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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17間旅行社的資料
旅行社營辦的旅行團數目眾多，本會

抽選了三個較熱門的旅遊目的地：北京、曼

谷和東京，在6月上旬派員到17間旅行社，

以消費者的身份收集在6月底、7月初出發

往上述三個目的地的5天（或6天）旅行團的

資料，並向旅行社詢問有否要求參團者購

買指定的旅遊保險，如有的話，不買指定旅

遊保險會怎樣處理。涵蓋在調查內的17間

旅行社將旅行團與旅遊保險
捆綁銷售

本會收到消費者投訴，指部分旅行社在參團者報團時要

求他們購買旅行社指定的旅遊保險，如不購買便不可報團，即

使已購有全年旅遊保險計劃，仍有旅行社要求參團者購買指定

的旅遊保險。有見及此，本會進行了相關調查。

旅行社將旅行團與旅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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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否須向該公司買旅遊保險：

◇ 「美麗華旅遊」和「關鍵旅遊」：均

印有「客人凡參加此團必須於報名時向本

公司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 「信成假期」：印有「為顧及閣下在

旅遊期間獲得全面保障，故必須購買旅遊

保險。（如不明白，敬請查詢）」。

◇ 「星級假期」：印有「香港旅遊業議

會建議旅客於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為顧及閣下在旅遊期間獲得全面保障，故

必須購買旅遊保險。（如有不明，敬請查

詢）」，或「為顧及閣下在旅遊期間獲得全面

保障，故必須購買旅遊保險。（如有不明，敬

請查詢）」。

當本會職員以消費者身份直接向旅

行社查詢時，該4間旅行社的職員均有提供

旅遊保險收費和保險宣傳單張，另本會職

員查詢下，旅行社亦有交代不買指定旅遊

保險的處理方法，例如不可報團。

　　

保費多少？
以參加「北京5天團」為例，3間有規定

參團者須買指定旅遊保險的旅行社（「信成

假期」、「星級假期」、「關鍵旅遊」），5天的

個人保費由$181至$198，均屬「全球/環球」

旅遊保險計劃，參考其他旅行社代售的不同

旅遊保險計劃，5天保費由$84（「中國基本」

旅遊保險計劃）至$190（「全球」旅遊保險

計劃）。若參加「曼谷5天團」，以上4間旅行

社的指定旅遊保險個人保費由$ 1 7 7 至

$198，對照其他旅行社代售的旅遊保險計

劃，5天保費由$138至$190。

雖然不同保險計劃提供的保障不盡

相同，故不宜單以保費高低比較不同計劃，

但以上例子顯示市面的旅遊保險計劃眾多，

單看北京便有「中國基本」或「全球」計劃可

旅行社分別是「大航假期」、「永安旅遊」、

「東瀛遊」、「油 地旅遊」、「信成假期」、

「星級假期」、「星晨旅遊」、「美麗華旅遊」、

「香港中國旅行社」、「康泰旅行社」、「捷旅

假期」、「現代中國旅行社」、「勝景遊」、「新

華旅遊」、「翠明假期」、「縱橫遊」和「關鍵

旅遊」。

初步發現4間旅行社規定旅客
買指定旅遊保險

初步調查顯示，除「大航假期」沒有營

辦以上三個目的地的旅行團外，其餘16間

旅行社均有辦全部或其中一、兩個行程的

旅行團，當中4間有規定參團者購買旅行社

指定的旅遊保險，否則不可報團，分別是：

◇ 「信成假期」和「星級假期」：同時

營辦上述三個不同行程的旅行團，全部規

定參團者須購買旅行社指定的旅遊保險。

◇ 「美麗華旅遊」：規定「曼谷5天團」

和「東京5天團」參團者須購買旅行社指定

的旅遊保險，至於「北京5天團」，負責接待

的旅行社職員稱只是建議性質，參團者不

一定要購買指定的旅遊保險，但若參加的

屬「超值團」，則須購買該旅行社指定的旅

遊保險。

◇ 「關鍵旅遊」：只營辦「北京5天團」

和「曼谷5天團」，兩個團均規定參團者須購

買旅行社指定的旅遊保險。

　　

