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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额外的医疗保障？

保诚双全计划能如何帮助您？
医疗费用取决于数个因素，包括疾病病症和您所选择的医院。

终身健保是我国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所提供的国家保健保险计划，以助国人抵消部分医疗费用的 
基本医疗保障。

保诚的全套保诚双全计划*和 附加计划为您提供迎合预算和医疗保健需要的更全面医疗保障选项， 
以补充您现有的终身健保计划 – 帮助您减轻财务负担，让您专注康复。

+ 资料来源：保诚的Ready for 100白皮书 
* 若受保人为一名新加坡公民或新加坡永久居民，保诚双全计划将以供综合保健计划的形式为您提供，包括了公积金局所提供的终身健保和保诚所提供的 
 额外私人保险。

当出乎预料的事件发生时，您无疑应该专注康复，而不是因庞大的医疗账单而操心。在医疗保健费用不断 
上升的环境中，若您没有为出乎意料的医疗费用而拟定计划，寻求治疗将会带给您不必要的财务负担。
 
新加坡是世界人口老化最迅速的国家之一，越来越多国人将会活到100岁+。因此，我们致力于通过为国人
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障，以让他们长久享有优质生活。

以上图表仅供说明用途。请注意，按比例计算的可索赔医药费将适用于私人医院账单或重组医院的A/B1级病房账单，因为终身健保所 
指定的是B2/C级的病房账单。

保诚双全计划赔偿 

终身健保赔偿
（仅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公民提供）

自付额和共同承担保险由您承担

自付额：这是您在我们理赔任何保诚双全计划利益之前，必须支付的款项。
共同承担保险：这是您在支付自付额后所必须共同支付或分担可索赔数额之比例。

国家保健保险赔偿 私人医疗保险赔偿 自付费用

终身健保
（国家保健保险计划）

剩余账单数额由您承担

保诚双全计划 
（私人保健保险计划）

保诚双全计划赔偿

保诚双全计划 
+协助支付自付额和共同承担 

保险的附加计划

自付额和共同承担保险由您承担 

医
疗

账
单

终身健保赔偿
（仅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公民提供）

保诚双全计划和附加计划赔偿

终身健保赔偿
（仅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公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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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诚双全计划的利益

我们为您提供全面保障

# 在受保人超出保单年度限额，并于同一个保单年度中因不同疾病病症而住院之际适用。保单年度限额将仅于同一个保单年度中刷新一次。
+ 若您在服务商医院或日间手术中心，向任何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或参与保诚医疗专家服务的专科医生寻求治疗，每个保单年度的自付费用顶限将为S$3,000。
* 请与您的财务顾问查询有关这项促销的合格条件。
^ 请参阅保诚的综合健保计划保费部分。不适用于保诚特保附加计划（若有）。

公务员或指定公司的职员将可在保诚双全特级计划 
和保诚双全特加计划的首年享有10%* 的保费^ 折扣

我们让您随意挑选

广泛的私人和重组医院、病房等级及医生选项

在主要计划上增添附加计划，将保单年度的自付费用限制在 S$3,000 以内+

长达180天的住院前保障和365天的出院后保障

高达 S$1,200,000 的年度医疗保障 

我们为您竭尽所能 

在经历人生主要事件时，无需接受任何健康申报，便可购买一份新的保险计划 

新加坡以外的紧急治疗与有计划的海外医疗

终身续保保证

刷新您的年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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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计划 保诚双全特级计划 保诚双全特加计划^

附加计划
保诚特保特级 
共同支付计划

保诚特保优享 
共同支付

保诚特保特级共同 
支付简易计划

保诚特保共同 
支付特加计划

保诚特保共同 
支付特加简易计划

医院 / 病房级别 所有新加坡私人和 
重组医院

属于服务商和非服务
商的所有新加坡私人

和重组医院
所有新加坡私人和 

重组医院 所有新加坡重组医院（达至A级病房）

保诚双全计划
的自付额+

（每个保单年度）

保障自付额的95% 
款项，而您需承担 
剩余的5%款项。

保障自付额的一半 
款项（高达每个保单

年度 S$1,750 的 
顶限），而您需承担
剩余的一半款项。

保障自付额的95% 
款项，而您需承担 
剩余的5%款项。

保障自付额的一半
款项（高达每个保单

年度 S$1,750 的 
顶限），而您需承担
剩余的一半款项。

保诚双全计划
的共同承担保险额++

：10%

保障共同承担保险的一半款项。
您将承担剩余的一半款项。

止损金额***
（每个保单年度） 服务商*和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S$3,000

