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MS个人健康保险：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育空地区费率表 
月费率生效日期：2019年7月1日

健康计划类型 附加保障选项

年龄

基本计划 
(BasicPlan)

特级计划 
(ExtendaPlan®)

全方位计划 
(OmniPlan®) 基本处方药 增强处方药 牙科护理 住院现金

全年多次旅游
15天

全年多次旅游
30天

全年多次旅游
48天

单
人

未满35岁  $6.00  $15.75  $31.75  $24.25  $67.00  $55.50  $9.00  $3.50  $6.00  $9.25 

35-44岁  $6.25  $17.00  $33.75  $25.00  $69.50  $57.00  $9.25  $4.25  $7.00  $10.00 

45-54岁  $6.75  $17.25  $35.75  $26.00  $74.50  $57.00  $9.50  $4.75  $8.00  $11.75 

55-59岁  $7.75  $17.50  $35.50  $26.00  $76.25  $57.00  $11.25  $6.25  $9.50  $14.00 

60-64岁  $8.25  $19.25  $37.50  $28.25  $83.75  $58.00  $14.25  $9.00  $12.50  $18.75 

65-69岁  $9.75  $22.00  $43.00  $30.00  $87.75  $57.00  $26.50  $10.50  $16.00  $31.00 

70-74岁  $10.25  $25.25  $46.50  $31.00  $91.75  $60.75  $29.00  $13.50  $19.00  $41.00 

75-79岁  $12.25  $29.50  $50.75  $32.75  $98.75  $58.00  $31.50  $15.00  $27.00  $56.75 

80岁以上  $14.75  $31.25  $52.25  $33.75  $99.50  $57.00  $41.00  $5.00  $5.50  $5.50 

健康计划类型 附加保障选项

年龄

基本计划 
(BasicPlan)

特级计划 
(ExtendaPlan)

全方位计划 
(OmniPlan) 基本处方药 增强处方药 牙科护理 住院现金

全年多次旅游
15天

全年多次旅游
30天

全年多次旅游
48天

双
人

未满35岁  $10.25  $28.00  $61.25  $44.25  $110.00  $111.50  $16.75  $8.00  $11.75  $17.50 

35-44岁  $11.25  $30.75  $63.75  $45.25  $114.25  $114.75  $17.75  $9.25  $13.50  $20.00 

45-54岁  $12.00  $32.00  $67.25  $47.00  $126.25  $114.75  $18.75  $9.75  $15.50  $22.75 

55-59岁  $14.50  $32.50  $68.25  $46.50  $130.75  $114.75  $21.50  $12.25  $18.75  $27.00 

60-64岁  $14.75  $37.00  $72.00  $50.50  $145.00  $117.00  $27.25  $17.00  $26.00  $38.00 

65-69岁  $18.00  $41.50  $80.25  $54.00  $153.00  $114.75  $50.75  $22.25  $32.50  $61.00 

70-74岁  $19.00  $46.50  $87.75  $56.25  $163.25  $122.25  $56.25  $27.00  $37.50  $81.75 

75-79岁  $23.50  $55.75  $96.75  $58.75  $178.00  $117.00  $60.00  $31.00  $52.75  $112.00 

80岁以上  $28.75  $59.50  $99.25  $60.50  $182.00  $114.75  $78.25  $9.75  $31.50  $61.00 

健康计划类型 附加保障选项

年龄

基本计划 
(BasicPlan)

特级计划 
(ExtendaPlan)

全方位计划 
(OmniPlan) 基本处方药 增强处方药 牙科护理 住院现金

全年多次旅游
15天

全年多次旅游
30天

全年多次旅游
48天

家
庭

未满35岁  $11.00  $36.00  $76.75  $53.00  $128.25  $167.25  $24.50  $9.25  $13.25  $19.75 

35-44岁  $12.25  $39.50  $79.75  $54.00  $133.00  $172.00  $25.75  $9.75  $14.75  $22.50 

45-54岁  $13.75  $40.75  $84.75  $55.50  $146.00  $172.00  $26.50  $10.25  $17.50  $26.75 

55-59岁  $15.25  $41.00  $85.50  $55.25  $150.75  $172.00  $30.00  $14.00  $21.50  $31.00 

60-64岁  $15.50  $46.25  $90.25  $59.75  $165.50  $175.25  $35.00  $18.75  $28.00  $42.00 

65-69岁  $21.00  $52.25  $102.25  $64.25  $174.25  $172.00  $63.50  $24.00  $36.75  $68.75 

70-74岁  $21.25  $59.00  $111.50  $67.25  $185.50  $183.25  $67.75  $29.50  $41.50  $92.25 

75-79岁  $26.75  $69.50  $121.75  $69.50  $200.50  $175.25  $72.50  $33.75  $60.50  $127.00 

80岁以上  $30.50  $75.25  $124.75  $72.00  $204.25  $172.00  $92.00  $22.75  $34.25  $64.00 

个人健康保险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育空领地

2019年7月1日生效

决定月率的因素：
•	 	或随税费变动。
•	家庭指三人或以上。
•	对双人或双人以上的家庭而言，年龄最大的申请人决定费率。
•	 	如果家庭超过六人，需另加30%。

•	附加保障选项只能连同健康计划一起购买。
•	 	80岁或以上的申请人若购买全年旅游保险，则只能享受在加拿大境内旅游的福利保障。
•	 	根据您的病史，可能对您进行保费调整评估，取消某些福利或拒保。

