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保计划

增添康保双全计划
无顶限终身保障。经济实惠又灵活多样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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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费用可能非常昂贵，这取决于您的病情、治疗
时间和医院类型等因素。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您面
临高额的自付费用，同时损失大量未来收入。

1
新加坡的医疗费用预计将以比大
部分地区更快的速度增长，其中
手术费用的通胀率最高6。

2
癌症 (86%) 和心血管疾病 (48%) 
仍将是费用最高的两种疾病，预计
在不久的将来仍将如此7。

2019 - 2021年英康接到的医疗账单示例

医疗状态 年龄

医疗账单大小

百分位数

75th 90th

乳腺癌 30-40 $108,414 $209,602

肺癌 41-50 $83,256 $428,853

心脏疾病 51-60 $43,191 $73,390

该表基于与私人医院所述医疗状况类别相关的特定医疗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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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自在的生活才能让您专注于更重要的事情。增添康保双全计划是一项获准使用

公积金保健储蓄缴付保费的私人综合健保计划 (简称IP)，其保证您的住院和手术费

用1都能获得妥善保障。

付费保证书4豁免支付住院押金, 使住院手续更加简易

无顶限终身保障2，这样，在发生任何意外时， 
您的家人不会承担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

支付全额花费3保障 - 帮助您支付所有医疗费用, 
这样您能够在没有任何财务压力的情况下关注个人康复

它能带给我哪些好处？

1

2

3
保费可通过公积金保健储蓄户头缴付， 
最高为提取顶限 (只限于主要保单)4
轻松获得指定专科医师5提供的医疗服务5
可选择通过豪华医疗附加险和经典医疗附加险来增添保险范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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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健保与增添康保双全计划
增添康保双全计划是一项综合健保计划，由两个部分组成 - 即终身健保 (MediShield Life) 及附
加私人保险。终身健保是为所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提供的全民医疗保险。

如果您投保增添康保双全计划，将享有终身健保 (由中央公积金局管理) 和附加私人保险 (由英康
提供) 所带给您的双重利益。

要了解有关终身健保的详情以及您可获得的津贴，请上网www.medishieldlife.sg查询。

终身健保

增添康保双全 －附加私人保险保障

无顶限终身保障
您将终身受保。住院索赔不设终身顶限2，因此您的家人不必担心因发生不测所带来的财务负担。

支付全额花费保障
增添康保双全计划可协助支付您的合格住院费用3，因此您可在没有任何财务压力的情况下安心修
养，以期早日康复。

付费保证书
付费保证书4让您豁免支付住院押金，使入院手续更加简易。

http://www.medishieldlif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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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惠又灵活多样
使用您公积金的保健储蓄存款来缴付保费。在终身健保推出之后，保健储蓄户头的提取顶限将重
新划分为两个部分：

终身健保 购买附加私人保险的额外提取顶限 (AWL)

终身健保的全部保费可用
保健储蓄缴付。

保健储蓄的额外提取顶限是您用于来缴付增添康保双全计划附加私人保险
保费的最高限额。

每年可用来缴付每名受保人保费的保健储蓄顶限，以受保人下个生日岁数而定。

附加私人保险的额外提取顶限 (AWL)

下个生日岁数 从2015年11月1日起

1至40 $300

41至70 $600

70以上 $900

指定5诊所
轻松获得指定专科医师5提供的可靠医疗服务。

• 全岛590多位涵盖各专科医疗领域的私人专科医师为您提供服务

• 轻松约见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私人专科医师

在向指定的私人专科医师就诊之前，请您务必考虑康保双全计划的类型。仅对重组医院提供保险
的康保双全计划不会对私人专科医师 (包括指定医师5) 提供的诊治承保，因此您可能会负担额外
的费用。

英康保户的独家特惠
我们的每位英康保户都应享有生命中更美好的东西。请浏览www.income.com.sg/IncomeTreats, 
享受我们特别为您推出的独家特惠。

https://www.income.com.sg/IncomeT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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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人而设的保障计划
增添康保双全计划共有3种不同的计划让您根据财务和医疗需求作出选择：首要计划、优先计划
和基本计划。

