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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主題篇：旅遊意外篇 

離港渡假或公幹等活動已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縱使遇上金融海嘯及人

類豬型流感，今年上半年本港居民離港的記錄已超過六千三百萬人次，直迫 2008
年同期記錄。本港旅遊業議會亦指出市民外遊的意欲仍相當強勁，但外遊模式就

由跟團旅遊轉變為更自主的自由行。不論離港的目的為何，外遊時遇上意外受傷

的風險總會有所增加。本港新聞媒體亦時有報導市民在離港期間發生意外，原因

主要為道路交通意外，其次為水上活動的意外及在外地遇襲受傷。然而，只要事

事小心預防，受傷的風險便可大大的降低，以下是給外遊人士的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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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意外篇 

 道路交通意外 

世界衞生組織指出，道路交通事故是眾多旅行期間引致傷亡的首要原因，當

中超過九成意外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交通事故是導致離港市民傷亡的重要成因。



這是由於各國的道路設計和建設維修水準不一，道路使用習慣不同，以及交通法

規和標誌亦非全球相同。此外，很多地區的車輛普遍缺乏標準的安全設施，道路

照明也不一定足夠。有些國家的道路甚至讓大卡車、公共汽車、私家汽車、摩托

車、自行車、人力車、行人和動物共同使用，大大增加了發生道路交通意外的機

會。要避免發生道路交通意外，身處外地時應採取以下預防措施： 

駕駛者 

 出發前應熟悉即將到訪國家的交通法規和道路標誌 
 選擇一些聲譽良好的租車公司 
 在租車時要檢查輪胎、備用輪胎、安全帶、車燈、刹車系統等是否狀態良好 
 瞭解當地道路使用者的習慣，例如超車時要響號或閃燈 
 不要飲酒後或感到疲倦時駕駛 
 避免夜間駕駛 
 任何時候不可超過車速限制 
 時刻提防道路上的流浪動物 

 

乘車者 

 避免乘坐超載的公共汽車 
 避免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位 
 乘車期間不要和司機談話 
 乘車期間要佩戴安全帶 

行人 

 了解當地的行人標誌及行人路使用的習慣 
 橫過道路時應選用天橋或隧道 
 站在路口等待過馬路時應與馬路保持距離 
 橫過道路時要提高警惕，注路面情況，包括身旁轉角位的路面情況 

 水上活動的意外 

 水上活動不但可為我們帶來樂趣，亦可增加我們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因此每

年到海外參與消閒水上活動的旅遊人士眾多，熱門的活動包括潛水、滑水、游泳、

風帆、激流旅程和垂釣等。但是在歡樂背後卻隱藏着種種意外風險，當中主要包

括有遇溺、被海浪捲走和因頭部或頸部受到撞擊而造成的創傷。不論年齡多少，

遇溺更是導致死亡的重要成因，而據世界衞生組織估計全球每年約有 40 萬人死



於溺。因此，參加水上活動前應先瞭解其存在的風險和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出發前留意天氣狀況 
 時刻保持對水上活動風險的警覺性 
 留意當地的告示或警告，選擇有救生員當值的沙灘或泳池游泳 
 下水前忌飲酒或吃得太飽 
 小童應在成年人陪同下方可參加水上活動 
 切勿跳入渾濁或淺水中，以防頭部或頸部創傷 
 注意潮水和水流，避免在流水急的海灣或河流游泳 
 滑水和風帆等水上活動應穿上救生衣 
 參加潛水或激流旅程前應選擇一些聲譽良好的公司及在有足夠的指導下才

可進行 
 使用潛水裝備前應小心檢查呼吸器及它設施，亦應和同伴一起潛水 
 應認識及避免接觸有危險性的海洋生物 

 遇襲受傷 

 隨著交通的發展，將有更多市民在世界各地留下他們的足印，但與此同時亦

面對更多遇襲受傷的機會，而這類事故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地區。市民出發前應多

瞭解行程是否安全、目的地的文化習俗和禁忌，是否發生戰亂或政治衝突，以及

本港保安局（www.sb.gov.hk/chi/ota/）或其他國家是否已對該地區發出旅遊提示

或警告。此外，到野外觀看野生動物時須時刻注意安全，以免樂極生悲，成為巨

牙利爪下的受害者。因此，行程中應時刻保持警覺和遵守以下的預防守則： 

 不要帶貴重的財物隨行，行程中應保持衣着樸素及財不露眼 
 等候過馬路時應提高警覺及小心個人安全，亦不要站於人群之中 
 晚間不應獨自外出及獨自在外飲酒 
 避免到訪僻靜及沒有人的沙灘或其它地區 
 如需到訪偏遠的地區時應請當地的嚮導或翻譯同行及通知朋友你何時歸來 
 在野外追蹤動物時不可隨便下車 
 避免乘坐人多擁擠的公共交通工具或陌生人的順風車 
 乘坐出租車時只選領有有效牌照的駕駛員及車輛，行車時緊鎖門窗 
 選擇有良好照明的地方才可停車 
 如不幸遇上車輛被武裝騎劫時應保持定及依從指令，不要作出正面的衝突 