以索赔为标准
的定价 是 否

保诚医疗专家服务
独家增值服务 有提供 没有提供

30岁的保费价格 S$519.21# S$364.17# S$251.33 S$227.10 S$136.26

与保诚特保特级共
同支付计划的30岁人
士保费相比较

–  30%  52%  56%  74%

合格标准 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外籍人##

多一点付出，保障更全面

* 我们的服务商包括保诚医疗专家服务计划中，于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内提供住院或日间手术治疗的参与专科医生。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指： 
 • 所有重组医院和治疗中心； 
 • 参与私人医院；及 
 • 参与私人治疗中心。 
 以上均呈现在保诚医疗专家服务网站中。非服务商指：
 • 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的专科医生，即列在我们网站上的非服务商清单中的私人医院和私人治疗；及 
 • 在我们网站上的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清单中的私人医院和私人治疗中心提供住院或日间手术治疗的非参与私人专科医生。
  我们可能不时更改这份服务商或非服务商列表。
 我们有权不时更改保诚服务商列表及非保诚服务商的资料。
** 一名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为一名符合以下标准的注册医生：
 • 被列在另一个综合健保计划保险机构的批准服务商清单中； 
 • 已向我们获取预先授权批准； 
 • 遵循我们的费用议程；及 
 • 符合预先授权条款。
*** 若您在其中一家服务商*或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院**中留医，止损金额***特征将适用，而您所需要支付的自付额、共同承担保险和共同 
 支付额的总自付费用将不会在每个保单年度超过$3,000。不过，您所支付的任何超出利益最高限额的数额将不会贡献于年度止损金额。
+ 自付额为终身健保和保诚双全计划利益应付前，保单持有者所需支付的固定数额。自付额将根据受保人在85岁以上所入住的病房等级 
 增加50%。
++ 共同承担保险额以索赔数额百分比计算，是保单持有人需要和保险公司共同支付的数额。这个数额不包括在自付额内。
^ 按比例计算的可索赔医药费将适用于私人医院。
# 所示保费附带20%的保诚安康奖励。 
##    持有合格有效准证的外籍人士，如个人化就业准证、就业准证、S准证、学生准证、创业准证、长期探访准证和家属准证。

您可灵活增添附加计划，令保障更全面。我们的附加计划包括私人或重组医院的选项，切合您的不同需要。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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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诚以持续提升服务质素为目标，致力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保诚医疗专家服务是一个为持有保诚特保
特级共同支付计划或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附加计划的客人提供更多便利的独家计划。

保诚医疗专家服务是一项通 过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计划或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附加计划为保单持
有者提供更多便利的机构引领服务商计划。合格+保单持有者可在我们的参与医院和专科^享有全套
的医疗保健增值服务，包括预约确诊、无现金交易和实地礼宾服务等。

保诚医疗专家服务

如何享有服务商索赔
预约诊治
通过我们的网站www.prudential.com.sg/ppc或拨打热线1800 333 0333，与一名 
保诚医疗专家服务预约问诊。

礼宾服务
请莅临我们位于保诚医疗专家服务私人伙伴医院的礼宾接待处，以享有任何有关保诚双全
计划的疑问的增值服务和查询，包括保诚双全康复计划。

更高额的付款保证书
享受无现金*体验，以及于保诚医疗专家服务私人医院和私人日间手术中心个别享
有S$30,000和S$15,000的较高保证信件数额。

交通# 
您可到保诚医疗专家服务私人医院的礼宾接待处领取免费出租车礼券或医院停车券。

预先授权信件
若您不能于我们的保诚医疗专家服务的私人伙伴医疗保健机构中领取增益保证信件，
您仍能申请预先授权。您只需通知商业办公室/中心提交您的要求，我们将在3个工作日
内处理您的申请。

优先健康检查收费 
舒适地在家中或于附近的诊所，享有健康检查和疫苗注射的特别优惠。使用保诚应用程序
Pulse，以远程医疗会诊的方式审阅检查结果。若您的健康检查结果显示需要专科医生跟进，
我们也为您提供后续转介服务。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www.prudential.com.sg/ppc-screening

以索赔为标准的较低定价构架和止损金额利益 
在下个续保之际，若您于同个保单年度的所有索赔为服务商索赔，您就可于以索赔为标准
的定价构架中享有1个保费等级的顶额限制。您也可享有止损金额利益，帮助您于每个保
单年度将自付费用限制在S$3,000的水平。欲合格享有服务商利益，您的治疗必须涉及住院
或日间手术，并由一名参与专科医生于一家保诚医疗专家服务医疗保健机构所提供。

^ 欲查询参与保诚医疗专家服务医院和专科列表，以及所提供的增值服务，请浏览www.prudential.com.sg/ppc-tnc。
* 附带条款。请参阅www.prudential.com.sg/ppc-tnc查询详情。
# 仅限住院和日间手术案例。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screening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tnc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t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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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增服务商是一项由多边保健保险委员会所推行的措施，并由卫生部所委任。它让综合保健计划保险机构
互相认可彼此的服务商医生。

从2022年6月7日起，合格的保诚特保计划保单持有者可向不在保诚服务商中的专科医生征求预先授权治
疗，只要他们出现在其他综合保健计划保险机构的主要服务商中即可。

向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寻求治疗的合格保单持有者能至少享有S$3,000的止损金额利益。一名添增服务商
的专科医生为一名符合以下标准的注册医生：

