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护身边的人，
先从自己开始。

保诚男性计划

细心聆听。深入理解。尽力实现。细心聆听。深入理解。尽力实现。



*附带条款。请参阅  www.prudential.com.sg/pruman 查询详情。

您雄心壮志。积极进取。专注目标。迈向成功。您直视挑战， 
并激励自己成为最杰出的精英。您勇于保障亲人，并自豪地 
照料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提供所需。

欲实现这个目标，您需要保障您的健康和照料自己。

因此，我们设制了保诚男性计划。这是项特别为男性而设的 
独特保健计划。它在您人生的每个阶段中为您提供全面的 
保障。您可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挑战您的极限。

 
简易的申请过程。

 

主要利益*

• 每2年1次的预防性健康检查

• 为男性特定的全面保障

 - 保障男性相关的医疗病症和医疗程序

 - 保障重修或皮肤移植手术

 - 在您遭遇意外之际，为您提供物理治疗保障

• 当您提出男性疾病索赔之际，可豁免保费 36 个月

 

其它利益

为重要的人生事件所购买的指定保诚保单可享有 15% 的首年保费折扣。 



重修手术或皮肤移植
应付投保额 

之比例

1. 因意外而需进行脸部重修手术

100%
2. 因严重烧伤而需进行皮肤移植

3. 因皮肤癌而需进行皮肤移植

4. 进行开腹手术，以去除肾结石

*附带条款。请参阅  www.prudential.com.sg/pruman 查询详情。

以下为保诚男性计划*所保障的疾病和 
医疗程序:
保诚男性计划为您提供以下疾病的保障：

男性疾病利益
应付投保额 

之比例

1. 以下男性部位的恶性癌症：
 • 前列腺
 • 睾丸
 • 阴囊 100%

2. 肌肉萎缩症

3. 心肌病

4. 以下男性部位的原位癌： 
 • 结肠 
 • 睾丸 
 • 阴茎

50%

保诚男性计划为您提供以下重修手术的全面保障：



医疗程序
应付投保额 

之比例

1. 心脏瓣膜手术

100%
2. 主动脉手术

3. 心脏移植手术

4. 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5.  冠状动脉内膜切除术或经激光心肌血运建术或插
入增强型外体反搏装置 50%

6. 植入心臟起搏器或植入心脏除颤器

7.  进行手术间隔切除术，以解除肥厚性阻塞性心肌病
所导致的左心室流出道梗阻

25%

8. 肾动脉成形术

9. 经皮瓣膜手术

10. 心包切除术

11.  血管成形术及其它冠状动脉之侵入性治疗

12. 颈动脉手术

13.  需进行手术的睾丸扭转病症；需进行手术的后天性 
佩罗尼氏病；因癌症以外的因素需进行睾丸切除术

14. 严重性痛风

15.  严重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和需进行耻骨上导尿程序的
初期前列腺癌

在您需要进行以下任何一项手术之际，保诚男性计划将为您提供援助， 
让您安心：



利益
投保额 (S$)

计划 A 计划 B 计划 C 计划 D

男性疾病利益 25,000 50,000 75,000 100,000

医疗程序利益 25,000 50,000 75,000 100,000

重修手术或皮肤移植利益 25,000 50,000 75,000 100,000

援助利益 5,000 5,000 5,000 5,000

豁免保费 在提出至少投保额之 50% 的男性疾病利益索赔之际， 
被豁免保费 36 个月

2 年 1 次的体检
配套 1

（21 项测试包括完整的 
病历体检）

配套 2
（22 项测试包括完整的 

病历体检）

忠实利益 为人生事件所购买的指定保单享有 15% 的首年保费折扣

从附带不同利益的 4 项保诚男性计划中选择



30岁

40岁

43岁

42岁

41岁

领取 S$25,000 的男性 
疾病利益和 S$12,500 的
医疗程序利益。男性 
疾病利益将终止。

领取剩余医疗程序 
利益的 S$12,500 后， 
该项利益将终止。

领取 S$25,000 的重修手术或 
皮肤移植利益，该项利益 
将终止。

马克思已康复，并以每两年一次的健
康检查享受着健康生活。

马克思以每日
S$1@ 的保费 
开始投保。

保费付款将在领取了 
男性疾病利益的 
3 年后恢复。

52岁

@  每日保费率以年度保费除以 12 个月，再除以 30 天计算， 
并向上舍入到最接近的1毛钱。

保诚男性计划如何操作：

简易的申请过程
马克思回答 5 道有关健康 
的问题，以申请计划。

马克思，30岁，非吸烟者，开始以每日 S$1@（每年 S$335.50） 
的保费投保 S$25,000 的保诚男性计划直至 75 岁。

他也可从第 3 个保单年度起，选择每 2 年进行 1 次健康检查。 

保费在这段 
困难期间 
被豁免

发现心肌病
他发现他罹患心肌病，导致 
心脏肌肉扩大，而需要植入 
一个心脏起搏器。

修复心脏瓣膜手术
马克思进行手术 
来修复心脏瓣膜。

手术后的 
康复期

发现罹患肾结石
马克思进行开腹手术
以去除他的肾结石。



www.prudential.com.sg

保诚保险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199002477Z）

海峡景 7 号 #06-01 滨海盛景东座
新加坡邮区 018936。
电话：1800 333 0 333 传真：6734 6953
英国保诚集团成员

欲知更多详情，请向您的保诚财务顾问咨询。
今天就拨打 1800 333 0 333 联系我们。

重要资料：

我们建议您参阅产品简介，并向合格的保诚财务顾问咨询，以进行财务分析，才购买一份适合您的保单。

购买不适合个人的医疗保险, 将可能影响您日后应付医疗需求的经济能力。

保费不受保证，日后的保费将根据计划未来的索赔经验而调整。

这本宣传册只供参考，不可视为保险合约。请参阅此保险计划的保单文件，以了解有关保险之确切条例、

条规及详情。所有保单文件均可向保诚财务顾问索取。

这本宣传册仅限于新加坡派发，并不可构成销售邀约或征求购买或提供任何新加坡境外的保险产品。 

若中、英文版宣传册之间出现任何具争论性的差异，一切将以英文版为准。

这份保单受新加坡存款保险机构实施的投保人保障计划所保护。您的保单的保障都是自动性的，您无需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欲知更多有关这项计划的利益类别和保障限额信息，请联络您的保险机构或浏览新

加坡普通保险协会/人寿保险协会或新加坡存款保险机构网站(www.gia.org.sg 或 www.lia.org.sg 或 

www.sdic.org.sg)。

资料截至 2023 年 1 月 1 日为止正确无误。

这则广告未经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