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

險

福

利

適用於在2019年9月1日及以後確定預訂
之Club Med假期

CLUB MED
旅遊保險

這本小冊子詳述Club Med為您投保的旅遊保險。為確保其保障符合您的需要，
請閱讀本小冊子。

第一條

一萬兩千美元
(請見第7頁)

個人意外死亡或殘障
您於旅途中發生之意外後的十二個月內。

醫療費用
1. 居住地以外的Club Med假期：

第二條

七千八百美元
/一千美元
(請見第7和8頁)

• 國外旅行中所產生的醫療、醫院和救護車費用，以及旅行結束後
三個月以內後續的傷病治療費用。最高七千八百美元為限。
  （自付額五十美元）
2. 居住地內的Club Med假期:
•因受傷或疾病而住院治療超過一晚的醫療費用。最高一千美元為限。
（自付額五十美元）
•合理的交通費用。每次診症不超過一百二十美元，每次傷病不
超過三百九十美元。（自付額五十美元）
•住院不便補貼。每天二十美元，最高兩千三百美元為限。
（自付額五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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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取消、
提早結束及延誤
第三條

無限額

(請見第9頁)

取消行程的費用和無法退款之訂金或額外交通和
住宿費用。
(個人索賠，自付額為五十美元或未扣除自付額前應得
保障之賠償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較高者為準。)

行李、個人財物、
金錢及文件
第四條

二千美元

(請見第11和12頁)

(家庭索賠，自付額為一百美元或未扣除自付額前應得
保障之賠償金額之賠償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較高者
為準。)

三千美元
(請見第10頁)

醫療建議必要旅伴、海外喪葬和遺體遣返或火化
費用。最高三千美元為限。
因遺失護照或現金引致的額外交通和住宿費用。
最高一千美元為限。
(自付額為首五十美元，或在未扣除自付額前應得之
賠償金額的百分之十五，以較高者為準。）

意外遺失金錢，因遺失護照及信用卡申請補發之費用
(最高二百五十美元為限)。
緊急替換行李（最高二百美元為限)。
(自付額為首五十美元，或在未扣除自付額前應得之賠
償金額的百分之十五，以較高者為準。)

如因第3-1.1條所述的所有原因，則自付額將從百分
之二十降低至百分之十五。

額外福利

您旅遊時攜帶或購買物品之遺失或損毀。每件物品最
高給付五百美元，惟攝錄機或照像機最高給付一千五
百美元。

第五條

二十萬美元
(請見第13頁)

個人責任
因您的疏忽導致第三者受傷和財產的損失或損毀。

亞布力、北大壺、北海道(Sahoro及
一百五十美元 Tomamu)的滑雪救援費用
第六條

(請見第13頁)

在亞布力、北大壺、北海道(Sahoro及Tomamu)發生的滑
雪救援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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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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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您”、
“您的”、
“您本人”是指已註冊之Club Mediterranee會員，包括倚
賴及與該名會員同行之十二歲以下兒童。該兒童之保障與該會員相同。

1.2.

1.10.

“本公司”
“Europ Assistance”是指保險公司
，“本公司的”
，“我們”，
EAIB - Europ Assistance 愛爾蘭分部。

“疾病”是指您或其他直接相關人仕於旅程中感染之疾病，而您或該
等人仕於繳付您的Club Med假期訂金前三十天內並無因該疾病接受過
治療或治療建議。

1.11.

1.3.

“居住地”是指您在泰國、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韓國、 印尼、
印度、台灣、柬埔寨、越南、菲律賓、汶萊、緬甸或寮國的主要居住地。

“嚴重受傷或疾病”是指經法律上認可之註冊醫生証實，該傷病會危害
生命或因該等傷病而不適宜旅遊。

1.12.

1.4.

“家庭”是指您、您的配偶及用同一會員號碼登記之兒童。

“騎劫”是強佔、用武力或暴力強行控制，或威嚇以武力或暴力惡意地
強行控制飛機或由Club Med安排之陸上交通工具。

1.5.

“親屬”是指您的配偶、父母、配偶之父母、祖父母、繼父母、子女
(依照法定程序收養之子女或繼子女)、孫及外孫、兄弟、丈夫或者妻子
之兄弟、姐妹、丈夫或妻子之姐妹、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之兄弟、同父
異母或同母異父之姐妹、女兒、媳婦、兒子、女婿、未婚夫及未婚妻。

1.13.

