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事故賠償(Accident Benefits) 改革: 2016 年 6 月 1 日
由 2016 年 6 月 1 日起, 安大略省政府將推行新的汽車保險制度改革。隨著這一改革, 將會有幾個重
大的更改。主要是事故賠償(Accident Benefits) 的保險覆蓋範圍。你應該留意汽車保險的重要更改,
你的標準汽車保險的損傷賠償正在改變 - 有一些已經被減低和一些增加了的選項已被取消或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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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表所示，最重要的是要留意事故賠償將被合併。非災難性重大損傷之補償(Non Catastrophic
Injuries benefits)限額將被合併到合共$65,000 而災難性重大損傷之補償(Catastrophic Injuries
benefits) 限額將被合併到合共 $1,000,000 但是可以選擇增加限額。

有關這些選擇需要留意的重要事項:
如果您以前已購買這些可選擇的事故賠償選項請檢查您的保險單 - 他們可能已經更改，以反映新事
故賠償選項中的限額。建議您如果想購買這些新選項中的任何可選擇的事故賠償選項請通知您的保
險代表
輕傷的醫療,康復及護理費用補償將固定在最高限額$3,500
如果您同時購買附加災難性重大損傷的醫療,康復和護理費用及所有損傷的可選擇事故賠償選項，
有資格的災難性重大損傷金額總限額為 $3,000,000。

其他可以選擇增加限額的選項
有很多其他選項可用於購買額外或增加限額和覆蓋範圍。下面的圖表列出了一些但不是所有的那些
選項並指出這些選項是否將於 6 月 1 日更改。你也可以選擇不增加任何限額和覆蓋範圍。如果您
以前已購買這些可選擇的事故賠償選項, 請檢查您的保險單因為他們可能已經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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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什麼重要更改是新的?
如果滿足以下條件,保險公司不可以再使用在 2016 年 6 月 1 日或以後發生有過失的
輕微事故來增加你的保費。條件包含沒有保險公司支付任何財產損失賠償,無人受傷
輕微事故

和每輛汽車和財產損失少於$2,000 及賠償金額已經由過失車主支付。
這一規定僅限於每三年一個輕微事故。

保險公司可以收取你每月支付保費的一年期保單的最高利率已由 3%降低到 1.3%，
每月付款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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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康復和 對於所有索賠人除了兒童或你已購買額外可選一百萬醫療,康復和護理費用補償外,你
護理費用補償 可以收到的非災難性的傷害標準補償期限現為五年(而不是以前的 10 年), 另外必須
的期限
保持合乎醫療資格才可以繼續接受補償
.
訂正災難性重大損傷之定義;
其他康復輔助器具和服務有新的規例
其他更改
專業護理費用補償限於實際護理洗費
專業護理每小時率費用補償準則更新了但專業服務指南 (PSG) 的其他專業服務費
用卻保持不變。
為甚麼改革?
這改革是回應保險公司因為輕微受傷而支付的大量索賠。而很多這樣的索賠都是由那些把「交通意
外事故作為生意」的個人所做成的。欺詐性索賠的調查和解決非常昂貴。隨著許多有效的輕微受傷
索賠，需要支付個人傷亡律師高度膨脹的法律費用。結合安大略省是唯一提供災難性重大損傷事故
賠償和 10 年上限的醫療康復福利計畫，你可以理解保險費為什麼不停的上升。這由於其他司機利
用制度上的漏洞而進行索賠因而引致從未索賠的安省司機支付更高的保費是不公平的。這改革就是
嘗試穩定保險行業,在仍然可以繼續提供災難性重大損傷之事故賠償之同時, 也能夠為所有的安省司
機降低保險費。

上述摘要是只供參考。讀者應該登入安省金融服務委員會(FSCO)網站,以獲得最準確,最詳細的資訊協助您瞭
解這個新的汽車保險改革制度。
https://www.fsco.gov.on.ca/en/auto/brochures/Pages/brochure_changes10.aspx
https://www.fsco.gov.on.ca/en/auto/autobulletins/2015a/Pages/a-06-15.aspx
查詢詳情，請聯繫太平洋保險代理公司: 多倫多總公司: 416-494-1268; 密西沙加辦事處: 905-565-5565
電郵: info@pacins.ca 或 mississauga@pacins.ca; 網站: www.pacins.ca

可選擇事故賠償選項確認表 (Optional Accident Benefit Confirmation Form)
如果您需要在六月一日或之後續期或購買汽車保險請填寫此可選擇事故賠償的事故確認表,以確認
您的事故賠償選擇。如果我們沒有收到您的確認表,您的汽車保險將會採用標準保單內的基本
被合併並減少了的事故賠償。如果您以前已選擇購買任何可選擇事故賠償選項,他們可能已經更改
以反映新的可選擇事故賠償選項中被合併並減少了的的限額。
有關更多詳細資訊,請閱參我們的汽車改革制度摘要或網站或聯繫您的保險代理。
基本

可選擇

非災難性重大損傷之醫療,康復及護理費用補償:
(Non Catastrophic Medical, Rehabilitation & Attendant Care)
標準保單基本補償 - 合併合共 $65,000:
可選擇增加事故賠償限額從合共$65,000 到合共$130,000
災難性重大損傷之醫療,康復及護理費用補償:
(Catastrophic Medical, Rehabilitation and Attendant Care)
標準保單基本補償 - 合併合共$1,000,000
可選擇增加事故賠償限額從合共$1,000,000 到合共$2,000,000:
所有損傷之醫療,康復及護理費用補償: (Medical, Rehab & Att care for All Injuries)
標準保單基本補償 -不適用
可選擇增加非災難性重大損傷到合共$1,000,000:
及選擇增加災難性重大損傷到合共$2,000,000
收入補償 (Income Replacement) – : 基本收入補償每周限額為 $400
可選擇增加收入補償每周限額為:
$600
$800

$1,000

照顧者及家居維修費用: (Caregiver, Housekeeping & Home Maintenance)
標準保單基本補償 - 僅適用於災難性重大損傷
更改為可適用於所有損傷:
死亡撫恤金和喪葬津貼: (Death & Funeral Benefits):
標準保單基本補償- $25,000 配偶,$10,000 撫養人; 最高喪葬津貼限額為$6,000
可選擇: $50,000 配偶,$20,000 撫養人; 最高喪葬津貼限額為$8,000
家屬照顧撫養費(Dependant Care): 標準保單基本補償 - 不提供
可選擇加入家屬照顧撫養費於保單中
通貨澎脹補償 (Indexation Benefit): 標準保單基本補償 - 不提供
可選擇加入通貨澎脹補償於保單中
侵權事故免賠額 (Offset Tort Deductible):– 標準保單基本免賠額:
$36,905.40 為法院判給痛苦和折磨的賠償免賠額
可選擇減少$10,000 賠償免賠額
我本人明白上面覆蓋的補償選擇會影響我未來在汽車事故中受傷的潛在賠償金額。並聲明我的經紀人已充經
份解釋上述的保險範圍和選項及要求經紀人根據我以上的選項代為安排汽車保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保人名稱和簽名

_______________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