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家居保是由勞合社成員承保 

 
 
 
 
 
 
 

勞合社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險市場，已超過 300 年歷史。勞合社是由 
英國政府財經部門管轄。勞合社的保單持有人享有一系列的保障， 
包括勞合社成員本身的資產，勞合社成員基金及勞合社中央基金。 

 
此家居保單張是由以下保險代理提供： 

 

 
 
 
 
 
 
 
 

LLOYD’S 

恒信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摩理臣山道 9 號天樂廣場 35 樓 
電話 : 2891 0298 
傳真 : 2891 7063 
電郵 : hanson@hanson-insurance.com.hk 
網址 : www.hansongroup.hk 

 

 

 
LLOYD’S 

 



    

恒恒恒恒    信信信信 家家家家 居居居居 保保保保 簡簡簡簡 介介介介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本單張只作一般性簡介，有關保障的條款細則及不承保範圍，請參閱正式保單。此單張中文版本力求符合英文 
版原意，若有任何爭議，概以英文版為準。如有需要，可向本公司索取保單樣本以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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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 
 
 
    
 
 
 
 
 
    
 
 
 
 
 
 
 
 
 
 
 
 
 
    
 
 

基本保障基本保障基本保障基本保障 - 家居設施及財物部份家居設施及財物部份家居設施及財物部份家居設施及財物部份 
 
主要保障主要保障主要保障主要保障 
你和你的家庭成員在家居內對下列家居設施及財物因意外事故而引致的損

失，賠償按照以” 以新代舊” 條款計算賠償，無須扣除折舊，但每個項目各

有其指定最高賠償限額如下： 

。。。。 一般家居設施 - 沒有個別限額。 

。。。。 個人財物 - 每件 HK$20,000。 

。。。。 個人証件 - 每宗事故 HK$3,000及每年不超過 HK$25,000。 

。。。。 個人金錢 - 每宗事故 HK$3,000及每年不超過 HK$25,000。 

。。。。 個人貴重物品 - 每件 HK$15,000及每年不超過 HK$200,000。 

每宗事故的免賠額每宗事故的免賠額每宗事故的免賠額每宗事故的免賠額 
。。。。 HK$200 

免費額外保障免費額外保障免費額外保障免費額外保障 
下面列出的最高賠償金額已包括於基本保障最高賠償额內 

1. 家居維修翻新家居維修翻新家居維修翻新家居維修翻新 - 因家居工程(總額不超過 HK$100,000及工程期限不超過

45 天)發生意外事故而引致個人財物損失。 

2. 臨時居所臨時居所臨時居所臨時居所 - 因家居發生意外事故而不適居住，每天 HK$1,500及不超過

45 天。 

3. 易碎物品易碎物品易碎物品易碎物品 - 因家居發生意外事故而引致損失，每宗事故 HK$3,000。 

4. 盜竊損壞盜竊損壞盜竊損壞盜竊損壞 - 用於更換門窗，門鎖，鑰匙的費用，每宗事故 HK$3,000。 

5. 信用咭被盜用信用咭被盜用信用咭被盜用信用咭被盜用 - 全球適用，每宗事故 HK$5,000。 

6. 家傭財物家傭財物家傭財物家傭財物 - 因家居發生意外事故而引致家傭的個人財物損失，每宗事故

HK$3,000。 

7. 搬遷保障搬遷保障搬遷保障搬遷保障 - 於香港境内並由專業的搬運公司負責運送時因意外事故而

引致個人財物損失，每宗事故 HK$25,000。 

8. 全新購置居所全新購置居所全新購置居所全新購置居所 - 於香港境内全新購置居所首 30 天因意外事故而引致個

人財物損失，每宗事故 HK$50,000。 

9. 個人証件個人証件個人証件個人証件 - 遺失後補領的費用，全球適用，每宗事故 HK$3,000 

及每年不超過 HK$25,000。 

10. 個人現金個人現金個人現金個人現金 - 於香港境內遺失，每宗事故 HK$3,000及每年不超過

HK$25,000。 

11. 冰箱食物冰箱食物冰箱食物冰箱食物 - 保障 10 年以下冰箱因意外故障引致食物變壞，每宗事故

HK$3,000及每年不超過 HK$25,000。 

12. 災場清理費用災場清理費用災場清理費用災場清理費用 - 每宗事故 HK$50,000。 

13. 短暫寄存短暫寄存短暫寄存短暫寄存 - 因清潔、修理或維修工程而需寄存在其他地方時因意外事

故而引致個人財物損失，每宗事故 HK$25,000。 

14. 香港境内個人財物香港境内個人財物香港境内個人財物香港境内個人財物和和和和貴重物品貴重物品貴重物品貴重物品 - 每宗事故 HK$10,000。 

 

