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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業主地震險

您的財產、您的荷包及您的心靈平靜
正面臨嚴重威脅

地震乃真實風險



如果您認爲

那麼請您三思。

「 地震根本不會
影響到我 」，

如果您認爲
「 地震根本不會

影響到我 」，

那麼請您三思。



這不是地震是否會來襲而是下次何時來襲的問題。 
大部分加州居民居住在活躍地震斷層30英里範圍 
內。即便您的住家距離斷層很遠，中等强度的地震 
仍然能造成嚴重的破壞。

不要指望政府幫助您擺脫困境。 
政府的援助是有限的。首先，您必須符合條件， 而
且政府援助經常限於那些有緊急健康和安全需要的
人。此外，政府的重建貸款可能滿足不了您的需要， 
即便得到貸款，就像您的房屋貸款一樣，還是必須償
還的。

沒有購買地震險？那麽您就得不到地震損害的保險理
賠。 假如您沒有單獨購買地震保險，您就必須自行
負擔修復物業單位、更新受損財物及物業修復完成前
在其他地方食宿的費用。換言之，您自己必須承擔
地震造成的全部損失。

風險真實存在。

這時，地震保險的好
處就體現出來了。



CEA地震保險的重大變革
您努力工作，購買了屬於自己的房子，還添置了許多心愛
的物品。我們是一個致力提供民眾更便宜地震保險的非盈
利組織。

在震後恢復的過程中，您一定希望修復或更換那些您認為
最重要的物品。 您可以通過CEA（加州地震保險局）以
下這些新保險措施來幫助您重建家園。

更多保險選擇 
CEA現在爲您的房屋和貴重財物提供更
多的保險選擇，如果您在地震後需要居住
在其他地方，我們還能提供更多財務方面
的保障。   

更多自付額選擇 
CEA保險目前提供5%至25%不等的自付
額選擇。 

更多翻新加固老屋的獎勵機制 
一旦您符合資格的老屋翻新結果通過認證，
您便可獲得較高額的新「降低風險折扣」
(Hazard Reduction Discount)。 

保費更便宜 
CEA再次降低了平均保費，所以您的地震
保險可能比從前更便宜。隨著保險選項的
增多，投保更加靈活。您一定能選到適合您
需要和預算的地震保險。

更多保險項目

更多選擇

1 2 3

無論您居住在加州何處，如果您擁有CEA加盟保險公司的房
屋業主保單，CEA就能爲您提供地震保險。

保費更便宜

更多獎勵機制

% % %



購買CEA地震保險能讓

您擁有內心的平靜，

因爲您知道如果下次地震
損壞了您投保的財産，這些財産

都能獲得維修、重建或更新。



我們保障您的財產安全  
購買CEA地震保險時，您可以選擇「標準業主」
（Homeowners）或 「業主選擇」（Homeowners 
Choice）保單，來組合成適合您的地震保險。

CEA的「標準業主」保單是由三種不同項目所組合，包括
住宅險、個人財産險和使用損失險。住宅險與個人財産險
都有自付額的規定，使用損失險則無自付額。

CEA的「業主選擇」保單提供您更多選擇和控制權。從
住宅險（必須購買）開始，可添加個人財産險或使用損失
險， 或者添加二者。住宅險和個人財産險各有自付額（可
降低個人財産險的自付額），使用損失險則無自付額。 

住宅險

當損失金額超過住宅險自付額時，可幫助支付維修或重建房
屋的費用。

個人財産險

為您的個人財產如電視和傢俱提供保額高達$200,000*的
保險。

 � CEA的「標準業主」保單提供維修或更新您個人財物
的服務。當損失超過自付額時，CEA可以為您支付這
些費用，直至保險限額為止。

 � 如果選擇CEA的「業主選擇」保單，您可以選擇附加
個人財産險。如果您的房屋損失超過住宅險的自付額
時，CEA可以免去個人財産險的自付額。

使用損失險

如果您因為地震造成的毀損或民政當局的命令，不能在家
裏居住，使用損失險可以幫您支付額外的住宿費用。您可
選擇$1,500至$100,000之間的保險限額。這項保險無需
自付額。

 � 「標準業主」保單包含使用損失險。

 � 「業主選擇」保單可以選擇附加使用損失險。

 



更多滿足您需求的保險項目 

緊急維修險

緊急維修險幫助您加固住宅和保護個人財産並避免受到進一
步損壞。

 � 保險理賠額度爲您的住宅險限額的5%和個人財産險限額
的5%。

 � 緊急維修險第一筆$1,500的理賠無需自付額。

更多保險福利

 � 所有「標準業主」保單都包含$10,000理賠限額的
「建築規範升級險」（Building Code Upgrade 
coverage），讓您在為房屋進行維修的同時，將房屋
升級到現行建築規範 
要求。 您也可以選擇將理賠限額提高到$20,000或 
$30,000。

