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业银行 World 信用卡
免费旅游保障高达 HK$1,000,000
保单编号：ATP-2021-000002
上海商业银行 World 信用卡(「World 信用卡」)为您带来全面免费旅游保障计划，专享每年无限次
无限次每次长
无限次
1
达 90 天免费全球旅游保障计划 ！
推广期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尊享礼遇
全年 2 多次免费家庭
家庭 / 个人旅游保险
个人
投保手续
无须登记。您只须每次旅程于出发前以 World 信用卡最少签账
最少签账 1 次购买任何是
次旅程的指定相关旅游服务，即可享该次旅程之免费旅游保障 3。
指定相关旅游服务
包括旅行团、自由行套票或自行购买之旅游服务(包括是次旅程的交通费用、机
指定相关旅游服务
场税项及营运单位征收之附加费或住宿费用)。
每次旅游保障期
最长 90 天
每年受保
不限
每年受保旅游次数
受保旅游次数
受保人
适用于
1) 主卡持卡人；
2) 附属卡持卡人；
3) 主卡持卡人及其同行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及最多 2 名 17 岁以下的子女)。
如未有 World 信用卡之同行家人，亦可享有 7 折优惠购买旅游保险。详情请向本行职员查询。
旅游保险索偿须知
- 按「旅游保险索偿指引」的索偿程序及填写索偿申请书
- 查询热线：(852) 2290 3560

注：
1. 上述保险计划由宝丰保险(香港)有限公司承保。
2. 全年多次免费家庭 / 个人旅游保险指客户于该年度可享多次 (每次长达 90 天) 免费旅游保障。
3. 请参阅保障项目表及条款及细则。

上海商业银行 World 信用卡免费旅游保障计划详情 – 保障项目表

保障范围
每名受保人最高保障金额（港币 / 元）
1. 医疗保障
800,000
˙ 医疗费用包括覆诊费用
˙ 海外住院每日现金津贴
3,000 (每日 250)
2. 24 小时全球紧急支持服务
40,000
˙ 入院保证金
˙ 紧急医疗运送服务
实销费用
˙ 遗体运返原居地
实销费用
˙ 近亲探望
一张来回经济客位机票
˙ 额外酒店住宿开支
每日 1,950 及高达 7,800
˙ 随行儿童护送及看护费用
一张单程经济客位机票最高至 30,000
10,000
˙ 必要药物及医疗器材运送费用
˙ 其它咨询及转介服务
免费
3. 人身意外保障
1,000,000
200,000
˙ 烧伤保障
˙ 入息保障（最长至 12 个星期）
每星期 1,000
4. 身故恩恤金保障
10,000
˙ 近亲紧急启程费用
一张来回经济客位机票及实销酒店住宿费用高达 30,000
5. 行李保障 (包括高尔夫球用具及手提电脑)
20,000
6. 现金保障
3,000
7. 信用卡保障
30,000
8. 旅游证件或机票遗失保障
3,000
9. 离港期间家居财物爆窃保障
100,000
10. 个人责任保障
2,500,000
5,000

损毁租用私家车自负额保障
11. 行程延误或更改行程保障 (必须以 World 信用卡缴付
的额外费用)
1,500

行程延误保障
2,000

因行程延误的额外酒店住宿费用
10,000

因行程延误而更改行程保障
12. 行李延误或紧急购物保障
1,500
13. 取消行程保障
30,000
14. 缩短行程保障
30,000

注：
1. 上述保险计划由宝丰保险(香港)有限公司承保。除本保障项目表另有订明外，保险范围、赔偿限额及不保事项将根据此保
险范围及有关旅游保险单之条款及细则所约束。请浏览本行网页 www.shacombank.com.hk 参阅有关旅游保险单之内容。
2. 上述保障不适用于 (i) 75 岁以上之 World 信用卡持卡人或/及同行的家庭成员；及 (ii)多于 90 天之旅游。

免费旅游保障计划之条款及细则
1. 推广期由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推广期」)。
2. 免费旅游保障(「优惠」)只适用于上海商业银行(「本行」)发出之 World 信用卡(「World 信用卡」)的
主卡及附属卡持卡人(「持卡人」)。
3. 每位持卡人每年可享无限次免费旅游保障。持卡人每次于出发前以 World 信用卡最少签账 1 次购买是
次旅程的指定相关旅游服务，方可享该次旅程之免费旅游保障及保障期最长为 90 天。如持卡人之旅
程多于 90 天，持卡人须自行购买旅游保险计划。
4. 指定相关旅游服务包括旅行团、自由行套票或自行购买之旅游服务(包括是次旅程的交通费用、机场
税项及营运单位征收之附加费或住宿费用)，惟不包括任何以电子货币包所作的交易、所有未志账 / 未
经授权 / 已取消 / 已退款 / 被发现为虚假之交易或其他本行决定为不合资格的交易。客户必须保留
有关交件正本，如有任何争议，本行 /宝丰保险(香港)有限公司(「宝丰保险」)保留要求客户提供有关
签账存根正本及 / 或其他有关文件正本或证据的权利，以作核实，而已向本行 / 宝丰保险递交的有
关文件或证据将不获发还。
5. 本行将根据 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 或个别商户之收单银行不时界定之商户编号或
交易类别，以厘定有关签账合资格与否。本行对合资格签账有绝对酌情权及最终决定权。持卡人于进
行交易前，本行恕不负责厘清该项交易合资格与否。
6. 此优惠不适用于 75 岁以上之 World 信用卡持卡人或/及同行的家庭成员。
7. 此优惠不可转让或兑换现金。
8. 此优惠之保险计划乃由宝丰保险承保。宝丰保险已获保险业监管局授权及监管，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
营一般保险业务。除此优惠之保障项目表另有订明外，保险范围、赔偿限额及不保事项将根据此保险
范围及有关旅游保险单之条款及细则所约束。请浏览本行网页 www.shacombank.com.hk 参阅 World
信用卡旅游保险单之内容。持卡人如在投保旅程中需要紧急援助，请致电宝丰紧急支持服务热线：(852)
2863 5541。
9. 宝丰保险本行之附属公司。本行为宝丰保险之获委任保险代理商(保险代理牌照号码为 FA3130)。此优
惠之保险计划为宝丰保险之产品，而非本行之产品。有关旅游保障之服务及相关之法律责任，全由宝
丰保险(香港)有限公司单独负责，概与本行无关。
10. 对于本行与客户之间因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而产生的合资格争议（定义见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的金
融纠纷调解的中心职权范围），本行将与客户进行金融纠纷调解计划程序；然而，对于有关产品的合
约条款的任何争议则将由宝丰保险与客户直接解决。
11. 本行有权随时修改此优惠之条款及细则及/或提早终止此优惠而毋须作出任何事先通知。
12. 本行保留对合资格旅游产品及合资格签账之阐述的权利。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13. 如本条款及细则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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