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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急救醫療保險」投保書
重要指示：	您與本公司之合約將以此投保申請書所填報之事實為根據，所以您必須填報一切事實，否則所繕發之保單將告無效。如您不清楚某一事項是否重要，也請將此事項在此投保申請

書上說明。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本表各欄，並提供詳盡完整的答案及在適當的空格內填上✓
地區範圍、保險期限及保費  

藍卡 一 廣東省及福建省金卡 一 全中國境內 

30天	 HK$180

90天		 HK$300

180天		 HK$450

一年期	 HK$600

二年期	 HK$1,000

三年期				 HK$1,400	

30天	 HK$130

90天		 HK$200

180天		 HK$270

一年期	 HK$350

二年期	 HK$600

三年期				 HK$850	

保險期限

被保人資料

此證件號碼將打印在「意外急救醫療保險卡」上，為防錯漏，請提供影印副本

投保人資料 

付款方式指示及授權書

意外急救醫療保險

廣東省及福建省

全中國
通用

由保險公司填寫由銀行填寫

CIF	No. P#

CC

IT

DT

M

S

由保險公司填寫

Branch	No. OIC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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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R

UWR

G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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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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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	 231	 %

201	 %	 231	 %

%

%

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性別	: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香港身分證號碼：	 出生日期（日/月/年）：
　　		　							 	 	 　											　	
證件類別：	□	回鄉證	卡	 □	外國護照	 □	台胞證	 □	其他：

證件號碼：

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		 電郵地址	:		 與被保人關係	:		 	

由		 	 	 	 至																																					 	 (日/月/年)	(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本人(等)現授權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從下述本人(等)之港幣儲蓄/往來*戶口內支取本人(等)之「意外急救醫療保險」首年以及續期保費。(*請刪去不適用者)

本人(等)明白如有需要，須於一個月前書面通知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保險部取消此項授權。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港幣儲蓄/往來*戶口號碼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閣下提供的資料，為本銀行及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保險業務所需，並可能使用於下列目的：
-		 任何與保險或財務有關的產品或服務，或該等產品或服務的任何更改、變更、取消或續期；
-		 任何索償或索償分析；及可能轉移予：
	 現存或不時成立的任何有關的公司，或任何其他從事與保險或再保險有關的公司，或與保險業務有關的中介人或

索償或調查或其他服務提供者，或任何保險公司的協會或聯會。
閣下有權查閱及要求更正本公司持有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如有任何要求或查詢，請來函或聯絡本銀行資料保護主任
及中國太平保險總經理辦公室經理。

【聲明及簽署】
1.		 本投保書所填妥各項俱屬真實，並無匿報，投保人/被保人同意以本投保書作為與保險公司訂立

契約的基礎。
2.		 本投保書在未經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同意接受投保前，保險並不生效。

注意：本公司免費提供之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只限於原居地以外地方有效，除投保人於投保書上加以列明並得到本公司在保險單上特別註明外，「原居地」將意指香港特別行政區。

戶口持有人簽署		: 日期	:

投保人/被保人簽署： 日期：



本計劃不負責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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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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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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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人自願招惹不必要之危機(為企圖拯救別人之生命則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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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被保人的挑釁或故意行為而導致的打鬥或被襲擊、神經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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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任何性病或由於HIV(人類免疫力缺乏症病毒)及/或與H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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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除外責任

近4000間網絡醫院 遍佈全中國
持卡人可在中國衛生部及廣東省、福建省衛生廳轄下的指定「網絡醫

院」出示「急救卡」作為醫療費用保險金憑證。醫院網絡龐大，數目

近4000間，包括廣東省、福建省近3000間醫院，為您提供足夠而全

面的網絡保障。

不受年齡、職業限制
投保人不受年齡及/或職業限制，凡持有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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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保險計劃無旅程時間及次數限制，您毋須擔心因外遊時間過長及需

多次往返中國內地而令保障失效。

只需每天付出少於HK$1*的保費即可享有周全的保障
本計劃為您提供人身平安險及意外急救醫療費用保障。同時提供回港

覆診費用包括跌打、整脊或物理治療等。(*藍卡計劃)

免費提供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只要投保本計劃，不論您身處何地均可享有我們的24小時全球緊急

