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傭易保」家傭保障計劃
為您與您的家傭提供保障
僱用家庭傭工可能是一個充滿挫折的繁瑣
過程。「傭易保」家傭保障計劃不但爲您
提供僱主法律責任的保障，同時亦能滿足
您與您的家傭的其他需求，為不可預見的
將來未雨綢繆。

作為僱主，您會否擔憂以下的情況？

自費醫療費用

對家傭的責任

您的新聘家傭未完成合約便提出辭
職？或您因其嚴重不當行為而解僱
她，並須支付額外費用再僱用另一
名家傭？

支付積少成多的家傭醫療
費用？或是因家傭患重病
而有機會導致的巨大經濟
負擔？

您的家傭在受僱期間因
意外受傷或死亡，作為
僱主所須承擔的法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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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家傭辭職或被解僱

1

透過「傭易保」家傭保險計劃，我們為您與您的家傭提供：
補聘家傭的安全網

家傭的醫療保障

如您因以下情況需要補聘家傭

靈活的醫療保障包括

• 在首份僱傭合約開始後三個月內辭職；或

•

•

家傭的不誠實行為或詐騙；或

• 家傭在沒有預先通知的情況下失蹤；或
• 家傭因蓄意行為或疏忽導致家中小童或老人損傷；或
• 家傭因健康狀況不適合繼續履行合約而被遣送返原居
地，
我們會賠償您補聘所需的費用。
減輕您的負擔
如您的家傭遇到以下情況，我們將提供每日
津貼以減輕您的負擔
• 連續住院超過三天以接受治療或手術；或
•

患上癌症或心臟病並需要連續放超過五天
病假。

同時可享網絡及非網絡的門診醫療保
障；

• 如家傭到訪特定網絡的普通科門診診
症，無需繳付自負費或申請索償；
• 可靈活選擇專科醫生、脊醫、物理治療師、中醫、跌打
及／或牙科治療1；
•

每保單年度高達80,000港元住院保障；

• 家傭亦可選擇以較方便的視像方式2接受診症。
為您提供的其他保障
• 保障您作為僱主的法律責任，每宗事故最
高保障可達 100,000,000港元。
• 因家傭的欺詐或不誠實行為而造成的經濟
損失。
• 因家傭的蓄意行為而導致家庭成員受傷的醫療費用保
障。

附加保障 – 心臟病及癌症保障
擔心家傭患重病所引致的巨額醫療費用？
想為您忠誠的家傭提供更好的醫療保障？

您可以考慮我們的附加保障。
每天只需多付少於0.5港元的保費，您的家庭傭工便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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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病及癌症的醫療保障3。

1 專科醫生，脊醫及物理治療師的診治必須由醫生的書面轉介。
2 只適用於網絡中一部分的普通科醫生。本保障不會支付由服務供應商收取的藥物運送費。
3 申請索償需提供由醫生證實確診後的詳細醫療報告及家傭受僱前之醫療檢查報告作審查。詳細
資料請參閱保單文件第二部份 – 保障中第11節 – 附加保障 – 心臟病及癌症保障。

