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蘭聯保「家傭全險」常見問題概覽
關於保單

「家傭全險」保障什麼？
2. 「家傭全險」有沒有癌症及心臟病醫療費用的保障？
3. 「家傭全險」包括「僱主責任」保障嗎？
4. 如果我轉了新地址，應該怎樣通知貴公司？
5. 我的家傭合約已完結，現在，我將僱用新的家傭，如何辦理更新保單家傭資料手續？
6. 我的家傭已經到港亦開始工作，但我忘記通知貴公司更改家傭資料。我可否將家傭保障的生效日追溯到家傭
到港當日？
7. 我的前家傭及新家傭因交接工作，而需要同一時間受保障，我可以怎樣做？
8. 如果我的家傭合約中斷，又不再聘請新的家傭，我可以取消保單嗎？
9. 我可以轉讓保險單給我的朋友嗎?
10. 我可以延長保障期多久?
11. 如果家傭在休假期間發生意外受傷，有沒有保障?
12. 如果我的家傭因傷病不能留港工作，我有保障嗎？
13. 我重新聘用家傭的費用可以得到賠償嗎？
14. 如果家傭的欺詐行為令我蒙受金錢損失，我有保障嗎？

1.

關於索償

如果我的家傭因傷病到診所或醫院門診部求診，我有保障嗎？
16. 如果我的家傭因傷病入院，我可以怎樣索償？
17. 牙齒疾患有保障嗎？
18. 如果家傭因工受傷，我應該怎樣索償？
19. 若我索償任何項目，有沒有遞交索償文件的時限？
20. 如果正本收據郵寄失誤，我可以怎樣做？

15.

請於往後頁面查閱以上問題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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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可獲賠償，每年最高賠償額為 3,000 港元。
保障十：家傭個人法律責任
閣下的家傭在受僱期間因疏忽導致他人（不包括閣下
及家人）身體受傷或財物受損所須承擔之法律責任，
最高賠償額為每年 500,000 港元。

關於保單
1.

「家傭全險」
家傭全險」保障什麼？
保障什麼？

「家傭全險」為閣下及家傭提供多項保障，包括：
保障一：僱主責任（僱員補償保險）
最高賠償額為 100,000,000 港元。
保障二：診療費用
最高賠償額為每年 4,000 港元，每天每次最高賠償額
為 200 港元，註冊或表列中醫師治療（包括跌打）
及物理治療，每天每次最高賠償額為 100 港元，每
年 500 港元為上限。
保障三：外科手術及住院費用
最高賠償額為每年 30,000 港元。
保障四：牙科費用
昆士蘭聯保負責三分之二費用之賠償，最高賠償額為
每年 1,500 港元。
保障五：個人意外受傷保障
家傭在休假期間並非因工而意外死亡或永久性完全
傷殘最高賠償額為 200,000 港元。
保障六：中斷服務現金津貼
家傭因意外或生病需入院治療，由第四天開始，每天
可獲 200 港元現金津貼，最高賠償額為每年 6,000
港元。
保障七：運送費用
如家傭經註冊醫生證明因受傷或疾病或死亡而導致
不能留港工作或因而死亡，僱傭合約被終止，昆士蘭
聯保代為支付以下實際、必須及合理之費用：
(a) 以國際航機（經濟客位）將家傭送返原居國家；
或
(b) 處理遺體及將遺體運到原居國家最近殮葬處的
機場。
實際賠償最高賠償額為 20,000 港元。
保障八：重新聘用家傭費用
如於上列第七項保障所述之情況下運送家傭回國，閣
下除可獲運送費用賠償外，本計劃將支付閣下因重新
聘請家傭所需之實際費用，最高賠償額為每年
10,000 港元。
保障九：家傭忠誠保障
因家傭之欺詐行為導致你蒙受金錢上之損失，實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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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那麼，以上保障所需
以上保障所需費用為多少？
費用為多少？
 一年保費為 750 港元
 兩年保費為 1,350 港元
1.2 我可以只買香港法例所規定的基本
我可以只買香港法例所規定的基本保障嗎
基本保障嗎？
保障嗎？
可以，閣下可選擇第一項及第五項，即「僱主責
任」及「個人意外受傷保障」：
 一年保費為 450 港元
 兩年保費為 810 港元
1.1

2.

