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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偿概况



加拿大人寿(Canada LifeTM) 
危疾保险索偿概况

突如其来患病可使您和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LifeAdvance™ 危疾保险可在您不幸罹患

受保障危疾时提供一笔保险赔偿。1  您可以

随心使用这笔赔偿金，在维持稳定经济状况

的同时安心疗养。

2018年，我們偿付了

$4,620万元
的危疾索偿。2

您有未雨
绸缪吗？

您知道吗？

癌症(Cancer)、心脏病(heart attack)及中风(stroke)

占了危疾保险索偿的85%。



of Canadians 
diagnosed with cancer 

are expected to

 survive1

of Canadians who 
have a heart attack 

(and are hospitalized) 

 survive3 

of Canadians 
who have a stroke 

(and are hospitalized) 
survive2

在加拿大，每2 名男性及每2.2 名女性中，就有1 人会在

其一生中患上癌症。3

加拿大每年有超过70,000 宗心脏病4 及超过 62,000 宗

中风5 个案。

60%

的加拿大

癌症患者至少

存活
5年。3

95%

的加拿大

心脏病患者
(送院治疗)

得以存活。6

80%+

的加拿大

中风患者
(送院治疗)

  得以存活。4



最常见的
索偿个案

其他9%

多发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3% 

搭桥手术
(Bypass surgery) 3% 

中风5%

心脏病 13%

癌症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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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慕尼黑再保险公司
(Munich Re)2014年个人保险调查

严重疾病可改变您的

一生，而且通常无法

预知。您也许会认为危疾

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然而，不论任何年龄，

它都可能降临到任何人

身上。 

我们在2018年支付的索偿示例：

年齡 性別 职业 保单年数 病况 赔偿金额
作出决定
的天数*

62 女 主妇 17 癌症 -  乳腺癌 
Cancer – Breast $100,000 8

44 男 石膏板墙师傅 16 癌症 -  脑肿瘤  
Cancer – Brain tumour $1,000,000 111

53 男 保修人员 10
癌症-指状乳头状腺癌 
Cancer – Digital papillary 
adenocarcinoma

$250,000 8

53 男 脊医 15 癌症 -  前列腺癌  
Cancer – Prostate $500,000 7

58 男 牙医 13 及11 
癌症 -  未分化多形性
肉瘤 Cancer – 
Undifferentiated 
pleomorphic sarcoma

$1,000,000 
($750,000 + 
$250,000)

15

65 男 天花板分销公司
总裁 12 癌症 -  胰腺癌  

Cancer – Pancreatic $500,000 24

35 女 金融机构副总监 7 中风 Stroke $200,000 4

59 女 行政助理 9 癌症 -  转移性肿瘤  
Cancer – Metastatic $50,000 23

46 女 院舍护理员 5 癌症 -  卵巢癌  
Cancer – Ovarian $10,000 6

47 女 待业 20 癌症 -  乳腺癌  
Cancer – Breast $50,000 5

54 男 销售代表 15 心脏病  
Heart attack $125,000 18

62 女 花店员工 20 癌症 -  乳腺癌 
Cancer – Breast $100,000 3

62 男 投资从业员 15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100,000 3

61 男 机修工 15 癌症 -  大肠癌 
Cancer – Colon $50,000 4

42 女 化学家 13 癌症 -  乳腺癌 
Cancer – Breast $200,000 4

*理赔时间包括我们等候任何尚未提交的资料



在您最需要时
提供保障

您可如何利用赔偿金？

弥补您在康复或照顾患病家人不能
工作期间的收入

支付您的省级医疗服务计划保障
范围以外的医疗保健费用

在您的配偶因照顾您或家人而不能
工作时，补贴家庭收入

寻求另类疗法或出国治疗

对于每项危疾的全额赔付，
我们会向您选择的慈善机构
捐出$500 7

前往治疗时的停车费或交通费

应付危疾可令您和家人
心力交瘁。

我们的保单也提供相关服务助您
应对：

• Shepell 提供辅导和支持服务。

• 在有需要时，Best Doctors® 会助您
 寻求有关您诊断和治疗的第二意见。

注：加拿大人寿沒有义务提供 Shepell 或 Best Doctors®

的服务，并可能随时改变或取消有关服务的使用权，
恕不另行通知。



伤残保险
索偿概况

您知道吗？ 超过四分之三的有效伤残索偿涉及肌肉骨骼损伤 

(如骨折、跌倒、脱臼和扭伤)、神经疾病(如抑郁症

和焦虑症)及癌症。下图显示的伤残保险索偿原因

是基于2018 年加拿大人寿所付的有效索偿。

2018年，加拿大人寿
偿付了超过

$1亿4,650万元
的个人伤残保险索偿。2

最常见的索偿原因

其他

8%8%

心血管疾病
7%7%

芦
18%18%

神经疾病
25%25%

肌肉骨骼损伤

42%42%

资料来源：加拿大人寿
伤残保险—基于2018年

支付的所有新索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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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化理赔
让我们更胜一筹

凭借理赔专员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加拿大人寿
致力于快速准确地支付合资格的索偿。我们的理赔
专员不仅提供出色的客户服务，尊重和善待所有
客户，而且高效地处理索偿。

