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知道加拿大的医疗费用非常昂贵吗您知道加拿大的医疗费用非常昂贵吗您知道加拿大的医疗费用非常昂贵吗您知道加拿大的医疗费用非常昂贵吗？？？？    

加拿大的医疗费用极其昂贵,平均每日住院收费可高达数千元,而且很多医

院对没有省政府的医疗计划(在安省即 OHIP 计划)人士另收附加费,因此如果没

有购买紧急住院及医疗保险,你和你的家人可能将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转移因

紧急疾病和以外伤害以及住院手术等所带来的风险,是探亲旅游保险的最主要功

能和目的。 

新移民新移民新移民新移民    ----    您知道在您移民登陆后您知道在您移民登陆后您知道在您移民登陆后您知道在您移民登陆后，，，，需住满三个月需住满三个月需住满三个月需住满三个月，，，，或者说或者说或者说或者说 92929292 天天天天，，，，才才才才

能享受政府的医疗计划能享受政府的医疗计划能享受政府的医疗计划能享受政府的医疗计划？？？？    

一些医院甚至不接受没有相应健康保险的病人。 

您是否希望有一个安全您是否希望有一个安全您是否希望有一个安全您是否希望有一个安全，，，，无虑且充满乐趣的逗留呢无虑且充满乐趣的逗留呢无虑且充满乐趣的逗留呢无虑且充满乐趣的逗留呢？？？？    

病痛或意外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发生, 当您有任何医疗方面紧急情况发生时，

我们的紧急协助工作人员将会帮您寻找最近的医疗设施场所；通知您的家人；监

控确保所有合适的照料及/或保障您安全到家。 

一一一一. . . . 申请保单必备信息申请保单必备信息申请保单必备信息申请保单必备信息:::: 

1. Name and Birthday 来访者姓名,年龄 

2. Coverage Selection: $10k to $100k 保额选择 $10,000, $15,000,$25,000,$50,000,$100,000 

3. Arrival Date, Effective date and Expiry Date 到达日期,生效日期,结束日期 

4. Sponsor Name, Address and Telephone 赞助人姓名,住址,电话 

5. Visa/Master Card Number with Expiry Date; 付款方式: VISA/MASTER 信用卡号,有效期; 支票或现金支付  

二二二二．．．．如何申请如何申请如何申请如何申请：：：：  备齐以上所需信息，打电话或发 email给 Estar Travel, Tel: (416）273-9013， email: 

amy@estartravel.ca , 您的保單馬上即可生效。几天内您就会收到保險公司寄来的全套保險單据。 

三三三三. . . . 如何要求退款如何要求退款如何要求退款如何要求退款????    



以传真或邮寄方式: 

• 保单复印件 

• 信用卡号, 持卡人及有效期 

• 一封要求退款的说明信: 停止日期,原因,机票或订票复印件 退款要求的重要前提是:没有发生理赔,余款扣除手续费将以支票,或划帐的形式返还. 建议客户将治疗收据保存好,发票日期一年内理赔有效. 可以视来访者逗留情况灵活处理. 

 

四四四四. . . . 理赔手续理赔手续理赔手续理赔手续:::: 

• 按照理赔表要求,由申请人或赞助人简单填写正面;由医生填写反面. 

• 保单复印件,机票或护照复印件(显示到达时期) 

• 医生证明信,发票的原件 

(每一种病的理赔,第一次自付$50,以后不用再付) 以上文件一同寄到理赔表指定地址. 一般十个工作日可以完成. 

 

五五五五. . . . 一次买多久的保险合适一次买多久的保险合适一次买多久的保险合适一次买多久的保险合适???? 来访者最好计划住多久就买多久. 这就避免了”旧病 120或 180天不保期”. 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有规定每一个新保单之前 120或 180天发生的旧病不在保险范围. 例如,来访者一月份到达,只买半年保险;如果延期后另买保险,那么上半年理赔过的病, 再发生时,有可能就不能理赔. 

