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關鍵時刻
周全計劃助您在危疾中安心康復

�
危疾保險



突如其來的健康問題可將我們對未來的�

規劃及目標拋出正軌。醫學昌明無疑令�

更多人比過往戰勝例如癌症及中風等�

疾病，但康復過程往往漫長而讓人�

倍感壓力。

一套周全計劃能有備無患。假如您在面對

危疾時有所準備，便能一心一意專注於�

自己的康復，而無須過分為財務狀況�

擔憂。



可幸的是，存活的人比以往大為增多：

約72%的加拿大
中風患者生還2

        63%的加拿大癌症
         確診患者預計生還1   

約77%的加拿大
心臟病患者生還2 

63% 77%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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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Advisory Committee on Cancer Statistics. Canadian Cancer Statistics 2014. Toronto, ON: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2014. 
<https://www.cancer.ca/en/cancer-information/cancer-101/cancer-statistics-at-a-glance/?region=on>
**Source: “Tracking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in Canada - Stroke Highlights 2011,” < http://www.phac-aspc.gc.ca/cd-mc/cvd-mcv/sh-fs-2011/index-eng.php> accessed Dec. 31, 2014. 

加拿大每年
都有70,000宗
心臟病個案，
以及超過50,000宗
中風個案2

每2.2名加拿大男性中有一人
在其一生中 罹患癌症1

每2.5名加拿大女性中有一人  
在其一生中 罹患癌症1

超過

50,000  
宗中風個案

70,000 
宗心臟病個案

*Source: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Advisory Committee on Cancer Statistics. Canadian Cancer Statistics 2014. Toronto, ON: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2014. <https://www.cancer.ca/en/cancer-information/cancer-101/cancer-statistics-at-a-glance/?region=on>
**Source: “Tracking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in Canada - Stroke Highlights 2011,” 
< http://www.phac-aspc.gc.ca/cd-mc/cvd-mcv/sh-fs-2011/index-eng.php> accessed Dec. 3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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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用為財務擔憂，�
安心康復
患上危疾不一定就要改變您的理財

保障計劃和目標。危疾保險可提供

一次過的賠償金，讓您隨意運用。

您可切合自身財務需要靈活地使用

這筆款項，確保您能專心康復。

您可將所獲賠償用於：

• 彌補您或您配偶在不能工作期間的�
� 收入損失

•  管理日常開支(房貸、食用、交通費用)

•  尋求私人或出國治療

•  維持讓子女參加活動及托兒費用

•  支付企業經營費用

支付不受保障�
的開支�

診斷出危疾已讓人如負重壓，
更何況要再為省級醫療服務�
保障範圍以外的花費憂心，�
例如：

舟車費
前往醫療機構，汽油、酒店、
飲食

生活費  
如房屋貸款或租金、汽車支出
及食用

長期病患開支
如房屋清潔、家居護理、藥物、
改裝住所或長期護理院住宿

考慮到這些費用能助您面對�
危疾時做好準備。



LifeAdvance：加拿大人壽危疾保險
此產品保障您一旦確診患有下列危疾中的一種，便可獲得一次一筆過的保險賠償*：

• 後天性腦損傷 (acquired brain injury)

• 主動脈手術 (aortic surgery)

• 再生障礙性貧血 (aplastic anemia)

• 細菌性腦膜炎 (bacterial meningitis)

• 良性腦腫瘤 (benign brain tumour)

• 失明 (blindness)

• 昏迷 (coma)

• 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 失聰 (deafness)

• 癡呆 (dementia)，包括老年�
� 癡呆症 (Alzheimer’s disease)

• 突發性心臟病(heart attack)

• 心瓣置換 (heart valve replacement)

• 腎衰竭 (kidney failure)

• 致命性癌症(life-threatening cancer)

• 喪失獨立生活能力�
� (loss of independent existence)

• 斷肢 (loss of limbs)

• 喪失說話能力(loss of speech)

• 主要器官衰竭 (輪候移植) 
 (major organ failure on waiting list)

• 主要器官移植(major organ transplant)

• 運動神經疾病 (motor neuron disease)

• 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 因職業感染喪失人體免疫力病毒�
� (occupational HIV infection)

