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危疾
保險

Critical illness 
insurance for children



專注於您孩子的
康復，無需分心
應付財務問題



罹患危疾的
孩子 
對您來說，實在難以想像 
孩子患上危疾，但如果 
不幸真的發生在孩子身上，
怎麼辦？

您是否有足夠的 
經濟能力：
• 暫時停止工作，全心全意

照顧孩子？
• 選擇最好的醫療護理服務？
• 專注幫助孩子康復， 

而無需分心應付其他 
財務問題？ 

Child LifeAdvance 兒童危疾保險如何助您應對？ 

如果您的孩子不幸被確診患上以下其中一種危疾，並符合保單所訂的條款， 
Child LifeAdvance™ 兒童危疾保險便會向您支付一次一筆過的保險理賠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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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腦癱 (Cerebral palsy)
• 昏迷 (Coma)
• 先天性心臟病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 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 囊性纖維化 (Cystic fibrosis)
• 失聰 (Deafness)
• 心臟病 (Heart attack)
• 心臟瓣膜置換或修復手術 (Heart valve 

replacement or repair)

• 腎功能衰竭 (Kidney failure)
• 危及生命的癌症 (Life-threatening cancer)
• 斷肢 (Loss of limbs)
• 喪失語言能力 (Loss of speech)
• 主要器官衰竭 (等待移植) (Major organ 

failure on waiting list for transplant)
• 主要器官移植 (Major organ transplant)
• 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 肌肉營養不良症 (Muscular dystrophy )
• 癱瘓 (Paralysis)
• 嚴重燒傷 (Severe burns)
• 中風 (Stroke)
• 1 型糖尿病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選擇 Child LifeAdvance
兒童危疾保險，您也可 
獲得額外的保障
疾病協助保險理賠金  
(Illness assis benefit）
如果您的孩子被確診患有以下 
情況，而且符合保單所列的 
條件，您將獲得部分保險 
理賠金。

• 冠狀動脈血管成形術  (Coronary angioplasty)

• 乳腺導管原位癌 (Ductal breast cancer in-situ)

• 早期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Early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 早期前列腺癌 (Early prostate cancer)

• 早期甲狀腺癌 (Early thyroid cancer)

• 腸胃基質腫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urs)

• 1 級神經內分泌腫瘤（類癌） 
(Grade 1 neuroendocrine tumours [carcinoid])

• 淺表惡性黑色素瘤 
(Superficial malignant melanoma)

如每次理賠涉及不同危疾，則疾病協助 
保險理賠金可提供多達四次的理賠。而 
疾病協助理賠金額不會令危疾保險理賠 
的金額下降。 

手術預付保險理賠金  
(Surgery advance)  

如果您的孩子患上保單所列的 
其中一個危疾，並需要做手術，
您將可提前獲得一部分保險 
理賠金。



量身設計  
您的保障

您的顧問可為您孩子量身設計危疾保險保障，幫助滿足您和您家庭
的獨特需求。

轉為成人保單
在孩子 25 歲生日前（如果沒有支付一次一筆過的保險理賠金，保單將會在 25 歲生日 
當日失效），您可將全部或一部分保障轉為成人危疾保險保單。  

如果您未作出任何理賠申請，便可獲得退回保費
如果您選擇了「保費歸還 (return-of-premium)」選項，若孩子没有被確診患上危疾， 
又或孩子不幸身故，您或可獲得最多達 100% 的保費歸還。

擁有人須知： 

Child LifeAdvance 兒童危疾保險 
保單必須由對被保兒童具可保利益
的成年人士所擁有。父母、祖父母
及法定監護人均符合資格成為保單
擁有人。

加拿大稅務局 (Canada Revenue Agency，簡稱 CRA) 和魁北克省稅務局 (Revenu Quebec) 尚未就危疾保險保單内
「保費歸還 」理賠之稅務處理作出正式裁決。因此，就「保費歸還 」理賠選項所涉及的稅務處理之詮釋會因人

而異。



超越財務
的支持
孩子被確診患上危疾 
可能㑹改變一切。 
您需要的或許不僅僅 
是財務支援，因此，
我們亦通過 Teladoc 
Medical Experts（前身 
為 Best Doctors™)， 
和 LifeWorks™（前身 
為Shepell)，為您提供
醫療支援及心理輔導 
服務。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可讓您及家屬聯繫到
醫學專家，幫助您獲得準確的診斷，並幫助您
對病況和治療方案有更深入的了解。Teladoc 
Medical Experts 還可以幫助您通過 Find a Doctor 
找到本地專家，並通過 Care Finder 找到世界 
各地的專家，來確保您在醫療上的問題能得到 
相關領域的頂尖專家回答。*

*與 Find a Doctor 和 Care Finder 服務相關的旅費、住宿費和醫療費用由被保人自行負擔。我們建議您告知主診
醫生可獲提供這些服務。

在保單有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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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可以通過一個擁有超過
450 名專科及副專科臨床醫生的數據庫，幫您
聯絡並找到最符合您需求的專家（們）。

LifeWorks
LifeWorks 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家庭支援服務
及註冊營養師服務等等，幫助您和您的家人應對
孩子患病帶來的情緒衝擊。



財務問題， 
不應是 
您要面對 
的煩惱

加拿大人壽提供的 Child LifeAdvance 
兒童危疾保險可以透過支付一次 
一筆過的保險理賠金，為您提供 
經濟上的支持，您可以自由運用 
這些錢，全心全意助孩子走上康復 
之路。

歡迎聯絡 
您的顧問， 
了解詳情。



請瀏覽  canadalife.com 
@CanadaLifeCo

本冊子不是也不構成任何合同的其中一部分。有關 LifeAdvance™ 和 Child LifeAdvance™ 危疾保險如何滿足
您需求的更多信息，請諮詢您的顧問。 
加拿大稅務局 (Canada Revenue Agency，簡稱 CRA) 和魁北克省稅務局 (Revenu Quebec) 尚未就危疾保險 
保單内「 保費歸還」理賠之稅務處理作出正式裁決。因此，就「 保費歸還」理賠選項所涉及的稅務處理之詮釋 
會因人而異。
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沒有義務提供本小冊子中提及的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Inc. 或 Life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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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 LifeAdvance 保單的賠償，仍可能獲得這些服務。 
任何有關此等服務的聲明或保證均由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或 LifeWorks 所作出，而並非加拿大人壽保險
公司。
本册子提及的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及 LifeWorks 服務不收取費用。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不會為會員進行轉介或預約。與服務相關的旅費、住宿費和醫療費用由被保人自行 
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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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您告知主診醫生可獲提供這些 
服務。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Expert Medical Opinion, Find a Doctor, Care Finder, Ask the Expert, 及 Personal Health Navigator 均爲Teladoc Health, Inc. 
的服務商標或註冊商標。
標識及商標經許可使用。
LifeWorks 爲 LifeWorks Inc. 的商業名稱。
Canada Life 及其設計、LifeAdvance 和 Child LifeAdvance 均爲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之商標。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 English brochure (172 CAN) which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此册子為 Canada Life 英文册子（172 CAN）之中文 翻譯本，如有需要，可索取英文册子。若中，英文版本的内容出现
矛盾或含糊之處，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172 CAN-Z-CH-03/22

Visit canad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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