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為空白頁

市場速報

鋁窗意外頻生

家居保險成熱門產品

踏進 6月，接二連三發生鋁窗墮街意外，
至今已有二十多宗，單是27至29日3天已有15
宗，當中有些意外更引致途人受傷，及造成多輛
汽車損毀，情況令人憂慮；而較早前的添喜大廈
事件，亦喚醒了業主和住客注意居住單位以至
樓宇公共地方的保養和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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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意外的風險很多時被低估，雖然
家居事故所涉及的財物價值有限，但因疏

家居保險Q& A

忽而導致人命傷亡，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

Q1. 是否任何物業均接受投保？

和可能面對的巨額賠償，卻不容忽視，購買

A1. 很多保險計劃訂明以三合土或磚石建成的樓宇均可投保，但一些樓齡較高的樓

家居保險可提供這方面的保障。

宇，例如：超過30年，或位於水浸「黑點」和低窪地區的村屋，或獨立房屋，保險公
司會要求預先審批才決定是否接受投保，即使接受，保費和墊底費亦可能較高。

樓宇結構險和
家居財物保險有何分別？

Q2. 如何決定家居財物的投保額？

市面上家居保險多數屬綜合性保障

A2. 市面上的保險計劃通常根據投保單位的建築面積或按投保金額計算，消費者宜

計劃，涵蓋「樓宇結構」
、
「家居財物」和「法

小心評估受保家居財物的價值，最好擬定一份清單，方便計算所需的投保額，這

律責任」三方面等保障。
「樓宇結構」險的保

樣可以避免投保額過高或過低。

障範圍主要針對受保居所的牆壁、天花和
地板等屋殼部分，因火災或氣體爆炸等意
外導致損毀而需維修或重建的費用。而「家
居財物」險則主要保障受保居所內的家居
財物，例如：傢俬、電器、家居用品，以及貴

Q3. 租客也要買家居保險嗎？
A3. 不論是業主或租客，也應考慮購買家居保險。例如：租客在清潔居所時不慎將放
在窗台的盆栽推落街擊傷途人，途人向租客索償，由於當事人是租客，若法庭裁
定責任屬於租客，租客便需承擔有關的法律責任和金錢損失。

重物品如珠寶首飾、古董、皮草等，因受保
意外所造成的損失。法律責任則保障投保
人及同住家人，甚至家傭，因疏忽導致他人
身體受傷或財物損失需負上的法律責任及
作出金錢賠償。

26個家居財物保險計劃
本會收集了由14間保險公司提供的
26個保險計劃資料，供消費者參考。由於
樓宇結構保障已普遍包括在由物業管理公
司購買或應銀行要求為按揭物業購買的
「火險」內，而該項保費需按保額的多寡而

Q4. 裝修期間發生的一切意外是否受到保障？
A4. 雖然不少家居保險計劃涵蓋投保單位於裝修期間的意外損失，但保障範圍可能
只限於在屋內原有的設施或傢俬損壞，至於裝修材料的遺失或損壞，以及裝修工
人在工程中意外傷亡，或裝修工人因疏忽引致第三者受傷或財物損毀，則未必在
保障範圍之內。消費者宜向保險公司查詢，或考慮與受僱進行裝修或翻新工程的
公司，商討購買針對裝修工程的保險。

Q5. 家居財物被家傭偷去會否獲得賠償？
A5. 在家傭綜合保險計劃中一般有一項「家傭誠信」的保障，保障僱主因家傭不誠
實、欺詐甚或盜取僱主家中財物所引致的損失；但家居保險中的家居財物被竊有
特定的定義，通常要有被爆竊的痕跡或遭強行入屋行劫，家居財物被家傭或親屬
偷去是不受保障的。

加保費，故調查不包括這部分的保障和保
費資料。

Q6. 投保人在索償過程中要注意甚麼？
A6. 遇上居所有事故發生，投保人應立即通知保險公司，若事故涉及盜竊、搶劫或

保費多按建築面積計算

意外遺失，應於24小時內報警，向警方索取報告證明有關損失；若事故涉及第

調查的26個保險計劃，大部分的保費

三者法律責任，投保人應盡快通知保險公司處理，切忌未得保險公司同意，私

按投保物業的建築面積計算，以一個少於

下作任何承諾或與第三者談判賠償金額和賠償方式，否則保險公司有權不受

500呎的單位為例，一年的保費由$400至

理有關索償。

$ 1 , 2 8 4；另有4 個計劃則不論居所大小
（#13、#23、#24和#25）
，按投保金額收取

Q7. 我所住的大廈還沒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我作為小業主可以怎樣保障自己？

劃一保費。此外，大部分的保險計劃的保費

A7. 假如所居住的大廈沒有業主立案法團，也沒有聘用物業管理公司，而其他業主又

是每年計算，但亦有6個保險計劃提供較具

不願意合資購買大廈公共地方責任保障，這樣消費者可考慮購買包括大廈公共

彈性的月費計劃（#14、#15、#16、#17、

地方責任保障的家居保險，如前述，很多保險公司未必接受高樓齡物業投保，尤

#18和#22）
（見表一）
。

其是缺乏維修保養和有僭建物的樓宇，消費者要查詢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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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財物基本保障