 � CEA的「能源效率及環境安全更新升級險」現在提供
$25,000的分項限額。

 � 限額$10,000的分項保險項目可用來更換、加固或復原
支撐房屋地基的土地。

 � 可為餐具和陶瓷製品加選易碎物品險。

 � 可為房屋磚石外牆加選維修險。

降低風險折扣

您必須對符合條件的老舊房屋進行適當的抗震翻新才能獲得
保費折扣。

 � 您可以透過您的保險經紀或保險公司自我檢驗房屋的抗
震翻新工程來獲得5%的保費折扣。

 � 如果您的房屋抗震翻新工程得到結構工程師或持牌承包
商的認證，您將有資格獲得10%或20%的保費折扣。

如果您需要一份介紹CEA所有地震保險的理賠範圍、不承
保項目、自付額、理賠限額、分項理賠限額及條件的詳細
資料，可從CEA網站EarthquakeAuthority.com下載
一份保單範例作為參考。 



選擇一項能滿足您需要和預算的CEA保單

承保範圍 包含或可選擇 保險限額 自付額

房屋（住宅）險

「 標準業主」保單 包含 與您的住宅物業保單相同 5%, 10%, 15%,  
20%或25%

「業主選擇」保單 包含 與您的住宅物業保單相同 5%, 10%, 15%,
20%或25%

個人財産險

「標準業主」保單 包含 個人財産損失超過自付
額才能得到保險理賠。

「業主選擇」保單 可選擇 5%, 10%, 15%, 20% 
或25% 。如果損失超
過住宅險自付額，個
人財産險自付額將被
免除。

使用損失險（如果地震後您必須住在其他地方， 
此險可幫助支付額外的 居住費用)

「 標準業主」保單 包含 無自付額

「 業主選擇」保單 可選擇 無自付額

住宅和個人財産的緊急維修

「 標準業主」保單 包含 支付住宅和個人財産保險限額的5% 首筆$1,500理賠無自
付額

「 業主選擇」保單 包含 支付住宅和個人財産保險限額的5% 首筆$1,500理賠無自
付額

* 住宅和個人財産損失的理賠，以及超過$1,500的緊急維修理賠都有自付額
規定。CEA將支付最高不超過保險限額扣除自付額後的理賠金，因此您無
需另繳自付額也能獲得保險理賠。

** 「房主選擇」保單中的個人財産險有單獨的自付額，取決於您所選擇的
保險限額和自付額百分比，這樣可增加您在中等强度地震後獲得個人財産
理賠的可能。此外，損失金額若超過住宅險自付額，CEA會免除個人財産
險自付額。

如欲投保CEA地震保險，您需要一份購自CEA加盟保險公司



選擇一項能滿足您需要和預算的CEA保單

承保範圍 包含或可選擇 保險限額 自付額

房屋（住宅）險

「 標準業主」保單 包含 與您的住宅物業保單相同 5%, 10%, 15%,  
20%或25%

「業主選擇」保單 包含 與您的住宅物業保單相同 5%, 10%, 15%,
20%或25%

個人財産險

「標準業主」保單 包含 個人財産損失超過自付
額才能得到保險理賠。

「業主選擇」保單 可選擇 5%, 10%, 15%, 20% 
或25% 。如果損失超
過住宅險自付額，個
人財産險自付額將被
免除。

使用損失險（如果地震後您必須住在其他地方， 
此險可幫助支付額外的 居住費用)

「 標準業主」保單 包含 無自付額

「 業主選擇」保單 可選擇 無自付額

住宅和個人財産的緊急維修

「 標準業主」保單 包含 支付住宅和個人財産保險限額的5% 首筆$1,500理賠無自
付額

「 業主選擇」保單 包含 支付住宅和個人財産保險限額的5% 首筆$1,500理賠無自
付額

您可選擇的保險限額：
$5,000  $100,000
$25,000 $150,000
$50,000 $200,000
$75,000

您可選擇的保險限額 :
$1,500  $50,000
$10,000 $75,000
$15,000 $100,000
$25,000

您可選擇的保險限額 :
$5,000  $100,000
$25,000 $150,000
$50,000 $200,000
$75,000

您可選擇的保險限額 :
$1,500  $50,000
$10,000 $75,000
$15,000 $100,000
$25,000

防震加固 (EBB) 計劃 
您想加固您的房屋，減少地震損失嗎？在某些地區，屋主可能
有資格獲得 高達$3,000的房屋基本抗震加固補助。您可上網
EarthquakeBraceBolt.com瞭解計劃詳情與規定。

