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诚
现金
保诚
现金

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都为自己的生命划定了不同的里程碑；无论是成家立业、迎接第
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都为自己的生命划定了不同的里程碑；无论是成家立业、迎接第
一个宝宝、规划子女的教育前途，还是购买更大、更舒适的房子，您的梦想和目标，都
一个宝宝、规划子女的教育前途，还是购买更大、更舒适的房子，您的梦想和目标，都
需要一定的财务实力撑腰才有可能实现。其实，您需要的是一份周全顾及您切身需要的
需要一定的财务实力撑腰才有可能实现。其实，您需要的是一份周全顾及您切身需要的
保单，一份既能在遭遇意外时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足够的保障，又可以在平时定期让您
保单，一份既能在遭遇意外时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足够的保障，又可以在平时定期让您
用现金逐步落实人生里程碑的全备保单。
用现金逐步落实人生里程碑的全备保单。

现金 完整融汇了保障、储蓄和资产折现的
保诚现金
保诚完整融汇了保障、储蓄和资产折现的
就因为彻底了解您的需求，保诚为您献上
就因为彻底了解您的需求，保诚为您献上
单一计划。
单一计划。

何谓保诚
何谓保诚
现金现金
？ ？
现金 是一项定期保单；投保期限介于20至30年(以2的倍数递增)之间，且在整段保
保诚 现金
保诚是一项定期保单；投保期限介于20至30年(以2的倍数递增)之间，且在整段保

每2年可获得6%的生存利益

每2年可获得6%的生存利益

单期限内缴交保费。每2年，您将获得保额6%的生存利益之给付，以增加您的折现力。
单期限内缴交保费。每2年，您将获得保额6%的生存利益之给付，以增加您的折现力。
额外的现金，当然可以让您实现生活上的一些愉快享受。因此，在您为了日后的保障而
额外的现金，当然可以让您实现生活上的一些愉快享受。因此，在您为了日后的保障而
拼命储蓄之际，您依然有机会让自己的身心放纵一下。
拼命储蓄之际，您依然有机会让自己的身心放纵一下。
您可以选择提取生存利益的现金，或者让它持续在保单期限内累积生息。不管生存利益
您可以选择提取生存利益的现金，或者让它持续在保单期限内累积生息。不管生存利益
是否已经给付，投保人若不幸身亡的话，受益人则获得全数的保额以及任何的配搭红利
是否已经给付，投保人若不幸身亡的话，受益人则获得全数的保额以及任何的配搭红利
和累积的现金
和累积的现金
。
。

有哪些红利？
有哪些红利？
#1)及 #1)及
除了生存利益的现金外，公司也将在您获得『复归红利』(Reversionary
除了生存利益的现金外，公司也将在您获得『复归红利』(Reversionary
BonusBonus
#2 )时与您分享利润。这两项红利每年公布一次，并且会
#2 )时与您分享利润。这两项红利每年公布一次，并且会
『终结红利』(Terminal
『终结红利』(Terminal
BonusBonus

在发生死亡或完全及永久性全残(TPD)、保单满期时给付。
在发生死亡或全面永久伤残、保单满期时给付。

公司给付的项目有哪些？
公司给付的项目有哪些？

储蓄增加，享乐不减
储蓄增加，享乐不减

发生死亡或保单
发生死亡或保单
满期
满期

保额；
保额；
复归红利；
复归红利；
终结红利；以及
终结红利；以及
任何的累积现金 (附带利息)，将获得给付
任何的累积现金 (附带利息)，将获得给付

#3
完全及永久性全残(TPD)
全面永久伤残#3

依照死亡利益给付
依照死亡利益给付

保单退保
保单退保

保证制现金价值；
保证制现金价值；
任何复归红利的现金价值;
任何复归红利的现金价值;
任何终结红利的现金价值；以及
任何终结红利的现金价值；以及
任何累积现金 (附带利息)，将获得给付
任何累积现金 (附带利息)，将获得给付

这项计划有哪些额外特色？
这项计划有哪些额外特色？
除了赋予您家人任何健康危机或意外事件的保障之外，我们也为您的
除了赋予您家人任何健康危机或意外事件的保障之外，我们也为您的
保诚现金
保诚计划献上
现金 计划献上
多项选择型利益～类别涵盖医药、意外、保费豁免及定期保险等，以增强您计划的保障
多项选择型利益。

缴付保费的频度与模式

一旦必须住院留医或动手术的话，以下利益将协助减轻相关的财务压力。

整段保单期限都必须缴付保费；保费可以透过自动转帐、银行本票、信用卡、现金或支
票的方式，进行年缴、半年缴、季缴或月缴。

PRUmajor med 3

程度。

可用贷款的类别

保障因危疾或受伤的而住院或接受门诊疗程的庞大医
药费。此计划亦提供紧急医药援助。

目前可申请保单贷款(Policy Loan)、保费自动垫缴贷款(Automatic Premium Loan)和
手术与看护费贷款(Surgical & Nursing Fees Loan) (必须遵守准则及条件)。

