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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醫療保險單
入境承保範圍

請仔細閱讀本保單
本保險旨在爲突發和無法預測的情况所引起的損失提供保險。承保範圍有一定限制和責任免除，包括
但不限于預先存在的健康狀况的免責條款，該條款適用于在你的保險生效日前3個月就已存在且不穩
定的醫療狀况，治療，和/或症狀。

當你登記和支付保險費後，此文件即成爲合同。
定義
在本保險單或任何修訂文件中任何時候使用的下
列術語的首字母都必須用英文大寫字母書寫（中
文黑體字），且具有以下特定的含義：
意外事故 是指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突發的，預
想不到的，無法預測的，不可避免的外來事件，
這個事件與其它所有因素無關，而是直接導致被
保險人的身體受到傷害。
申請表 是指你根據本保單填寫和呈遞的申請保險
的表格。申請表屬于保險合同的一部分，有些術
語在申請表內已經有定義，有些則在本保單的定
義欄內解釋。
福利最高承保額 是指保單所規定的對某項賠償金
的最高支付額，適用于在承保期所接受的服務。
不管在365天的期限內簽署了多少份保單，對于後
續承保期內的福利最高承保額在下列日期前不得
進行更新：
a) 自原始保單生效日起滿365天以及每隔一整
年，或者
b) 新的承保期的生效日，但是該日期應該是在
首份保單原始承保期的生效日已超過365天
后後。
索賠管理者
(T.H.I.S.)

是指

旅行衛生保健保險方案公司

輔助裝置 是指根據醫師建議，被保險人必須使用
的用于矯正受傷身體的裝置，否則你將無法在你
已經注册的學校繼續學業或任教的教育機構完成
你的教學任務。輔助裝置包括義肢、輪椅、導盲
狗、助聽器，但不包括眼鏡。
保險總額

是指本保單所描述的緊急情况保險賠

償金。承保範圍在全世界有效，但是在原居住國
的承保範圍則受到限制；請參閱在原居住國的短
程旅行或承保範圍---加拿大公民（參閱保險賠償
金）以及免責第6條。
保險期限 是指本保單爲你提供的保險期限，即從
生效日淩晨12:01到終止日 (a. 申請表上注明的終
止日; b. 延期保單的終止日） 午夜12.:00爲止。如
果你以任何理由返回原居住國，除了在原居住國
的短程旅行或承保範圍---加拿大公民（參閱保險
賠償金），保險將終止于你回國的當天。包括延
續期在內的最長保險期限即自生效日起開始的連
續365天。
牙科醫生 是指有資格的牙科醫生，有合法牌照，
且在牙科服務場所行醫。不包括被保險人或及其
親屬。
生效日
是指本保單對你的承保開始的日期。承
保在以下日期和時間中較晚的那個日期和時間起
始，a. 已支付所要求的保險費，或者b. 申請表上
你要求的起始日期，或者c.你離開原居住國的日
期，或者d.對于返回的加拿大人，返回加拿大的
日期。
符合條件的受保人 是指未滿65周歲、作爲學生、
教職員、老師、監護人或參與教育/商務/文化交流
的人員與其配偶、父母以及15天至19歲之間的受
撫養者一起在他/她的原居住國之外旅行的人員（
或回到加拿大的加拿大人）。
緊急情况 是指在保險期限內首次發生的任何出乎
預料的病情或傷害，而且需要立即就醫來减輕急
性疼痛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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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原居住國 是指被保險人永久居住的國家。
醫院 是指一個主要醫治住院病人的機構，有所在
管轄區頒發的可提供醫療的許可證，能提供每天
24小時的護理服務，看護護士均爲注册護士或大
學畢業護士。每天有1名或多名醫師24小時值班，
擁有完整的診斷和外科手術設施，有X光設備和
手術室設施，主要不是用來當作一個診所、護理
室、休息或康復中心或類似的場所，除了個別情
况外，也不是一個治療酗酒或濫用物質的地方。
入境者 是指合格的被保險人，其原居住國不是加
拿大，目前暫時居住在加拿大。省際旅行在承保
範圍之內。
傷害 是指在保險期限內首次發生的事故，該事故
導致被保險人的身體受到傷害。
被保險人, 你 或 你的 是指申請了幷支付了本保單
相應的保險費，幷接到我們的計劃管理者發來的
表示接受承保的確認書或有效的保單身份證的符
合條件的人員。
保險人, 我們, 我們的 是指Reliable人壽保險公司。
醫療 是指由醫師或合格的急救醫務工作者提供的
醫療建議、咨詢、護理、服務或診斷。
醫療必需品 是指爲你提供的那些服務和用品，用
來鑒別或醫治你的緊急疾病或傷害，這些都是對
于减輕急性疼痛或痛苦的必要服務和用品，或對
于鑒別或醫治你的緊急病况或傷害是必要的；或
者就醫院服務而言，你作爲門診病人不能保險地
獲得那些服務和用品。
藥物
是指一種被醫師或牙醫認爲必要的處方藥
物，這種藥物用于治療或减輕緊急傷害或疾病。
出境者 是指一個合格被保險人，其原居住國是加
拿大，目前暫時在加拿大境外居住。
輔助醫療人員 是指一個符合專業和法律要求的個
人，提供下列專業人士所提供的服務：脊柱按摩
師、整骨療法師、自然療法師、針灸師、手足病
醫師或足病醫師。不包括被保險人或其親屬。這
些服務不需要醫生的轉介。

