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危疾
保险

Critical illness 
insurance for children



专注于您孩子的
康复，无需分心
应付财务问题



罹患危疾的
孩子 
对您来说，实在难以想像 
孩子患上重病，但如果 
不幸真的发生在孩子身上，
怎么办？

您是否有足够的 
经济能力：
• 暂时停止工作，全心全意 

照顾孩子？
• 选择最好的医疗护理服务？
• 专注于帮助孩子康复， 

而无需分心应付其他 
财务问题？

Child LifeAdvance 儿童危疾保险如何助您应对？ 

如果您的孩子不幸被确诊患上以下其中一种危疾，并符合保单所订的条款， 
Child LifeAdvance™ 儿童危疾保险便会向您支付一次一笔过的保险理赔金：

• 后天性脑损伤 (Acquired brain injury)
• 主动脉手术 (Aortic surgery)
• 再生障碍性贫血 (Aplastic anemia)
• 细菌性脑膜炎 (Bacterial meningitis)
• 良性脑肿瘤 (Benign brain tumour)
• 失明 (Blindness)
• 脑瘫 (Cerebral palsy)
• 昏迷 (Coma)
• 先天性心脏病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 囊性纤维化 (Cystic fibrosis)
• 失聪 (Deafness)
• 心脏病(Heart attack)
• 心脏瓣膜置换或修复手术 (Heart valve 

replacement or repair)

• 肾功能衰竭 (Kidney failure)
• 危及生命的癌症 (Life-threatening cancer)
• 断肢 (Loss of limbs)
• 丧失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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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发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 肌肉营养不良症 (Muscular dystrophy )
• 瘫痪 (Paralysis)
• 严重烧伤 (Severe burns)
• 中风 (Stroke)
• 1型糖尿病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选择 Child LifeAdvance
儿童危疾保险，您也可 
获得额外保障
疾病协助保险理赔金  
(Illness assist benefit）
如果您的孩子被确诊罹患以下 
情况，而且符合保单所列的条件，
您将获得部分保险理赔金。

• 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  (Coronary angioplasty)

• 乳腺导管原位癌  (Ductal breast cancer in-situ)

• 早期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Early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 早期前列腺癌(Early prostate cancer)

• 早期甲状腺癌(Early thyroid cancer)

• 肠胃基质肿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urs)

• 1 级神经内分泌肿瘤（类癌） 
(Grade 1 neuroendocrine tumours [carcinoid])

• 浅表恶性黑色素瘤 
(Superficial malignant melanoma)

如每次理赔涉及不同危疾，则疾病协助 
保险理赔金可提供多达四次的理赔。而 
疾病协助理赔金额不会使危疾保险理赔 
的金额下降。 

手术预付保险理赔金  
(Surgery advance)  

如果您的孩子患上保单所列的 
其中一个危疾，并需要做手术，
您将可提前获得一部分保险 
理赔金。



量身设计  
您的保障

您的顾问可为您的孩子量身设计危疾保险保障，帮助满足您家庭的
独特需求。 

转为成人保单
在孩子 25 岁生日前（如果没有支付一次一笔过的保险理赔金，保单将会在 25 岁生日 
当日失效），您可将全部或一部分保障转为成人危疾保险保单。  

如果您未作出任何理赔申请，便可获得退回保费
如果您选择了“保费归还 (return-of-premium)”选项，若孩子没有被确诊患上危疾， 
又或孩子不幸身故，您或可获得最多达 100% 的保费归还。

拥有人须知： 

Child LifeAdvance 儿童危疾保险 
保单必须由对被保儿童具可保利益
的成年人士所拥有。父母、祖父母
及法定监护人均符合资格成为保单
拥有人。

加拿大税务局 (Canada Revenue Agency，简称 CRA) 和魁北克省税务局 (Revenu Quebec) 尚未就危疾保险保单
内“保费返还” 理赔之税务处理作出正式裁决。因此，就“保费归还”理赔选项所涉及的税务处理之诠释会 
因人而异。



超越财务
的支持
孩子被确诊罹患危疾 
可能会改变一切。 
您需要的或许不仅仅 
是财务支持，因此，
我们还通过 Teladoc 
Medical Experts（前身 
为 Best Doctors™）， 
和 LifeWorks™（前身为
Shepell），为您提供 
医疗支持及心理辅导 
服务。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可让您及家属联系到 
医学专家，帮助您获得准确的诊断，并帮助 
您对病况和治疗方案有更深入的了解。Teladoc 
Medical Experts 还可以帮助您通过 Find a Doctor 
找到本地专家，并通过 Care Finder 找到世界 
各地的专家，来确保您在医疗上的问题能得到 
相关领域的顶尖专家解答。*

*与 Find a Doctor 和 Care Finder 服务相关的旅费、住宿费和医疗费用由被保人自行负担。我们建议您告知主诊
医生您可获得提供这些服务。

在保单有效期内，您可随时出于任何医疗问题
使用这些服务，而不限于您危疾保单所涵盖的
状况。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可以通过一个拥有 
超过 450 名专科及副专科临床医生的网络， 
帮您联系并找到最符合您需求的专家（们）。

LifeWorks
LifeWorks 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家庭支持服务
及注册营养师服务等等，帮助您和您的家人应对
孩子患病带来的情绪冲击。



财务问题， 
不应是 
您要面对
的烦恼

加拿大人寿提供的 Child LifeAdvance 
儿童危疾保险可以通过支付一次 
一笔过的保险理赔金，为您提供 
经济上的支持，您可以自由运用 
这些钱，全心全意帮助孩子走上 
康复之路。

欢迎联系 
您的顾问， 
了解详情。



Visit canadalife.com请浏览  canadalife.com 
@CanadaLifeCo

本册子不是也不构成任何合同的其中一部分。有关于 LifeAdvance™ 和 Child LifeAdvance™ 危疾保险如何 
满足您需求的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顾问。 
加拿大税务局 (Canada Revenue Agency，简称 CRA) 和魁北克省税务局 (Revenu Quebec) 尚未就危疾保险 
保单内“保费归还”理赔之税务处理作出正式裁决。因此，就“保费归还”理赔选项所涉及的税务处理之诠释 
会因人而异。
加拿大人寿保险公司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没有义务提供本小册子中提及的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Inc. 或 LifeWorks Inc. 之服务，并可能随时更改或取消使用这些服务，恕不另行通知。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您可能无权获得 LifeAdvance™ 或 Child LifeAdvance 保单的赔偿，仍可能获得这些 
服务。任何有关此等服务的声明或保证均由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或 LifeWorks 所作出，而并非加拿大 
人寿保险公司。
本册子提及的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及 LifeWorks 服务不收取费用。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不会为会员进行转介或预约。与服务相关的旅费、住宿费和医疗费用由被保人自行 
负担。使用这些服务的前提是要具备足够能力支付所有此类开支。我们建议您告知主诊医生您可获得提供这些
服务。
Teladoc Medical Experts, Expert Medical Opinion, Find a Doctor, Care Finder, Ask the Expert, 及 Personal Health Navigator 均为Teladoc Health, Inc. 
的服务商标或注册商标。
标识及商标经许可使用。
LifeWorks 为 LifeWorks Inc. 的商业名称。
Canada Life 及其设计、LifeAdvance 和 Child LifeAdvance 均为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之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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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册子为 Canada Life 英文册子（172 CAN）之中文翻译本，如有需要，可索取英文册子。若中，英文版本的内容出现 
矛盾或含糊之处，则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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