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保险

个人意外保险
保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康。



个人意外保险

个人意外保险1确保您和您的家人获得保障，避免可能因意外事件导致的困境。	

每天只需支付区区$0.552的保费，个人意外保险即可为您支付在世界任何地方3	

因发生意外而导致的医疗费用。此外，您也可以选择投保传染疾病4保险，	

扩大您的保障范围。

它能带给我哪些好处？

可选择传染疾病保险，保障21种传染疾病41
因意外导致永久性残疾的索偿额高达$1,500,00052
因意外导致受伤的医疗费用索偿高达$20,00063
因意外而需要物理治疗和家居改造的费用保障4
父母中至少1人投保同个保单，孩子的保费可获得40%折扣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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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传染疾病的全面保险
个人意外保险具灵活性，您可选择投保21种传染疾病4，从而扩大您的保障范围，使您更加无后
顾之忧。

21种传染疾病目录4

-	 手足口症	(HFMD)	 -	 鼠疫

-	 骨痛热症	(DHF) -	 泥土病

-	 因A型流感病株H5N1、H9N2、	
H7N7、H7N9或H1N1所引起的	
禽流感

-	 狂犬病

-	 腮腺炎 -	 军团症

-	 风疹 -	 基孔贡雅症

-	 结核病	(肺结核) -	 立百病毒

-	 麻疹 -	 日本脑炎

-	 疟疾 -	 疯牛病

-	 炭疽感染 -	 非典型肺炎	(沙斯)	(SARS)

-	 黄热病
-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MERS-CoV)

-	 兹卡病毒

在意外发生后，对您和您孩子的双重照顾
若您因意外受伤而导致永久性残障，个人意外保险支付您高达$1,500,0005的赔款。此外，若您
因意外受伤而死亡，个人意外保险的索偿额高达$1,000,0008外加$35,0009的一次性赔款，以
协助支持您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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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计划供您选择
您可根据个人需要，从我们提供的不同计划中，选择最适合您和您家人的保障范围。

保费率 (无传染疾病保障)

组别
全年保费 每月保费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A $199.85 $420.90 $736.82 $958.88 $17.40 $36.66 $64.16 $83.50

B $432.00 $786.28 $1,246.54 $1,917.76 $37.62 $68.47 $108.56 $167.00

保费率包含8%消费税，并无保证，可能会随时调整。

保费率 (附传染疾病保障)

组别
全年保费 每月保费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A $219.03 $484.49 $847.85 $1,102.21 $19.08 $42.19 $73.83 $95.98

B $496.60 $903.36 $1,433.27 $2,205.42 $43.24 $78.67 $124.82 $192.06

保费率包含8%消费税，并无保证，可能会随时调整。

若您对计划三和四感兴趣，可以联络您的保险顾问或拨打我们的热线以了解详情。

孩子保费折扣40%7

为全家人投保，您孩子的保费可节省更多。让您的孩子投保于您或您配偶的同个保单，可获得
40%保费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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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income.com.sg/IncomeT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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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范围列表
每名受保人最高利益 (新元)

利益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第1项 意外死亡 $100,000 $250,000 $500,000 $1,000,000

第2项 永久性残疾	(每保单年) $150,000 $375,000 $750,000 $1,500,000

第3项 因意外导致受伤的医疗药费	
(每起意外)

$2,000 $5,000 $10,000 $20,000

第4项 中医与推拿脊椎按摩师治疗费用	
(每起意外)

$500 $750 $1,000 $1,250

第5项 助行器	(每起意外) $2,000 $4,000 $5,000 $6,000

第6项 每日住院收益	
(每日；每保单年最多365天)

$100 $200 $300 $400

第7项 每周现金利益	
(每周；最多连续104周)

$100 $200 $300 $500

第8项 紧急医疗护送及遣返费用		
(每保单年)

$50,000

第9项 创伤辅导费用	(每保单年) $5,000

第10项 儿童支持资金 $5,000 $15,000 $25,000 $35,000

第11项 改造家居	(每个受保人一生) $5,000 $10,000 $15,000 $25,000

第12项 救护车费用	(每起意外) $200

第13项 物理治疗	(每保单年) $1,000 $2,000 $3,000 $5,000

第14项 骨折诊断程序和检测费用	
(每起意外)

$1,000 $2,000 $3,000 $5,000

可选择利益 - 传染疾病保障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第15项 传染疾病导致死亡 $100,000 $250,000 $300,000 $500,000

第16项 传染疾病导致永久性残疾	
(每保单年)