定義
精神病醫師 是指有資格的精神病醫師，有合法醫
療牌照，且在提供精神病服務的場所行醫，但不
包括被保險人或其親屬。
心理醫師 是指有資格的心理醫師，有合法醫療牌
照，且在提供心理服務的場所行醫，但不包括被
保險人或其親屬。
合理及慣例的費用 是指在治療緊急情况時，爲提
供適當水準的護理而通常收取的治療、服務或用
品的費用，這些都是在提供該治療、服務或用品
的場所所發生的費用。
疾病 是指在本保險生效後首次出現的，突發的疾
病或病情。其嚴重程度足以讓你急需緊急醫療處
理。
終止日 是指本保單上的保險終止日。保險終止于
較遲的那天，即a. 申請表上注明的終止日；或b.
本保單任何延續期的終止日。如果你是因爲在原
居住國的短程旅行或承保範圍---加拿大公民（參
閱保險賠償金）中定義之外的任何其它原因而返
回你的原居住國，保險自你返回原居住國起即終
止。
保險協議
如果一個合格的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遭遇緊
急傷害或疾病，我們將賠付保單所規定的賠償
金，即根據本保單的所有條款、條件、限制、免
責條款和其它規定，支付所發生的合理及慣例
的費用。特定保險項目的賠償金應少于本保單
的福利最高承保額。本保單的最高賠付金額爲
2,000,000元。 除非另行規定，本保單中對被保險
人的所有最高賠償金額爲針對承保期限而言，且
以加元支付。按照本保單的規定，本保險的先决
條件是：在保險生效日，被保險人沒有意識到任
何現有的、可能導致被保險人在保險期內發生任
何醫療費用的醫療狀况。
保險賠償金

本保單的賠償金不可扣除。賠償金是根據承保期
提供的服務的合理和慣例的收費而支付，除非另
有規定，賠償金不得超過福利最高承保額。你的
保險最高可支付2,000,000元的總賠償金，這些服
計劃管理者
是指旅行衛生保健保險方案公司 務用來治療保險生效日之後首次發生的符合條件
的新緊急醫療狀况。這些必要醫療服務包括合理
(T.H.I.S.)
的隨訪，檢測和手術，直到最初的緊急情况得到
醫師 是指有資格的醫師，有合法醫療牌照，且在 解决，身體狀况穩定爲止。
醫務場所行醫，但不包括被保險人或其親屬。

