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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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459 2015 .01選擇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工作假期讓年青人一邊從事短期工作，一邊賺取旅

費遊歷外地，體驗地道生活文化，難怪近年愈來愈多年青人對工作假期萌生興趣。

本港青年可以申請參加9個國家的工作假期計劃；為確保參加者在當地逗留

期間享有保障，幾乎所有參與工作假期計劃的國家都規定申請者須在出發前購買

具有適當醫療保障的保險，部分更規定保險須同時具備其他保障，例如送返原居

地，申請者方會獲發簽證。本會向4間有提供工作假期保險的保險公司查詢相關資

料，結果有3間參與是次調查，究竟這類保險提供哪些保障？選購時要注意什麼？

9個國家參與工作假期計劃
本港政府自2001年起先後與新西

蘭、澳洲、愛爾蘭、德國、日本、加拿大、韓

國、法國和英國共9個國家設立雙邊工作

假期計劃，讓年齡介乎18至30歲的本地青

年申請到該等國家旅遊之餘，兼可修讀短

期課程或從事短期工作以擴闊視野；工作

假期簽證普遍為期一年，英國為兩年；計

劃推出至今已有約46,000名本地青年參

與。大部分參與計劃的國家規定申請人須

就整個旅程持有有效的醫療保險，部分註

明有關保險須具備醫療、住院、送返原居

地、意外及/或責任等保障，少數則規定須

具備旅遊及醫療保險，否則不會獲發工作

假期簽證。

一般旅遊保險不適用
由於上述國家沒有特別

限制參加者須投購的保險類別

及保障額，部分參加者可能會考

慮購買一般的旅遊保險，用作申

請有關簽證。然而，根據香港保

險業聯會提供的資料，現時市面

上的單次旅遊保險一般保障期最

長約為半年，而全年旅遊保險則只適用於

多次離港出外旅遊人士，每次旅程保障期

一般只有60日或90日（視乎不同計劃）；由

於工作假期簽證期限可長達12個月至2年，

所以一般的單次或全年旅遊保險均不符合

參加者的需要。另外，市面上部分旅遊保

險並不提供海外工作時的醫療保障，保障

範圍未必能滿足參加者的需要。

一年保費接近$2,000至$6,000
有保險公司提供專為工作假期而設的

保險計劃，雖然保障項目與旅遊保險相近，

大都包括「醫療費用」、「緊急支援服務」、

「個人意外」及「個人責任」等，但保障期可

長達一年，只要受保人在外地獲聘的是合

法工作，受保人於外地旅遊及工作期間患

病或遇上意外，可獲得相關的保障。

本會早前致函4間在本港提供工作

假期保險計劃的保險公司索取相關資料，

獲得3間回覆，包括「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

司」、「豐隆保險（亞洲）有限公司」和「保

誠財險有限公司」；「Starr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Asia) Limited」則拒絕參與是

次調查。上述3間保險公司所提供的4個工

作假期保險計劃（以下簡稱保險計劃），一

年保費由US$238（約$1,856）至US$750

（約$5,850），詳情見表一。

醫療費用和緊急支援服務至
為重要

無論是因應工作假期簽證的申請規

定，抑或為自身安全着想，在購買保險時，

保費與保障差異大
工作假期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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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費用」及「緊急支援服務」是不可缺