外遊人士如能在出發前做好準備：選擇一個合適的旅遊保險；帶備本港入境

處 24 小時求助熱線電話(852)1868 和我國駐當地領使館的聯絡方法；以及在行程

中做足以上措施，必能減少意外發生及大大降低受到傷害的機會，享受一個既安

全又愉快的旅程。 

http://www.sb.gov.hk/chi/ota/


入境事務處 24 小時熱線（852）1868 

 

旅遊保險 

 愛好旅遊的你當然時刻都憧憬著一個開開心心的假期，無論你計劃了長線的

歐美行或者是短線的國內遊，不論你將會參加旅行團或是自助行，出發前有沒有

想過一份合適的旅遊保險不但是你出門前必然的選擇，亦是你生命及家人的保

障？ 

 有些市民會認為幾天的東南亞短綫遊，就沒有此需要。但是大家還記得到西

藏旅遊而患上嚴重高原反應的報導嗎？或是時常發生在短線團的多人食物中毒

入院事件嗎？其實意外就是意料之外的事，只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才妥善地處理事

發後的種種問題。市面上的旅遊保險類繁多，所承保的涵蓋範圍亦有所不同。購

買前應搜集和比較多個旅遊保險計劃的資料，選擇一間信譽良好的保險公司及一

份適合自己需要的旅遊保險。 

 出發前 

你會到訪那個地方？ 

旅遊保險大致可分為地區或是全球劃一收費的計劃。地區性的計劃較便宜及適合

一般短期外訪的人士，如景點遊、商務工幹、探親等。以本港為例，到內地或東

南亞地區的保會比較便宜。如會到訪多個國家，投保時需留意是否所有目的地都

在受保之列。此外，報名參加旅行團時應注意是否附設旅遊保險條款及其承保範

圍。 

你是否一年內會多次外遊？ 

保險計劃分單程或多程。單程計劃可選擇的受保日數一般為 1 至 30 天，以後分

段收取固定收費，部分計劃的受保期會設有上限。如會多次外遊，可選擇一些多

程及受保期為半年或是一年的計劃。以到國內旅遊或公幹為例，你可選擇全年多

程旅遊保障計劃。 

你是否與家人同行？ 

參與家庭旅遊保險計劃的成員越多，相對的保費亦越便宜，但要留意年齡及婚姻

限制。以本港為例，家庭成員為公母、合法夫妻及其 17 或 18 歲以下的未婚子女，

而出生數週之嬰兒或 75 至 85 歲以上的長者多不在受保之例。此外，所承保的賠



償金額多會根據年齡而設有限制，年介 70 至 75 歲以上的賠償金額往往可能少一

半以上，投保時需多加注意。 

 

你外遊期間將會進什麼活動？ 

一般而言，外遊的活動承保範圍只為消閒及業餘性質，並不包括可獲得收入的表

演、比賽、專業運動、領隊及導遊等，而因懷孕或出發前已存在之疾患所導致的

健康問題也不在承保之列。更應留意所撰的保險計劃是否附有家居及第三者保

障，而其承保範圍是否只保人身意外。 

因目的地爆發傳染病而影響行程是否可獲得賠償？ 

以人頪豬型流感為例，自 4 月中在墨西哥及美國多個州爆發後，至今已蔓延全球

多國，若計劃到流感肆虐的地區，可考慮在訂了機票或酒店後，立即購買旅遊保

險。部分保險公司表示，投保後如因將到訪國家被列為疫埠及在起程前 7 天仍未

撤銷，而引致行程延期和相關的損失可獲保障，但若已在旅行社及航空公司獲得

賠償，便不可再向保險公司索償。若疫埠已在出發期限前撤銷，只因個人擔憂而

更改行程所引致的損失均須自負。 

出門時需要帶備旅遊保單嗎？ 

出門時應攜帶保單收據副本及印有保障範圍和支援熱線的保險單張，正本由留港

親朋看管，以便索償。還有在填寫保單時記得清楚核實旅行及逗留日期，因部分

旅行保險投保以後就不可更改保險日期。 

 旅途中 

如在外地生病，應怎樣做？ 

病向淺中醫，應盡早在當地治療。因應個別保險計劃，海外治療的賠償金額一般

比較高，而可獲賠償的日數亦較長。有需要時可向領隊或酒店職員查詢就近醫院

的情況，醫治後應取回醫生證明及收據正本，並通知保險公司，以便日後索償。

在內地，如有中國醫療卡便可在指定醫院接受治療而無須預先繳付住院按金。 

如在途中患病而影行程可否獲得賠償？ 

若投保人在途中因病需接受治療而不能使用已訂的機票及旅店，所涉及的額外支

出如另行購買機票的費用或可申請賠償。但旅客需留意每家保險公司對途中的定

義有所不同，有些界定為辦理登機證後，有些則在上機後，投保前請先向保險公



司查詢。 

 

