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公司临时（入境）医疗保险计划主要特征比较表（表 A）。仅供参考，详情以各
公司保单原文为准。（本表由方金琪为 www.healthChinese.ca 网站编辑。）
公司和
计划
21 世纪Manulife

年龄
范围

垫底费选择
及费率增减

保单最长受保天数 疾病受保等候期*

同一疾病就诊及复诊规定

31 天以上

每张保单每人$50。 85 岁及以下 365
到达后 30 天内买 无限制。但若紧急治疗后保险公司
86 岁及以上只有
天；以上一般 180 72 小时等侯；30 医生评估认为紧急治疗已完成或认
$500 垫底费选项。 天（特殊情况见收 天以上 7 天等候 为可以回国，继续就医不保。
$0
+5%；
费表说明）。可续 期。
$250 -10%；
保。
$1000 -20%；
$5000 -35%；
$1000 -40%。
另有$2500 消失垫底
费计划。
Manulife- Plan A：
每次索赔$75.
365 天
30 天内买 48 小时 紧急治疗后保险公司医生评估认为
Coverme
31 天-85 岁
$0
+5%
等侯；以后 8 天。 紧急治疗已完成或建议回国，继续
Plan B：
$500 -15%
就医不保。
35 岁-85 岁
$1000 -20%
$2500 -25%
$5000 -35%。
GMS
0-79 岁
每次索赔$1000。
365 天。
抵达后 30 天内买 紧急治疗后复查等不保。
$500 +15%；
48 小时。30 天以
$100 +30%
后买，一般不卖。
$0
+45%。
JF Optimum
15 天以上 每种病$0。
包括续保在内,85 岁 抵达 30 天内买 48 复诊最高赔付$3000。若紧急治疗后
$50
-5%。
及以下 365 天；以 小时等候期，30 保险公司医生评估认为紧急治疗已
86 岁及以上每次索 上 180 天。续保必 天以上 7 天等候 完成或建议回国，继续就医不保。
赔$500 垫底费。
需经过事先同意。 期。86 岁及以上
15 天等候期。
RSA
15 天以上 每种病$100。
365 天。续保累计最 抵达 30 天内买 48 紧急治疗后保险公司医生评估认为
$0
+5%；
长两年。
小时等候期，30 紧急治疗已完成或认为可以回国，
$1000
-20%。
天以上 7 天等候 继续就医不保。
86 岁及以上$500 垫
期。86 岁及以上
底费。
15 天等候期。
Travel
1 个月-84 岁。 $150,000 保额垫底 60 岁及以下者保单
48 小时。
紧急治疗后医生或保险公司评估认
Guard
费为 0;其他保额垫 最长受保期限为 365
为已经可以回国，继续居留该疾病
底费为$50。
天，以上者最长 183
不再受保。
天。
T.I.C.
15 天-89 岁。 每次索赔$0.
365 天；累计最长受
48 小时。
复诊最高赔偿$5000。紧急治疗后公
$100 -5%；
保期限为两年。
司有权将受保病人转往其他医院或
$250 -10%；
决定送其回国，若继续就医不保。
$1000 -20%；
原居住国的旧病复诊除公司事先同
$3000 -30%；
意的外，不保。
Travel
0-89 岁。
Underwriter

每种病$100.
$0
+15%;
$1000
-10%;
$2500
-20%
$5000
-30%
$10000 -35%

*：指不是抵达前购买。抵达前购买没有等候期。

365 天

60 天内买 48 小时 紧急治疗后的延续治疗、复发、或
等侯；以后 7 天。 并发症均不保，除非医生证明受保
人身体不宜回国旅途。

加拿大公司临时（入境）医疗保险计划主要特征比较表（表 B）。仅供参考，详情以各
公司保单原文为准。（本表由方金琪为 www.healthChinese.ca 网站编辑。）
公司和
计划
21 世纪Manulife
ManulifeCoverme

GMS

JF

RSA

Travel
Guard

T.I.C.

