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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cheque是一項獨具特色的保險計劃...

人人都希望身體健康，遠離疾病。不過，患病 

卻是難免的事。幸而，今日的社會逐漸重視 

健康生活，醫學也日益昌明，即使不幸染病， 

治癒康復，重享健康的機會已經大大提高。

不過，康復護理的費用高昂，治療及對抗疾病往往花費 

鉅大，開支難以預計。

宏利的危疾保險Lifecheque可以幫助您應付這方面的不時

之需。投保人一旦被診斷患上保險承保的疾病，並渡過存

活等候期，即可獲得現金賠償，減輕在經濟上的負擔，得

以安心療養…早日康復。 

您可自由運用這筆款項，例如：

 到各地尋求最佳醫療護理

 聘請護士或護理人員到家中為您提供協助 

 支付房貸供款

 作為部份入息

健康無價寶   康復最重要 

 提供現金賠償 — Lifecheque保障對健康構成最大 

威脅的疾病，病患者需要大量及昂貴的康復護理， 

現金賠償可助您渡過經濟難關。 

 即使您患上一些不會威脅生命，但卻會影響生活 

的疾病，亦會得到保障 — 我們特設「病發初期 

治療賠償」(Early Intervention Benefit)，為您提供 

保額的25%作為賠償 (最高達$50,000)。

 迅速取得現金，助您康復。假如不幸被診斷患上 

危疾，您可能會花上很多時間來等候，例如排期約見 

醫生、等候檢驗報告及安排接受治療等。我們勝人 

一籌的「康復賠償」(Recovery Benefit) 使您毋須經過 

等候期，迅速取得部份現金，更早開始康復護理。

 多項安心保障，助您邁向康復之路。符合資格的 

客戶可享有我們的「生活護理津貼」(LivingCare 

Benefit)，如果受保人在機能上不能自立，在完成 

180天的等候期之後，每月便可以享有一個護理 

津貼。

 宏利的「醫療服務導航儀」 (Health Service 

Navigator™) 為您提供更進一步的照顧，讓您和您 

合資格的家人能得到最新、最可靠的醫療資訊及 

資源服務。只要您持有保單，毋需待索償之日，宏利 

的「醫療服務導航儀」也讓您得享有關的服務。

「醫療服務導航儀」提供的服務包括：

 能聯絡世界級醫生，尋求第二意見

 提供在美國就醫所需的醫療協調服務；安排 

看病診症；協調所需的特殊交通支援；協助其他

特殊的需要，如翻譯服務，以及協調安排出院回

家等等

 協助了解加拿大的醫療體系，包括各省的醫療 

甄別指引

 協助尋找醫療護理機構、醫療護理設施及社區 

支援組織

 醫療及藥物資料庫、醫療情況數據庫、醫療 

新知、健康評算及自我健康評估等工具

本冊子旨在提供Lifecheque危疾保險的概覽。您的保險合約會按照您所選的計劃及享有的保障提供詳盡資料。請注意：「醫療服務導航儀」 
不在合約之內，宏利並不保証提供有關服務。

Lifecheque讓您安枕無憂，療養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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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合資格」的家人？

受保人的家人都有資格享用「醫療服務導航儀」，只要

他／她們是其： 

配偶 — 包括合法配偶或與受保人同居並有婚姻關係

的伴侶。

子女 — 包括受保人未婚、未有全職工作及未滿21歲，

又或者25歲以下並於認可學校、學院或大學全職攻讀的 

親生、領養或繼子女 (必須是與受保人一起居住)。

妥善保障   切合您所需

宏利提供五種Lifecheque危疾保險計劃，保額由最低

$25,000至最高$2,000,000。您可以按需要選擇不同 

保障*：

 「基本」Lifecheque危疾保險  

(Primary Lifecheque)

一項相宜的保障計劃，能在您收入高峰的時期 (至65歲) 

為您提供保障，期間保費維持不變。。

 「保費不變」Lifecheque危疾保險  

(Level Lifecheque)

為您提供保障，直至您退休之年 (75歲) 為止，期間保費

維持不變。 

 「可轉換」Lifecheque危疾保險  

(Renewable Lifecheque)

我們備有兩種「可轉換」Lifecheque供選擇：10年 

「可轉換」Lifecheque及20年「可轉換」Lifecheque。

兩種「可轉換」Lifecheque均為您提供保障直至退休 

之年 (75歲) 為止，保費每10年或20年增加一次。「可轉

換」Lifecheque 在簽發後是可不需要提供受保障資格

而轉為其他Lifecheque保障計劃 (詳情請參閱合約)。

10年及20年「可轉換」Lifecheque或可：

 於保單簽發後轉換為「基本」保障計劃 (一年後 

開始至44歲為止)

 於保單簽發後轉換為「保費不變」或「永久付款 

至100歲」保障計劃 (一年後開始至64歲為止)

 「永久」Lifecheque危疾保險  

(Permanent Lifecheque)

