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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海外緊急救援服務辦法 
 

適用資格： 
一、第一類被保險人：華南產物所簽發旅行平安險、個人傷害險與旅行業責任險且保單上載

明從台灣、澎湖、金門與馬祖離境之被保險人。本類被保險人在下述

服務所指本國或經常居住國」指台灣、澎湖、金門與馬祖。 
二、第二類被保險人：華南產物所簽發旅行平安險與旅行業責任險且保單上載明從中華人民

共和國(含香港及澳門) 離境赴臺灣、澎湖、金門與馬祖旅遊之被保險

人。本類被保險人在下述服務所指本國或經常居住國」指中華人民共

和國(含香港及澳門)。 
 
被保險人 第一類 第二類 
緊急事故限額 旅行平安險&個人傷害險 US$10,000 

旅行業責任險 US$30,000 
緊急事故資格 限意外傷害所致 
住院醫療費用及

保證金 
代轉上限 US$5,000 

名詞定義： 
一、「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來突發事故所致者。 
二、「嚴重病況」指國際 SOS 依被保險人所在地點、醫療急迫性及當地醫療設施等情事綜合

判斷，認定應採取緊急醫療處理以避免造成被保險人死亡或對其健康造成立即或長期重

大傷害之情況。 
服務特約機構：國際 SOS 
服務地理範圍：被保險人於「本國或經常居住國」(詳前述定義)境外地區之每次旅遊停留期

間不超過 180 天內，始得享有服務。國際 SOS 承諾將盡最大努力提供服務，

但因天災、戰爭、政變或其它不可抗力因素等情事之發生致無法提供服務或

提供服務顯有困難者，不在此限。 
服務內容： 
 (一)醫療協助 

(1) 旅遊保健電話諮詢服務 
國際 SOS 應為被保險人透過電話提供旅遊保健諮詢服務。但此服務僅屬諮詢

性質，不構成病情之診斷。 
(2) 醫療服務機構之推薦 

國際 SOS 基於被保險人要求，應向其提供醫師、醫院、診所、牙醫師、牙醫

診所等(統稱為「醫療服務機構」)之名稱、住址、電話等資料，並儘可能提

供其營業時間。國際 SOS 並不負責醫療診斷或治療之提供，就所推薦之醫療

服務機構，除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為篩選外，亦不為任何服務品質之

保證，被保險人應自行決定所需醫療服務機構。 
(3) 安排預約當地醫師看診 

國際 SOS 將協助被保險人代為預約當地醫師看診。但所有相關之費用須由

被保險人自行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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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排住院 
如被保險人病情嚴重需住院治療，國際 SOS 將協助被保險人辦理入院。但所