購有全年旅遊保險如何處理？
若參團者本身已購有全年保障的旅

遊保險，「星級假期」和「關鍵旅遊」仍規定

參團者須購買指定的旅遊保險，「信成假

期」和「美麗華旅遊」則表示只要提交相關

保險證明，參團者可獲豁免。

報團前有否交代相關規定？
上述4間旅行社提供的相關旅行團單

張，均印有參團者「必須」買旅遊保險的字

句，「美麗華旅遊」和「關鍵旅遊」的字句較

直接，「信成假期」和「星級假期」則沒有說

「美麗華旅遊」      和「關鍵旅遊」      在宣傳單張列有要求參團者向該公司買旅遊保險的規定。

「星級假期」      、「信成假期」      和「關鍵旅遊」     在報章的廣告載有要求參團者向該旅行社買旅遊

保險的條文。

1

2

2

1

3

1 2

1 2 3

宣傳單張

報章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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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選擇，消費者可按需要選擇合適的旅遊

保險。如果硬性規定消費者買指定的旅遊

保險，不但影響消費者的選擇，提供的保障

亦未必切合消費者的需要。

查閱旅行團廣告
除了向旅行社收集資料及作口頭查

詢外，本會查閱了該17間旅行社6月份於報

章刊登的旅行團廣告，發現「美麗華旅遊」

除外，「信成假期」、「星級假期」和「關鍵旅

遊」均有在廣告列出要求參團者向該旅行

社買旅遊保險的條文，相關條文如下：

◇ 「信成假期」：「以上團隊部份為特惠

推廣團，顧客必須於本公司購買旅遊保險。」

◇ 「星級假期」：「以上推廣團，顧客

必須於本公司購買旅遊保險」。

◇ 「關鍵旅遊」：「以上所有團隊為特

惠推廣團，必須於本公購買旅遊保險」。

其餘的13間旅行社中，「大航假期」

在廣告內載有要求參團者買旅遊保險的要

求：「奉旅遊業議會建議旅遊人仕應購買旅

遊綜合保險，以上團隊客人報名時必須同

時購買短線中國保險」，但廣告內沒有明確

指出保險是否需向該旅行社購買。餘下的

旅行社則沒有列出類似的條文。

旅行社的解釋─規定買指
定旅遊保險的原因和準則

本會將上述調查結果通知調查的所

有旅行社，並查詢除以上三個特定行程的旅

行團外，會否有其他行程的旅行團規定參團

者就該團購買指定的旅遊保險，以及規定參

團者購買指定旅遊保險的原因及準則：

◇ 「東瀛遊」、「油 地旅遊」、「星晨

旅遊」、「康泰旅行社」、「捷旅假期」、「現代

中國旅行社」、「勝景遊」和「縱橫遊」均表

示所辦的旅行團沒有規定參團者購買指定

的旅遊保險。其中「現代中國旅行社」表示

會提醒客人購買旅遊保險，如客人自行透

過其他途徑買旅遊保險，會要求客人提供

保險公司名稱、保單號碼、緊急支援電話，

以便遇有突發事情時，該旅行社可藉以提

供協助。

◇ 「永安旅遊」表示所辦的旅行團沒

有規定參團者買指定的旅遊保險，但補充

如參加廣東省線旅行團，為提升旅客之保

障，客人需具備旅遊保險，但客人可自由在

其他公司購買或透過該旅行社購買。

◇「新華旅遊」表示為加強客人外遊

的保障，該公司自今年1月1日起要求參加

中國短線旅行團及中國短線自由行套票

（任何天數）的客人報名時需備有旅遊保險

（可自行購買或報名時即時購買），並不接

受沒備有旅遊保險的客人報名。若客人已

購全年旅遊保險，只需提供有關保單編號

作紀錄即可。

◇ 「信成假期」回覆時表示，「參加本

公司出發的旅行團，不論天數、目的地，為

保障雙方利益，均須購有旅遊保險。本公司

保留不購有旅行（遊）保險客人報名的權

利」。參團者「只須購買旅遊保險便可參

團」，若本身已購全年旅遊保險，「只需出示

購有旅遊保險的證明便可參團，無須再購

買旅遊保險。」對於本會調查時獲告知該旅

行社要求參團者買指定的旅遊保險，否則

不可報團，該旅行社表示沒有這項規定，又

指可能是旅行社職員表達的意思有誤。

◇ 「星級假期」表示香港政府及香港

