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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的种类

Kfz-Haftpflicht
交强险 – 法律规定必备

根据法律规定，每个车主都需要⼊保机动车
交通强制责任保险，简称交强险。交强险赔
付对其他⼈造成的损害，包括⼈⾝伤害、财
产损失和经济损失。

Vollkasko
全险 – 给你全方位的安心

除了半险涵盖的所有内容外，全险还包括
车主⾃⼰作为事故责任⼈对⾃⼰的车辆造
成的损失，以及他⼈对车辆的蓄意破坏⾏
为。

Teilkasko
半险 – 给爱车更多的保护

半险包含对你⾃⼰的车辆的损坏，例如⽕灾、
盗窃、风暴、冰雹、闪电或与动物相撞等。
也包括车窗玻璃的替换、维修等。



ERGO车险，透明、⾼效、服务好。
简单的产品设计理念将所有重要的⽅⾯都包含在了基本
保障中，通过添加附加模块可以补充保障需求。
“Smart经济型”产品，将优秀的服务和具有吸引⼒的保
费结合，“Best全⾯型“产品，为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全方位覆盖，毫无隐患

两款产品都提供全方位的车险保护

Smart
经济型

Best
全面型

保费低，出险后保费变动大 出险后保费变动少

自由选择附加部分
仅全面型可选

+

Werkstattbonus

修理厂折扣
Kfz-Schutzbrief

事故帮助
Wertschutz 24

新价赔付
（24个月）

Ersatzfahrzeug
Plus

替代车辆

Wertschutz 36

新价赔付
（36个月）

Rabattschutz

保费稳定

Electro Plus

电动车推荐

Safe Drive

安全驾驶
奖励

GAP

租赁车辆
推荐

选择此项
节省20%保费



不管选择经济型还是全面型
都给你最好的车险保护

两个版本的基本保护是⼀样的，涵盖的内容⾮常全⾯，
超过市⾯上绝⼤部分车险所涵盖的内容

经济型全面型都包含以下内容

交强险

• ⼀亿欧元的保额
• 每个受伤者最⾼赔付1500万欧元
• 环境损害责任赔付
• 在国外租⽤车辆时针对租车交强险额

度不够的扩展（Mallorca-Police ）

半险+全险

• 各种⾃然灾害，包括雪崩和屋顶积雪
造成的损害

• 与各类动物碰撞发⽣的交通事故
• 动物咬伤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伤
• 汽车电路短路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 免除“以新换旧”的差价
• 车辆配件赔偿⽆上限
• 玻璃损坏赔偿，附带以下费⽤赔付：

- 赔偿⾼速公路票
- 更换车灯
- 车辆内部清洁

• 发动机油等车⽤液体
• 因⾃我过失所产⽣的损害不影响理赔
• 新车，12个⽉的新车购买价赔付保障
• 车龄不超过4年的⼆⼿车，提供从车险

合同⽣效起12个⽉的购买价格赔付

举几个例子
赔付的范围更⼴，内容更好

免除“以新换旧”的差价

开车撞上了路灯，车的左侧后视镜断了，
需要安装⼀个新的后视镜。由于车⼦已
经开了5年，许多保险公司要求⾃⼰承担
“新的后视镜的价值“与“已经使⽤了5年的
后视镜的现在价值“之间的差额。在我们
这⾥，你不需要补新旧部件之间的差价

玻璃损坏

在停车场⾥，因为没有注意柱⼦，撞坏
了车⼦的昂贵的氙⽓⼤灯。这种情况，
⼤部分保险公司并不⼀定承担更换灯泡
的费⽤。我们不仅承担破损车灯玻璃的
费⽤，也为你更换⾼质量的氙⽓灯泡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属于你的保险方案

全⾯的车险保护对每个⼈都很重要。以下模块，可以根据
你的个⼈需求灵活选择，为你提供更全⾯的保险保障。

为你节省保费，缩短维修时间，获得更好的维修服务：
在德国发⽣事故后，会有专⼈和你联系，在上门取车的同时为你
提供⼀辆代替车。在修理结束后，再将你的爱车清洗送回。在⾼
级修理⼚得到专业维修的同时，也减少了20%的保费。