$100,000 $250,000 $300,000 $500,000

第17项 传染疾病医疗费用	
(每传染疾病)

$2,000 $5,000 $10,000 $20,000

第18项 传染疾病中医治疗费用		
(每传染疾病)

$500 $750 $1,000 $1,250

第19项 因传染疾病而需使用的助行器		
(每传染疾病)

$2,000 $4,000 $5,000 $6,000

第20项 传染疾病每日住院收益		
(每日；每保单年最多365天)

$100 $200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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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受保人最高利益 (新元)

可选择利益 - 传染疾病保障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计划四

第21项 传染疾病每周现金利益		
(每周；最多连续104星期)

$100 $200 $300 $500

第22项 传染疾病紧急医疗护送及遣返费用	
(每保单年)

$50,000

第23项 传染疾病的创伤辅导费用	
(每保单年)

$5,000

第24项 传染疾病儿童支持资金 $5,000 $15,000 $25,000 $35,000

第25项 因传染疾病而改造家居		
(每个受保人一生)

$5,000 $10,000 $15,000 $25,000

第26项 传染疾病救护车费用	
(每传染疾病)

$200

第27项 传染疾病物理治疗费用	
(每保单年)

$1,000 $2,000 $3,000 $5,000

第28项 传染疾病诊断程序和检测	
(每传染疾病)

$1,000 $2,000 $3,000 $5,000

受保的职业组别

组别A

专业、行政、管理或文书性质的职业或工作，或不涉及使用工具与机械的户外性质和轻度体
力劳动性质的工作。

例如：	行政执行人员、审计师、律师、销售人员、经理、家庭主妇、家庭佣人帮佣、学生、
医生、教师、保险经纪、侍应生、零售商等。

组别B

体力劳动并且使用工具或机械的职业或工作，或负责保安或国防工作的制服团队，或工作于
高海拔与危险性质的工作环境。

例如：	小贩、厨师、司机、油漆工人、健身/健身室教练、送货员、建筑工人、商业航空公
司机组人员、国民服役战备军人、警察、狱吏、舵手、保安警卫、木匠、技师、技
工、兽医、	医务辅助人员、救生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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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1	 受保人必须有新加坡身份文件，并且年龄介于15日至65岁。我们可能让受保人续保至75岁，并且可能使用新的条款；这取决
于我们的决定。

2	 保费适用于组别A职业的保险人，按计划一	(无传染病保障)	受保，并且作了每年付款安排。

3	 您在新加坡或国外都将受保，从新加坡离境开始连续不超过180天。

4	 此保单开始之日起14天内被诊断的传染疾病以及以下情况的任何传染疾病都不在本计划的受保范围内：

(a)	被新加坡卫生局或新加坡政府列为瘟疫的疾病；或

(b)	被国际卫生组织	(WHO)	列为全球流感的疾病，从宣布日开始直到疫情结束。

5	 此利益限额仅限于计划四，并按保单合约所列明的赔偿比率计算。若您在意外发生日起的12个月内被诊断为永久性残障，我
们即支付此利益。	

6	 此利益限额仅限于计划四。我们将支付因意外导致受伤的医药费用，最多为利益限额或意外发生日起的12个月期限，视何者
为先。

7	 计划一和二仅为以下孩童提供保障：

-	 18岁以下；或

-	 25岁以下、未婚并且没有全职受雇；并且主要依靠投保人抚养。例如，全职学生或国民服役战备军人。

8	 此意外死亡利益限额仅限于计划四。若您在意外发生日起的12个月内死亡，我们将支付此利益。

9	 此儿童支持资金利益限额仅限于计划四。若您受伤并且在意外发生之日起12个月内完全因为此伤而死亡，我们即支付此利益。

受抚养孩子意即符合以下条件的受保人孩子：

-	 18岁以下；或

-	 25岁以下、未婚并且没有全职受雇；并且主要依靠受保人抚养。例如，全职学生或国民服役战备军人。

以上资料仅为提供一般信息。您可上网浏览www.income.com.sg/pa-assurance-policy-conditions.pdf，参阅保险计划的条款
与条件。	

我们的产品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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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无法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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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向您索取任何承保本计划所引致的费用。若英文和中文版本之间有任
何含糊不清、差异或错漏，则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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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日，以上信息正确无误

http://www.income.com.sg/pa-assurance-policy-conditions.pdf


与我们保持联系

联络您的英康财务顾问

拨打我们的热线	6788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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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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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属于您的财务规划, 

 伴您走过人生大小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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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