 • 被列在另一个综合健保计划保险机构的批准服务商清单中；  
 • 已向我们获取预先授权批准；  
 • 遵循我们的费用议程；及  
 • 符合预先授权条款。

若您的索赔被批准为一项添增服务商索赔，您只要提交一份预先授权要求，就可享有添增服务商利益。

添增服务商将适用于以下所列的所有保诚特保计划保单持有者：

添增服务商

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计划和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计划的保单持有者若于一名在保诚医疗专家服务伙伴
医疗保健机构中的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寻求治疗，您仍能合格享有保诚医疗专家服务利益。

如何提交一份预先授权要求？

第1步骤︰病人需填妥同意表格。  
第2步骤︰医疗保健机构的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商业办公室需填妥预先授权申请表格。  
第3步骤︰请将两份填妥的表格和其他相关证件至pre.auth@prudential.com.sg。  
第4步骤︰保诚将审阅和批准或拒绝预先授权要求。  
第5步骤︰一旦被批准，保诚将电邮预先授权证书和批准费用至医院/日间手术中心/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

提交指示：

1. 下载两份表格，并按照表格要求提供完整资料。  
2. 请将两份填妥的表格和其他相关证件至pre.auth@prudential.com.sg。  
3. 电邮必须由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的医疗保健机构/诊所的商业办公室所发送。 

病人同意表格和预先授权申请表格，以及添增服务商的常见问题均可从www.prudential.com.sg/ppc-ep索取。 

请参阅www.prudential.com.sg/ppc-tnc的条款。

合格获享添增服务商利益 合格获享保诚医疗专家服务利益

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计划

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

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简易计划

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计划

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简易计划

mailto:pre.auth%40prudential.com.sg?subject=
mailto:pre.auth%40prudential.com.sg?subject=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ep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t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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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单续保之际，以下个生日的年龄为根据。

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附加计划或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附加计划以索赔为标准的 
定价构架。 
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让您从标准等级保费开始，即您年龄组别的最低等级选项。您还能享有保诚安康
奖励。在您的保费生效之际，无不保事项的情况下，您可获得一项20%的标准等级保费节省优惠。

您的保费等级将按您于审阅期间所曾提出过的任何索赔而定。只要您没有以附加计划提出任何索赔， 
您便可在下个续保时期继续享有保诚安康奖励的标准等级保费节省优惠。

鉴于人口老龄化、寿命的延长和医疗保健费用不断提升的趋势，我们所实施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将确
保您的保费长期保持实惠。55岁*及以上的顾客的保费增加上限将定为1.5倍。

保持身体健康，获享奖励

20%节省优惠

1 至 54 岁*：

更高的保费

更高的保费

标准等级
保费

等级1 
 1.4倍

 等级2 
 1.6倍

 等级3 
 1.8倍

等级4 
 2倍

 等级5 
 3倍

20%节省优惠

55* 岁及以上：

标准等级
保费

等级1 
 1.1倍

 等级2 
 1.2倍

 等级3 
 1.3倍

等级4 
 1.4倍

 等级5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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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计划的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如何操作

索赔来源 审阅期间的索赔数额 保费等级波动（下个保单续保之际）

服务商*（除了重组医院
或治疗中心）添增服务
商的专科医生（服务商 
医疗保健机构）**

S$1,000 及以下 维持在同个保费等级

S$1,000 以上  一级（限制在等级5）

不属于服务商*（不包括
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

（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
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 

（不属于我们的服务商医
疗保健机构）**

S$1,000及以下 维持在同个保费等级

S$1,000 以上至 S$5,000  两级（限制在等级5）

S$5,000 以上  四级（限制在等级5）

仅限重组医院和 
治疗中心* 任何数额  一级 (限制在标准等级)

没有提出任何索赔 无  一级 (限制在标准等级)

* 我们的服务商包括保诚医疗专家服务计划中，于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内提供住院或日间手术治疗的参与专科医生。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指：
 • 所有重组医院和治疗中心； 
 • 参与私人医院；及 
 • 参与私人治疗中心。
 以上均呈现在保诚医疗专家服务网站中。
 非服务商指：
 • 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的专科医生，即列在我们网站上的非服务商清单中的私人医院和私人治疗；及 
 • 在我们网站上的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清单中的私人医院和私人治疗中心提供住院或日间手术治疗的非参与私人专科医生。
 我们可能不时更改这份服务商或非服务商列表。

** 一名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为一名符合以下标准的注册医生：
 • 被列在另一个综合健保计划保险机构的批准服务商清单中； 
 • 已向我们获取预先授权批准； 
 • 遵循我们的费用议程；及 
 • 符合预先授权条款。
 添增服务商（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指一名在我们的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处理病人住院、进行手术和/或治疗的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
 添增服务商（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指一名在我们的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处理病人住院、进行手术和/或治疗的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

注：
若在一段审阅期间同时出现私人医院和重组医院索赔，只有私人医院的索赔会被合计来计算保费等级。若受保人提出服务商以外或添增服务 
商专科医生（即不在我们的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内）的私人医院或私人医疗机构索赔，而这项索赔分别与服务商或一名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 

（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的索赔出现在同一个审阅期间，那么保单续保之际的保费等级波动将根据服务商以外或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即不在 
我们的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内）的私人医院或私人医疗机构保费等级而定。

https://www.prudential.com.sg/ppc
https://www.prudential.com.sg/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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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计划的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如何操作