“醫院”是指依照法律規定營運之醫院，有完善設施照顧及醫治受傷及
患病之人仕、斷診及施行手術，並有二十四小時的護士服務及醫療監察
設備（為老人、慢性疾病病人、療養、護理而設的機構除外）
。

1.14.

1.6.

“兒童”是指倚靠您及與您同行之十二歲以下兒童。

“冗員”、
“遣散”是指因僱主不再需要任何人仕從事該等工作而作出
的解僱。

1.7.

“受傷”是指您或任何其他直接被影響的人在旅程中偶然地發生，且在該事
件發生後十二個月內獨立的任何其他傷害。因任何疾病所引起或導致之受
傷除外。

1.15.

1.8.

“喪失肢體”是指一隻手自手腕或以上之處，或一隻腳自足踝或以上之處
截斷，或永久完全喪失該手或腳之功能。

“財政上的違約”是指無力償還債務、破產、臨時清盤、清盤、財政
崩潰、任命產業管理人、公司資產管理人或破產管理官、達成任何正
式或非正式之協議安排、法律保護、債權人之重組或與債權人達成和
解協議、或根據任何法域下之法律發生或與之性質類似之事情。

1.9.

“醫療費用”是指於旅程中，合理的醫療、手術、醫院、救護車、家庭看護及
由合資格的醫生所提供或處方之其他醫療費用以及因受傷、疾病或死亡所導
致的必要緊急牙科費用。

2. 重要事項
2.1.

本保單須依照法國法律解釋及受其監管。

2.2.

本公司有權展開或接管任何法律訴訟為您進行抗辯，
及採取任何行動以補償任何在保單下支付的款額。
在這情況下，您必須與我們合作及不作出任何損害
本公司權益的事情。

2.3.

在沒有本公司的書面許可下，您不可以向任何人
出價、作出金錢承諾或承認錯誤或牽涉在任何訴訟中。

2.4.

所有金額均以美元為單位。

2.5.
      

不受保障範圍
您應特別留意“一般不受保障範圍”及在每一條保障
範圍下標示“本公司將不予理賠”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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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限額和自付額
您應特別注意每類索償適用的索償限額和自付額。

2.6.1. 第二條下的索償部分，我們不支付每項索償的首筆五十美元。
2.6.2. 第三條下的索償部分，我們不支付每項索償的首筆五十美元，或在
未扣除自付額前應得保障之賠償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以較高者為準。
若同一事故涉及一個家庭之理賠，自付額則為一百美元，或在未扣
除自付額前應得之賠償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以較高者為準。第3-1.1
條下所述的所有原因，百分之二十自負額將降低至百分之十五。
2.6.3. 第四條下的索償部分，我們不支付每項索償的首筆五十美元，或未
扣除自付額前應得保障之賠償金額的百分之十五，以較高者為準。
此自付額是以每次事故而非每人計算的總計自付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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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償流程
您應特別留意“索償流程”和申請索償的必要步驟、時間表和的佐證文件。

2.8.

貴重物品
Club Med建議您將貴重物品留在家中。在Club Med度假村中，請將不配戴的
珠寶及小型貴重物品置於Club bank的保險箱內。任何遺失或損壞個人財產之
索償，均須有收據證明。

2.9.

兒童
您監護且與您同行的十二歲以下兒童自動享有所述的相同保障。

2.10.

額外保險
Club Med旅遊保險是隨您的Club Med假期附送。這保險為您提供往返度
假村，及當您停留在Club Med時的基本保障。如您覺得需要額外保障，或您
會在Club Med假期前後前往其他目的地，本公司建議您要求您的旅遊代理安
排額外的保障。

2.11.

虛假聲明
於任何索償及要求援助中，若您的答案、聲明及遞交的文件中含不誠實及不坦
白成分，本公司將有權拒絕或減少您應得之賠償。

3. 旅程期間/保障
3.1.

保障開始
除了第三條所述的保障因於您的Club Med假期預定日開始外，您的保險
保障/旅程在以下情況開始：
3.1.1. 當您離開您的居留地，開始您的Club Med假期（包括您在入住
Club Med度假村前，Club Med安排或作為完整套裝中的其他行程）
，
您的保險保障/旅程應從您離開您的居所開始Club Med假期時開始。
3.1.2. 假如您並非從您的居留地直接出發開始您的Club Med假期（參加任何
Club Med 安排或Club Med的其他行程），您的保險保障/旅程應由您
在入住Club Med度假村前首次參加Club Med安排或作為完整套裝的
Club Med其他行程時，或您抵達Club Med度假村時開始，但前提是：

		

3.3.

