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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地震保險

為您的避難 
提供保障
請購買靈活且可負擔的地震保險



您的業主保險並不承  保地震損失

但我們承保

這不是一個可不可能的問題，而是一個時間問題。下一次破壞性
的地震就要來襲。
科學家們說加州有超過99%的可能性會遭遇一場6.7級或以上的
地震。
 
政府不會在地震發生後給您任何的援助。
地震後政府並非總是提供援助。如果提供援助，首先您必須具備
相應的資格。儘管政府補助金的上限不到34,000美元，但從歷史
上看，每戶家庭平均獲得的數額遠遠低於這個數目。另外，政府給
業主的貸款最多不超過200,000美元，而且必須償還。

您需要一份獨立的地震保單。
如果您沒有獨立的地震保單，您就只能自己修理或重建房
屋，更換物品，甚至是住在臨時居所直到必要的修復完成。

換而言之，您需要支付所有的恢復費用。
沒錯，完全自付！



無憂無慮的
生活 內心的寧靜是

無價的
CEA的保單可以幫您重建，修
復和更換地震損壞的財產。

您努力工作而擁有了自己的住宅並且用您喜愛的物品來 
佈置它。
為了從破壞性的地震中恢復過來，您會需要修復或更換極 
為重要的東西。CEA靈活的保單政策可以為災後恢復起到重要
的作用。

更多保險覆蓋範圍選項。
CEA為您的物業和貴重物品提供了更廣泛的保險覆
蓋範圍選項，並為震後需要在其他地方居住時提供費
用。  

更多免賠額選項。  
CEA保險政策為您提供5%至25%的免賠額選項，以便
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調整保險覆蓋範圍，購買更
多的保險或是支付更低的保費。

更易負擔。
CEA地震保單可能比您想像的更易負擔。它比以前更
靈活，承保覆蓋範圍更廣，您可以擁有一份既能滿足
您需求又能滿足您預算的保單。

更多保費優惠。
CEA現在提供了更高的保費折扣：如果您通過地震改
造來加強老房子的安全性，就能夠降低CEA地震保
費。

無論您居住在加州何處，都可以通過參與CEA的住宅保險公司
獲取CEA地震保險政策。請參閱EarthQuakeAuthority.com
上的參與保險公司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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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已包含項）：
當受保住宅地震損失超過保單的住宅免
賠額時，幫助提供破壞性地震後住宅的維
修或重建費用。

個人財產：
在地震中受損的動產，如電視機和家具的
維修或更換。
• CEA標準業主保險包含個人財產保

險，它會在您的住宅免賠額被滿足後，
支付不超過到您所選限額的賠償金。

• CEA業主選擇保險讓您可以拒絕或選
擇有獨立免賠額的個人財產保險。當
受保住宅地震損失超過保單的住宅免
賠額時，CEA會免除個人財產免賠額。

使用損失：
I地震後，因地震損壞或是民政部門阻止
而無法回家入住，使用損失險可以幫助您
支付額外的生活費用。例如，當您的房子
維修期間入住酒店或租住房屋的費用。此
項永無免賠額。
• 標準業主保險包含了使用損失險。
• 業主選擇保險讓您可以選擇或拒絕使

用損失險。

我們的業主保險政策允許您選擇自己所需要的保險範圍

我們來保護您
為了讓您可以創建最適合的保單，CEA為您提供了標
準業主保險和業主選擇保險。

CEA的標準業主保險政策包含住宅、個人財產和使用
損失保險三項保障。住宅和個人財產損失保險均需扣
除住宅免賠額，但使用損失險無免賠額。

CEA的業主選擇保險政策允許選擇個人投保範圍。業
主保險總是包含住宅保險，而個人財產險和使用損失
險則是可選項。免賠額適用於住宅保險和個人財產保
險。但是，個人財產免賠額會在滿足住宅免賠額時被
免除。使用損失險永無免賠額。



抗震支撐+螺 
栓（EBB）項目
想對您的房子進行改造以減少地震帶來的破壞嗎？一些特定
區域的獨戶型業主有資格獲得高達3,000美元的抗震改造費
用。請訪問EarthquakeBraceBolt.com了解此項目的適用
性和詳細規則 。
EBB項目將提供給在特定郵政編碼區域內所有符合申請資格
並被隨機抽取參加的老房子的業主。這不會轉換成保費或是
成為CEA保單的一部分。

其它滿足您需求的
保險政策 
以下是更多的優惠政策：
• 所有業主保險政策覆蓋範圍包括建築規範升級。作為覆蓋

維修的一部分，在有限的規定下幫助您的房子達到當前建
築規範。

• CEA業主保險政策覆蓋範圍包括能源效率和環境安全的更
新升級。作為住宅覆蓋範圍的一分項責任限額，它讓您能使
用更清潔和節能的替代品來更新升級某些損壞的物品。

• 您可以選擇為諸如餐具和陶瓷製品等易碎品購買保險。
• 您可以選擇住宅外部磚石飾面的保險覆蓋範圍。

緊急維修保險覆蓋範圍：
緊急維修保險有助於保護您的住宅或個人財產，避免它們受到
進一步的損壞。一些緊急維修保險無任何免賠額，但住宅免賠額
適用於剩餘的緊急維修保險。