保險賠償金
醫院服務 • 醫院收取的雙人病房和膳食以及其它 輔助醫療服務 • 最多給每個輔助醫療服務者（脊
必要的服務和用品的費用，包括住院期間治療所 椎按摩師，整骨療法師，針灸醫師，手足病醫師
需的醫藥品；住院天數沒有限制，而單人私家房 或足病醫師）的所有服務支付500元，包括X光。
則需視乎醫療上的需要以及需由索賠管理者決定
事故性牙齒保健 • 最高給急診牙齒治療支付4000
及批准； 如果因精神病住院治療，請參閱以下條
款；急診住院或門診收取的醫療費用；麻醉或血 元，用于修補或更換天然或永久性植入的假牙，
該傷害是由意外事故撞擊口腔引起。緊急修補假
液製品及其管理費用。任何外科手術必須預先得
牙的賠償金最高爲500元，包括牙橋和義齒牙板。
到索賠管理者的書面批准，除非延遲會導致生命
該治療必須在事故發生後90天內進行。把外物放
危險。
在嘴邊或嘴裏導致的咀嚼事故或傷害所引起的費
醫師的費用 • 醫師在提供專業服務或醫療時收取 用則不能理賠。
的費用。
緊急牙齒護理 • (a) 拔除受撞擊的智牙，每顆最
精神病治療 • 在看完急診之後住院治療，病人終 高支付100元或，(b) 如果已經購買了最少6個月的
身給精神病醫生支付的最高費用爲10,000元。
連續保險，爲即時緩解疼痛和痛苦的牙科急診治
療，包括牙根管和智齒手術，最高可支付總金額
精神病住院 • 如果急診住院主要爲了治療精神
爲600元。
病，最多可支付30天的終身保險賠償金。
疣治療 • 任何類型的疣治療，最高可支付500
精神療法 •最高可支付1,000元的費用，用于門診
元。
治療，包括精神和心理咨詢。
懷孕保險 • 在本保單生效日後開始懷孕，本保險
X光、化驗室和診斷測試 • 技術性和說明性費
包括懷孕引起的嚴重幷發症，但支付金額限定在
用。所有重要的診斷測試都必須預先得到索賠管
保單的最高總金額以內。嚴重幷發症不包括正常
理者的書面批准，包括但是不局限于核磁共振成
的懷孕反應，包括但不局限于晨吐，孕斑，超聲
像 (MRI) 和X綫斷層照像掃描 (CAT)。
波，血液和尿液檢查及妊娠糖尿病的檢測。
處方藥 • 住院病人除外, 每種類型的藥品限定在
年度看診 • 如果已經購買了最少6個月的連續保
30天的藥量。
險，我們在每個365天的保險期內支付一次最高金
私人看護 • 最高可支付15,000元的註册護士、註 額爲150元的在加拿大境內看醫生的費用，用于非
册護士助理或居家護理人員的服務費。該服務是 急診檢查和相關的檢驗，還有一次會診和處方避
根據主治醫師的要求而提供，但不包括被保險人 孕藥。
及其親屬，或平常與被保險人同住的人的服務。
眼睛檢查 • 如果已經購買了最少6個月的連續保
物理療法和言語療法 • 最高可支付給理療師或言 險 ，爲由一名持證驗光師在加拿大境內所做的一
次非急診的眼睛檢查最高支付100元。注意：眼鏡
語治療師1,000元的費用，住院病人除外。
或隱形眼鏡不在保險範圍內。
醫療設備和用品 • 只有承保的疾病和傷害需要
時才可支付。購買醫療用品，包括敷料和修復用 短程旅行 • 入境被保險人在加拿大境外（非受
具；輪椅、拐杖、醫院病床和其它器具的租借 保人的原居住囯）旅行，其保險受以下條件限
費，這些不得超過購買價。最高可爲處方眼鏡或 制：(a) 50% 以上的受保時間是在加拿大而且 (b)
隱形眼鏡支付200元的費用，爲助聽器最高支付 每次到美國旅游限制在30天之內；本保險不予支
300元的費用，爲定制的矯正器械最高支付300 付在原居住囯的花銷，除非清楚的證明前往原居
住國是學校組織的體育活動或課外活動，或者
元，爲定制的護膝最高支付800元。
急診交通 • 在醫療必要情况下，有許可證的救護
車開往最近醫院的全部費用；應主治醫師要求的
急診轉院，包括使用費；或者，爲了獲得適合的
醫療而使用來往于醫院或診所的出租車費，最高
爲100元。

根據原居住國保險---加拿大賠償金（參閱以下條
款）來索賠。
原居住國保險 – 加拿大公民 • 對于返回加拿大
的加拿大公民而言，在省級衛生保健(GHIP)生效
之前，本保險提供最多90天的保險。.

