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保險 — 保障
 「智遊保」  
ITRAVEL PROTECT

敢想敢飛 
遨遊天際
 「智遊保」讓您可靈活延長保障或 
更改保障日期，更可按照個人需要 
自選額外保障，助您盡情享受旅途 
上每個動人時刻。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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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充滿新奇的事物， 
在各地等待您來發掘

並提供自選保障項目，助您制訂屬於您的獨
特旅程。您可透過我們的「友聯繫」流動應
用 程 式 輕 鬆 登 記 此 靈 活 性 高 的 旅 遊 保 障 計
劃 ， 並 按 需 要 延 長 保 障 或 更 改 保 障 日 期 。 
「智遊保」伴您走遍世界各地，讓您了無牽掛，
盡情探索歷險。

「智遊保」為您提供全球
旅遊保障，涵蓋您的基
本需要。 

產品性質 單次旅遊保險計劃

計劃選項 精選計劃 / 智選計劃 / 至尊計劃

地域保障範圍 全球*

保險有效期^ (保障期) 1日至180日

受保人投保時的年齡
個人 家庭#

18歲至100歲 0歲至100歲

保費繳付模式 一次性繳費

主要保障

自選保障

醫療費用賠償

行程阻礙賠償

冬季運動

個人財物賠償

水上運動

個人責任

郵輪假期

租車自負金額

海外結婚及攝影

個人意外賠償 緊急支援

保障一覽

欲知更多詳情，請參閱本產品簡介的「智遊保」保障一覽表。

* 「智遊保」不會就以下國家的相關旅程、國民及/或居民提供任何保障，包括：阿富汗、古巴、剛果民主共和國、伊朗、伊拉克、利比里亞、蘇丹、敘
利亞、北韓或克里米亞地區。而此名單將由本公司全權酌情決定並不時作出更新。

^  「保險有效期」是指由受保旅程的指定開始日期起至 ( i ) 受保旅程的指定結束日期或( ii ) 受保人從受保旅程返回香港當日之期限，並以較早者為準。
#     家庭計劃中的受保人包括保單持有人、其合法配偶及18歲以下未婚子女。

「AIA」、「本公司」或「我們」是指友邦保險 (國際) 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香港」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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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2.2

靈活自主    方便快捷
• 可於投保後透過我們的「友聯繫」流動應用程式，自行延長保障或更改 

      保障日期1

突破傳統保障界限
• 市場首創2延伸醫療費用保障至現有疾病3

• 18歲以下受保人亦可享全數醫療費用保障

• 休閒潛水或登山遠足不設深度或高度保障限制

旅程保障更全面
• 市場首創2的錯過離港航班3，保障受保人離港前延誤之損失

• 旅程保障覆蓋所有外遊警示級別

計劃特點

註：
1.   有關詳情，請參閱https://ishop.aia.com.hk/content/dam/hk-ecom/zh-hk/pdf/manage/easy-guide.pdf。
2.   以上有關「市場首創」之保障項目的說明是根據與本港主要保險公司之單次旅遊保險計劃作比較。
3.   只適用於至尊計劃。

2保障
 「智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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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於App Store ( iOS ) 或Google 
Play ( Android ) 免費下載「AIA 
Connect/友聯繫」流動應用程
式。

市場首創

延伸保障至現有疾病 
(只適用於至尊計劃)

若受保人在受保旅程期間因現有疾病(任何受傷、先天
性疾病或障礙、精神或精神科疾病或障礙除外)而意外
地引發病症，而有關治療並不能拖延至回港後進行，
我們將會賠償高達保障一覽表內之最高賠償限額或有
關合理及慣常的醫療所需治療費用的80%，以較低者
為準。

受保的現有疾病包括但不限於：

•      哮喘  

•      糖尿病  

•      高血壓  

•      過敏症

彈性更改保障期
人在旅途，總會遇上意料之外的事情，這也是旅程的一
部分。因此，「智遊保」為您提供靈活彈性，如您的計
劃在受保旅程開始前有所改變，您可以選擇延長保障或
更改保障日期；若想在旅遊期間加長行程，您亦可在受
保旅程中選擇延長保障。您可透過AIA「友聯繫」流動
應用程式，隨時隨地作出以上更改。有關詳情，請參閱
https://ishop.aia.com.hk/content/dam/hk-ecom/zh-hk/

pdf/manage/easy-guide.pdf。

醫療費用賠償
治療費用

若受保人(即保單內受保障的人士)，在受保旅程期間突
然及意外地感染疾病或意外受傷，我們將會賠償醫療所
需的海外醫療合理治療費用，包括門診及住院，以及租
用陸上救護車費用。

入院保證金

若受保人因在受保旅程期間突然及意外地感染疾病或意
外受傷需入住海外醫院，而入院時需要繳付按金，我們
會代受保人透過服務供應商安排繳付入院保證金。

海外住院現金

若受保人在受保旅程期間突然及意外地感染疾病或意外
受傷並入住海外醫院，我們會在住院期間每日支付現金
保障，以助應付所需的醫療費用。

覆診費用

若受保人在受保旅程期間突然及意外地感染疾病或意外
受傷而在海外接受治療並在回港後需要接受跟進治療，
我們會賠償受保人於受保旅程完結後90日內所需的合理
及慣常醫療費用。

如受保人在受保旅程期間患上傳染病並在返港後10日內作
出有關診斷，而任何由註冊醫生就傳染病提供的治療將視
作為跟進治療處理。我們將就受保人因接受上述跟進治療
而衍生所需的合理及慣常醫療費用作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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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外賠償
個人意外

一旦意外發生，龐大的支出亦會相繼而來，令您無法專
注康復。若受保人在受保旅程期間不幸遇上意外而身亡
或該意外發生後連續12個月內出現個人意外保障一覽表
所列之任何創傷，我們會根據保障一覽表作出一筆過金
額的賠償，以助減輕財務負擔。詳情請參閱重要資料內
之「產品限制」。

信用卡結餘保障
(只適用於智選計劃及至尊計劃)

如成年受保人於受保旅程期間不幸意外身亡，我們將會支
付受保人在受保旅程中以信用卡購買項目而並未償還的款
項。

緊急支援
緊急醫療運送

若受保人於受保旅程期間因嚴重受傷或嚴重疾病而需要
到最近的醫療場所或返港接受緊急治療，我們指定的服
務供應商將支付醫療所需的醫療服務、醫療用品及運送
受保人回港的相關費用。