少的保障項目。

「醫 療 費 用」保 障 讓 受 保 人 應

付在旅程中因突然患病或身體意外受

傷而引致的醫療開支，在4個保險計劃

中，保費最廉宜的計劃並不包括「醫療

費用」保障，其餘3個計劃提供的「醫

療費用」保障保額由US$100,000（約

$780,000）至$1,200,000，通常涵蓋海

外門診、住院、手 術及 回

港 後的覆診治療費用，但

須留意有2個計劃的覆診

期限為 返 港 後3個月內， 

1個計劃則短至返港後30

日內。

「緊急支援服務」指

發生緊急事故後對受保人提

供的即時協助，包括醫療指

導、緊急醫療運送、治療後

轉送返港及遺體運送返港

等。如受保人不幸在旅途中

遇意外而受傷或染上重病，

可致電緊急支援服務熱線，

由專責人員根據其緊急程度

作出所需的醫療服務安排；

若在認可資格的當地醫護

人員建議下需作緊急醫療

運送，緊急支援服務的專責

人員會因應傷者或病者的情

況，安排合適的交通工具，

例如救護飛機、固定航班的客機或救護

車，將傷者或病者送至就近的正規醫院，

甚或安排送回本港治理，但一般只限乘搭

固定航班客機的經濟客位。

4個保險計劃均提供此項保障，保

額由US$100,000（約$780,000）至不設

限額。

本身已有醫療保險保障，尚要考慮什麼？
如參加者已有醫療保險保障，只打算購買人身意外及第三者責

任等保障，須留意有關保險計劃是否設有地域限制及是否保障受保

人於海外工作而引致的受傷或意外的相關開支，同時須確保有關保險

包括緊急支援服務，當中應涵蓋緊急醫療運送和送返原居地等保障。

此外，部分國家的醫療費用較高昂，又或可能對非本地居民收取

較高的治療費用；由於本港提供的醫療保險計劃保額多以本港醫療費

用作計算，萬一不幸在海外發生意外而需入住醫院，未必足以支付當

海外住院現金津貼及入院按
金保證

3個保險計劃設「海外住院現金津

貼」，由每日$200至US$50（約$390），上

限由US$500（約$3,900）至$10,000，其

中1個計劃將此項保障納入「醫療費用」保

額內一併計算，並註明受保人須入住醫院

治療超過24小時才享有此項保障。

受保人如在旅程中需入住當地醫院

但無法支付住院按金，個別

計劃的「緊急支援服務」可安

排代墊按金或作擔保，上限為

$39,000，惟受保人或其家屬

需在入院後的45天內清付有關

費用。

部分計劃限制由疾病
致死才有恩恤金

若受保人因疾病或意外

不幸死亡，1個保險計劃可提供 

$20 ,000恩恤金保障；另有

2個計劃亦有US$2,000（約

$15,600）恩恤金保障，但只適

用於受保人因疾病引致死亡的

情況。

親友探訪、緊急啓程
的限制略有不同

4個保險計劃均有提供

「親友探訪」或「緊急啓程」保

1. 認識求助途徑：身處外地的香港居民若遇意外可致電香

港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的24小時熱線（＋852）

1868，或聯絡當地的中國使、領館尋求協助。該小組及使、領館在

接獲求助要求時，會按個案的情況提供適當協助，例如補發旅遊證

件、代為聯絡家人、介紹律師、翻譯員和醫生及聯絡事發地當局等。

2. 聯絡緊急支援服務中心：購有保險者可致電相關的緊急

支援服務熱線，並通知有關機構，例如警方、航空公司或旅行社備

案。謹記保留所有單據或文件的正本，包括醫生證明、報案證明、延

誤證明和購買必需品的收據等，因受保人在索償時需提交足夠的證

明文件才可獲處理。

3. 有關法律責任事件的處理：如在旅程中引致他人受傷或財

物損失而需要賠償，應先致電緊急支援服務熱線，由保險公司指示

適當的處理方法，切勿私下處理或自行作出賠償。

4. 盡早索償：保險計劃均設有索償期限，一旦遇到事故或損

失需要索償，應盡快向保險公司提出申請。視乎不同計劃，工作假期

保險計劃規定須於事故發生後30日或31日內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

申請索償，若受保人因意外引致死亡，則其家人須立即以書面通知

保險公司，並向保險公司提交工作假期簽證及相關證明文件。

旅途中遇上緊急事故怎麼辦？

地的醫療費用及相關開支，故參加者應衡量所享有的醫療保險保

額是否足夠。

香港保險業聯會提供的資料顯示，根據個別保險公司的

過往索償紀錄，部分海外國家平均每日住院費用大概為港幣

$13,000至$30,000不等，實際費用則因應個別地區、醫院、病情

和醫療需要而有差異。受保人於投保時，須留意不同保險公司住

院費用的定義和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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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工作假期保險計劃
1 2 3 4