利益
增添康保双全计划 (支付额包含终身健保的支付额)

首要计划 优先计划 基本计划

病房等级 私人医院或私人医
疗机构的普通病房

重组医院A级及以
下的病房

重组医院B1级及以
下的病房

住院治疗 最高索赔额

病房和医疗相关服务 (每日)8

- 普通病房
- 加护病房

支付全额花费

手术利益 (包括日间外科手术)9

器官移植 (包括干细胞移植)

外科植入物10

放射手术

意外牙科住院治疗

住院前治疗11,12

支付全额花费

非指定医师5 
提供的治疗:  

住院前100天内

指定医师5 

提供的治疗:  
住院前180天内12

支付全额花费

住院前100天内

出院后跟进治疗11,12

支付全额花费

非指定医师5 
提供的治疗:  

出院后100天内

指定医师5 
提供的治疗:  

出院后365天内12

支付全额花费

出院后100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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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首要计划 优先计划 基本计划

住院治疗 最高索赔额

社区医院 (康复)8,13 支付全额花费

(每次住院的 索赔长达90天)社区医院 (亚急性)8,13

住院病人姑息治疗服务 (一般)
支付全额花费

住院病人姑息治疗服务 (专门)

医院门诊治疗14 最高索赔额

癌症电疗
- 外部或表面 (除了半体)
- 有或没有配合外部放疗的近距离放射疗法
- 半体
- 立体定向

支付全额花费
癌症化疗

癌症免疫治疗

肾透析

慢性肾衰竭红血球再生药

器官移植免疫抑制药物

长期肠外营养

特别利益 特别利益的最高索赔额

乳房切除后的乳房重建手术15 支付全额花费

先天性畸形
支付全额花费

(12个月的等候期适用于此)

怀孕及分娩并发症福利5,16
支付全额花费

(10个月的等候期适用于此)

活体器官捐献者 (受保人) 移植利益
- 受保人为活体器官的捐献者

支付全额花费, 
高达$60,000

(24个月的等候期适
用于器官受赠者的

每次移植)

支付全额花费, 
高达$40,000

(24个月的等候期适
用于器官受赠者的

每次移植)

支付全额花费, 
高达$20,000

(24个月的等候期适
用于器官受赠者的

每次移植)

活体器官捐献者 (非受保人)  
移植利益 (每次移植)
- 受保人为活体器官的受赠者

支付全额花费, 
高达$60,000 不包括

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受益 (每保单年)17 支付全额花费，高达$250,000 支付全额花费, 
高达$150,000

质子束治疗 (每保单年) 支付全额花费，高达$100,000 支付全额花费, 
高达$70,000

继续自体骨髓移植治疗多发性骨髓瘤 
(每保单年)18 支付全额花费，高达$25,000 支付全额花费, 

高达$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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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首要计划 优先计划 基本计划

特别利益 特别利益的最高索赔额

住院接受精神科治疗 (每保单年)   支付全额花费，高达$7,000 支付全额花费, 
高达$5,000

义肢利益 (每保单年) 支付全额花费, 
高达$10,000 支付全额花费，高达$6,000

新加坡境外紧急治疗
支付全额花费,

以新加坡私人医院
收费为准

支付全额花费, 
以新加坡重组医院 
A级病房收费为准

支付全额花费, 
以新加坡重组医院
B1级病房收费为准

门诊肾透析的比例因的豁免 不受保 豁免我们首选合作伙伴提供的 
适用待遇的比例系数5

善后利益 (共同保险和免赔额的豁免)19 $5,000 $3,000

相应比例系数20 SG/PR/FR21

住院治疗

- 重组医院
- C, B2或B2+级病房
- B1级病房
- A级病房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85%

- 私人医院、私人医疗机构或境外紧急治疗22 65% 50%

- 社区医院
- C、B2 或B2+级病房
- B1级病房
- A级病房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85%

日间外科手术或短暂停留病房

- 受津贴重组医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受津贴重组医院 不适用 不适用

- 私人医院或私人医疗机构或境外紧急治疗22 65% 50%

医院门诊治疗

- 受津贴重组医院2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受津贴重组医院23,24 不适用 不适用