遺體運返

若受保人在受保旅程期間不幸身故，我們指定的服務供應
商將安排受保人的遺體運返香港。

安排家屬探望

難關當前，家人的陪伴實在尤關重要。若受保人於受保旅
程期間在香港以外地方不幸身亡或因嚴重受傷或嚴重疾病
而需住院連續超過3日，而沒有任何成年直系親屬陪伴，
我們將賠償一位成年直系親屬到當地所需的合理住宿及交
通費用 (只限來回的經濟艙機票或鐵路費用) 以安排受保
人的遺體運返香港或探望留院的受保人。

隨行兒童護送

若受保人於受保旅程期間不幸身亡或因嚴重受傷或嚴重疾
病而需住院連續超過3日，我們將賠償一位成年直系親屬
到當地照顧正在當地陪同受保人的子女及陪伴他們返回香
港所需的合理住宿及交通費用。

24小時全球電話諮詢服務

我們提供24小時全球免費電話諮詢服務，受保人可於受
保旅程之前或期間，致電查詢旅途事宜。

創傷輔導
(只適用於智選計劃及至尊計劃)

若受保人目擊創傷事件發生，或者為事件中的受害人，並
經註冊醫生診斷後證實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我們會賠
償受保人在受保旅程中於香港以外接受的，或在受保旅程
完結後90日內於香港接受的合理及必需的輔導費用。

有關「治療費用」、「海外住院現金」、「覆診費用」及 
 「創傷輔導」的詳情，請參閱重要資料內之「產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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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首創

錯過離港航班 
 (只適用於至尊計劃)

如受保人因下列任何原因，在出發日期錯過原定安排
乘搭離港的航班，我們將會賠償高達保障一覽表內列
明最高賠償限額的重新安排航班前往相同目的地的費
用： 

除了以上原因外，若任何非受保人所能控制的原因
導致受保人意外地或不能避免地錯過航班，我們將
會賠償因重新安排航班前往相同目的地而衍生的實
際額外費用之50%，高達保障一覽表內列明最高賠
償限額的50%。 

 •      暴動或騷亂；  

 •      罷工；  

 •      懸掛烈風、暴風或颶風信號(8號或以上)；或 

 •      懸掛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延誤時數 我們將賠償什麼？

連續6小時或以上
任何額外住宿費用，包括無
線上網 / 互聯網費用及膳食
費用。

連續12小時或以上
任何有關安排替代交通工具
的額外費用。

連續12小時或 
以上而導致受保 
旅程取消

任何未曾使用且無法退回的
已預繳旅行費用，包括交通
及住宿。

行程阻礙賠償

行程延誤

行程延誤不單令人懊惱，更可帶來龐大開支。如受保人
安排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卻因以下預計之外的原因而連
續延誤6小時或以上，我們將會按保障一覽表提供現金
惠益：

 • 惡劣天氣狀況；  

 • 自然災害； 

 • 暴動或騷亂；  

 • 罷工；  

 • 恐怖主義行為；  

 • 機場關閉；  

 • 劫持；  

 • 工業行動；或  

 • 原定安排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機件故障及/或電子失
靈。

行李延誤

如受保人的行李因預先安排的公共交通工具出現行李
運送錯誤導致受保人於抵達海外目的地後仍未取得其行
李，我們將由受保人的抵達時間起計，每滿6小時按保
障一覽表提供現金惠益作賠償直至行李交還給予受保
人。

如投保智選計劃或至尊計劃，受保人還可以選擇現金惠
益或按以下其中一項賠償選項之保障一覧表內列明最高
限額賠償，靈活配合受保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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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旅行機票或住宿賠償

如受保人取消受保旅程的旅行機票、酒店住宿及/或
住宿套票是從航空公司或酒店提供的客戶獎賞計劃
中兌換的航班、住宿或旅行獎賞，我們將根據不多
於保障一覽表所列的分項限額，賠償任何用於支付
該客戶獎賞計劃重新預訂或重設獎賞的服務費。

取消行程

如因以下預計之外的可承保事故而導致受保人的受保旅
程取消，我們會賠償受保人為原定受保旅程已預先繳付
及無法退回的交通費用、住宿費用及/或入境簽證或許可
證的費用，及按保障一覽表賠償的兌換機票或住宿：

a. 在受保旅程出發日期前90日內發生以下任何事情：

 • 受保人、直系親屬或同行旅伴身故、嚴重受傷或
患嚴重疾病；

 • 受保人的緊密商業夥伴身故、嚴重受傷或患嚴重
疾病而需要受保人於預定受保旅程出發日期當日
出現在其工作地方；

 • 受保人需出庭作供、出任陪審員或接受強制性隔
離；或

b. 在受保旅程出發日期前一星期內發生以下任何事情：

 • 在受保旅程之既定目的地出現的任何惡劣天氣狀
況、自然災害、傳染病、涉及已安排之公共交通
工具並不能預計的工業行動、罷工、恐怖主義行
為、暴動或騷亂；

 • 受保人在香港的主要住所因火災，洪水或自然災
害 (颱風，地震等) 而受到嚴重損害，並需要受保
人於預定受保旅程出發日期當日身處住所現場；

 • 香港特別行政區向受保旅程之目的地發出黑色、
紅色或黃色外遊警示，而受保人必需取消該受保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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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程延誤」、「行李延誤」、「取消行程」、「縮短
行程」及「缺席活動」的詳情，請參閱重要資料內之「產
品限制」。

取消行程/縮短行程/
缺席活動 實報實銷高達 

25%最高賠償限額
實報實銷高達 

50%最高賠償限額
實報實銷高達 

100%最高賠償限額

縮短行程

如受保人的受保旅程因以下預計之外的可承保事故而中
斷及縮短，而受保人亦無可避免必須在原定回程日期前
返回香港，我們將會賠償受保人任何已預先繳付但未曾
使用且無法退回的交通費用及住宿費用，由旅行社安排
的旅行團的費用，或受保人在他 / 她原定行程中預定返
回日期之前返回香港後所產生的額外交通費用和住宿費
用：