保險賠償金
活動能力 – 輔助裝置缺陷、失靈和防盜 • 如果
在本保單有效期間，你所需要的某項輔助裝置被
盜而且無法找回，或者失靈，或有明顯的缺陷而
無法使用，我們將最多支付1,000元，用于更換或
維修你的輔助裝置。我們不負責製造商承保的缺
陷或失靈。

保險賠償金
公共交通工具：如果被保險人因作爲付費乘客搭
乘下列公共交通工具引起傷害幷導致死亡時：(a)
任何形式的公共交通工具，或 (b) 預定的飛機或
直升飛機，賠償金將增加到100,000元。

如果預先獲得索賠管理者的批准，下列賠償金即
在承保範圍之內。在每個保險期內，下列交通賠
創傷輔導 • 如果被保險人遭遇在損失表中列出的 償金的最高賠付總金額不能超過200,000元。
某項損失，（非生命損失 – 參閱下面的條款）在
保險期內事故發生當日至以後的90天之內，我們
將最多賠付6期的創傷輔導費。
意外死亡和肢體損失 • 如果被保險人因承保
的意外事故、傷害、疾病或事件而死亡或永久
性傷殘，在保險期內事故發生當日至以後的90
天之內，我們將根據損失表予以賠償，最高金
額爲50,000元。如果同一事故的索賠總額超過
1,250,000元，我們對該事故的責任賠償將限制在
1,250,000元，幷由所有有權利的索賠人，即學生
保護 保險名下的被保險人，按比例分享。賠償金
可作爲遺産支付。
損失一覽表
生命損失 ...................................... .......50,000元
損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肢體 ....... ...50,000元
損失雙眼視力............................... .......50,000元
損失一個肢體和一隻眼睛.......... .......50,000元
損失一個肢體...................................... 25,000元
損失一隻眼睛的視力......................... 25,000元

“損失肢體”是指手或脚分別在腕關節或踝關節
處斷離，各自或者全部不可逆轉性癱瘓。
“損失視力”必須是徹底的和不可恢復的損失。
消失： 如果被保險人消失，而且在經過一段適當
的時間之後有理由相信此被保險人由于身體傷害
已經死亡，死亡賠償金將可以支付，條件是如果
隨後發現上述情况有誤，此死亡賠償金將被退還
給我們。
承擔風險：被保險人因不可避免地處于風險因素
中而直接導致的傷害，此傷害被視爲由身體傷害
引起，賠償金將按照上述損失表來支付。

空中救護 • 如果是必要的醫療，把你送往最近的
醫院或你原居住國醫院的費用，包括下列兩種中
的任何一種情况：
(a) 常規航班的擔架費，包括合格的隨行醫護人
員（非親屬）的往返經濟艙機票及其相關的
費用和開支；或
(b) 裝有適當設備的空中救護機，包括支付合格
機組人員的相關費用和開支。
包括每段飛行或轉接班機的陸地救護費用。主治
醫師必須證明被保險人在醫學上適合以上所選的
轉送類型。
家庭交通和生活津貼 • 如果你身在國外，所在地
500公里以內沒有家人，又已經住院，而你的住院
期最少7天，或者如果被保險人死亡，我們將最高
支付5,000元雙程交通費，用于你指定的兩個人按
最低的價格和最直接的路綫來到被保險人的病床
前。我們還將支付最高1,500元的費用，供上述兩
人最長10天的商業性住宿和膳食。主治醫師必須
證明該情况的嚴重程度足以需要家人來訪。所有
帳單和收據都必須呈遞給索賠管理者。
遣送死者回國或安葬 • 如果在保險期內因承保
的傷害或疾病而導致死亡，我們將支付(a) 最高爲
15,000元的費用，用于準備和運送被保險人的遺
體回原居住國的合理和必須的支出，同時使用一
個標準運輸箱，或 (b) 最高爲5,000元，用于支付
遺體的準備，火化或埋葬，和在死亡發生地的墓
地費用。本保險不包括棺材、骨灰盒、墓石或葬
禮的費用。
免責條款
我們將不支付由以下情况直接或間接引起的任何
費用：
1. 一種預先存在的狀况，即疾病、傷害或引起徽
兆或症狀的其它狀况，和/或需要的醫療建議
或檢查，無論是否對此已有診斷，和/或在生
效日前三個月內由醫生或其他從業醫者提供的