為您提供終生保障，期間保費維持不變。「永久」

Lifecheque危疾保險有兩種付款方法供您選擇

1. 付款至您年屆100歲。

2. 定期付款 — 於15年內加速付清保費

可選擇取回保費

如果您不再需要Lifecheque危疾保險的保障， 

我們亦設有三種可退回保費的附加條款供您選擇。 

其中「保費不變」Lifecheque及「永久」Lifecheque 

設有「提早放棄保障選項退還保費」附加條款  

(Return of  Premium with Early Surrender Option  

rider)；「基本」Lifecheque及「保費不變」Lifecheque 

計劃則備有「期滿退還保費」附加條款 (Return of 

Premium at Expiry rider)；此外，所有Lifecheque危疾 

保險計劃均設有「身故退還保費」附加條款 (Return of 

Premium on Death rider) 以供選擇。上述所有附加條款

均需額外收費。各項附加條款的詳情在本冊子後頁 

將會介紹。

*假如您被確診患上合約上定義的任何一種「受保疾病」(Covered Conditions) 或「病發初期治療病況」(Early Intervention Conditions)，視乎 
您投保的Lifecheque計劃，只要您能渡過指定存活的等侯期 (通常是30天)，您便會得到Lifecheque的賠償。您的合約會詳列您所投保的計劃及
有關保障。可能有若干限制，而一些等侯期會超過30天，您的保險顧問可為您解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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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況 合約上定義 釋義

癌症 被確診出現腫瘤 — 指惡性細胞不受控制地繁殖及擴散， 
並已侵入身體其他組織。必須經由專科醫生確診為癌症。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不包括 
癌症的「受保疾病賠償」不會就以下情況作出賠償：

 維持在原位之癌瘤

 1A期惡性黑色素瘤 (任何小於或相等於1.0毫米深及沒出
現潰瘍、亦沒有發展至Clark第4期或第5期之黑色素瘤)

 任何未擴散至其他器官之非惡性黑色素瘤皮膚癌，及

 早期 (T1a及T1b) 前列腺癌。

其他不包括的病況詳列於Lifecheque合約第六節—癌症及 
相關病況的「不包括情況」一欄內。

癌症種類繁多，而這定義差不多包括全部癌症。一些 
被視為對生命不構成威脅，並可被治愈的癌症則不在 
受保之列。不過，早期乳癌及前列腺癌可獲較低的賠償 
(病發初期治療賠償)。

在簽發或再續保單90天內被診斷出患上癌症，或出現 
患上癌症的徵狀者，均不符合賠償資格。

心臟冠狀動脈
搭橋手術

須接受心臟手術嫁接分流管道以矯正一條或以上收窄或阻塞
之冠狀動脈。必須由專科醫生確定為必須進行之手術。

等候期 
手術後30天。

不包括 
如治理冠狀動脈病的方法只屬非開刀手術，例如冠狀動脈 
通波術或激光清除障礙物，我們便不會作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的「受保疾病賠償」。

病發初期治療賠償 
雖然非開刀手術，例如冠狀動脈通波術或激光清除障礙物 
不在冠狀動脈搭橋手術的「受保疾病賠償」之列，但或可
享有冠狀動脈血管成形術之「病發初期治療賠償」。賠償詳
情可參閱Lifecheque合約內有關本病況之「病發初期治療賠
償」。 

只有動脈搭橋手術被列入受保之列並可獲賠償，皆因 
其他不需開心外科手術的心臟手術，康復的需求較低，
故不受保障。

冠狀動脈血管成形術獲較低賠償額，是反映其較低的 
康復需求 (病發初期治療賠償)。

突發性心臟病 經確診由於血流阻塞，令心臟肌肉死亡，致令心臟生化指標
之升跌達到可視為心肌梗塞的程度，並同時出現下列最少
一項情況：

 突發性心臟病徵狀

 心電圖 (ECG) 之新變化與突發性心臟病情況相同，或

 在進行心臟動脈內手術，包括但不限於冠狀動脈血管 
造影術及血管成形術期間或之後，馬上出現新Q波。

必須由心臟專科醫生確診為突發性心臟病。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不包括 
突發性心臟病的「受保疾病賠償」不會就以下情況作出 
賠償：

 因在進行心臟動脈內手術，包括但不限於冠狀動脈血管 
造影術及血管成形術而引致心臟生化指標提升，但沒有 
出現新Q波，或

 心電圖出現變化，顯示之前曾出現心肌梗塞，但並不符合
上述的突發性心臟病定義。

欲於確診後30天，有效索取到突發性心臟病賠償， 
我們需要有以下証明：

 心臟肌肉死亡，並釋放出化學物質 (稱為心臟生化 
指標) 至血液內

以及有下列至少一項的情況：

 典型突發性心臟病徵狀，或

 心電圖出現新變化，或

 在進行冠狀動脈血管成形術 (俗稱通波術) 期間或之
後馬上出現新Q波。

如果心臟生化指標因進行冠狀動脈血管成形術而上升，
但無出現新Q波，或偶然出現的心電圖變化，顯示之前
曾出現心肌梗塞，但卻沒有發生經証實的事件，則此等
突發性心臟病之索償便屬無效。