 • 受保人、直系親屬或同行旅伴身故、嚴重受傷或患嚴重
疾病；  

 • 受保人的緊密商業夥伴身故、嚴重受傷或患嚴重疾病而
需要受保人出現在其工作地方； 

 • 在受保旅程之既定目的地出現的任何惡劣天氣狀況、自
然災害、傳染病、涉及已安排之公共交通工具並不能預
計的工業行動、罷工、恐怖主義行為、劫持、暴動或騷
亂而導致受保人無法繼續受保旅程；  

 • 受保人香港的主要住所因火災，洪水或自然災害 ( 颱
風，地震等 ) 而受到嚴重損害，並需要受保人身處現
場；或 

 • 香港特別行政區向受保旅程之目的地發出黑色、紅色或
黃色外遊警示，而受保人因而無法繼續其受保旅程。 

缺席活動 
(只適用於智選計劃及至尊計劃)

如受保人因以下預計之外的可承保事故而無法使用任何
海外主題公園、海外舉行的體育賽事、音樂會或表演活
動門票，我們將會支付受保人已預先繳付但未曾使用且
無法退回之門票費用：

a. 公共交通工具在上述活動之預定開始時間前發生的機
件故障及 /或電子失靈，而上述有關活動之門票已發
出；

b. 在受保旅程出發日期前90日內發生以下任何事情：

 • 受保人、直系親屬或同行旅伴身故、嚴重受傷或患
嚴重疾病；

 • 受保人的緊密商業夥伴身故、嚴重受傷或患嚴重疾
病而需要受保人在其工作地方現場；

 • 受保人需出庭作供、出任陪審員或接受強制性隔
離；或

c. 在受保旅程出發日期前一星期內發生以下任何事情：

 • 在受保人已計劃前往之目的地發生任何暴動或騷
亂、罷工、恐怖主義行為、自然災害或惡劣天氣狀
況而情況超出受保人的控制範圍；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受保人已計劃前往之目的地
發出黑色、紅色或黃色外遊警示，而妨礙受保人開
始其受保旅程。

旅程保障覆蓋所有外遊警示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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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車自負金額 
(只適用於智選計劃及至尊計劃)

如於受保旅程期間，受保人租用已受綜合汽車保險保障
的車輛，但不幸地該租用車輛遭盜竊，或於駕駛時發
生意外或車禍而損毀，我們將會賠償汽車保險的自負金
額。詳情請參閱重要資料內之「產品限制」。

個人責任
如於受保旅程期間發生以下情況而導致您需負上第三方
的責任，我們將會提供賠償：

 • 第三方身故或受傷；或  

 • 意外遺失或損毀第三方財物。 

賠償小貼士：

• 必須在任何時候採取合理及恰當的防範措施保管
物件；

• 任何物品在損失或被盜後24小時內必須向當地
警方報告；

• 如任何物品在運送過程中損失或損毀，必須在
24小時內向公共交通工具機構報告並安排相關
維修評估。

個人財物賠償
行李及個人物品

當您的寶貴物品在海外受到損毀，除了令人難過之外，
更會帶來財務上的損失。如受保人在受保旅程中因意外
而損失或損毀個人物件，我們將會提供賠償。詳情請參
閱重要資料內之「產品限制」。

旅遊證件

若受保人的旅遊證件於受保旅程期間遭盜竊、搶劫、爆竊
或其他意外損失，我們將會就補領旅遊證件的費用提供賠
償，包括補領香港身份證、護照、入境簽證、其他入境所
需旅遊證件或駕駛執照的費用，以及任何因補領遺失證件
所需的交通及住宿費用。

個人金錢

如受保人的現金、銀行本票或旅行支票於受保旅程期間遭
盜竊、搶劫或爆竊而直接導致其損失，我們將會提供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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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運動

如於受保旅程期間，受保人進行任何特定冬季運動，
我們將會提供以下保障：

詳情請參閱重要資料內之「產品限制」。

特定冬季運動包括：
• 高山滑雪

• 管道滑雪

• 狗拉雪橇

• 溜冰

• 冰川行

• 冰上釣魚

• 單板滑雪

• 長雪橇

• 無舵雪橇

• 冰上曲棍球

• 攀冰

• 雪上摩托車

額外醫療費用保障
受保人於進行特定冬季運動時感染疾病或意外受傷，除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外，我們會額
外賠償於受保旅程期間作醫療所需的治療及/或於香港的跟進治療之醫療費用。

滑雪道關閉
因雪量過少或過多而令已預訂的滑雪場地完全關閉，而受保人於受保旅程期間未能於滑
雪場地進行已預約的特定冬季運動連續超過24小時，我們將提供現金惠益。

冬季運動不可退還的預
繳費用

受保人於受保旅程期間因感染疾病或意外受傷，並由註冊醫生判斷為不適合參與特定冬
季運動，我們將賠償因此而未曾使用且無法退回的滑雪通行證、高山滑雪 / 單板滑雪課
程/教學費用及/或租賃冬季運動設備有關的特定冬季運動的已預繳費用。

租借冬季運動裝備
於受保旅程期間，受保人的個人裝備遭遺失、盜竊、損毀或運送延誤，我們將賠償租用
必要冬季運動裝備的相關費用。

租借冬季運動裝備之
損毀

於受保旅程期間，租用裝備遭意外損毀，我們將賠償相關維修或補償費用。

自選保障
每個人旅遊的原因都不一樣。有人準備好歷險，有人就可能想觀光，亦有人只想放鬆一下。因此，「智遊保」讓您按照
個人需要加強核心保障，支持您追隨心之所向，充分享受旅程的每個點滴。

您可選擇以下四項自選保障：

 • 冬季運動

 • 水上運動 

 • 郵輪假期

 • 海外結婚及攝影 

9

 「智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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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運動

郵輪假期

如於受保旅程期間，受保人進行任何特定水上運
動，我們將會提供以下保障：

如郵輪航程為受保旅程的一部分，我們將會提供以下保障：

特定水上運動包括：
• 水肺潛水

• 立划艇

• 滑浪

• 滑水

• 浮潛

• 非激流性質的皮划艇或獨木舟

• 滑浪風帆

• 無繩滑水

額外醫療費用保障
受保人於進行特定水上運動時感染疾病或意外受傷，除基本醫療保障外，我們會額外賠
償於受保旅程期間作醫療所需的治療及/或於香港的跟進治療的醫療費用。