我们在2018年支付的持续性伤残赔偿示例：

年龄 性別 职业 伤残原因
领取赔偿金
的时间

 等候期
 (天)

每月
赔偿收入

自提出索偿以來
已付的总金额+

29 女 兽医 脑震荡后综合症 
Post-concussion syndrome 13 个月 90 $3,100 $40,300

30 女 牙科保健师 胸廓出口综合症 
Thoracic outlet syndrome 26 年9 个月 30 $3,150 $1,011,150

36 女 牙医 第一和第二颈椎肿瘤及狭窄症 
C1/C2 tumor and stenosis 10 年8 个月 90 $6,250 $800,000

36 男 办公室行政人员** 脑出血
Cerebral hemorrhage 46 年3 个月 7 $400 $222,000

38 男 脊医 手腕骨折 Fractured wrist 11 年 60 $3,500 $462,000

39 男 脊医
二头肌远端肌腱破裂及
胸大肌撕裂 Distal bicep rupture 
and pectoral major tear

6 年 90 $1,500 $108,000

40 男 牙医*
颈椎两处骨折及脊椎第六节
脱臼 Fractured 2 vertebrae in 
neck and dislocated C6

8 年 90 $2,500 $240,000

46 男 放射科医生
(医学博士) 肠癌 Intestinal cancer 4 个月 90 $11,500 $46,000

49 男 兽医 骨关节炎 Osteoarthritis 9 年3 个月 120 $3,000 $333,000

54 男 工业公司董事
非霍奇金淋巴瘤及背部骨折 
Non-Hodgkin’s Lymphoma with 
fractures in back

1 年 90 $6,100 $73,200

58 男 脊医 心脏病 Heart attack 2 年8 个月 90 $2,800 $89,600

58 女 医生** 多发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6 年4 个月 30 $4,300 $326,800

+金额仅为近似值，不包括任何按照通胀调整的价值。
*索偿人拥有自己的职业，并在从事另一项职业时继续领取全额赔偿金。
**索偿人依据意外和阶段式疾病附加保险，领取终身赔偿金。

伤残或危疾
保险索偿会被拒

或仅获得部份 
 赔付吗？

对于危疾保险，不符合我们对危疾定义或

不在受保障危疾范围内的索偿，将不予受理。 

您的保单概述了一系列受保障的危疾及

其定义。

至于伤残保险，索偿可能会因为缺乏医疗

证据支持而遭到拒绝。



canadalife.com

想了解加拿大人寿及其产品可如何

切合您的需要，請向您的顾問查询

或浏览 canadalife.com。

浏览 canadalife.com @CanadaLifeCo

1 须符合保单列明的定义，并且(如适用)度过所需存活期(通常为30天)
2 资料来源：2018年加拿大人寿在世保障財务管理(Canada Life Living Benefits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8)
3  资料来源：加拿大癌症协会癌症统计资料咨询委员会(Canadian Cancer Society Advisory Committee on Cancer Statistics)。「2017年
  加拿大癌症统计资料」“Canadian Cancer Statistics 2017.”。安大略省多伦多：2017年加拿大癌症协会<https://www.cancer.ca/~/
media/cancer.ca/CW/cancer%20information/cancer%20101/Canadian%20cancer%20statistics/Canadian-Cancer-Statistics-2017-EN.
pdf?la=en>

4  资料来源：2014年加拿大人健康报告(2014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Canadians)。“Creating survivors.” <https:// www.heartandstroke.
ca/-/media/pdf-files/canada/2017-heart-month/heartandstroke-reportonhealth-2014.ashx?la=en&hash=9860137823BF864C3DE8B
4CBBD9F57826A7C40C3>

5  资料来源：“Mind the connection: Preventing stroke and dementia. 2016 stroke report.” <https://www.heartandstroke.ca/-/media/
pdf-files/canada/stroke-report/hsf-stroke-report-2016.ashx?la=en&hash=B84FFD2C434B4E3F5CF4585D9CB35713E6C406E5>

6  资料来源：2015年加拿大人健康报告。“Getting to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https://www.heartandstroke.ca/-/media/pdf-files/canada/
2017-heart-month/heartandstroke-reportonhealth-2015.ashx?la=en&hash=497A83F1FE8388479DC5D 
7DB27322C191B866D57>

7  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沒有义务提供此服务，并可能随时改变或取消这项服务，恕不另行通知。

本册子提供的统计数据是由上述机构所编制，而并非根据LifeAdvance™保单所列的危疾定义。这些资料
仅供一般参考之用。

在魁北克省，顾问是指个人保险及分隔基金保单的理财保障顾问。

加拿大人寿及其设计，以及LifeAdvance是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的商标。

Best Doctors是Best Doctors, Inc.的註冊商标，获授权使用。Shepell是Morneau Shepell Ltd.的商号。

此冊子为Canada Life英文冊子(70-0059 )的中文翻译本，如有需要，可索取英文冊子。若中英文版本的內容出现矛盾或含糊之处，则以英文版本為准。
This brochure is a translation of Canada Life’s English brochure (70-0059 ), which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 
or ambigu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 the English language text shall 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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