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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意 外 急 救 醫 療 保 險 」 保 險 單 條 款

所列之最高賠償金額的 l0X1%.保險條款
投朋 「被保險人」與中國太平保險磡 有限’ㄙ0司 (「本公司」)雙方同意 :

1. 將投保愛尊明善收納入本保險合約 !並作為本保險合約的依據 .

2  由投驟刃 Γ被保險人」歡付承保詞昕列的保愛 .

3  本公司按照本保險單 「承保表」所列保障項目 ,為 「被保險人」在陳險期限內發

生的 「意外」事故提陝保險 .並簽發一張意外急救$療床險金卡或藍卡 (「急救

卡」)作為 「意外」事故需要人了主「網絡$院」的仕院按金憑證 .

「保障地區範圍」
廣東省、福建省範固 (適用於 「藍卡」).
中國境內 (香港特別一何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除外)(適用於 「金卡」)。

「網絡琴院」應用範圍

「藍卡」適用之 喲 絡瞪院」指廣輜 及相齵 衛剉嗨管搖下的指定暴院 .

Γ金卡」適用之「網籍$院J指除了 ├抓番院外｝道包括中國衛生部國際緊急救援中心

擋下的指定器院 .

本公司可更改 「網絡雷院」名單而無須事前通知 .佯一開 啊 絡番院」名單 ,可瀏霓本
公司網頁 :ww〝蕊 cnt宙p㏑gcom)

第一部分 釋義

本保險單內所有有β月詞語之單數字詞將醣 眾蠍意義而相反亦然 :另含踢性的字詞將包含

陰性及中性 :除非內文男有註明 ,下列詞語將以下列定義聞舉 .

1.「意外」指因暴力 、外在及可見因素弓︳致而完全非所能控制之事故 .

2.「-」 指於 「虪 」中列明嶙 人.如琍 明 ｜則指 「矊 人」身故後

在香港法例下的合法道產擋承人 .

3.Γ身建受傷」指範因上述定義之 「計 卜」 ｝而非涉及其他原因所學致之受傷 .

#.「合理宙東費用」指因放保障範固內之 Γ勱 卜」事故所須 ,並經 「雷生J邁議認為孺

要之服務所支付的魚用 ,並由 「被保險人J質際已支付予 「醫生」、物理治療師 、

讀士 、舉院膷 護車服務的必需貴用 !該費用包括由 「發生」處方之蔡物 .手術

費 、住院費 、讀理治療貴用 、輔助醫療費用及診斷測試 !但不得超過該項服務一般

正常的收發 .惟輔助醫療器材侞 輪荷 、義肢 、助視及助廳器等)賓用除外 .

J 「社保檢人J指其姓名列於 「承隰表」內的合黃格人士 .

6.「樊自失明〕指雙目完全及不簏收傲 不能酯 之失明 .

?‘
『一自失明」指單目完全及不能恢位及不能$治之失明 .

8.「衷失

一

放」指完全分灘或全部及永久喪失一手或手腕以上或喪失一腳或聊吧 上的

功用 。
9 「喪失雙放」指完全分離或全部及永久喪失兩手或兩腳或喪失一手或手腕以上及喪失

一腳或腳眼以上的功用 .

l0 Γ宵生」指在其執梁的地區已狸投描 、發牌或台法註冊登記從事內、外科診獠人士 ｛

但 「被保險人」或 「守皮保險人」的親田除外 .

l︳.「永久完全1身殘J指因發生 「意外」而令 「技保險人」不能從寧其正常工作 ,而該情

況自 Γ意外」發生日後持碘至少一年以上 ,經本公司認可之 「母生」檢定證明該情

況將永久完全令 「被保險人J失去任何工作謀生先力 〕日並無康復希望 .

︳么 「已存在之銵病J指任何在本保險單生效日期前已出現病徵或徵兆之疾病 、症狀╮身

體缺陷或虜腔狀況 !而 「夜保險人」當時已知悉或噁匕知悉者 .

13,Γ 承保表」指附於本保險單的承保素並擱成本保險單的一部分 .

