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BC個人信用貸款債權人保險
產品摘要
幫助您的家庭應對意外情況

請注意：「貸款人保險申請表」及「保險憑證」僅提供英語和法語版本。

投保CIBC個人信用貸款保險的理由
CIBC個人信用貸款(PLC)爲您提供便利，易於運用現金，幫助個人實現目標。如不幸發生意外，您可能還希望為家人提供一
份保障。CIBC個人信用貸款債權人保險是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加拿大人壽」）承保的一項團體保險。該保險可用來幫助
減輕或償付個人亡故情況下的未償餘額。個人因傷殘無法工作情況下，保險可提供一份保額，幫助支付每月PLC還款。
项目

描述

提供保護

個人傷殘或亡故情況下，提供CIBC PLC 還款經濟保障。

即時承保

CIBC PLC即時審批額度高達$150,000*審批通過後，立即承保。

操作便捷

無需單獨支付保險費，保險費自動記入CIBC PLC賬戶，並在月度賬單中列示。

PLC超過該額度需回答有關申請的健康篩查問題。

*

了解更多詳情：
立即致電咨詢CIBC顧問
1 800 465-CIBC (2422)

前往CIBC銀行中心
訪問cibc.com/cr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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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保險為選購性質，不帶任何購買CIBC產品或服務的附加要求。產品摘要所含資訊為一般摘要性資訊。有關承保額、保險
費、資格條件、限制條件和除外情況（不支付保額的情況）的完整描述詳見保險憑證1。

CIBC PLC人壽保險及傷殘保險
摘要

人壽保險

傷殘保險

承保範圍

亡故

因生病或受傷無法工作
須為完全失去從事全職或主要工作（包括季節性工
作）的能力。

承保對象

•
•
•
•

加拿大居民；
年齡18-64歲；
通過PLC審批；
CIBC PLC借款人、共同借款人或擔保
人；及
• 已持CIBC PLC人壽保險未達三份

•
•
•
•
•
•
•

保額支付

保額為以下額度的最低者：
• 亡故之日應償CIBC的所投保CIBC PLC保險
費日終餘額；
• 亡故之日所投保的PLC信貸額度；
• 亡故之日加拿大人壽批准的個人所投保
PLC的最大承保額；
• 人壽保險額上限2；或
• $300,000
PLC人壽保險最高保額為$750,000。

每月保額應用於個人PLC月度定期還款。保額為
以下額度最低一項的3%：
• 傷殘首日應償CIBC的所投保CIBC PLC保險費日終
餘額；
• 傷殘首日所投保PLC的信貸額度；
• 加拿大人壽批准的傷殘首日個人PLC保險最大保
額；
• 傷殘保險額上限3；或
• $200,000
最高保額為$6,000/月，最長保24個月。

除外情況（僅為部
分列舉。詳情參見
保險憑證）

非承保範圍：
• 加拿大人壽批准的承保額度在$150,000或
以下，且個人在保險開始之日起的12個月
內患病或因健康問題（接受治療、服用藥
物）死亡，或在申請保險前的12個月內看
過醫生（既有病情4除外情況）。如確定個
人情況是否屬於除外情形，請根據第4頁所
示的聯絡方式致電加拿大人壽詳細諮詢。
• 因犯罪導致死亡或犯罪未遂
• 在保險之日起的2年內，因自殘導致死亡

非承保範圍：
• 加拿大人壽批准的承保額度在$150,000或以下，
且個人在保險開始之日起的12個月內因患病或因
健康問題（接受治療、服用藥物）致殘， 或在申
請保險前的12個月內看過醫生（既有病情4 除外
情況）。如不確定個人情況是否屬於除外情形，
請根據第4頁所示的聯絡方式致電加拿大人壽詳細
諮詢。
• 未因傷殘停止工作
• 未向加拿大人壽提供充分傷殘證明

等後期

不適用

自傷殘日起，需等待60天才能獲得賠付。

截止年齡

70歲

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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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居民；
年齡18-64歲；
通過PLC審批；
CIBC PLC借款人、共同借款人或擔保人；
已持CIBC PLC人壽保險未達三份；
未領取任何其他傷殘保險；及
必須有工作，且對於所從事主要工作的常規職責
或季節性工作，每週至少工作滿25小時。如為季
節工，須至少在之前的一季工作過。

摘要

人壽保險

傷殘保險

保险费

個人保險費按日計算和累加。如果任何一日
有盈餘，可用於當日的保險費支付。保險費
計算方法為所投保的未償PLC餘額乘以保險憑
證中所給出的適用保險費率。個人的年齡會
在計算保險所在月份的第一天納入計算，用
於確定個人的保險費率。
個人PLC保險未償餘額為下述最低者：
• 個人PLC保險日終餘額；
• 個人PLC保險信貸額度；
• 加拿大人壽所告知的人壽保險承保額度；
或
• $300,000
同一PLC下有兩名投保人且最大保額相同的，
保險費率依照年齡較大的一方計算。個類情
形保額的計算詳見保險憑證。
每日保險費和任何適用稅費將在收費日計入
個人CIBC PLC保險。