TU
Platinum
Plan

稳定性
旧病*

就诊前是否要通知保
险公司

非紧急诊断检查

过去 180 天稳定(没有因 是。否则可能自费
实验检测和 X 光、
此住院、加大药量或改 20%。
超声波等。最多
变治疗方法)受保。
$1500。
计划 A 不保过去 180 天 是。否则可能自费
诊断所需测试。
有过用药、治疗、症状 25%。
的任何疾病；计划 B 保
过去 180 且 12 月内没因
此住过 1 次以上或 2 天
以上医院天处于稳定的
旧病。
过去 180 天稳定，部分 是。否则自费 30%。与 实验检测和 X 光。
疾病可能追回到过去 12 公司建议违背的就诊 其他检查，除公司
个月。
不保。非紧急治疗， 事先同意的外，均
即使是医生建议，不 不保。
保。

索赔
期限
30 天内须通
知；90 天
90 天

30 天内报告，
90 天提交所有
材料。离境 30
天内提交全部
申请材料。

续保条件

有过索赔均可续保。若在住
院等紧急情况时保单到期，
自动延长至出院后第 5 天。
若有过索赔，续保须先征得
公司同意。若在住院等紧急
情况时保单到期，自动延长
至出院后第 5 天。

没有超过$500 的索赔；至
少到期 48 小时前向公司提
出申请；累计没有超过最长
受保天数（365 天）。若在
住院等紧急情况时保单到
期，自动延长至出院后 72
小时。
过去 120 天稳定。稳定 是。就诊前通知公
实验检测和 X 光。 30 天内书面通 没有超过$500 的索赔；到
的定义参见保单条款规 司。若就诊或入院后 不保声波图
知，90 天内提 期前 10 天内向公司提出申
定。
24 小时内未通知公
(Sonograms)、超声 交所有索赔材 请；累计没有超过最长受保
司，自费 30%并最高赔 波、胃镜、肠镜、 料。
天数。若在住院等紧急情况
偿额不超过$50000。 活组织检查等。
时保单到期，自动延长 72
重大治疗必须获得公
小时。
司事先同意。
过去 120 天有症状、治 是。否则自费 20%及最 实验检测和 X 光。 30 天内书面通 无索赔；到期前向公司提出
疗、或吃药的所有疾病 高赔偿不超过
其他除非事先征得 知，90 天内提 申请，健康状况没有变化。
不受保。
$25,000，并只保第一 Global Excel 同
交所有索赔材 若在住院等紧急情况时保单
次看病费用。重大治 意，否则不保。
料。
到期，自动延长至出院后
疗必须获得公司事先
72 小时。
同意。
2-50 岁过去 90 天稳定，是。需要事先通知。
立即通知，回 无索赔；符合初次买保单是
心、肺相关疾病可能除 否则自费 30%。不接受
国后 90 天内完 条件。保单到期时若在住
外；50 岁以上 180 天。 保险公司指定医生治
成申请手续和 院，自动延长至出院后 120
疗可能需自费 30%。
材料。
小时。
59 岁及以下过去 90 天稳是。24 小时内和重大 实验检测和 X 光。 30 天内报告， 有过索赔均可续保，符合初
定；60-79 岁过去 180 天治疗或手术前，否则
90 天内提交所 次买保单是条件即可。保单
稳定；80-89 岁若要保旧自费 20%。
有材料。
到期时若身体不宜旅行，自
病须填写特别问卷表。
动延长 5 天；若住院，自动
延长至出院后 72 小时。
是。
实验检测和 X 光。 30 天内通知， 无索赔；保单到期前申请;
90 天完成申请 累计未超过 2 年。若在住院
手续和材料。 等紧急情况时保单到期，自
动延长至出院后第 5 天。

*：不同公司多有不同年龄规定，对旧病稳定性的定义要求也可能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