第二部分 保障範圍

第一項 人身平安保險
每宗意外最高賠償金額 :列明於 「承保表」內

如 「被保險人」在 「保障地區瓾田內」發生 「意外」而在一年內因該 「意外J而導致身故

或永久踴窮 ,本公司將根據下列受琮事項及其賠憤金額百分比時廣予 「被保險人」(如屬身

故貝1賠度予其 「受益人」>.

本部分除夕卜責任
「被保險人」在從事下列任何工作顛別“論是臨時或長期性質的)期間發生「意外」而直接
或間接壿致或道成身故或永久傷發 .均不用於本部分保障範固 :

〕. 演藝表演或電影及鷲視製作或庣當特技人或脆虎武師 .

2. 駕駛商用車 (貨揯車 、貨車 、吊機車輛或旅遊巴士)口

3. 三十呎以上高空工｛喊 E坑 、井下二十呎深處工作 .

｛. 碼頭及u口
t上工作 .

J. 建築地盤工作 .

6  使用嶺械動力機器 、啤機 、切割技器 .

如被用範 0因從事上述之工作頭別而尊致 「意外」身故 ,本公司搏給予 「鄙 十」身故津貼港

熱\民幣 20,㎝δ元 砰 掉計削〉或港幣｝人民幣 5砝000元 磚貴言十刪)子其 「受益人」 .

第二項 意外鎯 買用

2.1勱時蠣 璐 專用
每宗意夕曝 高賠價金額 :列明於 「承保表」內

本公司同意賠虫 「被保險人」在 「保障地區報圈內」因遭受 Γ意外」事故所轉敢之 「身體

受傷」 !並在本保險指定的 喲 絡器院」內進行即時的緊急治療所產生之暋展費用 .每次

「意外」事故以不超過 「承保表」內所歹1嚇賠價金額粣 .

22 千見珍費用

每宗意外最高賠償金輯 :列明於 「承保表J內

俏 「被保險人J在 「保障地區範固」內所甚件的首次呂療費用瘦得接納和賠付 .可於三十

天內因同一 Γ點 小」拳故索笛在 「保障地區範圈內」之 「鋼絡暋院」或返回香港特別行政

區程診所須支付之 Γ合理發跟受用」 .

譈發診費用包括Γ被保險人」就接受跌打、物理治獠或整脊治療所支付之「合理發療費用」.

物理治療或整蒼治療必須為經:Γ 醫生」診斷 「被驟險人」之傷思後而作出的建鼓 .舒次 「意

外」所賠付的跌打治腳 總額不超過港啊人民幣500元 雊 每天晸高賠償金額為港〝\
民幣 l00元洲 打理治療發用或整脊治療費用縛碩不留渦港啊人民幣 1如00元 雊 每天最高

賠償金額為港幣人́民特 1允 元).

上述各項支出須為正帶及必密頤 :並須提交詳細之開支照目一收錄正本及由 「$生」提

供之區屏報告連詳細診斷資料以作證明 .

所有 「身體受傷」必須先於 「保障地區範固內」接受 「網絡醫院」認可 「醫生」的第一次

9虐以頁 .

第三項 補領旅遊證件
每宗專致嶷高賠償金額 :列明於 Γ承保表」內

倘 啦 保險人」在 噁 障地區範圈」因 「意外」心盜稱、搶劫‵舜璃而損失所需的旅遊證

件 ,本 ㄙ́、司將賠墳所需支付的補領旅遊證件手績費 .

第 四埧 二十 四小時緊急支援服務  熱線 :(8η〉2861奶 m

本緊急教援服務際款乃由國際教援(亞洲娳 (晒際教授」)發出及有屆田服矛旁只提供本保險

軍 「承錄表」內列明之 「被保險人」 .

1.媾
聈 事故」意指在有效期及限制章師內列明的地域報園內 ,轉致 「被保險人」急需

國際緊急支抈暇務的意外或 「急病」車故 .

「意外傷當」意指 「被屎險人」因暴力 、鄙 小.外來因素及可見之事故所直接單獨引

致魏 協害 .

「親人J意指田偶 、子女 ‵兄弟 、姊妹 、父或母 ｜及姻拐文母 .

「緊急倩況J意指 「揮保險人J因意外傷害或 「急病」所致無法防止且急孺外來援助

之殺重情況或災酊

「急病J意指不可頂期之病症 .

「尿居地」意指香港特別行政區(除非在投保書上另有列明).