水上運動不可退還的預
繳費用

受保人於受保旅程期間感染疾病或意外受傷，並由註冊醫生判斷為不適合參與特定水上
運動，我們將賠償因為不能進行水上活動預付課程/教學或導賞團費用及/或相關裝備租
借費用而未曾使用且無法退回的預繳費用。

租借水上運動裝備
於受保旅程期間，受保人的個人裝備意外地遭遺失、盜竊、損毀或運送延誤，我們將賠
償租用必要水上運動裝備的相關費用。

租借水上運動裝備之
損毀

於受保旅程期間，租用裝備遭意外損毀，我們將賠償相關維修或補償費用。

額外取消或縮短行程
郵輪航程因「取消行程」或「縮短行程」部分列明的原因而取消或中斷及縮短，除基本取消
行程或縮短行程保障外，我們將會額外賠償有關損失。

錯過郵輪啟航
受保人原定安排乘搭前往停泊港口的交通工具由於惡劣天氣、天災、公共交通工具的機件故
障、劫持或已安排乘搭的公共交通的員工罷工而延誤至少連續8小時，我們將會賠償未曾使
用且無法退回的郵輪套票費用及/或前往下一個停泊港口以再次登上郵輪所需的額外費用。

取消岸上觀光旅程

受保人、直系親屬或同行旅伴在受保旅程出發日期前90日內不幸身故、嚴重受傷或感染嚴
重疾病，或於目的地安排遊覽前24小時發生預計之外的罷工、暴動、騷亂、恐怖主義行
為、惡劣天氣狀況或自然災害，而導致行程取消，我們將會賠償未曾使用且無法退回的任何
預繳岸上遊覽費用。

衛星電話費用
受保人、直系親屬或同行旅伴於航程期間嚴重受傷或感染嚴重疾病而導致受保人無法繼續航
程而必須中斷及縮短受保旅程，我們將會賠償為安排回港而使用衛星電話的相關費用。

岸上觀光後錯過登船
因罷工、暴動、騷亂、恐怖主義活動、惡劣天氣狀況、自然災害、受保人遊覽期間使用的公
共交通工具的機件及/或電子故障、或受保人於遊覽期間受傷而入院，導致受保人於上岸遊
覽後無法再次登船，我們將會賠償前往下一個停泊港口所需的額外合理交通費用。

非自願更改原定停
泊港口

於受保人在郵輪上期間，因惡劣天氣而改變或取消原定停泊港口，我們將會提供現金惠益。

詳情請參閱重要資料內之「產品限制」。



海外結婚及攝影

如受保人為海外婚禮或婚照拍攝的新娘或新郎，我們將會提供以下保障：

婚禮服裝損失或損毀
於受保旅程期間，婚禮服裝及配飾因意外遺失、被盜竊或損毀，我們將賠償有關重置或
維修費用。

損失結婚證書
於受保旅程期間，因遭盜竊、搶劫、爆竊或其他意外損失直接導致損失結婚證書，我們
將賠償有關重發結婚證書的所需行政費用。

受邀來賓引致之個人
責任

受邀賓客在婚禮或婚宴中的疏忽行為直接導致第三方身故或受傷，或意外遺失或損毀第
三方財物，而已就有關事件向我們提供書面通知，我們將會賠償受保人相關個人法律責
任。

婚禮服務商倒閉
婚禮統籌服務商因破產或清盤而無法就有關婚禮、婚宴或婚照拍攝 /錄像拍攝提供服
務，我們將會賠償未曾使用且無法退回的費用。

11 保障
 「智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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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個案乃假設並只作說明之用。)

Michael的女兒Eunice剛升上小一，並適應新的學校生活。Michael為她準備了一份特別的禮物 – 聖誕家庭旅行。為盡
情投入旅程，Michael為自己及家人投保「智遊保」。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往往會發生，於旅程出發前一星期，Michael獲通知必須出席一個突發會議，會議日程偏偏與旅程有
所衝突，他沒辦法唯有更改行程。

Eunice因為聖誕之旅未能成行而有所失望，Michael特地為她於聖誕安排不同慶祝活動，以及將他們的旅程重新安排做農曆
新年之旅好讓她高興起來。透過AIA「友聯繫」手機流動程式，Michael可以透過手提電話為旅程保障改期。

案例

11月29日

時間表
原定行程

12月24日 12月28日 1月27日 1月31日12月17日

Michael於確認聖誕之旅的
機票及酒店後，為自己及家
人投保「智遊保」。

Michael獲通知必須出席一
個突發會議，且會議日程與
旅程有所衝突。

Michael將與家人於農曆新
年渡過一個愉快旅程。

個案：愛家一族
保單持有人： Michael (35歲)  
受保人：        Michael、Tracy (太太)及Eunice (女兒) 
職業：          客戶經理 
家庭狀況：    已婚

更改行程



13 保障
 「智遊保」

在受保旅程中每位受保人之最高賠償限額(港元)

精選計劃 智選計劃 至尊計劃

A. 醫療費用賠償

醫療費用賠償之總限額 500,000 1,000,000 1,500,000

治療費用
•        延伸保障至現有疾病

500,000 1 1,000,000 1 1,5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10,000 2

入院保證金 包括在內 包括在內 包括在內

海外住院現金 2,000 
(每日200)

5,000 
(每日500)

7,500 
(每日750)

覆診費用
以下項目的總額限：
•        物理治療
•        脊骨神經治療
•        中醫治療 
          (針灸/跌打/中藥)

250,0001 500,0001 750,000

3,000 4,000 6,000

每日每次診症200 每日每次診症400 每日每次診症600

每日每次診症200 每日每次診症400 每日每次診症600

每日每次診症200 每日每次診症400 每日每次診症600

創傷輔導 不適用 20,000 
(每日每次診症限額2,000)

30,000 
(每日每次診症限額3,000)

