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用行动为挚爱提供
最完整的保障。
PRUProtect Xtra

投资联结保险



PRUProtect Xtra是我们的旗舰产品PRUWealth Plus所提供的保险方案。PRUProtect Xtra可让您在不消
耗银行帐户存款的情况下实现两全其美。这个解决方案在不幸情况发生时为您所爱的人留下遗产并
同时帮助解决您的债务，让您高枕无忧。此外，PRUProtect Xtra也包含了危疾和付款人附加保单，为您
提供危疾和付款人的保险保障。为此，通过 PRUProtect Xtra所提供的以下保障，在您所爱的人的财务
状况得到保障的同时，您还能为您现有的医疗保障添加必要的补充。

Adam有RM500,000的债务必须在20年内偿还。他需要一个方案以确保家庭和债务在不幸情况发
生时能够得到妥善的保障。Adam决定购买PRUProtect Xtra。

死亡保障

Level SA附加保单

赔偿利益总额

意外死亡保障

1 x RM500,000

RM500,000

高达 3 x RM500,000
= 高达 RM1,500,000

高达 RM2,500,000 高达 RM2,000,000

高达 3 x RM500,000
= 高达 RM1,500,000

1 x RM500,000

—

利益 如果死亡在首20年内发生 如果死亡在20年后发生

推荐
PRUProtect Xtra

注意：
• 在这种情况下, 假设基本单位账户(BUA)里的现金价值低于基本保额。因此, 死亡利益的数额为基本保额。
• 投资单位账户(IUA)里的现金价值(如有)将在死亡时同时支付。
• 死亡保额和意外死亡保障的赔偿受条款和条件约束。
• 赔偿利益总额包括死亡保障和意外死亡保障的赔偿金额，须遵守条款和条件。

基本保额 :
RM500,000

20-Year Level
SA附加保单 :
RM500,000

Payor Basic
Crisis Guard:
RM500,000



• 可支付的死亡保额将视乎基本保额或基本单位账户(BUA)里的现金价值，视何者为高。
• 投资单位账户(IUA)里的现金价值(如有)也将在死亡时支付。
• AD和TPD的保障会有效至70岁之前, 或保单期限结束前，视何者为先。

什么是PRUWealth Plus?
PRUWealth Plus是定期保费投资联结保单，并提供:

• 麻疹
• 手足口症
• 基孔肯雅热
• 伤寒
• 狂犬症

• 兹卡病毒
• 中东呼吸综合症
• 伊波拉病毒
• 非典型肺炎(SARS)
• A型禽流感 - A(H7N9)
& A(H5N1)

• 立百病毒
• 日本脑膜炎
• 克雅氏病
• 疟疾

A组 B组

1. 高基本保额，从RM500,000起

保障死亡或完全及永久性全残(TPD)。

2. 意外死亡(AD)1将赔偿高达4X的死亡保额。

3. 14种传染疾病的额外保障

若传染疾病发生在70岁的保单周年日之前，或保单期限结束前，视何者为先，每个A组的传染
疾病确诊个案将支付固定金额RM5,000;而每个B组传染疾病的住院个案将支付固定金额
RM10,000。每种疾病只可以索偿一次。

3X
如果意外死亡是由于公共

交通工具，电梯，剧院，酒店或
其他公共建筑的火灾事故造成的，

将赔偿3X的死亡保额。

死亡或完全及永久性全残
(TPD)时将赔偿1X的死亡保额。

1X
意外死亡时将赔偿
2X的死亡保额。

2X

4X

如果意外死亡是发生在马来西亚
境外，将赔偿4X的死亡保额。



4. 忠诚奖励 

享有忠诚奖励。在完成第9个保单年度后开始，每RM100,000的基本保额将给予RM100的忠诚
红利，每2年支付一次于IUA。另外一个相等于每RM100,000的基本保额给予RM8,000的忠诚
额外红利将会在您年届70、80或90岁的保单周年日前一次性支付于IUA，视投保人的投保年龄
而定。

5. 最早的投保年龄为出生后的第30天。

6. 保障期限将获延长至1002岁。

7. 灵活
根据您的负担能力，灵活地选择5年, 10年, 20年或全额付款选项的保单缴付期。

8. 附加保单
额外死亡利益、危疾及付款人附加保单，以增强您的保护网。

70

80

90

忠诚额外红利支付年龄投保年龄

1 – 50

51 – 65

66 – 70

保单必须在忠诚奖励支付时保持生效。



有什么选择性附加保单？

额外死亡利益附加保单

PRUWealth Plus通过提供Level SA附加保单进一步提升您的遗产规划。它以更实惠的价格为您提供
更高的死亡保障，满足您不同的需求，并为您所爱的人留下适当而有意义的遗产。