故障，因電力中斷使存放於 雪櫃中的食

投保人及家人的個人意外保障

家居財物保險的基本保障範圍包括

物變壞，部分保險計劃可補 償重新購買

大部分家居財物保險計劃保障投保

屬於投保人或同住家人的家居財物、家居

該等食物的費用，最高賠償額由$1,000

人及同住家人，因居所發生火災或被盜竊、

設備、貴重物品和易碎物品。家居財物投保

至$5,000，但要留意有保險計劃訂明雪櫃

搶劫等引致死亡或永久完全傷殘，保額由

總額由最少$300,000至最多$1,500,000，

的製造期、購買或使用期必須少於5年，亦

$20,000至$400,000，個別計劃同時提供因

每件家居物品的最高賠償額由$5,000至

限制只涉及雪櫃溫度異常、冷卻劑洩漏等

該等意外引致受傷所需的醫療費，保障由

$150,000，而每件貴重物品的最高賠償額

故障引致凍品變壞才獲保障。此外，如電

$5,000至$10,000。要留意部分保險計劃只

則由$3,000至$20,000。

力公司已預先知會住戶即將有停電或限

保障投保人及配偶，部分則包括未滿18歲

制電力供應安排，在此停電期間所引致的

的子女。

搬屋、裝修、
家居物品維修亦有保障
除了基本的家居財物保障外，通常還

凍品變壞則不獲保障。

法律責任保障
全球個人財物保障

26個保險計劃的法律責任保額由最

有一些免費附加的保障項目，例如：在裝修

個人財物保障通常包括投保人及同

少$1,000,000至最多$10,000,000。部分保

或翻新工程期間，承辦商因意外引致家居

住家人的個人隨身物品、金錢和財物意外

險計劃除了保障投保人作為業主或住客在

財物或原有設施受損；家居物品由專業搬

遺失或損毀、信用卡被非法盜用，以及個

受保居所內發生事故而需承擔的法律責任

運公司在搬運至新居途中意外損毀；家居

人證件因遺失或損毀需補領有關文件的

外，更將業主責任保障伸延至大廈公共地

物品因清潔、維修或保養，需暫時寄存於其

費用。但要注意部分家居財物保險計劃提

方的法律責任，即根據大廈公契所訂各業

他地方期間意外損毀或遺失；居所因意外

供的個人財物保障，限制有關損失需於投

主的業權份數，按比例承擔法律責任的保

損毀不能居住，需臨時租住其他地方所需

保物業內發生始獲保障，例如：居所內的

障。其實一般已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管理的

的租金；以及因居所被爆竊導致窗戶、門鎖

金錢被竊；部分保險計劃則將保障伸延至

屋苑、大廈或業主立案法團都已購買大廈

損毀需更換的費用。

全球，同時保障投保人及家人於海外短暫

公共地方的責任保險，因此，消費者應向管

旅遊期間（通常不超過30天）財物遭意外

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查詢是否已購買該

損失或遺失。但個人財物如手提電話、手

部分的保障。

雪櫃故障
令食品變壞也有保障
若家中雪櫃故障或大廈供電系統

提電腦、掌上電腦、可攜式收音機和隱形
眼鏡等，則不在保障之列。

不少保險計劃亦提供全球性的個人
法律責任保障，保障投保人及家人於旅遊
期間因疏忽導致第三者財物損失或身體
受傷所負的法律責任，但通常會限制每次
旅遊期限不超過30天或60天，個別計劃則
將保障範圍限制在香港境內、澳門或內
地，個別計劃則不包括到美國和加拿大旅
遊的保障。

部分計劃
接受業主為出租單位投保
調查的26個保險計劃，其中有16個計
劃（表一中第6項）同時接受業主為出租的
物業投保，但只提供有限的保障，而保費則
與自住居所的收費相同。由於出租物業內
的家居財物多數屬於租客，遇上事故索
償時難於界定家居財物誰屬，況且受
保的居所並非投保人自用，較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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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此，部分保險計劃只提供有限度的

表二：保障項目簡介

家居財物保障及第三者法律責任保障。
以下資料旨在簡單介紹各保障項目的內容，僅供參考。不同保險計劃保障範圍可能略有
不同，欲投保者應向有關保險公司查詢詳細內容，以及該保障項目的適用範圍

多項保障項目設墊底費
水災意外墊底費更高

a. 家居財物投保總額

投保人或同住家人的家居財物因受保意外所引致的損失或
損毀。意外一般指火災、颱風、氣體爆炸、盜竊等

所有保險計劃均設有墊底費，一般的

i.貴重財物

例如 : 珠寶首飾、手表、皮草、古董、藝術品等

家居財物意外損失或損毀，投保人於每宗

ii.易碎物件

例如 : 玻璃器皿、瓷器、水晶等

索償所需承擔的墊底費由$200至$1,000；
但若損失是由水災引起，例如：爆水管或
颱風、黑色暴雨警告下所出 現的雨水滲
漏，每宗索償所需承擔的墊底費可由$500
至$3,000（若樓齡超過25年需$5,000）
。對
於其他嚴重災害，例如：山泥傾瀉或地陷，
個別保險計劃設有較高的墊底費。部分計

1.
家
居
財
物

劃則在室內裝修或翻新工程、家居財物搬
遷、家 居 財 物 短 暫 搬 離、更 換 窗 戶 ∕ 門
鎖∕門匙、凍品損壞、個人財物、第三者財
物損失等保障，亦設有指定金額的墊底費。

居所長時間空置
需預先通知保險公司
大部分家居保險計劃均設定投保人
及同住家人不在家的時限，由14天至60天
不等，通常不超過30天。原因是居所長時間
沒有人住，會增加發生意外的風險和加重
損失的嚴重性，例如：增加居所被爆竊的機