Crisis Cover Benefit
提供重大危疾的保障；在紧急关头及时解危。
Crisis Cover Benefit
提供重大危疾的保障；在紧急关头及时解危。

PRUmed

PRUWaiver
PRUwaiver

一旦诊断出罹患重大危疾，可豁免所有未来保费。
一旦诊断出罹患重大危疾，可豁免所有未来保费。

#1 复归红利
Hospital
Benefit
(Reversionary
Bonus)

PRUSpouse
PRUspouse
waiverWaiver

配偶一旦在保单期间死亡，被诊断患上危疾还是在
配偶一旦死亡、在60岁之前发生全面永久伤残，或
60岁下一个生日年龄前的保单周年日发生完全及永久
诊断出罹患重大危疾，可豁免所有未来保费。
性全残(TPD)或附加保单期满，以较早者为准，可豁
免所有未来保费。

PRUparent waiver
PRUParent Waiver

家长若在60岁以前发生全面永久伤残、死亡或诊断
出罹患重大危疾的话，豁免所有未来保费，直至小
家长若在保单期间死亡，被诊断患上危疾还是在60岁
孩年届25岁为止。
下一个生日年龄前的保单周年日发生完全及永久性全
残(TPD)或附加保单期满，以较早者为准，豁免所有
未来保费，直至小孩年届25岁下一个生日年龄为止。
替死亡、60岁以前发生的全面永久伤残，及诊断罹
患重大危疾事故提供保障。

#2 终结红利
Accidental
Death
(Terminal bonus)
and Disablement

提供均衡利益，赋予死亡或60岁之前发生的全面永
久伤残事故额外的保障。

Weekly Indemnity

让意外受伤而短暂伤残以致无法工作的受保人，获
得每周入息以外的辅助。

Crisis Cover Income

一旦诊断出罹患重大危疾，将在整段保险期限提供
年度入息。

PRUdisability provider

一旦在60岁之前发生全面永久伤残事故的话，即使
保单已经满期，亦可在有生之年获得年度利益给
付。

Crisis Cover Plus#4

PRUterm#5

备注

• 将在第二个保单周年后的日历年内享有；
提供及时的每日现金利益，保障因危疾或受伤住院事
故。 • 将在保单满期、受保人发生死亡或完全及永
久性全残(TPD)，或者退保时给付；
• 保单必须在生效3年并且保费缴交至少3年后，
才具备现金价值。
• 保单在期限的初期进行终止、退保或转换的
话，所公布之复归红利的完整价值恕不给付。
以下利益保障意外事故，辅助主要的保障计划。

#3 永久性全残
(TPD)
Accidental Medical
Reimbursement

此保单适合哪些人呢？

此保单适合：
•
需要投购综合储蓄和保障功能之单一保单的人士；
PRUmortgage#6
提供递减型利益，赋予死亡或60岁之前发生的全面
•
重视折现力，希望在储蓄金额逐渐增长之际亦可定期使用现金的人士；
永久伤残事故额外的保障。
•
需要取得保额的固定支付及其它红利的人士

提供固定现金利益，保障因危疾或受伤而住院、使用
加护病房和进行外科手术的事故。

• 将在保单满期、受保人发生死亡或完全及永久
保障由意外造成的死亡或全面兼无法复原地丧失肢
体功能。性全残(TPD)，或者退保时给付。
自然因素或意外造成的死亡事故，将获得保额以外
的一笔RM2,000怜恤津贴。
• 保额超过100万令吉之完全及永久性全残(TPD)
利益，及给付方式，乃依据保单合约内阐明之
准则与条件。
补偿因意外受伤之疗程医药费。

儿童计划
儿童计划规定，若孩子在年满5岁下一个生日年龄前发生完全及永久性全残(TPD)或死
亡事件，其基本保额的给付比例将是：1岁下一个生日年龄20%、2岁下一个生日年龄
40%、 3岁下一个生日年龄60%和4岁下一个生日年龄80%。

保费金额
保费的金额将依据受保人的投保年龄、性别和是否吸烟而有所差别。

哪些人呢？
人呢？

•

#3 #3保额超过100万令吉之全面永久伤残利益，及给付方式，乃依据保单合约内
保额超过100万令吉之全面永久伤残利益，及给付方式，乃依据保单合约内
本公司保有在保单周年调整保费率(死亡和完全及永久性全残(TPD)利益
的保费率除外)的权利;一旦决定调整,将发出90天的事前通知信。
阐明之准则与条件。
阐明之准则与条件。

购综合储蓄和保障功能之单一保单的人士；
储蓄和保障功能之单一保单的人士；
现力，希望在储蓄金额逐渐增长之际亦可定期使用现金的人士；
希望在储蓄金额逐渐增长之际亦可定期使用现金的人士；
•
您受促检视保单的内容，以便确保它适合您的需求，而您本身也有能力在
#4, #5
#4,
& #5
#6 & #6
得保额的固定支付及其它红利的人士
的固定支付及其它红利的人士
保单的约定期限内缴付保费。
投购Crisis
投购Crisis
CoverCover
Benefit,Crisis
Benefit,Crisis
CoverCover
Income,PRUmajor
Income,PRUmajor
med med
3, 3,