「家傭全險」
家傭全險」有沒有癌症及心臟病醫
有沒有癌症及心臟病醫療費用的
保障？
保障？
「診療費用」、「外科手術及住院費用」及「中斷服
務現金津貼」均不保障癌症或心臟病。不過，只要
支付額外保費，癌症及心臟病之醫療費用將可納入
附加保障範圍：

那麼，
那麼，以上附加
以上附加保障所
附加保障所需
保障所需額外費用為多少
額外費用為多少？
費用為多少？
 一年保費為 250 港元
 兩年保費為 450 港元
2.2 癌症及心臟病的賠償限額與其他病症一樣嗎
癌症及心臟病的賠償限額與其他病症一樣嗎？
如果閣下選擇「癌症及心臟病」附加保障，則該
病症的「外科手術及住院費用」賠償額將提升至
最高 100,000 港元，同時也將獲得「中斷服務現
金津貼」保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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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傭全險」
家傭全險」包括「
包括「僱主責任」
僱主責任」保障嗎？
保障嗎？

4.

如果我轉了新地址，
如果我轉了新地址，應該怎樣通知貴公司？
應該怎樣通知貴公司？

「家傭全險」包括「僱主責任（僱員補償保險）」保
障，保障僱主在僱員補償法例規定下，對家傭在受
僱期間因工作引起疾病、受傷或死亡而須承擔之賠
償責任。最高賠償額為 100,000,000 港元。

閣下可以郵寄、電郵或傳真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將盡
快更新保單資料。
 郵寄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域大
廈西翼 17 樓
 電郵地址：info.hk@qbe.com.hk



5.

傳真：(852) 3607 0300

11.2

我的家傭合約已完結，
我的家傭合約已完結，現在，
現在，我將僱用新的家
傭，如何辦理更新保單家傭資料手續？
如何辦理更新保單家傭資料手續？

請閣下將新家傭的全名、出生日期、及國藉及護照副
本以郵寄、電郵或傳真至本公司，以便更正保險單上
的資料。請留意，每位新家傭之保障生效日起計首
10 天為等候期，等候期內投保人所支付的任何有關
保障二、三、四及六的費用將不會獲得賠償。但保障
一、五、七、八及九則即日生效。
6.

12.

我的家傭已經到港亦開始工作，
我的家傭已經到港亦開始工作，但我忘記通知貴
公司更改家傭資料。
公司更改家傭資料。我可否將家傭保障的
可否將家傭保障的生效日
追溯到家傭
追溯到家傭到港
家傭到港當日
到港當日？
當日？
我的前家傭及新家傭因交接工作，
我的前家傭及新家傭因交接工作，而需要同一時
間受保障，
間受保障，我可以怎樣做？
我可以怎樣做？
閣下的前家傭及新家傭要是因交接工作而在一個月
之內，投保人只需額外支付保費 100 港元，便可以讓
兩名家傭同時間獲得保障。 不過請留意，這項指示
必須透過郵寄、電郵或傳真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8.

13.

如果我的家傭合約
如果我的家傭合約中斷
傭合約中斷，
中斷，又不再聘
又不再聘請新的
請新的家傭，
家傭，
我可以取消保單嗎？
我可以取消保單嗎？
可以，請閣下把正本保單及取消通知書郵寄回本公
司，本公司以收到保單正本當日為取消日。請留意保
單設有最低收費 450 港元。

9.

14.

不可以，保單是不可轉讓的。

我可以延長保障期多久
我可以延長保障期多久?

11.

如果家傭在休假期間發生意外受傷，
如果家傭在休假期間發生意外受傷，有沒有保
障?

閣下可視乎需要延長保障期。每月保費是全年保費的
10%，兩個月的保費是全年保費的 20%，如此類推。
最低收費為 100 港元。

有。「家傭全險」也提供「個人意外受傷賠償」， 保
障家傭在休假期間並非因工而意外受傷，12 個月內
因該傷導致死亡或永久性完全殘廢，可獲此項賠償。
11.1 賠償上限是多少
賠償上限是多少？
是多少？
最高賠償額為 2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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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新聘用家傭的費用可以得到
我重新聘用家傭的費用可以得到賠
可以得到賠償嗎？

若閣下符合「運送費用」保障的條件，除可獲「運送
費用」賠償外，也可獲「重新聘用家傭」費用的賠償。
13.1

我可以轉讓保險單給我的朋友嗎?

10.