2.
個
人
財
物

會，或居所因水管爆裂，因未能及早發現、
制止，使家居財物的損毀程度加深。投保者
欲離開居所一段長時間，須向保險公司申
報，預先取得保險公司同意，商討調整保費

b. 室內裝修或翻新
工程

承辦商在工程期間因受保意外引致居所財物、設施或居所
裝修項目損毀或遺失 (視乎個別計劃而定)

c. 家居財物搬遷

家居物品由專業搬運公司，在搬至香港境內另一新居途中
因受保意外而損毀或遺失

d. 短暫搬離

家居物品因清潔、修理、保養，暫時存放在香港境內其
他地方期間因受保意外引致遺失或損毀 (視乎個別計劃
而定)

e. 臨時寄存傢俬

搬屋期間，家居物件寄存於專業存倉公司而遇上的意外損
失或損毀；因承保災害引致居所不宜居住，需把傢俬暫時
存倉的費用

f. 臨時住所

居所因受保意外引致損毀不能居住，須另租臨時居所

g.更換窗戶、
門鎖及門匙

居所遭爆竊或企圖爆竊而引致的窗及門鎖損毀。個別計劃
保障因鎖匙遺失或被盜用

h. 清理廢物

在受保意外發生後清理殘件、瓦礫的費用

i. 凍品損壞

雪櫃因溫度上升或下降，或因冷卻劑或其臭氣洩漏而污染
食物，引致雪櫃內的食物、飲品變壞 (視乎個別計劃而定)

a. 個人物品

投保人及同住家人的個人隨身物品意外遺失或損毀

b. 個人金錢

個人金錢(例如 : 現金、支票、匯票等)損失

c. 信用卡被盜用

信用卡被非法盜用所引致的損失，但親屬盜用不受保

d. 補領個人證件

補領遺失或損毀的個人證件如：身份證、護照等所需的
費用

e. 新購買家居物品

新購買的自用家居物件在運往居所途中意外損毀

f. 家傭財物

家傭財物因受保意外或居所被爆竊 (視乎個別計劃而定)引
致個人財物意外遺失或損毀

3. 個人意外

投保人及或同住家人因居所火災、盜竊或搶劫等引致死亡。
個別計劃包括因上述事故受傷所需的醫療費

4. 法律責任

投保人或同住家人因疏忽而導致他人身體受損或財物損毀
所需承擔的法律責任，及有關訴訟費。所有訴訟必須由香
港法庭處理；任何賠償需根據香港的司法權限而定

5. 每宗索償需承擔的
「墊底費」(或自負額)

投保人於每宗索償須承擔指定金額或指定百分比的開支，
餘額由保險公司承擔

及保障細節，方可繼續獲得保障。若超出所
定時限，又沒有知會保險公司，一旦發生事
故遭受損失，便不會獲得賠償。

不承保事項
下面簡略介紹家居保險一般不承保
的事項：
■

不能受保的風險，包括正常使用所

導致的損壞、刮花、腐蝕以及因機械或電力
等故障而導致的失靈
■

活動或政府法令等而引致的損失或破壞

因戰爭、輻射污染、音波、恐怖分子

■

因資訊科技風險所引致的損失或

■

家居連續14天至60天（視乎個別

破壞

致的損失
■

居所失竊所引致的損失（居所內部

分地方用作分租用途）

計劃而定）以上無人居住，在此期間所引

■ 財物遭居所內的住戶惡意破壞或損毀
■

隱形眼鏡、流動電話、傳呼機、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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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家居財物保險計劃
1

3

2

4

5

永隆保險

安泰保險 [24]

家居綜合保險

家居保

保險公司

中銀集團保險
計劃 1

周全家居綜合險
計劃 2

計劃 3

每宗事故$300,000
(每項$30,000)

每宗事故$600,000
(每項$50,000)

每宗事故$1,000,000
(每項$80,000)

$500,000
(每件$100,000)

按投保居所的建築總面積計算:
由$350,000至$1,000,000
(每件$150,000)

i.貴重財物

$100,000
(每項$5,000)

$150,000
(每項$10,000)

$250,000
(每項$15,000)

家居財物投保總額的三分
之一(每件最高$15,000)
[12] [13]

$150,000或家居財物投保總額之
30%，較低者為準 (每件$10,000)
[12]

ii. 易碎物件

$3,000

—

—

計劃名稱
a.家居財物投保總額 (最高賠償)

1.
家
居
財
物

$5,000

b.室內裝修或翻新工程

每項$3,000 [1] [2]

每項$5,000 [1] [10]

每項$10,000 [1] [11]

—

$100,000 [1]

c.家居財物搬遷

每宗事故$300,000
(每項$5,000)

每宗事故$600,000
(每項$10,000)

每宗事故$1,000,000
(每項$10,000)

$100,000

$100,000 [25] [26]

$20,000

$30,000

$50,000

$50,000

$50,000

—
每宗事故$30,000
(每天$1,000)

每宗事故$50,000
(每天$1,500)

—
$50,000
(每天$1,500)

—

每宗事故$20,000
(每天$800)
每宗事故$1,000 [3]

每宗事故$2,000 [3]

每宗事故$3,000 [3]

$2,500 [3]

$3,000 [3]

$2,000

$3,000

$4,000

$10,000

$10,000

$1,000 [4]

$2,000 [4]

$3,000 [4]

$5,000 [14]

$5,000 [14]

1. 一個月移民保障 : $50,000 ;
2. 存放於辦公室內之私人物
件 :$2,500

住戶加設之裝修意外損毀 :
$150,000

d.短暫搬離
e.臨時寄存傢俬
f. 臨時住所
g.更換窗戶、門鎖及門匙
h.清理廢物
i. 凍品損壞

j. 其他

—

$5,000
(每項$2,500) [5] [6]

$10,000
(每項$5,000) [5] [6]

$15,000
(每項$5,000) [5] [6]

$2,500 [15]

每宗事故$1,000 [3]
每宗事故$2,000 [3]
每宗事故$1,000 [3]

每宗事故$2,000 [3]
每宗事故$3,000 [3]
每宗事故$2,000 [3]

