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車系列

「卓越」優車樂
價格相宜及保障全面

為你所需而設

保障範圍
綜合保障計劃
(1) 受保汽車及/或其配件或零件因被盜竊或在交通意外中的
 損毀。
(2)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死亡或身體受傷而須負上的法律責任，最
高賠償金額為$100,000,000。

(3)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財物損毀的最高賠償金額為$2,000,000。
(4) 保障你或其他受保駕駛者及乘客因交通意外受傷後，需支付
的診治及藥物等費用，補償金額最高可達$5,000。

或
第三者法律責任保障計劃
(1)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死亡或身體受傷而須負上的法律責任，
 最高賠償金額為$100,000,000。
(2)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財物損毀的最高賠償金額為$2,000,000。

額外保障（只適用於投保綜合保障計劃）
人身意外
當你或其他受保駕駛者於駕駛時不幸遇上交通意外而引致死亡
或完全永久性傷殘，將可獲得高達$100,000的人身意外賠償。

「無賠償折扣」還原保障 

+

若於受保期間的賠償總額不超過$60,000或汽車市值的20% (以較
低者為準)，續保時，你便可繼續保留你現有的「無賠償折扣」。
   
同款新車賠償
如受保汽車在首次登記後的十二個月內，而製造年份與首次
登記年份相同，因被盜竊或在交通意外中完全損毀，你便可獲
「同款新車賠償」保障。

更換擋風玻璃
若受保汽車的擋風玻璃因意外而破爛，可獲免費更換優惠並無需
支付任何「自負額」，而你原有的「無賠償折扣」亦不會受影響。
此項保障優惠的最高賠償金額為$5,000。

緊急拖車服務
若受保汽車因交通意外後毀壞或在一般機件故障情況下不能駕駛
而需緊急拖車服務，你所支付的拖車服務費用將可獲得賠償，
每年最高總額為$1,000。

臨時代用車服務 
若受保汽車因被盜竊或意外引致無法行駛，而此損毁或維修時間
超過48小時，本公司將為你提供代用車輛，並代支付高達80%
租金，每日的賠償限額為$1,000，而每年最高總額為$5,000。



汽車系列

「卓越」優車樂
價格相宜及保障全面

為你所需而設

保障範圍
綜合保障計劃
(1) 受保汽車及/或其配件或零件因被盜竊或在交通意外中的
 損毀。
(2)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死亡或身體受傷而須負上的法律責任，最

高賠償金額為$100,000,000。
(3)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財物損毀的最高賠償金額為$2,000,000。
(4) 保障你或其他受保駕駛者及乘客因交通意外受傷後，需支付
的診治及藥物等費用，補償金額最高可達$5,000。

或
第三者法律責任保障計劃
(1)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死亡或身體受傷而須負上的法律責任，
 最高賠償金額為$100,000,000。
(2)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財物損毀的最高賠償金額為$2,000,000。

額外保障（只適用於投保綜合保障計劃）
人身意外
當你或其他受保駕駛者於駕駛時不幸遇上交通意外而引致死亡
或完全永久性傷殘，將可獲得高達$100,000的人身意外賠償。

「無賠償折扣」還原保障 

+

若於受保期間的賠償總額不超過$60,000或汽車市值的20% (以較
低者為準)，續保時，你便可繼續保留你現有的「無賠償折扣」。
   
同款新車賠償
如受保汽車在首次登記後的十二個月內，而製造年份與首次
登記年份相同，因被盜竊或在交通意外中完全損毀，你便可獲
「同款新車賠償」保障。

更換擋風玻璃
若受保汽車的擋風玻璃因意外而破爛，可獲免費更換優惠並無需
支付任何「自負額」，而你原有的「無賠償折扣」亦不會受影響。
此項保障優惠的最高賠償金額為$5,000。

緊急拖車服務
若受保汽車因交通意外後毀壞或在一般機件故障情況下不能駕駛
而需緊急拖車服務，你所支付的拖車服務費用將可獲得賠償，
每年最高總額為$1,000。

臨時代用車服務 
若受保汽車因被盜竊或意外引致無法行駛，而此損毁或維修時間
超過48小時，本公司將為你提供代用車輛，並代支付高達80%
租金，每日的賠償限額為$1,000，而每年最高總額為$5,000。