旅遊業議會沒有一套健全的機制給旅行社

和旅客，如旅途中遇上突發事故，旅行社需

承擔極大的風險，例如可能會引致賠償、訴

訟，嚴重者或會面臨倒閉。旅客方面，可能

因旅途上遇到意外而要自行承擔額外費

用，故此，旅行社和旅客須依賴保險公司承

擔風險，以確保雙方得到全面保障。市面上

有不同的旅遊保險計劃供旅客選購，然而

旅客從保險計劃所得到的保障及賠償或有

差異及得不到即時處理，為求讓旅客得到

全面的保障，該社表示已與保險公司設計

了一份獨立、統一的旅遊保險計劃供客人

購買，使能為旅客第一時間向指定保險公

司取得更快的支援。

◇ 「翠明假期」和「關鍵旅遊」表示不

會回覆本會的查詢。

◇ 「大航假期」、「美麗華旅遊」和「香

港中國旅行社」在截稿前仍未回覆。

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意見
本會就旅行社銷售旅遊保險計劃向

香港旅遊業議會查詢，該會表示旅行社應

盡力確保提供給消費者的資料正確無誤，

使消費者能就所得的資料作出判斷。如旅

行社要求參加外遊旅行團的旅客購買綜合

旅遊保險，旅行社應在旅客報名前清楚告

知有關規定，而報名表上亦應清楚註明相

關的規定。香港旅遊業議會認為消費者有

權選擇自己喜歡的旅行社，而旅行社亦可

市場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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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消費者參加旅行團，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旅遊保險，若決定購買，可向

銀行、旅行社或保險公司查詢，比較不同保障範圍，選擇適合自己的保險計劃。近年出

現旅行社規定參加旅行團的旅客購買指定旅遊保險的情況，本會自2007年至今年5

月，共接獲43宗相關投訴：

個案一：職員開單時自行加入旅遊保險

李先生在報章上看到旅行社的宣傳廣告，當中一團是到他心儀的地方，團費又合

適，李先生便到旅行社的分行報名。談妥一切後，旅行社職員開單要求李先生繳款之

際，李先生發覺其中一項收費為旅遊保險。李先生向職員查詢之下，職員告之是代團友

購買該旅行社代理的旅遊保險，李先生表示要先考慮及比較資料，稍後才自行購買。職

員同意將保險費用刪除，重新開單。

跟進

李先生對本會表示此風不可長，本會已將其意見轉達香港旅遊業議會。

個案二：不成團但已購旅遊保險   轉報另一旅行社被迫再買一份

馮先生參加了A旅行社的台灣團，其後旅行社告之不能成團，退回團費，但旅遊

保險因為是代辦及已繳付，不能退回。馮先生轉到B旅行社報了另一台灣團，以填補該

空檔，但B旅行社要馮先生購買指定公司的旅遊保險，即使馮先生早前在A旅行社已買

了一份旅遊保險，亦不能獲得豁免。馮先生不想浪費已申請了的假期，只好無奈接受。

跟進

經本會調解後，B旅行社退回保費給馮先生。

個案三：已購全年旅遊保險   仍被迫多買一份

張小姐日前到旅行社報團，旅行社要求她必須購買旅行社指定的保險公司的旅

遊保險。張小姐表示已購買了其他保險公司的全年旅遊保險，要求豁免。旅行社表示購

買旅遊保險是參加該團的附帶條件，不能豁免。張小姐因與友人同行，被迫接受。

跟進

張小姐認為旅行社將旅行團和旅遊保險捆綁在一起的銷售手法不當，剝奪了消

費者選擇的權利。本會已將其意見轉達香港旅遊業議會。

自行釐定公司的商業政策。

對於旅行社售賣旅遊保險和將旅行

團、旅遊保險捆綁式銷售給消費者的銷售

手法，香港旅遊業議會表示沒有制定相關

的指引或守則，但在2006年8月曾向會員旅

行社發出通告，提醒會員在交易前要向旅

客提供綜合旅遊保險的資料，包括建議旅

客因應個人需要購買合適的綜合旅遊保

險，以保障安全；會員亦應記錄參團者的旅

遊保險保單資料，使承保的保險公司在有

需要時能即時提供協助。

　　

