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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平安保險 
 
保障的責任範圍  

由於外來明顯的意外事故引致身體、四肢、雙目受到傷殘，或

遭致身故、耳聾、斷骨等，均可按所受傷殘程度獲得全部保險

金額或一部份保險金額的賠償。 

 
地區範圍 

世界各地。 

 

投保年齡 

自 16 歲起至 65 歲止。 

 

職業類別 

甲類：從事室內工作的文職人員。 

乙類：不從事體力勞動的外勤人員。 

丙類：從事無特別危險性工作的體力勞動者或工程人員。 

丁類：不屬於上列三項職業類別者。 

 

附加保險 

1. 暫時完全喪失工作能力之每週賠償：  

如附加上述保險，在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在 90 天內開始，

凡因傷害完全不能工作者，經註冊醫生證明在完全不能工

作期內，可獲照所保之數額賠償，以 52 週為限。 (自僱者

或東主不可購買此附加保險)  

2. 意外醫療費用賠償：  

如附加上述保險，遇發生意外事故導致身體受到傷害，在

52 週內對因治療該項傷害所需的合理費用，經註冊醫生或

醫院證明，可獲得賠償。但不論屬一次事故或多次事故的

累積，以不超過所投保的醫藥賠償的保險金額為限。 

跌打、物理及整脊治療費用每次最高賠償金額：  

 跌打治療費用，每次意外最高賠償 HK$500。 

 整脊治療費用及物理治療費用，每次意外最高賠償

HK$1,000。 

 

除外責任： 

凡直接或間接由於下列原因所致的，不保在內：  

1. 戰爭、類似戰爭的行動、恐怖活動及有關的一切風險、內

戰、叛變、罷工、暴動、或由於核子武器、核子游離輻射、

核子燃料或其燃燒後產生的廢料所致輻射能的沾染（包括

自發的核子分裂在內）。  

2. 疾病、傳染病或非因意外事故而進行內外科治療手術而致

的體殘、身故。  

3. 被保險人自願招惹不必要之危險（為企圖拯救別人之生命

則除外）、自殺、自加傷害、或因觸犯刑章的不法行為。  

4. 遭遇謀害。  

5. 打獵、攀山（指需要利用繩索或誘導繩為輔助工具者）、

滑雪、滑水、冬季運動、潛水、參加各種競賽、毆鬥、或

因酒醉、服用藥物、神經錯亂。  

6. 從事軍警工作，當執行職務時所致的。  

7. 由於懷孕、分娩、難產或因此而引致的。 

8. 被保險人因本身存在的缺陷或病症而遭受之身故或體殘，

而此缺陷或病症未有事先填報或得本公司同意承保的。 

 

保費（按一年計算） 

職業

類別 

* 意外身故 

每 1,000 元

保額 

* 意外身

故及肢體

傷殘 

每 1,000 元

保額 

** 暫時完全

喪失工作能力

之每週賠償 

每週每 100 元

保額 

*** 意外

醫藥費賠

償 

每 100 元

保額 

甲類 $ 0.80 $ 1.20 $ 30.00 $ 1.20 

乙類 $ 1.20 $ 1.60 $ 40.00 $ 1.50 

丙類 $ 2.10 $ 2.50 $ 60.00 $ 2.00 

丁類 另議 另議 不保 另議 

最低收費：HK$300.00 

  

附註： 

* 保額︰由 HK$50,000 起 

** 暫時完全喪失工作能力之每週賠償保額 : 每週賠償之保額，不得

超過原保額的千分之五，並須按實際每週工資投保。 

*** 意外醫藥賠償保額 : 不超過人身險保額的十分之一為限，由

HK$5,000 起至 HK$50,000 止。 

 

•人身平安保險保期為一年，如欲作短期投保，可按短期費率計算保

費，但最低保費為 HK$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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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享有 24 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只要您成為「人身平安保險」的受保人，中國太平保險(香港)

有限公司免費為您於外地旅遊或公幹時，安排緊急支援中心提

供二十四小時全球熱線及醫療支援服務：  

 

熱線服務  醫療支援服務 
每宗事故 

最高賠償額 

醫療服務、諮詢、

入院安排轉介 

緊急醫療撤離或送

返 

無限額 

送返遺體或骨灰 無限額 

領事館資料 安排親友探望（傷／

病者必須住院超過

七天以上） 

一張來回機票 

（經濟客位） 旅遊簽証資料 

行李遺失 

緊急票務安排 安排幼童返港（年齡

為十八歲以下） 

一張單程機票 

（經濟客位） 翻譯人員諮詢 

法律支援服務 代墊入院按金擔保 US$6,500.00* 

* 緊急支援中心可預支 US$6,500.- 作為入院費用保證，此項醫療費用

如屬保險單承保範圍內，由本公司負責賠付。 

 

賠償金額表 

項

目 
傷害程度 賠款及利益 

(一) 身故（失蹤不能作為意外身故，但因

乘坐飛機或船隻失事而致完全滅失

的不在此限） 

保額的 100% 

(二) 全身癱殘（必須終身臥床或永久喪失

工作能力） 

保額的 100% 

(三) 喪失兩肢（指自手腕或足踝關節以上

之分離喪失）或雙目失明、或喪失一

肢及一目失明 

保額的 100% 

(四) 喪失一肢或一目失明 保額的 50% 

(五) 喪失手指，足趾（每手、腳的）  

  1. 喪失四指 保額的 40% 

  2. 喪失拇指全部 保額的 25% 

  3. 喪失拇指一節或食指全部 保額的 10% 

  4. 喪失食指一節或二節或中指全部 保額的 6% 

  5. 喪失中指一節或二節，或無名 保額的 3% 

指、小指全部 

  6. 喪失無名指、小指一節或二節 保額的 1% 

  7. 喪失腳趾全部 保額的 15% 

  8. 喪失大趾全部 保額的 5% 

  9. 喪失大趾一節或其他任何一趾的

全部 

保額的 2% 

  10. 喪失大趾以外任何一趾的一節 保額的 1% 

(六) 耳聾、斷骨 照註冊醫生鑑

定的百分率 

(七) 停工賠款 

因傷完全不能工作，經註冊醫生證

明，在其不能工作期內 

按每週賠償保

額賠付 

 

規約：本表內賠款按下列規約辦理：  

1. 除經特別同意外，若被保險人之年齡小於十六歲（以出生

日期為定）或超過六十五歲（以出生日期為定）者，本保

險單則會拒絕被保險人之索償。  

2. 在保險有效期內，不論發生一次或多次賠償，保險公司最

高賠償責任，以不超過保險金額為限。  

3. 表列第一項身故必須在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 12 個月內造

成者。  

4. 除第七項外保戶不得因遭受一次意外，而獲得表列一項以

上的賠款金額。只表列第五項內的可同時兼得，但該項最

高賠款不得超過保額的百分之五十。（損失必須在意外事

故發生之日起 180 天內造成者）  

5. 表列第七項停工賠款，最長不得超過五十二週，及須在意

外事故發生之日起 90 天內開始。 

 

本單張只作一般性簡介，有關條文細節，應以保險單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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