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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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經濟條件改善及人均壽命延長，越來越多長者退休之後，趁着行動自如，

時間充裕，會四出遊歷。但意外難料，為防萬一，出門前應認真考慮買一份有足夠保障的旅遊保險。

市面上的旅遊保險普遍設有受保年齡上限，部分保險計劃雖不設年齡限制，但一些重要的保障項

目如人身意外、醫療費用等，高齡人士可獲取的最高賠償額或會大幅減少，例如人身意外的保障額可能

僅為原保障額的12.5%至83%。因此，長者選購旅遊保險前，應瞭解相關限制及多作比較。

   長
者旅遊保

     
      留

意年齡限制及實際保額

13間保險公司的旅遊保險資料
為瞭解市面旅遊保險計劃對長者所

提供的保障及限制，本會早前致函20間有

提供旅遊保險計劃的保險公司，查詢及收

集其銷售的個人旅遊保險產品的資料，包

括索取其單次旅遊及全年旅遊保險計劃

的宣傳單張及保單條文，在截稿前共收到

13間保險公司提供資料。

該13間保險公司共提供39個單次旅

遊保險計劃及32個全年旅遊保險計劃，當

中包括可選擇單次或全年購買的計劃。由於

是次調查主要關注對長者的保障，故只節錄

一些對指定年齡長者設有保障

限制的相關保障

項目，包括「人

身意外/個人意

外」、「醫療費用」及「緊

急醫療運送」等（見表一），不包括其他

保障項目及對其他指定人士(例如小童）的

限制，消費者如欲瞭解有關旅遊保險計劃的

全部保障內容，可向相關保險公司查詢。

全年保險計劃受保年齡上限
較單次保險計劃為低

以單次旅遊計劃而言，受保者年齡上

限由70歲至不設上限，當中有6個計劃的受

保年齡上限為70歲（#5至#7、#29至#31），

上限為75歲、80歲、85歲和90歲的計劃則

分別有12個、1個、7個和1個，而不限受保年

齡的共有12個（#9、#11、#12、#27、#28、

#43、#44至#46、#50至#52）（見圖1）。

以相同保險公司的相同計劃（保障

項目及最高賠償額同時適用於單次及全

年旅遊保險計劃）而言，6間保險公司包括

「安達保險」、「安盛保險」、「中國太平

保險」、「富衛保險」、「保誠財險」和「蘇

黎世保險」的14個保險計劃下（#1至#4、

#13、#14、#27、#28、#32、#33、#43及

#50至#52）全年旅遊保險的受保人年齡

上限比其單次

旅遊保險的為

低，其中6個保險

計劃對購買單次旅遊

保險的投保人年齡不設上限，但投保全年旅

遊保險則限制為65至75歲不等（#27、#28、

#43、#50至#52）。

全年旅遊保險計劃的受保者年齡上限由

65歲至90歲，當中3個計劃為65歲（#27、#28

及#42），大部分計劃為70歲（17個）或75歲

（10個），只有2個計劃接受年齡到80歲（#34）

或90歲（#35）的人士投保；不過小部分計劃則

容許投保人士續保至更高齡的75歲或85歲。

據業內人士表示，全年旅遊保險計劃

主要為經常出外旅遊的人士而設，目標對象

為因公務出差而需要經常前往外地的在職人

士，及喜愛旅遊的年輕一族，由於目標客戶的

年齡主要為70歲以下，故全年計劃所訂的受

保年齡上限較單次旅遊計劃所訂的為低。

市場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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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個人旅遊保險計劃之長者保障及限制

保險公司 旅遊保險計劃

承保年齡上限*

是否接受超出受
保年齡上限的人
士付額外保費投

保?

部分保障項目及最高賠償額# (每位受保人士)

單次旅
遊計劃

全年旅遊
計劃

1. 人身意外/個人意外
2. 醫療費用 3. 緊急醫療運送及/或運送返港 4. 其他對指定年齡長者

設有最高賠償額的保障
項目或條款 

[A]

a 意外死亡或永久性完全傷殘
b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
發生意外引致死亡或

永久性完全傷殘i 最高賠償額
ii 指定年齡長者是否
另設最高賠償額? 

[A]
最高賠償額

指定年齡長者是否另設
最高賠償額? 

[A]
最高賠償額

指定年齡長者
是否另設最高
賠償額?[A]

1

安達保險
有限公司 [1]

安達旅無
憂旅遊保
險 - 單次
/全年保
障計劃

至尊計劃
基本

 75歲 
 70歲

(續保至75
歲)

否

17至75歲: $600,000

否 雙倍賠償 [2]

75歲或以下: $1,000,000

否 75歲或以下: 不設上限 否 —
2 綜合

3
尊尚計劃

基本
17至75歲: $300,000 75歲或以下: $300,000

4 綜合

5

美亞保險
香港有限公司 

旅遊
智易保

單次旅遊

基本計劃

70歲 —
建議客戶購買其他
不設受保年齡上限
的單次旅遊保險

計劃

17歲至70歲: $250,000

否 雙倍賠償 [2]

70歲或以下: $500,000

否 70歲或以下: 不設上限 否 —
6 標準計劃 17歲至70歲: $500,000 70歲或以下: $800,000 

7 超卓計劃 17歲至70歲: $600,000 70歲或以下: $1,000,000

8 全年保障 超卓計劃 — 70歲 17歲至70歲: $600,000 17歲至70歲: $1,000,000 

9 伴您遨遊
旅遊保障

計劃

單次旅遊 不限 — 17歲至75歲: $600,000 75歲以上: $300,000 (50%)
雙倍賠償 [2] 