- 私人医院或私人医疗机构23 65% 50%

SG: 新加坡公民  |  PR: 新加坡永久居民  |  FR: 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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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首要计划 优先计划 基本计划

每保单年的自付额 (受保人下个生日岁数为80或以下25)

住院治疗

- 重组医院
- C级病房
- B2或B2+级病房
- B1级病房
- A级病房

$1,500
$2,000
$2,500
$3,500

$1,500
$2,000
$2,500
$3,500

$1,500
$2,000
$2,500
$2,500

- 私人医院、私人医疗机构或境外紧急治疗22 $3,500 $3,500 $2,500

- 社区医院
- C级病房
- B2或B2+级病房
- B1级病房
- A级病房

$1,500
$2,000
$2,500
$3,500

$1,500
$2,000
$2,500
$3,500

$1,500
$2,000
$2,500
$2,500

日间外科手术或短暂停留病房

- 受津贴 $2,000 $2,000 $2,000

- 不受津贴 $3,500 $3,500 $2,500

每保单年的自付额 (受保人下个生日岁数80或以上25)

住院治疗

- 重组医院
- C级病房
- B2或B2+级病房
- B1级病房
- A级病房

$2,250
$3,000
$3,750
$5,250

$2,250
$3,000
$3,750
$5,250

$2,250
$3,000
$3,750
$3,750

- 私人医院、私人医疗机构或境外紧急治疗22 $5,250 $5,250 $3,750

- 社区医院
- C级病房
- B2或B2+级病房
- B1级病房
- A级病房

$2,250
$3,000
$3,750
$5,250

$2,250
$3,000
$3,750
$5,250

$2,250
$3,000
$3,750
$3,750

日间外科手术或短暂停留病房

- 受津贴 $3,000 $3,000 $3,000

- 不受津贴 $5,250 $5,250 $3,750

共同承担保险额 10%

每保单年限额 $1,500,000 $500,000 $250,000

终身限额 无顶限

最高投保年龄 (下个生日岁数) 75

最高保障年龄 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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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保障
善用附加险增强您的保障。

附加险提供附加项目以协助您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保险计划，从而让您安枕无忧地享有额外的保
障。您可按照您的需求，选择豪华医疗附加险或经典医疗附加险来补充增添康保双全计划。

豪华医疗附加险
尽可能降低医药费的自付额。

1. 定额手续费为可索赔额的5%1，限制为:

提供的治疗 指定医师5 扩展的指定医师26 其他

定额手续费限额 (每保单年) 最高$3,000 最高$3,000 无限额

其他: 非指定医师5或扩展的指定医师26的注册医生、专科医生、医院或医疗机构。

2. 即便非指定医师5提供住院治疗，非指定医师附加款最高为$2,000 (每保单年)。

提供的治疗 指定医师5 扩展的指定医师26 其他

附加款 不适用 最高$2,000每保单年 最高$2,000每保单年

其他: 非指定医师5或扩展的指定医师26的注册医生、专科医生、医院或医疗机构。

3. 被保险子女27住院时，每天最高可领取$80 (每次住院最多10天) 来负担您加一张床进行陪护
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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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医疗附加险
让您始终能够负担指定专科医师5的医药费。

1. 定额手续费为可索赔额的10%1, 限制为:

提供的治疗 指定医师5 扩展的指定医师26 其他

定额手续费限额(每保单年) 最高$3,000 最高$3,000 无限额

其他: 非指定医师5或扩展的指定医师26的注册医生、专科医生、医院或医疗机构。

2. 非指定医师5提供住院治疗时，非指定医师附加款最高为$2,000 (每保单年)。

提供的治疗 指定医师5 扩展的指定医师26 其他

附加款 不适用 最高$2,000每保单年 最高$2,000每保单年

其他: 非指定医师5或扩展的指定医师26的注册医生、专科医生、医院或医疗机构。

3. 被保险子女27住院时，每天最高可领取$80 (每次住院最多10天) 来负担您加一张床进行陪护
的费用。

有关年度保费率，请访问以下链接：

• 增添康保双全计划: www.income.com.sg/health-and-personal-accident/enhanced-
incomeshield/premiums