保障結束；
3.3.1. 如果您直接返回居留國，保障將持續直到您返回此等居，結束您的
Club Med假期（其中應包含您住宿Club Med後，Club Med安排或
Club Med作為完整套裝一部分的其他行程）
。
3.3.2. 如果您未直接返回居留國（參加Club Med安排或Club Med作為完整
套裝一部分的其他行程）
，則在您預定離開Club Med時間二十四小時到
期後，保障應失效，前提是Club Med安排之任何交通和住宿有保障。
3.3.3. 如果因您無法控制之因素，您的旅程超過您的Club Med假期安排的
期間，我們將延長該期間，其中延長期間為您完成旅程合理所需時間。

i) 由Club Med安排的交通或住宿亦會受到保障。

		ii) 在第三條（飛機故障）保障下，如非由Club Med安排交通工具，保障
將於您預定抵達Club Med度假村之前兩天開始。
3.2.

您入住Club Med度假村和Club Med 交通的保障：
您入住Club Med度假村時獲得保障。如果出現Club Med度假村延長入住，
該期間將自動獲得保障，最長十天。Club Med安排之任何交通和住宿期間亦
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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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個人意外/傷殘

第二條 - 醫療費用

死亡

一萬二千美元

一隻或一對眼睛永久及完全失明

一萬二千美元

喪失一隻或以上肢體

一萬二千美元

第二A條 - 您於居住地以外的Club Med假期

以下情況，本公司最高賠償為七千八百美元：

(本項最高賠償為一萬二千美元)

1.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予理賠

2.

1.
2.

若您意外死亡時，僅可在出具正式死亡證明和警方報
告時，賠償將撥歸遺產。
若您成為殘障，如能出示醫療証明，賠償會支付給您。

合理的醫療、手術、醫院、救護車或當地其他急救交通工具及療養院費
用，及由法律上合資格的醫生提供或處方之其他治療的費用，以及您於旅
程中因受傷或疾病所衍生之必要的緊急牙醫費用。
旅途中意外受傷，若您於居住地內必須繼續接受治療而衍生的治療費用，
惟其費用乃為旅程中發生之意外所衍生，且意外實際發生日期之後，仍未
超過三個月者，本公司仍將理賠。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不予理賠

可從其他來源取得補償之醫療費用，惟不足之部分，本公司仍將理賠。
(b) 您於居住地內衍生之醫療、手術、醫院、牙科、救護車及療養院費用或其
他治療費費用。惟上述費用若為旅程中發生之意外所衍生，且意外實際發
生日期之後，仍未超過最長三個月者，本公司仍將理賠。
(c) 任何單一受傷或疾病首次五十美元之費用。
(a)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不予理賠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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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發生十二個月後之死亡或殘障。
任何在“一般不受保障範圍”中列示之情況。

(d) 任何在“一般不受保障範圍”中列示之情況。

第二B條 － 您於居住地內的Club Med假期

(只適用於在您居留國內之Club Med假期)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予理賠
1.

因旅遊期間受傷或疾病，住院超過一晚以最高一千美元為限的醫療費用。

2.

若Club Med度假村內沒有具備法律上合資格之醫生，或由Chef de Village
或Club Med之任何一位醫療人員指示您出外尋求治療，本公司將支付所需
之合理交通費用，每次求診最高一百二十美元，每項傷病之理賠總額不超
過三百九十美元。
您旅程中因受傷或患病而需要入院，本公司會支付住院現金福利每日二十
美元，惟首次住院必須於意外或罹病之日期後十二個月內發生，每位受保者
之最高理賠不超過二千三百美元。

3.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不予理賠
(a)
(b)
(c)
(d)

