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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C GIFT 是一份为全国职

工总会(简称职总)的附属工会及联合会 

会员所特设的团体定期人寿保险。

所有65岁以下的职总工会会员可自动享

有高达4万新元的死亡和永久性全残／ 

局部残疾保障1。

凡符合资格标准的会员,其65岁以下的 

配偶2亦可享有不超过1千新元的死亡和

永久性全残保障1。

65岁及以上的会员若符合相关会龄标准, 

可享有延长保期的资格。请参阅“GIFT
之延长保期”部分, 以了解详情。

工会领袖3则有资格获得双倍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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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永久性全残／局部残疾的保障详情, 请参阅“永久性 
 残疾赔付金额”部分。
2  配偶是指合法婚姻的配偶, 已分居或离婚的配偶除外。
3  工会领袖是指已在工会登记局(RTU)或职总领袖发展 
 信息系统(LDIS)上登记，并在任职期间不幸死亡或永久 
 性残疾的工会领袖。

谁可受保？ 
1. 符合下列条件的职总附属工会或联合会 
 会员：

 ● 年龄在16岁或以上、但少于65岁, 
 和 
 ● 持有至少连续6个月的工会或联合会 
  会籍, 并且没拖欠会费

2. 年龄在16岁或以上、但少于65岁的会员配偶, 
 唯会员本身须符合相关资格标准。

我会收到保险证明书吗？ 
不会。NTUC GIFT 是一份团体定期保险,  
职总是总保险单的持有人。

我需要缴纳保费吗？ 
NTUC GIFT 的保费由职总全额缴交, 其附属工
会和联合会将共付保费。

在我满65岁后, 还能继续 
受保吗？
若您符合规定的会龄, 您将有资格延长受保期。

详情请参阅“GIFT之延长保期”部分。

3



详情请参阅“如何提出索赔”部分。

Azlifah 女士的已故丈夫 Hamidzan Abdullah, 在一次 
出海捕鱼时, 他的船只与另一艘船相撞而惨遭不测。这不
幸的意外让 Azlifah 女士和她的孩子们深受打击。已故 
的 Hamidzan 先生所属的工会在那艰难期间及时向 
Azlifah 女士伸出援手。

在 NTUC GIFT 的保障下, Azlifah 女士获得了值两万新
元的支票, 帮她度过了那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Azlifah Yahya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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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已故的丈夫没有
加入工会, 或许我什么 
也得不到。真的非常感谢
职总。

“

”

如果我没有工作 (例如休病假或
无薪假、失业), 还能受保吗？
能。只要会员符合相关资格标准, 无论是否有工 
作，NTUC GIFT都会为他们提供保障。

如何提出索赔？
死亡索赔表格和永久性全残／局部残疾 (Total 
and Permanent Disability) 索赔表格都可在 
www.ntuc.org.sg/ucare 或 www.income.com.sg 
网站下载。

您也可以向您所属工会的办事处或职总会员服务
中心索取和提交索赔表格。

1 Marina Boulevard  
B1-03 NTUC Centre 
Singapore 018989



死亡赔 
付金额

连续会龄 
少于10年

连续会龄为 
10年或以上

死亡原因 
属自然因素 
(24小时)

$6,000 $7,500

死亡原因属 
工作时间以内

发生意外
$6,000 $7,500

死亡原因属 
工作时间以外

发生意外
$20,000 $40,000

会员配偶 
（65岁以下) 
 因任何因素 

而死亡

$500 $1,000

注:
请使用 “Death Claim Form”（死亡索赔表格)提出索赔。
详情请参阅“如何提出索赔”部分。

 

死亡赔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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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全残 
(TPD)  

赔付金额

连续会龄 
少于10年

连续会龄为
10年或以上

TPD 原因属自然因
素(24小时) $6,000 $7,500

TPD 原因属工作 
时间以内发生意外 $6,000 $7,500

TPD 原因属工作 
时间以外发生意外 $20,000 $40,000

会员配偶 
（65岁以下） 

因任何因素而 TPD
$500 $1,000

永久性残疾赔付金额
永久性全残 (T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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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全残是指：

(a) 受保人在当时和之后都完全并持续性无法 
  从事任何有报酬或利润的业务或职业或任 
  何工作。为免生疑问，若会员还能从事简  
  单或慢活工作, 就不被视为永久性全残患者;