PRUmed,
PRUmed,
Hospital
Hospital
Benefit,Accidental
Benefit,Accidental
Death
Death
& Disablement,
& Disablement,
Accident
Accident
若您并未遵照预订的模式缴交保费的话，可用的现金价值则将透过保费自 Medical
Medical
Reimbursement,
Reimbursement,
Weekly
Weekly
Indemnity及PRUdisability
Indemnity及PRUdisability
provider
provider
孩子在年满5岁前发生全面永久伤残或死亡事件，其基本保额的给付
，若孩子在年满5岁前发生全面永久伤残或死亡事件，其基本保额的给付
动保费贷款用作缴费。然而，该现金价值的数额若不足以缴付未缴保费或 时，必须附带这些选择型利益。
时，必须附带这些选择型利益。
、2岁40%、
20%、2岁40%、
3岁60%和4岁80%。
3岁60%和4岁80%。
其它拖欠保险公司之债务的话，您的保单将自动流失。
•

•

若您在期限的初期取消保单的话，就可能无法取回所缴付金额的全数。

•

若您在15天的冷却期内退回保单的话，所缴之保费,包括税款（若 有)亦将
在扣除任何因健康 检查而产生的费用后退还。

依据受保人的投保年龄、性别和是否吸烟而有所差别。
保人的投保年龄、性别和是否吸烟而有所差别。

频度与模式
与模式

都必须缴付保费；保费可以透过自动扣账、银行本票、信用卡、现金或支
缴付保费；保费可以透过自动扣账、银行本票、信用卡、现金或支
行年缴、半年缴、季缴或月缴。
、半年缴、季缴或月缴。

•

如果在保单生效或保单激活日期算起的一年内，视何者为迟，发生自杀
•
•您受促检视保单的内容，以便确保它适合您的需求，而您本身也有能力在
您受促检视保单的内容，以便确保它适合您的需求，而您本身也有能力在
死亡事件，全部已缴付的保费免利息（税务除外， 如有）将被支付。请 保单的约定期限内缴付保费。
保单的约定期限内缴付保费。
类别
参考保单文件, 产品披露册子和销售说明书以进一步了解此保单的主要不
款(Policy
单贷款(Policy
Loan)、保费自动垫缴贷款(Automatic
Loan)、保费自动垫缴贷款(Automatic
Premium
Premium
Loan)和
Loan)和
保事项。
•
•若您并未遵照预订的模式缴交保费的话，可用的现金价值则将透过保费自
若您并未遵照预订的模式缴交保费的话，可用的现金价值则将透过保费自
贷款(Surgical
urgical & Nursing
& Nursing
Fees Loan)
Fees Loan)
(必须遵守准则及条件)。
(必须遵守准则及条件)。
动保费贷款用作缴费。然而，该现金价值的数额若不足以缴付未缴保费或
动保费贷款用作缴费。然而，该现金价值的数额若不足以缴付未缴保费或
本册子只供说明之用,建议您在购买保单前,参阅产品透露书及销售说明,
•
其它拖欠保险公司之债务的话，您的保单将自动流失。
其它拖欠保险公司之债务的话，您的保单将自动流失。
并参阅保单文件的条件与条款内容,以了解计划中的重要特点细节。

ry

onus)

• 将在第二个保单周年后的日历年内享有；
• 将在第二个保单周年后的日历年内享有；
• 将在保单满期、受保人发生死亡或全面永久伤
• 将在保单满期、受保人发生死亡或全面永久伤
残，或者退保时给付；
残，或者退保时给付；
• 保单必须在生效3年并且保费缴交至少3年后，
• 保单必须在生效3年并且保费缴交至少3年后，
才具备现金价值。
才具备现金价值。
• 保单在期限的初期进行终止、退保或转换的
• 保单在期限的初期进行终止、退保或转换的
话，所公布之复归红利的完整价值恕不给付。
话，所公布之复归红利的完整价值恕不给付。

•

•若您在期限的初期取消保单的话，就可能无法取回所缴付金额的全数。
若您在期限的初期取消保单的话，就可能无法取回所缴付金额的全数。

•

•若您在15天的冷却期内退回保单的话，所缴之保费亦将在扣除任何因健康
若您在15天的冷却期内退回保单的话，所缴之保费亦将在扣除任何因健康
检查而产生的费用后退还。
检查而产生的费用后退还。

• 将在保单满期、受保人发生死亡或全面永久伤
• 将在保单满期、受保人发生死亡或全面永久伤
残，或者退保时给付。
残，或者退保时给付。

若需要个人协助，敬请直接拨电03-2116
若需要个人协助，敬请直接拨电03-2116
0228或寄发电邮至
0228或寄发电邮至
若需要个人协助，敬请直接拨电03-2116
0228或寄发电邮至
customer.mys@prudential.com.my垂询，或者与您亲切的保诚代表联络。
customer.mys@prudential.com.my垂询，或者与您亲切的保诚代表联络。
customer.mys@prudential.com.my 垂询，或者与您亲切的保诚代表联络。
马来西亚保诚保险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保诚保险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保诚保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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