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

稳固您现在和未来的保障

AXA Secure Sh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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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时时刻刻保护您自己和您所爱的人是非常重要
的。 当不幸事件发生在您身上时，必须确保财务安全。

介绍 Secure Shield, 一项特别设计的保险计划，以保证保费为您提供保证保障。 您无需担心
未来通货膨胀而提升您的保费。 我们保证您的保费在保单期间一律不变。 

除了提供任何死亡保障，Secure Shield也提供意外死亡双重保障。 此外，这保险计划提供独
一无二的利益，那就是因注射疫苗副作用导致死亡或在隔离病房住院期间而导致死亡的额外
赔偿。

我们不仅专注于防范生活中的重大事故，Secure Shield还可以保护您免受于一些小问题的影
响，例如因意外住院等，以提供每日津贴来支持您的日常生活费用,让您可以专注于您的康复。

利益概览

因意外而住院的
每日RM50津贴

在80岁时获得满
期利益

简易投保过程而
无需体检

保证保费

死亡保障至80岁 意外死亡双重保障 因注射疫苗副作用和在
隔离病房住院期间而导

致死亡的特别利益

立即购买 Secure Shield！ 投保过程简易而无需进行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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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易投保过程而无需体检
 无论您的健康状况如何，您都可以通过简单轻松的投保过程获得 Secure Shield 的保障，而

无需进行体检和医疗问卷调查。

2. 死亡保障
 如果不幸事件发生在您身上，您的家人将获得以下死亡赔偿：   

保单年份 死亡原因 死亡利益赔偿

第１和第２年 非意外 总保费缴付

意外 最高的：
i) 基本保额；
ii) 总保费缴付；或
iii) 保证现金价值

第３年以上 所有原因 最高的：
i) 基本保额；
ii) 总保费缴付；或
iii) 保证现金价值

3. 额外死亡保障
 除了死亡利益外，以下利益将额外赔偿： 

死亡 可付利益

因意外1 基本保障额的200%
因注射疫苗副作用2 基本保障额的20%
发生在隔离病房住院期间3 基本保障额的20%

4. 因意外而住院的每日津贴
 提供每日RM50津贴如果您因意外发生而入院4，高达每保单年30天或至到您的保单终止，

何者为先。

5. 满期利益
 庆祝您的保单在80岁时满期，我们将支付您已扣除负债缴付总保费的80%5 。

6. 保证保费
 有了Secure Shield，您不仅可以享受保证利益，我们还向您保证您的保费在整个保单期保

持不变。

利益说明

1	 意外必须发生在75岁前，和最高赔偿额为每人RM1,000,000。
2	 因注射法律要求需隔离的传染病疫苗而引起的副作用或并发症导致死亡。	 副作用或并发症必须发生在注射疫苗之日起30天内
发生。

3	 如果死亡发生在隔离病房住院期间，隔离病房所需的隔离必须是法律要求或是马来西亚卫生部规定的强制性隔离。
4	 意外必须发生在75岁前，以住院患者入院至少连续6小时，并在发生意外24小时内。
5	 在满期时，受保人还生存而且保单必须还生效，和必须缴付全部到期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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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以上示例仅用于说明目的。 条款和条件适用。

6 假设死亡发生在保单第3年后和最高赔偿额是基本保障额。

如何运作？

55 岁的Samuel是一名不吸烟的男性。
他是家庭唯一经济支柱，并购买了 一份 Secure Shield。

他的保额为RM100,000和每年支付 RM9,040 的保费。

Samuel 的保障如下：

死亡利益：
RM100,0006

死亡发生在隔离病房住院期间：
额外赔偿RM20,000

意外死亡利益: 
额外赔偿RM200,000

注射疫苗副作用
而导致死亡： 

额外赔偿RM20,000

因意外导致入院每日津贴：
每日RM50，高达每保单年

RM1,500

满期利益: 
80岁获得RM180,800

Samuel也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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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提问题

1. 谁可以投保Secure Shield?
 任何人介于30岁至70岁（上一次生日）。

2. 保障期限是多久？
 Secure Shield 给您提供保障至80岁。

3. 我需要缴付保费多久？
 保险收费须在计划的整个有效期间缴付。 您可以每月，每季度，每半年或每一年度方 

式缴付保费。

4. 保费是否保证？
 保费在整个保单期间保持平整和受保证。

5. 我可以退保吗?
 可以，您可以退保。 当您退保时，您将会获得保证现金价值，扣除任何负债。 不过， 如

果您退保，可能对您不利，您所获得的总额可能低于您已缴付的保费数额。

6. 我如何索取赔偿？
 请在周一至周四上午8时30分至5时30分之间以及周五上午8时30分至下午5时（公共

假期除外）拨电 1300 88 1616 给我们。 我们将为您提供简便的手续。



5

重要事项

AXA AFFIN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信您已完全明白和理解在你的保单下的所有利益和收费。