2.有效期及地區限制
以下之服務在本睬險單有效期內生效 ,只適用於 「被保險人」的 「原居地」以外之地

區所發生之 「緊急情況」 .

受繳

身故

永久完全場殘
喪失兩肢

雙目失明

喪失一肢及一目失明
喪失一肢
一自失明

最高賭授金額百分比

標準計割
l00%
lm佑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袽 用

不適用

尊貴計到

㎜
儩
㎜
硼
㎜
踽
烿

在保賦幾的每十二個月內 ,因同一宗意外導致多項之腸殘 中守賠償額將不超過 「承保表」

l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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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緊急香療援助服務及保障

如 「被保險人j在 「原居地」以外地方旅行或公幹時因音外嚴重受傷或忠上 「急病」 !

或期間需要呂肆 、法律 、行程折回之緊急服務 i而該旅程或ㄙ́0幹並非住罔顧醫療人員

的曲止下進行 〕剪 及該旅程或公幹並非為接受或尋求濣 卜皆療或手術治療 ,貝Ⅱ「被保

險人」或其代表可敢電國際救接的緊急中碑 提供下列服務及虪 .任何有開接助

服務的費用將由國除救援直接支付 ,而任何 「被保險人」自行支付之有關女用 ,將不

會狼發道 .

3,l  電話吾療專當 、評估及辟介約見

當需要鞋療建議 !「 被保險人」可致電國除救接的緊急中心詢問當值醫生審療

建議及評估 !但該填電話服務只作為參考用途 .若有需要叫轉介至合適的盟生

或國際救援可代為預約醫生 .若 「扯保險人」不適一且走動 ,國際教授可安排雷

生上門出診 .但有關之普療賀用帑由 「被保鮅 」自行支付 .亦不會瓊國際救

援發遛 .

32 緊急義送
若 「植保險人」身超受傷或息上 Γ急病」 ,而國際救提中心的$療隊伍及 Γ被

保險人」的主診發生均建議「被保蚊K」孺要古‵其他盟院接受所需之適當治療 ,

國際救接會安排韭支付 :

321 逕送 「被保險人」至最就近的暋院 ;及

3.22 為了普療的原因 :

322︴  利用一切方法(包括但不限於救護接 ,固定班次之商務客機

及救傷朝 以遲送 「根保險人」至一所在設備上就該項身超

受傷或 「急病」更為適合的鞋院 .

3222 直接護送 「被保險人」至其 「原居地」u、J雷院 .

以上安排須由國際敢援中心的醫療防伍及 「被保險人」的主診醫生共同決定 .

這決定包括運送時間表 、運輸工具及目的地 .

33  治無後之話洪服務
於接受緊急護送服發後 ,並在 「被保險人」的主診暋生及國際救援緊急中心的

發生的共同診斷下〕「被保險人」作為一位普通乘客仍需被誰送回其Γ原居地」,

而其機票並不能用於讀送服務 ,則國際救援將妥善安排 「被保險人」乘坐固定

班次之航接(一張經濟客位的檄票咈 他合道之交通工具(-張經濟客位的票)

返回其「原居地」,一切護送贇用脯 往來樣場的附加黃用將由國際教授支付 ,

唯 啦 保險人」須把熂勰 之未史用部份交回國際敬援 .國際救圾將決定謏

選的時P曰弓及運送方法 .

3兮  運返齣 劈灰回國

女口Γ被保險人J不幸因意外或 唸 病」身故 i岫 付並安串H
3,¢ l  運返其迫趙或貴灰至 「被保險人」「原居地」內之女葬地點 ;或

3必.2 應 「被保險人」之道承人或代表之要求 i安排當地安葬 .但該資用不

得超過運塔 Γ被尿險人.道體返回 Γ原居地」之其用 。
3、5 邁港所爾製眑玲紫器材

若 「被保險人」的主診$生未能於當地取得合適的築物或了及窗療器材 ,國際
救援將在接狡通知後 ,循一切合法之途徑 ,運送該專藥物或1及璱療器材到 「技

保險人」身處之地 ,以供蝴 .「 被保險人」須支付該等粟物或伋 選療器材

的黃用及有關之運輸黃 ,除非國際敢援之$療隊伍認為此乃緊急所需 .