 TravelStar®旅游保险
	 	紧急医疗险计划适用于出境旅行及加拿大境内旅行，	

同时旅程取消险计划包含了行李保护险。

移民及访客保险
为新登陆的移民及访加旅客提供的紧急医疗保险，	

包括帮助协调所需的治疗及护理。

学生计划
非常适合离家求学的专上学生的紧急医疗和旅行	

保障，加拿大境内和国外皆宜。

团体福利计划
专为各种规模公司设计和定价的保险福利计划。

GMS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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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基本计划(BasicPlan) 特级计划(ExtendaPlan) 全方位计划(OmniPlan)

眼科检查 不适用 每2年$120 每2年$90

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 不适用 包括在验眼额度内 每2年$200

健康保健医生 不适用 合并最高$250 每一专科最高$300

助听器* 不适用 每5年$500 每5年$800

医疗用品及设备 不适用 $500 $500

糖尿病用品及设备 不适用 $300 $300

供氧设备 不适用 每年$500
终身$1,500

每年$500
终身$2,500

血压计测 不适用 每份保单每5年1次 每份保单每5年1次

定制足部矫形 不适用 80%–成人每5年1次
16岁以下儿童每年1次

80%–成人每3年1次
16岁以下儿童每年1次

矫形鞋 不适用 $225 $225

行动辅助器 不适用 $300 $300

造口术用品 不适用 $300 $300

丧葬费 不适用 不适用 $4,000

省外转诊 不适用 终身最多$50,000	 终身最多$50,000	

救护车 $2,000 无限次 无限次

救护飞机 无限次 无限次 无限次

石膏及拐杖 无限次 无限次 无限次

优选病房 $500 $1,000 45天-最多$3,500

私人看护 80%-最多$1,500（仅限住院） 80%-最多$3,000 80%-最多$5,000

住院药品 $1,000 $1,000 $2,000

意外牙科 每次受伤$500 每次受伤$2,000 每次受伤$5,000

轮椅、电动轮椅及可调节病床* 每5年$500 每5年$750 每5年$1,000

假肢、义眼及人工喉 $5,000 $5,000 $5,000

助行器 80%-每五年最多$300 80%-每五年最多$300 80%-每五年最多$300

乳房假体 $175单侧/2年	
$350两侧/2年

$325单侧/2年
$650两侧/2年

$325单侧/2年
$650两侧/2年

GMS个人健康险： 计划对比选择价格实惠的附加保障选项来定制您的保
险计划。

牙科护理*	

包含检查、洗牙、X光、充填材料、假牙、齿冠、	

齿桥等。

1年 基本牙科服务$500。

2年 基本及主要牙科服务$750。

3年以上 基本及主要牙科服务$1,000。

此外，您向合作牙科诊所出示您的GMS直付卡，即可
当场进行理赔。您的笑容就是最大的福利！

基本处方药	
我们将为您支付最高每人$3,500来涵盖新处方药（省
政府药物计划列表中的药物）。每张合格的处方，您只
需支付$4的免赔金额，如果在合作药店使用GMS直付
卡，可省下现款支付费用。

增强处方药	
提供每人高达$5,000以购买新处方药（省政府药物计
划列表中的药物）。$5,000当中，$800可用于：您
的省政府药物计划中不包含的药物、已有疾病药物、
特殊状况药物及精选生活常用药。每张合格的处方，
您只需支付$4的免赔金额，即可获得一张便捷的GMS
直付卡。

全年旅游保障	
在国外接受紧急医疗，费用往往是天文数字，幸好
GMS的全年旅游保障选项却不昂贵，它能为您提供一
年内外游时的紧急医疗保障。旅游期可长达15、	
30或48天，任君选择。

住院现金计划*	
如需延长住院时间，住院现金计划将包含现款支付费
用，如房内电视、Wi-Fi、电话服务和停车费。每天最
高$100，每保单年度最多$3,000

任何疑问？
请访问gms.ca或拨打电话
1.800.667.3699，联系您的GMS保险经
纪人。我们将会为了您的幸福健康，选择最
佳保险范围。
*根据等待期变动。

GMS的个人健康计划帮助您
呵护自身的健康和福祉，	
让您尽情享受生活。
	您是否需要福利计划?
 您是否是企业老板？
 您是否有离职打算？
 你是否即将退休？

无论您处于人生的哪一阶段，GMS的补充医疗保险
都能满足您的需要。70年来，我们一直为加拿大人
民及其家人提供保护。

 哪一种计划适合您？

基本计划(BASICPLAN)	
基本计划是务求以最低的保费为您提供紧急医疗保障,它包
含省政府医疗计划内一些并未提供的基本保障，如空中及
陆上救护车、首选住院病房及住院用药等等。

特级计划(EXTENDAPLAN®)	

除基本计划提供的基本保障外，特级计划更涵盖	
物理治疗、按摩治疗、助听器、视力护理及一系列的
医疗设备和用品。

全方位计划(OMNIPLAN®)	

全方位计划是GMS最全面的福利保障计划，	
能提供更多物理治疗、按摩治疗、验眼及配眼镜	
等福利，令您的家人更健康。

以上仅为福利摘要。有关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考保单条款。阅读与了解保单至关重要，因为承保范围或包含某些排除或限制条款。

此外还可承保处方药、牙科护理和住院现金。
*根据等待期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