2

僱員補償保險計劃
僱用本地鐘點家庭傭工之僱主可以選擇我們的「僱員補償保險計劃」。計劃只提供法例規定的僱主責任保障（保障表的第
一節）。

保障表
節數

保障範圍

最高保障額

1

僱主責任

每宗事故 100,000,000港元

2

補聘費用

每保單年度 5,000港元

3

服務中斷保障

4

忠誠保障

每保單年度10,000港元

5

家庭成員醫療費用

每保單年度5,000港元

6

家庭僱傭醫療費用

每日200港元（每保單年度最多30日）

a. 門診醫療費用
每年保障限額／每保單年度最高次數上限

非網絡保障

網絡保障

每保單年度3,000港元

每保單年度20次

每天最高次數上限

每天上限一次

(i) 普通科醫生

每次自負費用0港元

每次200港元

(ii) 專科醫生或脊醫

每次自負費用250港元

每次100港元

(iii) 物理治療師或中醫包括跌打

每次自負費用100港元

及每保單年度500港元

b. 入住醫院費用

每保單年度80,000港元

(i) 房租及膳食費用

每日300港元

(ii) 每次於醫院住院或日症病人或門診手術

15,000港元

7

牙齒護理費用

8

個人意外

100,000港元

9

遣送費用

每保單年度10,000港元

10

家庭僱傭個人法律責任

每宗事故100,000港元

每保單年度2,000港元

附加保障
11

標準計劃：每保單年度50,000港元

心臟病及癌症保障

特級計劃：每保單年度100,000港元

a. 門診醫療及住院費用

相同於第 6a 節及第 6b 節之個別限額

b. 其他治療

每次療程1,000港元

保費表
每位家庭傭工之保費4（港元）
「傭易保」家傭保障計劃

一年

兩年

946

1,798

•

附加保障（標準計劃）

150

300

•

附加保障（特級計劃）

300

600

350

不適用

ZPP-003-04-2021

僱員補償保險計劃

4 保費已包括保險徵費。

3

一般不承保事項
本保單將不會承保因下列事故直接或間接引致之損失或責任：
1. 任何投保前已存在之傷疾及先天性缺陷；
2. 戰爭、侵略、外敵入侵、敵對局面（不論正式宣戰與否）、內戰、叛亂、革命、暴亂、軍事政變或奪權行動、直接參與罷工、暴動或內亂或以任何形
式參與恐怖活動；
3. 自殺、企圖自殺、蓄意自我傷害、精神失常或神經系統失調或精神疾病，包括但不限於精神病、神經官能症、任何類別抑鬱症、厭食症、暴食症、變
性手術、精神分裂症及其他行為失常病症；
4. 受酒精或非由醫生處方之藥物之影響；酗酒、沈迷或濫用毒品；
5. 任何因分娩、流產、墮胎、妊娠引致的狀況，包括但不限於妊娠測試，產前、產後護理及其他與妊娠、避孕、避孕儀器、不育或其他引致懷孕或絕育
手術的方法有關之併發症；性病；
6. 閣下或閣下的家庭僱傭於申請投保時知悉或於家庭僱傭之保障生效日開始時正等候進行手術或正接受治療之身體損傷或疾病；
7. 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及／或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有關，包括愛滋病及／或其任何突變、衍生或變異所引致或因此而命名；
8. 參與任何違法行為，包括但不限於搶劫、濫用藥物或傷人；
9. 飛行，除非以付費乘客身份乘搭由持牌航空公司營運之正式持牌空中運載工具；以乘客或司機身份參與任形式的賽車，又或參加職業體育活動或家庭
僱傭可能或可以賺取收入或報酬的體育活動；在海拔5,000米以上進行高山遠足，或在40米水深以下潛水；
10. 任何受法律、條例或受保於其他保險公司所簽發之保單所保障而獲得補償之傷疾索償（第三節 – 服務中斷保障及第八節 – 個人意外除外），除非家
庭僱傭並不能就該等法律、條例或其他保單獲得全數賠償，則本公司只會負責賠償剩餘而無法從其他途徑追討的費用餘額；
11. 任何核子燃料、核子燃料燃燒後所產生的核子癈料或任何核子武器所產生的電離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12. 任何由網絡行為引致的意外、疾病及／或損傷；及／或
13. 癌症或心臟病的治療及／或手術（第十一節 – 附加保障 – 心臟病及癌症保障除外）。
有關承保範圍和不承保事項詳細資料，請參閱保單文件。