3.6 跟抱甫況
當 「被保險人」身在 「原居地J以外地方接受治療 ,國際救援將會跟遙 「被保

險人」的出療狀況 ,並向 「被保險人」之僱主或家屇匯報最新痛況 .

3η  詛來補巀週港
當 「被保險人」旅程所需之文件或個人證件(如設照 、簽鰳 退失或被盜竊 ,

國際救援將向 「被保險人」提供所需責料 〕以便 「被保險人」向有關當局補辦
證件 .

38 親友探病貴用
若 「校保險人」單獨外遊及在當地沒有 「親人」的情況下因身儘嚴重受傷或息
上 Γ急病」而住院達連填七天以上 ,國際散援將安排及支付一位 「被保險人」
之 「親人」或指定人士乘塔來回答撒經濟各位淢 其他合適之交通工具(經濟客

位)前往探望「被保險人」.及包括一般酒店佳宿 ,每日最高違港黯︳人民幣 191lll

元 ,並聶長可逢連接五日j唯不包括飲料 、膳食及其他的房間服務資 .

39 設港

一

成年子女回國
若 「校保險人」在 瞧 居地」以外地方因身楚受傷或患上 「急病」而比院 ,並

遐下與其同行之十八歲以下子女 ,而其子女之回程撥軍已失效 j則國際敬援將

安排該名(或多名)子女乘坐客機〈經濟客位站 回 「原居地」:國際敢援將支付
有Ⅱ日找票費用 .色括往返撩場的交通蛩 ,唯 「被保險人

一

須把路票之未使用部
份文回國際教援 .如有需要 j國際救援更會聘謗專人階同「破保險人」子女返

回 Γ原居地」 .

3‵10蚊 住-
在「被保險人J的主診醫生及國際救坡之盟生的共同建強下 j認為「被保險人」
需人住選院 ,而 r被保險人」又無法支付住院技金的情況下 !國際救接將墊支
高達美金 6,J00元 之住院按金或作為該箏住院按金之搪保人 !唯 「被保險人」
或其家晒 了代表稱搪保在人院後離 開費用 .

全ll 出晥後療紫住宿
如 Γ被保險人」之主誃發生及國際救投之醫生均認為 Γ被保險人」於出院後需
即時道行療養 〕貝Ⅱ國際教授將為「被雕 人」安排及支付出院後之一般酒店住

宿賁 .該筆女用包括每日高選港鞦 民幣〕β00元的酒店｛主宿費 ,並最長可蓮

連鎮五日 j出院後即日起計 .

3i2 安排緊急回國料理 Γ親人」俊車
當 「被保險人」身在海外(不包括移民)而佳悉 「親人」身故 ,並須立即折返其
Γ原忠地」,國際救援將安排 「被尿險人」乘坐客樣〈捶濟客位)返回 「原居地」
及支付有開的撥票與用 .

313 高館句膙                                    ,
「被保險人J可於任何時間致電國際救授的緊急中心要求提供下列黃料及轉介

月區五旁:

3.l31 最新的免度及防疲要求及需要、敬用礙證要求

3〕 32 領使館地址及麾話
3〕 J3 代專並轉送行李
3lJ︳  旅逛黃料
3135  「網絡盟院」通訊名錄
3136 緊急行程安排
alJ7 提供研卑員常介服務
3.138 律師特別投務

國際救投將不會發過 「被保險人」或任何團體或人士 〕任何並非經由國際敢援提供之

服務 j或未經國際救援項先同意之貴用 。

J.腳
5︳  「被保險人」必須用任何合理方法避免產生 喲 況」 .

52 自際救授小組或代表可自由接崗「被保險人」以評佑Γ被保險人」的情況 ,若此
接獨在未有合理原因的情況下被拒把 ,「被保險人

一

拇不符合萸格接黑進一步的

雷房支援 .

53 「發保臉人」必須協助國際救援取得需要文件或收條 .有關手鎮的貴用由「被保
險人J自行負搪口

5可  「被保險人」必須由該事故發生後兩年內就救援服務提出東慎或採取法律行動 ,

否則當作放棄論 .