  或

(b) 完全丧失肢体／功能（是指下列任何
  一种情况）：
  ● 双眼完全并永久性失明；  
  ● 双肢（在手腕或脚踝部位或以上）完全 
   截断或永久性丧失功能；
  或
  ● 单眼完全和永久性失明并且单肢（在手 
   腕或脚踝以上）完全截断或永久性丧失 
   功能。
 
请使用 “Total/ Partial and Permanent Disability Claim 
Form”（永久性全残／局部残疾索赔表格）提出索赔。 
详情请参阅“如何提出索赔”部分。



注:	 倘若索赔申请者在这之后提出死亡或TPD索赔, 总
赔付金额将不能超过:

 1. $20,000 (连续会龄少于10年的会员)；或

 2. $40,000 (连续会龄达10年或以上的会员)

请注意：	

死亡或残疾必须发生在意外或受伤事件的九十（90）天之
内，索赔才能受理。

NTUC GIFT 的索赔申请须符合英康的审核标准，赔付金
额才会予以支付。

永久性局部残疾是指下列任何一种情况:

(a) 单眼完全并永久性失明；或 
(b) 单肢（在手腕或脚踝部位或以上）完全截 
  断或永久性丧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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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 “Total/ Partial and Permanent Disability Claim 
Form”（永久性全残／局部残疾索赔表格）提出索赔。 
详情请参阅“如何提出索赔”部分。

永久性局部残疾 (PPD)

永久性局部残疾
（PPD） 
赔付金额

连续会龄 
少于10年

连续会龄为
10年或以上

PPD  
原因属自然因素

(24小时)
 $1,000 $2,000

PPD 原因属
工作时间以内

发生意外
$1,000 $2,000

PPD 原因属 
工作时间以外 

发生意外
$1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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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或永久性全残／局部残
疾原因属意外的除外情况

(1) 死亡或残障必须发生在意外或伤害的九十 
 （90）天之内，否则不能获得赔偿金。

(2) 索赔必须被证明符合英康的要求，才能获  
  得赔偿金。

(3) 对直接或间接因下列因素导致、促成或引致 
  的死亡或残障，英康不承担此保单的责任：

  (a) 会员故意冒不必要的危险（尝试拯救人 
   命除外）或会员的犯罪行为
  (b) 自残、自杀或尝试自杀（无论是否具犯罪 
   性质）、受挑衅的攻击、醉酒、毒品、放纵 
   或精神错乱、性病或任何身体缺陷或 
   体弱、怀孕、分娩或更年期
  (c) 作为乘客的会员，在任何不属于拥有 
   全面客运飞机执照的飞机中、或进入 
   这类飞机或从其中下来（除非作为机组 
   人员，并且不是为了从事任何行业或 
   技术工作而在其中或其上）
  (d) 会员利用机械动力驱动的木工机器从 
   事任何手工工作、必须使用绳索或由 
   向导带领的攀爬或登山活动、足球、 
   打猎、冰球、赛车、跳伞、水球、洞穴 
   探险、摩托艇运动、戴水肺潜水、轻装 
   潜水或任何水下活动、不是用脚进行的 
   比赛、跳跃障碍比赛、跳跃和花样滑水、 
   冬季运动、摔跤（包括柔道、空手道以 
   及类似的活动）以及其它危险活动
  (e) 会员从事或参加海军、陆军或空军的 
   服务或活动、或参加由行政当局或军方 
   策划或组织的具有进攻性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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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是指上一次生日的年龄。

意外是指无法预料的突发外部事件，其发生在保单年
内并且必须是导致受伤的唯一原因。

受伤是指因外力导致身体损伤，其发生在保单年内并

且仅仅因意外而导致。

(4) 英康不对战争、入侵、外敌行为、敌对 
  状态（无论宣战与否）、罢工、暴乱、内战、 
  叛变、革命、造反或军事政变或篡夺权位 
  导致的任何后果负责

(5) 对直接或间接因下列因素导致、促成或引致、 
  或其后果所造成的死亡或残障，英康不承 
  担此保单的责任：

  (a) 任何核燃料或其燃烧后的核废料所 
   产生的电离辐射或放射性污染。仅限 
   于此除外情况的说明，燃烧包括任何 
   自我维持的核裂变过程

  (b) 核武器材料



会员于 
5月1日 
的年龄4

截至在 
5月1日的 
连续会龄4  
(即会龄 
时段)