受保疾病 
以下是一系列受Lifecheque計劃保障的疾病，合約內對病況描述的定義及對該些字眼的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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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況 合約上定義 釋義

中風 
(腦血管事故 )

被診斷為由頭顱內血管栓塞或出血；或由頭顱外在因素造成
栓塞所引致的任何急性腦血管事故, 造成：

 出現急性突發新神經系統徵狀，及

 經臨床檢驗並在確診後持續30天以上的新客觀性神經損
傷。這些新徵狀及損傷必須得到造影檢驗確診証明。並且
必須由專科醫生確診為中風。

等候期 
直至符合上述中風所列的條件之日為止。

不包括 
中風的「受保疾病賠償」不會就以下情況作出賠償：

 短暫缺血發病

 腦部受創而出現的腦血管事故

 不符合上述中風定義的腔隙性梗塞

這定義包括中風三大成因：血栓(Thrombosis) —  
由於腦動脈壁有沉積物形成血栓導致阻塞；栓塞
(Embolization) — 由沖入動脈而構成阻塞的血栓造成 
栓塞；出血(Hemorrhage) — 在腦表層附近的腦血管 
撕裂導致出血。

您的神經系統損傷須持續30天以上方符合賠償資格。 
任何病發情況持續少於24小時者，均屬TIA (短暫絕血 
發病)，在此定義下不符合賠償資格。

老年痴呆症 被確診為漸進式腦部退化發病。受保人須表現出喪失智力，
記憶衰退及判斷力受損，導致精神及社交能力顯著下降， 
須持續每天接受最少8小時照顧。

必須由專科醫生確診為老年痴呆症。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不包括 
老年痴呆症的「受保疾病賠償」不會就其他痴呆性腦部失調
及精神科疾病作出賠償。

老年痴呆症是漸進式退化腦科病。腦神經細胞隨著時間
增長變壞，早期病徵包括喪失記憶、缺乏判斷力、性情
突變及隨時發病，繼而進展至嚴重喪失記憶，通常在 
10年內死亡。這病症很難診斷，所以受保定義要求 
受保人已到達需要持續每日接受最少8小時照顧的 
階段。

大動脈手術 大動脈指胸腹大動脈，不包括其分支血管。胸腹大動脈病症
須開刀切除並以手術將移植物代替發生問題的 
大動脈部份。必須經專科醫生確定為需要進行的手術。

等候期 
手術後30天。

大動脈是身體最大的動脈，對患病部份進行移植手術 
可受到保障。

良性腦腫瘤 被確診在顱骨內限於腦部、腦膜、頭顱神經或腦垂體腺患有
非惡性腫瘤。腫瘤必須進行手術或放射性治療程序，或造成
不可復原之神經性損傷。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良性腦腫瘤。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不包括 
良性腦腫瘤的「受保疾病賠償」不會就小於10毫米的 
腦垂體小淋巴腫瘤作出賠償。

其他不包括的病況詳列於Lifecheque合約第六節—良性 
腦腫瘤及相關病況的「不包括情況」一欄內。

原發性腦腫瘤分良與惡性。

 良性腦腫瘤指生長緩慢、有明顯範圍而不擴散之 
腫瘤。

 惡性腦腫瘤指生長快速，並歸類於我們的癌症「受保
病況」之內。

繼發性的惡性腦腫瘤 (擴散至腦部的腫瘤) 為較普遍的
病況。癌細胞由身體其他部份擴散至腦部，這是包括在
癌症「受保疾病賠償」之內。

在發出或再續保單90天內被診斷出患上良性腦腫瘤，或
出現患上良性腦腫瘤的徵狀均不獲賠償。

失明 經以下的驗證而被確診為雙目完全失去視力及不能復原：

 經矯正後兩隻眼睛的敏銳度均須在20/200或以下，或

 雙眼的視野角度須低於20度。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失明。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受傷、患病、或眼球、視覺神經、連接眼睛及腦部神經
的神經腺道出現退化病、或腦部衰壞均可導致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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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況 合約上定義 釋義

昏迷 被確診為處於無知覺狀態，對外界刺激及體內需求均無
反應，情況最少持續96小時，期間Glasgow昏迷指標 
必須為4分或以下。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昏迷。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不包括 
昏迷的「受保疾病賠償」不會就以下情況作出賠償：

 由醫療誘導的昏迷

 由服用酒精及葯物直接引致的昏迷

 確診為腦死亡

身體因疾病或受傷導致處於一個對外界及內在刺激均無 
反應的狀態，並最少持續四天。

失聰 被確診為雙耳完全喪失聽覺及不可復原，在話閾每秒
500至3000赫茲之下，只得90分貝或以上的聽閾。

必須由專科醫生確診為失聰。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如遇意外、受傷或患病導致雙耳完全及永久喪失聽覺， 
便可獲得賠償。符合此定義的失聰程度可容易量度，專業
測驗也可輕易及準確地核實。