您自行前往或離開Club Med度假村時所衍生的任何醫療和牙科費用，
除非是由或透過Club Med進行的旅遊安排。
可從其他來源取得補償之醫療費用，惟不足之部分，本公司仍將理賠。
任何單一傷病首次五十美元之費用。
任何在“一般不受保障範圍”中列示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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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 行程取消、延誤、縮減及額外費用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予理賠
任何合理取消費用或任何事前支付或法律規定您應支付的交通和住宿安排不可退費
之訂金或因您控制範圍外無法預見和預測的原因而取消、延遲、中斷或縮短您的旅程
所衍生的必要額外交通或住宿費用。
惟行程取消、縮減或延誤必須因以下情況引致：
1.1. 您本人、您的親屬、公司合夥人/董事或任何預定一起同遊之人仕死亡、
嚴重傷病、強制性檢疫或提供陪審員服務。若取消或縮減行程是直接由於
傷病所致，須於提出理賠申請時提供由法律上合資格之醫生簽發之醫療證
明。（無限額）
1.2. 您本人或您預定一起同遊之人仕的全職工作遭遣散，惟您Club Med假期之
出發日期應為遭遣散日起的三十天內，並於出發日期仍未找到全職工作者
為限。（無限額）
1.3. 直接由於Club Med度假村關閉，或因無法預期之罷工（或其他任何無法預期
之勞工行動)、暴動、內亂、火災、水災、暴風、閃電、爆炸、颱風/颶風、
雪崩、地震或其他任何天然災害，而無法得到住宿安排。（無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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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lub Med所在地區宣布爆發傳染性疾病，且由 i) 當地政府和/或 ii) 世界衛生組
織和/或 iii) 特定地區之Club Med總經理在提前通知公司後宣布該特定地區受
到傳染病影響。（無限額）

1.5. 直接由於無法預期的罷工事件（或任何無法預期的勞工抗議）、暴動、內戰、
火災、水災、暴風、閃電、爆炸、颱風/颶風、雪崩、地震或任何其他自然災害和
不良氣候而導致預定交通服務的延遲、取消、縮短、轉向或改變航向（包括飛機
航班、船隻、巴士或火車），但前提是您已做出所有合理努力繼續旅程。（無限額）
1.6. 直接由於飛機或其他交通提供者意外改期或機器故障或飛機、船隻、巴士或火車
意外導致預定交通服務的延遲或中斷（包括飛機航班、船隻、巴士或火車），自預
訂抵達Club Med度假村或飯店時間超過十二小時或不足十二小時而產生的額外
交通和住宿費用（未搭乘Club Med指定航班時，必須從航空公司取得並提供我們
延遲證明）
。但前提是您已做出所有合理努力繼續旅程。（無限額）
1.7. 直接由於飛機、船隻、巴士或火車被挾持而導致旅程延遲或中斷超過十二小時或不
足十二小時。如果該等延遲將合理導致所衍生或預付的交通和住宿費用無效，且此
等延遲或中斷讓您無法準時搭乘前往預訂目的地的航班、船隻、巴士或火車，但前
提是您已做出所有合理努力繼續旅程。（無限額）

額外福利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予理賠
1.

根據法律上合資格醫生之建議，有需要安排您的親屬、朋友前往探望、陪伴或護
送本來在旅途中的您，本公司將會給付所需之合理費用。於居住地以外衍生之殮
葬費用；或將您遺體或骨灰送回住址之費用。（最高三千美元）

2.

於旅程開始後因遺失護照、旅行文件或金錢而造成行程延誤或中斷，致衍生合
理之額外交通或住宿費用，或遭沒收已支付之交通或住宿費。（最高一千美元）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不予理賠
以下原因衍生之費用：
(a)

航空公司或船務公司等造成之延誤，而損失可向該公司索償者。

(b)

您或您同行夥伴或親屬的商業損失或合約義務。

(c)

您或您同行夥伴或親屬改變計劃或喜惡。

(d)

任何觀光營運者或批發商因參加人數不足而不能成行之觀光或旅程。

(e)

由於沮喪、焦慮、精神及神經不正常引致之理賠申請。

(f)

超過您原先選定之住宿及交通費用等級之住宿或交通理賠申請，除非您能向
本公司証明額外費用為必需且由您無法控制之情況所造成。

(g)

您於保險生效時所知，您的狀況使您於保險生效時不適合旅行或任何導致取
消或中斷旅程的狀況。

(h)

若交通不是由Club Med安排，任何額外支付或遭沒收之交通費均不予理賠。

(i)

以每宗個別索償計，首筆五十美元，或在未扣除自付額前應得之賠償金額的百
分之二十，以較高者為準。然而，若同一事故涉及一個家庭之理賠，自付額則為
一百美元，或在未扣除自付額前應得之賠償金額的百分之二十，以較高者為準，
第3-1.1條下所述的所有原因，百分之二十自付額將降低至百分之十五。

