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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承保在加拿大就读的国际学生及其陪同家人的医疗费用。另外还为 COVID-19 提供承保。

适用于国际学生
特点和福利

TuGo® 旅行保险 学生

主要特点

保单上限 $2,000,000

年龄限制

学生
69 岁或 69 岁以下
家人
最小 15 天，最大 59 岁 

家人承保

在学生入学期间与学生同住的家人可享受承保。
学生必须属于 TuGo 学生保险保单的承保范围或满足 TuGo 学生政策的资格要求。
符合资格的家人包括：

 • 法定或同居配偶 
 • 父母（包括继父母和法定监护人） 
 • 兄弟姐妹和继兄弟姐妹 
 • 未婚受抚养子女*

* 年龄不得超过 21 岁，如果他们有认知、发育或身体残疾，则年龄不得超过 59 岁

全球旅行

全球旅行
如果受保人打算大部分时间待在加拿大，则可以承保全球旅行 
回国旅行
允许回国；保单不会终止，但不承保回国的费用

学校放假 如果学生仍以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学生的身份入学，则在学校放假期间也可享受承保 

主要福利 上限

急救治疗

 • 以下各项的费用不超过保单限额：
 －住院或门诊护理的急诊治疗 
 －医师的服务 
 － X 光检查和化验服务 
 －租借或购买必要的医疗器具 

 • 私人护理的费用上限为 $20,000

救护 地面、空中或海上救护（包括护理人员）或出租车的费用上限为保单限额 

随访 首次急诊治疗后 14 天内最多 5 次随访

处方药 
急诊后最多 30 天药量
注：如果受保人购买了 365 天保单，则在连续 12 个月期间还提供一粒事后避孕丸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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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福利续 上限

其他专业服务

 • 以下人员在提供服务时，每位执业人员每次提供服务的费用上限为 $1,000：

 －物理治疗师 
 －脊椎按摩师 
 －手足病医生 
 －整骨医生

 －足科医生 
 －针灸师 
 －理疗师 
 －言语治疗师

 • 以下人员在提供服务时，所有执业人员每次提供服务的合计费用上限为 $2,000：

 －精神科医生 
 －心理医生 
 －临床顾问

 －心理治疗师 
 －心理治疗师护士 
 －社工

康复治疗 住院后如有医疗必要性，在康复机构接受急诊治疗的费用上限为每天 $250，最多 7 天

骨折治疗

与骨折有关的治疗费用上限为 $1,000。此项福利包括：
 • X 光检查 
 • 复检医师就诊 
 • 医疗所必需的石膏铸造和重铸 
 • 移除石膏
注：此福利仅可代替回国治疗机票福利

牙科 
 • 牙科事故的费用上限为 $6,000
 • 其他任何牙科紧急情况的费用上限为 $600

注：所有治疗必须在治疗开始后 90 天内完成，并且在承保期内

阻生智齿 每颗牙齿的费用上限为 $150

产科服务

以下各项的费用上限为 $25,000：
 • 产前护理 
 • 在预产期前后 9 周内出现的与妊娠相关的并发症 
 • 非自愿终止妊娠

年度医师就诊
一次常规检查或一次移民体检的费用上限为 $150 

注：另外还为预防性筛检检测提供承保。
如果受保人购买了 180 天保单，可在连续 12 个月期间提供一次此福利

疫苗接种和结核病检测

以下各项的费用上限为 $150： 
 • 任何种类的疫苗接种 
 • 结核病检测*

注：如果受保人购买了 180 天保单，可在连续 12 个月期间提供一次此福利 
*如果学校董事会或学校强制进行此项检测，则不承保结核病检测

性传染病检测
费用上限为 $100

注：如果受保人购买了 180 天保单，可在连续 12 个月期间提供一次此福利

紧急空运 
空中医疗后送的费用上限为保单限额。如有医疗必要性，承保范围还包括：

 • 符合资格的医务护理人员（或家人或朋友）的费用
 • 航班座位升级 

回国治疗机票
最多一张返回永久居留国立即接受治疗的单程经济舱机票*
注：对于骨折理赔，此福利仅可代替骨折治疗福利 
* 必须在回家后 10 天内接受治疗



p. 3

tugo.com

本文档的语言可能与实际保单措辞不同，在所有情况下应以实际保单措辞为准，可应要求提供。某些例外、限制和条件可能适用。保险由以 TuGo® 的名义开展业务的 North American Air Travel Insurance Agents Ltd. 管理，该公司是所有省份和地区
的持照保险经纪公司。合同签发公司是 Industrial Alliance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c.。TuGo® 是以 TuGo® 的名义开展业务的 North American Air Travel Insurance Agents Ltd. 所拥有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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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病症

原有病症承保 在保单生效日期之前，原有病症有 90 天的稳定期

精神和情绪病症 

精神和情绪病症承保

精神和情绪障碍的承保上限为急救治疗福利下住院服务的保单限额，承保方式与其他任何医疗紧
急情况相同
另外还为门诊和其他任何可能适用的相关福利下的其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救护服务、处方药、
家人交通运输、遣送回国、其他专业服务、康复等）提供承保。

可选保险

意外死亡与伤残
受保人可购买意外死亡与伤残可选保险以提高承保限额，如下所述：

 • 航空公司/公共承运人 - 最高 $100,000 
 • 24 小时意外 - 最高 $25,000 

主要福利续 上限

眼科检查
前往验光师或眼科医师处接受一次常规眼科检查 
注：如果受保人购买了 180 天保单，可在连续 12 个月期间提供一次此福利

验光眼镜/隐形眼镜/助听器
如果因事故或受伤而需要，费用上限为 $200 
注：包括维修现有眼镜或助听器的费用

遣送回国

 • 准备和归还遗体的费用上限为 $25,000 
 • 在死亡地点埋葬或火化的费用上限为 $15,000 
 • 一位家人认领尸体的交通运输费用上限为 $5,000，他们每天的膳食和住宿费用上限为 $400，
最高为 $2,000

家人交通运输
当受保人住院时，此项福利包括：

 • 家人或朋友到达受保人病床边的一张往返经济舱机票或地面交通运输的费用上限为 $5,000 
 • 每天的自付费用上限为 $400，最高为 $2,000 

归还车辆 当受保人的健康状况不适合开车回国时，此项福利包括：商业机构归还车辆或家人或朋友取回
车辆时最多一张单程经济舱机票加上汽油、膳食和住宿的费用上限为 $1,000

辅导服务 如果受保人连续住院 30 天或以上，每小时的费用上限为 $20，最高为 $400

意外死亡与伤残 费用上限为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