每宗事故$3,000 [3]
每宗事故$4,000 [3]
每宗事故$3,000 [3]

—
—

—
—
—

$5,000
(每項$2,500)

—
$10,000
(每項$3,000)

—

f.家傭財物

$15,000
(每項$4,500)

$5,000 [16]

$5,000 (每件$1,000) [28]

a. 死亡

$150,000
(每人$50,000)
[7] [8]

$200,000
(每人$100,000)
[7] [8]

$300,000
(每人$100,000)
[7] [8]

$50,000 [7] [17]

$400,000 (每人$100,000) [7]

$5,000 [17] [18] [19]

—

a.個人物品
2.
個
人
財
物

3.
個
人
意
外
4.
法
律
責
任

$50,000 (每天$1,500)

b.個人金錢
c.信用卡被盜用
d.補領個人證件
e.新購買家居物品

b.受傷所需的醫療費
a.業主/住戶在居所內的責任

—
每宗事故/每年$4,000,000 每宗事故/每年$5,000,000 每宗事故/每年$8,000,000
每宗事故/每年$1,000,000 [6] [9]

b.居所以外的個人責任
c.伸延至大廈公共地方的業主責任

—
$2,500 [27] [28]

$5,000,000
[20] [21] [22]

$5,000,000
[6] [20] [29]

—

—

5. 每宗索償需承擔的「墊底費」
(或自負額)

1. 第1(a)和1(b)項: $500或損失額之10%(取較高者)
2. 第1(c)項 : $1,000
3. 第1(i)項 : $200
4. 第2(a)及2(f)項 : $500

1. 第1(a)、1(d)、1(f)、1(g)、
1(h)、1(i)、2(a)、2(b)、
2(f)、3(b)和4(a)項： $250
2. 第1(c)項： $1,000

1.第1(a)項：若損失或損毀由水
浸、颱風、山泥傾瀉或地陷引
起：$1,000或損失的10%(取較高
者)；若由其他意外引起：$1,000
2.第4項之第三者財物損失：$500

6. 該保險計劃是否接受作為業主
為其出租單位投保？ #

是

否

是

少於或相等於500呎
*
每 500-800呎
年
保
費 701-1,100呎

$800

$1,150

$570 [23]

少於500呎 : $630

501-750呎 : $950

501-750呎 : $1,100

501-750呎 : $1,480

501-700呎 : $880

500-700呎 : $880

751-950呎 : $1,250

751-950呎 : $1,430

751-950呎 : $1,820

701-1,000呎 : $1,170

701-850呎 : $1,110
851-1,000呎 : $ 1,250

951-1,250呎 : $1,600

951-1,250呎 : $1,800

951-1,250呎 : $2,310

—

—

1,251-1,500呎 : $1,950 1,251-1,500呎 : $2,280

1,251-1,500呎 : $2,800

$1,460

$1,600

2826 8428
www.winglungbank.com.hk

2850 3031
www.ing.com.hk

(

$700

)

港
幣

901-1,300呎

1,001-1,500呎

3187 5100
www.bocgroup.com/bocg-ins/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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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安盛保險
「卓越」優居樂

皇家太陽聯合保險
宏居保

9

10

美亞保險有限公司
萬靈保中寶
基本計劃
金裝計劃

12

11

13

香港民安保險

美國銀行 (亞洲)

[39]

家居財物保險
計劃二
計劃一

民安家居全險

$500,000

計劃一

計劃二

按投保居所的建築總面積計算:由
$750,000至$1,500,000 (每件物件
的價值不超過投保額的10%)

$1,000,000
(每項$50,000)

$1,500,000
(每項$100,000)

$1,000,000
(每件$30,000)

$1,500,000
(每件$150,000)

$1,000,000
$500,000
(每件$75,000) (每件$150,000)
[36]
[36]

家居財物投保總額的三分之一
(每件$15,000)

$150,000
(每項$10,000)

$200,000
(每項$12,000)

$60,000
(每件$6,000)

$100,000
(每件$10,000)

$150,000
(每件$10,000)

$300,000
(每件$20,000)

$100,000
(每件$10,000)

$5,000

等同第1(a)項

—

每年 $5,000

—

—

等同第1(a)項
(只限於$20,000以下的工程)

—

—

—

家居財物投保總額
(每件或每套$10,000)

—

$50,000
(每項$5,000)

須經審核

$500,000

$1,000,000

沒有限額

$50,000 (每件$10,000)

$50,000
(每項目$30,000)

$100,000
(每項目$50,000)

$50,000 [儲存期以7天為限]

$25,000

$50,000

$75,000

$50,000 (每件$10,000)
$90,000
(每天$1,500)

—

—

等同第1(d)項 (存倉費用除外)
$50,000
$60,000
(每天$1,500)
(每天$1,500)

—

$50,000
(每天$1,500)

等同第1(d)項

等同第1(d)項

$50,000

$2,000 [3]

$2,500 [3]

$5,000 [40]

$3,000 [3]

$2,000 [3]

$3,000 [3]

$2,000 [3]

每次最高賠償為核實費用的10%

—

$5,000

—

$100,000

$5,000

$5,000 [14]

$2,000
(每次$1,000) [14]

$3,000
(每次$1,000) [14]

—

$5,000 [37]

$1,000

每次 $300

1. 開鎖費: 每次$300 ;
2. 樓宇結構保險 :
$100,000

因意外損毀投保人家居之裝修，包括牆
櫃、油漆、牆紙及新換地板 :$50,000

$5,000
(每項$2,500) [6] [30]

$10,000
(每項$5,000) [6] [30]

$15,000
(每件$3,000) [6] [22]