心瓣置換 由醫生進行手術以自然或機械心瓣代替任何心瓣。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定為需要進行的手術。

等候期 
手術後30天。

不包括 
心瓣置換的「受保疾病賠償」不會就心瓣修復作出 
賠償。

心臟有四塊心瓣(主動脈瓣、肺瓣、僧帽瓣及三尖瓣)  
以控制血液由一心房輸往另一心房。以人、動物或機械 
心瓣更換任何一塊或以上之心瓣均受保障。

腎衰竭 被確診為兩個腎臟出現慢性不可復原的腎衰竭，導致 
不能正常運作，須定期進行血液滲析或腹膜滲析；或要
接受換腎。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腎衰竭。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慢性腎衰竭病人須終身以腹膜滲析或血液滲析方式洗腎 
直至接受換腎為止。

斷肢 被確診為兩肢或多於兩肢在手腕及足踝以上因意外或 
醫療所需而切除或切斷。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斷肢。

等候期 
第二肢切斷後30天。

由於意外、受傷或患病導致斷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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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況 合約上定義 釋義

喪失說話 
能力

被確診為因受傷或疾病引致完全及永久失去說話的 
能力。病情至少須持續180天。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
喪失說話能力。

等候期 
直至符合上述喪失說話能力所列的條件之日為止。

不包括 
喪失說話能力的「受保疾病賠償」不會就所有與心理障
礙相關的情況作出賠償。

完全及永久喪失以語音表達思想及意見的能力。它的 
成因可由意外、受傷或疾病引起，但心理成因則不受 
保障。

主要器官 
移植

被確診為心臟、肝臟、雙肺、雙腎或骨髓出現不可復原
的衰竭，而必須要接受有關的器官移植。要符合主要器
官移植的條件，受保人須接受心臟、肺、肝臟、腎臟或
骨髓移植，亦只限於上述之器官移植。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主要器官衰竭。

等候期 
移植後30天。

如您接受上述五項中任何醫療必須的移植手術，便可獲得
保障。

主要器官 
衰竭（輪候移
值）

被確診為心臟、肝臟、雙肺、雙腎或骨髓出現不可復原
的衰竭，而必須要接受有關的器官移植。要符合主要器
官衰竭（輪候移值）的條件，受保人須在加國或美國政
府認可之器官移植中心登記接受心臟、肺、肝臟、腎臟
或骨髓移植，亦只限於上述之器官。必須經專科醫生確
診為主要器官衰竭。

等候期 
受保人在上述器官移植中心登記後30天。

您的等候期將由您在加拿大或美國認可之移植中心登記 
成為輪候者開始計算。

運動神經 
疾病

被確診患有以下病況之一：

 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 (ALS或稱Lou Gehrig’s Disease)

 原發側索硬化

 漸進式脊椎肌肉萎縮

 漸進式延髓性癱瘓，或

 假延髓性癱瘓，並只限於上述病況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運動神經疾病。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運動神經疾病是一種漸進式衰壞症。它影響中樞神經 
系統，特徵是肌肉衰壞及萎縮但無任何知覺變化。由於 
神經衰壞，令肌肉弱化衰敗。最普遍的運動神經疾病是 
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 (ALS)，普遍稱為 Lou Gehrig’s 
Disease。

多發性硬化 被確診出現以下最少一項情況：

 出現分別兩次或以上臨床發病，並由磁力共振 (MRI) 
診斷神經系統出現多於一處的典型脫髓鞘 
損傷，

 一項註明出現持續6個月以上神經性不正常情況的臨床
記錄，並由磁力共振 (MRI) 診斷神經系統出現多於 
一處的典型脫髓鞘損傷，或

 神經中樞系統出現一次發病，並由多次MRI証實，顯示
診斷神經系統出現多於一處的典型脫髓鞘，每處損傷
的形成最少相隔一個月。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多發性硬化。

等候期 
直至符合上述多發性硬化所列的條件之日為止。

多發性硬化是極難診斷的疾病。通常需經過一系列測試以
排除其他可能的疾病方能確定。病徵會根據腦部及脊椎 
受影響的不同部位而有所不同，所以，不同形式的病症在
身體表面的病徵亦非常不同。

上述定義是集中於神經性不正常病態，而非按身體表面 
受損程度而定。多發性硬化病發時，神經纖維的髓脂質 
範圍受損，阻礙神經訊息往來腦部。脫髓鞘是其典型 
証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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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況 合約上定義 釋義

因工受傷 
引致感染喪失 
免疫力病毒
(HIV)

被確診為感染免疫系統失調症 — 受保人士之正常工作需與
染有免疫系統失調症 (HIV)之體液接觸，期間意外受傷而受
感染。發生上述情況的時間必須在下列情況之後：

 保障生效日期，或

 上一次保障續期之生效日。

此項「受保疾病」的賠償須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須在意外受傷後14天內通知本公司，