如在外地發生緊急事故或染上重病時，是否一定可以安排緊急醫療運送回港就

醫？ 

要是乎保單上之條款，一般會因應醫療上的需要由保險機構決定是否適合將受保

人送到鄰近地區或回港治理。緊急醫療運送的費用可觀，例如據本港消委會 2002
年的報導指出當年一名遇上交通意外的港人在內地使用緊急包機服務回港的收

費已高達二十多萬元，旅客可考慮購買有足夠保障的保險計劃，否則需要自付差

額。 

如在外地發生事故，應怎樣做？ 

遇到意外時應保持鎮定和立即（多為 24 小時內）通知有關機構備案，如警方、

保險公司、旅行社等及保留相關的正本證明，如報案證明、必需品付款收據等。

如不幸引致他人受傷，就應立即致電保險公司的支援熱線尋求協助，不要私下處

理。本港居民亦可致電本港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24 小時熱線電話

(852)1868 求助。 

如因目的地發生恐怖襲擊而發生事故，是否可獲得賠償？ 

雖然大多的保險公司會對與恐怖襲擊相關的緊急醫療提供援助，但是並非所有公

司都會承保因恐怖襲擊事故而引致的旅程延誤或損失，保障亦主要在和平的地區

生效。而如果目的地政府己發布了旅遊或戰亂警告後仍堅持繼續前往，則多不在

承保之列，詳情需向有關保險公司查詢。 

 回港後 

回港後的治療費用會否受到保障？ 

大部分保障是由離家出的一刻直至旅程完畢抵港後數小時為止，但詳情還需參考

保單的承保條款。部分計劃更包括回港後三個月內的醫生覆診費用。 

如何索償醫療費用？ 

索償期有限，一般回港後 30 天內需填妥索償申請，詳細列出病患或意外等情況，

連同所有相關的正本證明，如醫療收據及報告、旅遊證明、登機證、出入境記錄

等一併遞交。 



最後請緊記投保時不要只顧及保費多少，應切合所需，要注意受保範圍，更要留

意不受保障項目，多點瞭解你的保險計劃。而保險代理和旅行社職員亦有責任向

投保人清楚解釋保單的內容。只要事先準備了合適的保險計劃，令整個行程都得

到保障，則可安心地享受外遊的樂趣及過一個愉快又難忘的假期。 

人物專訪 

 國際 SOS 香港分公司醫務總監 

 市民外地遇上健康事故並不罕見，成因主要涉及意外、患病和自然災害。雖

然全球經濟下滑對每年離港的人數會有影響，但近年旅遊市場積極開拓更多新奇

刺激的行程以保客源，更多的跨國商業行程亦需到訪發展中或未發展的地區以期

增加商機，整體上市民離港其間仍需注意健康風險及意外事故。 

 今期我們很高興能邀請到國際 SOS 香港分公司的醫務總監 Ahmed Fahmy 醫

生與大家分享怎樣可減少離港時的健康風險，以及遇上嚴重旅遊事故時或患病後

應該如何處理。 

問：市民在外遊前可怎樣減少行程的健康風險？ 

Ahmed Fahmy 醫生：意外在所難免，一些普通的事故在偏遠或落後的地區將可

能因沒有良好的醫療支援、交通及語言障礙而導致嚴重的後果。因此不論是私人

或商業行程最重要是預早作好準備，出發前應清楚瞭解行程的健康風險，選購適

合的保險及瞭解保障的範圍。市民更要留意在每個地區應如何聯絡當地的救援機

構、你的保險公司或是我們這類有提供國際救援服務的機構。此外，商業機構應

為每次跨國行程作出風險評估和制定相關的保險措施，因為能夠獨當一面的員工

是機構最重要的資產。 

問：是否有不少旅客在外地遇上旅遊事故而需要醫療協助？ 

Ahmed Fahmy 醫生：在過去的數年期間有越來越多的海外旅客需要我們提供各

種即時支援，其中包括有旅行風險管理、翻譯援助、醫療查詢、傷患救援、醫療

評估、治療和醫療撤離、轉運及護送回國等的服務。除了其他服務需求，目前平

均每日至少有一宗個案需要我們的醫生直接參與緊急和跨地域的醫療協助或提

供救護飛機服務。 

Hawker 800XP 改裝型救護飛機 

問：什麼是國際救援服務？ 



Ahmed Fahmy 醫生：國救援主要是指為出門在外地的旅客提供及時而適當的救

援服務。因為世界各地的醫療水準及設備不一，出現健康問題的旅客未必能在身