索赔来源 审阅期间的索赔数额 保费等级波动（下个保单续保之际）

服务商*（除了重组医院
或治疗中心）添增服务
商的专科医生***（服务
商医疗保健机构）

S$1,000 及以下 维持在同个保费等级

S$1,000 以上  一级（限制在等级5）

非服务商*（不包括添增
服务商的专科医生*** 

（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 
添增服务商的专科 
医生***（非服务商医疗
保健机构）

S$1,000及以下 维持在同个保费等级

S$1,000 以上至 S$5,000  两级（限制在等级5）

S$5,000 以上  四级（限制在等级5）

仅限重组医院和治疗
中心* 任何数额  一级 (限制在标准等级)

没有提出任何索赔 无  一级 (限制在标准等级)

非利益医疗保健机构** 不适用，因为费用将不会被报销。

* 我们的服务商包括保诚医疗专家服务计划中，于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内提供住院或日间手术治疗的参与专科医生。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指：
 • 所有重组医院和治疗中心； 
 • 参与私人医院；及 
 • 出现在我们的保诚医疗专家服务网站的参与私人治疗中心。
 非服务商指：
 • 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的专科医生，即列在我们网站上的非服务商清单中的私人医院和私人治疗；及 
 • 在我们网站上的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清单中的私人医院和私人治疗中心提供住院或日间手术治疗的非参与私人专科医生。 
 我们可能不时更改这份服务商或非服务商列表。
** 不在我们的服务商或非服务商清单中的所有私人医院或私人医疗机构将被视为非利益医疗保健机构。
*** 一名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为一名符合以下标准的注册医生：
 • 被列在另一个综合健保计划保险机构的批准服务商清单中； 
 • 已向我们获取预先授权批准； 
 • 遵循我们的费用议程；及 
 • 符合预先授权条款。
 添增服务商（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指一名在我们的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处理病人住院、进行手术和/或治疗的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
 添增服务商（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指一名在我们的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处理病人住院、进行手术和/或治疗的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

注：
若在一段审阅期间同时出现私人医院和重组医院索赔，只有私人医院的索赔会被合计来计算保费等级。若受保人提出非服务商或是一名添增服
务商专科医生（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的私人医院或私人医疗机构索赔，而这项索赔分别与服务商或一名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服务商医疗保
健机构）的索赔出现在同一个审阅期间，那么保单续保之际的保费等级波动将根据非服务商或添增服务商专科医生（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
的私人医院或私人医疗机构保费等级而定。

https://www.prudential.com.sg/ppc
https://www.prudential.com.sg/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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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他以每日 S$0.62 的保费持有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计划 
（不受限于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

若他以每日 S$0.37 的保费持有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简易计划
（不受限于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

保诚双全特加计划 + 终身健保保障 S$14,850 
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计划保障 S$4,150 
（自付额的95%和共同承担保险的50%）= 
[自付额(S$3,325) + 共同承担保险 (S$825)] 

保诚双全特加计划 + 终身健保保障 S$14,850 
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简易计划保障 S$2,575

（不受限于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
（自付额的95%和共同承担保险的50%）= 
[自付额(S$1,750) + 共同承担保险 (S$825)] 

约翰需支付 S$1,000  
这笔数额将加到自付费用的年度限额计算。

约翰需支付 S$2,575
这笔数额将加到自付费用的年度限额计算。

若他以每日 S$0.85 的保费持有保诚双全特加计划（包括终身健保的保费）。

保诚双全特加计划 + 终身健保保障 S$14,850 

约翰需支付 S$5,150 
[自付额(S$3,500) + 共同承担保险 (S$1,650)]

数额仅为说明用途。

约翰是名进行过手术，并住院10天的30岁新加坡公民。

保诚双全计划和保诚特保计划让约翰只需支付总账单的一部分。
理赔金额则视符他所持有的计划而定。

以下为保诚双全计划如何保障您的例子

保诚双全特加计划的重组医院A级病房保障

重组医院A级病房 总额 S$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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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简易计划提供 S$8,150 的保障 
（不受限于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 

（自付额的50%和共同承担保险的50%）= [自付额(S$1,750) 
 + 共同承担保险(S$3,825) + 止损金额所引致的余额(S$2,575)] 

他的保费数额将保持不变。

若他以每日 S$0.69 的保费持有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简易计划 
（不受限于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

保诚服务商所提供的止损金额特征让约翰只需在保单年度偿付 S$3,000。
约翰已触及本保单年度的自付费用限额。

保诚服务商所提供的止损金额特征让约翰只需在保单年度偿付 S$3,000。
约翰已触及本保单年度的自付费用限额。

他可选择增添附加计划，以进一步节省自付费用

若他以每日 S$1.40 的保费持有保诚双全特级计划（包括终身健保的保费）。

保诚双全特级计划 + 终身健保保障 S$68,850 
约翰需支付 S$11,150 

[自付额(S$3,500) + 共同承担保险 (S$7,650)]

若他以每日 S$1.42 的保费持有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计划（连带保诚安康奖励）。