 意外受傷後14天內須接受免疫系統失調症血清檢驗並呈陰
性反應，

 意外受傷後90至180天內須接受免疫系統失調症血清檢驗
並呈陽性反應，

 所有免疫系統失調症檢驗須由我們認可的加拿大或美國 
化驗中心進行，

 該意外受傷須按照當時的加拿大或美國的工作場所指引 
作報告、調查及記錄在案。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因工受傷引致感染喪失免疫力病毒 
(HIV)。

等候期 
直至符合上述因工受傷引致感染喪失免疫力病毒所列的全部
條件之日為止。

不包括 
因工受傷引致感染喪失免疫力病毒 (HIV) 的「受保疾病賠
償」不會就以下情況作出賠償：

 受保人選擇不接受任何認可之免疫系統失調症預防感染 
疫苗注射，

 在意外受傷前市面已有一項認可之免疫系統失調症 
冶療法，或

 免疫系統失調症在非意外受傷情況下受感染(包括，但不限
於性接觸傳染或注射葯物或毒品傳染)

這賠償對從事須接觸血液或體液工作的人士(醫生、 
護士、牙醫、警察等) 尤為可貴。呈報程序是必須的，
以確保感染是來自工作上接觸而非由注射葯物或性接觸
所致。

癱瘓 被確診為因受傷或患病，導致神經訊息不能通達兩肢或以上
肢體的肌肉，令肢體完全喪失活動機能，在事發後情況最少
持續90天。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癱瘓。

等候期 
直至符合上述所列癱瘓的條件之日為止。

這病況設有90天等候期以判斷是否屬短暫性癱瘓的 
情況。此等候期較很多典型意外賠償計劃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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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況 合約上定義 釋義

柏金遜病 被確診為患有原發性柏金遜病，並出現以下兩項或以上 
臨床特徵：

 肌肉僵硬

 震顫，或

 動作遲鈍(動作、身體及智力均顯示不正常的緩慢) 

受保人在以下六種日常起居活動中，最少有兩項是需要另一
成人提供大量身體上的協助方能進行。

衡量柏金遜病受保賠償的日常起居活動：

 沐浴—無論是否需要器材輔助，能在浴缸、淋浴間或以海
綿沐浴自行清潔身體

 穿衣—自行穿著及脫下衣物，包括輔助支架、義肢或其他
醫療器材

 上廁—自行上廁、離開坐廁及保持個人衛生

 控制大小便—無論是否需要穿著防漏內衣褲或依賴醫療儀
器，可自行應付大小便，維持合理的個人衛生

 移動—無論是否依靠器材協助，能自行上床及下床、坐下
及離開椅子或輪椅

 進食—無論是否依賴輔助用具，能自行進食已做好的食物
和飲料。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柏金遜病。

等候期 
以較後者為準：

 直至符合上述所列的柏金遜病全部條件之日為止。

 確診後30天。

不包括 
柏金遜病的「受保疾病賠償」不會就所有其他類型的震顫 
麻痺綜合症作出賠償。

柏金遜病是漸進式損害中樞神經系統的疾病。特徵是 
肌肉僵硬、震顫及動作緩慢。這定義只保障原發性 
柏金遜病，原發性是指疾病須發自不明成因。由於接觸
某些藥物或有毒化學物質引發的情況將不獲賠償。 
雖然此病不要求病人發展至需要由人照顧日常生活， 
但卻要求受損達一定程度。

嚴重燒傷 被確診為受到第三級燒傷，範圍最少佔全身表面的20%。 
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為嚴重燒傷。

等候期 
在嚴重燒傷後30天。

燒傷程度分為三級。醫學上定為一級、二級和三級。 
一級燒傷損害皮膚表層, 如被太陽曬傷；二級燒傷 
損害較深皮層；三級燒傷最為嚴重，它破壞皮膚全部 
厚度。20%皮膚被三級燒傷，視為有生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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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況 合約上定義 釋義

冠狀動脈 
成形術 
(通波術 )

接受介入性醫療程序以疏通及擴闊血管讓血液順利流往 
心臟。必須經專科醫生確定為需要進行的手術。

等候期 
進行有關醫療程序後30天。

冠狀動脈成形術是以一個氣球擴闊三條冠狀動脈之中的 
一條或以上。它把一個氣球導管插入一條動脈 (通常由 
腹股溝插入)，並拉往受阻塞或收窄之部位，然後把氣球 
充氣。復原期很短(約一天)，而程序引致心臟病發或需要
緊急搭橋手術的風險亦低。近50%的心臟冠狀動脈病患者
均接受此手術。這程序的醫學名詞為PTCA—經皮冠狀動脈
成形術。

乳腺導管 
原位癌

確診出現乳腺導管原位癌。必須經專科醫生確診及 
由活纖維化驗確認。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不包括 
不包括的病況詳列於Lifecheque合約第六節—癌病及相
關病況的「不包括情況」一欄內。