(j)

任何在“一般不受保障範圍”中列示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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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 行李、個人財物、金錢及文件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予理賠
您的旅程中攜帶之個人財物(不包括家具)或購買之物件所發生之損失或損毀。
本公司可選擇修復或替換該財物，或扣除折舊後支付現金賠償損失。本公司將
最高賠償二千美元。
本公司支付之費用，將不會超過原先購買該物品之價錢，或於海關申報之金額。
其中：
1. 攝錄機或照像機（包括其相連或不相連之配件）
，最高理賠一千五百美元。
2. 任何單一物件，一組或一對物件最高理賠五百美元。
3. 若您的旅程中任何運送公司引致您的全部行李延遲抵達超過廿四小時，
本公司將就您緊急購置之必需代替品，最高總賠償三百美元（不扣除自
付額）
。申請上述理賠時，應提供有關公司之書面確認。
4. 旅程中因意外或不幸而造成之金錢損失，包括旅行支票、車票、申請補領
遭盜竊之護照及信用卡之費用(因遺失信用卡及遭未獲授權使用該信用卡
之損失或責任，保障的上限為八十美元)最高理賠二百五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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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不予理賠
(a)
(b)
(c)

(d)
(e)

(f)

您使用非由Club Med安排之交通工具往返Club Med度假村途中發生之
損失。
任何物件之電子或機械故障。

(g)

易碎或脆弱物件之刮花或破損（但不適用於眼鏡，望遠鏡，照像器材及電子
配件之鏡片）
，除非由您乘搭之任何車輛、飛機、船或火車上發生之火災，
意外或盜竊所造成者。
因大氣或氣候狀況、昆蟲、齧齒動物、害蟲，或任何清潔、修理或變更而造
成之磨損、惡化或損失。
未能在廿四小時內向警方、您所乘搭之任何飛機或船隻之負責人或Club Med
度假村之負責人員報告之任何損失或失竊。上述紀錄應由有關權責機構書
面聲明予以核實。
未隨行之行李及個人財物，除非由您所乘搭的運輸工具或其委任人安排
運送，並連同您的車票或機票一併安排者。

(i)

(h)

(j)
(k)

由於您疏忽大意在公共場所將行李或個人財產遺失。
遺失信用卡、旅行支票及旅行証件，除非於發現後通知簽發權責機構，並符合
上述 (e)項之規定。
海關、其他官員或權責機構充公或因貨幣貶值而造成之損失。
預定出售或交易之任何商品或個人財物。
違反任何國家的法令而攜帶之任何商品或個人財物之損失或損毀。

以每宗個別索償計，首次五十美元，或在未扣除自付額前應得之賠償金額的百
分之十五，以較高者為準。此五十美元的自付額亦為每一家庭於單一事故中自
付總額，而非每人。
(m) 任何在“一般不受保障範圍”中列示之情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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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個人責任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予理賠

若於旅途中，因您的疏忽而引致您須為下列情況負上法律責任，本公司
將最高賠償二十萬美元。
1.		引致他人受傷包括死亡或疾病和/或
2.		引致他人物件造成損毀或破壞。

賠償包括由本公司書面同意您所支付的法律費用或第三者可向您追討之
法律費用。

第六條–亞布力、北大壺、北海道
(Sahoro及Tomamu)的
滑雪救援費用
以下情況，本公司最高賠償為一百五十美元：
亞布力、北大壺、北海道(Sahoro及Tomamu)的滑雪救援費用。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不予理賠
參加比賽時，或在滑雪時不遵循當地機關的警告或建議。
(b) 在沒有合格教練監管的情況下，在滑雪道外進行滑雪
或滑板滑雪活動。
(c) 任何“一般不受保專案”
提及的事項。

(a)

以下情況，本公司將不予理賠
(a)		親屬、旅遊同行人仕或僱主之死亡或造成身體受傷，或您在任何

保障工人的法案、法例、其他立法或合約下所需承擔的責任。
(b)		對您所擁有或控制的財物造成破壞。

(c)		由您所擁有或使用的任何機械推動的車輛、飛機、船隻所造成

的財物損毀、人命傷亡或身體受傷。

(d)		您從事的業務、專業或貿易活動有關的損害賠償（包括您提供

的專業意見）。

(e)		任何懲罰性的、警戒性的或加重的損害賠償。
(f)		任何在“一般不受保障範圍”中列示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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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受保障範圍
本保險的任何條款下，本公司將不予理賠由以
下情况直接或間接導緻的損毁或責任：
任何戰爭、外敵行動、內戰、革命、起義或對抗政府之軍事力量行為。