6. 儆 道雕
如國際破毋因提供支援子 「被保險人」而需支付任何資用 i其將取代 嵫 保險人」的
權利收敖任何第三者在法律貴任上因有母日支接而所需支付的款項 ,唯金額將不超過國
條救援及其他保險或支援計劍就是項支付的賁用或賠候。

了不里保項目及其他限制
除 「被膙 人」或家駧 意自費所需之服務 ,否則 「被保險人」若因下歹ll情 況而尊致

身走損傷或患上疾病 ,醣救援將不提哄帥 服務及支付任何費用 :

7可  在旅程出發如已存在的媒病或損陽,不諭 「被保險人」蔡見與否 .

72 故意自傷、神經錯亂 、神智不清 、濫用酒精或率物所引致的損陽 、長期休發或

療苦 .

73 先天的疾病及異常 .

7.6 所有與忸孕及分1史有Π日的負用或情況 .

75 間接或直接由於營輿職業運動或雜與齗
76 由於參與非法活動所致的損傷 。
了7 並未經國際救援投權或介人提供的服務 .

了8 在無國際救授介人的情況下 ,「 被保險人」理應支付或早已君牛的費用 。
了、9 任何更適當地由其他保險承保的貴用 .

7︹ ° 根揮國際救授田生的意見 ,被保險人在當地瘦妥當的治療後
一
便能體級旅程或

返回工作的輕徽疾病或損傷 .

7︴

一

 經國際敬撰之$生意見認為 「被保險人」在無騷康人員陪同下 ,仍能如一般乘
客可乘坐普通航班返回 「原居地」,國際敢援將不負責所支出的費用 。除非國

際教圾的雷生認為有帑要的則除外 .

了︴2一切與揹神滿有EΠ的個案 .

7ㄇ 3 「被保險人」參與任何空中飛行活勁 .如以持票乘客身1分 !乘坐固定航班或領

有飛行勃照及固定航線的包機貝l」除外 .

8舖
國際救援特不負責因罷工 、戰爭、敵國人侵 、武裝衝突 (不論是否正式宣戰 )、 內戰 、
內亂 、叛亂 、恐怖行動 、政愛 、暴勁 、群眾镼擾 、政治干預、輯射或自然災攤簿的不

可抗力事項或不可歸貴於國際救跟之專由所轉致救助行動逛誤 、無法提供或進行而產

生的任何貲任 口

擾推介的專業人士 、奇生、診所及暋院 ,均非本公司或國際救援的職員、代理或僱員 j

宿些車榮人士 、$生 、診所及醫院乃獨立人士玟樣構而驟對自己所作的行為負貴 .在

推介前 ,國際救損將查核這些專業人士 、$生 、誃所及審院是否具備資格 ,並確賓其

狼當地政府的認可 .女口逸這些專業人士 、發生 、診所及騷院之行為不當 j國際敢援概

不負貴 .

9.終止合約
此服務將由保單終止後立刻終止 .

10.甸
此服務會被不時檢討及本公司保留在任何時間修改此服務的禮云lj而不稱預先通知

11.此服務是由國際救援提供 .國際救樓為獨立的承辦商 !並非本公司的代理 ,本公司不
會就國際救接提供之服務作出帥 聲明 、保證或搪抹 ,及不會就 「被保險人」或任何

人士因國際救援或其代理提供之服務或建議或駭等服務之供阻而直接或間接蒙愛或招

致之任何損失 、損害 、愛用 、起訴 、訴訟或法律程序承搪任何黃伍 .

第三部分 適合於各部分之車則條款

↑  本保險單及 Γ承保表」內所列應視為同一契約 ︳不論保險單內或 Γ承保表」內的1千何

部分之字句措辭 ,其啟示有特定之含義者 ,則均應以該珼特定含覬為準 。

2  投保加 Γ被保險人」所簽署的投保養 ,是本公司簽發本屎險單的根撞 .投保vU「 被

保險人」須確宜填報 .如有砬報索賠或提供偽證學膀肝 本保險單亦即行失效 〕

3  「被保險人」保證向本′ㄙ0司 彉遛本′︿0司 己墊付而不在本保險保障範固以內的款項 .

6  管檔法律租

本保險單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約束 .

5  投確

本公司如提出要求 ,投陳刃 「破保險人」須以書面授摧本ㄙ́、司向其他個人甪咳團體

索取有開資料 .