B. 個人意外賠償

個人意外 500,0003 1,200,0003 1,500,0003

信用卡結餘保障 不適用 10,000 20,000

C. 緊急支援

緊急醫療運送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遺體運返

安排家屬探望
30,000 30,000 30,000

隨行兒童護送

24小時全球電話諮詢服務 包括在內 包括在內 包括在內

註：

1.   如受保人於繕發日期時已年滿70歲或以上，該最高賠償限額將減少50%。然而，覆診費用所載的保障分項限額及每日每次診症限額則維持不變。

2.   如受保人在受保旅程中患上疾病並需於香港以外之地方在受保旅程中接受註冊醫生治療，而該疾病是源於受保人在受保旅程前已患有之任何疾病或與
其相關，我們將賠償以下費用，並以較低者為準：(a)合理及慣常的醫療費用80%；及(b)保障一覽表所載的最高賠償限額。

3.   如受保人於繕發日期時年滿17歲或以下/70歲或以上，該最高賠償限額將減少50%。

「智遊保」保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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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   如受保人並非因錯過離港航班保障列明之原因而是因任何其他非受保人能控制之合理原因導致受保人在出發當日錯過原定航班離開香港並無法開始受
保旅程，我們將賠償受保人因更改航班或重新預訂航班前往原定目的地而衍生額外費用的50%，惟賠償不多於保障一覽表所載的最高賠償限額50%。

在受保旅程中每位受保人之最高賠償限額(港元)

精選計劃 智選計劃 至尊計劃

D. 行程阻礙賠償

行程延誤 
以下其中一項： 
 
•      現金惠益

•      額外住宿費用 
 
連續6小時以上的延誤而衍生包括無線或互聯網使用
費用及膳食費用

•      額外交通費用 
 
如受保人乘坐飛機，賠償僅限於經濟艙機票費用

•      延誤導致取消旅程 
 
因延誤導致取消旅程而衍生，並且未曾使用且無法退
回之任何預付旅行費用(包括交通及住宿)。

500 3,000 4,500

500 
(6小時或以上)

3,000 
(每6小時500)

4,500 
(每6小時500)

不適用 3,000 
(每晚1,500)

4,500 
(每晚1,500)

不適用 3,000 
(12小時或以上)

4,500 
(12小時或以上)

不適用 3,000 
(12小時或以上)

4,500 
(12小時或以上)

錯過離港航班 不適用 不適用 3,0004

行李延誤 500 
(6小時或以上)

1,000 
(每6小時500)

1,500 
(每6小時500)

取消行程

如政府向受保人計劃前往之目的地發出黑色、紅色或黃色
外遊警示，我們將根據受保損失的100%，50%或25%作出
賠償，惟受限於最高賠償額。

•      兌換旅行機票或住宿賠償

10,000 30,000 60,000

1,000 1,000 1,000

縮短行程

如政府向受保人計劃前往之目的地發出黑色、紅色或黃色
外遊警示，我們將根據受保損失的100%，50%或25%就
作出賠償，惟受限於最高賠償額。

10,000 30,000 60,000

缺席活動

如政府向受保人計劃前往之目的地發出黑色、紅色或黃色
外遊警示，我們將根據受保損失的100%，50%或25%作
出賠償，惟受限於最高賠償額。

不適用 2,000 3,000

「智遊保」保障一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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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保旅程中每位受保人之最高賠償限額(港元)

精選計劃 智選計劃 至尊計劃

E. 個人財物賠償

行李及個人物品 

•      手提電腦及攝影器材

•      手提電話及平板電腦

•      其他物件

8,000 15,000 25,000

2,000 10,000 15,000

不適用 3,000 3,000

2,000 
(每件 / 對 / 套)

3,000 
(每件 / 對 / 套)

3,000 
(每件 / 對 / 套)

旅遊證件 

•      額外住宿或交通費用

5,000 20,000 35,000

500 
(每日)

2,000 
(每日)

3,500 
(每日)

個人金錢 2,000 3,000 6,000

F. 個人責任

個人責任 1,000,000 3,000,000 4,000,000

G. 租車自負金額

租車自負金額 不適用 5,000 10,000

「智遊保」保障一覽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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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保旅程中每位受保人之最高賠償限額(港元)

H. 冬季運動

額外醫療費用保障 

•      額外覆診費用保障

200,0005

100,0006

滑雪道關閉 5,000 
(每日500)

預付冬季運動 3,000

租借冬季運動裝備 3,000

租借冬季運動裝備之損毁 2,000

I. 水上運動

額外醫療費用保障 

•      額外覆診費用保障

200,0005

100,0006

預付水上運動 15,000

租借水上運動裝備 5,000

租借水上運動裝備之損毁 2,000

J. 郵輪假期

額外取消或縮短行程保障 15,000

錯過郵輪啟航 50,000

取消岸上觀光旅程 10,000

衛星電話費用 2,000

岸上觀光後錯過登船 5,000

非自願更改原定停泊港口 300

K. 海外結婚及攝影

婚禮服裝 5,000 
(每件 / 對 / 套1,000)

結婚證書 1,000

受邀來賓引致之個人責任 1,000,000

婚禮服務商倒閉 10,000

「智遊保」保障一覽表 － 自選保障

註：

5.   如受保人於繕發日期時已年滿70歲或以上，保障一覽表所列明之額外醫療費用保障額(包括額外覆診費用之分項限額)將減少50%。

6.   額外覆診費用保障不包括以下治療：由註冊醫生處方並分別由脊醫及/或物理治療師提供的治療或由中醫提供的治療(包括針灸、跌打或中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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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 最高賠償限額之百分比

 1.      死亡 100%

 2.      永久完全傷殘 100%

 3.      永久完全喪失視力 ( 雙眼/單眼) 100%

 4.      喪失肢體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兩肢/一肢) 100%

 5.      喪失說話能力及失聰 100% 

 6.      永久及不能痊癒的精神失常 100%

 7.      永久完全失聰 
 
          a.       雙耳 
 
          b.       單耳

 

75% 

25%

 8.      喪失說話能力 50%

 9.      永久完全喪失一眼球之晶體 50%

 10.    喪失任何一手四指及拇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 
 
          b.       左手

 

70% 

50% 

 11.    喪失任何一手四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 
 
          b.       左手

 

40% 

30% 

 12.    喪失任何一手拇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兩節/一節關節 
 
          b.       左手兩節/一節關節

 

30% / 15% 

20% / 10%

 13.    喪失任何一手手指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右手三節/兩節/一節關節 
 
          b.       左手三節/兩節/一節關節

 

