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競跑保」  
RUNNER GUARD

個人財物保險 — 保障

可靠支持  助您全力馳騁
 「競跑保」為跑手度身設計「跑步創傷保障」，涵蓋包括肌腱 
斷裂及韌帶撕裂等多種跑手常見的受傷，在賽道上全程 
守護參與跑步比賽的人士。

閱覽電子版



1 保障
 「競跑保」

死亡、心臟驟停、 
昏迷

脫臼 骨折 肌腱斷裂及 
韌帶撕裂

野外保障

如受保人不幸在賽道起點至終點期間發生計劃所保障的傷害，可取一筆過賠償，助您應付治療及復康
所需開支，或在您未能工作期間為您舒緩經濟壓力，讓您在賽事中專注挑戰自己，跑出好成績。

全方位保障包括下列項目

 
 正式競賽或慈善跑參與時段 

(受保參與活動時段*)
登記召集 熱身 賽後活動 頒獎

*受保參與活動時段：

受保跑步活動期間，由大會指定的活動開始時間至受保人退出活動或受保人越過終點線的時間內，並包括輔助醫療人員
或註冊醫生於受保人退出活動或受保人越過終點線後所立即提供的緊急醫療援助時間，但不包括任何於受保跑步活動
開始前的等候時間或參與受保跑步活動後的活動時間 (例如：頒獎儀式)。

**受保跑步項目：

是指跑步，包括越野跑､馬拉松､公路跑步及山地越野跑，但不包括任何以跑步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多項運動。

跑步是一件心曠神怡的事
不少人享受在跑道上迎
風前進的感覺，但跑步
受傷亦都在所難免。

AIA「競跑保」特別為跑手度身設計合適保障， 
全面配合專業及業餘跑手的需要，保障您在賽道
起點至終點期間多種因跑步而引致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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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跑保」

計劃一 計劃二

產品性質 一般保險計劃

保額 500,000港元 1,000,000港元

受保人投保時的年齡 18 - 70歲 18 - 55歲

保險有效期 (保障期) 1日／3日／30日／90日

受保跑步活動

符合以下各項要求並舉辦予公眾參與的賽跑或慈善跑步比賽：

(a)  至少有50名參加者；

(b) 除不設報名費用的慈善或贊助活動之外，每名參加者的報名費用不得 
      超過5,000港元；

(c)  須為開放予公眾或由AIA舉辦或贊助的活動；

(d)  整項活動須於同一國家／地區的邊境內進行；

(e)  活動涵蓋距離及／或賽程最少相等於3,000米或以上；

(f)   整項活動須於最多不高於海拔2000米內進行；

(g) 現場須提供急救護理服務；及

(h) 僅涉及受保跑步項目**。

保單貨幣 港元

保費繳付模式 一次性繳費

主要保障
•  跑步創傷保障

•  野外保障

保障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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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欲知更多詳情，請細閱本產品簡介的「競跑保」保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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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跑保」為馬拉松比賽、越野跑及慈善跑的跑手度身設計 
兩項主要保障，切合跑步時的實際需要，讓您在賽事期間
安心馳騁。計劃的保障涵蓋多項運動期間在賽道上會引致
的受傷：

受保人如在受保參與活動時段不幸遇上意外，導致多於一項
的受保傷害，「競跑保」會按各項受保受傷中可獲得最高
保障額的一項受傷保障項目 (不論是跑步創傷保障或野外 
保障中的保障項目) 支付賠償。當賠償總額達到保額的
100%後，您的保單將會自動終止。

跑步創傷保障
心臟驟停、昏迷、永久喪失肢體或視力、死亡

如受保人於受保參與活動時段不幸發生以下情況，「競跑
保」會支付保額的100%作為賠償：

• 心臟驟停，而其後存活；

• 因意外而進入昏迷狀態，並持續最少48小時；

• 永久喪失肢體或視力；或

• 不幸身故。

運動型中暑

在受保參與活動時段，如受保人出現運動型中暑，因而需
要住院超過24小時，「競跑保」會為每次意外一筆過支付
10,000港元為賠償。

肌腱斷裂及韌帶撕裂

在受保參與活動時段，如受保人因意外而導致一處或多處 
受保部位肌腱斷裂，並需接受手術，「競跑保」會支付保額 
的10%作為賠償。如受保人所接受的治療並不需進行 
手術，「競跑保」亦會一筆過支付5,000港元為賠償。

骨折

在受保參與活動時段，如受保人因意外而導致一處或多處
受保部位骨折，並需接受手術，「競跑保」會支付保額的
5%作為賠償。如受保人所接受的治療並不需進行手術， 
 「競跑保」亦會一筆過支付5,000港元為賠償。

脫臼

在受保參與活動時段，如受保人因意外而導致受保關節脫
位，並需接受骨科治療，「競跑保」會為該首次脫臼一筆過
支付3,000港元作為賠償。

診斷結果須有影像證明 (例如X光片) 。如在同一意外中發
生關節脫臼與骨折，「競跑保」只會支付骨折賠償。而如
在同一意外中發生於多處脫臼，「競跑保」將支付不多於
3,000港元作為賠償。

受保肌腱斷裂及韌帶撕裂部位包括：

• 跟腱斷裂 • 髕骨肌腱  

• 四頭肌肌腱斷裂 • 大腿膕繩肌肌腱斷裂

• 韌帶斷裂
     (踝關節或膝關節部位)