(75歲以上 [3]: 不設雙倍賠償) 
80歲以下: $1,000,000

80歲或以上: $500,000 
(50%)

不設上限
否

80歲或以上: 只可獲取計劃
內各項保障之50% [4] 

10 全年保障 — 70歲 17歲至70歲: $600,000 否 雙倍賠償 [2] 17歲至70歲: $1,000,000 否 70歲或以下: 不設上限 —

11
導航萬里
旅遊保險

計劃
單次旅遊

環球計劃

不限
不設全年
保障計劃

—

17歲至75歲: $500,000
75歲以上: $250,000 (50%) 

[5]
雙倍賠償 [2] 

(75歲以上 [3]: 不設雙倍賠償) 

75歲或以下: $1,000,000 [5]

不設上限

[5]
75歲以上: 計劃內各項保障
合共的最高賠償額不能超

過$500,000 [6]

12 中國計劃 17歲至75歲: $300,000
75歲以上: $250,000 (83%) 

[7]
75歲或以下: $250,000 [7] [7]

75歲以上: 計劃內各項保障
合共的最高賠償額不能超

過$250,000 [6]

13

安盛保險
有限公司

旅遊
萬全保 

[8]

單次旅遊
/多程旅遊

計劃 

1區 [9]

85歲
 75歲

(續保至85
歲)

否

17歲至75歲: $600,000 76歲或以上: $180,000 (30%)
 雙倍賠償 [2] 

(76歲或以上: $360,000)
17歲至75歲: $600,000 76歲或以上: $180,000 (30%)

17歲至85歲: 
$2,000,000

否 —

14 2區 [10] 17歲至75歲: $1,000,000
76歲或以上: $300,000 

(30%)
 雙倍賠償 [2] 

(76歲或以上: $600,000)
17歲至75歲: $1,000,000 76歲或以上: $300,000 (30%)

15

中銀集團保險
有限公司 

環宇旅遊
綜合險

單次旅遊

鑽石計劃

75歲 —
可以申請，視乎個別
人士情況決定承保
範圍，或會額外收取

保費

18歲至70歲: $2,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12.5%)
雙倍賠償 [2] 

(70歲以上 [3]: 不設雙倍賠償)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75歲或以下: 由緊急
支援公司支付

否
70歲以上: 危險活動保障

不適用

16 金計劃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18歲至70歲: $6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42%)

17 銀計劃 18歲至70歲: $5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50%) 18歲至70歲: $3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83%)

18 全年計劃 — 75歲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19 旅遊"易"
綜合保

單次旅程計劃 75歲 — 18歲至70歲: $6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42%)
雙倍賠償 [2] 

(70歲以上 [3]: 不設雙倍賠償)
18歲至70歲: $5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50%) 75歲或以下: 由緊急

支援公司支付
否

70歲以上: 危險活動保障
不適用

20 全年旅遊計劃 — 75歲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21

藍十字(亞太)
保險有限公司

智在遊 單次旅遊

尊尚計劃

85歲 — 否

18歲至70歲: $1,200,000 70歲以上: $360,000 (30%)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70歲或以下: $1,200,000 70歲以上: $360,000 (30%)

不設上限 否 —22 智選計劃 18歲至70歲: $600,000 70歲以上: $180,000 (30%) 70歲或以下: $600,000 70歲以上: $180,000 (30%)

23 中國計劃 18歲至70歲: $300,000 70歲以上: $90,000 (30%) 70歲或以下: $300,000 70歲以上: $90,000 (30%)

24
全年無限旅遊保險 - 

基本計劃

環球計劃A

— 70歲
酌情接受續保申請
及按過往索償情況

而定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300,000 (30%)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70歲或以下: $1,000,000 70歲以上: $500,000 (50%)

不設上限 否 —25 環球計劃B 18歲至70歲: $500,000 70歲以上: $150,000 (30%) 70歲或以下: $5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50%)

26 中國計劃 18歲至70歲: $300,000 70歲以上: $90,000 (30%) 70歲或以下: $300,000 70歲以上: $150,000 (50%)

27

中國太平保險
(香港)有限公司

太平
旅遊寶

單次/全年
計劃

尊尚計劃
不限  

(75歲或
以上人
士最長
保障期
為30日)

65歲 
(3個月保

障計劃: 75
歲)

將根據申請個案考
慮是否接受投保。

倘若接受，需根據具
體情況加收保費及
須受特定條款及/或
除外責任條款限制

18歲至75歲: $2,000,000 75歲以上: $600,000 (30%)

1.5倍賠償 [2] 
(75歲以上 [3]: 不設1.5倍賠償)

75歲或以下: $1,000,000 75歲以上: $300,000 (30%)

無限額 否 —
28 卓越計劃 18歲至75歲:$1,000,000 75歲以上: $300,000 (30%) 75歲或以下: $500,000 75歲以上: $150,000 (30%)

29

豐亞保險(香港)
有限公司 

旅遊保險
單次旅遊/
全年計劃

旅遊25計劃

70歲 
70歲

(續保至75
歲)

否

70歲或以下: $250,000 71歲或以上: $125,000 (50%)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70歲或以下: $250,000 71歲或以上: $125,000 (50%)

70歲以下之成人: 
$3,000,000

71歲或以上: 
$1,500,000 

(50%)
—

30 旅遊75計劃 70歲或以下: $750,000 71歲或以上: $375,000 (50%) 70歲或以下: $500,000 71歲或以上: $250,000 (50%)