1. 此保险计划由AXA AFFIN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0601003992(723739-W)承保，该公司是根据
2013年金融服务法案获得执照并由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监管的公司。

2. Secure Shield 是一份传统非分红保险计划，提供死亡保障至80岁。 如果发生意外（75岁前），
注射疫苗副作用或在隔离病房住院期间所导致死亡，将可获得额外利益赔偿。 此计划也提供
因意外导致入院（75岁前）的每日住院津贴。

3. 您应该询问和研究与你保单有关的销售说明。

4. 您应该确保此计划最能符合您的需求，并且此保单所支付的保费是您可负担的数额。

5. 此计划在退保时没有保证现金价值除非是在第3年之后而且您已缴付所有保费。

6. 在保费到期后，您有31天的宽限期以缴付保费。 若您在宽限期过后尚未支付保费，您的保证
现金价值（如有）会通过保单自动贷款支付未来保费。 如果保证现金价值不足以支付未付保
费或任何债务，您的保单将失效。

7. 如果您对此保单不完全满意，您可以在保单交付给您后的15天内归还保单以及要求取消该
保单，前提是尚未提出索赔。 当我们收到您退保要求后，我们将会退还已扣除负债的保费。

8. 购买定期缴付保费的人寿保单是长期性承诺，并不宜仅持续一段时间。 若您申请退保，您可
能取回少于您已经缴付的保费 。

9. 此保险计划不提供以下的保障：
 a. 从保单生效日期或此保单的任何复效日期的12个月内因神志清醒或精神错乱的自杀 

 事故，以较晚者为准。
 b. 意外死亡利益或因意外导致入院的每日住院收入利益如果受保人受伤或损失因以下 

 原因:

  i. 在神智清醒或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蓄意自残或自杀；
  ii. 任何种类的疾病或感染(除非细菌感染的发生是源自于意外人身伤害或与之相 

  关)；
  iii. 吸食毒品，药品不是由执业医生处方，酒精，镇静剂或吸入气体（在工作时发生的 

  意外除外）；
  iv. 受保人企图或实施攻击或进行任何非法行为；
  v. 在宣战或未宣战时在武装部队服役或以法务官进行军事行动或执行追捕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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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vi. 参加任何空中活动，但并非公共许可的航空服务中的付费乘客；
  vii. 怀孕，分娩，流产或任何因其所导致的后果；
  viii. 原先存在的身体或精神缺陷或残疾；
  ix. 任何因罢工，骚乱和暴乱引起的行为；
  x. 任何在保单生效日期或复效日期前遭受的任何原先存在的或经常性的伤害，疾 

  病，生病或残疾以较晚者为准；或
  xi. 参加拳击，滑雪，摔跤，潜水，登山，速降，河上漂流，快速射击，任何形式的比赛，或 

  任何速度或耐力比赛等危险的活动。

 注：这个列表是非详细的。 请参考保险合约里的完整不保列表和此计划的条款与条件。

10. 此销售册子里包含的仅是有关产品的一般资料，并不代表保单本身，欲知更多相关的条件与
不保详情，请参阅由AXA AFFIN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出的销售说明、产品说明和正式保单合
约。



联络我们以了解更多

我们拥有全面的保险计划可满足您在生活各个阶段的财务需求。 

保障

医疗

储蓄

投资联结保险

Customer Care Centre
1 300 88 1616
www.axa.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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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 AFFIN Life Insurance Berhad 200601003992 (723739-W)
8th Floor, Chulan Tower, No. 3 Jalan Conlay, 50450 Kuala Lumpur.

Member of PIDM
AXA AFFIN Life Insurance Berhad is a member of Perbadanan Insurans Deposit Malaysia 
(PIDM). As a member of PIDM, some of the benefits insured under the insurance 
policies off¬ered by AXA AFFIN Life Insurance Berhad are protected against loss of part 
or all of insurance benefits by PIDM, in the unlikely event of an insurer member failure. 
For further details of the protection limits and the scope of coverage, please obtain a 
PIDM information brochure from AXA AFFIN Life Insurance Berhad or visit PIDM website 
(www.pidm.gov.my) or call PIDM toll free line (1-800-88-1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