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们，加拿大国
人世代倾心信赖。
您也同样可以。

1949年，在萨斯喀彻温省想要引进政府医疗保
险的十多年前，一群坚定的友邻和医生以同样
的决心携手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提供优质、
平价的医疗保险。 

只需少许月供，在突遇疾病或受伤之时，人们
和家人便可以得到医疗保障，而且医疗费用也
得以解决。

Group Medical Services应运而生。

今天，GMS已经成为健康和旅行保险的首选供
应商，对政府和其它私人保险计划所不涵盖的
大量花费进行承保。为了响应持续增长的强烈
需求，我们自2003年以来，已经将我们集服
务、选择和价值于一体的标志式产品扩展至加
拿大全境。

65年时移世易，变化不断；但是我们的承诺始
终如一，永不改变：佑您健康，护您平安。

健康保险
针对日常医疗需求、急诊以及省/地区健康保险未涵

盖且不断增加的药物和牙科费用的补充辅助保险。

前来加拿大的移民及访客
为新登陆的移民及访加旅客提供的紧急医疗保险，

包括帮助协调所需的治疗及护理。

学生计划
针对离家求学的专上学生，在加拿大境内和境外上

学时的紧急医疗和旅行保障。

团体保险计划
专为各种规模的公司所设计和定价的保险福利计

划。

GMS还提供

Group Medical Services
免费拨打：1.800.667.3699  

电子邮箱：info@gms.ca 
www.gm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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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取消保险费率
本费率自2018年9月15日起生效。此为单人费率。

单次行程投保总额 多次行程年度投保总额

年龄 $0– 
700

$701– 
1,400

$1,401– 
2,100 

$2,101– 
2,800 

$2,801– 
3,500 

$3,501– 
4,200 

$4,201– 
20,000 $1,500 $2,500 $5,000

未满18岁 $26 $39 $49 $65 $83 $111

以$4,200为 
基础，投保 
总额每增 
加$100， 
则保费增 
加$4.30

$122 $162 $363

18 – 34 $30 $45 $55 $74 $93 $122 $137 $182 $390

35 – 54 $37 $53 $66 $85 $108 $142 $164 $212 $441

55 – 59 $41 $55 $68 $90 $112 $143 $170 $225 $444

60 – 64 $49 $66 $84 $105 $134 $172 $210 $262 $516

65 – 69 $57 $73 $88 $111 $143 $181 $219 $277 $537

70 – 74 $66 $82 $104 $127 $167 $211 $258 $319 $605

75 – 79 $102 $127 $162 $210 $255 $322 $404 $525 $890

80岁以上 $131 $172 $206 $273 $325 $410 $534 $692 $1,110

旅程取消保险

度假可能会是一项重大投资，因此也会具有风险。

行程会因为糟糕的天气而被迫取消，可能会由于

紧急医疗状况而推迟出发，您也可能会错过转机。

旅程取消保险可为您提供以下保障：

• 不可退款的交通费用 
（机票、车票和游轮票）

• 不可退款的旅行费用 
（住宿、观光和活动门票）

• 取消行程而产生的罚款

• 旅程延误费用 
（用餐、住宿、出租车或拼车服务以及其它项）

•  行李丢失、损坏以及延误

打包购买保险并
节省保费！

与紧急医疗险打包购买时， 
TravelStar®旅程取消险的保费 

可以优惠10%。

行程延误险升级 单次行程 每次旅程$23
每人

年度多次行程 $56

TravelStar® 
旅游保险

紧急医疗及旅程取消险

2018年9月15日生效



免赔金额选项：按照适用图表中的费率计算不同的免赔金额。

单次行程 $0免赔金额 = 费率 x 1.1 $250免赔金额 = 如图表中显示 $1,000免赔金额 = 费率 x 0.9 $5,000免赔金额 = 费率 x 0.8

年度多次行程 $0免赔金额 = 如图表中显示 $250免赔金额 = 费率 x 0.9 $1,000免赔金额 = 费率 x 0.8 $5,000免赔金额 = 费率 x 0.7

年度多次行程费率（$0免赔金额，此为单人费率）

旅程长度（天数）

年龄 费率 30 15

未满18岁 Star $44 $28

18 – 34 Star $95 $57

35 – 54 Star $117 $68

55 – 59 Star $134 $92

60 – 64 Star $238 $146

Select + $263 $161

Select $310 $207

Standard + $358 $251

Standard $425 $292

65 – 69 Star $365 $209

Select + $402 $230

Select $475 $302

Standard + $548 $348

Standard $651 $426

70 – 74 Star $561 $357

Select + $616 $393

Select $729 $489

Standard + $841 $564

Standard $999 $671

75 – 79 Star $719 $480

Select + $792 $528

Select $936 $624

Standard + $1,079 $720

Standard $1,282 $816

紧急医疗保险费率
本费率自2018年9月15日起生效。60岁以上的申请人需要填写医学调查问卷以确定适用Star、Select +、Select、Standard +还是Standard费率。请参考保单以了解该险种的完整福利和保障条款。保费可能随税费变动。如果
您年满16岁且在过去2年中使用过烟草产品，则单次行程和多次行程年度紧急医疗保险的费率中都需要加收15%的吸烟附加费。