追討索償服務
如第三者被證實為應負上造成交通意外責任的一方，本公司將
代你向該第三者追討「自負額」索償。

「零」 折舊率修理賠償
若受保汽車在遇上交通意外時，其車齡少於一年，意外後需更新
之零件均不會被扣除折舊率而得到全數賠償。

24小時諮詢熱線服務
你能隨時獲得這項特設的24小時諮詢熱線服務:
(1) 路邊緊急維修轉介服務
(2) 臨時代用車轉介服務
(3) 拖車轉介服務
(4) 一般索償諮詢服務

「指定」駕駛者同享全面保障
本計劃可提供同樣的全面保障予多至四名「指定」駕駛者。

豁免第三者財物墊底費（只適用於個人客戶保單）
如保單持有人在事發時為駕駛者，及年齡在30至45歲內，並同時
持有2年以上有效的駕駛執照，第三者財物損失墊底費將被豁免。

安盛特許維修服務
安盛特許維修服務的維修商是由一隊經過嚴格挑選及具有信譽
保證的汽車修理匠組成。免除你於汽車維修時的煩惱，亦帶給你
優質卓越的汽車維修服務。

專享優惠:
(1) 交通津貼: $300*
(2) 補貼所需承擔之折舊率高達$3,000*#　(以最終折舊率評估為準）

(3) 免費拖車服務
(4) 優先維修服務
(5) 免費清潔服務
(6) 免費還車服務
(7) 六個月維修保養

+ 不適用於個別汽車類型
* 不適用於更換擋風玻璃的賠償服務
# 只適用於在運輸署辦理汽車首次登記的五年內，因車禍而導致的損失

註: 1. 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酒後或藥物影響下駕駛、戰爭及恐怖份子活動。
2. 所有金額均以港幣計算。
3. 一切條款以保單為準，如有需要，可向本公司索取保單樣本以作參考。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523 3061。



保障範圍
綜合保障計劃
(1) 受保汽車及/或其配件或零件因被盜竊或在交通意外中的
 損毀。
(2)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死亡或身體受傷而須負上的法律責任，最
高賠償金額為$100,000,000。

(3)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財物損毀的最高賠償金額為$2,000,000。
(4) 保障你或其他受保駕駛者及乘客因交通意外受傷後，需支付
的診治及藥物等費用，補償金額最高可達$5,000。

或
第三者法律責任保障計劃
(1)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死亡或身體受傷而須負上的法律責任，
 最高賠償金額為$100,000,000。
(2) 因疏忽導致第三者財物損毀的最高賠償金額為$2,000,000。

額外保障（只適用於投保綜合保障計劃）
人身意外
當你或其他受保駕駛者於駕駛時不幸遇上交通意外而引致死亡
或完全永久性傷殘，將可獲得高達$100,000的人身意外賠償。

「無賠償折扣」還原保障 

+

若於受保期間的賠償總額不超過$60,000或汽車市值的20% (以較
低者為準)，續保時，你便可繼續保留你現有的「無賠償折扣」。
   
同款新車賠償
如受保汽車在首次登記後的十二個月內，而製造年份與首次
登記年份相同，因被盜竊或在交通意外中完全損毀，你便可獲
「同款新車賠償」保障。

更換擋風玻璃
若受保汽車的擋風玻璃因意外而破爛，可獲免費更換優惠並無需
支付任何「自負額」，而你原有的「無賠償折扣」亦不會受影響。
此項保障優惠的最高賠償金額為$5,000。

緊急拖車服務
若受保汽車因交通意外後毀壞或在一般機件故障情況下不能駕駛
而需緊急拖車服務，你所支付的拖車服務費用將可獲得賠償，
每年最高總額為$1,000。

臨時代用車服務 
若受保汽車因被盜竊或意外引致無法行駛，而此損毁或維修時間
超過48小時，本公司將為你提供代用車輛，並代支付高達80%
租金，每日的賠償限額為$1,000，而每年最高總額為$5,000。

追討索償服務
如第三者被證實為應負上造成交通意外責任的一方，本公司將
代你向該第三者追討「自負額」索償。

「零」 折舊率修理賠償
若受保汽車在遇上交通意外時，其車齡少於一年，意外後需更新
之零件均不會被扣除折舊率而得到全數賠償。

24小時諮詢熱線服務
你能隨時獲得這項特設的24小時諮詢熱線服務:
(1) 路邊緊急維修轉介服務
(2) 臨時代用車轉介服務
(3) 拖車轉介服務
(4) 一般索償諮詢服務