免責條款
任何形式的醫療，或者在保險開始時，已經知
道或出現的某種狀况，以至于已經可以合理的
預料其即將導致的花費。
在預先存在的狀况免責條款中，下列情况不屬
于醫療：
a) 一直服用的，已經由醫師或其他從業醫者開
的處方藥物，這是指服用的藥物、劑量或用
途沒有變化：

免責條款
9. 自殺、企圖自殺、自殘、精神錯亂、精神或情
感錯亂，住院除外（參見精神病治療，精神病
住院賠償金）或反應，包括但不局限于緊張壓
力、焦慮、驚恐發作、抑鬱、任何飲食紊亂或
體重問題，（精神療法包含的賠償金除外）
10. 受藥物、毒品、酒精或麻醉品影響而受損的或
不利的行爲，與使用或濫用毒品或酒精相關的
任何醫療賠償；

b) 一個之前就被注意到的狀况、症狀或問題，
且醫師或其他從業醫者檢查後認爲其不會發
生有害的變化。

11. 參加專業體育運動或危險活動，例如賽車、跳
降落傘、跳傘、懸挂式滑翔蹦極跳、岩洞探
索、登山、攀岩或潜水；

2. 選擇性或非急診醫療，包括爲了維持慢性疾病
或狀况的穩定而給予的任何治療，含爲了補充
藥物而去看醫生，做常規檢查或檢驗，或先天
性或遺傳性紊亂或狀况的治療，或不屬于减輕
疼痛和痛苦的治療，或可以合理推遲到被保險
人返回他/她原居住地的治療。（年度看診和

12. 操作任何類型的飛機或乘坐任何非商業性飛
機；在無當地有效駕駛執照下，操作任何陸地
或水上的機動交通工具；乘坐摩托車，雪上汽
車或任何類型的交通工具比賽或越野，除非發
生事故的當地沒有路；

眼睛檢查賠償金包含的治療除外）
3. 如果索賠管理者已經要求被保險人在急診治療
之後返回原居住國進行對傷害或疾病的任何繼
續治療；如果被保險人已經被疏散或要求返回
原居住國繼續治療，之後在同一個或隨後的保
險年度又返回東道國重新開始學習/教學，針
對他們返回原居住國時的疾病或傷害，可支付
的最高賠償金限制在10,000 元；
4. 通常不用處方便可買到的藥物（包括但不限于
對乙醯酰氨基酚或治療感冒或過敏的非處方
藥）；生育藥物；避孕藥品；勃起障礙藥物；
抗禿藥物；戒烟藥物；接種疫苗；免疫或注射
劑；維他命配方或補充物；預防性或維持性藥
物；
5. 承保傷害除外，整形或整容手術；現有假體的
替換或取出或修補，（輔助裝置賠償金包含的
可支付金額除外）；
6. 在保險期之外或者在原居住國發生的任何費用

（根據原居住國短途旅行已承保的範圍 – 加
拿大公民賠償金提供的賠償除外）；保險期
內，針對在原居住國發生的任何傷害或開始的
疾病而實行的醫療服務；
7. 正常懷孕；正常分娩；選擇性流産；
8.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 或獲得性免疫缺陷綜
合症 (AIDS) 或與愛滋相關的綜合症 (ARC)；

13. 以下情况所引起的傷害或疾病：在你作爲任何
武裝力量的成員接受訓練或 爲其服務，或主
動參加任何形式的戰爭，或進行犯罪活動。然
而，如果你幷非主動參加戰爭，而且在此次衝
突開始後的48小時內遭到了直接的傷害，由此
事件引起的任何費用都在保險範圍之內。
14. 任何利息、借貸或遲付的費用；
15. 任何其它形式的保險、賠償、計劃或第三方的
責任所包括的傷害或疾病；
16. 不顧原居住國政府已經發出針對某目的地的旅
行警告，而前往該目的地所引起的傷害或疾
病；
17. 以下情况進行旅行：不聽從醫師或其他從業醫
者的忠告，爲了尋求醫療，或在保險期以前被
保險人已經被告知疾病晚期。
18. 被保險人未能遵從醫生的建議、治療或推薦療
法而導致的任何費用。
限制
我們保留在急診之後，或是接受治療、住院、醫
療服務之前或之後，安排送你返回你的原居住國
的權利。如果索賠管理者宣布你在醫學上適合旅
行，而你却拒絕回國，我們從此將不再支付任何
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繼續治療、復發或幷發症的費
用。