若他以每日 S$1.00 的保费持有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计划（连带保诚安康奖励）。

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计划提供 S$8,150 的保障 
（自付额的95%和共同承担保险的50%）= [自付额(S$3,325) 

+ 共同承担保险(S$3,825) + 止损金额所引致的余额(S$1,000)] 

他的保费等级将在下个保单续保之际，上调一个保费等级。

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计划提供 S$8,150 的保障 
（自付额的95%和共同承担保险的50%）= [自付额(S$3,325) 

+ 共同承担保险(S$3,825) + 止损金额所引致的余额(S$1,000)] 

 他的保费等级将在下个保单续保之际，上调一个保费等级。

保诚服务商所提供的止损金额特征让约翰只需在保单年度偿付 S$3,000。
约翰已触及本保单年度的自付费用限额。

标准等级保费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等级4 等级5

标准等级保费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等级4 等级5

保诚双全特级计划的私人医院保障

保诚服务商

数额仅为说明用途。

私人医院单床病房 总额 S$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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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简易计划提供 S$5,575 的保障 
（不受限于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 

（自付额的50%和共同承担保险的50%）= 
[自付额(S$1,750) + 共同承担保险(S$3,825)]  

他的保费数额将保持不变。

约翰支付 S$5,575 的余额
他将不受限于任何年度自付费用限额。

他可选择增添附加计划，以进一步节省自付费用

若他以每日S$1.40 的保费持有保诚双全特级计划（包括终身健保的保费）。

保诚双全特级计划 + 终身健保保障 S$68,850 
约翰需支付 S$11,150 

[自付额(S$3,500) + 共同承担保险 (S$7,650)]

以每日 S$1.42 的保费附加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计划（连带保诚安康奖励）。

若他以每日S$1.00 的保费持有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计划（连带保诚安康奖励）。

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计划提供 S$7,150 的保障  
（自付额的95%和共同承担保险的50%）= 

[自付额(S$3,325) + 共同承担保险 (S$3,825)] 

他的保费等级将在下个保单续保之际，上调四个保费等级。

费用均不可报销。他的保费等级将在下个保单续保之际保持不变。 

约翰偿付剩余的 S$4,000 
他将不受限于任何年度自付费用限额。

保诚双全特级计划的私人医院保障

保诚服务商和非保诚服务商以外的医院 。

数额仅为说明用途。

标准等级保费 等级1 等级2 等级3 等级4 等级5

若他以每日 S$0.69 的保费持有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简易计划 
（不受限于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构架）。

约翰偿付剩余的 S$11,150
他将不受限于任何年度自付费用限额。

私人医院单床病房 总额 S$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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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和索赔导致综合健保计划保费的增加。以下是一些能帮助
您应付保费的方法：

如何继续享有实惠的保费?

*保费等级下调将在下个保单年度于续保之际反映。

于重组医院寻求治疗，以下调一个保费等级*。

向保诚服务商寻求治疗，以限制保费等级调整*。

先向您公司的团体保险或您持有的其他个别计划（若有）提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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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诚双全特级计划（私人医院）和 
保诚双全特加计划（重组医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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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计划 保诚双全特级计划 保诚双全特加计划

利益 新加坡私人医院 新加坡重组医院（A级病房）

住院及日间手术利益
每日病房和治疗费用
普通病房

按实际收费

加护病房
医院服务杂费
住院期间每日医生巡诊
社区医院 
 - 康复治疗 
 - 亚急性
意外入院牙科治疗
精神科（包括所引致的住院前后费用） 每个保单年度 S$8,000 每个保单年度 S$7,000
手术利益（包括日间手术）
手术程序（每项治疗）

按实际收费

 - 图表 1（较不复杂程序）
 - 图表 2 
 - 图表 3 
 - 图表 4 
 - 图表 5 
 - 图表 6 
 - 图表 7（较复杂程序）
器官移植手术利益
干细胞移植治疗
植入物
放射性手术
活体器官捐赠者移植利益
当受保人为器官捐赠者

每个保单年度 S$60,000 每个保单年度 S$40,000当受保人为器官受益者
海外医疗

新加坡以外的紧急医疗
提前计划的海外医疗*  

按实际收费（根据海外收费或
新加坡私人医院收费， 

视何者为低）

按实际收费（根据海外收费或
新加坡重组医院收费， 

视何者为低）

住院前后利益
住院或日间手术前180天的专科医生咨询及诊断性化验服务

按实际收费出院或日间手术后365天内的后续治疗及诊断性/化验服务
留医或日间手术后365天内所引致的出院后高压氧治疗 每个保单年度 S$10,000 每个保单年度 S$5,000
医院门诊医疗利益

癌症门诊治疗
放射治疗

按实际收费

 - 外部（除了半体） 
 - 近距离放射治疗 
 - 半体 
 - 立体定向
化学疗法
免疫法疗
肾功能衰竭的门诊治疗
洗肾

按实际收费
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
用于器官移植的免疫抑制剂

长期肠外营养

其他利益
住院和门诊质子束疗法 每个保单年度 S$50,000
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 每个保单年度 S$75,000
善终利益 S$5,000 S$3,000
严重妊娠和生产相关并发症 按实际收费