10% / 7.5% / 5% 

7.5% / 5% / 2%

 14.    喪失任何一腳腳趾或永久完全喪失其功能 
 
          a.       一腳所有腳趾 
 
          b.       拇趾兩節關節 
 
          c.       拇趾一節關節

 

15% 

5% 

3%

 15.    腿骨或膝蓋骨折裂而不能復原 10%

 16.    任何一腿畸短5厘米或以上 7.5%

 17.    三級燒傷 
 
           身體部位          燒傷部分佔全身皮膚面積百分率

             a.        頭                不少於 8% 

                                             不少於 5% 但少於 8% 

                                             不少於 2% 但少於 5% 

             b.       身體           不少於 20%                                              

                                             不少於 15% 但少於 20% 

                                             不少於 10% 但少於 15%

 100% 

75% 

50% 

100% 

75% 

50%

  
若受保成員習慣使用左手，我們將會互換保障一覽表中的右手、左手所列的賠償百分比。

個人意外賠償保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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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日數
主要計劃選項 (港元) 自選保障 (港元)

精選計劃 智選計劃 至尊計劃 冬季運動 水上運動 郵輪假期 海外結婚及攝影
1 103 147 191 24 14 38 13

2 117 165 219 27 16 41 15

3 127 183 246 33 18 47 17

4 137 211 271 37 21 59 19

5 157 241 298 41 26 70 22

6 177 274 325 45 29 84 24

7 201 295 353 49 32 93 26

8 221 328 399 54 35 100 28

9 244 361 440 58 38 107 31

10 251 388 470 62 40 117 33

11 264 418 503 67 43 127 35

12 281 445 533 71 46 137 38

13 294 470 564 76 49 149 40

14 311 494 596 80 52 158 42

15 328 524 632 85 55 166 45

16 344 557 670 90 59 177 48

17 365 566 706 96 62 185 51

18 381 581 744 101 65 189 54

19 398 608 780 106 69 195 57

20 418 635 818 112 72 199 59

21 435 665 854 117 76 203 62

22 452 689 889 122 79 207 65

23 468 717 922 126 82 211 67

24 485 744 955 131 85 215 70

25 502 768 988 136 88 219 72

26 515 795 1,023 141 91 223 75

27 532 819 1,056 145 94 227 77

28 549 846 1,089 150 97 231 80

29 565 870 1,125 155 100 235 82

30 582 897 1,158 160 104 239 85

每加 1 日
最多為 180 日 +13 +21 +30 +4 +3 +8 +2

個人計劃保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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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日數
主要計劃選項 (港元) 自選保障 (港元)

精選計劃 智選計劃 至尊計劃 冬季運動 水上運動 郵輪假期 海外結婚及攝影
1 177 268 358 47 28 75 26

2 204 304 413 54 32 82 30

3 224 340 468 66 37 93 35

4 244 394 517 74 42 118 39

5 284 454 572 82 52 140 44

6 324 521 627 90 59 167 48

7 371 563 681 98 64 186 52

8 411 629 774 107 70 200 57

9 458 695 856 116 75 215 62

10 472 750 917 125 81 234 66

11 498 810 982 134 86 254 71

12 532 864 1,043 142 92 275 76

13 559 912 1,103 151 98 297 80

14 592 960 1,168 160 104 315 85

15 626 1,021 1,240 171 110 333 91

16 659 1,087 1,316 181 117 355 96

17 699 1,105 1,387 191 124 370 102

18 733 1,135 1,464 202 131 378 107

19 766 1,189 1,535 213 138 390 113

20 807 1,244 1,612 223 145 398 118

21 840 1,304 1,683 233 151 406 124

22 873 1,352 1,754 243 157 414 129

23 907 1,406 1,820 253 164 422 134

24 940 1,460 1,886 262 170 430 139

25 974 1,509 1,951 272 176 438 144

26 1,001 1,563 2,022 281 182 445 149

27 1,034 1,611 2,088 291 188 453 154

28 1,068 1,665 2,154 300 195 461 160

29 1,101 1,713 2,225 310 201 469 165

30 1,135 1,768 2,291 320 207 477 170

每加 1 日
最多為 180 日 +27 +42 +60 +9 +5 +15 +4

家庭計劃保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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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此產品簡介並不包含保單的完整條款，並非及不構成保險契約
的一部分，是為提供本產品主要特點概覽而設。本計劃的精確
條款及條件列載於保單契約。有關此計劃條款的定義、契約條
款及條件之完整敘述，請參閱保單契約。如欲在投保前參閱保
險合約之樣本，您可向AIA索取。此產品簡介應與包括本產品附
加資料及重要考慮因素的說明文件(如有)及有關的市場推廣資料
一併閱覽。此外，請詳閱相關的產品資料，並在需要時諮詢獨
立的專業意見。

本計劃為保險計劃，並不包括任何儲蓄成分。所有繳付的保費
都用作提供保險及相關開支的用途。

此產品簡介只於香港派發。

主要產品風險

您可以書面形式通知本公司申請終止您的保單。另外，如以下任
何一種情況發生，我們將會終止此保單，而受保人將失去保障：

•   沒有繳交任何保費；

•  保險有效期完結時；

•   當保單內個人意外賠償下已繳的總賠償額達保額的100%；

•   根據「取消行程」或「縮短行程」支付賠償；及

•   當您或任何保單相關人士或團體導致或可能導致我們承受觸
犯適用之制裁法和規例的風險。

產品限制

1.   醫療費用賠償

i. 治療費用

• 除至尊計劃外，如受保人於繕發日期時已年滿70歲或
以上，保障一覽表中此保障所載的最高賠償限額將減
少50%。

ii. 海外住院現金

• 就受保人每日之住院最多只限支付海外住院現金賠償
1次。

iii. 覆診費用

• 除至尊計劃外，如受保人於簽發日期時已年滿70歲或
以上，保障一覽表中此保障所載的最高賠償限額將減
少50%，惟保障一覽表中此保障所載的每日每次診症
賠償限額則維持不變；