危害降低折扣：
CEA為那些經過抗震改造能夠更好抵禦地震的老房子提供地震
保費折扣。
• 一旦您的老房子抗震改造通過了結構工程師或是有執照的

承包商的檢查，您就有資格享受高達25%的保費折扣。

請到CEA網站EarthquakeAuthority.com閱讀並下載保
單樣本，了解所有有關CEA承保範圍、除外責任、免賠額、限
額、分項責任限額和條件的完整內容。

這是一幢沒有經過適當支撐和螺栓改造的房子，它在2014年
American Canyon (Napa) 6.0級大地震中偏離了地基後而被
裁定不宜居住。

支撐+螺栓改造示意圖

爬行空間地板托樑

承重墻短柱

地基

地面

新框架夾箍

新膠合板

新通風孔

新木板塊結構

新地腳螺栓



選擇可以滿足您需求 和預算的CEA保單
您需要有一份由CEA參與保險公司簽發的住宅財產保險單 

（在本例中是業主保險單），才能有購買CEA地震保單的資
格。請到EarthquakeAuthority.com 上查閱CEA參與保險
公司的完整列表。

覆蓋範圍 已包含或可選擇 覆蓋限額 免賠額

住宅（住宅）
標準業主保險 已包含 與業主保單相同 5%、10%、 15%、 20% 或 25%

業主選擇保險 已包含 與業主保單相同 5%、 10%、15%、 20% 或25%

個人財產（如電視機和家具等動產）
標準業主保險 已包含 您可選擇限額：

$5,000; $25,000; $50,000; $75,000; 
$100,000; $150,000; 或$200,000

個人財產免賠額只有在您的
保單中扣除住宅免賠額後才
能支付

業主選擇保險 可選擇 您可選擇限額：
$5,000; $25,000; $50,000; $75,000; 
$100,000; $150,000; 或$200,000

5%、10%、15%、20%或25%
的個人財產限額；如住宅免赔
额已滿足，则免除個人財產
免賠額

使用損失（包括提供地震後必須在其他地方生活的額外生活費用）
標準業主保險 已包含 您可選擇限額：

$1,500; $10,000; $15,000; $25,000; 
$50,000; $75,000; 或$100,000

無免賠額

業主選擇保險 可選擇 您可選擇限額：
$1,500; $10,000; $15,000; $25,000; 
$50,000; $75,000; 或$100,000

無免賠額

住宅或私人財產的緊急維修
標準業主保險 已包含 作為分項責任限額，最高支付住宅或

個人財產限額的5%
第一筆1,500美元無免賠額；
保單的免賠額適用於保險剩
餘部分

業主選擇保險 已包含 作為分項責任限額，最高支付住宅或
個人財產限額的5%

第一筆1,500美元無免賠額；
保單的免賠額適用於保險剩
餘部

您無需支付免賠額即可獲得賠償金
對於住宅和個人財產損失賠償，以及超過1,500美元的緊急維修費用，均需扣除相
應的免賠額。CEA只需從總承保損失金額中減去您的保險免賠額，並在適用的承
保限額內，為您全額支付承保損失。如果您的保險損失超過了您的免賠額，您將獲
得賠償金。在收到賠償金之前，您不必預先付款或自費支付，也不需要開始或完成
必要的維修工作。
有了業主選擇，您可以自行選擇個人財產保險覆蓋範圍和免賠額的百分比。這使中
度地震後個人財產支付的可能性變大。CEA會在滿足您住宅免賠額的情況下豁免
個人財產免賠額。

準備好了嗎？購買方法如下：
您可通過CEA參與住宅保險公司的幫助獲得CEA報價，
並處理您的CEA保單申請；處理帳單；處理您的續約合
同、發票和付款；以及處理索賠和領取賠償金。請到
EarthQuakeAuthority.com上查閱參與保險的保險公司列
表，並獲得您家的CEA保費評估。



保您放心
您無法預測地震，但您可以為此做好準備。 

作為一個公共管理，私人投資的非營利組織，CEA鼓勵加州業主、移動
房屋業主、公寓單元業主和承租人通過培養風險意識、增強減災措施
和運用地震保險來降低他們遭受地震破壞和損失的風險。

CEA政策可以幫助您修復或重建受損的房屋，更換貴重的個人物品，
並支付破壞性地震後的額外生活費用。

作為美國最大的住宅地震保險提供商，CEA的財務狀況穩健，擁有超
過一百萬份有效保單。 

如果今天再次發生類似1906年的舊金山地震，1989年的洛馬普里塔
地震，或是1994年的北嶺地震，CEA對於支付所有保險索賠易如反掌。

請訪問EarthquakeAuthority.com，或致電(888) 423-2322
獲得更多資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