       

在终身健保计划，
利益根据其复杂程度 

而定，即从图表1A逐步 
增加至图表7C。

保诚双全特级计划和保诚双全特加计划的利益 
若同时认购保诚特保计划，利益图表中的利益限额将适用于保诚双全计划和保诚特保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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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计划 保诚双全特级计划 保诚双全特加计划

利益 新加坡私人医院 新加坡重组医院（A级病房）
其他利益

受保人罹患先天性缺陷 
 - 于保单生效日或复效日（若有）的24个月内，首度被确诊罹患或 
  症状首次出现，视何者为后。

每个保单年度 S$20,000 每个保单年度 S$15,000

 - 于保单生效日或复效日（若有）的24个月后，首度被确诊罹患或 
  症状首次出现，视何者为后。 按实际收费

女性受保人的亲生孩子罹患先天性缺陷 
 - 于孩子出生日期的24个月内，首度被确诊罹患或症状首次出现。

终身 S$20,000（受限于每名 
孩子 S$5,000的顶限）

终身 S$16,000（受限于每名 
孩子 S$4,000的顶限）

短期住院病房（包括于一家新加坡重组医院的短期住院病房所引致的
住院前后费用） 按实际收费

人生事件之际享有未来保障特权 每位受保人 S$100,000 的投保额
延续自体骨髓移植治疗多发性骨髓瘤 每个保单年度 S$25,000
每个保单年度的自付额^

重组 / 社区医院C级病房 S$1,500
重组 / 社区医院B2/B2+级病房 S$2,000
重组 / 社区医院B1级病房 S$2,500
重组 / 社区医院A级病房 S$3,500
私人医院 / 私人社区医院 S$3,500
日间手术 — 津贴 S$1,500
日间手术 — 无津贴 S$2,000
短期住院病房 — 津贴 S$1,500
短期住院病房 — 无津贴 S$2,000
共同承担保险† 10% 10%
按比例计算的可索赔医药费
重组 / 社区医院C级病房

不适用
重组 / 社区医院B2/B2+级病房
重组 / 社区医院B1级病房
重组 / 社区医院A级病房
私人医院 / 私人社区医院 不适用 65%
日间手术 — 津贴

不适用日间手术 — 无津贴
日间手术 — 私人医院 不适用 65%
短期住院病房 — 津贴

不适用
短期住院病房 — 无津贴
门诊治疗 – 受津贴
门诊治疗 — 无津贴
门诊治疗 — 私人 不适用 65%
保障限额
保单年度赔偿限额 S$1,200,000 S$600,000
终身赔偿限额 无限额
刷新利益（在触及之际，重置保单年度限额） S$1,200,000 S$600,000
年龄限制 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 外籍人士
最高投保年龄 75
最高续保年龄 终身

保诚双全特级计划和保诚双全特加计划的利益（续）
若同时认购保诚特保计划，利益图表中的利益限额将适用于保诚双全计划和保诚特保计划。

* 我们将偿付受保人/患者有计划的海外医院住院或手术（包括日间手术）治疗。条件是该受保人/患者需持有经由新加坡受保健储蓄认可的机构/ 
 转介中心的转介。
 请注意：请联系一家受保健储蓄认可的该新加坡机构/转介中心，以确认可以理赔治疗的国家和个别医院。
^ 自付额为终身健保和保诚双全计划利益应付前，保单持有者所需支付的固定数额。自付额将根据受保人在85岁以上所入住的病房等级增加50%。
† 共同承担保险额以索赔数额百分比计算，是保单持有人需要和保险公司共同支付的数额。这个数额不包括在自付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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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计划 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计划 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计划 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简易计划 

医院 / 病房级别 所有新加坡私人医院 保诚服务商或非保诚服务商内++ 

的新加坡私人医院 所有新加坡私人医院

保诚双全计划 
的自付额* 

（每个保单年度） 
保障自付额的95%款项，而您需承担剩余的5%款项。

保障自付额的一半款项（高达每个
保单年度 S$1,750 的顶限），而您需

承担剩余的一半款项。

保诚双全计划的共同
承担保险额：10%** 保障共同承担保险的一半款项。您将承担剩余的一半款项。

止损金额 
（每个保单年度）+ 服务商++和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S$3,000

以索赔为标准的定价
构架 适用 不适用

精神科门诊医疗^ 

（产后） 每个保单年S$800

不适用自闭症测试^ 终身 S$800 

重复性流产^ 
（调查费用） 终身 S$800

意外和紧急救护车
费用^ 每项伤势或疾病 S$250

直系家庭成员陪同儿
童住院^ 每日 S$80 

不适用

出院后的后续治疗传
统中医^ 每个保单年度 S$6,000 

紧急门诊因意外所引
致的治疗^ 每个保单年度 S$3,000 

特别仪器和义肢^ 每个保单年度 S$3,000 

免缴保费全残利益 受保人在70岁之前罹患完全及永久全残之际， 
可被豁免36个月的未来保费#。 不适用

以一些额外附加利益，完整您的保诚双全特加计划

只要您在保诚双全特加计划加上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计划或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简易计划，便可在重组
医院享有更全面的保障。