保險業監理處的意見
保險業監理處表示，《保險公司條例》

下並沒有強制規定參加旅行團的旅客購買

旅遊保險，但政府鼓勵出外旅遊人士購買

適合個人需要的旅遊保險。旅行社及其職

員要成為「旅遊保險代理人」以銷售旅遊保

險，須向由香港保險業聯會成立的保險代

理登記委員會登記；與其他保險代理人一

樣，「旅遊保險代理人」須遵守由香港保險

業聯會制定的《保險代理管理守則》。現時

《保險公司條例》和《保險代理管理守則》並

沒有條文禁止旅行社捆綁式銷售旅行團和

旅遊保險。就消費者權益方面，保險業監理

處認為旅行社捆綁式銷售旅行團和旅遊保

險涉及營辦旅行團的手法，宜交由規管旅

行社營運的機構處理。儘管如此，該處認為

旅行社應在消費者參加旅行團前提供充足

的資料，包括必須向該旅行社購買指定旅

遊保險的條款、相關保費和保障範圍等，使

消費者能就所得的資料作出明智的選擇。

本會的意見
旅行社將旅行團與旅遊保險掛 ，捆

綁式將一籃子服務銷售給消費者，雖屬商業

決定，然而參加旅行團和購買旅遊保險對消

費者而言是兩個獨立的決定，硬性規定參團

者買旅行社指定的旅遊保險，不僅影響消費

者的選擇，所獲得的保障亦未必切合其需

要；再者，規定已購全年旅遊保險的旅客多

買一份旅遊保險，旅客多花了錢亦未必得到

多一份保障，不符合消費者的利益。

現時香港旅遊業議會和保險業監理

處都沒有明文規定旅行社不可將旅行團和

旅遊保險捆綁式銷售給消費者，雖然消費者

在知悉旅行社相關規定後，可選擇不報團，

但若這類捆綁式銷售手法在旅遊業界蔚然

成風，消費者便會逐漸失去選擇的權利，本

會希望有關機構能正視這種營商手法。

曾幾何時，消費者參加旅行團，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旅遊保險，若決定購買，可向

銀行、旅行社或保險公司查詢，比較不同保障範圍，選擇適合自己的保險計劃。近年出

現旅行社規定參加旅行團的旅客購買指定旅遊保險的情況，本會自2007年至今年5

月，共接獲43宗相關投訴：

個案一：職員開單時自行加入旅遊保險

李先生在報章上看到旅行社的宣傳廣告，當中一團是到他心儀的地方，團費又合

適，李先生便到旅行社的分行報名。談妥一切後，旅行社職員開單要求李先生繳款之

際，李先生發覺其中一項收費為旅遊保險。李先生向職員查詢之下，職員告之是代團友

購買該旅行社代理的旅遊保險，李先生表示要先考慮及比較資料，稍後才自行購買。職

員同意將保險費用刪除，重新開單。

跟進

李先生對本會表示此風不可長，本會已將其意見轉達香港旅遊業議會。

個案二：不成團但已購旅遊保險   轉報另一旅行社被迫再買一份

馮先生參加了A旅行社的台灣團，其後旅行社告之不能成團，退回團費，但旅遊

保險因為是代辦及已繳付，不能退回。馮先生轉到B旅行社報了另一台灣團，以填補該

空檔，但B旅行社要馮先生購買指定公司的旅遊保險，即使馮先生早前在A旅行社已買

了一份旅遊保險，亦不能獲得豁免。馮先生不想浪費已申請了的假期，只好無奈接受。

跟進

經本會調解後，B旅行社將保費退回給馮先生。

個案三：已購全年旅遊保險   仍被迫多買一份

張小姐到旅行社報團，旅行社要求她必須購買旅行社指定的保險公司的旅遊保

險。張小姐表示已購買了其他保險公司的全年旅遊保險，要求豁免。旅行社表示購買旅

遊保險是參加該團的附帶條件，不能豁免。張小姐因與友人同行，被迫接受。

跟進

張小姐認為旅行社將旅行團和旅遊保險捆綁在一起的銷售手法不當，剝奪了消

費者選擇的權利。本會已將其意見轉達香港旅遊業議會。

投 訴 實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