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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ome 家居保險 

全面的家居保險為您的家與摯愛帶來周全保障 

保障重點 

- 家居財物「全險」保障每年高達港幣 1,000,000 元 

- 貴重物品之總賠償額高達家居財物保障投保額的三分之一 

- 保障您或家人因導致第三者受傷或財物損毀所須負的法律責任，賠償額高達港幣 8,000,000 元 

 

計劃特點 

• 家居財物保障延伸至家居裝修，最高賠償額為港幣 100,000 元 

• 意外損毁的流動電話 / 平板或手提電腦保障為港幣 2,000 元 

• 颱風期間窗戶玻璃損毀，賠償額高達港幣 10,000 元 

• 保障於網上購物時，貨品未能送抵或貨品送抵時意外損毀所造成的損失，最高賠償額為港幣 7,500 元 

• 延伸意外身故保障至您的家庭成員 

• 增加家居檢疫津貼的保障期至 14 天及最高賠償總額為港幣 7,000 元 

• 增加個人法律責任保障至高達港幣 8,000,000 元，及取消業主在居住樓宇範圍之公共地方所招致的法律責任的分項賠

償限額 

• 擴闊樓宇建築保障 

 

保障概覽 最高賠償額(港幣/元) 

家居財物（基本保障） 

家居財物 (任何不可預見的意外如火災、颱風、氣體爆炸、水災、山泥傾瀉、地陷或盜竊等所引致

的損失或損毁) 

計劃 A - 1,000,000 

計劃 B - 750,000 

(每件、每套或每系列 100,000 元) 

家中貴重財物及珍藏品 (如珠寶首飾、手錶等) 
家居財物保障投保額的三分之一 

(每件 15,000) 

家居裝修 
家居財物保障投保額的十分之一 

或 100,000 (以較低者為準) 

家中金錢、珍藏郵票、錢幣或徽章 (如現金、支票、機票等) 
5,000 (每宗金錢損失或每系列損失 

1,000) 

攝影器材 (如相機或攝錄機或其配件/輔助器材) 2,000 

易碎物品  (如玻璃器皿、瓷器、陶器或水晶或酒) 每件、每套、每系列或每瓶 5,000 

太陽眼鏡或眼鏡 1,000 

額外保障 

a. 搬遷保障- 在委託專業搬屋公司遷居的過程中，家居物品因意外而遺失或損壞 100,000 (每件 10,000) 

b. 臨時居所 / 租金損失 - 因家居損毀而不能居住 
50,000 

(臨時居所費用為每日 1,500) 

c. 暫時搬遷- 家居物品因進行清潔、修理或翻新而需暫放於其他地方並因意外而遺失或損毀 50,000 

d. 意外身故- 您或家庭成員於家中因火災或盜竊而受傷並於三個月內身故 50,000 

e. 盜竊受傷津貼- 您或家庭成員於家中因爆竊而受傷，並獲醫生證明簽發連續四日病假或以上 5,000 

f. 辦公室內損失個人物品 2,500 

g. 海外公幹時遺失個人物品/金錢 2,500 

h. 家傭物品 5,000 

i. 金錢損失增額保障- 在公眾假期期間因意外而導致的金錢損失 每次意外增加至 2,000 

j. 門鎖損毀 - 窗戶、大閘或門戶之鎖因爆竊或企圖爆竊而引致損毀所需的更換費用 2,500 

k. 冷藏食品及飲品- 因雪櫃故障而引致冷藏食品及飲品變壞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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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概覽 最高賠償額(港幣/元) 

l. 家居檢疫津貼 - 如您的樓宇或居住在此樓宇的任何人需要被隔離，因此您或您的家庭成員亦

被隔離於 a) 您的家居或 b) 政府當局指定的隔離營或酒店 
7,000 (每天 500 ，最長可達 14 天) 

m. 租客法律責任 - 意外損毀業主的家居設施 為家居財物保障最高賠償額的 10% 

n. 清理損壞家居物品費用   10,000 

o. 家居改動及維修 - 於家居進行改動或維修工程時，家居財物因而遺失或損壞 

(合約期最多為兩個月及外牆工作為工程合約價值最高的20%) 