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豐隆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美亞工作假期保障計劃*

工作假期保險 工作假期保險計劃
基本計劃 卓越計劃**

1.醫療費用  
 及緊急支 
 援服務

a. 醫療費用 
   (包括住院費用)

—

US$100,000 
(約$780,000)

$1,000,000
$1,200,000 (門診費用：
$20,000，每日每次$700) 

包括回港後的覆診費

30日內：意外受傷或
疾病：US$5,000 (約

$39,000)，當中包括中
醫或脊醫診治：每日每症
US$20 (約$156)，上限
US$230 (約$1,794)

3個月內：$75,000
3個月內：$50,000  

(跌打醫師治療費: 每日$150，
上限$1,500)

b. 門診費用 — [包括在第1a項] $20,000，每日每次$700 [包括在第1a項]

c. 海外住院現金津貼
每日US$50 (約$390)，

上限US$500 (約$3,900)
—

$10,000 (每日$200) [12]  
[包括在1a項] 

d. 緊急支援服務 
   (包括緊急醫療運送、     
   送返本港、遺體或骨 
   灰運返本港)

US$100,000 
(約$780,000)

US$250,000 
(約$1,950,000)

不設上限 無限額 

e. 代墊/入院按金保證 由緊急支援中心安排 — $39,000 [13]

f.  親友探訪/緊急啓程
緊急啓程：US$3,000 (約$23,400) 

[1][2]
親友探訪：$100,000 [8] 

[包括在第1a項] 
親友探訪：$20,000 [8] 

[包括在第1a項] 

g. 當地殮葬費 —
土葬或火化: $50,000   

[包括在第1a項]
$20,000 [14]

h. 當地殯儀費用 由緊急支援中心支付 $10,000 [包括在第1a項] —

i. 身故恩恤金/撫恤金 US$2,000 (約$15,600) [3] $20,000 [9] —

j. 額外住宿費 — —
出院後療養住宿：每日$1,950，

最多4日 [15]

2.個人意外 a. 個人意外
乘搭交通工具之意外：US$100,000 

(約$780,000) [4]
其他意外：US$50,000 (約$390,000) [4]

$300,000 [10]
$500,000 [16] 

[意外導致的三級燒傷:
保額的50%]

3.個人物品    
  及行李

a. 行李及個人財物
每件/對/套物品：US$400 (約$3,120)，

上限US$2,500 (約$19,500)  [5]
可另加保費增保

$10,000 (每件/對/套$3,000)
 [17]

b. 旅遊證件遺失 US$1,000 (約$7,800) [5] — —

c. 行李延誤 —
延誤滿10小時，購置必須
品之實際費用：US$100 

(約$780) [2][6] 
— —

4.旅程阻礙

a. 取消旅程或損失訂金 — $50,000 $30,000 

b. 縮短/提早結束旅程  US$3,000 (約$23,400)  [2] $50,000 $50,000

c. 旅程延誤 —
每滿8小時：US$80 

(約$624)，上限US$400 
(約$3,120) [６] 

— —

5. 個人責任 US$250,000 (約$1,950,000) $2,000,000 $1,500,000

6. 其他 —
綁架保障：US$10,000

 (約$78,000) [7]
— —

一年的保費　
US$238 

(約$1,856) 
US$750 (約$5,850) 

$4,800 (折扣價$4,000) 
[11] 

$4,500 

　 

註  [8]  一名親友前往當地的合理交通費及住宿費
 [9]  由疾病或意外致死
[10]  意外導致12個月內死亡、永久傷殘或嚴重燒傷
[11]  有不同保障期供選擇
[12]  須入住醫院治療逾24小時
[13]  由緊急支援中心安排，但須在入院後的45天內清付
[14]  只限因意外死亡
[15]  由緊急支援中心安排
[16]  意外導致12個月內死亡、永久傷殘
[17]  前往工作假期目的地及由外地回港期間