限制
責任限制
保險公司，計劃管理者和/或索賠管理者不負責任
何醫療的提供、質量或結果，或者你沒有得到治
療或交通運輸，而且不負責任何服務者的疏忽、
錯誤行爲或失職。
普通保險條款
合同：完整的合同包括所頒發的申請表、保單及
其任何附屬文件，以及此保單頒發後書面達成的
任何合同修訂。任何代理都無權更改合同或取消
任何條款。
弃權：承保公司被視爲不會放弃本合同的認可條
件，無論是全部還是部分的條件，除非保險公司
明確地書面簽署弃權。
申請表複印件： 按照要求，承保公司應提供一份
申請書複印件給合同的被保險人。
保險金支付：當你申請保險時就應該支付全額保
險費。假如因爲任何理由致使所支付的保險金與
申請的保險不符，我們將a) 收取差額；或b) 如
果差額保險金沒有得到支付，我們將縮短保險期
限；或c) 退還任何多交付的保險金。如果因爲
任何理由金融機構沒有承兌你的付款，你的保險
則無效。保險金的計算是根據你申請保險之日的
最新保費價格，以保險生效日時你的年齡爲准。
我們保留拒絕任何保險申請的權利。
合同或保單副本： 如果頒發了不止一個合同給被
保險人，無論任何時候賠償金都只限賠償一個合
同的最高金額。副本保險金將會被退還。
誤導或隱瞞：如果被保險人在損失前後，隱瞞或
歪曲任何與本保險或主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情
况，或被保險人其中的利益，或者如果被保險人
做了任何欺詐或虛假誓言，本保單所有保險項目
將無效。
重要事實：被保險人在申請時爲本合同所做的聲
明不得用來爲索賠辯護或撤消合同，除非申請
表，或任何其它的書面聲明，或作爲可保性證據
所提供的答復中包含該索賠。
管制法律：本保單受其所出售地加拿大安大略省
的法律管制。任何針對本保單索賠方面的訴訟或
起訴都必須遞送到本保單出售地的加拿大安大略
省，還必須從提起訴訟那天起以後的一年內開始
實行。

普通保險條款
賠償金支付：所有的賠償金都支付給你，除非你
指定將你接受的賠償金權利直接轉給服務提供者
或另一個指明的代理人。如果你死亡，所有的賠
償金將成爲你的遺産。保險賠償金不支付任何利
息。
貨幣：所有保險費，最高賠償金和賠償金均以加
元支付。爲了賠償，索賠管理者將從其所選的金
融機構索取匯率報價，外匯匯率將以支付費用時
當日的匯率爲准。我們可以選擇用損失的發生地
的貨幣來支付賠償金。
賠償金協調：本保單中的賠償金可以超過那些你
有權索賠的其它有效的和可收取的保險保單或計
劃，包括但不局限于政府健康保險計劃、集體或
個人意外和疾病保險或延期的健康/醫療保險，任
何車輛保險或賠償計劃，業主、租客、或其它多
種危險保險，信用卡賠償保險，和其它旅游險。
任何根據本保單的賠償金支付將與所提供的其它
任何類似的保險計劃協調，以便所有保單或計劃
的總賠償金不超過由意外事故導致的符合條件的
花費的100%。
被保險人終止合同：被保險人可以在任何時候向
保險公司的計劃管理者提供書面通知，或把書面
通知遞交給一家獲得授權的代理（如學校或機
構）來終止本合同。如果保單在生效日之前由于
醫療原因而取消，被保險人或其授權代理將得到
退還全額的保費。如果本保單因其它原因而取
消，被保險人將支付25元的管理費。如果本保單
生效日之後被取消，如果尚未發生或支付賠償金
或沒有待處理的索賠，我們將退還還未使用保險
項目的保費，幷扣除25元的管理費。所有退款都
有一個等待期。
退款：退款是根據計劃管理者收到書面請求上的
郵戳日期、傳真或電子郵件上的日期，按比例計
算，最低退款金額爲10元。返回境內的加拿大公
民，其90天的省級衛生保健(GHIP)替換保險則沒
有退款。本保單不可轉讓。
保險公司終止合同：(1) 承保公司通過向被保險人
提供書面通知可以在任何時候取消本合同。如果
尚未支付賠償金或沒有待處理的索賠，未使用保
險項目的保費將予以退還。(2) 終止通知可以郵
寄、傳真或電郵給被保險人。如果申請是由另一
方或代理遞交，承保公司將通過郵寄、傳真或電
郵通知該方或代理。(3) 在下發終止通知的地方，
承保公司將在5天之內發出終止通知，該通知將于

