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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爱将生生不息

月复一月，永无止境



即使您已不在， 

也能保障您家人的生活品质

确保您的挚爱拥有一份能够代代相传的恒久财富，

享受您一生的成功果实。

无论您是想让资产增值以享受更加舒适的退休

生活，还是希望将您的财富完整无缺地代代相

传，Esteem eternity 是能满足您需求的全方位解决方

案。

这份单期保费终生人寿保险是一个精明的选择，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



财富传承、爱的传承 

或支持您的退休收入

一份明智的保险计划

提供灵活性

选择接收月收益，也可以将其再次投入 Etiqa 以赚取非保证利率。

受保证的即时流动性

您的保单退保价值至少是您所付单期保费的 80%。

支付期间

非保证的月收益

（如图示，投资回报率为
每年 4.25% 的情况下）

非保证的月收益

（如图示，投资回报率为
每年 3.00% 的情况下）

占单期保费的百分比

受保证的月收益

每年 0.11% 每年 0.62%每年 0.31%第 4 至第 5 个保单年度

每年 0.66% 每年 1.48% 
至 2.39%

每年 0.74% 
至 1.20%

第 6 至第 10 个保单年度

每年 0.68% 
至 0.69%

每年 2.39% 
至 2.41% 

每年 1.20% 
至 1.21%第 11 至第 30 保单年度

每年 0.72% 每年 2.41%每年 1.21%自第 31 个保单年度起

Esteem eternity

终生保障且保证发行

只需支付单期保费，就能享有终生死亡保障。不需要任何体检。

可靠的终生收入

从第三个保单周年日起，能在每个保单月底获得一份月收益（包含受保证和非保证的金额），这

份收益将持续终生。 



更舒适地享受退休后的黄金岁月。 

  例子 1：

Bernard 正准备在 50 岁时退休。他投入 100 万新元购买 Esteem eternity。
从第四个保单年，他将终生获得月收益（包含受保证和非保证的金额）。

              他在 80 岁以前每个月定期获得月收益
1
。

1上图所示非保证数字使用的是假定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为图示的 4.25% 时的红利率
估算而出。假设说明的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为 3.00%，Bernard 在 53 岁、59 岁
和 74 岁时将获得的月收益将分别为 350 新元、1,550 新元和 1,583 新元，他将
获得的月收益总额将为 470,600 新元，他的家人将获得的死亡保障利益总额将为 
1,230,000 新元。此处的每年 4.25% 和 3.00% 这两种回报率仅供说明用途，并不
代表该分红基金投资业绩的上下限。回报率不受保证而实际的回报利益可能会因为
分红基金未来的投资表现而变动。过往表现或任何预测不一定是分红基金未来或可
能表现的指标。月收益总额包括受保证金额和非保证金额，而且根据支付期间的不
同而有所差别。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月收益示意图。

上述参考例子仅供说明用途。

Esteem eternity

50 岁退休

Bernard 80 岁时离世。

他的家人将获得 1,450,000 新元的死

亡保障利益1作为遗产。
• Bernard（50 岁，非吸烟者）  
• 购买 Esteem eternity  
• 支付 100 万新元的单期保费

获得的月收益1为： 
607   新元

受保证的： 
91  新元 

53 岁时 

获得的月收益1为： 
2,541  新元 

受保证的： 
550  新元

59 岁时

获得的月收益1为： 
2,583  新元

受保证的： 
575  新元

74 岁时

80  岁时

Esteem eternity

将获得的月收益1总额为 766,700 新元

（受保证的：172,300 新元，非保证的1：594400 新元）

将收到为 766,700 新元 + 1,450,000 新元的死亡保障利益总额1（已付保费的 2.2 倍）



跨越三代人的财产规划

 Daniel 的女儿年满 21 岁前，他在每个月获得的收益1。 
 从他的女儿 21 岁起直到她满 80 岁，由她获得收益。

1上图所示非保证数字使用的是假定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为图示的 4.25% 时的红利率
估算而出。假设说明的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为 3.00%，Daniel 在 33 岁、45 岁和 
49 岁时将获得的月收益将分别为 350 新元、1,575 新元和 1,583 新元，他将获
得的月收益总额为 280,600 新元，Sarah 将获得的月收益总额为 1,135,700 新
元，Daniel 的孙子将获得的死亡保障利益总额为 282 万新元。此处的每年 4.25% 
和 3.00% 这两种回报率仅供说明用途，并不代表该分红基金投资业绩的上下限。
回报率不受保证而实际的回报利益可能会因为分红基金未来的投资表现而变动。过
往表现或任何预测不一定是分红基金未来或可能表现的指标。月收益总额包括受保
证金额和非保证金额，而且根据支付期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阅月收益示意图。 