• 豪华医疗附加险: www.income.com.sg/health-and-personal-accident/enhanced-
incomeshield/deluxe-care-rider-premiums

• 经典医疗附加险: www.income.com.sg/health-and-personal-accident/enhanced-
incomeshield/classic-care-rider-premiums

增添康保双全和豪华医疗附加险为您提供的好处

增添康保双全支付: 您支付: 10%共同承
担保险额 您的自付额

自付额：增添康宝双全作出赔偿前，您在保单年内进行索赔时自己所需支付的数额

共同承担保险额：扣除自付额后所需支付的百分率

http://www.income.com.sg/health-and-personal-accident/enhanced-incomeshield/premiums
http://www.income.com.sg/health-and-personal-accident/enhanced-incomeshield/premiums
http://www.income.com.sg/health-and-personal-accident/enhanced-incomeshield/deluxe-care-rider-premiums
http://www.income.com.sg/health-and-personal-accident/enhanced-incomeshield/deluxe-care-rider-premiums
http://www.income.com.sg/health-and-personal-accident/enhanced-incomeshield/classic-care-rider-premiums
http://www.income.com.sg/health-and-personal-accident/enhanced-incomeshield/classic-care-rider-prem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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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康保双全和豪华医疗附加险为您提供的好处
现年40岁的李先生投保了增添康保双全首要计划，他在一家私人医院住院4天，接受指定医师5提
供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他索偿$40,000的医药开销。

增添康保双全 (首要计划)

增添康保双全首要计
划 (包括终身健保) 
支付：$32,850

他支付自付额:
$3,500

他支付10% 
共同承担保险额: 

$3,650
$40,000

增添康保双全 (首要计划) 和豪华医疗附加险

增添康保双全首要计
划 (包括终身健保)  
支付：$32,850

豪华医疗附加险支付
$5,150

他支付定额手续费
$2,000

(保单项下应付保险金额
的5%，限额为$3,000)

$40,000

如果李先生在私人医院住院4天，接受扩展的指定医师26提供的膝关节置换手术，则他需要支付的
金额如下:

增添康保双全 
首要计划

(包括终身健保) 
支付：$32,850

豪华医疗 
附加险支付

$3,150

他支付定额手续
费$2,000

(保单项下应付保险
金额的5%)

他支付非指定
医师附加款 

$2,000
$40,000

如果他不是接受指定医师5或扩展的指定医师26提供的手术，以下是他需要支付的：

增添康保双全 
首要计划 

(包括终身健保) 
支付：$32,850

豪华医疗 
附加险支付

$1,150

他支付定额手续
费$2,000

(保单项下应付保险
金额的5%，限额

为$3,000)

他支付非指定 
医师附加款

$2,000
$40,000

数字仅供参考，仅为便于理解附加险的保险金之用，并且假定保单条款和条件对医药费没有限制或者排除。对于指定医师5或扩展
的指定医师26提供的治疗，每保单年的共同承担保险额的限额为$3,000。对于非指定医师5或扩展的指定医师26提供的治疗，适用
最高$2,000的非指定医师附加款。详细内容参见保单文件。



增添康保双全计划

增添康保双全和经典医疗附加险为您提供的好处
现年40岁的李先生投保了增添康保双全首要计划，他在一家私人医院住院4天，接受指定医师5提
供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他索偿$40,000的医药开销。

增添康保双全 (首要计划)

增添康保双全首要计
划 (包括终身健保) 
支付：$32,850

他支付自付额：
$3,500

他支付10%共同承担
保险额：$3,650 $40,000

增添康保双全 (首要计划) 和经典医疗附加险

增添康保双全首要计
划 (包括终身健保)  
支付：$32,850

经典医疗附加险支付
$4,150

他支付定额手续费
$3,000

(保单项下应付保险金额的
10%，限额为$3,000)

$40,000

果李先生在私人医院住院4天，接受扩展的指定医师26提供的膝关节置换手术，则他需要支付的
金额如下：

增添康保双全
首要计划 

(包括终身健保)  
支付：$32,850

经典医疗附加险 
支付$2,150

他支付定额手续费
$3,000

(保单项下应付保险
金额的10%, 

限额为$3,000)