6   老工g』項田右揓

「被保險人」應採烈一切合理措施以防止任何意外、損侮 .死亡及減省有關事故的貴

用及開支 .

7  仲裁

所有由於本保險單所弓｜起的爭議 〕應提交一位仲裁人裁決 ,該Υ中詙人由爭義雙方以奢

面委任 .如雙方對該一被選之6中裁人不能同意時 ,則每方可於對方音面請求一個月內

各委任一人為1中裁人法定之.如果該兩位｛中裁人不能取得一致意見 ,則應於1中瑣未開

始前由該兩位1中裁人以會面委任一位公斷人參與公斷程序 ,並搪任公斷時之主席 ,l乍

出公斬.在公斷人未作出公動書之前 !「被保險人」不得對本公司進行起訴.如本公

司已拒絕 「按保險人」任何賠償要即 而 「被保險人」在技拒絕後的十二個月內不根

據本條款規定提交1中裁 ,則作為放車索賠要求論 j llL後不得再造行追討 .ㄔ.運事通知翻 責任

釕 6



時限

任何向本公司索償訴韐之行動 ,應於 Γ意外」事故發生後一年內提出。否則將喪失所

有索償及訴訟之權利 。

〡弓位權

本公司有權以「被保險人」之名義向其他個人或國體追討本公司所支付之任向賠償 ,

而投保力 「被尿險人」應協助及提交有關之文件給與本公司以便索償 。投保人l「被

保險人」同意不會影礐或妨礙本ㄙ́、司追討權利 。

索憤通知

投保刃 「被保1跟一人」必須於導致 Γ身體受傷」或身故的 「意外」發生後三十天肉向

本公司遞交索償通知書 .若未能在上述期限內遞交通知 ,在無合理解千受

一

情況下本公司

有權拒絕有開索價申請 。

支付賠攢

︴｛可 投保人或 Γ被保險人」或 「受益人」就收訖賠償後簽訂的收據 ,均被視為本

公司完全履行及最終解除所有本公司的責任 .

︴︴2在本保單內的保費及賠償金額均以投保幣值作出結算 。如須以港幣作轉換 ,

該人民幣折算為港幣的適當兌換率將由本公司匿訂 .

一

可3按本保單支付的賠償均不帶利息 。

Γ被保險人」提出索償時如有其他保單保障同類項目,本公司只負責按比例作出賠

價 。〈惟本保險之第一部分 Γ人身平安保險」保障或意外身故津貼1如適用)除外)

投保加 「被保險人」申請有開索世時 ,須向本公司提供足以證明 「意外」傷殘或身

故之證搶 ,該項提供證據之費用由投保人′「被保險人」自己負擔 。

本公司或投保加 「被保險人」均有椎中途提出退保 .如屬投保人/「被保險人」提出

退保 ,須以書面形式通知本公司並退回急救卡及保險單才狼接受辦理退尿手貍 ,其未

到期保到將按下列退費方法辦埋 :

︴碎︴ 三十天 、九十天、一百八十天及一年期保單 J保單一經簽發則沒有保費退還 。

一

ㄔ2二年期保單 ,若在第一年保期內提出追保 ,只退回第二年之保黃 ,若在第二年

保期內提退保 ︳
ll夕寸不予退貨 。

們 3三年期保單 j若在第一年保期內提出退保 ,退回第二及第三年之保貴 ;若在第
二年保險期內提出退保 ,只退回第三年保費 ;若在第三年保期內提出退保 ,將

不予退貲 .

女口屬本公司提出退保 ,將提崱七天按 「被保險人」最後所報的地址以掛號告通知「被

保險人」!其未到期的保貴 ,本公司將按比例發還予 Γ被保險人J。

如投隰u被 保險人」於發卡後追失急救卡或要求更改有關內容 ,投保加 Γ被保險

人」應立即填要本公司印發的
“
追失急救卡聲明書

”
或以當面通知本公司有開事項 .

並需繳付港默\民幣 l00元手綆費 ,以便本ㄙ́垌 印發新卡予 「被保險人」。

戰爭 、蚓腦 爭的行動 ,內戰 、叛安 、罷工 、暴動 ,或由於核子武器游離幅射 ,核子燃

料玟蠅 生的廢糊昕致幅射能的沾染 .上述核子燃燒包括自發的核子分裂在內 。

2  恐肺活動

無論保單上或任何批單上所載有任何矛盾之處 ,茲經同意本保單不保因思肺活動直

接或間接導致 ,或一切與恐肺活動有開的任何性質之損失 、毀壞 、責任 、費用或開

支 ,不論有否其他原因或事故摻報其中 .