有相關住院及診療費用應由被保險人自行負擔。 
(5) 醫療轉送或轉送回國前之住院期間病況觀察 

在執行醫療轉送或轉送回國前，國際 SOS 將於被保險人住院期間對其醫療情

況進行追蹤監控以確保被保險人適於醫療轉送或轉送回國，但涉及被保險人

個人隱私之事項，經被保險人適當授權後，始得為之。 
(6) 醫療傳譯服務 

國際 SOS 應為被保險人安排透過電話進行醫療傳譯服務。 
(7) 遞送緊急藥物 

國際 SOS 應依當地有關法令安排遞送當地無法取得，而為被保險人醫療所

必需之藥物，但國際 SOS 不負擔該等藥物之價金及遞送費。 
(8) 安排親友前往探視 

若被保險人於其「本國或經常居住國」境外旅行時住院，國際 SOS 可代為安

排被保險人在台親友前往探視被保險人之來回機票訂位及住宿安排，但相關

費用由被保險人或其親友負擔。 
(9) 安排親友處理後事及住宿 

若被保險人於「本國或其經常居住國」以外地區旅行時不幸身故，為方便安

排後事，國際 SOS 可安排被保險人在台親友前往處理後事之機票訂位及住宿

安排，但相關費用由被保險人或其親友負擔。 
(10) 安排未成年子女返國 

若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或緊急醫療轉送而使其未成年隨行子女乏人照料，國

際 SOS 將可協助安排其搭機返國。如必要時，國際 SOS 亦可安排合格人員

護送其返國，但所有相關費用由被保險人或其親友負擔。 
(11) 安排配偶返國 

若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或緊急醫療轉送而使其配偶乏人照料，國際 SOS 將可

安排其搭機返國。如必要時，國際 SOS 亦將安排合格人員護送其返國，但所

有相關費用由被保險人或其親友負擔。 
(12) 出院後療養 

被保險人因遭遇急難事故住院，經當地主治醫師及國際 SOS 醫師共同認定其

於出院後須就近療養者，國際 SOS 將可代為安排住宿事宜，但所有相關費用

由被保險人或其親友負擔。 

 (二)旅遊協助 
(1) 簽證及接種資訊之提供 

國際 SOS 應被保險人之需，應隨時提供前往他國所需簽證及接種要求之相關資

訊，並告知引述來源文件名稱，但國際 SOS 對引述內容之正確性不為任何形式

之保證。 
(2) 通譯/秘書服務之推薦 

國際 SOS 應向被保險人提供外國通譯/秘書之名稱、住址、電話號碼，經被保險

人要求並應儘可能提供其服務時間，國際 SOS 就所推薦之通譯，除應以善良管

理人之注意義務為篩選外，不為任何服務品質之保證，被保險人應自行決定所

需通譯服務機構。 
(3) 遺失行李之協尋 

被保險人在「本國或經常居住國」境外旅行遺失行李時，國際 SOS 應協助其向

有關機關辦理相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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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遺失護照之協助 
被保險人在「本國或經常居住國」境外旅行遺失護照時，國際 SOS 應協助其向

有關機關辦理相關手續。 
(5) 重要旅遊文件的補發與遞送 

被保險人在「本國或經常居住國」境外旅行遺失重要旅遊文件時，國際 SOS 應

提供相關資訊以協助該被保險人申請補發及遞送。 
(6) 行前資訊 

國際 SOS 將應被保險人之需，協助提供國外簽證、國定假日、匯率、語文、天

氣、運輸/班機資訊。 
(7) 緊急傳譯服務 

被保險人在「本國或經常居住國」境外旅行而有緊急需要時，國際SOS將透過

電話安排傳譯服務予被保險人。 
(8) 使領館資訊 

國際 SOS 應向被保險人提供某國設於他國之最近使領館住址、電話號碼以及辦

公時間等有關之資訊。 
(9) 緊急資訊或文件傳送 

國際 SOS 應於被保險人提出要求時，協助其安排將緊急訊息或文件傳送予其親

友或公司。 
(10) 安排簽證延期 

被保險人在「本國或經常居住國」境外旅行，因住院治療導致簽證過期， 國際

SOS 將協助其辦理簽證延期。 

(三)法律協助 
(1) 法律服務之推薦 

國際SOS應向被保險人提供律師與法律執業人員之姓名、住址、電話號碼，經

被保險人要求並應儘可能提供其服務時間。國際SOS並不負責法律服務之提

供，就所推薦之法律服務，除應以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為篩選外，不為任何

服務品質之保證，被保險人應自行決定所需法律服務提供者。 
(2)  安排預約律師 

國際 SOS 將協助被保險人與律師預約，但相關費用由被保險人自行負擔。 
(3)  保釋金之代轉 

被保險人在「本國或經常居住國」境外旅行被要求支付保釋金時，倘被保險

人以其信用卡或由其親友向國際 SOS 交付所需金額及處理費，國際 SOS 將為

其安排代轉事宜。代轉金額以美金 5,000 元為限。 
 

上述(一)至(三)類服務純依推薦或安排而辦理者，因之而產生第三人費用時，由被保險

人負擔之。 

(四)緊急事故 
(1) 代轉住院醫療費用及保證金 

若第一或第二類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住院而需要國際 SOS 提供代轉住院醫

療費用及保證金之服務時，國際 SOS 可協助代轉其於住院期間（含住宿及

醫師費）所發生的醫療費用。國際 SOS 將自其在台親友或相關第三者獲得

醫療費用與案件處理費後，方協助代轉。其中代轉住院醫療費用及保證金以

美金 5,000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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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緊急醫療轉送 
若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所致「嚴重病況」須接受緊急醫療轉送時，經華南產