處之地得到最適當及安全的治療。此外，在外地亦很有可能因語言障礙而進一步

影響治療的效果。 

問：在香港有那些機構提供國際救援服務？ 

Ahmed Fahmy 醫生：有不少機構和保險公司在香港提供相關的服務。但是在香

港擁有醫療隊伍、24 小時運作的警報中心以及能直接為身處外地的旅客提供醫

療和救援服務的機構不多（編者注 1）。而我所屬的國際 SOS 於 1985 在亞洲地區

創立，現時總部分別設在新加坡和倫敦，包括香港在內全球擁有 26 個警報中心，

在 170 多個偏遠地區擁有醫療設施。我們主要為出門在外的旅客、私人機構的僱

員、政府人員及與我們有業務關係的保險公司提供相關的服務。 

問：如旅客不幸遇上健康事故，你對他們有什麼建議？ 

Ahmed Fahmy 醫生：如不幸遇上健康問題，旅客要盡快通知他們的保險公司或

聯絡我們這類國際救援服務公司。他們應詳細說明身處何處和所遇到的健康問

題，以便相關公司的醫療人員提供及時醫療評估及協助，如有需要更可安排醫療

人員為他們在當地治療、作出撤離的評估和護送傷患回港。但是旅客須要留意，

撤離和使用救護飛機護送回港所需的花費可以十分可觀，部分保險計劃未必能在

這方面為他們提供全面的花費保障，而且投保人是否能使用這類服務主要取決於

所在地的醫療水準及當時的病情是否有此需要。 

救護飛機上的重症加護設備 

Ahmed Fahmay醫生小檔 
出生於德國，曾修讀急症醫學和航空醫學文憑，及後取得衞生服務管理碩士。他在

非州和內地工作多年。在1997年加入國際SOS，1999年來港工作。目前已是國際SOS
香港、台灣和韓國分區的醫務總監。他兩年前在港結婚，計劃以香港為家。工作上

最大的滿足是看到他所救治的病人能夠回復健康。 
 
編者注1：在香港提供相關服務的公司還包括有AirMed、專業醫護中心(大中華)有限

公司等 
 

旅遊健康中心 
健康風險評估、疫苗注射等服務均收取費用。請先致電旅遊健康中心預約。 
 
旅遊健康中心(香港) 



地址：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8樓26室 
預約電話：2961 8840 
 
 
旅遊健康中心(九龍) 
地址：深水埗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1樓 
預約電話：2150 7235  

我們提供： 

 健康風險評估 
 旅遊保建議及資訊 
 疫苗注射及預防藥物 

 

考考你 

 

1) 問: 以下哪些措施可預防水上活動的意外？（可選擇多項） 

A. 切勿跳入渾濁或淺水中 

B. 水上活動前應要瞭解其存在的風險 

C. 參加水上活動前飲酒可保暖 

D. 避免在水流急的海灣游泳 

E. 游泳前進食大量食物以補充體力 

 

2) 問: 旅遊前只須隨意購買一分旅遊保險，卻不瞭解保障圍？ 

A. 是 

B. 否 

 

3) 問: 旅行期間引致傷亡的首要原因是？ 

A. 禽流感 

B. 中風 

C. 霍亂 

D. 道路交通意外 

E. 心臓病 

 

4) 問: 要避免旅遊期間遇襲受傷要注意以下哪幾項？（可選擇多項） 

A. 選擇有良好照明的地方才可停車 

B. 晚間不應獨自外出 



C. 避免乘坐陌生人的順風車 

D. 在公共地方展示金和財物 

E. 避免宿醉 

 

5) 問: 要避免道路交通意外，旅客駕駛時應採取哪些預防措施？（可選擇多項） 

A. 不要飲酒後或感到疲倦時駕駛 

B. 行車期間一定要佩戴安全帶 

C. 行車時看地圖 

D. 選擇一些聲譽良好的租車公司 

E. 任何時候不可超過車速限制 

 

6) 問: 身處外地如遇上意外應向以下哪一個香港政府部門求助？ 

A. 入境事務處 

B. 政府統計處 

C. 機電工程署 

D. 民航處 

 

答案：1)A,B,D  2)B  3) D  4)A,B,C,E  5)A,B,D,E  6)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