 

六六六六....如何比较保险公司公司的价格如何比较保险公司公司的价格如何比较保险公司公司的价格如何比较保险公司公司的价格???? 价格不能决定产品的好坏,关键是代理人能设身处地为你选择适合你的产品, 这也是考验代理人的理赔经验以及对产品了解的深度. 

 以我们多年的旅游保险的经验,总结区别有 4大方面: 

1 旧病理赔 2院外就诊 3自付部分 4退款手续费 

1 和 2 是最关键的. 有的便宜一点, 或自付金额及退款手续费低,可是不保旧病,或没有院外就诊的方便条例,这些对上年纪的来访者就很不合适. 

七七七七. . . . 到达日期到达日期到达日期到达日期, , , , 生效期和等待期的关系生效期和等待期的关系生效期和等待期的关系生效期和等待期的关系 购买保险日期与到达日期一致, 生效期就为到达当日,不存在理赔等待期; 如果到达一个月内购买保险, 要等待 48或 72小时生效; 如果到达一个月之后购买, 有时要等待 7天生效. 

 

 

 



Four Companies’ Rate Card    四家公司价格比较四家公司价格比较四家公司价格比较四家公司价格比较：：：： 

 

 

    

    

    

 

 

 



 
 

 

 

 

 

 

 

 

 

 



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医疗保险    

JF Optimum Visitor JF Optimum Visitor JF Optimum Visitor JF Optimum Visitor ---- TIC TIC TIC TIC    

 

投保资格投保资格投保资格投保资格    

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件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件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件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在申请日，您的年龄必须是 15 天以上 

 

持有加拿大工作签证或学生签证者 

 

不受保于加拿大政府健康保险计划的加拿大公民或到岸移民 

 

您必须是以访问者身份到加拿大 

計劃特點計劃特點計劃特點計劃特點    

根据您的根据您的根据您的根据您的需求可选择以下不同的加元保险金额需求可选择以下不同的加元保险金额需求可选择以下不同的加元保险金额需求可选择以下不同的加元保险金额 

从$10,000 到 $150,000  

垫底费选择垫底费选择垫底费选择垫底费选择  

无垫底费 / $50 加币垫底费 

最长受保时间最长受保时间最长受保时间最长受保时间: : : : 365 天 

每单最低保费每单最低保费每单最低保费每单最低保费:::: $25 加元 

家庭计划家庭计划家庭计划家庭计划     

以家庭成员中年纪最大者的个人保费费费费的两倍计算 

受保全球旅游受保全球旅游受保全球旅游受保全球旅游 

您须在加拿大停留整个保险期的 51%的时间，但不包括返回您的居住国 

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 

已有的慢性病如在本保险生效日前 120 天内稳定，即自动受保 

生病等待期生病等待期生病等待期生病等待期 

如果保险在您到达加拿大之前即购买，则无“等待期”。 

 

如果保险是在您抵达加拿大后购买，您只能在保单生效日的 48 小时之后才能享

受生病产生的各项可赔偿的医疗费用 



受保范围受保范围受保范围受保范围    

住院费用住院费用住院费用住院费用: : : : 包括医院内外治疗的所有合理及常规费用 

医生费用医生费用医生费用医生费用 

诊断费用诊断费用诊断费用诊断费用: : : : 包括 x-ray，实验室检查费等合理及常规费用 

地面救护车服务地面救护车服务地面救护车服务地面救护车服务 

处方药费用处方药费用处方药费用处方药费用:::: 最高达$500 加元, 处方药最长供应 30 天 

医疗用具医疗用具医疗用具医疗用具 

石膏，夹板，疝气带, 支架, 拐杖， 轮椅租用及其他小型医疗用具 

辅助专科医师辅助专科医师辅助专科医师辅助专科医师 

手足科医师，脊椎治疗师，骨科医师，物理治疗师或足科医师， 每专科医师最

高达 $500。 

针灸针灸针灸针灸:::: 最高达$500, 并且要购买一年的保险<? 