$2,500
(每次$1,000)
[31] [32]

$2,500
(每次$1,000)
[31] [32]

—
—

1. 重整財物期間須聘用專業建築師、
測量師及工程師：每次最高賠償為
核實費用的5%；2. 個人電腦因意
外而導致遺失或損毀:$15,000
每件物件的價值不超過投保額
的10%
$2,500 [27]
$10,000
$1,500

—

—

$25,000 (每件$1,000)

$10,000 (每項$2,500)

投保人、配偶或18歲以上的子女 :
$50,000 ; 未滿18歲的子女 :
$25,000 [7]

$100,000 [7] [8]

—

$5,000 [3] [33]

$30,000
$15,000
(每件$5,000) [6] (每件$5,000) [6]
$2,000 [6]
$1,500 [6]
$500 [6]

$1,000

—

$100,000 [7]

—
$1,000 [7]

$2,500
(每件$500)

包括在
「家傭保險」部分

—
—
—

每人$300,000 [7] [17]

$20,000 [7] [17]

$5,000 [38]

—

—

$10,000 [3] [33]

—

$2,500 [6]
$3,000 [6]
$1,000 [6]

—
$1,500
(每件$500)

$10,000

$20,000 [7]

存放於辦公室
內之私人物件
意外損毀或遺
失 : $2,500

存放於辦公室
內之私人物件
意外損毀或遺
失 : $1,000

$2,000,000
$5,000,000
[6]

$5,000,000 [22]

$5,000,000 [6]

—

1. 第1(a)、1(j)項：非水災引致的索償：經調
整後的損失總額的10%或至少$500(以較高
者為準)；因水災引致的索償：經調整損失
總額的10%或至少$3,000(以較高者為準)
2. 第2(a)項：$500
3. 第2(d)項：$250
4. 第1(d)、2(f)項：經調整後的損失總額的5%
或至少$500(以較高者為準)

第1(a)、2(a)、2(b)、2(c)和
2(d)項：$250；由水損引起之
固定裝修之損失：損失之
10%，最低不少於每次$3,000

1.第1(a)、1(b)、
1(d)、1(f)、1(g)、
1(h)、1(i)和2(b)項：
爆水管、水浸或其
他水濕意外的免賠
額: $500；其他意外
之免賠額： $200
2.第1(c)項：$1,000

否

否 (另設供業主為出租物業
投保的保單)

否

$1,000,000 [34]

$5,000,000 [35]

—
1. 第1(a)項：在懸掛8號風球或以上或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所出現的雨水
滲漏所引致的損毀：樓宇建成少於或相
等於25年: $3,000; 樓宇建成超過25年
或沒有申報建成年份：$5,000；其他由
水浸所引致的損毀 : 樓宇建成超過25年
或沒有申報建成年份：$1,000
2.第1(a)(ii)項和「個人電腦」保障: $500

1.第1(a)項：
$200； 若損失或
損毀由水災引
起，每次索償均
須自付首$500或
損失的百分之十
(取較高者)

1. 第1(a)項：$200；
若損失或損毀由水災
引起，每次索償均須
自付首$800或損失的
百分之十(取較高者)
2.第1(c)項： $1,000
3.樓宇結構險 : $3,000
是

是
$540

$676

$1,131

$600

$900

$827

$1,235

501-700呎 : $700

501-700呎 :$918

501-700呎 :$1,488

501-700呎 : $770

501-700呎 : $1,070

501-750呎 :
$1,136

501-750呎 :
$1,494

701-900呎 : $1,000

701-1,000呎 :$1,186

701-1,000呎 :$1,913

901-1,200呎 : $1,280

1,201-1,500呎 : $1,600
2523 3061
www.axa-insurance.com.hk

701-1,000呎 : $940 701-1,000呎 : $1,240

—

—

$1,492

751-1,000呎 :
$1,494

$2,389

請聯絡宏利保險顧問或致電 2968 3333

$1,170

751-1,000呎 :
$1,754

$800

—
$1,470

2832 1655
www.aiu.com.hk

$1,852

$2,161

2805 2383
www.bankofamerica.com.hk

07·2005

2858 8328
www.ming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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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家居財物保險計劃 (續)
15

14

16

17

18

20

19

保險公司

恒生保險

𦻖豐銀行

恒生家居保障計劃
計劃 B
計劃 A

計劃名稱

以家居財物投保總額為上限 [1] [10]

$60,000
(每項$3,000) [1]

$130,000
(每項$6,500)[1]

$200,000
(每項$10,000) [1]

—

每宗事故$500,000 每宗事故$1,000,000
(每件$10,000)
(每件$10,000)

$400,000
(每項$50,000)

$800,000
(每項$100,000)

$1,200,000
(每項$150,000)

—

—

$30,000

$65,000

$100,000

$30,000 [44] [45]

$60,000 [44] [45]

$100,000 [44] [45]

b.室內裝修或翻新工程

$300,000
(每件$20,000)

d.短暫搬離
e.臨時寄存傢俬

每宗事故$2,000 [3] 每宗事故$3,000 [3]
—
—

j. 其他

—

4.
法
律
責
任

$1,000 [3]
$3,000

$2,000 [3]
$6,500

$3,000[3]
$10,000

$10,000
(每天$400)

$15,000
(每天$600)

—

$2,000 [3]
—
—

$10,000
(每項$5,000) [6]

新居財物意外遺失 : 新居財物意外遺失 :
$130,000 [46]
$200,000 [46]

—

$20,000 (每項$10,000) [6]

$50,000
(每件$3,000)

$100,000
(每件$6,000)

$3,000 [6] [47]

$1,000 [51]