EBB計劃是一項公眾計劃，不是CEA保險福利，也不是您
CEA保單的一部份。

的住宅物業保單 。



CEA地震保單對您意味著什麼？ 
在增加保險種類和自付額選擇後，「標準業主」和「業主 
選擇」保單的投保人現在均能在重大地震中受益。

「緊急維修險」第一筆$1,500理賠沒有自付額，第
一筆$1,500 之後的緊急維修險理賠則須分別繳交
「住宅險」或「個人財産險」的自付額。

「標準業主」保單
保險限額/自付額

「業主選擇」保單 
保險限額/自付額

「標準業主」保單 
保險限額/自付額

「業主選擇」保單
保險限額/自付額

$500,000/5% $500,000/5% $500,000/5% $500,000/5%

$75,000/只在損失達到
或超過住宅險自付額時才
能獲得理賠

$75,000/10% 
$75,000/只在損失達到
或超過住宅險自付額
時才能獲得理賠

$75,000/10% 

$50,000/無自付額 $50,000/無自付額 $50,000/無自付額 $50,000/無自付額

損失總額 投保範圍損失總額

$175,000 $175,000 $15,000 $15,000

$50,000 $50,000 $57,500 $57,5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CEA理賠金額 CEA理賠金額

$150,000（扣除
5%($25,000)自付
額後）

$150,000（扣除
5%($25,000)自付 
額後）

$0（損失小於保險限
額5%($25,000)的自
付額）

$0（損失小於保險限
額5%($25,000)的自
付額）

$50,000 （因為損失已
超過住宅險自付額）

$50,000（因為損失已超
過住宅險自付額，所以無
需繳付個人財產險自付額）

$0（以住宅險自付額為
準，但損失小於住宅險
自付額）

$50,000（扣除
10%($7,500)自付額後)

$10,000 （無自付額） $10,000（無自付額） $10,000（無自付額） $10,000 （無自付額）

$210,000 $210,000 $10,000 $60,000

住宅險

住宅險

住宅損失

個人財産險

個人財産險

個人財産損失

使用損失險

使用損失險

CEA理賠總額

重大地震保險實例

符合使用損失險理 賠
資格的費用

保險類別



靈活選擇的益處
「業主選擇」保單中有不同的自付額，這項特點可使在
中等强度地震中受損的個人財産更容易獲得賠償。

「標準業主」保單
保險限額/自付額

「業主選擇」保單 
保險限額/自付額

「標準業主」保單 
保險限額/自付額

「業主選擇」保單
保險限額/自付額

$500,000/5% $500,000/5% $500,000/5% $500,000/5%

$75,000/只在損失達到
或超過住宅險自付額時才
能獲得理賠

$75,000/10% 
$75,000/只在損失達到
或超過住宅險自付額
時才能獲得理賠

$75,000/10% 

$50,000/無自付額 $50,000/無自付額 $50,000/無自付額 $50,000/無自付額

損失總額 投保範圍損失總額

$175,000 $175,000 $15,000 $15,000

$50,000 $50,000 $57,500 $57,5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CEA理賠金額 CEA理賠金額

$150,000（扣除
5%($25,000)自付
額後）

$150,000（扣除
5%($25,000)自付 
額後）

$0（損失小於保險限
額5%($25,000)的自
付額）

$0（損失小於保險限
額5%($25,000)的自
付額）

$50,000 （因為損失已
超過住宅險自付額）

$50,000（因為損失已超
過住宅險自付額，所以無
需繳付個人財產險自付額）

$0（以住宅險自付額為
準，但損失小於住宅險
自付額）

$50,000（扣除
10%($7,500)自付額後)

$10,000 （無自付額） $10,000（無自付額） $10,000（無自付額） $10,000 （無自付額）

$210,000 $210,000 $10,000 $60,000

如果您選擇這些
保單和限額

中等强度地震保險實例

CEA理賠結果

遭受到的損失

準備好購買地震險了嗎？購買方式：  
CEA的加盟保險公司將接受您的CEA保險申請，
並為您處理保費、續約和理賠事宜。您可以在
EarthquakeAuthority.com 查看加盟保險公司名單
和獲得CEA的保費估價。



地震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正如同地震保險確實
能為您帶來益處一樣。

CEA現在提供更多保險種類與更多自付額選
擇，同時，保費也比以前便宜。

CEA是一個由政府管理、私人資助的非盈利
機構，鼓勵加州房屋業主、移動住宅業主、共
管公寓業主和租客透過普及地震常識、防震應
急措施和購買保險等方式來降低地震可能造
成的破壞與損失風險。在破壞性 地震發生之
後，CEA保險能幫助您維修或重建被損毀的家
園，還能為您更換貴重的個人財產。

投保CEA地震保險可以讓自己安心，因爲您知
道您已經爲下一次地震做好了準備。

更多詳情請瀏覽EarthquakeAuthority.com 
網站或致電 (888) 423-2322。

®™

獲得重建生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