受保 

(工程合約價值最高為 150,000) 

p. 颱風期間窗戶損毀 10,000 

q. 山泥傾瀉及地陷保障 – 由山泥傾瀉及地陷對您的居所直接造成的損毀 受保 

r. 意外損毁的流動電話 / 平板或手提電腦  

(此保障不適用於事發時您或家庭成員年齡為18歲以下) 
2,000 (每保險期為一部) 

s. 網上購物保障 - 貨品未能送抵或送抵時意外損毀 (每筆訂單之貨品價值至少為港幣500元) 
7,500  

(每保險期不超過兩次及每件 1,500) 

個人法律責任(免費附送) 

• 您或家人因疏忽導致第三者受傷或財物損失的法律責任 

• 作為業主在居住樓宇範圍之公共地方所招致的法律責任 

8,000,000 
 

• 於您的居所進行裝修或維修工程時所引致的法律責任 
受保 

(工程合約價值最高為 150,000) 

24小時家居緊急支援(免費附送) 

* 總限額包括所有額外保障的分項限額 

 

自選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元) 最高賠償額(港幣/元) 

樓宇建築保障 

樓宇結構 - 保障您居所的結構部份，包括地板、牆、天花、門窗及其後有關的裝修工程 所選投保額A1 

臨時居所/ 租金損失 - 因受保意外引致之損失或損毀令居所不適合居住 50,000 (臨時居所費用為每日1,500) 

清除瓦礫 - 樓宇損毀後的清理 10,000 

山泥傾瀉及地陷保障 – 由山泥傾瀉或地陷對您的居所直接造成的損失或損毀 受保 

全球個人財物保障 

在全球任何地方遺失或損毀的個人物品，包括珠寶及手錶 
投保額  

(除非特別註明，否則每件物品 5,000B1) 

金錢 2,500 

信用卡遭盜用 10,000 

個人文件 1,000 

體育器材 2,500 

家傭保障 C1 

保障 A 

僱員賠償保障 100,000,000 

醫療及相關費用保障 C4 

- 住院醫療費用 

- 遣返原居地費用 

 
5,000 
3,000 

保障 B 

僱員賠償保障 100,000,000 

自選保障一 C2 及 4 

• 延伸手術及住院醫療保障、門診醫療保障

及服務中斷保障至心臟病及癌症。 

門診醫療費用 C4 

- 物理治療、中醫或跌打 

4,000 (每天及每次求診 200) 

500 (每天及每次 100) 

手術及住院費用 C4 (包括日間手術) 30,000 

服務中斷保障 C4 6,000 (每天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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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保障 最高賠償額(港幣/元) 

家傭保障 C1 

保障 B 

牙醫費用 C4 費用的三分之二，最高 1,500 

自選保障二 C2-4 

• 除延伸手術及住院醫療保障、門診醫療保

障及服務中斷保障至心臟病及癌症外，更

可獲額外港幣 70,000 元之手術及住院醫

療費用保障。 

個人意外 100,000 

遣返原居地費用 20,000 

補聘家傭 10,000 

忠誠保障 10,000 

更換及安裝大門門鎖或鐵閘鎖費用 500 

家庭成員受虐保障  

- 創傷輔導治療費用 
10,000 (每天及每次 1,000) 

重要事項 

A. 適用於樓宇建築保障 

1. 樓宇建築的投保額應為投保居所樓宇重建之全數費用（包括固定裝置、裝修、清理費用及專業人士費用）。 

B. 適用於全球個人財物保障 

1. 如欲投保貴重財物如珠寶及手錶，請另行分別列明每項物品的資料及相應的受保價值，並提供收據以證明其價值。對於每件價值低

於港幣 5,000 元的財物，可將其組合為一個項目，這些財物的投保額應視為您每次離開居所外出時攜帶這些財物的最高總額。 

C. 適用於家庭傭工保障 

1. 可保障年齡介乎 16 至 65 歲之外籍家庭傭工 

2. 自選保障一及二只適用保障 B 

3. 自選保障二只適用家庭傭工於投保時年齡為 45 歲以下 

4. 14 天 (保障 A / B) 及 90 天 (自選保障 1 / 2) 等候期適用於醫療及相關費用保障、門診費用 、手術及住院費用、服務中斷保障及牙醫

費用所提供之保障，每位家庭傭工只可於保單生效等候期完結後始申請索償。 

 

保費一覽表^ 每年保費 (港幣/元) 