$2,000 [51]
—
—
—

$1,500 [6] [47]
—
$1,500 [6] [48]
$2,500 [6] [49]

$3,000 [6] [48]
$5,000 [6] [49]
—

$7,500

$15,000

$250,000 [7] [8]

—

$30,000
(每人$10,000)
[7]

$75,000
(每人$25,000)
[7]

—

—

—

a.業主/住戶在居所內的責任
b.居所以外的個人責任

$5,000,000 [6] [42]

$4,000,000

$8,000,000

$10,000,000

$1,000,000
[6] [22]

$2,000,000
[6] [22]

c.伸延至大廈公共地方的業主責任
1. 第1(a)、1(b)項：$500 ; 因水浸而引
致家居財物損毀 : $800
2. 第1(c)項： $1,000
3. 第2(a)項：$500

6. 該保險計劃是否接受作為業主為
其出租單位投保？ #
少於或相等於500呎
*
每 500-800呎
年
保
費 701-1,100呎
(
)

901-1,300呎
1,001-1,500呎

選擇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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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1(a)、1(b)、1(c)、1(d)、1(g)項：因水災而引致的
索償：$1,000；其他原因引致的索償：計劃A$300、
計劃B及計劃C$500
2. 第2(a)、2(b)、2(e)項：計劃A$300、計劃B及計劃
C$500

第1(a)、1(d)、1(f)、1(g)、2(a)、
2(b)、2(f)項: 因颱風、水浸及其他
水災引起索償: $1,000；因其他事
故引起的索償: $500；因爆竊引起
的索償: $2,000或損失額的百分之
十(取較高者)
否

是

是
每月$70

每月$105

每月$75

每月$102

每月$107

$400

$510

501-700呎 :
每月$95

501-700呎 :
每月$135

501-700呎 :
每月$94

501-700呎 :
每月$127

501-700呎 :
每月$133

501-800呎 :
$480

501-800呎 :
$650

701-900呎 :
每月$125

701-900呎 :
每用$165

—

701-1,000呎 :
每月$160

701-1,000呎 :
每月$169

801-1,100呎 :
$620

801-1,100呎 :
$820

901-1,200呎 :
每月$155

901-1,200呎 :
每月$210

1,201-1,500呎 :
每月$195

1,201-1,500呎 :
每月$255

2198 7878
www.hangseng.com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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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0

$10,000

—

b.受傷所需的醫療費

5. 每宗索償需承擔的「墊底費」
(或自負額)

港
幣

$32,000

新居財物意外遺失 :
$60,000 [46]

每宗事故$5,000 [3] [41]
每宗事故$3,000 [3]
—

a.死亡

$15,000

$5,000

—

$20,000 (每項
$10,000 (每項
財物$5,000) [5] [6] 財物$5,000) [5] [6]
每宗事故$2,000 [3] 每宗事故$3,000 [3]

f.家傭財物
3.
個
人
意
外

每宗事故$50,000
(每天$1,500)

i.凍品損壞

—

—

—
每宗事故$25,000
(每天$1,000)

b.個人金錢
c.信用卡被盜用
d.補領個人證件
e.新購買家居物品

$500,000

$300,000
(每項$10,000)
[43]

$5,000

a.個人物品

$300,000

$200,000
(每項$6,500)
[43]

ii. 易碎物件

g.更換窗戶、門鎖及門匙
h.清理廢物

住戶綜合保險
金計劃

$100,000
(每項$3,000)
[43]

十分之一)

$150,000
(每件$10,000)

f.臨時住所

銀計劃

$1,200,000
(每項$150,000)
[43]

i.貴重財物

c.家居財物搬遷

計劃 C

$800,000
(每項$100,000)
[43]

十分之一)

2.
個
人
財
物

家居萬全保
計劃 B

計劃 A
$400,000
(每項$50,000)
[43]

每宗事故$500,000 每宗事故$1,000,000

a.家居財物投保總額 (最高賠償) (每件為總投保額的 (每件為總投保額的

1.
家
居
財
物

新鴻基地產保險有限公司 [50]

—

—
—

每月$212
2233 3131
www.hsbc.com.hk

每月$234

—

1,101-1,400呎 :
$1,090

2828 7886
www.shkpinsur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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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3

道亨保險 [52]
鑽石計劃

道亨智慳家居財物保險
每次$1,000,000
(每件$150,000)

$1,000,000

$20,000

25

藍十字 [60]

26

注

蘇黎世

計劃 I

家居寶
計劃 II

計劃 III

$300,000
(每件$5,000)
[61]

$500,000
(每件$5,000)
[61]

$1,000,000
(每件$5,000)
[61]

美好家居保險計劃
$1,000,000
(每件$100,000)

居所內 :每次$300,000(每件$15,000)；
居所以外 [53][54]：每次$100,000
(每件$15,000)

不超過家居財物投保總額三分之一

$100,000
(每件$20,000)

每次$1,000,000(每件$150,000)

—

—

每次$100,000
(每件$10,000) [55]

以家居財物投保總額為上限 [10]

$100,000 [1]

每次$1,000,000 (每件$150,000) [54]
(貴重物件 :每次$300,000，每件$15,000)

—

$1,000,000
(每件$20,000)

每次$100,000
(貴重物件 :每件$15,000) [56]

$50,000 (每項$10,000) [62]

$50,000

每次$100,000 [44] [45]

—

—

每次$60,000 [57]
(現金津貼: 每天$200) [58]

$50,000 (每天$1,000)

$50,000
(每天$1,500)

每次$3,000 [3]
每次$10,000

$3,000 [3]
核實後損失的10%

$5,000 [3]
$5,000

—

$5,000 [14]

$3,000 (每次$1,500)