普通保險條款
郵寄、傳真或電郵的送發日起生效。
劃管理者要求，須提供一份符合要求的證明書，
即證明有關事故、傷害、疾病或傷殘的起因或性
代位求償：如果支付給你或你的代理的賠償金超
質，幷根據合同以此來索取相應保險項目的賠
過了本保單條款所允許的金額，或者因爲員工或
款。“傷殘”是指根據意外死亡和肢體分離賠償
行政錯誤而支付了賠償金，我們保留從你、任何
條款可以支付的賠償金。
機構、承保者、其它組織或其他收款方收回該賠
償金的權利。如果根據本保單支付了任何款項，
未能提供通知或證據：只要能够合理地儘快提供
我們有權以你的名義控告任何導致本保單賠償金
通知或證據，而且不是在本合同中的所描述的意
增加的第三方。我們或我們指定的代表將有全部
外、傷害、疾病或傷殘事件、事故或者索賠發生
的代位求償權。
一年之後才提供通知或證據，還有如果能合理地
證明不可能在上述規定時間內提供通知或證據，
你不得做任何損害該權利的事情，幷應與我們或
那麽，無法在上述規定時間內提供通知或證據幷
我們指定的代表全面合作，同意簽署、執行和/或
不意味著索賠無效。
送交控告有責任的第三方的必要文件。
計劃管理者提供索賠證據表：計劃管理者提供索
保單延期：本保單的最高保險期限，包括延期在
賠表格，同時發給每個人一張身份卡，而且向所
內，是從生效日起的連續365天。任何延期請求必
有學校和機構提供此表格。如果需要，計劃管理
須在現有保險終止日之前的7個工作日之內交給計
者將通過傳真、電郵或信函向被保險人提供索賠
劃管理者。如果你的金融機構不承兌任何款項，
表格。我們的網站上也有索賠表格：
本保單延期的承保項目將無效。計劃管理者或保
www.studentguard.com
險公司有權拒絕任何延期。如果已收到任何被保
險人的一項索賠，在可能批准的延期保險中將不
檢查權利：根據本合同規定，收取保險賠償金的
包括該索賠的條件。
前提條件，(a) 在索賠待處理期間，索賠者應該給
承保者一個機會，按照合理的時間和頻率對被保
保險自動延續：如果被保險人因非自身的原因而
險人進行檢查。
不得不延遲至保險期結束之後，本保單將在下列
時間之內自動延續有效期，而且不需要額外收取
做此類檢查的醫師和地點應由承保公司决定。被
保費：
保險人同意與醫師合作，幷提供完全的詳細資
a) 72小時，如果乘坐付費的有牌照的公共運輸 料。該醫師可以結合治療醫師的意見，提供額外
工具或私家車輛，而且延遲是由于機械故
的建議來協助康復或治療，幷且 (b) 如果被保險
障、交通事故或惡劣天氣引起；或者
人死亡，承保者可以根據當地任何相關的驗尸法
律來要求驗尸。
b) 住院期間（除非此住院期超過了精神病住院
的最長時間限制）或者你因健康原因（精神 不遵守義務：如果出現下列情况，我們可以選擇
病狀况除外）不能旅行，而且此原因被索賠 限制或拒絕賠款，(a) 被保險人或與賠款相關方由
管理者接受。在出院之後或者獲醫師批准去 于疏忽未能履行其責任，幷因此損害承保人的利
旅行，可以額外延長72小時。
益；(b) 提供不正確或不充足的事實，歪曲事實，
或提供虛假數據，(c) 被保險人遭遇傷害或疾病
索賠通知和證據：被保險人、有權索賠的受益
時，被保險人應立即尋求醫療，幷遵守所有醫師
人、或他們的代理，應 (a) 根據合同中意外事故、
的建議、處方和囑咐。如果未能遵守以上義務，
傷害、疾病或傷殘條款，在索賠發生後的30天
會導致賠償金减少或拒付。
內，給代表承保公司的索賠管理者或計劃管理者
提交或郵寄索賠書面通知，包括填寫好的索賠表
何時付款：在收到可接受的索賠證據後，承保人
和所有的原始單據；(b) 根據合同中的意外事故、 應在90天之內支付本合同下的所有應付的賠款。
傷害、疾病或傷殘條款，在索賠發生後的90天
起訴限制：根據本保單而針對承保人提起的重獲
內，向索賠管理者或計劃管理者提供以下證據：
索賠的起訴或訴訟，必須在應當支付保險賠款或
在當時境况中發生意外事故的或導致傷害、疾病
者在索賠理由成立的情况下本應支付保險賠償之
或傷殘的合理可能性，和因此造成的損失，索賠
日起的一年內開始。
者應得賠償的權利，以及(c) 如果索賠管理者或計