如果我的家傭因傷病不能留港工作，
如果我的家傭因傷病不能留港工作，我有保障
嗎？

如果家傭經註冊西醫證明因受傷或患有嚴重疾病或
死亡而導致不能留港工作而要終止僱傭合約，閣下可
申請「運送費用」賠償。「運送費用」包括以下實際、
必須及合理之費用：
 以國際航機（經濟客位）將家傭送返原居國家；
或
 處理遺體及將遺體運到原居國家最近殮葬處的機
場
12.1 有沒有賠償上限？
有沒有賠償上限？
有。最高賠償額為 20,000 港元。
12.2 有沒有不保事項？
有沒有不保事項？
不保事項：
 家傭遺體從香港以外地區運返原居國家
 因任何在香港以外地區發生之事故引致家傭
或其遺體的遣返或運送原居國家

不可以，本公司只可以由閣下通知本公司當日起開始
更正家傭資料，而不可以以早於當日或追溯到家傭抵
港日為保單生效日期。

7.

任何意外受傷都可獲賠償嗎？
任何意外受傷都可獲賠償嗎？
不是。保障不包括任何形式之騎策、駕車比賽或
用供氧設備輔助呼吸之水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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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賠償上限?
有。最高賠償額為每年 10,000 港元。

如果家傭令我蒙受金錢損失，
如果家傭令我蒙受金錢損失，我有保障嗎？
我有保障嗎？

如果因為家傭的欺詐行為導致閣下蒙受金錢上的損
失，「家傭全險」的「家傭忠誠保障」可保障閣下的
實際損失。
14.1 有沒有賠償上限?
有。最高賠償額為每年 3,000 港元。

中醫師的診治及處方中藥可獲得
醫師的診治及處方中藥可獲得
賠償嗎？
？
賠償嗎
是的，如果閣下為家傭投保我們
新版本的家傭保險產品，
保障支付於正式註冊或表列中
醫求診之費用將與接受跌打及物
理治療之費用相同，為每次最高
100 港元賠償，及全年限額 500 港元。
15.6 任何疾病都可獲賠償嗎?
不是。以下情況或疾病並不可獲賠償：
在保險生效前已存在的傷病、等候期內患病或
受傷、在香港以外接受的治療、精神病、性病、
先天性異常或畸形、不育、絕育、避孕、懷孕、
生育、心臟病、癌病、療養、脊醫、預防針、
體格檢查、美容或整形手術、自殺、酗酒、石
棉、服用非經註冊醫生處方指定之麻醉品或藥
物、到藥房自行配藥、愛滋病或其相關的病徵、
戰爭或有關風險，或恐佈主義活動等。
15.5

關於索償
15.

如果我的家傭因傷病到診所或醫院門診部求
診，我有保障嗎？
我有保障嗎？

閣下可得到「診療費用」保障。「診療費用」包括註
冊西醫、註冊或表列中醫師（包括跌打）及註冊物
理治療師的收費。
15.1 那麼，
那麼，我可怎樣索償?
為使客戶獲得最快捷的賠償，本公司已簡化索
償程序，豁免客戶填寫「家傭保險門診索償申
請表」。
若閣下的家傭到私家診所或私立醫院門診部求
診，閣下只須提交由註冊西醫、註冊或表列中
醫師（包括跌打）及註冊物理治療師發出的正
本收據，收據上面需列明家傭全名、病症、求
診日期及診金。請閣下在收據背面寫上僱主（即
閣下）的全名、保單號碼及聯絡電話，然後寄
回本公司。
若閣下的家傭到公立醫院門診部或政府診所求
診，請將正本收據連同列明病症的「醫生證明
書」一同寄回本公司。「醫生證明書」是由當值
醫生簽發的，無需收費。家傭可於求診時要求
醫生簽發。
另外，以防郵寄失誤，建議閣下影印收據以作
存錄及跟進。
15.2 以上保障有沒有最高賠償額？
以上保障有沒有最高賠償額？
「診療費用」的最高賠償額為每年 4,000 港
元，每次求診最高賠償額為 200 港元，每天只
可求診一次；註冊或表列中醫師（包括跌打）
及物理治療的最高賠償額為每年 500 港元，每
次最高賠償額為 100 港元，每天只可求診一次。
15.3 我的家傭可不可於同一天內，
我的家傭可不可於同一天內，分別到普通科門
分別到普通科門
診及專科門診求診
及專科門診求診?
「診療費用」保障並沒有普通科或專科之分。
不論普通科或專科，每次求診最高賠償額為
200 港元，每天只可求診一次。換言之，家傭
當天的普通科門診費用及專科門診費用合共只
可獲得 200 港元賠償。
15.4 如果我的家傭因腰脊傷痛，
如果我的家傭因腰脊傷痛，須接受脊醫診治
接受脊醫診治，
脊醫診治，可以
獲得賠償嗎？
獲得賠償嗎？
脊醫治療費用並不屬「診療費用」的保障範圍。
昆士蘭聯保「家傭全險」
常見問題概覽 (2011 年 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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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家傭因傷病入院，
如果我的家傭因傷病入院，我可以怎樣索償？
我可以怎樣索償？

