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To insert a Zurich picture 
click on the "camera"-icon in 
the Zurich CI toolbar and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 To insert a picture from your 
personal files, click on the 
"Insert Picture from File" icon 
here on the right.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is 
picture follows the Zurich 
core elements available on 
the "book"-icon in the Zurich 
CI toolbar. 
 

- To keep this neutral 
background, just leave it as it 
is. 
 

Note:  this message will not be 
displayed in the presentation 
mode. INTERNAL USE ONLY 

一般保險 - 個人保險產品系列: 
家居 / 財產保險 
 
「自選家居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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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重點及優勢 

蘇黎世家居保險系列 

蘇黎世 
家居保險系列 

一般客戶 

適用於自住單位 

「居安保」 
住戶保險計劃 

適用於出租單位 

「業主安心」 
保險計劃 

高資產值客戶 

「豪門世家」 
尊尚財物及 
家居保險計劃 

2017年9月 
全新推出 

適用於自住單位 

「自選家居保險計劃」 
住戶保險 

適用於出租單位 

「自選家居保險計劃」 
業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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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重點及優勢 

「自選家居保險計劃」設計重點 

多方位保障 

關顧您的家居及生活態度 

Hassle-free  

出事無煩惱 

全新投保體驗 (ZONE) 

全港首個網上投保自訂家居保險計劃 



INTERNAL USE ONLY  4 

產品重點及優勢 

「自選家居保險計劃」設計重點 

多方位保障 

關顧您的家居及生活態度 

 法律責任標準保額1,000萬 
 特別增設因在本港使用近期熱門航拍機引致的法律責任 

 
 家居財物全面覆蓋窗戶、大門及地板 

 
 手機/ 平板/ 筆記型電腦全球意外損毀的維修費用 
 意外遺失任何個人財物引致信用卡被盜用 

 
 保障延至同居伴侶 
 保障您及您的住戶成員，甚至包括同居伴侶 
 
 寵物相關保障 
 寵物引致的法律責任，貓狗酒店津貼 
 
 

 住戶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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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重點及優勢 

「自選家居保險計劃」設計重點 

多方位保障 

關顧您的家居及生活態度 

 法律責任標準保額1,000萬,  
 包括業主法律責任、業主就公用地方承擔的責任  
  
 出租物業內的傢俬、設置、裝置及裝修，保障額高達250,000 
 家居財物全面覆蓋窗戶、大門及地板 
 

 高達120,000 租金損失保障 (每月20,000; 最多6個月) 
  您的租客拖欠租金 ("租霸"保障) 
  您的家居因受保事故而引致不宜居住 
 

 業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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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sle-free  

出事無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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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重點及優勢 

「自選家居保險計劃」設計重點 

住戶保險/
業主保險 

 在每年最高保障額內，以每次意外計算，不限索償次數 
 

 24小時緊急家居支援服務特設 「免找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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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投保體驗 (ZONE) 

全港首個網上投保自訂家居保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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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重點及優勢 

「自選家居保險計劃」設計重點 

住戶保險/
業主保險 

 同一頁面可以選擇「指定計劃」或「自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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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類別 網上預先批核 保費 自負額 

基本計劃 

 多層住宅大廈 
 樓齡不超過40年的建築物 

標準計劃 全免 

 村屋/獨立屋 
 樓齡超過40年的建築物 

標準計劃 個別調整 

 樓齡超過41 – 50年的建築物 標準計劃 個別調整 

 樓齡超過50年的建築物 個別調整 個別調整 

自選計劃 

 任何類別 個別調整 個別調整 

附加保障 

 樓宇 標準計劃 個別調整 

 全球個人財物保障 預先批核限額 個別調整 個別調整 

 私人藝術品保障 預先批核限額 個別調整 個別調整 

產品重點及優勢 

報價所需的一般資料 
 
 樓宇類型  樓齡  停車場  
 
 居所的花園 天台   私人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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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及索賠實務資訊 

索償須知 

應該： 

 拍攝損失情況，保留所有證據 

 如遇遺失 / 盜竊事故，建議立即報警 

 將無損壞的財物放到受影響範圍外 

 立即採取合理及可行的行動減低損失，如漏水或水浸時，應清理單位內
的積水，減輕其造成的破壞 

 尋求物業管理員協助，並即時堵住任何漏水情況 

 如有另一份保單承保有關損失，應向本公司提供完整的保單資料 

 

不應該： 

 未獲本公司書面同意前，切勿棄置受損財物 

 如屬第三者索償，在未獲本公司書面同意前，切勿承認法律責任或與第
三者達成協議，不要回覆索償要求並直接交由本公司處理 

 

如不幸招至損失，請謹記以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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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及索賠實務資訊 

索償須知 

 如有任何損失，應盡快於合理時間內聯絡本公司或您的保險經紀/代理人 

 通知物業管理員有關事故及獲取事故報告 

 填妥索償申請表，當中包括索償申報表，連同證明文件於事故發生後的30

日內交回本公司理賠部 

 若本公司委任理賠師調查/評估您的損失，他將盡快到訪事發現場，並為你

的索償提供建議 

 如有任何索償查詢，請聯絡本公司理賠部。電話：2903 9388/ 電郵：

claims@hk.zurich.com 

 

被保人索賠程序 

mailto:claims@hk.zuri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