车辆报废或被偷时，保障新车或新购⼆⼿车的购买价格：
新车⾸次登记后的24或36个⽉内发⽣完全报废事故或是被偷，将
赔付新车的购买价格；车龄不超过4年的⼆⼿车，在车险⽣效的前
24或36个⽉内出险，报销购买价格；如果已经超过24或36个⽉，除
报销车辆出险当天的折旧价值外额外多报销15%。

在发⽣故障和事故时，提供欧洲范围内的帮助：
承担拖车或救援服务的费⽤；如果车辆不能继续驾驶承担旅费、
过夜费、车辆租⽤费等；开车⾃驾若有同⾏⼈⽣病也会得到帮助；
有⼀张卡⽚可以随⾝携带，紧急情况下可以拨打24⼩时电话。

如果车⼦在德国的修理⼚维修，将在维修期间得到⼀辆同等级的
替代车辆，最长14天。此外在欧洲范围内⾃驾出⾏时，如果被他
⼈碰撞需要⾛保险，将由ERGO先报销再和对⽅的外国车险公司结
算，帮助你省去了⾃⼰和外国车险公司联系的⿇烦。

事故后车险不被降级，第⼆年保费仍旧降低：
在发⽣事故后，仍然保留你的⽬前的车⼦⽆出险等级，⼀年内交
强险和全险分别有⼀次免降级保护，帮助你稳定车险的保费。

Werkstattbonus

修理厂折扣

Kfz-Schutzbrief

事故帮助

Wertschutz

新价赔付

Ersatzfahrzeug
Plus

替代车辆

Rabattschutz

保费稳定



如果你的车辆是租⽤的（Leasing）或贷款购买的建议选择：
在车辆完全报废或被偷的情况下，会赔付租车公司或银⾏要求⽀付的
价格(新买价减掉已经⽀付的租⾦或贷款⾦额，⽐如15000欧)。如果没
有这⼀项只会赔付车辆出事当天同等条件的车辆在⼆⼿车市场的成交
价（⽐如11000欧），这中间产⽣的GAP也就是差价4000欧需⾃付。
因此⼤部分租车公司和银⾏要求车险包含这项内容。

如果你的车是电动车建议选择：
电池是电动汽车的⼼脏，不管是损伤、破损或丢失都会赔付；如果车
⼦没电了，会⽀付拖运到下⼀个充电站的费⽤。

30岁以下⼊保⼈，享受最⾼30%的安全驾驶折扣：
参与此项在⼊保时就可以享受10%的价格优惠，⼊保后下载APP记录⾏
车状况，将在下⼀年再退回最⾼20%的保费。

Electro Plus

电动车推荐

Safe Drive

安全驾驶
奖励

GAP

租赁车辆
推荐



高级修理厂服务
ERGO Werkstattservice

哪怕是⼀次很⼩的剐蹭事故，感觉处理起来也很费时费⼒。
如果保险公司能帮你处理⼀切维修事务，那就再好不过了。
ERGO⾼端修理⼚服务，让你不仅可以快速处理车辆的维
修报销，还可以从头到尾得到有效协助，全程⽆忧。

服务快车道

ü 在家附近的⾼级修理⼚修理
ü 车辆会被专⼈送⾄修理⼚维修，⽆需⾃⼰去
ü 车辆维修专业规范
ü 我们负责将修好、做完清洁的车辆直接送⾄家
门⼜

ü 我们直接与修理⼚结账，你不需要为服务⽀付
任何费⽤

ü 在维修期间，你将得到⼀辆临时的替代车辆

高端汽车维修厂

ü 按照汽车制造商的指导⽅针进⾏⾼质量的维修
ü 使⽤原⼚配件
ü 对进⾏的所有维修⼯作提供6年保修

选择修理⼚折扣，在合作的⾼
级修理⼚维修，全/半险保费
获得⼋折优惠

Werkstattbonus

修理厂折扣



车险内容一览
Smart
经济型

Best
全面型

出险后的保险降级(交强险和全险分开计算） 更快的降级
保费变化多

普通降级
保费变化少

陪同未成年驾驶员驾驶 包括 包括

安全驾驶奖励 Safe Drive

（最⾼30%的保费优惠，适⽤于30岁以下⼊保⼈）
包括 包括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Kfz-Haftpflicht
Smart
经济型