表中資料截至2014年12月底，由有關保險公司提供。除特別註明外，表內所
列為最高賠償額及保費以港元計。
*  (  )括弧內所列的最高賠償額及保費為港元金額，以US$1兌HK$7.8計算。
**  送“中國支援咭”
[1] 一名成年直系親屬前往當地的合理旅遊票及/或住宿費
[2] 只可索償一次
[3] 因疾病而引致身故
[4] 意外導致90日內死亡或永久傷殘或嚴重燒傷
[5] 因被偷竊、搶劫或爆竊
[6] 行程須從香港出發 
[7] 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旅遊，因綁架而導致意外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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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內容雖然相近，但限制略有不同。個別

保險計劃訂明，若受保人在旅程期間因意外

受傷或患病而需在當地接受治療，因應醫

生的建議，計劃可提供一名親屬或朋友前往

當地探訪受保人的機票費用和合理住宿開

支，上限由$20,000至$100,000，惟有關計

劃將該項保障納入「醫療費用」保額內。而

提供「緊急啓程」的計劃則訂明如受保人在

旅程期間死亡、嚴重受傷或患上嚴重疾病，

需要一名成年直系親屬前往當地陪伴及/或

照顧受保人，該名親屬所需的合理交通及住

宿費保額為US$3,000（約$23,400），但此

項保障只能在整段受保期間索償一次。

個人意外或按意外性質提供
不同保額

4個保險計劃均提供「個人意外」保

障，保額由$300,000至US$100,000（約

投訴實錄：買錯保險致韓國工作假期申請不獲批

$780,000），保障受保人在旅程中因遭遇

意外導致在90日或12個月內（視乎不同計

劃）死亡、永久傷殘或嚴重燒傷。此外，

2個計劃就不同意外性質提供不同保額：

若受保人以付費乘客身份乘搭公共交通

工具、乘坐由旅行社安排的交通工具、正

在駕駛或乘坐私人車輛期間發生意外而

引致傷亡，可獲最高賠償額US$100,000

（約$780,000）；由其他意外引致則可獲

US$50,000（約$390,000）。 

部分計劃提供取消、縮短旅程
的保障

除了上述主要保障項目，部分保險

計劃還包括取消、縮短旅程保障。視乎不

同計劃，若在起行前或旅程中因指定受

保原因，例如受保人的直系親屬身故或患

病而須取消或提早中斷行程，保險計劃可

就不能取回的訂金、機票或返回本港的額

外旅費提供保障，金額由US$3,000（約

$23,400）至$50,000。

個人法律責任不包括交通意外
引致對第三者的責任

受保人如在旅程期間因意外導致

他人身體受傷或他人財物損失而負上

法律責任，4個保險計劃可提供上限由

$1,500,000至$2,000,000的「個人責任」

保障，但不涵蓋受保人、其僱主或僱員的財

物損失，亦不涵蓋對其僱主或僱員的責任，

又或由於受保人擁有或使用車輛、飛機、

輪船或動物引致的責任。

早前有報道指有參加澳洲工作假期

的本港青年在當地駕車上班途中發生嚴

重交通意外，除了自身受傷，意外亦導致

他人傷亡。根據香港保險業聯會提供的資

本會過往曾接獲消費者投訴，指就申

請工作假期「誤購」不合適的保險，最終申請

被拒，現提供有關個案資料讓消費者參考。

劉小姐在2011年1月因申請韓國工作

假期，經朋友介紹下聯絡一間保險公司的

代理查詢購買保險事宜。首次會面時，該保

險代理向劉小姐查問她的收入、每月開支

及購買保險的原因，劉小姐告知購買保險

最大的原因是申請了韓國工作假期，其後

該保險代理建議她購買四份保單，包括女

性保障（每月保費$415）、意外保險（每月

保費$80）、人壽儲蓄（每月保費US$64）

和醫療保險（每年保費$3,038）。由於要分

開處理各份保單，劉小姐在1月至3月間與