基本保障基本保障基本保障基本保障 - 個人責任部份個人責任部份個人責任部份個人責任部份 

主要保障主要保障主要保障主要保障 

你和你的家庭成員及你的家傭(只限於向你和你的家庭成員提供家傭服務期

間) ： 

。。。。 個人責任 - 全球性的個人活動， 

。。。。 場所責任 - 作為家居物業的使用者或居住者及在香港境內租用公共倉庫

作為儲存家居設備及個人財物的使用者， 

。。。。 竉物責任 - 在香港境內擁有重量少於 30 公斤的貓或狗並且不被香港漁

農自然護理署列為格鬥及已知危險狗隻， 

引致第三者的人身傷亡及/或財物損失所需承擔的責任。基本保障賠償额內

已包含所需的理賠及法律費用。 

每宗事故的免賠額每宗事故的免賠額每宗事故的免賠額每宗事故的免賠額 
。。。。 自住家居保沒有免賠額。 

免費額外保障免費額外保障免費額外保障免費額外保障 
各項賠償額包括於基本保障最高賠償額內： 

1. 家居维修翻新家居维修翻新家居维修翻新家居维修翻新 - 因家居工程(總額不超過 HK$100,000及工程期限不超過

45 天) 引致的第三者人身傷亡及/或財物損失所需承擔的責任。 

2. 物業業主責任物業業主責任物業業主責任物業業主責任 - 業主在受保物業的公共地方的第三者人身傷亡及/或財

物損失所需分攤的責任。 

3. 物業租客責任物業租客責任物業租客責任物業租客責任 - 你和你的家庭成員作為租客對業主的物業，傢俱設備及

各項改善設施的意外損壞所需承擔的責任。 

4. 全新購置居所全新購置居所全新購置居所全新購置居所 - 於香港境內全新購置的居所首 30 天的第三者人身傷亡

及/或財物損失所需承擔的責任。 

5. 倉儲租客責任倉儲租客責任倉儲租客責任倉儲租客責任 - 你在香港境內租用公共倉庫作為儲存家居設備及個人

物件的租用者對業主的物業設備及各項改善設施的意外損壞所需承擔的

責任。 

自選附加項目自選附加項目自選附加項目自選附加項目 
 

下列附加保障的各項賠償額包括於基本保障最高賠償額內: 

* 全球個人財物及貴重物品保障全球個人財物及貴重物品保障全球個人財物及貴重物品保障全球個人財物及貴重物品保障-以基本保障的有關項目賠

償額為限 

* 全球表列個人貴重物品保障全球表列個人貴重物品保障全球表列個人貴重物品保障全球表列個人貴重物品保障 

* 投資物業保障投資物業保障投資物業保障投資物業保障(限於香港境內的投資物業) 

1. 財產保障財產保障財產保障財產保障 

業主提供的家居設施及下列各項額外保障: 

。。。。家居維修翻新 - 因家居工程(總額不超過 HK$100,000

及工程期限不超過 45 天) 發生意外事故而引致業主提

供的家居設施損失。 

。。。。盜竊損壞 - 更換門窗，門鎖，鑰匙的費用，每宗事故

HK$3,000。 

。。。。災場清理費用 - 每宗事故 HK$50,000。 

。。。。短暫寄存 - 因清潔、修理或維修工程而需寄存在其他

地方時因意外事故而引致個人財物損失，每宗事故

HK$25,000。 

2. 業主責任保障業主責任保障業主責任保障業主責任保障 
作為家居物業的業主引致第三者的人身傷亡及/或財物損

失所需承擔的責任及下列各項額外保障: 