• 就脊椎治療師、物理治療師或中醫的治療(包括針灸、
跌打或中藥治療)而言，有關賠償限額為最多各每日
1次，並且不多於保障一覽表所載的每日每次診症限
額及總分項限額。

iv. 創傷輔導

• 惟賠償每日不多於1次診症及保障一覽表所載每日每次
診症賠償限額及最高賠償限額。

2.   個人意外賠償

i. 個人意外

• 如在同一意外發生一系列於個人意外之保障一覽表所
載的損失，我們將不會賠償多於一項損失。我們將根
據此保障受保人可獲最高賠償金額的一項損失作出賠
償；

• 無論發生意外的次數及受保人受保損傷的次數多少，
此部分之最高應付賠償總額將不超過保障一覽表內此
保障所載的最高賠償限額之100%。如賠償額已達至
最高賠償額，此保單將即時終止，恕不另行通知。然
而，有關終止將不會影響因意外而導致之同一損失的
任何索償；

• 儘管有任何相反之處，如受保人於簽發日期時是年滿
17歲或以下、或是70歲或以上，此保障的最高應付賠
償總額將限於保障一覽表內此保障所載的最高賠償限
額之50%。

3.   行程阻礙賠償

i. 行程延誤

• 受保人只能就公共交通工具之同一延誤事故，為有關
出發或抵達其中之一項延誤提出索償。

ii. 行李延誤

• 無論在同一公共交通工具就受保人名下寄艙的行李數
量是多少，在同一受保旅程中我們只就此保障支付每
位受保人不多於1次賠償。

iii. 取消行程

• 如受保人就此保障獲支付賠償，我們將不會就其他保
障支付賠償，而本保單的所有保障亦會同時終止。

iv. 縮短行程

• 如受保人獲支付「行程延誤」之賠償，受保人將不獲支
付此保障就同一損失的任何賠償。

v. 缺席活動

• 如受保人可獲支付「取消行程」或「縮短行程」之賠償，
受保人將不獲支付此保障就同一損失的任何賠償。

4.   個人財物賠償

i. 行李及個人物品

• 每件或每套或每對物品的賠償額以保障一覽表所載的
分項限額為上限。所有相關配件應視為同一件物品之
一部分；

• 手提電腦、攝影器材、手提電話及平板電腦(包括上述
電子裝置之配件)的賠償額均以保障一覽表所載的相應
分項限額為上限；

• 若受保人只損失或損毀一套或一對物品之一部分，我
們將按比例作出合理賠償。

5.   租車自負金額

• 我們將就此保障支付每位受保人在同一受保旅程中不多於
1次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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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選保障

i. 冬季運動及水上運動

• 如受保人於簽發日期時已年滿70歲或以上，自選保障
之保障一覽表「冬季運動」及「水上運動」所載的
「 額 外 醫 療 費 用 保 障 」之 最 高 賠 償限額及「額外
覆診費用保障」之分項最高賠償限額將減少50%。

•「冬季運動」及「水上運動」之「額外覆診費用保障」
所列明的跟進治療並不適用於以下治療：脊醫治療
師、物理治療師或中醫的治療(包括針灸、跌打及中藥
治療)。

額外資料

投保資格

如欲投保「智遊保」，您須符合以下資格：

1.  保單持有人必須持香港身份證並居住在香港；

2.  受保旅程路線必須包括香港，而有關的旅程安排和付款必須
於香港進行；及

3.  受保旅程必須在香港開始。

此保險計劃生效時，受保人的健康狀況必須適合旅遊，以及沒有
察覺任何足以導致取消或妨礙指定受保旅程之情況，否則所提出
的任何索償均屬無效。

倘若受保人獲多於一份由本公司所承保的「智遊保」保障同一旅
程有關的損失，只有予以最高賠償金額的一份「智遊保」保單僅
將適用於相關之損失賠償。

任何因已經計劃或實際在、前往或途經阿富汗、古巴、剛果民主
共和國、伊朗、伊拉克、利比里亞、蘇丹、敘利亞、北韓或克里
米亞地區的旅程直接或間接所引致的及由上述國家的國民/居民
所引致或蒙受的任何損失、損害、受損或法律責任，均不屬「智
遊保」的保障範圍。

主要不保事項

此保單不承保任何直接或間接、完全或部分由下列原因造成之事
故或損失：

•   任何已存在的狀況(至尊計劃中延伸保障至現有疾病除外)、先
天性或遺傳病；

•  任何在簽發日期前已存在或已宣布的惡劣情況或環境；

•   就保險證明書保障之延長受保旅程或改期而言，在持有人提
出延長受保旅程或改期申請時或之前已存在或宣布的惡劣情
況或環境；

•   戰爭(不論已宣戰與否)、侵略、外敵行動、叛亂、革命、暴
動、騷亂、軍事政變或奪權，或受保人履行作為武裝部隊或其
他執法機構成員的職責；

•   受保人的非法或違法行為，或遭海關及有關當局的充公、扣
留或損壞；

•   受保人的恐怖主義行為；

•  因政府的法案或禁令而導致之任何損失；

•   因已計劃或實際旅遊、前往、途經阿富汗、古巴、剛果民主
共和國、伊朗、伊拉克、利比里亞、蘇丹、敘利亞、北韓或
克里米亞地區而直接或間接衍生之任何損失、受傷、損毀或
法律責任；

•   阿富汗、古巴、剛果民主共和國、伊朗、伊拉克、利比里
亞、蘇丹、敘利亞、北韓或克里米亞地區的居民遭受或承受
的任何索償、損失、受傷、損毀或法律責任；

•   任何因我們已賠償或已支付之損失或費用而導致我們或我們
的聯屬公司違反美國或聯合國之貿易或經濟制裁、或其他類
似的法律或法規；

•  任何性質的核風險、放射性污染或核污染；

•   由受保人自殺、企圖自殺或故意自我傷害，或蓄意置身於異
常危險情況(試圖拯救他人性命除外)所致，或在受保人精神
失常的狀態下所致；

•   受保旅程之其中目的(毋須是唯一目的)是為了海外就醫，或
受保人在身體不適合旅遊的情況或在違反註冊醫生勸告下外
出旅遊；

•   與服用酒精或藥物有關的損失(由註冊醫生所處方之酒精或藥
物除外)；

•   愛滋病或於人體免疫不全病毒血清測試呈陽性反應下出現之
損害或疾病、性病；

•   精神病、睡眠障礙、精神或神經失調；

•  懷孕或分娩，以及與懷孕或分娩有關的任何傷害或疾病；

•   受保人在履行職責期間所引起的任何損失，包括作為航空公
司的機組人員或控制人員、測試任何類型的運輸工具、參與
體力勞動性工作、參與離岸活動 (如商業潛水、油田鑽探、採
礦、空中攝影)、爆炸品處理、以及作為演員、地盤工人、漁
民、廚師或廚房工人、導遊或領隊履行職責；