牙科因意外受损牙科因意外受损牙科因意外受损牙科因意外受损:::: 最高达$3，000 

紧急牙症紧急牙症紧急牙症紧急牙症:::: 最高达$500 加元  

航空意外航空意外航空意外航空意外:::: 最高达所保金额 

送返治疗送返治疗送返治疗送返治疗:::: 由 TIC 事先批准 

遗体送返遗体送返遗体送返遗体送返: : : : 每受保人最高达$10，000 加元 

索赔索赔索赔索赔    

如果发生住院的情况，您需要在登记入院的 48 小时之内联系 TIC, 否则 TIC 有

权只给予受保人所有可赔偿费用的 80% 

我们的索赔代表将在这里给与您一天 24 小时， 一星期七天的帮助。 

在加拿大 & 美国 : 1-800-869-6747 

其他: 416-340-8809 

Send all pertinent documents to:  

TIC Claims Department.  

250 Yonge St. Suite 2100 

Toronto, Ontario 

M5B 2L7 



Super Visa Medical PlanSuper Visa Medical PlanSuper Visa Medical PlanSuper Visa Medical Plan    

超级签证超级签证超级签证超级签证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医疗保险 

Super Visa Requirements Super Visa Requirements Super Visa Requirements Super Visa Requirements     

超级签证要求超级签证要求超级签证要求超级签证要求：：：：    

Applican must provide of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from a Canadian Applican must provide of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from a Canadian Applican must provide of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from a Canadian Applican must provide of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from a Canadian 

insurance company that:insurance company that:insurance company that:insurance company that: 

 

Is valid for a minimum of one year ; and  

 

Is valid for a minimum coverage of $100,000 

保费保费保费保费    

受保 $100,000:- 

Age Daily rate Annual 

26-40 $3.73 $1,361.45 

41-60 $4.58 $1,671.70 

61-64 $4.72 $1,722.80 

65-69 $5.52 $2,014.80 

70-74 $8.96 $3,270.40 

75-79 $10.61 $3872.65 

80-85 $21.22 $7,745.30 

A discount of 30% will apply if $3,000 deductible is chosen. 

For other coverages, please refer to JF Optimum Medical Plan 

 

計劃特點計劃特點計劃特點計劃特點    



No deductible : No deductible : No deductible : No deductible : for age 85 or younger 

$50 deductible : for a 5% savings on the daily rate 

$3,000 deductible: for a 30% saving on the daily rate 

最长受保时间最长受保时间最长受保时间最长受保时间:::: 365 天  

每单最低保费每单最低保费每单最低保费每单最低保费: : : : $25 加元 

受保全球旅游受保全球旅游受保全球旅游受保全球旅游 

您须在加拿大停留整个保险期的 51%的时间，但不包括返回您的居住国 

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     

已有的慢性病如在本保险生效日前 120 天内稳定，即自动受保 

生病等待期生病等待期生病等待期生病等待期 

如果保险在您到达加拿大之前即购买，则无“等待期” 

 

如果保险是在您抵达加拿大后购买，您只能在保单生效日的 48 小时之后才能享

受生病产生的各项可赔偿的医疗费用 

 

受保范围受保范围受保范围受保范围    

住院费用住院费用住院费用住院费用:::: 包括医院内外治疗的所有合理及常规费用 

医生费用医生费用医生费用医生费用 

诊断费用诊断费用诊断费用诊断费用:::: 实验室检查费等合理及常规费用 

地面救护车服务地面救护车服务地面救护车服务地面救护车服务 

处方药费用处方药费用处方药费用处方药费用:::: 最高达$500 加元, 处方药最长供应 30 天 

医疗用具医疗用具医疗用具医疗用具 

石膏，夹板，疝气带, 支架, 拐杖， 轮椅租用及其他小型医疗用具 

辅助专科医师辅助专科医师辅助专科医师辅助专科医师  

手足科医师，脊椎治疗师，骨科医师，物理治疗师或足科医师， 每专科医师最

高达 $500。 

针灸针灸针灸针灸:::: 最高达$500, 并且要购买一年的保险 

牙科因意外受损牙科因意外受损牙科因意外受损牙科因意外受损:::: 最高达$3，000 



紧急牙症紧急牙症紧急牙症紧急牙症:::: 最高达$500 加元  

航空意外航空意外航空意外航空意外:::: 最高达所保金额 

送返治疗送返治疗送返治疗送返治疗:::: 由 TIC 事先批准 

遗体送返遗体送返遗体送返遗体送返:::: 每受保人最高达$10，000 加元 

    