31 旅遊200計劃 70歲或以下: $2,000,000
71歲或以上: $1,000,000 

(50%)
70歲或以下: $1,000,000 71歲或以上: $500,000 (50%)

32

富衛保險
有限公司

旅遊保險
單次旅遊/
全年計劃

A計劃
85歲 70歲 否

18歲至70歲: $1,200,000 70歲以上: $300,000 (25%)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1,000,000
否 全部開支 否 —

33 B計劃 18歲至70歲: $600,000 70歲以上: $300,000 (50%) $500,000 

34

豐隆保險(亞洲)
有限公司

豐隆旅遊
保險

單次旅遊/
全年計劃 

鑽石計劃 80歲
否

18歲至80歲: $800,000 
否 1.5倍賠償 [2]

80歲或以下: $1,000,000 
否

80歲或以下: $800,000
否 —

35 金計劃 90歲 18歲至90歲: $600,000 90歲或以下: $600,000 90歲或以下: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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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個人旅遊保險計劃之長者保障及限制

保險公司 旅遊保險計劃

承保年齡上限*

是否接受超出受
保年齡上限的人
士付額外保費投

保?

部分保障項目及最高賠償額# (每位受保人士)

單次旅
遊計劃

全年旅遊
計劃

1. 人身意外/個人意外
2. 醫療費用 3. 緊急醫療運送及/或運送返港 4. 其他對指定年齡長者

設有最高賠償額的保障
項目或條款 

[A]

a 意外死亡或永久性完全傷殘
b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
發生意外引致死亡或

永久性完全傷殘i 最高賠償額
ii 指定年齡長者是否
另設最高賠償額? 

[A]
最高賠償額

指定年齡長者是否另設
最高賠償額? 

[A]
最高賠償額

指定年齡長者
是否另設最高
賠償額?[A]

1

安達保險
有限公司 [1]

安達旅無
憂旅遊保
險 - 單次
/全年保
障計劃

至尊計劃
基本

 75歲 
 70歲

(續保至75
歲)

否

17至75歲: $600,000

否 雙倍賠償 [2]

75歲或以下: $1,000,000

否 75歲或以下: 不設上限 否 —
2 綜合

3
尊尚計劃

基本
17至75歲: $300,000 75歲或以下: $300,000

4 綜合

5

美亞保險
香港有限公司 

旅遊
智易保

單次旅遊

基本計劃

70歲 —
建議客戶購買其他
不設受保年齡上限
的單次旅遊保險

計劃

17歲至70歲: $250,000

否 雙倍賠償 [2]

70歲或以下: $500,000

否 70歲或以下: 不設上限 否 —
6 標準計劃 17歲至70歲: $500,000 70歲或以下: $800,000 

7 超卓計劃 17歲至70歲: $600,000 70歲或以下: $1,000,000

8 全年保障 超卓計劃 — 70歲 17歲至70歲: $600,000 17歲至70歲: $1,000,000 

9 伴您遨遊
旅遊保障

計劃

單次旅遊 不限 — 17歲至75歲: $600,000 75歲以上: $300,000 (50%)
雙倍賠償 [2] 

(75歲以上 [3]: 不設雙倍賠償) 
80歲以下: $1,000,000

80歲或以上: $500,000 
(50%)

不設上限
否

80歲或以上: 只可獲取計劃
內各項保障之50% [4] 

10 全年保障 — 70歲 17歲至70歲: $600,000 否 雙倍賠償 [2] 17歲至70歲: $1,000,000 否 70歲或以下: 不設上限 —

11
導航萬里
旅遊保險

計劃
單次旅遊

環球計劃

不限
不設全年
保障計劃

—

17歲至75歲: $500,000
75歲以上: $250,000 (50%) 

[5]
雙倍賠償 [2] 

(75歲以上 [3]: 不設雙倍賠償) 

75歲或以下: $1,000,000 [5]

不設上限

[5]
75歲以上: 計劃內各項保障
合共的最高賠償額不能超

過$500,000 [6]

12 中國計劃 17歲至75歲: $300,000
75歲以上: $250,000 (83%) 

[7]
75歲或以下: $250,000 [7] [7]

75歲以上: 計劃內各項保障
合共的最高賠償額不能超

過$250,000 [6]

13

安盛保險
有限公司

旅遊
萬全保 

[8]

單次旅遊
/多程旅遊

計劃 

1區 [9]

85歲
 75歲

(續保至85
歲)

否

17歲至75歲: $600,000 76歲或以上: $180,000 (30%)
 雙倍賠償 [2] 

(76歲或以上: $360,000)
17歲至75歲: $600,000 76歲或以上: $180,000 (30%)

17歲至85歲: 
$2,000,000

否 —

14 2區 [10] 17歲至75歲: $1,000,000
76歲或以上: $300,000 

(30%)
 雙倍賠償 [2] 

(76歲或以上: $600,000)
17歲至75歲: $1,000,000 76歲或以上: $300,000 (30%)

15

中銀集團保險
有限公司 

環宇旅遊
綜合險

單次旅遊

鑽石計劃

75歲 —
可以申請，視乎個別
人士情況決定承保
範圍，或會額外收取

保費

18歲至70歲: $2,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12.5%)
雙倍賠償 [2] 

(70歲以上 [3]: 不設雙倍賠償)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75歲或以下: 由緊急
支援公司支付

否
70歲以上: 危險活動保障

不適用

16 金計劃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18歲至70歲: $6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42%)

17 銀計劃 18歲至70歲: $5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50%) 18歲至70歲: $3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83%)

