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項 - 家居財物保險 最高賠償額（港元）

家居財物 計劃 A
每年 $500,000

計劃 B
每年 $1,000,000

計劃 C
每年 $1,500,000

每件 $75,000

貴重物品 每年 $150,000（每件$3,000）

第一項附加保障

1.1 短暫寄存保障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50,000

1.2 維修期間引致的損壞 工程費用不得超過 $30,000及施工期須以兩個月為限

1.3 家居搬遷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50,000

1.4 出租房屋保障 任何一件貴重物品上限 $3,000
（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30,000）

非貴重物品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75,000
（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75,000）

1.5 個人財物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1,500

1.6 現金和信用卡保障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3,000

1.7 門鎖及鑰匙更換費用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2,500

1.8 冷藏食品及飲品保障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5,000

1.9 臨時住所及傢俱暫存費用 每日 $1,500，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50,000

1.10 廢棄物清理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25,000

1.11 家傭財物保障 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1,500

1.12 致命意外保障 由火災及入室盜竊引致，每人 $50,000

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200,000

1.13 入屋搶劫 / 偷竊現金保障 每人 $5,000，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20,000

1.14 山泥傾瀉及地陷保障 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為所選的家居計劃保障金額

第一項 - 自負額 每次損失

由水引起的損失 樓齡 30 年或以下及非獨立屋／村屋: $2,000
樓齡大於 30 年或獨立屋／村屋: $3,000 或損失的 5%，以較高者為準

維修期間引致的損壞

由水引起的損失 $10,000 或損失的 10%，以較高者為準

其他損失 $10,000 

家居搬遷 $1,000 

山泥傾瀉及地陷保障 10,000或損失的 10%, 以較高者為準

其他損失 樓齡 30 年或以下及非獨立屋／村屋: $500
樓齡大於 30 年或獨立屋／村屋: $1,000

第二項 - 全球個人物品 最高賠償額（港元）

全球個人財物 每年 $10,000 
每件 $3,000

第二項附加保障

全球現金保障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3,000

全球信用卡保障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3,000

全球個人文件補發保障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 $3,000

第二項 - 自負額 每次損失 $500

保障表

立橋家居保險

家居風險防不勝防，未雨綢繆，免受突如其來的家居意外
影響。

全面保障物業業主、租客的安樂窩！

即時報價及投保熱線：+852 2884 8888



第三項 - 第三者法律責任 最高賠償額（港元）

第三者法律責任 每次事故及每個保單年度合計上限$10,000,000

第三項附加保障

(1) 公用地方業主責任 同上

(2) 租客對租住樓宇的責任 同上

(3) 獨立承判商的責任 同上
唯工程費不多於$30,000及施工期須以兩個月為限

第三項 - 自負額（只適用於 (3) 獨立承
判商的責任）

每次損失

由水引起的損失 $10,000或損失的10%, 以較高者為準

其他損失 $10,000 

保障表（續）

計劃 A

每年最高保障額（港元）: $500,000

建築面積（以平方呎計算） 實用面積（以平方呎計算） 全年保費（港元）

500 或以下 400 或以下 $588 

501 - 800 401 - 600 $788 

801 - 1050 601 - 800 $988 

計劃 B

每年最高保障額（港元）: $1,000,000

建築面積（以平方呎計算） 實用面積（以平方呎計算） 全年保費（港元）

500 或以下 400 或以下 $888 

501 - 800 401 - 600 $1,088 

801 - 1,050 601 - 800 $1,288 

1,051 - 1,350 801 - 1,000 $1,488 

1,351 - 1,600 1,001 - 1,200 $1,688 

1,601 - 2,000 1,201 - 1,500 $1,888 

2,001 - 2,500 1,501 - 2,000 $2,388 

計劃 C

每年最高保障額（港元）: $1,500,000

建築面積（以平方呎計算） 實用面積（以平方呎計算） 全年保費（港元）

1,051 - 1,350 801 - 1,000 $1,888 

1,351 - 1,600 1,001 - 1,200 $2,088 

1,601 - 2,000 1,201 - 1,500 $2,288 

2,001 - 2,500 1,501 - 2,000 $2,888 

保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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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ervice@wli.com.hk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
11樓1116-1118室

+852 2884 8888 www.wli.com.hk

本家居保險計劃由立橋保險有限公司承保。

上述宣傳單張內容僅提供家居保險計劃的一般資料，只供參考之用，並非保單的一部份。有關保障範圍、不保事項、保單詳情及
條款，請參閱保單文件。如果保單文件與此單張內容不符，則以保單文件為準。此單張旨在香港派發，不能詮釋為在香港以外提
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立橋保險的任何產品的要約、招攬及建議。如有查詢，歡迎瀏覽www.wli.com.hk或致電立橋保險有限公司客
戶服務熱線：+852 2884 8888。

「立橋保險」、「本公司」或「我們」是指立橋保險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