Best
全面型

保额，每起事故赔付上限 1亿欧元 1亿欧元

每起事故针对每位伤者的⼈⾝伤害赔付上限 最⾼ 1500万欧元 最⾼ 1500万欧元

机动车环境损害责任 500万欧元
每年上限1000万欧元

500万欧元
每年上限1000万欧元

在国外租⽤车辆时针对租车事故责任保险额度不够的情况
(Mallorca-Police: 租车公司包含的交强险赔付额度不够⽤时，由此项赔付超出额度) 包括 包括

替代车辆 Ersatzfahrzeug Plus 可选择 可选择

事故帮助 KFZ-Schutzbrief 可选择 可选择

保费稳定 Rabattschutz 不可选择 可选择

半险 Teilkasko Smart
经济型

Best
全面型

保险范围：
⽕灾、爆炸、短路、偷窃、抢劫、未经授权的使⽤和玻璃破裂 包括 包括

玻璃损坏后，除了玻璃维修和重装的费⽤外，还包含内部清洁、更换灯泡，以及⾼速公路
贴票替换费⽤等 包括 包括

即使保险选择了⾃费部分，针对玻璃维修也全部报销 包括 包括

由于车内短路⽽造成的联动装置的后续损失，赔付⾄⼀万欧元 包括 包括

⾃然灾害：
狂风暴⾬、冰雹、闪电、洪⽔、雪崩、地震、滑坡、地陷、⽕⼭喷发等 包括 包括

与动物相撞，不限动物的种类。很多其他公司对动物类别有限制 包括 包括

由于动物咬伤⽽造成的直接损失，⽐如臭鼬咬坏车管道等 包括 包括

因动物咬伤⽽造成的间接损失，最⾼赔付⾄⼀万欧元 包括 包括

因⾃⾝过失造成的损失 包括 包括

车辆配件，汽车(Pkw)⽆赔付上限，两轮车上限两万欧元 包括 包括

新车⾸次注册登记后12个⽉内出险，以新车价格陪偿 包括 包括

车龄不超过4年的⼆⼿车，在车险合同⽣效的12个⽉内出险给予购买价格陪偿 包括 包括



Smart
经济型

Best
全面型

免除“以新换旧”的差价，使⽤新配件维修不⽤补新旧配件间的差价 包括 包括

车耗品⽐如机油（不含汽油） 包括 包括

车钥匙被偷后的换锁费⽤ 包括 包括

⽤船舶运输车辆时的损失（Havarie-Grosse-Risiko） 包括 包括

⾃主选择修理⼚ 包括 包括

修理厂折扣 Werkstattbonus

• 在家附近的⾼级修理⼚进⾏维修（选择此项后，不能⾃由选择修理⼚）
• 使⽤原⼚配件进⾏维修
• 取车、还车服务，维修后送车上门（单纯的玻璃维修不包含此服务）
• 按照制造商的指导⽅针进⾏专业维修
• 对所进⾏的所有维修保修6年
• 修理后的汽车清洁（单纯的玻璃维修不包含此服务）
• 在维修期间提供简单的替代车辆（单纯的玻璃维修不包含此服务）

可选择 可选择

替代车辆 Ersatzfahrzeug Plus

• 在德国境内发⽣事故维修时提供替代车辆，最长不超过14天，提供与⼊保车辆同等级
别的车辆，如果不需要替代车辆或不是整个维修期间需要代替车辆，维修期间每天赔
付50欧元，最长14天（单纯的玻璃维修不包含此服务）