•   受保人參與任何形式的賽車、比賽、職業運動或參與可賺取
收入或報酬的運動；

•   受保人在空中參與的任何活動，除非受保人當時：

a. 是以付費乘客(而並非駕駛員/控制人員或機組成員)身份
在持牌私人飛機及/或商業客機上，或

b. 所參與的活動是由另一位已領取有關活動牌照的人士負責操
縱或航行，而提供活動的舉辦者亦已獲有關地方當局授權。

就延伸保障至現有疾病，我們將毋須支付：

a.  任何前往中國內地及/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受保旅程；

b.  任何與例行身體檢查或健康檢查有關的費用；

c.  任何與向受保人處方下列藥物有關之費用：

- 非由海外註冊醫生向受保人處方之藥物；

- 非就受保旅程中的受保治療而處方之藥物；或

- 需服用至少1個月或以上之藥物；

d.  任何受傷、先天性疾病或障礙、精神或精神科疾病或障礙之
有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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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8年1月1日起，所有保單持有人均需向保險業監管局為其新繕發及現行香港保單繳付的每筆保費繳交徵費。有關保費徵費詳情，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aia.com.hk/useful-information-ia-tc 或保險業監管局網站 www.ia.org.hk 。(保單日期為2021年4月1日或以後的
一般保險保單，徵費率為0.1%，最高徵費額為港幣5,000元。)

注意事項

申請人及擬受保人(如適用)申請保單時需聲明確認並同意：

a.  除以書面形式及經貴公司發表和批准外，任何其他人士所發
表或收到的資料或陳述，貴公司毋須負責。

b.  所有填寫在投保申請書上及由公司發出的問卷內的資料，包
括但不限於年齡及/或性別，或投保申請書遞交的其他文件
及向公司的醫生的陳述及回答均屬真實、完整及正確。任何
並非由申請人本人提供的資料或回答，內容均屬真實、正確
及完整。公司相信陳述及回答均屬真實、正確及完整，並依
據此作出相關的決定，否則任何依據此而繕發的保單可能無
效。

c.  所提供的任何資料及文件(如(b)所界定的)及有關之保單及保
險證明書，將成為保單持有人與貴公司之間所簽署合約之全
部。當投保成功後，保險證明書將會寄到由貴公司所記錄的
保單持有人電郵。

d.  非保單合約一方(包括但不限於受保人及受益人) 沒有權利執
行任何保單條款。

e.  貴公司的保險營業員或其代表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向申請人
推銷保險業務(如適用)，及此申請程序亦是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進行。

f.  必須提供符合貴公司要求之有效文件(如身份證及地址證明)
予貴公司，讓貴公司能按照於「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條例」第615章所載及/或其它有關法律之要求，不時對申
請人/保單持有人、準受保人、保單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如有)
及所有於保險申請之授權簽署人士(如適用) 進行客戶盡職審
查。如未符合此要求，或因任何理由客戶盡職審查未能在合
理時間內完成，貴公司有權不批核申請及/或終止保單及/或
業務關係。如貴公司因此需要終止保單及/或業務關係，貴公
司有權扣除適當的費用及收費。這情況下，貴公司不需向任
何上述人士承擔任何因終止此保單及/或業務關係而招致之損
失，損害，報銷和/或補償。

g.  保證會立刻通知貴公司任何有關申請人及準受保人個人資料
或其身份證明資料的更改或更新，及保證如貴公司提出要
求，會立刻向貴公司提交與該更改或更新有關及令其滿意的
文件証明。

h.  保單不會負責(1)因已經計劃或實際在、前往或途經阿富汗、
古巴、剛果民主共和國、伊朗、伊拉克、利比里亞、蘇丹、
敘利亞、北韓、或克里米亞地區的旅程直接或間接地所引
致；及(2)本文所述國家/地區的國民/居民遭受或維持的任何
損失、損害、受損或法律責任。

i.  申請人及受保人的行程並非有違註冊醫生的勸告，而外遊的
目的並非為接受治療。

j.  保單在繕發之後不可取消且保費不可退還。

k.  申請書、聲明及所提供的其他資料作為合約的基礎。

l.  申請人已閱讀、明白並同意接受保單列明的條文、條款及不
承保事項。

m.  過去12個月內，申請人在香港居住超過182天。

個人資料收集及使用

申請人申請保單時需確認：

•  已閱讀及明白AIA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AIA個人資料收集聲
明」)。

•  聲明及同意在申請所載或貴公司不時以任何方法收集所得、
編製或持有的任何個人資料及關於申請人或保單或投資的其
他資料，可根據AIA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收集及使用。

•   知悉及同意就AIA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所述目的轉讓個人資料至
香港境外予AIA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所載的資料承讓人。

•   A I A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的最新版本可於以下網址下載： 
https://www.aia.com.hk/zh-hk/privacy-statement-main.html，及
可向貴公司索取。

索償過程

任何死亡索償須立即以書面通知我們。否則，如要索償，您須於
有關事件發生日期起計30日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並於損失發生日
期起計90日內遞交所需表格及文件證明。您可向您的財務策劃顧
問索取賠償申請表，或致電AIA客戶熱線(852)3108 1928(香港)，
或親身蒞臨友邦客戶服務中心。有關索償程序的詳細資料，請參
閱保單契約中的索償程序部分。如欲知更多有關索償事宜，可瀏
覽本公司網頁 www.aia.com.hk 內的索償專區。

繳付賠償

如受保人在生期間，而您仍然在生，我們將向您支付本計劃所有
需支付的利益(個人意外賠償之身故賠償除外)，否則將付予您的遺
產。

如受保人不幸身故，除非適用法律另有規定，我們會將按此保單
需支付的個人意外賠償之身故賠償支付予受益人。如若於受保人
身故時沒有任何受益人在生，我們將向您支付本計劃的身故賠償
及所有其他賠償(如有)，否則將付予您的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