索赔索赔索赔索赔    

如果发生住院的情况，您需要在登记入院的 48 小时之内联系 TIC, 否则 TIC 有

权只给予受保人所有可赔偿费用的 80% 

我们的索赔代表将在这里给与您一天 24 小时， 一星期七天的帮助。  

 

在加拿大 & 美国: 1-800-869-6747 

其他: 416-340-8809 

Send all pertinent documents to:  

TIC Claims Department  

250 Yonge Street, Suite 2100 

Toronto,Ontario  

M5B 2L7 

    

    

    

    

    

    

    

    

    

    

    

    

    

    

    

    

    



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医疗保险    

JF Premier Visitor JF Premier Visitor JF Premier Visitor JF Premier Visitor ---- ETFS  ETFS  ETFS  ETFS     

 

投保资格投保资格投保资格投保资格    

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件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件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件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在申请日，您的年龄必须是 14 天以上 

 

持有加拿大工作签证或访加签证者 

 

不受保于加拿大政府健康保险计划的加拿大公民或到岸移民 

 

您必须是以访问者身份到加拿大 

 

計劃特點計劃特點計劃特點計劃特點    

根据您的需求可选择以下不同的加元保险金额根据您的需求可选择以下不同的加元保险金额根据您的需求可选择以下不同的加元保险金额根据您的需求可选择以下不同的加元保险金额 

从$10,000 到 $150,000  

垫底费选择垫底费选择垫底费选择垫底费选择  

无垫底费 / $50 加币垫底费 

最长受保时间最长受保时间最长受保时间最长受保时间: : : : 365 天 

每单最低保费每单最低保费每单最低保费每单最低保费:::: $25 加元 

家家家家庭计划庭计划庭计划庭计划     

以家庭成员中年纪最大者的个人保费费费费的两倍计算 

受保全球旅游受保全球旅游受保全球旅游受保全球旅游 

您须在加拿大停留整个保险期的 51%的时间，但不包括返回您的居住国 

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 

已有的慢性病如在本保险生效日前 120 天内稳定，即自动受保 

生病等待期生病等待期生病等待期生病等待期 

如果保险在您到达加拿大之前即购买，则无“等待期”。 

 



如果保险是在您抵达加拿大后购买，您只能在保单生效日的 48 小时之后才能享

受生病产生的各项可赔偿的医疗费用 

 

受保范围受保范围受保范围受保范围    

住院费用住院费用住院费用住院费用: : : : 包括医院内外治疗的所有合理及常规费用 

医生费用医生费用医生费用医生费用 

诊断费用诊断费用诊断费用诊断费用: : : : 包括 x-ray，实验室检查费等合理及常规费用 

地面救护车服务地面救护车服务地面救护车服务地面救护车服务 

处方药费用处方药费用处方药费用处方药费用:::: 最高达$500 加元, 处方药最长供应 30 天 

医疗用具医疗用具医疗用具医疗用具 

石膏，夹板，疝气带, 支架, 拐杖， 轮椅租用及其他小型医疗用具 

辅助专科医师辅助专科医师辅助专科医师辅助专科医师 

手足科医师，脊椎治疗师，骨科医师，物理治疗师或足科医师， 每专科医师最

高达 $500。 

针灸针灸针灸针灸:::: 最高达$500, 并且要购买一年的保险<? 

牙科因意外受损牙科因意外受损牙科因意外受损牙科因意外受损:::: 最高达$3，000 

紧急牙症紧急牙症紧急牙症紧急牙症:::: 最高达$500 加元  

航空意外航空意外航空意外航空意外:::: 最高达所保金额 

送返治疗送返治疗送返治疗送返治疗:::: 由 Global Excel 事先批准 

遗体送返遗体送返遗体送返遗体送返: : : : 每受保人最高达$10，000 加元 

 

索赔索赔索赔索赔    

如果发生住院的情况，您需要在登记入院的 48 小时之内联系 Global Excel, 否

则 Global Excel 有权只给予受保人所有可赔偿费用的 80% 



我们的索赔代表将在这里给与您一天 24 小时， 一星期七天的帮助。 

 

在加拿大 & 美国 : 1-800-715-8833 

从墨西哥: 001-800-514-1518 

其他: 819-566-8839  

Send all pertinent documents to:  

Global Excel Management Inc.  