他支付非指定 
医师附加款

$2,000
$40,000

如果他不是接受指定医师5或扩展的指定医师26提供的手术，以下是他需要支付的：

增添康保双全
首要计划 (包括
终身健保) 支
付：$32,850

经典医疗附加险 
支付$1,150

他支付定额手续费
$4,000

(保单项下应付保险
金额的10%)

他支付非指定 
医师附加款

$2,000
$40,000

数字仅供参考，仅为便于理解附加险利益之用，并且假定保单条款和条件对医药费没有限制或者排除。对于指定医师5或扩展的
指定医师26提供的治疗，每保单年的共同承担保险额的限额为$3,000。对于非指定医师5或扩展的指定医师26提供的治疗，适用
最高$2,000的非指定医师附加款。详细内容参见保单文件。



增添康保双全计划

重要说明

1 须符合增添康保双全计划和各别附加保障合约中所载明的确切条款、条件和不受保事件的规定。

2 须符合保单年限额及任何利益限额的规定。

3 我们偿还您合格的住院费用，但须符合自付额、共同承担保险额、入住的病房等级、利益限额和其它任何保单条款(包括不受
保事件)的规定。

4 须符合个别医院的准则。其它条款与条件适用于此。

5 指定医师或首选合作伙伴指的是英康批准名单上列出的注册执业医师、专科医师、医院或医疗机构，该名单参见www.
income.com.sg/specialist-panel。批准名单可能不时更新。指定医师还包括所有重组医院、社区医院和自愿福利组织 
(VWO) 肾透析中心。

6 Aon Asia Healthcare Trends, Asia Healthcare Trends 2017/18, www.aon.com/apac/study/2018/aon-asia-
healthcare-trends.jsp

7 Willis Towers Watson, Health care benefit costs projected to increase by 7.1% in Asia Pacific in 2020, says Willis 
Towers Watson, www.willistowerswatson.com/en-SG/News/2019/11/global-health-care-benefit-cost-increases-
will-vary-widely-in-2020-says-wtw

8 包括膳食、处方药物、医疗咨询、各种医疗收费、专科医生咨询、检查以及化验。病房和医疗相关服务 (每日)包括入住重护病
房。

9 请查阅www.moh.gov.sg/home/our-healthcare-system/medishield-life/what-is-medishield-life/what-medishield- 
life-benefits了解截至2021年3月1日的外科治疗终身健保福利最新列表。

10 包括以下经批准的医疗用品收费：

- 电生理手术所使用的血管内电极

- 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 (PTCA) 球囊

- 主动脉内球囊 (或者球形导液管)

11 住院前和住院后治疗不包括在住院精神病治疗补助金、意外住院牙科治疗、紧急海外治疗或短期住院病房治疗之前或之后进行
的治疗。如果住院期间接受的住院治疗不收费，住院前和住院后治疗也不收费。住院后治疗，如在住院后期间购买的药物，如
果在同一住院后期间未使用该治疗，则不予支付。

12 如果住院治疗由我们的指定医师提供，并根据增添康保双全计划支付，我们将支付被保险人在保单年度内接受的医疗费用， 
最长为住院日期前180天，最长为出院日期后365天。为免生疑问，如果被保险人在医院期间由一名以上的注册医生或专家
看护，只有当主要治疗的注册医生或专家 (在医院记录中显示为主要医生) 是我们指定医师，我们才会涵盖最多180天的院前
治疗和最多365天的院后治疗。

13 申请入住社区医院，

- 被保险人必须首先在重组医院或私人医院接受住院治疗，或从重组医院的急诊科获得治疗；

- 重组医院或私人医院的主治注册医生必须书面建议被保险人需要入住社区医院进行必要的治疗；

- 被保险人从重组医院或私人医院出院后，必须立即入住社区医院连续一段时间；和

- 治疗必须源于导致住院治疗的相同伤害或疾病。

14 本保险利益涵盖被保险人从医院或特许医疗中心或诊所接受的以下主要门诊治疗。对于长期肠外营养，包括符合终身健保索赔
标准的长期肠外营养管理所需的肠外袋和耗材。

15 乳房重建手术必须在受保人接受乳房切除后的365天内，由注册医生于受保人住院时进行。
 

http://www.income.com.sg/specialist-panel
http://www.income.com.sg/specialist-panel
http://www.aon.com/apac/study/2018/aon-asia-healthcare-trend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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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h.gov.sg/home/our-healthcare-system/medishield-life/what-is-medishield-life/what-medishield-life-benefits
https://www.moh.gov.sg/home/our-healthcare-system/medishield-life/what-is-medishield-life/what-medishield-life-benefits