又經同意 ,不論有否其他原因或事故摻雜其中 ,本保單不保由下歹1行為直接或間接

導致 ,或一切與下列行為有關的任何性質之損失 、毀壞 、責任 、貴用及開支:

◆) 任何與恐1布活動有關的生物或化學污染
(心) 任何與恐1布活動有關的導彈 、炸彈 、手榴彈 、炸藥

就本條款而言 ,

2.l 「恐 1布活動

一

指任何人士 ,不論是個人行動或代表或與任何組鐵或政府有聯系 、

為政治 、宗教 、意識形態等的目的包括意圖影礜政府和/或引起公眾恐慌所

作出的暴力行為或威脅 .

2.2 「污染」指因化學和/或生物物品所引致或與化學和/及生物物品有開的污

染 、中毒或對辛́J件使用權的限制 .

本保單亦不保因控制 、防止 、平定恐怖活動而直接或間接弓︳致 ,或一切與此有開的

損失 、毀壞 、貴｛毛、貨用或開支 .

如本公司認為在此保單內 ,任何損失 、毀壞 、責任 、貲用或開支並不在本保單的承

保範圍內 〕「被保險人」如不同意 ,則需負上證明該損失 、毀壞 、責任 、蕢用或開

支是在承保範固內的責任 。

§  犬毅傷力武器

無論保單上或任何批單上載有任何矛盾之處 ,茲經同意本尿單不保全因反用大殺傷

力核子 、化學或生物武器所導致之損失 ,不論該損失是由使用大殺傷力核子 、化學

或生物武器的其中一項或多項導致 。

就本條款而言 ,

3.1  「使用大殺傷力核子武器」指使用任何爆炸性核子武器或裝置 .或任何可導

致人類或動物傷殘或元走之放芬!性裂愛物料之放射 、解除 、傳播 、釋放或洩

漏 .

3.2 「使用大殺傷力化學武器」指使用任何可導致人類或動物傷殘或死亡之固

體 、液體或氣體化合物之放射 、解除 、輕播 、釋放或洩漏 .

3.3  「使用大殺傷力生物武器」指任何可導致人類或動物傷殘或死亡之病源肚〈可

致病的)微生物和/及以生物學方法製造之毒素 (包括基因改造生物和以化

學方法製成的毒素)之放射 、解除 、轉播 、釋放或洩漏 .

替  「已存在之傷痛」。
5  任何性病或由於HV伊╰類免疫力缺乏症病毒)甪咸泱 HIV有關的任何疾病,包括愛滋

病(狸魚1上免疫缺損綜合徵)夃嗽 任何突舞衍化物或變種 .

6  儀孕 、分娩 、雖產 、墮胎或流產 .

7  疾病 、傳染病 、精神病或非因 「意外」事故而弓︳致的受傷或死亡 :非因 Γ意外」事故

而進行的任何內、外科治療手術而致的受傷或死亡 .

8  「被保險人」因先天或沐身存在的異常或缺陷而遭受之身故或傷殘 。

9  「被保險人」自願招惹不必要之危機(為企圖拯救別人之生命則︳除夕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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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威脅自身安全的行為 。
｛0 因 「被保險人」的挑釁或故意行為而導致的打鬥或被輕搫 、神經失常、酗酒、吸毒或

濫用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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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被保險人」在駕駛任何種煩的汽車(包括電鞠 時 ,血液內的酒精含量超過當地法

律上允許的水平 。
︴2 遭遇謀殺 、綁架或勒索 。
︴3 從事專業1生質的運動或比其 ,或可使 Γ被保險人」從而獲得收入或劑〡勞之運勤 .

︴4 參與各類危險活動或運動 ,包括但不限於打獵 、使用錒索或在科導帶領下登山或攀

山、滑雪、滑水、潛水、冬季運動、懸掛滑翔、跳降傘、賽車或其他競跑以外的比賽 。
可5 在海拔五千米高度球上進行高山遠足 .

可6 執行軍答工作職務期間 .