—

—

水電維修及開鎖服務 :
每次$500

每次$20,000 (每件$10,000) [6]

$15,000 (每件$3,000) [6]

—

每次$3,000 [6]
每次$10,000 [6]
每次$3,000 [6]
每次$5,000 [6]

$2,000 [6] [7]
—
—
—

$25,000

—

—

—

$150,000
(每人$50,000)
[7]

殮葬費 :每人$20,000 [5]
[因火災或爆竊所致]

$400,000 (每位家庭成員 :最高 $100,000) [7]

$100,000
[6] [63]

住院現金 :每次$10,000 [因火災或
爆竊所致] (每人每天$500)

—

—

每次$10,000,000 [6]

$5,000,000 [6] [22]

—

1. 第1(a)、1(b)、1(c)、1(d)、1(e)
和1(g)項 : $500；由水災引致家居
物品損毀 : $800
2. 第2(c)和2(e)項: $500

1. 第1(a)項： 除火災、閃電及爆炸所導致的損
失外，其他損失: $500；山泥傾瀉、地陷或
因水浸導致的損失: $500或經核實後損失的
10%(取較高者)
2. 第4項之第三者財物損失: $500

1. 第1(a)、1(b)、1(c)、1(d)、
1(f)、1(g)、1(h)、1(i)、
2(b)和2(c)項： $250
2 . 第4項之第三者財物損毀：
$2,000 ; 第三者財物因水災
損毀：$2,000或損失額的
10%(取較高者)

否

是

是

$30,000
(每天$1,200)

$150,000
(每件$10,000)
$3,000 [51]

$5,000 [3]
—
—

$5,000,000
$3,000,000
[6] [22]

—

$740

少於400呎 :每月$78
401-500呎 :每月$88

$750

501-800呎 :
$910

501-600呎 :每月$98
601-700呎 :每月$108
701-800呎 :每月$119

501-700呎 :$950

801-1,100呎 :
$1,190

801-900呎 :每月$129
901-1,000呎 :每月$140

1,101-1,400呎 :
$1,480

.hk

$650

$850

$1,050

701-1,000呎 : $1,250

1,001-1,100呎 :每月$149
1,101-1,200呎 :每月$158
1,201-1,300呎 :每月$167

—

1,301-1,400呎 :每月$176
1,401-1,500呎 :每月$185

$1,750

2961 2266 [59]
www.daohenginsurance.com

3608 2988
www.bluecross.com.hk

2903 9391
www.zurich.com.hk

表內所列資料只簡要說明各保障計劃的基本和
免費額外保障，僅供參考，未包括其他自選附
加保障項目。
# 接受業主為出租物業投保的計劃，表內部
分保障不適用於業主，請向有關公司查詢。
* 表內只列出1,500呎或以下的家居保險保費，
1,500呎以上的保費請向有關保險公司查詢。
[1] 裝修或工程期以不超過2個月為限
[2] 裝修或工程金額不超過 $50,000
[3] 家居住所被爆竊或意圖爆竊所致
[4] 因供電系統意外故障停電引致雪櫃的食物
及飲品變壞
[5] 不包括手提電話、眼鏡或現金等
[6] 全球保障
[7] 家居住所因火災或遭爆竊所致
[8] 死亡或永久完全傷殘
[9] 個人責任：在香港或世界各地作短暫旅遊
不超過30天
[10] 裝修或工程金額不超過$100,000
[11] 裝修或工程金額不超過$200,000
[12] 鋼琴除外
[13] 金錢及錢幣：每年最高賠償額為$5,000
[14] 雪櫃購買、使用期必須少於5年
[15] 在海外公幹時因意外或盜竊所致
[16] 不包括金錢及貴重物品
[17] 只限投保人或配偶
[18] 在家中被搶劫或盜竊引致受傷
[19] 經醫生診斷，獲連續4天或以上的病假
[20] 包括租客對業主之樓宇結構固定裝置和建
設的損毀
[21] 不適用於美國及加拿大
[22] 如在外地，每次逗留不超過連續60天
[23] 每張保單的最低收費$650
[24] 另設多項選擇性保障，例如：全球個人財
物、信用卡和補領個人證件等，但保費另計
[25] 儲存期以7天為限之傢具儲存處
[26] 在尚未入住的新居內，以不超過2個月為
限(須事先通知保險公司)
[27] 存放於家居的金錢遺失或被竊
[28] 該保障包括在「家居財物」保障內
[29] 如在外地，每次逗留不超過連續90天
[30] 不包括任何手提電訊或電腦工具等電訊
器材
[31] 於家中遇劫或爆竊而遺失之金錢，及因而
被盜信用卡之捐失
[32] 全球性保障補領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及信
用卡
[33] 不少於連續3天病假及出示註冊醫生證明
[34] 個人責任只適用於香港和澳門
[35] 個人責任只適用於香港、澳門和內地
[36] 貴重財物、易碎物品以外的其他物件
[37] 雪櫃製造年份需少於5年
[38] 在被保居所內因被劫而受傷
[39] 計劃分兩部分，下表只列出第一部分「家
居財物」的保障和保費，未包括第二部分
「家傭保險」的資料和保費
[40] 因鎖匙遺失或被盜用
[41] 只保障恒生信用卡
[42] 在香港或世界各地作短暫旅遊不超30天
[43] 保障額於聖誕節至農曆新年期間提升50%
[44] 存放於香港境內不超過30天
[45] 包括搬屋期間，家居物件寄存於專業存倉
公司遇上之意外損失或損毀
[46] 新居由租約開始或初次擁有業權起計2個
月內
[47] 因遭盜竊或搶劫
[48] 因遺失或損毀
[49] 易腐壞或易碎物品除外
[50] 網上投保可享95折優惠
[51] 居所內因失竊或意外損失現金
[52] 每年可享一個月免保費，最高可獲6個月
免保費優惠。另計劃內第2(f)項為自選項目
[53] 居所以外之其他建築物內，因火災、風
暴、水災、爆炸、惡意破壞、盜竊等引
致，保障屬臨時性
[54] 只限香港境內
[55] 工程期間之項目損失或損毀，以60天為限
[56] 存放於香港境內不超過7天
[57] 2人或以下之家庭：每天$1,500；3人或以
上之家庭：每天$3,000
[58] 以15天為限
[59] 一星期七天朝九晚九
[60] 如樓齡超過30年及村屋，須經過批核
[61] 傢俬、電器、電腦、音響、電視、影視器
材、鋼琴等 :每件不超過$50,000
[62] 存放在香港境內不超過14天
[63] 受保人年齡限於16至6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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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實錄
本會今年首5個月收到關於家居保險的投訴個案有3宗，2003年和2004年則各
有16宗，主要涉及不獲賠償、延遲獲得賠償、收費爭拗和銷售手法等。