。。。。家居維修翻新 - 因家居工程(總額不超過 HK$100,000

及工程期限不超過 45 天) 引致的第三者人身傷亡及/或

財物損失所需承擔的責任。 

。。。。物業業主責任 - 作為家居物業的業主對於物業的公共

地方引致的第三者人身傷亡及/或財物損失所需分攤的

責任。 

 

 
主要不承保範圍主要不承保範圍主要不承保範圍主要不承保範圍 
 

請參閱正式保單內訂明的不承保範圍，主要項目包括： 

。。。。 可攜性電子產品(包括手提電話、傳呼機、電腦、電子手賬、影視器材及遊戲

機) 、隱形眼鏡、商業或專業用設備，貴重文件紙張的遣失或損壞。 

。。。。 樹木、植物、家居寵物及放置於屋頂、天台或空地上財物的遣失或損壞。 

。。。。 家中連續六十日以上無人居住，在此期間發生的盜竊或水浸損壞。 

。。。。 財物於無人看管的汽車內遭盜竊。 

。。。。 財物遭居所內的合法住戶作惡意破壞及損壞。 

。。。。 運動進行中所遺失或損壞的運動用品或設備。 

。。。。 僱主責任。 

。。。。 商業或專業責任。 

。。。。 財物受託寄存。 

。。。。 因擁有、佔用及使用土地或建築物而引致的法律責任，作家居用途的除外。 

。。。。 在你或你的家庭成員的知悉下，由於非法或未經授權改動的建築結構而引致的 

  法律責任。 

。。。。 因擁有、駕駛或使用汽車、飛機和船隻而引致的法律責任。 

。。。。 因戰爭、恐怖活動、核能或資訊科技風險而引致的損失或破壞。 

。。。。 因石綿、輻射及污染而引致的損失或破壞。 

。。。。 因資訊科技風險而引致的損失或破壞。 

 

投保人需注意重要事項投保人需注意重要事項投保人需注意重要事項投保人需注意重要事項 
 

資料披露資料披露資料披露資料披露 - 閣下有責任在申請本保險計劃批核過程中，不論是有利與否的風險因

素，都應如實披露全部事實資料。特別重要的是閣下必需對你呈報給我司作本保

險計劃批核的相關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感到滿意。若違反上述的披露責任可能

會影響保單的權益，甚至可能會導致整份保單無效。 

 

 
 
每宗事故 HK$50,000 
承保金額按雙方同
意的價值 
 

 

HK$50,000 

 

 

 

 

 

 

 

 

 

 

每宗事故 HK$2,000,000 

 

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 

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 

每宗事故 
HK$1,000,000 

每宗事故 
HK$2,000,000 

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最高賠償額 



 

恒 信 家 居 投 保 書 

       投保人資料 
 

先生      太太       小姐     業主        業主及出租       租客 

投保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 本 家 居 保 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擬生效日期 :  由                                                (日 / 月 / 年) 起十二個月有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保居所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築面積:                            平方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保費:      建築面積(平方呎)      每年保費              建築面積(平方呎)      每年保費 
     500 或以下  HK$486    901 to 1,200  HK$1,152 

     501 to 700   HK$630    1,201 to 1,500  HK$1,440 

     701 to 900   HK$900    1,500 以上          需另行報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免賠額: 家居設施及財物部份每宗事故 HK$2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選附加保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個人財物及貴重物品保障           是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表列個人貴重物品保障         是  否 
(請呈報明細表及收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資物業保障           是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 本 承 保 批 核 所 需 資 料 
 
 
1. 投保住宅是否位於樓宇的地庫， 地下或一、二、三樓？         是  否 

2. 除閣下及閣下的家庭成員外，投保住宅有否供其他人使用？        是  否 

3. 投保住宅有否被使用作非私人住宅用途？            是  否 

4. 投保住宅的樓宇建築樓齡是否已超過三＋年？           是  否 

5. 投保住宅的樓宇包括屋頂不是全用磚、石或三合土建成？         是  否 

6. 閣下以往投保/購買家居保時，曾否遭任何保險公司拒絕受保，拒絕續保， 

取消保單或附加特别條款？              是  否 

7. 如閣下已購買家居保，在最近三年內，曾否向保險公司索償？        是  否 

 