增添康保双全计划

重要说明

16 怀孕并发症利益支付以下情况的住院治疗费用：

- 子宫外孕

- 先兆子痫或子痫惊厥

-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DIC)

- 因突然和未预见的事件而导致受保人胎儿死亡的流产，该事件必须是非恶意和非自愿性的

- 产科医生为了保住受保人的生命而必须终止怀孕

- 怀孕期间所诊断出的急性脂肪肝

- 产后出血而接受子宫切除术

- 羊水栓塞

- 胎盘早期剥离

- 绒毛膜癌和恶性葡萄胎 (在组织学上确认为绒毛膜癌或葡萄胎妊娠)

- 前置胎盘

- 产前出血

除上述情况外，如果我们的首选合作伙伴在产科和妇科领域提供治疗，则妊娠和分娩相关并发症福利将支付以下并发症的住院
治疗费用：

- 产时出血

- 产后出血

- 宫颈机能不全 (虚弱或功能不全)

- 植入胎盘 (胎盘附着于子宫壁太深)

- 胎盘功能不全 (胎盘不能向胎儿提供足够的营养和氧气) 和宫内生长受限 (未出生的婴儿小于预期的胎龄)

- 妊娠期糖尿病

- 产科胆汁淤积症 (妊娠期肝脏疾病导致胆汁积聚)

- 双胎输血综合征 (影响同卵双胞胎的胎盘疾病，导致从一对双胞胎向另一对双胞胎进行宫内输血)

- 羊膜囊感染

- 会阴四度撕裂 (延伸至直肠的撕裂)

- 子宫破裂

- 产后子宫倒置 (分娩后子宫内翻)

- 产科损伤或骨盆器官损伤

- 剖腹产时子宫切除术引起的并发症

- 胎膜残留

- 乳腺脓肿

- 死产

- 产妇死亡
 



增添康保双全计划

重要说明

17 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津贴支付住院治疗 (包括日间手术) 和门诊治疗费用，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即可为被保险人提供细胞、
组织和基因治疗。

- 该细胞、组织和基因疗法得到卫生部和健康科学局 (HSA) 的批准。

- 根据卫生部的相关指南，注册医生书面建议被保险人需要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进行必要的治疗。

这项利益还用于支付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的门诊医院治疗费用，包括注册医生直接订购的咨询费、药品、检查和测试。如果
治疗与门诊治疗在30天内 (之前和之后)，我们将支付这些索赔。

当我们支付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福利时，我们将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 (包括住院前治疗、住院后治疗和门诊治疗) 的所有
合理费用加在一起，并支付至福利表中规定的该福利限额。

18 多发性骨髓瘤的延续自体骨髓移植治疗将支付在门诊情况环境中向受保人提供的多发性骨髓瘤 (一种白细胞癌) 的延续自体骨
髓移植以下阶段的治疗。

- 干细胞动员 (利用药物将干细胞转移到血液中的过程)

- 获取健康干细胞

- 移植前检查(移植前准备)

- 使用大剂量化疗药物破坏癌细胞

- 健康干细胞的植入 (移植) 

- 移植后监测

为免生疑问，我们不承保多发性骨髓瘤的延续自体骨髓移植治疗之前或之后提供的住院治疗。

19 如果受保人在 (i) 住院期间；或 (ii) 在离开医院后30天内死亡，我们将豁免 (不执行) 在住院治疗、住院前治疗和出院后跟进治
疗索赔中的共同承担保险额和自付额。如果受保人在离开医院后30天内死亡，我们也将豁免医院门诊治疗索赔中的共同承担 
保险额，条件是受保人必须是在离开医院后30天之内接受该治疗。