18 全年計劃 — 75歲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19 旅遊"易"
綜合保

單次旅程計劃 75歲 — 18歲至70歲: $6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42%)
雙倍賠償 [2] 

(70歲以上 [3]: 不設雙倍賠償)
18歲至70歲: $5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50%) 75歲或以下: 由緊急

支援公司支付
否

70歲以上: 危險活動保障
不適用

20 全年旅遊計劃 — 75歲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21

藍十字(亞太)
保險有限公司

智在遊 單次旅遊

尊尚計劃

85歲 — 否

18歲至70歲: $1,200,000 70歲以上: $360,000 (30%)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70歲或以下: $1,200,000 70歲以上: $360,000 (30%)

不設上限 否 —22 智選計劃 18歲至70歲: $600,000 70歲以上: $180,000 (30%) 70歲或以下: $600,000 70歲以上: $180,000 (30%)

23 中國計劃 18歲至70歲: $300,000 70歲以上: $90,000 (30%) 70歲或以下: $300,000 70歲以上: $90,000 (30%)

24
全年無限旅遊保險 - 

基本計劃

環球計劃A

— 70歲
酌情接受續保申請
及按過往索償情況

而定

18歲至70歲: $1,000,000 70歲以上: $300,000 (30%)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70歲或以下: $1,000,000 70歲以上: $500,000 (50%)

不設上限 否 —25 環球計劃B 18歲至70歲: $500,000 70歲以上: $150,000 (30%) 70歲或以下: $5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50%)

26 中國計劃 18歲至70歲: $300,000 70歲以上: $90,000 (30%) 70歲或以下: $300,000 70歲以上: $150,000 (50%)

27

中國太平保險
(香港)有限公司

太平
旅遊寶

單次/全年
計劃

尊尚計劃
不限  

(75歲或
以上人
士最長
保障期
為30日)

65歲 
(3個月保

障計劃: 75
歲)

將根據申請個案考
慮是否接受投保。

倘若接受，需根據具
體情況加收保費及
須受特定條款及/或
除外責任條款限制

18歲至75歲: $2,000,000 75歲以上: $600,000 (30%)

1.5倍賠償 [2] 
(75歲以上 [3]: 不設1.5倍賠償)

75歲或以下: $1,000,000 75歲以上: $300,000 (30%)

無限額 否 —
28 卓越計劃 18歲至75歲:$1,000,000 75歲以上: $300,000 (30%) 75歲或以下: $500,000 75歲以上: $150,000 (30%)

29

豐亞保險(香港)
有限公司 

旅遊保險
單次旅遊/
全年計劃

旅遊25計劃

70歲 
70歲

(續保至75
歲)

否

70歲或以下: $250,000 71歲或以上: $125,000 (50%)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70歲或以下: $250,000 71歲或以上: $125,000 (50%)

70歲以下之成人: 
$3,000,000

71歲或以上: 
$1,500,000 

(50%)
—

30 旅遊75計劃 70歲或以下: $750,000 71歲或以上: $375,000 (50%) 70歲或以下: $500,000 71歲或以上: $250,000 (50%)

31 旅遊200計劃 70歲或以下: $2,000,000
71歲或以上: $1,000,000 

(50%)
70歲或以下: $1,000,000 71歲或以上: $500,000 (50%)

32

富衛保險
有限公司

旅遊保險
單次旅遊/
全年計劃

A計劃
85歲 70歲 否

18歲至70歲: $1,200,000 70歲以上: $300,000 (25%)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1,000,000
否 全部開支 否 —

33 B計劃 18歲至70歲: $600,000 70歲以上: $300,000 (50%) $500,000 

34

豐隆保險(亞洲)
有限公司

豐隆旅遊
保險

單次旅遊/
全年計劃 

鑽石計劃 80歲
否

18歲至80歲: $800,000 
否 1.5倍賠償 [2]

80歲或以下: $1,000,000 
否

80歲或以下: $800,000
否 —

35 金計劃 90歲 18歲至90歲: $600,000 90歲或以下: $600,000 90歲或以下: $600,000

市場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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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受保年齡上限
是否支付額外保費便可投保？

根據13間保險公司的回覆，欲投保人

士如已超出保險計劃訂明的受保年齡上限：

●	 6間公司表示不會接受有關人士投保，

包括「安達保險」、「安盛保險」、「豐

亞保險」、「富衛保險」、「豐隆保險」和

「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

●	 3間（「美亞保險」、「昆士蘭聯保保險」

及「蘇黎世保險」）表示會建議客戶購

買不設年齡上限的單次旅遊保險計劃；

●	 「藍十字」表示單次旅遊保險計劃不接

受已超出受保年齡上限的人士投保，全

年旅遊保險計劃則會酌情按個別已購

有全年旅遊保險人士的索償紀錄，考慮

圖 1: 旅遊保險計劃受保年齡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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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計劃
數目 )

表一: 個人旅遊保險計劃之長者保障及限制（續）

保險公司 旅遊保險計劃

承保年齡上限*

是否接受超出受
保年齡上限的人
士付額外保費投

保?

部分保障項目及最高賠償額# (每位受保人士)

單次旅
遊計劃

全年旅遊
計劃

1. 人身意外/個人意外
2. 醫療費用 3. 緊急醫療運送及/或運送返港 4. 其他對指定年齡長者

設有最高賠償額的保障
項目或條款 

[A]

a 意外死亡或永久性完全傷殘
b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
發生意外引致死亡或

永久性完全傷殘i 最高賠償額
ii 指定年齡長者是否
另設最高賠償額? 

[A]
最高賠償額

指定年齡長者是否另設
最高賠償額? 