該保險代理多次會面，每次均有提及申請

工作假期的進度，並查詢她於參加工作假

期間的保費付款安排，保險代理告訴她除

了醫療保險需按年付款，其餘會安排分期

付款及自動過戶。

及至4月，劉小姐呈交工作假期計劃

所需的保險資料時，才發現有關的工作假

期計劃要求具備附有運送保障的醫療保險

而非她所購的保險，最終因購買了不合適

的保單以致申請被拒。劉小姐認為有關保

險代理的銷售手法有問題，遂向保險公司

投訴，並要求取消所有已購的保單及退回

保費，但該公司只同意退回醫療保險的保

費。劉小姐向本會投訴，要求協助她向該

公司追討其餘三份保險的保費。

本會在接獲個案後聯絡被投訴的保

險公司，該公司堅稱劉小姐在初次會面時，

沒有說明購買保險計劃的目的是用作申請

工作假期，又指該公司保險代理為她作理

財分析後，才建議她購買上述四份保單。及

至3月與劉小姐再會面，才知悉她欲申請韓

國工作假期。該公司表示願意退回醫療保

險的保費，但其餘三份保單已過了冷靜期，

故不能撤銷及退回已繳的保費。本會將該

公司的回覆轉告劉小姐，並建議她考慮循

法律途徑向該公司追討。

個案啓示：雖然該個案因雙方各有說

法而最終未能圓滿解決，但卻顯示事前做

足準備的重要性。由於不同國家對工作假

期所訂的申請條件有不同，有些可能較寬

鬆，有些較嚴謹，申請者事前必須詳細瞭解

有關國家的申請要求，尤其是須具備的保

險及相應保障，錯買保險除可能不獲工作

假期簽證及錯付保費外；即使獲批簽證，若

不幸在當地遇上意外卻因保障範圍不適用

而得不到所需的保障，後果可能更嚴重。要

留意一些長期保險保單設有冷靜期（例如

人壽保單設有21天冷靜期），投保人有權在

冷靜期內取消新保單，並取回已繳保費（可

能需扣除市值調整），因此，消費者應在保

險公司發送保單後，盡快細閱當中條款，小

心考慮是否願意接受該份保險合約。另保

險公司或保險中介人應向消費者問清楚投

購保險的目的及需具備的保障項目，按投

保者的需要介紹合適的保險，並詳細解釋

有關保險的承保範圍及不保事項。

表一：工作假期保險計劃
1 2 3 4

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豐隆保險(亞洲)有限公司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美亞工作假期保障計劃*

工作假期保險 工作假期保險計劃
基本計劃 卓越計劃**

1.醫療費用  
 及緊急支 
 援服務

a. 醫療費用 
   (包括住院費用)

—

US$100,000 
(約$780,000)

$1,000,000
$1,200,000 (門診費用：
$20,000，每日每次$700) 

包括回港後的覆診費

30日內：意外受傷或
疾病：US$5,000 (約

$39,000)，當中包括中
醫或脊醫診治：每日每症
US$20 (約$156)，上限
US$230 (約$1,794)

3個月內：$75,000
3個月內：$50,000  

(跌打醫師治療費: 每日$150，
上限$1,500)

b. 門診費用 — [包括在第1a項] $20,000，每日每次$700 [包括在第1a項]

c. 海外住院現金津貼
每日US$50 (約$390)，

上限US$500 (約$3,900)
—

$10,000 (每日$200) [12]  
[包括在1a項] 

d. 緊急支援服務 
   (包括緊急醫療運送、     
   送返本港、遺體或骨 
   灰運返本港)

US$100,000 
(約$780,000)

US$250,000 
(約$1,950,000)

不設上限 無限額 

e. 代墊/入院按金保證 由緊急支援中心安排 — $39,000 [13]

f.  親友探訪/緊急啓程
緊急啓程：US$3,000 (約$23,400) 

[1][2]
親友探訪：$100,000 [8] 

[包括在第1a項] 
親友探訪：$20,000 [8] 