家居財物 

建築面積(平方呎) 計劃 A 計劃 B 

500 或以下 1,340 1,100 

501 - 700 1,740 1,400 

701 - 1,000 2,170 1,740 

1,001 - 1500 2,780 2,210 

1,501 - 2,000 3,250 2,580 

2,000 以上 請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 3122 6922 

個人法律責任 免費附送 

24 小時家居緊急支援 免費附送 

樓宇結構 所選投保額的 0.09% 

全球個人財物 所選投保額的 1.5% 

家傭保障 

保障 A  保障 B  自選保障一  自選保障二  

414 750 120 250 

^ 收取保費徵費之新規定 - 保險業監管局 (保監局) 已於《保險業條例》中公佈有關收取保費徵費的新規定，並於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因此，本產品簡介上所列明的保費金額將需附加保費徵費。 

 

主要不承保事項 

適用於所有部份 

• 之前發生或已存在的意外、損失、損毀或責任 

• 分間或轉租之單位 

• 受保單位位於已知有分間單位之大廈 

• 受保單位用作商業或度假屋用途 

• 單位無人居住多於連續 30 天 

• 受保單位內存在違例建築物 



 
 

                                                                          

    

 

 
 
 

家居財物部份 

● 位於屋頂或露天地方的家居財物 

● 因任何以下原因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a. 您擁有、保管或控制的家畜； 

b. 固有缺點或不良工藝、物料或設計缺陷； 

c. 離奇失蹤或無法解釋的損失  

d. 任何物品的失蹤或遺失 (因強行或行使暴力進入或離開住所，並於發現事件後 24 小時內向警方報案的損失除外) 

e. 被批准進入住所之人士偷竊 

f. 電器及電腦失靈或故障 

g. 損耗、維修不善 

h. 聲震 

i. 光線、大氣及氣候現象 

j. 滲水事故 (由颱風、暴風或暴雨引致除外) 

k. 食物或飲品變質 (額外保障項目除外) 

● 汽車 

● 牲口、寵物及動物 

● 所有受保於「全球個人財物保障」及「樓宇建築保障」中的家居物品 

家庭傭工部份 

● 受保前已存在的疾病 

● 療養或體格檢查 

● 精神或心理疾病或精神錯亂、性病、先天性異常或畸形、不育、不孕、心臟病或癌病 

● 美容或整形手術 (保障範圍內因受傷而引致之矯形手術除外) 

● 與視力或屈光矯正的器材、隱形眼鏡、眼鏡或助聽器、義肢相關之任何費用 

● 購買或使用特殊支架、植入物、輔助設備或裝置而產生之任何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輪椅和拐杖 

● 牙科治療的費用 (天然健全牙齒因身體損傷引致之緊急治療除外) 

● 假牙、牙冠及牙橋； 

● 疫苗注射、免疫注射、注射或預防藥品 

● 從外地運送遺體返原居地 (適用於家傭保障 B 第七節之遣返原居地費用及第八節之補聘家傭費用) 

● 在休假日以外蒙受身體損傷 (適用於家傭保障 B 第六節之個人意外保障) 

● 在「香港」境外的受傷或患病事(適用於家傭保障 B 第六節之個人意外保障) 

 

主要自負額 自負額 (港幣／元，每次索償) 

家居財物 

一般 500 

水損 

i) 多層大廈 

a) 樓齡 30 年或以下 1,000 或索償額的 5%，以較高者為準 

b) 樓齡介乎 31-40 年之間 3,000 或索償額的 10%，以較高者為準 

c) 樓齡介乎 41-50 年之間 5,000 或索償額的 20%，以較高者為準 

ii)  上述 i) 以外情況  按個別情況考慮 

搬遷保障 1,000 

山泥傾瀉及地陷 10,000 或損失總值的 10%，以較高者為準 

個人法律責任 

水損 3,000 

樓宇結構 

水損 1,000 或損失總值的 10%，以較高者為準 

山泥傾瀉及地陷 10,000 或損失總值的 10%，以較高者為準 

其他損毀 250 

全球個人財物 

一般 250 



 
 

                                                                          

    

 

 
 
 

iHome 家居保險只供網上投保。 

中、英文版本內容如有歧義，在任何情況下將以英文版本為準。有關保障範圍及承保條款，請參閱保單。以上提供之產品資料只供參考，有關

保障範圍及承保條款，請參閱保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