[A]
最高賠償額

指定年齡長者
是否另設最高
賠償額?[A]

36

三井住友
海上火災保險
(香港)有限公司  

i﹣Travel

單次旅遊

A計劃

75歲 —

否

18歲至70歲: $1,0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5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雙倍賠償 [2] 
(70歲以上 [3]: 不設雙倍

賠償)

70歲以下: $1,0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5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75歲或以下: 
$2,000,000

否

70歲以上: 危險運動保障
不適用

37 B計劃
18歲至70歲: $5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250,000)
70歲以上: $125,000 (25%)

70歲以下: $5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250,000)

70歲以上: $125,000 (25%)

38

全年計劃 

A計劃

— 75歲

18歲至65歲: $1,0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500,000)

65歲以上: $250,000 (25%)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65歲以下: $1,0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500,000)

65歲以上: $250,000 (25%)
65歲以上: 危險運動保障

不適用
39 B計劃

18歲至65歲: $5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250,000)

65歲以上: $125,000 (25%)
65歲以下: $5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250,000)
65歲以上: $125,000 (25%)

40
逍遙遊5.0 單次旅遊

A計劃
75歲 —

17歲至70歲: $1,000,000 71歲或以上: $250,000 (25%) 雙倍賠償 [2] 
(70歲以上 [3]: 不設雙倍

賠償)

17歲至70歲: $1,000,000 71歲或以上: $250,000 (25%) 75歲或以下: 
$2,000,000

否
70歲以上: 危險運動保障

不適用41 B計劃 17歲至70歲: $500,000 71歲或以上: $125,000 (25%) 17歲至70歲: $500,000 71歲或以上: $125,000 (25%)

42 全年旅遊保險2.0
金計劃及銀

計劃
— 65歲

16歲至65歲: A級: 
$500,000、B級: $1,000,000

否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16歲至65歲: $1,000,000 否
65歲或以下: 
$2,000,000

否 —

43
保誠財險
有限公司 

保誠精選
「旅遊樂」

單次旅遊/全年計劃 不限 75歲
按個別人士的情況

接受投保
$1,200,000 71歲或以上: $600,000 (50%)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1,200,000  71歲或以上: $600,000 (50%)

無限額 (全年計劃: 75歲
或以下)

否
嚴重燒傷:  

$500,000 (71歲或以上: 
$250,000)(50%)

44

昆士蘭聯保保險
有限公司 

「自在遊」單次旅遊
保險

基本計劃

不限 — —

18歲至75歲: $350,000 75歲以上: $175,000 (50%) 雙倍賠償 [2] 
(75歲以上 [3]: 不設雙倍

賠償)

$350,000

否 [11] 實際開支 否 [11] —45 高級計劃 18歲至75歲: $600,000 75歲以上: $300,000 (50%) $600,000 

46 尊貴計劃 18歲至75歲: $1,000,000 75歲以上: $500,000 (50%) $3,000,000

47
「自在遊」全年旅遊

保險

經濟計劃

— 75歲
建議客戶購買單次

旅遊保險計劃

18歲至75歲: $500,000

75歲以上不適用

雙倍賠償 [2] 75歲或以下: $500,000

75歲以上不適用 75歲或以下: 實際開支 75歲以上不適用 —48 高級計劃 18歲至75歲: $1,500,000
1.5倍賠償 [2]

75歲或以下: $1,000,000 

49 尊貴計劃 18歲至75歲: $2,000,000 75歲或以下: $3,000,000 

50

蘇黎世保險
有限公司  

「樂優遊
+」旅遊保

險計劃  
(該保險計
劃將在4月
份才開始

售賣)

單次旅遊/
全年計劃 

金計劃

不限
70歲 

(續保至
75歲)

建議客戶購買單次
旅遊保險計劃

18歲至75歲: $1,000,000 
 76歲或以上: $500,000 

(50%)
1.5倍賠償 [2] 

(76歲或以上 [3]: 不設1.5倍
賠償)

18歲至75歲: $1,000,000 76歲或以上: $500,000 (50%)

實際費用 否 —
51 銀計劃 18歲至75歲: $500,000 76歲或以上: $250,000 (50%) 18歲至75歲: $500,000 76歲或以上: $250,000 (50%)

52 銅計劃 18歲至75歲: $250,000 76歲或以上: $125,000 (50%) 18歲至75歲: $250,000 76歲或以上: $125,000 (50%)

註 表內資料由各保險公司在今年2月提供，最新情況以有關
公司的公布為準。調查不包括特定為廣東省或澳門短線
旅遊及郵輪假期獨立而設的旅遊保險計劃或附加保障。

各保險公司按其英文名稱順序排列。

* 表內只列出受保年齡上限的資料，部分計劃同時設有
受保年齡下限，詳情請向各大保險公司查詢。

# 表內只節錄一些對指定年齡長者設有保障限制的相
關保障項目，不包括其他保障項目的內容及對小童的保
障和限制，消費者如欲瞭解有關旅遊保險計劃的全部保
障內容可向相關保險公司查詢。

— 不適用

[A]  （ ）括弧內所列的是指定年齡長者可享有的最高賠
償額百分比，乃按是項保障原本的最高賠償額計算。

[1]  安達保險有限公司(ACE)已於2016年1月14日與
Chubb集團合併，已生效之保單在合併後仍然生
效，保障繼續由ACE及Chubb旗下一間或多間公司
承保。