物授權同意，國際SOS應安排適當的通訊、交通工具及醫療伴護小組，將被

保險人送往能提供適當醫療之最近醫院，但非「本國或經常居住國」。經轉送

治療後是否有再其他緊急轉送治療之必要，須經國際SOS醫師評估並參考主

治醫師診斷有其必要，且經華南產物授權同意。 
(3) 緊急轉送回國 

當被保險人於「本國或經常居住國」境外接受緊急醫療轉送及隨後之住院治

療後，被保險人經國際 SOS 醫師評估並參考主治醫師診斷有緊急轉送回國治

療必要，且經華南產物授權同意，國際 SOS 將安排適當的通訊、交通及醫療

伴護小組送其返回「本國或經常居住國」。 
(4) 遺體/骨灰運送回國或當地禮葬 

若被保險人因意外傷害而在「本國或經常居住國」境外不幸身故，經華南產

物授權同意，國際 SOS 會安排適當的空中或地面運輸，將其遺體或骨灰自死

亡地點運回被保險人之「本國或其經常居住國」，或安排當地安葬，但不含土

地、宗教儀式及鮮花。棺木/骨灰罈規格必須符合國際航空運輸標準者為限。 

上述服務係按件計費，華南產物就第一及第二類被保險人(旅行平安險、個人傷害險)因
上述服務第(2)項至第(4)項於單次急難事故(限意外傷害所致)所生費用總計負擔限額以

美金10,000元為限，就第一及第二類被保險人(旅行業責任險)因上述服務第(2)項至第(4)
項於單次急難事故(限意外傷害所致)所生費用總計負擔限額以美金30,000元為限，超過額

度部份將由被保險人或其親友自行負擔，國際SOS於收到被保險人或其家屬負擔金額之

足額後方才進行服務安排。 
 
通知義務： 
發生可能需國際 SOS 提供服務之事故時，被保險人應立即告知國際 SOS，否則因之所生費用

將由被保險人自行負擔。 
 
服務配合事項： 
為便於國際 SOS 能迅速安排服務，被保險人應協助提供姓名、身分證字號、聯絡電話、事故

地點/接受治療之醫院名稱、主治醫師姓名、聯絡電話及地址。必要時，國際 SOS 之醫務代表

有權檢查被保險人身體狀況，被保險人無正當理由拒絕時，國際 SOS 得停止提供醫療救助服

務。 
 

證明文件： 
被保險人應協助國際 SOS 取得急難救助費用之有關證明文件及收據，以處理有關帳務事宜。 
 
授權及權利移轉： 
為提供服務所需，被保險人於國際 SOS 提出要求時需同意國際 SOS 向其他保險公司或機構

取得相關資料及求償，否則國際 SOS 有權拒絕提供服務。 
 
不可抗力之免責事由： 
國際 SOS 承諾將盡最大努力提供服務，但若直接或間接因天災、政府當局或軍事當局之命令、

內亂、戰爭、意外、自然災害或巨災、罷工或其他形式之停工等不可抗力因素，致超出國際

SOS 得正常提供服務之範圍，造成服務」延遲履行、無法履行或中斷，則國際 SOS 不需負責。 
 



  5 

法律責任 
國際 SOS 同意於指定或推薦服務提供人以協助被保險人時，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除

國際 SOS 就服務提供人之指定或推薦有故意或過失之事情外，國際 SOS 對該服務提供人之

行為與品質導致之過失或疏忽所造成被保險人之損失，不負任何責任。 
被保險人不得因服務所致間接傷害或損失向華南產物或國際 SOS 追索。 
 
本服務係無償性額外提供予保戶之加值服務，與保險契約內容無關。本公司如與特約服務機

構的契約發生修改或終止時，本公司保留隨時修改或終止本服務之權利，不另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