個人保險費5按日計算和累加。如果任何一日有盈
餘，可用於當日的保險費支付。保險費計算方法為
所投保的未償PLC餘額乘以保險憑證中所給出的適用
保險費率。個人的年齡會在計算保險所在月份的第
一天納入計算，用於確定個人的保險費率。
個人PLC保險未償餘額為下述最低者：
• 個人PLC保險日終餘額；
• 個人PLC保險信貸額度；
• 加拿大人壽所告知的傷殘承保額度；或
• $200,000
同一PLC下有兩名投保人且保額相同的，保險費率依
照年齡較大的一方計算。個類情形保額的計算詳見
保險憑證。
每日保險費和任何適用稅費將在收費日計入個人
CIBC PLC保險。

優惠

不適用

至少有一名申請人同時通過人壽保險和傷殘保險審
批情況下，給予10%的傷殘保險費優惠。

請注意：PLC投保人最多為兩名。

保險何時生效
如果個人信用額度在$150,000或以下，保險從CIBC PLC批准當天的晚些時候或CIBC收到個人填寫並簽字的申請表後開始生
效。無需填寫健康篩查問題。
如果個人信用額度在$150,000以上，最高保額達$150,000的保險會在CIBC PLC批准的當天晚些時候或CIBC收到個人填寫並簽
字的申請表後開始生效。保額超過$150,000須回答健康篩查問題，獲得批准後，保險將從加拿大人壽做出書面批准通知之日
起開始承保。如果加拿大人壽拒絕了您$150,000以上的承保申請，個人$150,000或以下PLC承保餘額繼續生效。參見保險憑
證了解完整詳情。

健康篩查問題
如果您申請的保險在$150,000以上，加拿大人壽會收集並使用您的健康資訊，用以確定您是否有符合PLC的$150,000以上承
保資格。應如實、準確和完整回答篩查問題和加拿大人壽提出的其他問題。如果您（或對自己的房產）遞交了理賠申請，加
拿大人壽將對您所作答的健康篩查問題及所詢問的其他任何問題進行核實。如有關申請的回答或聲明，或與申請有關的任何
所需提供的後續資訊中，存在隱瞞、歪曲事實、虛假或不完整的情況，可能導致保險失效。

30天核對期及取消方法
收到保險憑證後，您有30天的時間來核對保險憑證，並確定其是否滿足您的個人需要。30天核對期內取消投保的，可全款退
還已繳納的保險費。
具體可撥打CIBC債權人保險服務熱線 1 800 465-6020取消投保；前往CIBC銀行中心填表取消；或寫信至所屬地的CIBC 銀行
中心申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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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起理賠
登入cibc.com 獲取任一CIBC銀行中心的理賠申請表，或撥打CIBC債權人熱線1 800 465-6020獲取此表。建議在發生索賠事
件后立即提起理賠申請。
理賠獲批後，加拿大人壽會向CIBC做出支付，然後由CIBC將理賠額應用於個人投保的CIBC PLC。有關提起理賠的重要時限等
完整詳情，參見保險憑證。

其他問題諮詢
歡迎致電加拿大人壽或CIBC債權人保險服務熱線進行諮詢：
Canada Life（加拿大人壽）
1 800 387-4495
canadalife.com
The Canada Life Assurance Company
（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
330 University Avenue
Toronto, ON M5G 1R8

CIBC Creditor Insurance Helpline（CIBC債權人保險服務熱線）
1 800 465-6020
CIBC Creditor Customer Service
（CIBC債權人客戶服務）
PO Box 3020
Mississauga STN A
Mississauga, ON L5A 4M2

關於CIBC
CIBC向加拿大人壽收取有關本保險的服務費。此外，團體保險的風險可全部或部分再保險給CIBC旗下保險人。再保險人可據
此取得再保險收益。代表CIBC推銷該保險的一方可獲得報酬。

1

可登入cibc.com/insurance查看保險憑證樣本或致電1 800 387-4495聯絡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客服辦公室獲取樣本。

2

人壽保險上限金額僅適用於因患病或健康問題而導致的死亡，情況是您已接受有關治療、服藥或醫生診斷（「醫學治療」），而且是在首次申請 CIBC
PLC人壽保險之後，及在死亡前的12個月。人壽保險上限金額應是，在首次接受醫學治療之日前12個月以内，未償付之CIBC PLC最高日終餘額（需已投
保）。

3

傷殘保險上限金額僅適用於因患病或健康問題而導致的死亡，情況是您已接受有關治療、服藥或醫生診斷（「醫學治療」），而且是在首次申請 CIBC
PLC人壽保險之後，及在死亡前的12個月。傷殘保險上限金額應是，在首次接受醫學治療之日前12個月以內，未償付之CIBC PLC最高日終餘額（需已投
保）。

4

既有病情：既有病情指在申請保險前存在的病情、或因健康問題接受治療、服用藥物或醫生診斷。

5

每月保險費根據每日投保的PLC餘額和每月天數而有所不同。

加拿大人壽及其設計為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的商標。
CIBC徽標設計為CIBC商標，經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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