(k)

自殺、圖自殺及蓄意傷害自己。

(b) 由燃燒核燃料或其釋放的核廢物所引致的幅射污染或離子化幅射而直接或
間接造成或有關的財產損失、破壞、損毀或其導致之開支或其他損失。
（第一
及第二條保障不受此限。）

(l)

您、您的親友、或同行或其他人仕之已存在症狀，而您在繳交訂金之前三
十天內曾接受過治療或治療建議。此條款不適用於在旅途中，您或您的親
屬不幸身故。

(a)

(c)

您違法或您的不合法行為；被海關或有關當局充公、拘留或毀滅引致的
損失。

(d) 任何政府頒發的禁止條例及規定。
(e)

任何違反政府規例，或在一般大眾傳播媒介發出有關可能罷工、工人動亂、
暴動、或騷亂的警告後，而您無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索償產生。

(f)

您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措施以防止或減少身體受傷及財物的損失或破壞或您
故意的行為導致依據保單索償。

(g) 在任何比賽中策騎或駕駛。
(h)

瘋狂、後天免疫力缺乏症、愛滋病或性病。

(i)

任何違反醫療建議的旅遊或活動。

(j)

懷孕或嬰兒出生，惟假期的任何一部份是在懷孕六個月後。

(m) 飲酒或服用任何未經法律上合資格的醫生處方的藥物所引致的後果。
(n)

飛行旅程，以乘客身份乘搭認可或特許航空公司營運的註冊載客飛機除外。

(o)

在旅途中，受僱於任何形式的工作。

(p) 您參與以下活動：
(i) 從事任何職業性運動。
(ii) 空中活動（例如但不限於懸掛滑翔、笨豬跳、跳傘、跳傘滑翔）
、打獵、
馬球、足球、爬山、游繩攀石（非遠足）
、滑水。此條款不適用於當您
在Club Med度假村參加由Club Med批准及舉辦之活動。
(q) 您參與賭博或參與打鬥（自衛除外）所引起之身體損傷或嚴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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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沒有持有公海潛水牌照下，您所參加的任何需要使用人工呼吸儀器的水
底活動。您在Club Med度假村參加由Club Med批准及舉辦之任何水底活
動除外。

(s)

駕駛電單車，在Club Med度假村進行必要之交通移動或假如您已持有
十二個月以上有效電單車駕駛執照者除外。

(t)

除特別註明受保障外，任何性質的隨後引發損失均不受保障。

(u)

不適宜航海的船隻或小船。
(i) 船隻不適宜安全地運送您到目的地，而當您上船時，Club Med、其職員
或代理人已知道該船隻不適宜航海或不適宜運送乘客。本公司豁免任何
違反船隻適宜航海或適宜運送您到目的地之隱性保証，惟Club Med、
其職員或代理人已知道該船隻不適宜者除外。

(v)

保障並不包括由任何人仕、公司或組織，因本身、任何人、公司或與其合作
之機構因財政理由違約，而拒絕，或不能提供服務、設施或食宿而對您造
成的直接或間接損失。這包括不但只限於航空公司、其他交通工具營
運商、酒店、租車服務公司、觀光或乘船旅遊承辦商、旅行社、旅行代理、
預訂代理、其他旅遊承辦商或旅遊相關的服務、設施或食宿提供者。

(w) 任何傳統中醫醫療費用。
(x)

因疏忽、過失或不作為，不論是有意或無意，而無法提供您服務或設施，
將依據您在Club Med 的預訂記錄，補償財務損失或間接損失。

(y)

原子核的分解或任何具有放射性的能源產生的輻射。

申請理賠
首先，核對您的假日預定發票以及您保單上之賠償條款，以確保您所申請之索
償項目在保障範圍之內。您可向您居留國內之Club Med 辦事處取得Marsh理
賠申請表，填妥該表格並連同下列所需證明於發生事故後三十(30)天內一並交
回Club Med 辦事處。理賠申請表必須在發生事故後三十(30)天內遞交至Marsh
(新加坡) 私人有限公司(“Marsh”)處。
1.