20 如果受保人入住的病房和医疗机构高于其根据保单有资格入住的等级，我们将仅对受保人所需治疗的合理医疗费用，按所示计
划的相应比例系数支付该百分比的费用。

21 如果受保人不是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 (外国人)，但受保于新加坡公民的计划，我们将按照保单合同减少我们将支付的
每项利益的数额。公民相应比例系数适用于保单下的任何索赔。

- 增强基本计划：80% (外国人)

22 终身健保不提供海外紧急治疗保障。

23 无津贴癌症门诊治疗的相应比例系数将适用于终身健保。获终身健保批准用于器官移植的肾透析和免疫抑制药物将不必按相应
比例系数计算。

24 多发性骨髓瘤的延续自体骨髓移植治疗将按照医院门诊治疗的相应比例系数。

25 自付额不适用于医院门诊治疗。

26 扩展的指定医师指的是英康批准名单上列出的注册执业医师或专科医师，该名单参见www.income.com.sg/specialist-
panel。批准名单可能不时更新。注册执业医师或专科医师不应在指定医师或首选合作伙伴名单上，并且必须符合其他标准，
包括在另一家综合保险计划提供者的指定医师名单上。

27 被保险子女在依其保单住院期间，其年龄必须为18岁或者18岁以下。
 

http://www.income.com.sg/specialist-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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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康保双全计划

重要说明

增添健保双全计划是一项获准使用保健储蓄缴付保费的综合健保计划，提供给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只要受保人符合终身健保
双全所规定的条件即可。持有外国人身份证号码 (FIN) 有效准证的受保人不能享有综合健保双全计划中，终身健保部分的保费津
贴，因此不被受保于综合健保计划。

以上资料仅为提供一般信息。您可上网浏览www.income.com.sg/enhanced-incomeshield-policy-conditions.pdf，www.
income.com.sg/deluxe-care-rider-policy-conditions.pdf及www.income.com.sg/classic-care-rider-policy-conditions.
pdf，参阅保险计划的条款与条件。我们的产品是为了我们客户的利益而推出，但未必符合您的特别需求。您若有任何疑问，应
征询合格财务顾问之意见。否则您可能购买不符合您需求或期望的保单，导致无法缴付保费或享有所要的保障。若您在购买此计
划以后觉得其不适合您，可以在免费审阅期间终止此计划，您已缴付的保费可获得退款。

按照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公司 (SDIC) 规定的限额提供保障。

截至2022年9月1日，以上信息正确无误

http://www.income.com.sg/enhanced-incomeshield-policy-conditions.pdf
http://www.income.com.sg/deluxe-care-rider-policy-conditions.pdf
http://www.income.com.sg/deluxe-care-rider-policy-conditions.pdf
http://www.income.com.sg/classic-care-rider-policy-conditions.pdf
http://www.income.com.sg/classic-care-rider-policy-conditions.pdf


专属于您的财务规划, 

 伴您走过人生大小时刻。

关于英康保险

英康保险有限公司 (Income) 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综合保险公司 

之一，为人们提供人寿、住院医疗和一般保险。英康于1970年在

新加坡成立，旨在满足广大社会对保险的需求。如今英康继续坚守

使命，致力满足个人、家庭和企业对保险保障、储蓄和投资的需

求。我们采取以客户生活为中心、以数据为导向的保险和财务规划

方法、连同最前沿的创新解决方案，力求为所有客户提供更好的 

财务保障。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www.income.com.sg。

Income Insurance Limited
UEN: 202135698W

Income Centre 75 Bras Basah Road Singapore 189557 • Tel: 6788 1777 • Fax: 6338 1500 • Enquiries: income.com.sg/enquiry

与我们保持联系

联络您的英康财务顾问

拨打我们的热线 6332 1133

与我们的保险顾问在线交谈 www.income.com.sg/advisor-connect

亲临网址 www.income.com.sg

网上购买 healthinsurance.income.com.sg

http://www.income.com.sg
http://www.income.com.sg/advisor-connect
http://www.income.com.sg
http://healthinsurance.income.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