[2] 按第1ai項所列之最高賠償額計算。 

[3]  與第1aii項所列之最高賠償額相同。

[4] 除「人身意外」的最高賠償額受限制外，80歲或以上人士在
計劃內的其他項目可獲取的最高賠償額亦減半，包括「醫
療費用」、「海外住院現金津貼」、「恩恤金」、「取消旅程」、
「旅程中斷」、「子女護送」、「個人財物保障」、「延誤保
障」、「個人責任」及「家居物品保障」等；「緊急醫療運送」
及「運返費用」則不設上限。 

[5] 75歲 以 上 人士 各項保障合共 的最高賠 償額 不能 超 過
$500,000，包括是項保障。 

[6]  除表內所列之保障項目，該保險計劃還包括「緊急入息援
助」、「旅程阻礙保障」、「個人財物保障」、「延誤保障」、
「個人責任」、「信用卡保障」、「家居物品保障」等。

[7] 75歲以上人士各項保障合共的最高賠償額不能超過
$250,000，包括該項保障。 

[8]  經由滙豐銀行銷售 - 必須為滙豐信用卡或戶口持有人。

[9] 1區: 汶萊、柬埔寨、中國內地、關島、印尼、
日本、韓國、澳門特區、馬來西亞、緬甸、菲
律賓、賽班島、新加坡、台灣、泰國、天寧島
及越南。 

[10]  2區: 世界各地。

[11]  最高賠償額相同。



其續保申請；

●	 「中銀集團保險」及「中國太平保險」

表示可考慮接受有關人士申請，保費金

額會根據具體情況而定，並可能設特定

條款及/或除外條款限制；

●	 「保誠財險」表示要視乎個別人士的情

況接受投保。

指定年齡長者所享人身意外
及醫療費用保額較小

分別有七成及接近六成調查的旅遊

保險計劃，包括不設受保年齡上限的保險

計劃，會將一些指定年齡人士在「人身意

外/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保障下可獲

取的最高賠償額調低，但收取的保費金額

並沒有分別；例如65歲、70歲或75歲以

上長者在「人身意外/個人意外」保障中可

獲取的最高賠償只是原本保障額的12.5%

（#15的單次旅遊保險計劃規定70歲以上

人士最高賠償額由原本的$2,000,000減至

$250,000）至83%（#12），在「醫療費用」

保障可獲取的最高賠償額則調低至為原本

保障額的25%（9個計劃）至83%（1個計

劃），當中較多計劃會調低至50%。相對來

說，對高齡受保者調低「醫療費用」賠償的

計劃數目比調低「人身意外/個人意外」賠

償的計劃少，前者涉及23個單次旅遊保險

計劃及18個全年旅遊保險計劃，後者則涉

及30個單次旅遊保險計劃及20個全年旅

遊保險計劃。

此外，部分保險計劃在「人身意外/

個人意外」下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發生

有些保險計劃雖不設受保年齡上限，但指定年齡長者只能獲取計劃內各項

保障之 50%，例如圖示計劃的原保障額為 $600,000，但受保的 75 歲以

上長者於「人身意外保障」一項可獲的最高賠償額只有 $300,000。而 80

歲以上的受保人更只可享「最高賠償額為各項保障之 50%」。

表一: 個人旅遊保險計劃之長者保障及限制（續）

保險公司 旅遊保險計劃

承保年齡上限*

是否接受超出受
保年齡上限的人
士付額外保費投

保?

部分保障項目及最高賠償額# (每位受保人士)

單次旅
遊計劃

全年旅遊
計劃

1. 人身意外/個人意外
2. 醫療費用 3. 緊急醫療運送及/或運送返港 4. 其他對指定年齡長者

設有最高賠償額的保障
項目或條款 

[A]

a 意外死亡或永久性完全傷殘
b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
發生意外引致死亡或

永久性完全傷殘i 最高賠償額
ii 指定年齡長者是否
另設最高賠償額? 

[A]
最高賠償額

指定年齡長者是否另設
最高賠償額? 

[A]
最高賠償額

指定年齡長者
是否另設最高
賠償額?[A]

36

三井住友
海上火災保險
(香港)有限公司  

i﹣Travel

單次旅遊

A計劃

75歲 —

否

18歲至70歲: $1,0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5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雙倍賠償 [2] 
(70歲以上 [3]: 不設雙倍

賠償)

70歲以下: $1,0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500,000) 

70歲以上: $250,000 (25%)

75歲或以下: 
$2,000,000

否

70歲以上: 危險運動保障
不適用

37 B計劃
18歲至70歲: $5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250,000)
70歲以上: $125,000 (25%)

70歲以下: $5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250,000)

70歲以上: $125,000 (25%)

38

全年計劃 

A計劃

— 75歲

18歲至65歲: $1,0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500,000)

65歲以上: $250,000 (25%)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65歲以下: $1,0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500,000)

65歲以上: $250,000 (25%)
65歲以上: 危險運動保障

不適用
39 B計劃

18歲至65歲: $5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250,000)

65歲以上: $125,000 (25%)
65歲以下: $500,000  

(危險運動保障: $250,000)
65歲以上: $125,000 (25%)

40
逍遙遊5.0 單次旅遊

A計劃
75歲 —

17歲至70歲: $1,000,000 71歲或以上: $250,000 (25%) 雙倍賠償 [2] 
(70歲以上 [3]: 不設雙倍

賠償)

17歲至70歲: $1,000,000 71歲或以上: $250,000 (25%) 75歲或以下: 
$2,000,000

否
70歲以上: 危險運動保障

不適用41 B計劃 17歲至70歲: $500,000 71歲或以上: $125,000 (25%) 17歲至70歲: $500,000 71歲或以上: $125,000 (25%)