73 Queen Street  

Sherbrooke, Quebec  

J1M 1J3 

    

    

    

    

    

    

    

    

    

    

    

    

    

    

    

    

    

    

    

    

    

    

    

    

    

    

    

    

    

    

    

    



    

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访加紧急住院////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医疗保险    

TIC (Travel Insurance Coordinators)TIC (Travel Insurance Coordinators)TIC (Travel Insurance Coordinators)TIC (Travel Insurance Coordinators)    

 

 

投保资格 

申请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您的年龄必须是在 15 天以上，并不超过 85 岁 

 

欲了解 86 岁以上的费率，请联络您的代理人或经纪人，查询报价 

 

您必须是以访问者身份到加拿大，或者是不受保于加拿大省或地区政府医保计划

的加拿大人，或是持有工作签证或移民身份到加拿大的人。  

 

您在加拿大连续居住的时间不超过两年 

 

计划特点 

根据您的需要可选择以下不同的加元保险金额 

从$10,000 到$150,000 CAD  

保险率包含了每次索賠時要付的 50 加元墊底費 

最长受保时间: 365 天  

 

 

每单最低保额: 每一保单 20 加元 

 

受保全球旅游 

您须在加拿大停留整个保险期的 51%的时间，但不包括返回您的居住国 

 

可保已经存在的但稳定的慢性病 

如需包括慢性病，您需要填写一份身体问卷调查表 

已有的慢性病如在本保险生效日前 180 天内稳定，即可以受保 

 

生病等待期 

如果保险在您到达加拿大之前即购买，则无“等待期”。 

 

如果保险是在您抵达加拿大后购买，您只能在保单生效日的 48 小时之后才能享

受生病产生的各项合资格的医疗费用 

 

受保范围 

医疗服务 

如有住院情况，将支付您住院期间合理及必要的费用，包括医院标准住宿，服务

和供应费用，最高到您所购买的保险金额。此外还有以下服务： 

 

a) 持照的医师，手术师，麻醉师及毕业护士 



 

b) 在医生要求下持照物理理疗师提供的服务 

 

c) 持照脊椎师所提供的服务 

 

d) 由持照医师要求所做的实验室检查及/或 X-光费用 

 

e) 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持牌的本地空中，陆地或海上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包括

高山与海上撤离救护） 

 

f) 租用拐杖，医院式病床，或夹板，疝气带，护具或其他 

 

g) 紧急非住院的医疗服务 

 

h) 处方药不超过一个月供应 

 

遗体送还 

在受保人死亡情况下， 遗体运送回原住国最高达$10，000， 就地火化最高为$4，

000 

 

Accidental dental 

若因连部意外导致填补或替代原有自然牙，最高为$3，000 

 

牙科意外 

解除牙齿疼痛最高达 $500 

 

恐怖活动 

若由恐怖活动造成损失，对于同一次或同一系列恐怖活动，TIC 对所有 TIC 保单

合计最多支付达$2，500，000；同一年度内，对所有该类活动造成的损失总计支

付不超过$5，000，000。对于原子弹，生化方式的恐怖活动将不在受保范围内。

详情请参考完整的保险条款。 

 

送返原住国 

在受保期间，如受保人的病情或伤情要求立即送返原住国，将支付最高达$3，000

的单程运送费用，其中额外包括一名家庭成员。 

 

意外死亡及伤残 

您可以选择意外事故死亡以及残疾保障险 

 

复诊最多 3 次并必须经过 TIC 同意 

 

家庭或朋友的交通費用 

对于每些直接的航线，给予往返经济舱位机票， 最高达$3，000 

当家人或亲密的朋友达到以后的一部分合理的开支，最高达$1，000 



 