受保骨折部位包括：

• 踝骨 • 尺骨  

• 腓骨 • 橈骨

• 脛骨 • 肱骨

• 股骨 • 肩胛骨

• 髕骨 • 鎖骨

• 盆骨 (骼骨、坐骨及耻骨) • 面骨 (下頜骨、上頜骨、 

      下鼻甲、鼻腔、鼻、腭、

      顴骨及犁骨)• 椎骨

• 肋骨

• 胸骨 • 頭骨

• 腕骨 (舟狀骨、梯形、菱形、 

      頭狀、鉤狀、碗豆狀、三角形 

      及月骨狀)

受保關節部位包括：

• 脊柱 • 肘部  

• 臀部 • 踝關節

• 膝蓋 • 肩胛骨

• 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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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跑保」特別針對業餘及專業跑手較容易受傷的部位，提供多種運動相關傷害的保障：

頭骨

面部骨骼

肩胛骨、鎖骨

肋骨、胸骨

肱骨

尺骨、橈骨
椎骨

腕骨

骨盆

股骨

大腿膕繩肌肌腱

四頭肌肌腱

膝關節韌帶、髕骨肌腱

跟腱

踝關節韌帶

髕骨

腓骨、脛骨

踝骨

骨折 肌腱斷裂及韌帶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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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保障
在受保參與活動時段，如受保人無故遭到野豬、箭豬、
狗、蛇、牛或猿猴襲擊，並需於醫院或門診接受治療，
 「競跑保」會按以下受傷程度一筆過支付野外保障的賠償， 
賠償金額如下：

創傷 賠償金額／保額百分比

癱瘓 100%

喪失腳趾或手指 10%

其他受傷而需接受住院或 
門診治療

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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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創傷保障」保障一覽表

創傷 賠償金額／保額百分比

(a)    死亡 100%

(b)    心臟驟停 100%

(c)    昏迷 100%

(d)    永久喪失肢體或視力 100%

(e)    運動型中暑 10,000港元

如需進行手術 如無需進行手術

(f)    跟腱斷裂 10% 5,000港元

(g)    大腿膕繩肌肌腱撕裂 10% 5,000港元

(h)    韌帶撕裂 10% 5,000港元

(i)     髕骨肌腱斷裂 10% 5,000港元

(j)     四頭肌肌腱斷裂 10% 5,000港元

(k)     骨折
           位於下列一處、多處或所有部位︰ 
           踝骨、腓骨、脛骨、股骨、髕骨、骨盆、椎骨、肋骨、胸骨、腕骨、 
           尺骨、橈骨、肱骨、肩胛骨、鎖骨、 面部和頭骨

5% 5,000港元

(l)     脫臼
           位於下列一處、多處或所有部位︰ 
           脊柱、臀部、膝蓋、腕關節、肘部、踝關節、肩胛骨

3,000港元 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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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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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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會終止您的保單，而您／受保人
將失去保障：

• 受保人身故；

• 本公司取消保單時；

• 保險有效期完結時；及

• 已支付的總賠償金額達保額的100%時。

2.   我們保留權利隨時以不少於30日以書面通知您終止此保單。
我們的賠償責任只限退還此保單已繳交但保障仍未生效之 
保費。

額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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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不保事項

本計劃並不承保以下各種事故所引起的情況：

• 宣戰或不宣戰之戰爭，或革命；

• 抵觸或企圖抵觸法律的行為，或拒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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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腐敗物質或細菌感染 (但因意外受傷以致傷口膿腫者除外) ；

• 受保人受酒精或非醫生處方藥物影響而遭受或導致意外；

• 懷孕或任何有關的併發症；

• 例行健康檢查、任何與入院診斷、疾病或受傷無直接關係的
檢驗；任何非醫療所需之治療或檢驗、療養、特別護理或 
靜養；或任何不符合良好的醫療慣例及標準的治療或檢驗；

• 受保人於保單生效期間違反由註冊西醫、中醫、物理治療師
或脊醫曾給予的醫學意見 (包括在本保單的申請日期前六個月
內所提供的意見) 參與的受保跑步活動；

• 受保人違反受保跑步活動的任何大會規則，包括但不限於 
(i) 不遵從大會人員指示；(ii) 離開大會指定路線 (除非受保人
不慎或因自然災害 (例如：洪水、山泥傾瀉) 導致的情況而 
偏離大會指定路線，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將酌情決定提供
有關保障。) ；(iii) 不使用或不正當使用與受保跑步項目有關
的所有正規服飾及／或安全設備；或(iv) 完全覆蓋臉部進行 
跑步活動；

• 受保人參與任何非受保跑步活動；

• 任何因恐怖主義行為導致的損失；

• 任何已存在肢體缺陷；或

• 飛躍道、自由奔跑、抬轎跑、倒跑、障礙跑、多項目運動 
(例如：三項鐵人) ，涉及人造障礙物的活動 (例如：人造 
泥坑、人造滑坡、攀岩牆、坑道爬行或其他類似的人造障 
礙物) 。

上述只供參考，有關全部及詳細不保事項，請參閱此計劃之保單
契約。

索償過程

如要索償，您須於受保事故發生後的30日內以書面通知我們，並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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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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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劃內的保障賠償將支付予您／受保人。若您不幸身故，將會
給予您的保單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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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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A_HK_MACAU

AIA Hong Kong and Macau

請即聯絡您的財務策劃顧問或致電AIA客戶熱線瞭解詳情

香港 (852) 3108 1928
*1299（只限香港流動電話網絡）

aia.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