上述参考例子仅供说明用途。

2保单转让将需得到 Etiqa 的批准。

Esteem eternity Esteem eternity

• Daniel（30 岁，非吸烟者） 
• 购买 Esteem eternity   
• 支付 100 万新元的单期保费 

• Sarah（1 岁） 
• Daniel 的女儿 
• Esteem eternity  人寿保险受保人

当 Sarah 在 80 岁时离世，Daniel 的
孙子将获得 4,630,000  新元的死亡保

障利益1

（受保证的：1,010,000 新元）作为遗

产。

Age 80 岁时 

获得的月收益1为： 
607  新元

受保证的： 
91   新元

33 岁时

获得的月收益1为： 
2,574  新元

受保证的： 
566  新元

45 岁时

获得的月收益1为： 
2,583  新元

受保证的： 
575   新元

49 岁时

将获得的月收益1总额为：456,700 新元从 33 岁到 49 岁 
（含），为期 17 年（受保证的：103,300 新元）

21 岁时

当 Sarah 年满 21 岁时，Daniel 将保
单转让2给她。她从 21 岁到 79 岁
（含），59 年内将获得月收益总额 

1,843,700 新元 

（受保证的：421,800 新元 ）

Daniel 和 Sarah 将获得的总收益1

为 456,700 新元 + 1,843,700 新元 = 
S$2,300,400 新元 

（已付保费的 2.3 倍）

  例子 2：

Daniel（30 岁，非吸烟者），以他一岁的女儿 Sarah 为人寿保险受保人，

购买了 Esteem eternity。他支付的单期保费为 100 万新元。他从第四个保

单年开始每月获得月收益，直到他女儿年满 21 岁。接着他可以把这份保单

转让给她，包括月收益。按照这份保单中的计划，假设他的女儿在 80 岁时

离世，她可以继续将这份遗产留给她的孩子们。



重要事项：

年龄是指您的下次生日年龄。

本保单由马来亚银行集团成员 Etiqa Insurance Pte. Ltd. 承保。

本手册仅作为一般参考。它未涉及到任何本文件阅读者的具体财务或投资目标、财务状况以及特殊需求，
也不是一份保险合约。请参阅此保险计划的保单文件，以了解有关保单之确切条例、条规详情。

购买人寿保险是一项长期的承诺，如果您提前退保，您可能付出的代价甚高，保单的退保价值（如有）也
可能低于已付保费总额，甚至可能等于零。我们建议您阅读产品摘要、保单说明和保单文件，可以从我们
的任何产品分销商处获得，以了解确切的条款与条件、适用于本保险产品的具体细节和排除条款，在决定
是否购买保单之前先咨询财务顾问。若您选择不向财务顾问咨询，您应该慎重考虑该产品是否适合您，是
否符合您的目标、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

如果本手册的英文和中文版之间有任何不一致，应以英文版为准。

此保单已列入由由新加坡存款保险有限公司保单持有人保障计划保护范围。您的保单已自动列入保障范
围，您无需办理任何手续。如需了解该保障计划的不同受保利益以及受保范围（如适用）的详情，请联系
我们或查询人寿保险协会（LIA）或 SDIC 网站（www.lia.org.sg 或 www.sdic.org.sg）。

此广告未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核。

信息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正确无误。

Etiqa 是一家经特许的人寿和财产保险公司，注册于新加坡共和国，
自 1961 年以来一直保护着我们的客户。我们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监管并受《保险法》管辖。

我们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储蓄、退休和财产规划解决方案，致
力于帮助从大众到富裕阶层的客户规划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将人置于
保单之上，使保险变得人性化。2020 年，惠誉将我们的财务实力及稳
健的前景评级为 ‘A’。

Etiqa 为 Maybank Ageas Holdings Berhad 所有，Maybank Ageas Holdings 
Berhad 是一家结合当地市场知识和国际保险专业知识的合资公司。该
公司 69% 的股份为马来亚银行所有（马来亚银行是东南亚第四大银行
集团），31% 的股份为 Ageas 所有（Ageas 是一家国际保险集团，其
足迹遍布 16 个国家，且拥有 190 多年的历史）。

关于Eti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