可选择 可选择

新价赔付（24或36个月）Wertschutz 24 oder 36

• 从新车⾸次登记起，24（36）个⽉的新车价格赔付
• 车龄4年内的⼆⼿车，从车险合同开始的24（36）个⽉内赔付购车价格
• 如果已经超过24或36个⽉，除报销与出险当天同等价值的购车费外，再额外报销15%
• 车辆维修后根据专家鉴定结果，⽀付车辆的贬值费⽤
• 报销车辆注册或转让费⽤，最⾼赔付1000欧元

可选择24个⽉ 可选择24或36个⽉

电动车推荐的附加保护 Elektro Plus

• 车载电⼦设备的过压损坏
• 在电池电量不⾜的情况下提供拖车服务
• 电池的任何损坏、毁坏或丢失的全⽅位保障
• 在电池损坏的情况下，电池处理费⽤最⾼赔付2000欧元
• 保障车辆专属的私⼈充电装置，包括充电电线（需上锁）
• 由于短路⽽造成的间接损失，最⾼赔付15000欧元
• 因动物咬伤⽽造成的间接损失，最⾼赔付15000欧元

可选择 可选择

全险Vollkasko - 包括半险Teilkasko中的所有内容 Smart
经济型

Best
全面型

保险范围：
• 包括车主⾃⼰作为事故责任⼈对⾃⼰的车辆造成的损失
• 包括他⼈对车辆的蓄意破坏⾏为

包括 包括

出险理赔之后，可选择⾃⼰承担修理费⽤以保持保费不变 包括 包括

保费稳固 Rabattschutz 不可选择 可选择

替代车辆 Ersatzfahrzeug Plus 可选择 可选择

租赁车辆推荐 GAP-deckung 可选择 可选择



选择通过我入保车险的原因

当涉及到保险时，往往是⼀些⼩细节造成了很⼤的不同。
车险也⼀样，除了关注价格外，更好的服务和更全⾯的保
障内容有的时候可以帮你节省更多。
在⼊保咨询时，我会根据车⼦的情况和你的个⼈需求做保
险建议；在出险时，替你和保险公司联系、为你提供全程
舒⼼的跟进服务，帮你节省时间和精⼒，去完成⽣活中更
重要的事情。此外，我们提供的保险还包括以下优势：

增加临时司机

如果你的车⼦需要短时间借给亲朋好友开？没问题，每年有3次机会，你可
以在享受保险全部保障的情况下免费增加司机，每次最长7天时间。只需把
开车⼈的姓名、开车⽇期发给我们即可。

赔偿间接损坏

⼀根被咬断的电缆可以被迅速替换，但真正棘⼿的是后续的间接损坏隐患。
为了让你不⽤担⼼意想不到的情况，也赔付因动物咬伤、短路或玻璃破碎造
成的间接损失（⽐如更换⾼速票、做车辆内部清洁和更换灯泡等）。

全程陪伴的中文服务

搬去另⼀个城市车辆需要重新登记？给我发个微信就可以获得重新登记所
需要的号码；开车⼈或公⾥数有变化？直接留个⾔就⾏；车⼦出事故需要
维修？⼀个电话帮你联系好，等有⼈来取车修理就⾏；保险公司需要询问
情况？帮你拦下，替你回复。这些都是你在其他地⽅⼊保享受不到的。

赔偿因自身过失造成的损失

不⼩⼼忽略了斑马线没有让⾏⼈？或者是闯红灯造成了交通事故？如果是
因为⾃⾝过失造成的损失，别担⼼，我们也会赔付。



张一恒
慕尼黑大学硕士
德国IHK注册保险咨询师
手机：0176-80529307
微信：Heng-1306
邮箱：yiheng.zhang@ergo.de
网址：www.yiheng.zhang.ergo.de

联系方式

作为你的保险经理，结合你的实际情况，给你最专业的保险咨询和建议。

在入保前和入保后，免费提供便捷、高效的中文咨询和服务，帮助你获得理赔。

中文资料仅供参考帮助，法律依据以德文合同及保险条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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