索賠程序
StudentGuard Claims
1. 在得到允許作爲住院病人入住醫院前，你必須
300 John Street, Suite 610
致電下面的緊急救援號碼，而且在支付任何相
Thornhill,
Ontario Canada L3T 5W4
關的費用之前必須獲得預先的書面批准：
記住自己一定要保留所有文件的副本
• 主要診斷測試
• 牙科
• 手術
• 空中救護
5. 對于死亡索賠，受益人或其他有權索賠的人
• 家庭交通
• 遣送回國 / 埋葬
必須致電旅行醫療方案公司(Travel Healthcare
Insurance Solutions Inc.) 報告索賠。同時必須遞
2. 向你的醫護人員出示你的學生保護 身份卡。
交索賠的詳細資料，連同原始死亡證明書，或
3. 在首次治療前，每個新疾病或傷害均需要填寫
其它我們可以接受的死亡證據。
一份索賠表。如果可能，在第一次看診時携
我們不受理在損失發生一年以後才遞交給我們
帶此表。你可以複印空白的索賠表以備將來
的任何索賠。
使用，或從你的組織或我們的網站上獲取表
格：wwww.studentguard.com。
4. 在第一筆醫療費出據後30天之內， 郵寄下列文
件：
• 填好的索賠表
• 原始 逐條列記的帳單 / 收據
• 連同醫療報告、急診室報告、病史和身
體檢查、手術、化驗、X光和出院報告寄
往：

只有在完整填寫索賠表格，由索賠人簽字，幷
免費向我們遞交所有原始文件之後，我們才受
理索賠。
索賠管理者在收到所有原始發票和收據之後才
支付賠償金。

隱私
我們和我們的計劃管理者（在隱私章節裏統稱“我們”“我們的”）致力于保護你的隱私。你所提供
的信息將僅被用于確定你是否符合保單承保的條件、評估保險風險、受理和裁定索賠以及與第三方商
談或確定支付的款項。該信息也可能與第三方分享，比如其他保險公司、醫療機構和政府醫療保險計
劃以便它們裁定和處理索賠。我們將盡力確保你個人信息的準確、保密和安全。如果你對本公司的隱
私條款有任何疑問，請撥打 905-523-5587或發電子郵件到 privacy@oldrepublic-group.com聯繫我們的隱
私保護官員。
緊急情況步驟
在下列情况下撥打24小時免費緊急救援電話號碼1-888-756-8428
（北美）或對方付費電話號碼905-731-8291
1. 儘快在住院或傷殘之後24小時以內；
2. 需要獲得事先批准的任何賠償金；
3. 被保險人如需作短程旅行，在需要支付任何醫療費用之前。
如果未能按要求通知索賠管理者，我們最多將只支付90%的可索賠費用。
承保機構
Reliabl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100 King Street West, 11th Floor
Hamilton, Ontario CANADA
L8N 3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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