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生财务保障

永续传承

Esteem income 
保障计划



为您的家人提供终生财务保障。

确保您在退休时能获得充分的财务保障固然重要，但
更理想的情况是，即使您已不在，家人仍然能够继续
享受您所创造的成功果实。

借助 Esteem income 保障计划，您将能够确保自己拥
有充足的资金享受黄金岁月，并将财富代代相传。



充分的灵活性

您可以选择收取月收益，也可以透过德佳进行再投资 ，赚取非保证利率。

受保证的即时流动性

保单的退保价值至少为已付单期保费的 80%。

终生保障

只需支付单期保费，就能享有终生死亡保障。

支付期间
按所示，投资回报率 
为每年 4.25% 的 

情况下。

按所示，投资回报率 
为每年 3.00% 的 

情况下。

非保证的月收益

（每年占单期保费的百分比）受保证的 
月收益

（每年占单期保费的百
分比）

0.60%

0.80%

1.20% 

2.76%

0.60%

1.38%

第 13 至第 36 个保单月

第 37 个保单月起

储蓄型退休保障，且保证兑现

只需支付单期保费，即可满足您的储蓄和退休需求。无需任何体检。

可靠的终生收入

从第 13 个保单月末起 ¹，即可在每个保单月底获得一份持续终生的月收益（包含受保证和非保证

的金额）。

Esteem income 保障计划

1 如果非保证收益减少，身故利益 + 累积的每月收益可能会低于已付单期保费。

保障终生，永续传承



Esteem income 保障计划

稳定的终生收入来源 

  例子 1：

John（40 岁，非吸烟者），已婚并且打算生育子女。他希望确保自己拥有稳定的收

入来源，以便他的妻子和孩子可以在未来继续享有舒适的生活。他购买了 Esteem 
income 保单，并支付了 100 万新元的单期保费。从第 13 个保单月起，他将终生获

得月收益（包含受保证和非保证的金额）。John 在 85 岁时离世。他的子女与妻子

将收到一笔金额为 102 万新元 1 的赔偿。

1 上图所示金额，均依据假定年投资回报率为所示的 4.25% 时的红利率估算
得出。假定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为所示的 3.00%，那么 John 从第 13 个保单月到第 
36 个保单月（含）所获得的每月收益为 1,000 新元，从第 37 个保单月到他年满 
85 岁（含）时的每月收益为 1,817 新元。他所获得的每月收益的总金额为 939,600 
新元，而且他的家人所获得的其身故利益的总金额为 9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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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离世了。他的家人将 
收到一笔金额为 102 万新元
的死亡保障利益¹（受保证 
的金额：800,000 新元）作为
遗产。

• John（40 岁，非吸烟者）

• 购买 Esteem income 保单

• 支付 100 万新元的单期保费

85 岁

41 岁

获得的月收益 ¹ 总额：1,531,200  新元 
（受保证的金额：348,000 新元）

获得的总收益 ¹：  
2,551,200 新元（已付保费的 2.55 倍）

第 13 个保单月时： 
每月收益 ¹：1,500 新元

受保证的金额：500 新元

43 岁

第 37 个保单月时： 
每月收益 ¹：2,967 新元

受保证的金额：667 新元



1 上图所示金额，均依据假定年投资回报率为所示的 4.25% 时的红利率估算
得出。假定每年的投资回报率为所示的 3.00%，那么 Dylan 从第 13 个保单月到
第 36 个保单月（含）所获得的每月收益为 1,000 新元，从第 37 个保单月到他年
满 85 岁（含）时的每月收益为 1,817 新元。Dylan 所获得的每月收益的总金额为 
394,600 新元，而 Albert 所获得的每月收益的总金额为 1,395,200 新元，Albert 
的孩子所获得的其身故利益的总金额为 9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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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² 保单转让需经德佳批准。

上述参考例子仅供说明用途。 

  例子 2：

Dylan（35 岁，非吸烟者）购买了 Esteem income 保单，并以其 1 岁的儿子 Albert 
为受保人。他支付了 100 万新元的单期保费，并在第 13 个保单月时开始获得每月收

益，直至他的儿子年满 21 岁。之后，该保单将连同每月收益一起转让 ² 给 Albert。
按照这份保单计划，Albert 可以继续将这份遗产留给他的孩子（假设他在 85 岁时 

离世）。

 Dylan 获得固定的每月收益 1，直至他的儿子 Albert 年满 21 岁。 
 从 21 岁开始，Albert 将获得每月收益，直至他于 85 岁离世。

• Albert， 1 岁（Dylan 的儿子) 
• Esteem income 保单的受保人

Albert 在 85 岁时离世。 
Albert 的孩子将收到一笔 
金额为 102 万新元的死亡 
保障利益 ¹（受保证的金
额：800,000 新元）作为 
遗产。

第 37 个保单月时： 
每月收益 ¹：2,967 新元

受保证的金额：667 新元

38 岁

第 13 个保单月时： 
每月收益 ¹：1,500 新元

受保证的金额：500 新元

36 岁

Dylan（36 至 54 岁 [含]）所获得的每月收益 ¹ 
的总金额为：19 年共 641,200 新元 
（受保证的金额：148,000 新元）

• Dylan（35 岁，非吸烟者）

• 购买 Esteem income 保单

• 支付 100 万新元的单期保费

Albert 在 21 岁时

Dylan（55 岁）在 Albert 年满 21 岁时 
将保单转让 2 给 Albert。他将在 21 岁
至 84 岁（含）的 64 年间，获得总计 

2,278,400 新元的每月收益 1 

（受保证金额：512,000 新元）

Dylan 和 Albert 所获得的 
每月收益 1 的总金额为： 

2,278,400 新元 + 641,200 新元 
 = 2,919,600 新元 

（已付保费的 2.9 倍）

85 岁

Esteem income 保障计划

跨越三代人的财产规划



，

德佳是一家经特许的人寿和财产保险公司，自 1961 年在新加坡注册

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为客户提供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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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惠誉将我们的财务实力及稳

健的前景评级为 'A'。

德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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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拥有超过 190 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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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佳保险有限公司承保。

本手册仅作为一般参考。它未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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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19 日正确无误。

关于德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