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事故保家園
一天只要 21 元

【家
個庭
人型專案】
 專案特色 
一人投保
全家同享百萬保障
只要您一人參加，針對住家內
動產及交通意外事故、火災、
爆炸、閃電雷擊及一氧化碳中
毒等 5 大特定意外事故，提供
最高 100 萬動產保障及您與家
人(配偶、子女及父母)，每人有最
高 200 萬特定事故意外保障，
一天只要 21 元，輕鬆享有！

失能生活補助金
保障意外失能不憂心
因特定意外事故造成失能，
依據失能等級表之給付比
例，富邦提供最高達 200 萬的
失能生活補助金，讓您減輕
因突發事故造成失能的收入
中斷及支出復健費用的經濟
壓力問題。也可請專人照
顧，不造成家人的負擔。

動產損害保障
擴大裝潢保額 100％

5 大特定事故住院補助
提升住院醫療品質

市場唯一提供擴大裝潢 比例
100％保障，財物損失不扣折
舊，以新品價格賠付。特別保
障貴重物品，如：珠寶 、項
鍊、寶石、手鐲、金銀器皿、
首飾、皮草，理賠別家不賠的
範圍！

因特定意外事故住院，提供每
日 3,000 元(最高 90 日)住院生活
補助金，加護病房每日 6,000
元 (最高 45 日) ，住院安心療養
金每次 5,000 元及骨折未住院
保險金。可補償住院期間病房
升等差額或營養品費用。

生活照護補償金
維持生活品質
因特定意外事故連續住 院達
5~9 日，提供定額 15,000 元，
彌補住院期間需支付的生活相
關費用(如：餐飲費用、子女
撫養費用等)或因住院的薪資
損失。若連續住院達 10 日以
上，則提供定額 30,000 元的生
活照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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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財物遭竊
普通特定物品全面保
不論是在國內外旅遊或渡假，
在您外出的期間，家中不慎遭
宵小入侵，富邦提供一整年最
高 10 萬元的財物被竊損失保
障，不但普通物品有保障，每
次事故每一貴重特定物品也有
限額 1 萬元給付。讓您放心出
門，平安回家無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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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內容 
保障項目

保障內容

保險金額

家庭財物損害
(動產)

因發生火災、閃電雷擊、爆炸、航空器及其零配件之墜落、機
動車輛碰撞、意外事故所致之煙燻、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惡意破壞行為造成住宅內傢俱等動產損失及清除災後殘餘物所
產生之費用，本公司負賠償責任。另外擴大承保特定物品：珠
寶、項錬、寶石、手鐲、金銀器皿及首飾、皮草之理賠，對於
前述特定物品之賠償總額以家庭財物損害保險金額之 5%為限。

最高 100 萬元

因地震發生導致住宅裝潢及動產毀損時，本公司負賠償之責
任。

最高 100 萬元

承保之住宅因他人企圖獲取不法利益，毀壞門窗、牆垣或其他
安全設備，並侵入住所內從事竊取或奪取之行為，而造成財物
損失(含特定物品)，每次事故每一特定物品賠償金額以 1 萬元為
限，於保險期間內累計最高賠償 10 萬元。

最高 10 萬元

失能生活
補助保險

被保險人(本人、配偶、子女及父母)因遭受交通意外事故、火災、爆
炸、閃電雷擊及一氧化碳中毒等特定意外傷害事故，以致失
能，最高賠償 200 萬元。

最高 200 萬元/每人

住院生活
補助保險

因上述事故住院所致之醫療保險金：
1.住院日額給付：
住院生活補助保險金 3,000 元/日(最高給付 90 日)
加護病房補助保險金(額外給付) 6,000 元/日(最高給付 45 日)
燒燙傷病房補助保險金(額外給付) 6,000 元/日(最高給付 45 日)
(如同時符合加護病房補助保險金及燒燙傷病房補助保險金
時，僅得擇一申領。)
2 住院安心療養保險金：每人每次事故定額給付 5,000 元
3.骨折未住院補償(依骨折表換算限額)：最高 9 萬元

地震災害修復費用

家庭財物被竊
損失保險(動產)

(

特
定
事
故
意
外家
損庭
失型
綜
合
保
險
)

生活照護
補償保險

住院生活補助 3,000 元/日
加護病房 6,000 元/日
燒燙傷病房 6,000 元/日
住院安心療養金 5,000 元/次
骨折未住院最高 9 萬元

被保險人(本人、配偶、子女及父母)因遭受交通意外事故、火災、爆
炸、閃電雷擊及一氧化碳中毒等特定意外傷害事故，以致住院
診療期間需支付之日常生活相關費用或無法工作所致之收入中 連續住院達 5~9 日 15,000 元/次
斷等，自住院診療之日起算，其連續住院達 5~9 日(含出院及入 連續住院達 10 日以上 30,000 元/次
院當日)，給付 15,000 元。若實際連續住院達 10 日以上(含出院
及入院當日)，給付 30,000 元。

一年期保費：7,172 元 / 月繳 625 元(首期須繳二個月保費)
* 本專案簡介僅供參考，詳細保障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富邦產物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核保規則與保單條款辦理。
* 商品名稱：富邦產物家庭綜合保險-丁式；富邦產物特定事故意外損失綜合保險；富邦產物住宅火災保險擴大承保機車火災事故附加條款；富邦產物保
險費分期繳付附加條款；富邦產物財產保險自動續約附加條款；富邦產物保險費延緩交付特約條款(甲式) 。
* 給付項目：建築物裝潢及動產損失、裝潢修復費用、清除費用、金融、信用卡及證件重製費用、第三人體傷或財損責任、第三人死亡慰問金、第三人住
院慰問金、動產被竊損失、裝潢費用、生活用品與特定用品支出費用；失能生活補助保險金、住院生活補助之給付、生活照護補償保險金；機車車體毀
損。
* 商品核准文號：110.01.20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9.12.21 金管保產字第 1090427151 號函修正 ；109.06.30 富保業字第 1090001638 號函備查；97 年 8 月 31 日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7 年 7 月 2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702096700 號令修正；101.09.11 富保業字第 1010001286 號函備查 109.07.24 富保業字第
1090001929 號函備查；107.10.02 富保業字第 1070002075 號函備查；100.03.07 富保業字第 1000000329 號函備查。
*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38.87%，最低 38.87%；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
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09-888）或網站（網址：www.fubon.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 『有關本公司保密措施詳細內容及資訊公開說明，歡迎利用網際網路至本公司網站 www.fubon.com 查詢』。免費申訴電話: 0800-009-888。

網址：www.fubon.com

本商品由富邦保代代理銷售
連絡電話：(02)2370-5199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9 號 14 樓

免費諮詢專線(週一~週五 9:00~18:00) 0800-09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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