乳腺導管原位癌屬可治愈之早期乳癌。

在簽發保單90天內被診斷出患上乳腺導管原位癌，或出現
患上乳腺導管原位癌的徵狀，將不會獲得賠償。

早期 
(T1a或T1b) 
前列腺癌

被確診患有早期 (T1a或T1b) 前列腺癌。病情必須經專科
醫生確診。

等候期 
確診後30天。

不包括 
不包括的病況詳列於Lifecheque合約第六節—癌病及 
相關病況的「不包括情況」一欄內。

如果您被診斷患上早期前列腺癌 (T1a或T1b)，您可得到
Lifecheque的賠償。早期前列腺癌是屬於可以治愈的 
癌症。在這個階段出現的腫瘤不容易被發覺，所以必須 
經由活纖維化驗確認。

在簽發合約後首90天內被診斷出患上早期前列腺癌 (T1a 
或T1b)，或出現患上早期前列腺癌 (T1a或T1b) 的徵狀， 
均不可獲得賠償。

病發初期治療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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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上定義 釋義

一般情況 
如受保人在此保單之任何危疾保障下，不論 
神智正常與否，在下列情況引致「受保疾病」
或「病發初期治療病況」，將不獲賠償：

a) 蓄意令自己受傷

b) 觸犯或意圖觸犯刑事罪

c) 在100毫升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80毫克的
狀態下駕駛車輛

d) 受保人蓄意服用:

 非由醫生指示服用之處方葯物或毒品

 在加拿大合法出售的非處方葯物或毒品，
卻未跟隨製造商建議的方法服用。

 任何在加拿大不合法出售的葯物或毒品

 任何可致中毒藥物及有毒物質，包括酒精

不包括的項目是針對一些合約上具體列明的情況。這是此類保單的標準條款。

所有上述的不包括項目適用於之前提及「受保疾病」及「病發初期冶療病況」。 
如果您符合之前所列的患病條件，又不屬以上的不包括項目者，便可獲得賠償。

宏利並無對戰爭或戰爭行為引致的受保疾病列入不包括項目內。

等候期 
除非受保人能通過等候期，否則不會獲得「受保病況賠償」或「病發初期治療 
賠償」。各「受保病況」或「病發初期治療」具體之等候期列於Lifecheque合約 
第五節。

癌症及相關病況的「不包括情況」 
在此項「不包括情況」下, “任何癌症”一詞包括所有癌症，就算它們在癌症受保 
病況賠償釋義的一欄或病發初期治愈病況賠償一欄內沒有列明者，也包括在內。

若在簽發保單或再續保單90天內：

 任何受本合約保障的人士被診斷出患有任何癌症；或

 任何受保障的人士出現任何跡象、病徵、或深入驗証而導致在日後診斷患上任何 
癌症，則受保人不會獲得危疾保險對任何癌症的賠償。

閣下亦必須在診斷出患上癌症後6個月內向本公司加國總部的個人保障賠償部呈報上述
之發病跡象、病徵、或深入驗証及診斷的資料。如您未有呈報這些資料，我們有權 
拒絕您對癌症的危疾索償，或對由任何癌症或其治療引致的「受保病況」或「病發初
期治療」所作的索償。

良性腦腫瘤及相關病況的「不包括情況」 
若在簽發保單或再續保單90天內：

 任何受本合約保障的人士被確診患有任何良性腦腫瘤；或

 任何受保障的人士出現任何跡象、病徵、或深入驗証而導致在日後確診患上良性 
腦腫瘤，則受保人不會獲得危疾保險對良性腦腫瘤的賠償

閣下亦必須在確診患上良性腦腫瘤後6個月內向本公司加國總部的個人保障賠償部呈 
報上述之發病跡象、病徵、或深入驗証及診斷的資料。如您未有呈報這些資料， 
我們有權拒絕您對良性腦腫瘤的危疾索償，或對由良性腦腫瘤或其治療引致的「受保
病況」或「病發初期治療」所作的索償。

國外診斷 
如果受保人在美國及加拿大以外地方被確診患有「受保病況」或「病發初期治療 
病況」，除非該患病受保人能出示我們要求的全部醫療記錄，否則將不獲賠償。 
受保人的全部醫療記錄須符合下列條件：

 假如該「受保疾病」或「病發初期冶療病況」在加拿大或美國發生及確診，結果 
將會相同 ；

 作出診斷的醫生須為當地之持牌執業醫生，有相等於您合約上對該病況所作定義的
專業資格；

 診斷結果須有通常在美國或加拿大進行的相關檢驗及測試報告以作証明 (它們應包括
合約上「受保疾病」或「病發初期治療病況」所要求的檢查及測試報告)；及

 假如診斷在美加進行，而醫生亦建議作合約上對「受保疾病」或「病發初期冶療 
病況」定義相同的手術或治療必須的非手術介入治療程序。

我們有權要求受保人接受由我們指定的專家作出獨立檢驗。

危疾賠償之不包括項目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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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上定義 額外安心保障