* 自付额为终身健保和保诚双全计划利益应付前，保单持有者所需支付的固定数额。自付额将根据受保人在85岁以上所入住的病房等级增加50%。
** 共同承担保险额以索赔数额百分比计算，是保单持有人需要和保险公司共同支付的数额。这个数额不包括在自付额内。
*** 一名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为一名符合以下标准的注册医生：被列在另一个综合健保计划保险机构的批准服务商清单中，已向我们获取预先授权批准， 
 遵循我们的费用议程，并符合预先授权条款。 
+  若您在其中一家服务商++或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院***中留医，止损金额特征将适用，而您所需要支付的自付额、共同承担保险和共同支付额的总自付费用 
 将不会在每个保单年度超过S$3,000。不过，您所支付的任何超出利益最高限额的数额将不会贡献于年度止损金额。
++ 我们的服务商包括保诚医疗专家服务计划中，于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内提供住院或日间手术治疗的参与专科医生。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指所有重组医院和 
 治疗中心；及出现在我们的保诚医疗专家服务网站的参与私人医院和治疗中心。
 非服务商指于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的专科医生，即列在我们网站上的非服务商清单中的私人医院和私人治疗；及在我们网站上的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 
 清单中的私人医院和私人治疗中心提供住院或日间手术治疗的非参与私人专科医生。
 我们可能不时更改这份服务商或非服务商列表。
^ 我们在向您进行任何赔偿前，您必须共同支付所引致的费用之5%，受限于利益图表中所示的利益限额。在利益图表中所列的任何超出利益限额之费用也 
 将应该由您来承担。
# 仅豁免保诚特保特级共同支付计划或保诚特保优享共同支付附加利益的保费。受保人须继续支付保诚双全特级计划的保费。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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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些额外附加利益，完整您的保诚双全特加计划（续）

~ 自付额为终身健保和保诚双全计划利益应付前，保单持有者所需支付的固定数额。自付额将根据受保人在85岁以上所入住的病房等级增加50%。
* 共同承担保险额以索赔数额百分比计算，是保单持有人需要和保险公司共同支付的数额。这个数额不包括在自付额内。
** 一名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为一名符合以下标准的注册医生：被列在另一个综合健保计划保险机构的批准服务商清单中，已向我们获取预先授权批准， 
 遵循我们的费用议程，并符合预先授权条款。
+ 若您在其中一家服务商++或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院**中留医，止损金额特征将适用，而您所需要支付的自付额、共同承担保险和共同支付额的总自付费用将 
 不会在每个保单年度超过S$3,000。不过，您所支付的任何超出利益最高限额的数额将不会贡献于年度止损金额。若您的保诚双全特加计划和/或保诚特保 
 共同支付特加计划/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简易计划受限于按比例计算的可索赔医药费模式，您因该模式所支付的任何费用讲不会贡献于年度止损金额。
++ 我们的服务商包括保诚医疗专家服务计划中，于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内提供住院或日间手术治疗的参与专科医生。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指所有重组医院和 
 治疗中心；及出现在我们的保诚医疗专家服务网站的参与私人医院和治疗中心。
 非服务商指于非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的专科医生，即列在我们网站上的非服务商清单中的私人医院和私人治疗；及在我们网站上的服务商医疗保健机构 
 清单中的私人医院和私人治疗中心提供住院或日间手术治疗的非参与私人专科医生。
 我们可能不时更改这份服务商或非服务商列表。
^ 我们在向您进行任何赔偿前，您必须共同支付所引致的费用之5%，受限于利益图表中所示的利益限额。在利益图表中所列的任何超出利益限额之费用也 
 将应该由您来承担。

只要您在保诚双全特加计划加上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计划或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简易计划，便可在重组
医院享有更全面的保障。

保险计划 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计划 保诚特保共同支付特加简易计划

医院 / 病房级别 新加坡重组医院（A级病房） 新加坡重组医院（A级病房）

保诚双全计划的自付额（每个保单年度） 保障自付额的95%款项， 
而您需承担剩余的5%款项。

保障自付额的50%款项（高达 
每个保单年度 S$1,750 的顶限）， 

而您需承担剩余的一半款项。

保诚双全计划的共同承担保险额*：10% 保障共同承担保险的一半款项。您将承担剩余的一半款项。

止损金额+（每个保单年度） 服务商++和添增服务商的专科医生**S$3,000

精神科门诊医疗（̂产后） 每个保单年 S$600

不适用自闭症测试^ 终身 S$600

重复性流产（̂调查费用） 终身 S$600

意外和紧急救护车费用^ 每项伤势或疾病 S$150

直系家庭成员陪同儿童住院^ 每日 S$60

不适用

出院或日间手术后365天内的后续传统中医治疗；必
须在新加坡医院、社区医院或受批准的中医医疗机构
接受注册合格中医师治疗^

每个保单年度 S$3,000

紧急门诊因意外所引致的治疗^ 每个保单年度 S$2,000

特别仪器和义肢^ 每个保单年度 S$2,000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
http://www.prudential.com.sg/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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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诚双全划一计划（重组医院） 
的利益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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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计划 保诚双全划一计划