備註
1. 僱員補償保險計劃只包括僱主責任保障。
2. 「傭易保」家傭保障計劃只適用於處理家務及／或僱傭合約中指定家務職責的海外家庭傭工，並且其申請被本公司接受。
3. 就保障的第六節 – 家庭僱傭醫療費用及第七節 – 牙齒護理費用而言，等候期指在家庭僱傭之保障生效日起的15日內。在該等候期內，除了意外（只
限非網絡保障）外，本公司不會就任何原因提供保障。
4. 就保障的第十一節 – 附加保障 – 心臟病及癌症保障而言，等候期指在家庭僱傭之保障生效日起的90日內。在該等候期內，本公司不會就任何原因
提供保障。
5. 於第六節(b)的住院費用及第十一節附加保障 – 心臟病及癌症保障的每宗索償自負額為300港元。
6. 於第三節的服務中斷保障中住院的首三日或病假的首五天將不獲賠償。
7. 於第七節的牙齒護理費用包括大部分牙齒護理費的三份之二，例如口腔手術、膿腫治療、X-光照射、拔牙或補牙。牙醫費用不包括以下的治療：
• 口腔檢查
• 洗牙、磨光或清潔牙齒
• 鑲牙及牙根治療
• 任何齒橋
• 矯正鋼絲架或假牙的費用
8. 癌症只包診斷為呈現生長不受控制的惡性腫瘤和惡性細胞擴散，以致入侵及破壞正常組織。

多方面保障 輕鬆索償

掃描提交e索償

透過我們的「e索償」網上平台以方便快捷的方式申請索償。
只需掃描二維碼瀏覽 www.zurich.com.hk/eclaim 遞交申請，七個工作天完成門診醫療索償，並無需寄回收據正本5。
網上索賠申請僅需三分鐘即可完成。索償款項將直接通過銀行轉賬接收。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
•

電郵至 claims@hk.zurich.com

•

瀏覽 www.zurich.com.hk/contactclaims 預約時間，我們將根據預訂時間致電給您，以節省您的等待時間！

預約諮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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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網上提交足夠的門診醫療索賠文件後，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保留索取正本的權利。

本宣傳資料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保險合約的一部分，有關此項保障計劃的內容細則及不承保事項請參閱保單文件，如有任何差異，均以保單內之條
款細則為準，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保留最 終批核及決定權。如宣傳資料的中文譯本與英文有異，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4

關於蘇黎世保險
蘇黎世保險（香港）是蘇黎世保險集團轄下之機構，竭誠為個人、商業及企業客戶提供多方面又靈活的一般保險及人壽保險服務，照顧他們在保險、保
障及投資上的需要。集團在香港的業務始於1961年，至今已於本港一般保險市場上成為五大保險公司之一*及於投連險業務排名為香港第五位#。請瀏覽
www.zurich.com.hk了解有關蘇黎世保險（香港）的更多資訊。
蘇黎世保險集團（蘇黎世）是一家全球領先的多險種保險公司，為全球及本地市場的客戶提供服務。蘇黎世現有僱員約55,000名，為客戶提供各種財產
及意外保險和人壽保險產品及服務。公司客戶包括遍及超過215個國家和地區的個人、大中小型企業及跨國公司。集團總部設立在瑞士蘇黎世，公司成立
於1872年。蘇黎世的控股公司蘇黎世保險集團公司（ZURN）在瑞士證券交易所（SIX Swiss Exchange）上市，具有在OTCQX場外交易的一級美國存託
憑證計劃（ZURVY）。請瀏覽www.zurich.com了解有關蘇黎世的更多資訊
*
#

保險業監管局2020年1月至12月香港一般保險業務的臨時統計數字，以毛保費計算。
保險業監管局2020年1月至12月香港長期保險業務的臨時統計數字，以投資相連壽險業務的有效直接業務保單數目及保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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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於瑞士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港島東華蘭路18號港島東中心25-26樓
電話：+852 2968 2288 傳真：+852 2968 0639

網址：www.zurich.com.hk

在此展示的商標於全球多個司法轄區以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的名義註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