• 癱瘓 (paralysis)

• 柏金遜症(Parkinson’s disease)及�
� 指定的非典型柏金遜綜合症�
� (atypical Parkinsonian disorder)

• 嚴重燒傷 (severe burns)

• 中風 (stroke)
*須符合您保單所列明之定義，且渡過所需存活期



財務之外的支援
危疾診斷會多方面影響您的生活。您需要的很可能不僅僅是財政支援，因此，
我們通過Best Doctors和Shepell，提供醫療支援及心理輔導服務。

�「最佳醫生」Best Doctors
此服務可讓您及家屬聯繫到Best Doctors網絡50,000名世界知名的醫學�
專家，以獲取專家意見，並尋找正確的診斷及治療資料。Best Doctors亦可以�
幫您找到本地及世界各地的專家，確保您醫療上的問題能得到相關領域的�
頂尖專家回答。

在您的保單有效期間，您可隨時出於任何醫療問題使用這些服務，而不限於�
您危疾保單所涵蓋的狀況。合資格的家屬包括配偶、未滿21歲的子女，以及�
未滿25歲的全日制在讀學生子女。

Shepell
Shepell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家庭支援服務、註冊營養師服務等等，幫您�
及家人處理康復期間帶來的情緒影響。

保障您的計劃如願而行
即使意外發生，我們都能協助您的財務計劃如願而行。若您不幸患病，不必�
擔心您的經濟狀況。加拿大人壽的LifeAdvance危疾保險能為您提供一次�
一筆過的賠償金作為財務支援，讓您隨意使用。您可以安心療養，重享�
身心健康。

欲了解更多資料，請向您的顧問查詢。



LifeAdvance 
危疾保險�

能助您人生計劃�

如願而行—即使�

不幸意外發生。



1.   資料來源：加拿大癌症協會諮詢委員會癌症統計資料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Advisory Committee  
on Cancer Statistics)。2014年加拿大癌症統計資料 (Canadian Cancer Statistics 2014)。安大略省�
多倫多：2014年加拿大癌症協會。https://www.cancer.ca/en/cancer-information/cancer-101/cancer-
statistics-at-a-glance/?region=on

2.  �資料來源：“加拿大心臟疾病及中風追蹤調查 -2011年中風焦點”(Tracking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in 
Canada - Stroke Highlights 2011)，http://www.phac-aspc.gc.ca/cd-mc/cvd-mcv/sh-fs-2011/index-
eng.php，2014年12月31日獲得。

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沒有義務提供本冊子中提及的Best Doctors, 
Inc.或 Morneau Shepell Ltd.之服務，並可能隨時更改或取消使用這些服務，恕不另行通知。在某些情況下，�
即使您可能無權獲得LifeAdvance或兒童LifeAdvance保單的賠償，仍可享有這些服務。任何有關此等服務的
聲明或保證，均由Best Doctors或Shepell所作出，而並非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

本冊子提及的Best Doctors及Shepell服務不收取費用。Best Doctors不會為會員進行轉介或預約。�
與FindBestDoc及FindBestCare服務相關的任何舟車、住宿或醫療費用均由受保人承擔。使用這些服務的�
前提是要具備足夠能力支付所有此類開支。我們建議您告知主治醫生有這些服務可供選擇。

欲知更多有關加拿大人壽的資料，請瀏覽canadalife.com。

欲了解LifeAdvance及兒童LifeAdvance危疾保險如何切合您的需要，請向您的顧問索取保單說明書。 
 
此冊子並不是亦不會構成任何合約的一部分。

在魁北克省，顧問是指個人保險保單及分隔基金保單之理財保障顧問，以及團體產品之團體保險/團體年金�
計劃之顧問。

此冊子為Canada Life英文冊子 (46-9992)之中文翻譯本，如有需要，可索取英文冊子。若中、英文版本的內容出現矛盾或含糊�
之處，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46-9992, which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Shepell乃Morneau Shepell Ltd.之商號。 

Best Doctors乃Best Doctors, Inc.之註冊商標，已獲授權使用。

Canada Life及其設計、“Helping people achieve more”，LifeAdvance以及Child LifeAdvance 
乃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之商標。                   46-9992 CH-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