[包括在第1a項] 

g. 當地殮葬費 —
土葬或火化: $50,000   

[包括在第1a項]
$20,000 [14]

h. 當地殯儀費用 由緊急支援中心支付 $10,000 [包括在第1a項] —

i. 身故恩恤金/撫恤金 US$2,000 (約$15,600) [3] $20,000 [9] —

j. 額外住宿費 — —
出院後療養住宿：每日$1,950，

最多4日 [15]

2.個人意外 a. 個人意外
乘搭交通工具之意外：US$100,000 

(約$780,000) [4]
其他意外：US$50,000 (約$390,000) [4]

$300,000 [10]
$500,000 [16] 

[意外導致的三級燒傷:
保額的50%]

3.個人物品    
  及行李

a. 行李及個人財物
每件/對/套物品：US$400 (約$3,120)，

上限US$2,500 (約$19,500)  [5]
可另加保費增保

$10,000 (每件/對/套$3,000)
 [17]

b. 旅遊證件遺失 US$1,000 (約$7,800) [5] — —

c. 行李延誤 —
延誤滿10小時，購置必須
品之實際費用：US$100 

(約$780) [2][6] 
— —

4.旅程阻礙

a. 取消旅程或損失訂金 — $50,000 $30,000 

b. 縮短/提早結束旅程  US$3,000 (約$23,400)  [2] $50,000 $50,000

c. 旅程延誤 —
每滿8小時：US$80 

(約$624)，上限US$400 
(約$3,120) [６] 

— —

5. 個人責任 US$250,000 (約$1,950,000) $2,000,000 $1,500,000

6. 其他 —
綁架保障：US$10,000

 (約$78,000) [7]
— —

一年的保費　
US$238 

(約$1,856) 
US$750 (約$5,850) 

$4,800 (折扣價$4,000) 
[11] 

$4,500 

　 

註  [8]  一名親友前往當地的合理交通費及住宿費
 [9]  由疾病或意外致死
[10]  意外導致12個月內死亡、永久傷殘或嚴重燒傷
[11]  有不同保障期供選擇
[12]  須入住醫院治療逾24小時
[13]  由緊急支援中心安排，但須在入院後的45天內清付
[14]  只限因意外死亡
[15]  由緊急支援中心安排
[16]  意外導致12個月內死亡、永久傷殘
[17]  前往工作假期目的地及由外地回港期間

表中資料截至2014年12月底，由有關保險公司提供。除特別註明外，表內所
列為最高賠償額及保費以港元計。
*  (  )括弧內所列的最高賠償額及保費為港元金額，以US$1兌HK$7.8計算。
**  送“中國支援咭”
[1] 一名成年直系親屬前往當地的合理旅遊票及/或住宿費
[2] 只可索償一次
[3] 因疾病而引致身故
[4] 意外導致90日內死亡或永久傷殘或嚴重燒傷
[5] 因被偷竊、搶劫或爆竊
[6] 行程須從香港出發 
[7] 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旅遊，因綁架而導致意外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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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參加工作假期時自行駕駛，期間如因