单次行程费率（$250免赔金额，此为单人费率）

旅程长度（天数）

年龄 费率 0-30 31-60 61-80 81-100 101-120 121-140 141-160 161-183

未满18岁 Star $1.63 $1.90 $2.34 $2.62 $2.84 $2.94 $3.10 $3.27

18 – 34 Star $1.85 $2.18 $3.19 $3.55 $3.88 $4.00 $4.32 $4.50

35 – 54 Star $2.09 $2.57 $3.03 $3.40 $3.88 $4.14 $4.46 $4.62

55 – 59 Star $2.82 $3.24 $3.47 $3.65 $3.88 $4.55 $4.80 $4.95
60 – 64 Star $3.45 $3.46 $3.72 $3.81 $3.88 $4.76 $6.04 $6.69

Select + $4.82 $4.83 $4.94 $5.18 $6.15 $7.58 $8.55 $10.04

Select $6.69 $6.71 $7.90 $9.59 $10.41 $11.48 $12.59 $13.95

Standard + $8.27 $8.29 $10.26 $12.44 $13.52 $14.16 $15.57 $17.25

Standard $10.27 $10.29 $12.63 $13.87 $15.07 $15.96 $17.40 $19.27
65 – 69 Star $4.96 $5.27 $5.51 $5.64 $6.05 $6.44 $7.88 $8.83

Select + $6.25 $7.19 $7.95 $8.06 $8.16 $8.92 $11.21 $14.04

Select $8.68 $9.99 $12.09 $12.44 $13.27 $14.39 $15.90 $17.83

Standard + $10.94 $12.59 $15.72 $16.53 $17.63 $18.66 $20.00 $22.43

Standard $14.17 $16.11 $19.39 $20.73 $22.12 $23.20 $24.85 $27.88
70 – 74 Star $6.96 $7.59 $8.01 $8.50 $8.86 $9.74 $11.36 $12.86

Select + $8.64 $9.50 $9.93 $10.32 $10.58 $13.01 $15.62 $17.91

Select $12.67 $14.54 $15.71 $16.67 $17.93 $19.76 $21.76 $24.18

Standard + $15.18 $17.42 $19.86 $21.06 $22.62 $24.73 $26.93 $30.52

Standard $17.92 $20.83 $24.72 $26.31 $27.53 $30.25 $33.50 $37.21
75 – 79 Star $11.42 $12.63 $12.69 $14.38 $16.53 $17.64 $17.91 $19.21

Select + $15.84 $18.59 $18.80 $20.89 $23.55 $24.45 $27.05 $31.39

Select $20.78 $24.51 $24.73 $28.04 $32.22 $34.39 $35.64 $41.30

Standard + $24.90 $29.43 $29.68 $33.64 $38.67 $41.27 $42.81 $49.56

Standard $28.54 $33.56 $33.83 $38.35 $44.08 $48.38 $49.31 $55.81
80岁以上 Star $18.82 $20.21 $21.79 $22.98 $25.26 $28.12 $28.67 $31.90

Select + $26.64 $29.56 $32.92 $35.37 $38.87 $43.01 $46.57 $52.42

Select $35.00 $38.80 $43.37 $46.42 $51.03 $56.80 $61.34 $68.90

Standard + $41.97 $46.48 $52.09 $55.61 $61.13 $68.05 $73.67 $82.61

Standard $50.38 $54.12 $58.58 $61.76 $70.38 $78.35 $81.73 $91.97

每次申请的最低保费为$20.00。当用作首选补充计划时，计算保费时所用的基础费率以旅程的总距离为基础。

和家人一起旅行并节省费用

和家人一起旅行？ 一起申请，每名成员各自的单次行

程紧急医疗险可获得5%的同行折扣。 

更多优惠 – 随行儿童医疗保费全免！

同行折扣细节：折扣仅适用于单次行程紧急医疗险计划的保费。它不适
用于旅程取消基础费率。您必须与至少一位16岁以上的家庭成员（配偶
或受养人）一起旅行才能申请此折扣。16岁以下的受养人与父母一起旅
行时不收取费用。

紧急医疗险

很多加拿大人在旅行时没有任何保险，他们以为政府

健康险会提供全部保障。然而并不是这样。 

一次事故就足以使个人财务状况蒙受巨大损失。 

购买经济实惠的TravelStar紧急医疗险来保护 

您的行程。

• 保额5百万(加元)，适用于省外任何地点

•  24种精选福利（涵盖救护车、住院、诊断测试以及

其它多个项目）

• 单次行程或年度多次行程保险计划

• 全天候全球援助

• 直接服务提供商支付

您是否为……
冬季离开加拿大的 
人群？
商务旅行者？
跨境购物者？
或前往另一省份 
或另一国家 
度假？

加拿大人热爱旅行。GMS的
TravelStar®旅游保险是旅行中 
最需要准备的一件‘行李’。

选择您需要的TravelStar险种。

有关TravelStar旅游保险计划的详细信息，请咨询GMS保险经纪人， 
访问www.gms.ca或致电1.800.667.3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