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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美好的人生

精心规划的未来

Esteem legacy



爱他，就尽力给他最好的。付出时间、给予陪伴、

并尽您所能给他舒适的享受。您甚至希望您的挚爱

能拥有世间一切的舒适，让他能继续享受充实美好

的生活。

确保能够按照您的意愿，公平、高效且毫无压力地

把财富分配给您的亲人，这一点同样重要。

Esteem legacy 是一份为您量身定制的单期保费终

生人寿保险，旨在帮助您坚守承诺。我们将帮助您

财富增值，让您为亲人保留一份恒久流传的财产，

同时还能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

传承财富不应 
难于积累财富。

Esteem legacy



Esteem legacy

保护您为所爱之人构筑的一切。

Esteem legacy 可以帮助增长和保留您的财产，并确保那些您最亲近的人

可以继续享受您为他们所营造的生活方式。

无忧无虑的一生。

只需支付单期保费即可享有死亡保障利益和绝症利益的终生保障。

保持您现有的生活方式。

您将享有受保证的死亡保障利益（GDB），在 85 岁保单周年之前为您

提供高达投保金额 383% 的高额保障。

实际的受保证的死亡保障利益的系数将因入保年齡而异

年齡 受保证的死亡保障利益的系数
（投保金额的百分比）

1 - 25 383
26 - 30 高达 356
31 - 45 高达 274

46 - 50 高达 247

51 - 56 高达 230

57 - 59 高达 208

60 高达 162

61 - 65 高达 137

66 - 70 高达 127

在 85 岁保单周年之前，死亡保障利益指的是受保证的死亡保障利益或投保金

额加上所有附加红利后两者间的较高者，减去您未支付给我们的金额。在 85 
岁保单周年当年或之后，死亡保障利益指的是投保金额加上所有附加红利，减

去您未支付给我们的金额。

从专业的财产规划中获益。



ePREMIER legacy IV

1保单持有人可以在第二个保单年后要求更改人寿保险的受保人。人寿保险的新受保人
能否被接受取决于新受保人的可保性以及是否满足公司相关条款和条件。

Esteem legacy

享有受保证的即时流动性。

您的保单在签发后将享有的现金价值是相当于您已支付的单期保费的 

80%。

灵活更改人寿保险的受保人。

享受更改人寿保险的受保人的自由。如果是公司持有保单，我们则允许

无限制地进行更改；如果是个人持有保单，则允许更改一次1。



Esteem legacyEsteem legacy

坚守您的承诺

Robin（60 岁，非吸烟者）正在规划舒适的退休生活，他已经存

有 220 万新元。持有 Esteem legacy 的情况下，他能够给他的

三个孩子各留下相同数额的遗产，并留出更多的钱来享受他的退

休生活。

上述参考例子仅供说明用途。 上述参考例子仅供说明用途。

确保永续经营和灵活性。

陈先生拥有成功的分销业务，并且希望无论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的变

化，都能确保业务顺利运行。他投资于 Esteem legacy，为 Steve 投保，他是贵

公司的重要员工，与贵公司的分销商建立了牢固的业务关系。

Robin，60 岁

120 万新元给他
的三个孩子。每
个孩子可以得到 

400,000 新元

100 万新元 
留作退休之用

没有 Esteem legacy 的情况下

他的三个子女将收到一
笔金额为 120 万新元
的受保证的死亡保障利

益。 

他为三个子女每人留下
了  400,000 新元的遗

产。Robin，60 岁

投入单期保费
644,820 新元，

购买  
Esteem legacy 

为退休生活预留
的金额增加到

1,555,180 新元 

持有 Esteem legacy 的情况下

陈先生
企业主

受保险的重要
员工 Steve，
死亡保额为
100 万新元

企业支付单期保
费257,150 新元，
投资于 Esteem 

legacy 保单

如果 Steve 决定离开公司，

如果 Steve 离世，100万新元的
死亡保障利益将用于支付任何潜
在的利润损失和聘请取代他职位
的合适人员需要的费用。

或者将保单赠予 
Steve，以感谢他

的辛勤工作

Steve，45 岁

重要员工

陈先生可以将受
保人改为 Ivan，
他取代了 Steve

1

2

他有 220 万新元 
的现金

他有 220 万新元 
的现金



关于 Eti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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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

年龄是指您的下次生日年龄。

文中例证是基于居住在一区的标准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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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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