意外而引致自身受傷或死亡，一般屬工作

假期保險的保障範圍，但如有關意外導致

他人受傷或財物損毀則屬於汽車第三者責

任，駕駛者或需在當地購買相關的汽車保

險，並須持有合法的駕駛執照。

其他保障
部分計劃亦提供「行李及個人財物」

損毀或遺失保障，金額最高由$10,000至

US$2,500（約$19,500），但只限有關物品

被偷竊、搶劫或爆竊而引致的損失。另有計

劃提供「行李延誤」及「旅程延誤」保障，

但只保障受保人從香港出發的行程。

並非所有工作均受保
工作假期保險計劃常見的不保事項

包括戰爭、恐怖份子活動、核能災難、投保

前已存在的傷患或疾病、懷孕或分娩、自

我傷害身體、受酒精或藥物影響、愛滋病、

違法行為、航空活動（購票乘客除外）、職

業性運動或比賽等。而不受保的海外工作

包括非法受僱的工作，部分計劃列明從事

電影或電視的拍攝工作人員或技術人員、

專業演員、導遊或領隊等，或參與採礦、受

僱為任何交通工具的司機、動物培訓員、

潛水員、騎師、保安員或在賭場、地盤或夜

總會等工作亦不受保。

總結
參加工作假期是難得的生活體驗，然

而要確保在悠長旅程中有保障，一份能提

供適切和有足夠保障的保險計劃是不可或

缺的。參加者在考慮不同保險計劃時，應

比較各計劃的保障期、保障範圍、保障額

是否全面和足夠，以及有關保險是否適用

於參加工作假期。另外，儘管參加者多從事

短期工作並可能經常轉工，但也須確保獲

聘的為合法工作才會受保，而工作假期保

險將某些高危工作，例如參與可賺取報酬

的運動、受僱成為交通工具的司機或潛水

員等，皆列為不保事項，故投保前應仔細

瞭解保單條款及限制。

澳洲9個月之體驗：
尋找工作需時  應預備充裕的生活費

Ronnie在2011年1月至9月參加了工作假期，他原先申請的國家為愛爾蘭，但由於

有配額限制及要求較嚴格，最後改為申請澳洲工作假期並成功獲批。雖然澳洲當局只建

議參加者應具備醫療保險，但為了自身的保障，Ronnie在出發前經友人購買了一份為期

一年的醫療保險，另再買一份意外保險，保費共二千多元，他又預備了二萬五千元的生

活費在當地使用。

Ronnie在出發前曾在網上瀏覽當地的工作空缺，

但由於難與有關商戶接洽，他在到達當地後約一個月

才找到工作，尋找工作的途徑主要是直接走進店舖查

問或透過朋友介紹。在這9個月裡，Ronnie用於旅遊和

工作時間各佔一半，從事的工作包括推銷電話卡、清潔

打掃、在快餐店炸薯條及在農場採摘生果、修剪樹枝

等，雖然在工作期間曾有輕微損傷或燙傷，幸而情況不

太嚴重，但他表示當地的工作環境頗辛苦，例如修剪農

作物的工作，因重複性的動作及長期蹲下身子令手指

及背部關節持續不適，故逗留9個月便返回香港。而他

於工作期間曾遇上被僱主拖欠薪金2至3星期，幸而僱

主為大公司，最終成功追回欠薪。

心得：Ronnie表示不時聽聞參加工作假期的人士

在當地發生意外，例如交通意外或跌傷，故認為在出

發前購買有醫療及意外保障的保險十分重要，加上自

備的生活費用不多，如不幸在當地發生意外而需大筆

醫療開支，保險所提供的保障可解燃眉之急。此外，在當地尋找工作不容易，而且工種

一般較辛苦及要時間適應，建議參加者應預備較充裕的生活費傍身。

工作假期經驗分享
新西蘭11個月之體驗：
尋找工作宜參考「過來人」的經驗

阿珊在2010年參加了為期一年的新西

蘭工作假期，由於當時沒有太多工作假期保險

計劃供選擇，而她本身已購有醫療及危疾保

險，故她只增加保費將保障伸延至涵蓋戶外

工作，每月多付保費約$200至$300，她亦

預備了二萬元的生活費在當地使用。阿珊

表示她在當地不難找工作，主要是透過背

包客提供承包商（多屬農場工作）的聯絡資

料，或直接走進店舖（例如餐館）查問職位

空缺。她在當地約工作了7個月，另4個月旅

遊，從事的工作包括餐館侍應、中式按摩、

在農場採摘及包裝蘋果、修剪葡萄樹枝及

在工廠開青口。阿珊表示她任職最長的工

作是在農場採摘蘋果，在兩個月內，經常需

在摺梯上爬行，覺得有少許危險，另因經常

進行修剪工作以致關節疼痛。

心得：阿珊表示，因擔心在外遊期間

發生意外而需要住院及承擔龐大的開支，

故認為購買保險很重要。在尋找工作方面，

由於聽聞有參加工作假期的人士被承包商

欺壓、剝削或佔便宜（例如借故作出身體接

觸），建議多瀏覽曾參加工作假期人士或背包

客對不同承包商的評語，小心選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