保 。

保障期內不限旅遊次數及逗留期限

於保障期內 ,您可多次往返中國境內及無須擔心因逗留時間過長而使

保蹲失效 。

免質提供2碎小時緊急支援服務 ,提供不設限皕的緊急醫療撒

離或送返 、遺體或骨灰送返保障

爆費裝

儼嬾鱦鬮

保障地區 :中國境內 ｛香港特別行政區‵濼門特別行政區及台踏除外 )

☉ 女1被保險人在從事下列任何工作類別(不 論是臨時或長期性質的〉期間而蹲致身故或傷即 將不會玃得上述人身平安保險保障 :

.演藝表演或電影及電視製作或充當特技人或龍虎武師 駕駛商用車 30呎以上高空工作或在坑 、井下20呎 深處工作 .碼頭及船上工作 .建築地盤工作
使用機械動力機器 、l卑機 、切嘗j機器 。

如被保險人因從事上述之工作類別而導致意外身故 ,本公司將給予意外身故津貼港幣/人民幣20,000元 (標準計劃)或港幣/人民幣50,000元 (尊貴計晝j)予其法定/指 定受益人三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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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 2｛小時繄急支援服稍

(一 ) 緊急醫療撤離或送返

(2〉 送返遺體或骨灰

〈3)安排親友探望

(冷〉安土ll未成年子女返港(年齡為可8歲以下)

〈愚〉墊支住院按金(適用於國內非網絡醫院〉

(6)諮詢、轉介熱線服務

網絡饗院資料 緊̀急票務安排、找尋寄運行李服務、律師轉介服務、旅遊簽證資料、翻譯人員轉介服
務 領̀事館資料、嚳療服務/諮枸/入 院安排轉介。

3 補領旅遊證件

賠償被保險人因遭盜龢 搶劫、爆臟或因意外遺失旅遊證件所需支付的禴領旅遊證件手續費。

2 意外急救醫療費用

(可 ) 意外急救醫療費用

被保險人因外來明顯意外事故所導致之身體損傷 ,由 網絡醫院提供即時的緊急救治之醫療費用。包括
門診及住院轝療費用。

(2)覆診費用

被保險人可於30天 內因同一意外事故索償在中國境內之網絡醫院或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覆診所須支付
之合理醫療費用。

該覆診費用包括跌打醫療費用每次意外最高賠償港幣/人 民幣500元 (每天最高限額港幣/人 民幣
-00元

);整脊或物理治療費用每次意外最高賠償港幣/人 民幣可,000元 (每天最高限額港幣/人 民幣
-50元

〉。

人身平安保險
o

被保險人如在中國境內因意外而罋致身故或傷殘 ,將可獲得賠鄔

(一 〉身故

12)永 久完全傷殘

(3)喪失兩肢或雙目失明

(冷〉喪失一肢及一目失明

(5〉 喪失一肢或一目失明

因同一宗意外導致多項之傷廘 ,總賠償額將不超過保障金額的︻00°/° 。

保障範圍

不適用

300,000

3,000

200,(l00

一

00°/°

一

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標準計劃

不嗀限額

不設限額

一張雙程經濟客位機票

單程經濟客位機票

美元6,500

適用

﹁,00(l

300,000

5000

300,000

可00°/o

﹁00°/°

-00°
/°

可00%
50°/。

尊貴計劃

最高賠償金額
(港幣/人民幣)



般除外資任

本保險不負資以下原因引致的人身傷亡及費用 :

