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UAll Care
全方位危疾保障

用心聆听。实现您心。
危疾保险

终结危疾骨牌连锁效应



以豁免附加保单
享受无间断保障死亡抚恤金利益

手术后续康复福利和
深切治疗支援福利以
获得额外的保障

全方位危疾保障

心理健康保障

保障高达190种病况

在严重疾病来袭时，庆幸地生存下来只会是一个开始。康复之路是非常漫长的，
许多人忽视随之而来的骨牌连锁效应 -  收入损失、精神崩溃和生理创伤。

其实情况可以不必变得如此糟糕。PRUAllCare可以让您扭转乾坤，它是一项革新的保
险计划，可以更全面的照顾及支援您的负担。PRUAll Care将保障提升至一个全新的水
平，不只提供早期到晚期的危疾保障，也提供额外的利益，包括手术后续康复、深切
治疗与基本生命支援及心理健康，以帮助您坚强对抗危疾。

对于那些认真考虑提前计划并充分利用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保险计划。

PRUAll Care提供全方位危疾保障 - 陪您振作起来。



1最多可以索偿4种早期危疾，一生限额为RM350,000。每项危疾类别各种阶段只可索偿一次并最多可索偿100%基本保额，除了癌症，心脏病和
中风。 
2癌症、心脏病和中风每项可索偿高达200%的基本保额。
3特殊利益只可索赔一次，一生限额为RM100,000。
4青少年危疾利益只可索赔一次，一生限额为RM100,000。此项利益将于19岁保单周年日届满。
5心理健康利益只可索赔一次，一生限额为RM100,000。此保障将在19岁保单周年日生效，并于80岁保单周年日或保单期限届满，视何者为先
。
6青少年心理健康利益只可索赔一次，一生限额为RM25,000。 此保障将于19岁保单周年日届满。

Total Multi Crisis Care 2 (TMCC 2)提供183种早期、中期与
晚期病况，特殊利益和青少年危疾利益保障。一旦确诊任何一
种受保危疾，您会获得一次性支付以帮助您承担医疗费用之外
的开销。

给于不同阶段的危疾多项索偿次数并高达400%的基本保额。
• 早期危疾(包含早期和中期)1: 确诊的情况下支付50%的基本

保额。
• 晚期危疾: 确诊的情况下支付100%的基本保额。
• 再诊断2患上3种主要危疾 一 癌症，心脏病和中风。

不止于此： 
• 支付20%的基本保额于糖尿病和关节相关疾病的特殊利益3 。
• 支付20%的基本保额于任何一种受保青少年危疾的青少年

危疾利益4。

全方位危疾保障

为成人和儿童提供支持7种病况的心理健康保障以打破精神崩
溃的循环。

• 心理健康利益5: 支付20%的基本保额或高达RM100,000
于以下任何一种病况：

o 重度抑郁症 ("重度MDD")
o 精神分裂症
o 躁郁症
o 严重强迫症 ("严重OCD")

• 青少年心理健康利益6: 支付20%的基本保额或高达RM25,000
于以下任何一种病况：

o 严重自闭症谱系障碍症 ("严重ASD")
o 抽动秽语综合征 ("TS")
o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症 ("ADHD")

心理健康保障

享有保障高达190种病况，包括早期至晚期危疾, 特殊利益， 
青少年危疾利益及心理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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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手术后续康复福利可索赔高达5次，每次索赔的一生限额为RM25,000，以及每次索赔会根据手术日期有1年等待期。 
8深切治疗支援福利只可索赔一次，一生限额为RM500,000。
9入住ICU和需要基本生命支援应被视为在医疗上必要以维持受保人的生命。这不包括入住重症康复病房(HDU)。
10死亡抚恤金利益将于受保人逝世时支付, 所获得的利益可能会少于您已缴付的保费。
1170岁保单周年日之前。

当您不幸逝世10，将一次性支付20%的基本保额或退保金，视
何者为高。 

死亡抚恤金利益

不要被严重疾病的隐性费用击倒。当您因不止于危疾的健康
问题需要接受手术或入住重症监护室 (ICU)，您可获得
一次性支付作为手术后续康复福利或入住重症监护室(ICU) 的
替代收入。

• 手术后续康复福利7: 在您需要接受手术并在手术后住院
连续3天以上的情况下支付20%的基本保额。

• 深切治疗支援福利8: 在您需要入住ICU连续6天以上并接受基
本生命支援9的情况下支付20%的基本保额。

手术后续康复
福利和深切治疗
支援福利以获得
额外的保障

通过以下的豁免附加保单，未来的保费将会被豁免。

• PRUWaiver Plus: 一旦受保人发生完全及永久性全残(TPD)11或
确诊任何42种受保危疾。

• Spouse Waiver Plus 或 Parent Waiver Plus: 一旦配偶或父母
不幸死亡，完全及永久性全残(TPD)11或确诊任何42种受保危
疾。

以豁免附加保单
享受无间断保障



PRUAll Care
如何运作?  