「指定」駕駛者同享全面保障
本計劃可提供同樣的全面保障予多至四名「指定」駕駛者。

豁免第三者財物墊底費（只適用於個人客戶保單）
如保單持有人在事發時為駕駛者，及年齡在30至45歲內，並同時
持有2年以上有效的駕駛執照，第三者財物損失墊底費將被豁免。

安盛特許維修服務
安盛特許維修服務的維修商是由一隊經過嚴格挑選及具有信譽
保證的汽車修理匠組成。免除你於汽車維修時的煩惱，亦帶給你
優質卓越的汽車維修服務。

專享優惠:
(1) 交通津貼: $300*
(2) 補貼所需承擔之折舊率高達$3,000*#　(以最終折舊率評估為準）

(3) 免費拖車服務
(4) 優先維修服務
(5) 免費清潔服務
(6) 免費還車服務
(7) 六個月維修保養

+ 不適用於個別汽車類型
* 不適用於更換擋風玻璃的賠償服務
# 只適用於在運輸署辦理汽車首次登記的五年內，因車禍而導致的損失

註: 1. 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酒後或藥物影響下駕駛、戰爭及恐怖份子活動。
2. 所有金額均以港幣計算。
3. 一切條款以保單為準，如有需要，可向本公司索取保單樣本以作參考。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523 3061。

汽車系列
財物系列 
消閒及旅遊系列
醫療系列
個人意外系列
綜合商業系列
責任系列 
貨物水險系列

有意投保人士或欲進一步了解本保險計劃的內容，
歡迎致電貴保險代理、經紀或致電向本公司查詢。

2523 3061
www.axa.com.hk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話: 2523 3061  



追討索償服務
如第三者被證實為應負上造成交通意外責任的一方，本公司將
代你向該第三者追討「自負額」索償。

「零」 折舊率修理賠償
若受保汽車在遇上交通意外時，其車齡少於一年，意外後需更新
之零件均不會被扣除折舊率而得到全數賠償。

24小時諮詢熱線服務
你能隨時獲得這項特設的24小時諮詢熱線服務:
(1) 路邊緊急維修轉介服務
(2) 臨時代用車轉介服務
(3) 拖車轉介服務
(4) 一般索償諮詢服務

「指定」駕駛者同享全面保障
本計劃可提供同樣的全面保障予多至四名「指定」駕駛者。

豁免第三者財物墊底費（只適用於個人客戶保單）
如保單持有人在事發時為駕駛者，及年齡在30至45歲內，並同時
持有2年以上有效的駕駛執照，第三者財物損失墊底費將被豁免。

安盛特許維修服務
安盛特許維修服務的維修商是由一隊經過嚴格挑選及具有信譽
保證的汽車修理匠組成。免除你於汽車維修時的煩惱，亦帶給你
優質卓越的汽車維修服務。

專享優惠:
(1) 交通津貼: $300*
(2) 補貼所需承擔之折舊率高達$3,000*#　(以最終折舊率評估為準）

(3) 免費拖車服務
(4) 優先維修服務
(5) 免費清潔服務
(6) 免費還車服務
(7) 六個月維修保養

+ 不適用於個別汽車類型
* 不適用於更換擋風玻璃的賠償服務
# 只適用於在運輸署辦理汽車首次登記的五年內，因車禍而導致的損失

註: 1. 一般不受保項目包括：酒後或藥物影響下駕駛、戰爭及恐怖份子活動。
2. 所有金額均以港幣計算。
3. 一切條款以保單為準，如有需要，可向本公司索取保單樣本以作參考。

保單已按適用之徵費率徵收保險業監管局的有關徵費。 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www.axa.com.hk/ia-levy或致電AXA安盛(852) 2523 3061。

汽車系列
財物系列 
消閒及旅遊系列
醫療系列
個人意外系列
綜合商業系列
責任系列 
貨物水險系列

有意投保人士或欲進一步了解本保險計劃的內容，
歡迎致電貴保險代理、經紀或致電向本公司查詢。

2523 3061
www.axa.com.hk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電話: 2523 3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