當受保人在機能上不能自立 
 「在機能上不能自立」是指當我們確定即使受保人在藥物、輔助 
儀器、工具或其他協助下：

 如無其他人極力協助，便無法進行兩項或以上日常起居活動，或

 由於認知功能受損，受保人需要緊密督導，方可保護自己的健康
及安全。

要確定為機能上不能自立，受保人亦必須：

 定期接受醫生診治

 接受建議治療，及

 採用專為導致其機能障礙情況而設的輔助器材

日常起居活動 
日常起居活動是指受保人需要進行的一些基本起居活動，以維持
其健康及安全。

用作確定受保人是否在機能上不能自立的日常起居活動包括：

 沐浴—在浴缸（包括自行進出浴缸）、沐浴間（包括自行進出 
沐浴間）或以海綿沐浴自行清潔身體。沐浴不包括受保人自行 
洗髮及清洗背部及足部。

 進食—可自行從杯、碗、碟，或以喉管進食。進食不包括烹煮 
過程或上菜。

 穿衣—自行穿著及脫下必需的衣物及任何醫療器材，包括輔助 
撐架、外科工具或義肢。「必需的衣物」指任何縫製、購買、 
購買後修改，令受保人在日常所居住的環境下可以穿得舒適， 
維持健康及尊嚴的衣物。

 上廁—自行進出廁所、上廁、離開坐廁及保持個人衛生。

 移動—可自行上床及下床、坐下及離開椅子或輪椅。

 控制大小便—可自行控制大小便，或者就算不能控制，亦可 
維持個人衛生（包括穿著為失禁而設的產品，及以採用尿管及 
便袋）。

認知功能受損 
認知功能受損是指智力喪失或衰退。受保人智力喪失或衰退情況
須符合以下三項條件：

1. 程度上必須與（亦包括）老年痴呆症或類似的不可復原之 
痴呆症相同，或因腦部嚴重受創而智力受損。

2. 必須出現以下受損情況：

a) 短期及長期記憶

b) 辨認人、地方及時間

c) 推論及抽象思維

d) 受保人對自身及他人安全的判斷力

3. 必須由臨床測試及劃一測試量度及確認。

不包括 
認知功能受損不包括任何精神或神經性失調，包括但不限於 
焦慮症、情緒失調、失眠症、痛症、性格失調及精神性失常等。

護理支援服務 
面對長期病患或受傷，您亦需要金錢以外的協助，「生活護理 
津貼」讓您每年一次取得護理支援服務，您可在等候或接受賠償 
期間安排有關服務。

宏利會指派一位護理顧問助您搜尋及聯繫您所處地區的長期護理 
服務機構，協助您安排服務及參與社區計劃，並可因應您的需求 
提供健康護理資料。

豁免保費 
在接受護理津貼期間，您毋須支付保費。我們亦會退回您在等候 
賠償期間所付的保費。

 「生活護理津貼」(LivingCare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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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上定義 釋義

一般情況 
如受保人在此保單保障下，不論神智正常與否，在下列情況引致
在機能上不能自立的話，將不獲有關之護理津貼賠償： 

a) 蓄意令自己受傷

b) 不論犯案地點，觸犯被加拿大法律列為刑事之罪行，

c) 在100毫升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80毫克的狀態下駕駛車輛，
或

d) 受保人蓄意服用:

 非由醫生指示服用之處方葯物或毒品

 在加拿大或美國合法出售的非處方葯物或毒品，卻未跟隨 
製造商建議的方法服用

 任何在加拿大或美國不合法出售的葯物或毒品，或

 任何可致中毒藥物及有毒物質。

居於加拿大或美國境外 
受保人居於加拿大或美國境外期間，不被視為「在機能上不能 
自立」，我們亦不會在受保人居於加拿大或美國境外期間支付護
理津貼。

受保人居於加拿大或美國境外的日子，亦不被計算為「在機能上 
不能自立」的賠償等候期。

不包括項目是針對合約中列明的具體情況。這是此類保單的標準
條款。

所有上述的不包括項目適用於之前提及的「生活護理津貼」 
賠償。如果您符合「生活護理津貼」賠償之前所列的條件， 
又不屬以上的不包括項目者，便可獲得賠償。

宏利並無對戰爭或戰爭行為引致的情況列入不包括項目內。

 「生活護理津貼」的不包括項目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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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條款 附加條款簡介* 可附加於...