上述問題的答案如果 ”是” ，請呈交更詳細資料供承保審核。 

 

備註 

本保險是根據恒信家居保的標準保單條款而訂定，如需要保單樣本，請向本公司索取。 

閣下呈交本投保書給本公司即表示閣下接纳保單的保條件，各項條款細則及不受保障項目。在投保書未被確認接納

前，本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聲明 

投保人聲明及同意上述填報的一切資料均屬確實完整，並同意本投保書和聲明作為與本公司和投保人所訂立及延續保

險合約的根據。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人／本公司簽署這聲明時已明白、確知及同意附於這聲明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人／本公司不同意使用本人／本公司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 

 

向保險經紀支付佣金聲明 

本人／本公司明白、確知及同意，承保的保險公司會就本人／本公司購買及接受其簽發的保單，於保單有効期內(包括

續保期)向負責安排有關保單的獲授權保險經紀支付佣金。假如申請人／受保人為法人團體，代表申請人／受保人簽署

的獲授權人員現向承保的保險公司確認他／她已獲該法人團體授權。本人／本公司亦明白承保的保險公司必須取得本

人／本公司的同意，才可以處理其保險申請。 

 
 
 
 
 
 
                                                                                      
日期 (日 / 月 / 年)          投保人簽署 
 
 
 
如沒作答的問題，均視作為否定答覆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文內簡稱為〝本聲明〞) 

為依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本文內簡稱為〝本條例〞)，恒信保險顧問有限公司代理勞合社(本文內簡稱為〝本公司〞)特此通知閣下以下事項： 

1. 在申請及接受保險產品及服務時，及當本公司提供與保險產品及服務相關之其他服務時，閣下有需要不時向本公司提供個人資料。若閣下未能提供該等資料，

可能會令本公司無法處理閣下的保險申請或向閣下提供或繼續提供保險產品及服務及／或其他相關服務。本公司亦可能會在日常業務運作的過程向閣下收集資

料，例如當閣下向本公司提出保險索償或當在一般情況下以口頭或書面形式與本公司溝通。 

2. 個人資料收集目的 

 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會用作下列用途： 

 1) 處理保險產品及服務時的申請； 

 2) 為閣下提供保險產品及服務及處理閣下就本公司的保險產品及服務提出的要求，包括但不限於要求增加、更改或删除保障項目及範圍、訂立直接付款

安排及保單取消、更新或復効申請； 

 3) 處理、判定保險索償及就索償抗辯，包括進行任何附帶調查； 

 4) 執行與所提供的保險產品及服務相關的功能及活動，如核實身份、資料核對及再保險之安排； 

 5) 行使本公司不時向閣下提供保險產品及服務而享有的權利，例如向閣下追討欠款； 

 6) 設計保險產品及服務以提升本公司的服務質素； 

 7) 製作數據及進行研究； 

 8) 營銷服務、產品及其他標的(詳情請參閱本聲明第4.段) ； 

 9) 履行根據下列對本公司具有約束力或適用或期望其遵守的就披露及使用資料的義務、規定及／或安排： 

  a) 不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本文內簡稱為〝香港〞) 境內或境外及不論目前或將來存在的對其具法律約束力或適用的任何法律； 

  b) 不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及不論目前或將來存在的任何法律、監管、政府、稅務、執法或其他機關，或保險或金融服務供應商的自律監管或行業