利益 新加坡重组医院（B1级病房）

住院及日间手术利益
每日病房和治疗费用
普通病房 每日 S$2,250*

加护病房 每日 S$6,850*

精神科 每日 S$680（每个保单年度高达60天）
社区医院（康复治疗） 每日 S$760

社区医院（亚急性） 每日 S$960

入院缓和护理服务（普通） 每日 S$560

入院缓和护理服务（专科） 每日 S$760

手术利益（包括日间手术）

手术程序（每项治疗）
 - 图表 1A S$590

 - 图表 1B S$1,050

 - 图表 1C S$1,050
 - 图表 2A S$1,800

 - 图表 2B S$2,300

 - 图表 2C S$2,370
 - 图表 3A S$3,290

 - 图表 3B S$4,240

 - 图表 3C S$4,760
 - 图表 4A S$5,970

 - 图表 4B S$8,220

 - 图表 4C S$8,220
 - 图表 5A S$8,920

 - 图表 5B S$9,750

 - 图表 5C S$11,030
 - 图表 6A S$15,910

 - 图表 6B S$15,910

 - 图表 6C S$17,300
 - 图表 7A S$21,840

 - 图表 7B S$21,840

 - 图表 7C S$21,840

植入物 每项治疗 S$9,800

放射性手术 每项治疗过程 S$31,300

癌症门诊治疗

放射治疗
 - 外部（除了半体）
 - 近距离放射治疗 
 -  半体  
 - 立体定向

每项治疗 S$880 
每项治疗 S$1,100
每项治疗 S$2,510
每项治疗 S$6,210

化学疗法 每个日历月 S$5,200

肾功能衰竭的门诊治疗

洗肾 每个日历月 S$3,740

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 每个日历月 S$450

医院门诊医疗利益

用于器官移植的免疫抑制剂 每个日历月 S$1,480

长期肠外营养 每个日历月 S$3,980

保诚双全划一计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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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两天的住院顶限将提高 S$300。 
^ 自付额为终身健保和保诚双全划一计划利益应付前，保单持有者所需支付的固定数额。
+ 共同承担保险额以索赔数额百分比计算，是保单持有人需要和保险公司共同支付的数额。这个数额不包括在自付额内。

保险计划 保诚双全划一计划

利益 新加坡重组医院（B1级病房）

其他利益

延续自体骨髓移植治疗多发性骨髓瘤 每项治疗 S$14,040
严重妊娠和生产相关并发症 受保于现有住院限额

每个保单年度的自付额^ 80岁及以下 
（下个生日年龄）

81岁及以上 
（下个生日年龄）

重组医院 / 社区医院C级病房 S$1,500 S$2,000
重组医院 / 社区医院B2/B2+级病房 S$2,000 S$3,000
重组医院 / 社区医院B1级病房

S$2,500 S$3,000重组医院 / 社区医院A级病房
私人医院 / 私人社区医院
日间手术 — 津贴 S$1,500 S$2,000
日间手术 — 无津贴 S$2,000 S$3,000
短期住院病房 — 津贴 S$1,500 S$2,000
短期住院病房 — 无津贴 S$2,000 S$3,000
共同承担保险+ 10%
按比例计算的可索赔医药费 新加坡公民 新加坡永久居民

私人医院 / 私人社区医院/私人入院缓和护理服务 50%

重组医院 / 社区医院/入院缓和护理服务A级病房 80%

重组医院 / 社区医院/入院缓和护理服务B1级病房 不适用 90%

重组医院 / 社区医院/入院缓和护理服务B2/B2+/C级病房
不适用短期住院病房（津贴/无津贴）

日间手术（津贴/无津贴）
日间手术（私人） 65%

门诊治疗（受津贴/无津贴） 不适用
门诊治疗（私人）  65%

保障限额

保单年度赔偿限额 S$200,000
终身赔偿限额 无限额
年龄限制

最高投保年龄 不适用
最高续保年龄 终身

保诚双全划一计划的利益（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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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备注：

保诚双全计划是一项常年续保计划。保诚保证保诚双全计划和保诚特保的终身保障。

保诚特保的保费均不可使用保健储蓄缴付。

我们有权随时更改保单利益、特征、条款，和/或名称，但在实施前，将给保单持有者30天的书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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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诚有权随时更改保单的保费，若有更改， 
保单持有者将会在新保费实施的30天前获得通知。保费率将根据保单生效日之际的下个生日年龄（适用于首
笔保费）和每个保单周年的日期（适用于续保保费）计算。

保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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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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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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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更多有关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和外籍人士的 
保诚双全计划和保诚特保计划保费， 
请浏览www.prudential.com.sg/PRUSh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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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3 联系我们。

www.prudential.com.sg

http://www.gia.org.sg
http://www.lia.org.sg
http://www.sdic.org.sg
http://www.prudential.com.sg/PRUShield
http://www.prudential.com.sg/PRUShield
http://www.prudential.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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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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prudential.com.sg

http://www.prudential.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