42 全年旅遊保險2.0
金計劃及銀

計劃
— 65歲

16歲至65歲: A級: 
$500,000、B級: $1,000,000

否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16歲至65歲: $1,000,000 否
65歲或以下: 
$2,000,000

否 —

43
保誠財險
有限公司 

保誠精選
「旅遊樂」

單次旅遊/全年計劃 不限 75歲
按個別人士的情況

接受投保
$1,200,000 71歲或以上: $600,000 (50%) 與第1ai及ii項相同 $1,200,000  71歲或以上: $600,000 (50%)

無限額 (全年計劃: 75歲
或以下)

否
嚴重燒傷:  

$500,000 (71歲或以上: 
$250,000)(50%)

44

昆士蘭聯保保險
有限公司 

「自在遊」單次旅遊
保險

基本計劃

不限 — —

18歲至75歲: $350,000 75歲以上: $175,000 (50%) 雙倍賠償 [2] 
(75歲以上 [3]: 不設雙倍

賠償)

$350,000

否 [11] 實際開支 否 [11] —45 高級計劃 18歲至75歲: $600,000 75歲以上: $300,000 (50%) $600,000 

46 尊貴計劃 18歲至75歲: $1,000,000 75歲以上: $500,000 (50%) $3,000,000

47
「自在遊」全年旅遊

保險

經濟計劃

— 75歲
建議客戶購買單次

旅遊保險計劃

18歲至75歲: $500,000

75歲以上不適用

雙倍賠償 [2] 75歲或以下: $500,000

75歲以上不適用 75歲或以下: 實際開支 75歲以上不適用 —48 高級計劃 18歲至75歲: $1,500,000
1.5倍賠償 [2]

75歲或以下: $1,000,000 

49 尊貴計劃 18歲至75歲: $2,000,000 75歲或以下: $3,000,000 

50

蘇黎世保險
有限公司  

「樂優遊
+」旅遊保

險計劃  
(該保險計
劃將在4月
份才開始

售賣)

單次旅遊/
全年計劃 

金計劃

不限
70歲 

(續保至
75歲)

建議客戶購買單次
旅遊保險計劃

18歲至75歲: $1,000,000 
 76歲或以上: $500,000 

(50%)
1.5倍賠償 [2] 

(76歲或以上 [3]: 不設1.5倍
賠償)

18歲至75歲: $1,000,000 76歲或以上: $500,000 (50%)

實際費用 否 —
51 銀計劃 18歲至75歲: $500,000 76歲或以上: $250,000 (50%) 18歲至75歲: $500,000 76歲或以上: $250,000 (50%)

52 銅計劃 18歲至75歲: $250,000 76歲或以上: $125,000 (50%) 18歲至75歲: $250,000 76歲或以上: $125,000 (50%)

註 表內資料由各保險公司在今年2月提供，最新情況以有關
公司的公布為準。調查不包括特定為廣東省或澳門短線
旅遊及郵輪假期獨立而設的旅遊保險計劃或附加保障。

各保險公司按其英文名稱順序排列。

* 表內只列出受保年齡上限的資料，部分計劃同時設有
受保年齡下限，詳情請向各大保險公司查詢。

# 表內只節錄一些對指定年齡長者設有保障限制的相
關保障項目，不包括其他保障項目的內容及對小童的保
障和限制，消費者如欲瞭解有關旅遊保險計劃的全部保
障內容可向相關保險公司查詢。

— 不適用

[A]  （ ）括弧內所列的是指定年齡長者可享有的最高賠
償額百分比，乃按是項保障原本的最高賠償額計算。

[1]  安達保險有限公司(ACE)已於2016年1月14日與
Chubb集團合併，已生效之保單在合併後仍然生
效，保障繼續由ACE及Chubb旗下一間或多間公司
承保。

[2] 按第1ai項所列之最高賠償額計算。 

[3]  與第1aii項所列之最高賠償額相同。

[4] 除「人身意外」的最高賠償額受限制外，80歲或以上人士在
計劃內的其他項目可獲取的最高賠償額亦減半，包括「醫
療費用」、「海外住院現金津貼」、「恩恤金」、「取消旅程」、
「旅程中斷」、「子女護送」、「個人財物保障」、「延誤保
障」、「個人責任」及「家居物品保障」等；「緊急醫療運送」
及「運返費用」則不設上限。 

[5] 75歲 以 上 人士 各項保障合共 的最高賠 償額 不能 超 過
$500,000，包括是項保障。 

[6]  除表內所列之保障項目，該保險計劃還包括「緊急入息援
助」、「旅程阻礙保障」、「個人財物保障」、「延誤保障」、
「個人責任」、「信用卡保障」、「家居物品保障」等。