組織或協會所作出或發出的任何指引或指導；或 

  c) 本公司因其位於或跟相關本地或海外的法律、監管、政府、稅務、執法或其他機關，或保險或金融服務供應商的自律監管或行業組織或協會的

司法管轄區有關的金融、商業、業務或其他利益或活動，而向該等本地或海外的法律、監管、政府、稅務、執法或其他機關，或有關的自律監

管或行業組織或協會承擔或被彼等施加的任何目前或將來的合約或其他承諾； 

 10) 遵守本公司為符合制裁或預防或偵測清洗黑錢、恐怖分子融資活動或其他非法活動的任何方案就於本公司內共用資料及資訊及／或資料及資訊的任何

其他使用而指定的任何義務、要求、政策、程序、措施或安排； 

 11) 允許本公司的權益或業務的實際或建議承讓人、受讓人、參與人或附屬參與人，就擬涉及的轉讓、出讓、參與或附屬參與的交易進行評的；及 

 12) 與上述有關的其他用途。 

3. 個人資料的轉移 

 存於本公司的個人資料將會保密，但本公司可能會向以下各方透露該等資料作本聲明第2.段所列出的用途： 

 1) 任何代理人、承包人或就本公司之業務運作，包括行政、電訊、電腦、付款、資料處理、儲存、調查和收數服務，或就與保險產品及服務相關之其他

服務，向本公司提供服務的第三方服務供應者(如公證行、理賠調查員、收數公司、資料處理公司及專業顧問)； 

 2) 任何對本公司負有保密責任的其他人士； 

 3) 與本公司有或將有商業往來的再保險公司； 

 4) 本公司為遵守任何法律規定，或根據法律、監管、政府、稅務、執法或其他機關，或保險或金融服務供應商的自律監管或行業組織或協會所作出或發

出對本公司具有約束力或適用或期望其遵守的規則、規例、實務守則、指引或指導，或根據本公司向本地或外地的法律、監管、政府、稅務、執法或

其他機關，或保險或金融服務供應商的自律監管或行業組織或協會的任何合約或其他承諾(以上不論於香港境內或境外及不論目前或將來存在的)，而

有義務或以其他方式被要求向其作出披露的任何人士或機構； 

 5) 本公司的權益或業務的任何實際或建議承讓人、受讓人、參與人或附屬參與人； 

 6) 第三方獎賞、客戶或會員、品牌合作及優惠計劃供應商； 

 7) 本公司的品牌合作夥伴；及 

 8) 本公司為就本聲明第2.8)段所列明的用途而聘用的外判服務供應商(包括但不限於郵寄公司、電訊公司、電話銷售和直接促銷代理、電話服務中心、數

據處理公司和資訊科技公司)。 

 該等資料可能被轉移至香港境外。 

4. 在直接促銷中使用個人資料 

 本公司可能把閣下的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除非本公司已取得閣下的同意(包括表示不反對)，否則本公司並不可以如此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但條例所指明

信明的豁免情況除外。就此，請注意： 

 1) 本公司可能把本公司不時持有閣下的姓名、聯絡資料、產品及服務組合資料、交易模式及行為、財務背景及人口統計數據用於直銷； 

 2) 本公司可能就下列服務、產品及促銷標的進行促銷： 

  a) 保險及相關產品及服務； 

  b) 獎賞、客戶或會員或優惠計劃及相關服務及產品；及 

  c) 本公司的品牌合作夥伴提供之服務及產品； 

 3) 上述服務、產品及促銷標的可能由本公司及／或下列各方提供： 

  a) 第三方獎賞、客戶或會員、品牌合作及優惠計劃供應商；及／或 

  b) 本公司之品牌合作夥伴。 

 如閣下不希望本公司使用閣下的資料作上述直接促銷用途，閣下可通知本公司行使閣下的選擇權拒絕促銷。閣下可根據本聲明第5.段所提供的聯絡方法以書面

向本公司的個人資料保障主任提出有關要求，或於有關的申請表格內向本公司表達閣下拒絕促銷的意願(如適用)。 

5. 查閱及改正資料權利 

 根據條例規定，閣下有權查詢本公司是否持有閣下的個人資料及要求索取該等資料的複本，並要求本公司就不準確的資料作出改正。閣下如欲行使有關權利，

請以書面郵寄至香港灣仔摩理臣山道9號天樂廣場35樓，或傳真至(852)28917063向本公司的個人資料保障主任提出。 

6. 閣下亦有權根據本聲明弟5.段所提供的聯絡方法向本公司的個人資料保障主任索取本公司持有的個人資料的種類。 

7. 本公司祇會根據上述任何用途上的合理需要或適用法例或規例規定的期間保存閣下的個人資料。 

8. 如閣下對本聲明有任何疑問，請供本公司的個人資料保障主任聯絡。 

9. 根據條例，本公司有權就辦理任何查閱資料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10. 本聲明不會限制客户在條例下所享有的權利。 

11. 本公司保留修改本聲明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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