電腦、錄影帶及鐳射碟或同類物品遭遺失
或損毀
■

的財物遭盜竊
■

個案 1

放於無人看管的車輛或開篷車輛

存放於走廊、露台、天井、前院等戶

外地方的物品

冷氣機漏水不獲賠償
賈太在去年收到某保險公司的推銷電話，游說她購買一份家居保險，每月保費
$60，當時職員稱該份保單保障範圍包括冷氣機檢查和冷氣機漏水，每次最高賠償
額$500，於是買了一份保險。賈太在去年中發現家中冷氣機漏水，找了工程公司維

■

固定裝置和陳設，例如新落成樓宇

由地產發展商贈送的原有設備如熱水爐、
入牆櫃、地板等，但業主或租客於租賃期間
所作的改良除外

修，費用$400，賈太隨後向保險公司索償遭拒，故向本會投訴。
跟進：本會在接獲個案後去信被投訴的保險公司，其後保險公司通知本會謂願
意賠償予投訴人。

一般賠償準則
保險計劃所採用的賠償準則大致如下：
1. 市值賠償──賠償額根據受保物

個案 2

品扣除折扣後的市值計算。常用於一些容

火險已賠工程費 家居保不再賠

易計算折舊率的物品上，例如：衣服、傢具

尤先生在3年前買了一份家居保險，去年因家中廁所鹹水管滲水，令全屋水浸，
地板連傢俬出現發漲情況。翌日尤先生找來裝修公司報價，工程費需$56,200，而更

等，經保險公司或公證行職員估值後，定出
賠償額。

換傢俬費則需$16,370。大廈管理公司亦在當日委託公證行職員上門查看，而保險

2. 以新代舊──受保物品賠償額（例

公司的職員和其公證行職員亦在第三天上門查看情況。尤先生後來獲悉大廈管理公

如：影音器材、家庭電器等）按重新購置受

司替住戶購買的火險將賠償$15,850；而他自行購買的家居保險則賠償$8,694。該

保物品或類似型號的市值計算，而非按受

公司職員表示，由於大廈管理公司購買的火險已賠償維修工程損失，因此，該公司只

保物品的最新型號的市價計算。

會賠償地板、地腳線和更換傢俬的項目。尤先生認為賠償不合理，經多番爭拗，最後

要留意保險公司不一定依照新添置

調高賠償金額至$10,712。尤先生不滿意保險公司的處理手法，向本會投訴，要求查

受保物品的費用或其市價作出賠償，有可

證是否大廈管理公司的火險已作出賠償，該保險公司便不會在相同項目作出賠償。

能只賠償相等於修補受保物品的費用。

跟進：本會在接獲個案後，去信被投訴的保險公司，但保險公司堅持不會再提
高賠償額。其後，本會建議尤先生向保險索償投訴局投訴，該局認為保險公司已按保
單條款向尤先生作出合理賠償，故維持保險公司的賠償額。

總結
家居財物保險的保障範圍廣泛，不論
消費者的投保目的是為了保障家居財物，

個案 3

還是保障作為業主或住戶所需承擔的法律

先出示住宿單據才可獲財物損失賠償

責任，保險的賠償原則是要證明意外的發

廖小姐買了一份家居保險，早前她家中發生水浸，遂向保險公司申請索償，保

生並非自然損壞或人為故意破壞，例如：將

險公司委托了公證行上門查證後，來信通知她可獲$9,803的財物損失賠償，以及

家中鎖匙亂放或外出時沒有關好門窗，以

每天$600（最多10天）的住宿賠償，但住宿賠償需有單據才可索償。由於廖小姐未

致家居財物被盜竊；又或家中樓房有僭建

決定是否會遷至其他地方暫住，欲先索取財物損失賠償，以便添置新的家居用品，

物，或沒有定時進行維修，引致鋁窗因日久

但保險公司卻表示她必需先出示住宿費用單據，才可一次過索取財物損失和臨時

失修鬆脫墮下，傷及途人，在這等情況下，

住宿的賠償，若她欲先索取財物損失賠償，可考慮放棄索取住宿賠償。廖小姐指保

即使購買了家居保險，也可能不會受到保

險公司的來信和保單均沒有說明此項安排，不滿其處理手法，認為保險公司有意

障。所以不要以為買了保險便可安枕無憂，

留難。

投保人及家人應履行保險合約的條文，並

跟進：本會在接獲此個案後，與保險公司聯絡，投訴人最終獲賠償$9,000財
物損失，$3,000住宿賠償，以及$150購買小型電器的賠償，投訴人滿意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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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所有法定責任，採取一切合理措施預
防損毀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