個人意外
• 相關權責機構之佐證聲明，例如Club Med發出之意外聲明。
• 適用時，死亡證明或醫療證明。

醫療費用
• 顯示以下資料之賬單及收據正本：
		
a. 求診日期
		b. 病症			
		c. 病者姓名
		d. 收費
		e. 來自醫療院所載有醫療費用的佐證文件。如果我們未收到該文件，
可能不會支付索賠的金額。
2.

3.

4.

財產損失/失竊或損壞
• 相關權責機構之佐證聲明。
• 每項遺失/損壞物品的原始收據或購買證明（由商家提供）
。

5.

錢財損失
• 相關權責機構之佐證聲明。

6.

亞布力、北大壺、北海道(Sahoro及Tomamu)的救援費用
• 救援費用的收據正本。

“相關權責機構”包括警察、註冊醫生及Club Med度假村、相關之航空公司或船
隻之負責人員。
如未能提供一切必需之證明文件，將造成理賠案件之延誤，也可能造成申
請遭到拒絕。
如未能按時提交Marsh索償申請表，可能造成申請遭到拒絕。

行程延誤、取消或縮減
• 收據正本、登機證及機票封套，相關權責機構之佐證聲明。
• 由Club Med發出之行程取消的借記通知單之正本。
• 行程縮減之借記通知單之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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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 Med亞太區辦事處

Club Med會籍為您提供額外的利益及全球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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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

泰國

新加坡

Level 6, 227 Elizabeth Street,
Sydney NSW 2001, Australia
電話: 1800 258 263
傳真: (02) 9265 0599
電子郵件: Customerrelations@clubmedau.com

Unit TNA 06, 24th Floor, The 9th Grand Tower (A),
Grand Rama 9, 33/4 Rama 9 Road, Huaykwang
Bangkok 10310, Thailand
電話: (02) 001 8599
傳真: (02) 001 8598
電子郵件: askme.th@clubmedcustomerservice.com

491B River Valley Road,
#17-01/04, Valley Point,
Singapore 248373
電話: 1800 CLUBMED (258 2633)
傳真: (65) 6735 8296
電子郵件: askme.sg@clubmedcustomerservice.com

韓國

香港

馬來西亞

5th Floor, 36, Teheran-ro 87-gil,
Gangnam-gu, Seoul, Korea 06164
電話: (02) 3452 0123
傳真: (02) 3452 0002
電子郵件: korea.sales@clubmed.com

Unit B, 26th Floor, Fortis Tower
77-79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ong Kong
電話: 3111 9388
傳真: 2845 9213
Licence No.: 350601
電子郵件: sales.hongkong@clubmed.com

Level 28C, Axiata Tower,
No 9, Jalan Stesen Sentral 5,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Malaysia
電話: (60) 3 2272 5678
傳真: (60) 3 2272 1688
電子郵件: askme.my@clubmedcustomerservice.com

台灣

印度

Room A, 7F., No.101, Sec.2, Nanjing E. Rd.,
Taipei 104, Taiwan
電話: (02) 2511 6611
傳真: (02) 2511 7511
電子郵件: contactus.TW@clubmed.com

707/708, Sahar Plaza Midas,
J B Nagar, Andheri East,
Mumbai -400059, India
電話: +91 22 40052180
電子郵件: Sales.India@clubmed.com

印度尼西亞
One Wolter Place Building, 7th Fl
Jl. Wolter Monginsidi No. 63B
Rawa Barat, Kebayoran Baru
Jakarta 12180, Indonesia
電話 : 0 800 1 258 263
電子郵件: customerservice.id@clubmed.com

MARSH
聯絡辦事處
新加坡

Marsh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8 Marina View, #09-02
Asia Square Tower 1
Singapore 018960
電話: (65) 6922 8388
傳真: (65) 6333 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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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 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8 Marina View, #09-02, Asia Square Tower 1, Singapore 018960
電話: (65) 6922 8388 傳真: (65) 6333 8380

EUROP ASSISTANCE IRISH BRANCH 愛爾蘭分部 (EAIB)
EUROP ASSISTANCE位於法國南泰爾商業登記處註冊。註冊地址在1, promenade de la Bonnette, 92230
Gennevilliers, France的法國公司，並由法國保險法規範，編號為451 366 405，透過其EUROP ASSISTANCE S.A.,
愛爾蘭分部代行業務，該分部的主要辦公處位於4th floor, 4-8 Eden Quay, Dublin 1, D01 N5W8, Ireland,
並於愛爾蘭公司登記處註冊，編號為907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