支援服務。

醫療支援服務：
緊急醫療撤離及有關送返、安排親友探望、安排未成年子女返港及代

墊入院按金擔保等服務。

熱線服務：　　
網絡醫院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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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館資料及醫療服務	 /	諮詢	 /	

入院安排轉介等服務。

保險計劃特色

在家千日好，出外半天難。在外地工作或旅遊，意外事故常有發

生，緊急施救，刻不容緩。為確保經常前往內地公幹、旅遊及探親

的人士，萬一遇到突發性的意外事故而導致身體受傷，必需要進

行緊急救治，只要出示中國太平香港「意外急救醫療保險卡」（以

下簡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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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獲

中國衛生部(適用於金卡)和廣東省及福建省衛生廳（適用於藍

卡）特許認可簽發「急救卡」，為您提供百份百信心保障。

意外急救醫療保險

1.		 若被保人遺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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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100。

2.		 若被保人中途提出退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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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天、90天、180天及一年期保單，若中途提出退保將不予

退費；

	 兩年期保單，若在第一年保期內提出退保，只退回第二年之

保險費，若在第二年保期內提出退保，將不予退費；

	 三年期保單，若在第一年保期內提出退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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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退回第三年

保險費；若在第三年保期內提出退保，將不予退費。

3.		 所有因意外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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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L-AH-JF-25-102010-5000-ICBC

保障地區：中國境內（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
區及台灣除外）

一卡傍身、倍感安心

保費表

200,000

300,000

3,000

保障範圍
每宗事故
最高賠償

金額(HK$)

注意：	此服務只限於「原居地」以外地方有效，除投保人於
投保書上加以列明並得到本公司在保險單上特別註明
外，「原居地」將該指香港特別行政區。

無限額

無限額

一張來回機票*

一張單程機票*

US$6,500

*只限經濟客位

＃如被保人從事下列任何工作類別(不論是臨時或長期性質的)期間而導致身故或永久完全傷殘，均不
屬於人身平安險保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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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機、切割機器。

如「被保人」因從事上述之工作類別而導致意外身故，本公司將給予HK$20,000意外身故津貼予其法
定/指定受益人。

1.  人身平安保險＃

	 如被保人在中國境內因意外而導致身故或永久完全

傷殘，將可獲得賠償。

2.  意外急救醫療費用
1.		 意外急救醫療費用

	 被保人因外來明顯意外事故所導致之身體損

傷，由指定網絡醫院提供即時的緊急救治之醫

療費用。包括門診及住院醫療費用。

2.	 覆診費用

	 被保人可於意外發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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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賠償額為HK$3,000。

	 該覆診費用包括跌打醫療費用每次意外最高賠

償HK$500（每天最高限額HK$100）；整脊

或物理治療費用每次意外最高賠償HK$1,000

（每天最高限額HK$150）。

3.  二十四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1)		緊急醫療撤離或送返

　　(2)		送返遺體或骨灰

　　(3)		安排親友探望

　　(4)		安排未成年子女返港	(年齡為十八歲以下)

　　(5)		代墊入院按金擔保

金卡 (全中國適用)
180

300

450

600

1,000

1,400

年期
保費 (HK$)

藍卡 (廣東省及福建省適用)
130

200

270

350

600

850

30天

90天

180天

一年期

二年期

三年期

注：	此單張上所載的內容由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全權負責，僅供參考之用。	

	 意外急救醫療保險由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承保保險，並依據保單之條款及細
則，承擔所有保障及賠償事宜。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為中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之授權保險代理商。

人身平安險索償
1.		 被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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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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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須連同死亡證正本及驗屍報告。

意外急救醫療費用索償
1.		 被保人因意外事故需要住院治療時，即可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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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計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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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出本計劃之最高保險金額或非保障範圍之醫療費

用須由被保人自行支付。

2.		 被保人因意外事故需接受門診治療或未能出示急救卡時，被保人

需自行繳付緊急醫療費用，並於意外事故發生後30天內填妥及簽

署由本公司提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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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償手續

218 95588

如果您選擇不收取有關工銀亞洲的宣傳郵件，請以書面通知本行，地址及�收件人為

「香港中環花園道3號中國工商銀行大廈33樓，資料保護主任收」。

www.icbcasia.com

承保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