[7] 75歲以上人士各項保障合共的最高賠償額不能超過
$250,000，包括該項保障。 

[8]  經由滙豐銀行銷售 - 必須為滙豐信用卡或戶口持有人。

[9] 1區: 汶萊、柬埔寨、中國內地、關島、印尼、
日本、韓國、澳門特區、馬來西亞、緬甸、菲
律賓、賽班島、新加坡、台灣、泰國、天寧島
及越南。 

[10]  2區: 世界各地。

[11]  最高賠償額相同。



意外引致死亡或永久性完全傷殘的額外保障

（獲取「人身意外/個人意外」保障額的1.5倍

或雙倍賠償），當中約四成保險計劃訂明有

關額外保障不適用於70歲至76歲以上人士。

個別計劃（#43）在「人身意外/個人意外」下

提供的「嚴重燒傷」保障亦限制71歲或以上

人士只能獲取原本保障額的50%。

長者緊急醫療運送費用的保障
額可被減半

除「人身意外/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

保障外，「緊急醫療運送」亦是出外旅遊不可

缺少的保障項目，然而「豐亞保險」提供的旅

遊保險計劃（#29至#31），不論是單次抑或全

年旅遊保險計劃，71歲或以上人士在計劃下

可享有的「緊急醫療運送及／或運送返港」的

最高保障額只是原本賠償額的一半。

「美亞保險」提供的3個不同單次旅

遊保險計劃，雖然沒有設定受保年齡上限，

但其中一個計劃（#9）訂明75歲以上人士在

「人身意外/個人意外」中可享有的最高賠償

額只有$300,000，而80歲或以上人士更只

能獲取計劃內各項保障之50%，換言之80歲

或以上人士的「醫療費用」及其他保障如「個

人財物」、「取消旅程」，以至「個人責任」

等最高賠償額會調減50%，只有不設上限的

「緊急醫療運送及／或運送返港」保障不受

影響。另外2個保險計劃（#11及#12）將75歲

以上人士在「人身意外/個人意外」中享有的

最高賠償額減至$250,000（原來的最高賠償

額分別為$500,000及$300,000），而在計劃

下的各項保障包括「醫療費用」和「緊急醫療

運送及／或運送返港」合共的最高賠償額分

別不能超過$500,000或$250,000。

不提供危險活動保障
有12個計劃（#15至#20及#36至#41）

訂明65歲或70歲以上人士不能享有計劃內

長者投保五大注意事項
1.	考慮長者的需要：市面沒有兩份完全相同的旅遊保險計劃，家人替長者選擇時，宜比

較不同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險計劃內容，並顧及長者的需要，例如長者可能會較偏重

醫療費用保障，便應衡量欲購買的旅遊保險計劃在「醫療費用」、「緊急醫療運送」、

「住院按金」、「回港後的覆診治療費用」及「親屬探望」等的最高賠償額是否足夠，

以及有否對指定年齡的長者設有限制。如旅遊目的地是一些醫療費用較為高昂的地

區，例如歐洲、美加等地，應考慮選擇醫療費用保障額較高的計劃。

2.	已存在的病患：留意保單中的不保事項，很多長者身體或多或少已有些病痛，但由於旅

遊保險是保障受保人於旅程期間受傷或患上疾病所招致的合理醫療費用，故保險公司

規定投保前已存在的病徵、病症或損傷並不受保，所以如果不幸在旅程中病痛復發或

會不受保障；此外，非必需的治療、手術或入住私家病房的額外費用亦不會獲賠償。

3.	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留意計劃內的全球緊急支援服務是否全面，例如「緊急醫療

運送」及「送返起保地點（即香港）」等保障是否設有上限，而有關費用會否從「醫療

費用保障」的賠償額中扣除，抑或屬獨立保障項目。

4.	及早購買旅遊保險：長者應於預訂機票、酒店或報團後，盡早購買旅遊保險，萬一不

幸於出發前因患上嚴重疾病而無法出門，亦可獲「旅程取消」保障，或就不獲退款的

預繳機票費用、酒店住宿、旅行團費等提出索償。此外，如出門後於旅程途中患上嚴

重疾病而需要縮短旅程，亦可獲「縮短旅程」保障，就已繳付的費用索償。

5.	外遊警示保障：在極端政治活動及恐怖主義在全世界擴張的氣候下，有「外遊警示」

伸延保障也非常重要，建議選擇有為黃、紅及黑旅遊警示影響行程提供保障的保險

計劃。惟需注意，「外遊警示」伸延保障在特定情況下或不適用，建議投保人細閱保

單條款。

提供的危險活動保障，例如參與滑雪、水

上電單車、快艇、熱氣球或騎馬等。因此，

長者在投保前，應瞭解旅程中是否有機會

參與一些較高危的活動，而目標旅遊保險

計劃會否就有關活動提供保障及保額是否

足夠。

總結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推算數字，男性

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在2016年為81.6

年，女性則為87.2年。儘管人均壽命延長，

但是次調查的保險計劃的受保年齡上限卻

以70歲或75歲佔多。此外，某些長者較貼

身的保障項目，包括人身意外或個人意外、

醫療費用等一般都較指定年齡下的成年受

保人為少。雖然大部分保險計劃就緊急醫療

運送費用並沒有將給予長者的保障調低，但

亦有小部分計劃將指定年齡長者的此項保障

額減半，又或因限制指定年齡長者在整份保單

中可享有的總保障額而令原本不設上限的緊

急醫療運送費用保障變相設限，可能會影響長

者在該項目下最終能獲取的賠償。

本港人口持續老化，長者人口比例不斷

上升，本會認為保險公司應考慮針對長者的需

要，提供一些專門為長者而設的旅遊保險計

劃，一些長者有特別需要的保障項目，包括醫

療費用及緊急醫療運送費用保障等應提升最

高賠償額令盡量與其他受保人士看齊；宣傳

單張內有關旅遊保險計劃的保障內容及條款

限制亦要清晰及容易明白，而銷售人員在向長

者銷售旅遊保險計劃時更應主動解釋計劃內

容及相關限制，可增加對長者的保障及讓長者

作出知情的選擇，提供清晰的保險計劃資料

亦有助減少日後有需要索償時的爭拗。	

除了「醫療費用」和「人身意外」保障，消費者在替長者選擇

旅遊保險時，也要留意「緊急醫療運送」費用的保障會否被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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