延长保 
期将延 
伸至4 

须缴纳
的象征
性费用5

65岁

10年 
或以上

4月30日

$1, 属全
或部分 
保单年

66岁 4月30日

67岁

4月30日 
或会员年满
68岁的前 
一天, 以较
早者为准6

68岁

20年 
或以上

4月30日

$2, 属全
或部分 
保单年69岁

4月30日 
或会员年满
70岁的前 
一天, 以较
早者为准6

70岁

30年 
或以上

4月30日

$3, 属全
或部分 
保单年

71岁 4月30日

72岁 4月30日

73岁 4月30日

74岁
年满75岁 
的前一天

已
免

除

已
免

除

已
免

除

GIFT之延长保期
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会员若符合下列会龄标准, 
将能以象征性的低额付费延长受保期限：

4  每保单之年份从(现年)5月1日至(来年)4月30日为止。 
 职总将在每个新保单年的开始,选列出符合年龄及会龄 
 标准的会员。
5  象征性付费已经延长，直到2026年4月30日。
6  达到下个会龄时段的会员将受保至（来年）4月30日为止。

注:	 凡符合延长保期资格的会员，其配偶也将可享有同样
的延长保期资格（如果会员符合工会会员团体定期人
寿保险(GIFT)的延长受保期限的最低会员任期，他/
她的配偶将受保直到相同的年龄顶限。)

10



如何提出索赔
欲提出索赔，请务必在死亡或永久性残疾发生后
的90天以内，提交填妥并已签署的索赔表格和相
关文件。

请参阅索赔表格，以了解全部的所需相关文件。

死亡索赔所需要递交的文件:

(a) 死亡索赔表格和死亡证书 
(b) 申请人的身份证、护照或外籍人士身份卡(FIN) 
(c) 申请人和受保会员的关系证明书 
(d) 结婚证书 (若对配偶逝世提出索赔) 
(e) 死者的遗嘱（若死者生前有立遗嘱）

请注意
在提出会员的死亡索赔申请时, 申请者 (即已故会员之家属)  
须确保他已获得其家人的同意领取赔付金额。倘若因索赔事 
项而引起家庭纠纷, 索赔申请者必须自己负责解决纠纷。职总 
和英康将一概不被追究有关把赔付金额支付于申请者的任 
何责任。

在提出索赔申请时，事发日期（无论丧失生命或诊断为永久 
性全残/局部残疾）必须在拥有至少6个月持续会龄过后。

索赔表格和相关文件必须由会员所属的各自工会或联合会 
审核和签署。

一般分会或U Club会员, 请联系职总会员热线 6213 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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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全残/局部残疾 (Total/Partial and  
Permanent Disability) 索赔所需要递交的文件 

(a) 索赔表格 
(b) 受保会员和配偶的身份证、护照或外籍人士 
  身份卡（FIN）（若为残疾配偶索赔）
(c) 结婚证书（若对配偶残疾提出索赔） 
(d) 主治医生的书面陈述
(e) 医疗委员会鉴定因健康缘故而需离职的信件
(f)  有关剪报及/或警察/意外报告 
 （若残疾与意外有关）
(g) 雇主的信函以证明会员在意外发生日期的工作 
  时间

（若适用）:



重要注意事项
此资料册仅用于提供一般信息, 并不能被视为
保险合约。有关 NTUC GIFT 团体保险计划的 
确切条规、条件和除外情况, 在签发给全国 
职工总会 (简称职总) 的主保单合约中有详细
列明。此保单不具任何现金价值。

询问处
有关索赔事项, 请致电英康 6332 1133.

普通分会会员, 请联系您所属的工会。

一般分会或 U Club 会员, 请联系职总会员 
热线 6213 8008.

www.ntuc.org.sg/ucare

梁女士, 已故艺人阿南的遗孀。 
阿南因心脏衰竭而不辛逝世。

能获得这分保险金的支票, 我要向职
总表示由衷感谢。这笔款项将能帮助
我和家人渡过这个艰难的时期。大家
给我和家人的慰问与支持，让我们倍
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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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册所载的资料亦可在 www.ntuc.org.sg/ucare
网站索取。 

按照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公司 (SDIC) 规定的限额提供保障。

这则广告未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阅。

此资料截至2022年9月均属正确。 
©NTUC 2022。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