閣下可申請「外科手術及住院費用」賠償。若家傭
住院多於 3 天，於第 4 天起，閣下可額外得到「中
斷服務現金津貼」賠償。
若閣下的家傭入住私立醫院，請致電賠償部熱線
28778608，以電郵或傳真方式索取「家傭保險住院
索償申請表」。請閣下把申請表交予主診醫生填寫，
然後連同正本收據寄回本公司處理。
若閣下的家傭入住公立醫院，可獲豁免填寫「家傭
保險住院索償申請表」。但必須提交「出院紙」。「出
院紙」必須列明病症和家傭所接受的治療或手術，
並由當值醫生免費簽發，家傭可於出院時要求索
取。然後，請閣下將正本收據連同「出院紙」一同
寄回本公司處理。
另外，以防郵寄失誤，建議閣下影印索償文件以作
存錄及跟進。
16.1 以上保障有沒有最高賠償額？
以上保障有沒有最高賠償額？
有。「外科手術及住院費用」的最高賠償額為
每年 30,000 港元。「中斷服務現金津貼」則
由第四天開始，每天可獲 200 港元現金津
貼，每年不超逾 6,000 港元。
16.2 任何疾病都可獲賠償嗎？
任何疾病都可獲賠償嗎？
不是。以下情況或疾病並不可獲賠償：
在保險生效前已存在的傷病、等候期內患病
或受傷、在香港以外接受的治療、精神病、
性病、先天性異常或畸形、不育、絕育、避

孕、懷孕、生育、心臟病、癌病、療養、脊
醫、預防針、體格檢查、美容或整形手術、
自殺、酗酒、石棉、服用非經註冊醫生處方
指定之麻醉品或藥物、愛滋病或其相關的病
徵、戰爭或有關風險，或恐佈主義活動等。
如閣下附加了「癌症及心臟病」自選保障，
便可因應相關狀況索償。
17.

牙齒疾患有保障嗎？
牙齒疾患有保障嗎？

18.

如果家傭因工受傷，
如果家傭因工受傷，我應該怎樣索償？
我應該怎樣索償？

20.

有。「家傭全險」提供「牙科費用」保障。
17.1 賠償額多少？
賠償額多少？
家傭如因牙齒疾患需要接受口腔手術、治療
膿腫、X 光檢查、脫牙或補牙，閣下將獲得
賠償所支付費用的三分之二，最高賠償額為
每年 1,500 港元。所有治療必須由註冊牙科
醫生進行。
17.2 任何牙科費用都可獲賠償嗎？
任何牙科費用都可獲賠償嗎？
不是。保障不包括口腔檢查、洗牙、磨牙、
鑲裝牙冠、牙橋、牙箍、假牙、在保險生效
前已存在牙齒疾患、等候期內患上牙齒疾患
或在香港以外接受牙科治療。

若家傭於工作期間受傷，閣下應將受傷家傭
送往醫院或診所接受治療。

閣下要在 14 天內填妥一式兩份的「表格二」
送交勞工處，並須同時將 「表格二」副本連
同受傷家傭之身份證副本交回本公司作存
案。在受傷家傭痊癒後，請閣下依照勞工處
寄來之指示，協助辦理有關之工傷賠償。

同時，請閣下盡快將「病假證明書」正本、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評定補償證明書」（表
格五）正本及「評估證明書」（表格七）正本
交來本公司辦理有關之工傷賠償。
對於一切有關工傷賠償之疑問，請致電本公司賠償
部熱線 2877 8608 查詢。
18.1 任何僱主責任都有保障嗎？
任何僱主責任都有保障嗎？
不是。保障不包括肺積塵病、間皮瘤、核能
放射、或法例下僱主因不依期作工傷賠償而
須付的罰款。

若我索償任何項目，
若我索償任何項目，有沒有遞交索償文件的時限
有沒有遞交索償文件的時限？
件的時限？
根據保單條款，閣下須於 30 天內遞交所有索償文件
至本公司。

昆士蘭聯保「家傭全險」
常見問題概覽 (2011 年 1 月)

閣下可請主診醫生在收據影印本上加簽及蓋印。在
收據影印本背面寫上僱主（即閣下）的全名、保單
號碼及聯絡電話，然後寄回本公司。

備註：本概覽只供作參考之用，所有條款及細則概以保險單為準。



19.

如果正本收據郵寄失誤，
如果正本收據郵寄失誤，我可以怎樣做？
我可以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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