Diana发生意外。她因此接受
大型手术，并在入住ICU的
7天中使用呼吸器（基本生命
支援之一）。

Diana确诊患上早期乳癌。
她接受手术并住院4天。 

Diana心脏病发作。

Diana需要植入心脏起搏器。
同时，她确诊患上重度抑郁症
("重度MDD") 并接受治疗。

Diana确诊患上关节相关疾病。

Diana，今年30岁，她以
每月RM205的保费购买
了保额 R M 1 0 0 , 0 0 0 的
PRUAll Care以保障她至80
岁。

33岁

35岁

40岁

65岁

75岁

79岁

她获得RM100,000的晚期
危疾保障赔偿。

她获得RM20,000的特殊
利益赔偿。

Diana逝世。 她的挚爱将获得RM20,000
或 退 保 金 的死亡抚恤金
利益，视何者为高。

她获得RM20,000的手术后
续康复福利和RM20,000的
深切治疗支援福利赔偿。

她获得RM50,000的早期
危疾保障和RM20,000的
手术后续康复福利赔偿。

她获得RM50,000的早期
危疾保障和RM20,000的
心理健康保障赔偿。

所引用的每月保费仅供参考，依据年龄30岁、非烟民女性、信用卡。



马来西亚保诚保险有限公司
PIDM成员

马来西亚保诚保险有限公司(PAMB)是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PIDM)的成员。身为PIDM的成员，
一旦保险公司在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倒闭，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保险保障之利益，将免受部分或
全部损失。欲知更多有关保障限额与保障范畴的详情，请向 PAMB 索取 PIDM 资讯手册或浏览PIDM 网

站 (www.pidm.gov.my) 或拨打PIDM免付费热线(1-800-88-1266)。

• PRUAll Care是一项由在2013年金融服务法令下注册并受国家银行管制的马来西亚保诚保险有限公司(“PAMB”) 
198301012262 (107655-U)所承保的定期保费非分红式定期计划。

• 此基本保单的死亡抚恤金利益保费率是受到保证的，然而其它利益及附加保单（如有）的保费率则不受保证，
我们将保留调整其它利益及附加保单（如有）保费率的权利，并将在下个保单周年生效前给于至少90天的预先
通知。PRUAll Care的保费率展示在保诚官网www.prudential.com.my 。 

• 当调整保费时，我们将会提供您以下选择:

a) 您可以保持现有的保费，而这将会减少所有利益的数额; 或

b) 您可以选择取消Total Total Multi Crisis Care 2, 手术后续康复福利, 深切治疗支援福利, 心理健康利益, 及青少年心理健康
利益 (如适用)。如果您决定采用此选项，我们将根据保证保费更改应付保费以仅涵盖抚恤金利益。

当以上 (a) 或 (b)事件发生时，我们将会通知您有关的更改，并给付因在事件 (b) 中利益更改而产生的退保金额 (如有) 
。新保费、利益或退保金 (视情况而定) 将在收到您通知书的下个保单周年开始生效。 

• 购买人寿保险是一项长期的财务承担。您必须评估此保单(包括附加保单)是否符合您的需求及经济负担能力。
我们建议您向您的保诚财务规划师说明，以进行详细的分析来协助您作出明智的决定。您也可以联络保险公司以索取
更多的详情。

• 此册子包含产品的简要说明，并非详尽。我们建议您在投保前参阅PRUAll Care的产品透露册子、销售说明、
以及与 “人寿保险” 和 “医疗与健康保险” 相关的消费者教育手册。请注意有些不保范围适用于各项利益。
请参阅产品透露册子、销售说明以及保单文件上所列明的利益，不保范围，等待期及其它条件与条款。

• 在我们交付保单后，您有15天的审阅期以检视本保单是否符合您的需求。如果您在这段期限内取消本保单，
我们将退还已缴付的全额保费以及税款 (如有) 扣除我们已缴付或已答应缴付的体检费用 (如有) 。

• 任何年龄的参考是指下一个生日年龄。

• 倘若您未能按期在一个月的宽限期内缴付保费，那所得的现金价值将在保费自动垫缴贷款的机制下以保诚保险
当时的现行利率，用于代缴您的保费。如果现金价值不足以支付未缴付的保费或保诚保险的其他债务，那么您的保单
将失效。

• 您可以随时退保。但是，若您提早终止保单，您可能无法取回之前缴付的所有款项。退保时，退保金将被支付，保单
的所有利益将一律终止。

• PRUAll Care是非符合回教教义的产品。

• 若此册子的英文、马来文和中文版本有任何冲突或不统一之处，则以英文版本为准。

Prudential Assurance Malaysia Berhad 198301012262 (107655-U)
Level 20, Menara Prudential, Persiaran TRX Barat,
55188 Tun Razak Exchange,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03-2771 0228, 03-2116 0228
电邮: customer.mys@prudential.com.my
网址: www.prudential.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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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prudential.com.my 或咨询我们的保诚财务规划师。我

们随时准备为您服务。

重要备注与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