随行同伴护理  

当您发生紧急住院的 48 小时或者 48 小时以上，您的同伴（18 岁以下，或有生

理或精神的缺陷）将有专人照顾（该人员须与您无任何关系），$50 加元一天， 

最高达$500 加元 

 

索赔 

如果发生住院的情况，您需要在登记入院的 48 小时之内或者在任何手术施行之

前联系 TIC 

 

如果您没有及时通知 TIC, 索赔金额会被减少 20%。 

 

必须在费用发生的 30 天以内通知ＴＩＣ 

 

必须在费用发生的 90 天之内递交索赔申请和书面证明 

 

我们的索赔代表将在这里给与您一天 24 小时， 一星期七天的帮助。 

 

In Canada & USA: 1-800-995-1662 

Toll free worldwide: 800-842-08420 or 00-800-842-08420 

Collect worldwide: 416-340-0049 

 

 

 

 

 

 

 

 

 

 

 

 

 

 

 

 

 

 

 

 

 

 

 



Visitors to Canada Emergency Hospital/Medical InsuranceVisitors to Canada Emergency Hospital/Medical InsuranceVisitors to Canada Emergency Hospital/Medical InsuranceVisitors to Canada Emergency Hospital/Medical Insurance    

21st Century (with Stable Chronic Condition Option) 21st Century (with Stable Chronic Condition Option) 21st Century (with Stable Chronic Condition Option) 21st Century (with Stable Chronic Condition Option)     

 

 

Eligibility  

Applicant NOT eligible when you : 

Have been advised by a physician not to travel 

 

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a terminal illness 

 

Have a kidney condition requiring dialysis      

 

Have used home oxygen in last 12 months                                         

 

Features 

Choice of Policy maximum based on your needs 

From $10,000 up to $100,000 CAD (plus $50,000 bonus for accidents with 

the $100,000 option) 

 

No deductible or $50 deductible.  $500 deductible over age 85.            

 

Maximum period of coverage 

365 days, with extensions available thereafter.  Maximum 180 days from 

arrival date over age 85. 

 

Minimum premium 

$25 CAD per policy 

 

Family rate available 

Twice the single rate based on the oldest  member of family (children must 

be under age 21) 

 

USA Travel Coverage    

Provided the excess of 50% of your period of coverage is spent in Canada. 

Maximum 30days. 

 

Pre-existing condition  

Stable Chronic Conditions covered (under age 70) if stable in the 180 days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policy.  Available as an option for age 

70 to 85. No coverage for pre-existing conditions over age 85. 

 

Waiting period 

Waived if policy purchased prior to your arrival in Canada, otherwise 

waiting period applies to sickness coverage. 



 

Premium Refunds 

Refunds will be issued for early cancellation if no claim has been paid 

or is pending.  Refunds are subject to $25 admin fee.        

 

Benefits 

Hospital/Medical Expenses: Standard ward, in and out patient treatment 

 

Physician Fees: Emergency treatment 

 

Diagnostic Services: Max $1,000 for X-Rays and laboratory test requested 

by physician (up to Policy Maximum if hospitalized) 

 

Ambulance: Emergency licensed ambulance. 

 

Repatriation: Up to policy maximum following an Emergency. Pre-approval 

required. 

 

Prescription drugs: up to $500CAD (up to policy maximum if hospitalized) 

 

Medical Appliances/nursing/home care: 

Max $5,000 for nursing/home care, rental of crutches, hospital bed, 

splints, trusses, braces. 

 

Health-care Practitioner: Max $1,000, as prescribed by a physician 

 

Treatment of Dental Accidents: up to $1,000CAD 

 

Dental Emergency: up to $300CAD per 12 month period for relief of dental 

pain 

 

Return of deceased: up to $5,000CAD 

 

Burial or cremation in Canada or USA: $1,500 

 

Continuing/Follow-up Treatment: Covered on approval, subject to terms and 

conditions 

 

This is an outline of coverage for illustration purposes.  Please see full 

policy wording for all terms, conditions, limitations and exclusions. 

 

Claim 

Telephone: 1-866-228-6386  

Toll free within North America from 8:30AM to 8:00PM 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