 「提早放棄保障選項退還保費」 
附加條款 (ROPS)

在以下情況100%退還合資格保費：

 Lifecheque的保障及ROPS附加條款 
最少已生效15年

 受保人不符合受保病況賠償的 
資格，及

 Lifecheque的保障經已取消。

  「保費不變」(簽發年齡為18–60歲)

  「永久」(支付至100歲)(簽發年齡為18–60歲)

  「永久」(支付15年)(簽發年齡為18–55歲)

 「期滿退還保費」 
附加條款 (ROPX)

如果這附加條款在保單期滿時仍然 
生效，而受保人又不符合受保病況的 
資格，我們便會退還100%合資格的 
保費。

  「基本」(簽發年齡為18–45歲)

  「保費不變」(簽發年齡為18–60歲)

 「身故退還保費」 
附加條款 (ROPD)

如果受保人未有就所保障的病況索取 
任何賠償已不幸離世，我們便會退還100%
合資格的保費。

  「可轉換」T10(簽發年齡為18–60歲)

  「可轉換」T20(簽發年齡為18–54歲)

  「基本」(簽發年齡為18–45歲)

  「保費不變」(簽發年齡為18–60歲)

  「永久」(支付至100歲)(簽發年齡為18–60歲)

  「永久」(支付15年)(簽發保單年齡為18–55歲)

 「退還保費」附加條款
我們特設「提早放棄保障選項退還保費」附加條款 (Return of  Premium with Early Surrender Option rider)、「期滿退還 

保費」附加條款 (Return of Premium at Expiry rider) 及「身故退還保費」附加條款 (Return of Premium on Death rider)  

供您額外選購。以下是這三項附加條款的概覽。

*如果「退還保費」的賠償金額（不包括保單費用及已支付的傷殘豁免保費附加條款之保費）相等於保障賠償限額，您便不需要為「退還 
保費」附加條款支付保費。「退還保費」的最高賠償金額是所選的Lifecheque保額減除已支付或應支付的康復賠償及 / 或護理津貼。

減低Lifechque計劃的保額，亦會令該計劃的「退還保費」賠償金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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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變成殘障怎辦?
如果您在60歲前不幸變成殘障，而您有購買「豁免 

保費」附加條款的話，我們會為您支付Lifecheque的 

保費。

個人及多人保單均備有這項選擇。如屬多人保單而索償

受接納，則所有受保單保障的人士均獲豁免保費。即使

保單持有人沒有其他保障，亦可選用這條款。

Lifecheque可否為兒童提供
保障?
兒童患上危疾儘管令人不堪想像，但現實生活裡，這些

事情也會發生。如果不幸成為事實，子女的康復當然是

大前提，而您就要盡力扶助他們走過康復之路，亦要確

保他們得到最好的醫護意見及治療。Lifecheque可助您

一臂之力。Lifecheque的賠償可為您分擔經濟上的負擔，

讓您一心一意照顧患病的子女，令他們盡快康復。

兒童Lifecheque附加條款在兒童期被確診患上以下任何

一種病症* (並能存活最初等候期) 的孩子提供賠償：

 失明

 腎衰竭

 癌症

 喪失說話能力

 大腦癱瘓

 主要器宮衰竭（輪侯移植）

 先天性心臟毛病

 主要器官移植

 囊腫性纖維變異

 肌肉性營養不良

 失聰

 癱瘓

 唐氏綜合症

誰可受到兒童Lifecheque附加條款的保障?

0–17歲的兒童，只要其父母受Lifecheque保障，而父母 

年齡在18–55歲之間便可。

兒童Lifecheque附加條款將會保障全部在保單申請書上

所列的名字、並得到我們批准簽發附加條款的兒童， 

包括領養子女及繼子女 (須提供醫療資料)。所有在日後

自然生產 (於簽署此附加條款申請表之日期後出生) 的

子女，無需提供進一步醫療資料，也受保障。在附加 

條款簽發日期或再續附加條款有效期當日起計，出生 

後不能存活30天，以及在10個月內出生的嬰孩將受 

若干限制。

保障額有多少?

保額由您決定。兒童Lifecheque附加條款以$5,000 

遞升。您可購買高達$100,000的保額，但不能高於父母 

保額的50%。

保障昂貴嗎?

不昂貴。選購這附加條款，每$5,000保障每年只需多付 

$50，便可為全部子女提供上述保障。

保障可維持多久?

可為兒童提供保障直至他們滿21歲；或受保的父母年屆 

65歲，以較早者為準。如受保的父母身故或在此附加 

條款終止前取得Lifecheque的賠償，並停止付保費，每個

孩子仍可獲得保障，直至年滿21歲為止。

*您的合約會按照您選擇的計劃提供保障詳情。或有若干限制，部份等候期超過30天。您的顧問可為您提供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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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宏利，您就等於選擇了一間實力雄厚、穩健可靠、深受信賴，為加拿大國民提供各種高瞻遠矚理財良策已

超過一百二十五載的公司。因此，您大可安心，宏利能照顧您的今日， 也能照顧您的將來。

高瞻遠矚 實力雄厚實力雄厚實力雄厚
高瞻遠矚
高瞻遠矚

實力雄厚 穩健可靠穩健可靠穩健可靠
實力雄厚
實力雄厚

穩健可靠 深受信賴深受信賴深受信賴
穩健可靠
穩健可靠

深受信賴 高瞻遠矚高瞻遠矚高瞻遠矚
深受信賴
深受信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