.戰爭 類̀似戰爭的行動 ,恐怖主義活動 ˋ內戰 、叛變 罷̀工 暴̀

動 ,或由於核子武器游離幅射 ,核子燃料或其燃燒後產生的廢料所

致幅射能的沾染 。上述核子燃燒包括自發的核子分姴在內 。

.任何非法行為或活動 。

.從事專業性質的運動或比賽 ,或可使被保險人從而獲得收入或酬勞

之運動 。

.參與各類危險活動或運動 。

.被保隇人自願招惹不必要之危機(為 企圖拯救別人之生命貝」除外)或在

神志正常或精神失常的情況下自殺 自̀毀 、蓄意自殘或做出任何企

圖威脅自身安全的行為 。

.懷孕 分̀娩 、難產 、墮胎或流產 。

.因被保險人的挑釁或故意行為而導致的打鬥或被襲擊 、神經失常 ˋ

酗酒 吸̀毒或濫用藥物 (該藥物非由註冊醫生處方者 〉、長期休養

或療養和非因意外令身體受傷而須進行之牙齒護理治療 。

.參與任何空中飛行活動 ,從事空中飛行工作 (以旅客身份乘搭由航

空公司或註冊商業公司擁有和控制的註冊航班機除外 )。

.任何性病或由於HV(人類免疫力缺乏症病毒〉及/或 與 H｜ V有關的任何

疾病 ,包括愛滋病(獲得性免疫缺損綜合徵〉及/或其任何突變衍化物

或變種 。

.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病 。

索償手繌

人身平安保險

可 被保險人或索償人必須在意外事故發生後30天 內 ,以書面通知本公

司有關意外事故 。

2被 保陂人或索償人必須填妥及簽署本公司的賠償申報表並提供意外

傷殘或身故之證明文件正本 ,包括醫生簽發的證明書 ,證明傷殘的

嚴重程度 ;政 府有關部門報告正本如警方報告 ;如 導致死亡 ,貝1須

連同死亡證正本及驗屍報告 。

意外急救醫療費用

可 被保險人因意外事故需要住院治療時 ,被
1呆 險人可憑 「急救卡」在

指定的網絡醫院辦理入院的手續而無須支付住院按金 ,在 本保險之

最高賠償金額內的醫療費用 ,將在日後由本公司支付予有關網絡醫

院 。而超出本保險之最高保險金額或非保障範圍之醫療費用須由被

保險人即時償還或自行支付 。

2被 保險人因意外事故需接受門診治療或未能出示 「急救卡」時 ,被

保險人需自行繳付緊急醫療費用 ,並於意外事故發生後30天 內填要

及簽署由本 /ㄙ̀ 司提供的賠償申報表 ,連 同網絡醫院蓋章簽發之醫療

費用清單及收據正本 主̀診醫生簽署的醫療診斷報告及政府有關報

告或意外證明文件正本 ,直接寄回本公司辦理索償手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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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冊子只供參考之用 ,有 關詳細說明及保險條款及所有不保事項 ,請參閱保單原文 。
本冊子的中 、英文本如有差異 ,概以英文本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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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領旅遊證件

須於2玲小時內向事發地點警方報案及提供有關報告 ,並需提供補領旅遊
證件的手續費收據作為索償依據 。

注意事工頁

可 被保險人若遺失 「急救卡」或需要更改 「急救卡┘上的個人資料 ,

請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補領新卡手續費為港幣/人 民幣可00元 。

2被 保陳人若中途提出退保 ,必須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並退回 「急救

卡」及保險單才接受辦理退保 ,其未到期保險費將按下列退費方法

辦理 :

、 投保30天 9̀0天 可̀80天及一年期保險計畫j,保單一經簽發 ,

已繳保費將不獲退還 :

.投 保兩年期保險計畫j,若在第一年保期內提出退保 ,可退回第
二年之保險費 ,若在第二年保期內提出退保 ,將不予退費 ;

.投 保三年期保險計畫j,若在第一年保期內提出退保 ,可退回第
二及第三年之保險費 ;若在第二年保險期內提出退保 ,可退回

第三年保險費 ;若在第三年保期內提出退保 ,將不予退費 。

3所 有因意外弓致的身體受傷必須先於中國境內接受網絡醫院認可

醫生的第一次治療 。

玝 所有保費及賠款均以投保幣1直 作出結算 。如須以港幣作轉換 ,該人

民幣折算為港幣的適當竟換率將由本公司釐訂 。

醫院通訊名錄可到本′ㄙ̀司網頁瀏覽及下載 :

WⅥ內Ψ.hk.cntaip:n9.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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