Level SA 附加保单在固定的期限内提供额外的死亡保障，其中包括可用来偿还债务，如房屋贷款,
汽车贷款，商业贷款或是您孩子的教育费用。

危疾附加保单

有了Crisis Care和Crisis Guard附加保单，在被诊断患上任何43种危疾时，分别提供额外和减少
基本保额的一次性赔偿，让您可以放心并专注于治疗。

付款人附加保单

当不幸事件发生时，您是否担心无法继续承担保费？如果您或您的承保家庭成员死亡(如适用), 
TPD3或危疾时，我们的付款人附加保单将支付您的保单保费。这可透过我们的受保人，父母付款
人和配偶付款人附加保单实现。

如果同时有多过一个付款人附加保单要求索偿，不仅承保保费将由保诚支付，额外相等于附加保
单保额的赔偿将100%被分配到保单的现金价值里，让您积累更多现金价值。

投资附加保单

通过定期投资PRUSaver或PRUSaver Kid附加保单于16项投资联结基金中的任何一项，以获得更高
的潜在回酬。

请注意某些例外适用于各项利益。有关基本保单和附加保单的详细资料及完整的利益表，请参阅产品透露册
子，产品说明书和保单合同 。

1 附加条规。19岁之前的最高意外索赔上限为RM20,000,000。
2 此产品将在基本保单的期限获延长至受保人100岁的保单周年日。对于附加保单（如有），附加保单的期
限将获延长至受保人100岁的保单周年日或附加保单的最高保障期限，视何者为先。除非您取消延长保障
期限，只要您的保单有足够的单位价值可扣除以在延长期内支付相关费用和税款, 您的保单将会自动延长。
为了确保您的保单拥有足够的现金价值，额外的保费将会在延长期时征收。在保障延长期时，基本保单和附
加保单（如有）所提供的保障将保持不变。

3 有关受保人的TPD保障只会有效至70岁保单周年之前，或保单期限结束前，视何者为先。



重要备注与声明

• PRUProtect Xtra 是以 PRUWealth Plus 为基本保单的保险方案。请注意，此配套含括了能单独购买的部份，您
无需选择配套里所有部份。 

• PRUWealth Pl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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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保的定期保费投资联结保单。

• 您必须评估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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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您提早终止保单，您可能无法取回之前缴付的所有款项。

• 此册子仅包含产品的简要说明，并非详尽。建议您在投保前参阅PRUWealth Plus的产品透露册子、产品说明
、基金说明书(如有)、以及与‘人寿保险’、‘投资联结保险’和‘医疗与健康保险’相关的消费者教育手
册，并参阅保单文件上所列明的条件与条款, 以了解保单上的特点细节和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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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退还单位价值(按照下一个定价日)及没有用作投资的保费、保险费用、服务费、手续费、其他费用
(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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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可以在您的保单发出后取消延长保障期限，这将导致您的保障将于原本最初的保单期终止。任何随后的重
新申请延长保障期限将视核保而定。

• 假设一名男性、年龄30岁、非烟民购买PRUProtect Xtra保单，基本保额RM500,000、Crisis Guard 
RM500,000、20年的Level SA附加保单RM500,000、及Payor Basic、保费缴付期限为20年、可自动延长的
保单期限70岁、 100%管理类型基金、每月使用信用卡缴付保费，所需支付的预计总保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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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参阅产品透露册子以获取详情。

－ 以上列表的年龄参考是指受保人在保单周年日的年龄。

备注:

－ 保费是不受保证的，且将来可能会因实际投资回报、保费支付、保单利益和费用而异。您可以参考年度报表
所建议的额外定期保费加额，每年将被更新，以提高保单可持续性至延长期限（基于上述选项1），并且随时
可以加额您的保费， 以提高您的保单可持续性。如果需要在延长的保单期限内支付额外的保费，我们将在延
长保障期限前至少90天通知您。

－ 请参阅产品透露册子以获取详情。

－ 以上列表的年龄参考是指受保人在保单周年日的年龄。

－ 保费是不受保证的，且将来可能会因实际投资回报、保费支付、保单利益和费用而异。您可以参考年度报表
所建议的额外定期保费加额，每年将被更新，以提高保单可持续性至延长期限（基于上述选项1），并且随时
可以加额您的保费， 以提高您的保单可持续性。如果需要在延长的保单期限内支付额外的保费，我们将在延
长保障期限前至少90天通知您。

• PRUWealth Plus和附加保单 (如有) 是非符合回教教义的产品。

• 任何年龄的参考是指下一个生日年龄。

• 保诚网站上说明了医疗和健康保险产品的保险费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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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1 选项2

从30岁起每月RM662.00，长达20年

保障期限至 70岁所需支付的总保费
以提高您的保单可持续性至100岁

建议从30岁起每月额外定期保
费加额RM413.00，长达20年。

所需支付的总保费：

‒ 从30岁起每月RM1,075.00，
长达20年。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建议从70岁起每月额外定期保费加额
RM2,127.00，直到延长保障期限结束。

所需支付的总保费：

‒ 从30岁起每月RM662.00，长达20年。

‒ 从70岁起至99岁每月RM2,127.00。



请注意，这是一份与基础资产表现挂钩的保险产品，并非如同单位信托般的纯投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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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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