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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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擁有和控常1的註冊航班機除外 )。

︴8 失礎 ,但因乘坐的飛機或船隻失事而致完全減失的不在此限 。
可9 間接或相生1生引致之損失 .

20 任何非法行為或活動 .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

閣下提供的資料 ,為本ㄙ́0司提供保險業務所需 ,並可能使用於下列目的 :

- 任何與睬險或財務有開的產品或服務 !或該等產品或服務的任何更改、變更、取消或
鋇期 ;

- 任何索貨 ,或該等素償的調查或分析 ;及本公司行使任何代位權 .

上述資料可能移轉予 :

- 任何有開的公司 ,或任何其他從事與保險或再保險業務有
「
,目 的公司 ,或與保險業務有

關的中介人或索償或調查或其他服務提共者 !以達到任何上述或有開目的 ;

- 現存或不時成立的任何隰險公司協會或聯會或頻同組織 (統稱為 「聯會」),以達至j

任何上述或有關目的 ,或以便「聯會」執行其監管職能 ,或其他基於保險業或任何「聯

會」會員的利益而不時在合理要求下賦予 「聯會」的職能 ;及

- 玟透過 「夃女會」移轉予任阿 「聯會」的會員 ,以達到1士何上述或有開目的 。

此外 !在此授權本公司可向 「聯會」從保險業內ll文集的資料中查問及/或核對 間下任何

資料 。閣下有權查問及要求更正由本ㄙ́0司持有有關 閣下的個人資料 。如有需要 ,請以書

面形式向本/ㄙ垌 總經理辦公室經理提出 ｝地址為香港銅鑼清新寧這八號中國太平犬廈十九

字樓 .

可o

一

可

︹2

可3

一

ㄔ

︴5

第四部分 索償程序

適用於第二部分

第一項 人身平安險索償

投保如 「被保險人」必須提供意外傷殘或身故之證明文件 ,包括 「醫生」簽發的證明書 ,

證明傷痍的嚴重程度 ;政府有關部門報告如瞽方報告 ;女口導致死亡 ,則須逛同死亡諧下本

及驗屍報告 .

第二項 意外急救輯購 用索償

l  「被保險人」因「意外」事故需要住院治療時 ,「 被保險人」可憑急救卡在指定的中罔

絡醫院」辦理人院的手續 ,程序如下 ;

一一

 致電二十四小時熱線 :

800810θ 奶蝴 費服務電話)或〈8610)88少 狐Xl(適用於 「金卡」)

18Φ la5100︳ 57θ3或(8多砂的⊕釣26(適用於 「藍卡」)

︻2 在接受治療前 !在$院出示有效的急救卡 :

︹3 出示有效的旅遊證件以核對 「被保險人」身份 ;

｛可 Γ被保險人」出院時需填妥
⋯
賠價中報表

”
及提供是次 「意外」之證明或說明 .

如人院時需要任何協助 ,請致電本公司二十四小時客戶服務熱線 :(86)13J〕 00lJ7躬

或(8翔 θ0ω 釣26;如尋求緊急醫療援助服務 ,請致電國際救援(亞洲)公司二十四小時

熱線(8Jω 2861θ 283。

本保險之「承保表」內所列的保險金額限額內的暋療黃用 ,將在日後由本公司支付予

有開 「網絡$院」.而超出本保險之 Γ承保表」內所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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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繳付緊急發療費用 ,並於意外事故發生後三十天內將以下文件遞交本公司索賠 :

2︴  「被保險人.填妥之
“
賠償申報表

” :

22 主診$生之診斷書正本詳細列明損傷之程度及原因、診斷結果及所提供之密療

方法 ;

23 所有由 「網絡盟院」蓋章簽發之審療費用清單及收據正本 ;

2ㄔ  負責是次 「意外」之政府有Π同部門報告ψ口著方報告)正本或說明 .

第三項 補領旅遊證件
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向事發地點著方報案及提供有吊日報告 ,並需提供補領旅遊證1牛的手續貴

收據作為索償依據。

第五部分 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直接或問接招致之身故 、傷殘 、受傷或其他任何性質之損失 ,均

不屬於本保險單被保範圍 :

3K

中此為中文譯本 j僅供參考之用 ,如有爭議 ,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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