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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计划以
          过上最好的生活
当我注意到我的先生持续咳嗽和感到
呼吸困难后，我敦促他接受新冠检测
。 幸运的是，他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他只不过是喉咙感染，服用一轮的
抗生素和其他药物便可消炎。
 
然而，他的病情并不见好转，反而变
本加厉。我见势不妙，想到我们拥有
HealthInsured 保单，便寻找海外专家
获取第二医疗意见。
 
当获知我的先生被诊断患有喉癌时，
我的内心晴天霹雳。专家建议先生
立即开始强化治疗，如果不是 Allianz
保险，我们可能无法支付先生的医疗
费用。



以您的需求
          为首的医疗保单
在无须担忧金钱的问题后，我得以全心
专注为先生安排最好的治疗。 我们很庆
幸签购了 HealthInsured ，这个保单包括
了癌症基因检测。接受检测后，医生建
议我先生用靶向药物治疗来补充他现有
的治疗方法来对抗癌症。
 

好处一览

经过几个月的综合治疗，我先生的病情
大有改善。在看到新的希望后，他找回
了以往那个快乐的自己，并为自己是一
名癌症幸存者而自豪。

享用无限医疗保障

获得更强大的安全感，无终身总限额与极高年度总限额 - 高达五百万令吉，以获得更多的
医疗保障。

在新常态下为您提供充分保护

从今以后，我们需要与新冠病毒共存，它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采取
防范措施来对抗这个疾病，避免发生令人不适的症状。 有了 HealthInsured，您可以在新
常态下任受保障，通过 200 及以上的保单计划获取新冠保障（第 3、4 及 5 阶段）。这个
保障能提供您适当的治疗，进而获得康复。

预先准备 防患未然

检测癌症风险并识别罕见癌症，协助您做出更明智的决定。通过基因检测能让您的医生为您
开出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同时显示出癌症的生长速度和扩散的可能性。

我们也扩大了癌症门诊治疗的保障范围，覆盖了靶向治疗、激素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先进疗法。

享有灵活性的医疗方案

除了零自付额计划1，您还可以灵活地选择 RM5,000、RM10,000 或 RM30,000 的自付额级别
，并拥有 60 岁退休选项2 然而计划 150 仅有每项伤残 RM300 的自付额。

附带自付额的保单可以在您的雇主提供的保障或现有的保险之外提供额外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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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医疗护理

享用 Allianz Care@Home 独一无二的服务，让您在家中接受病情条件允许的医疗协助与
护理。 有了这个可用的选项，万一您的病情升级，您能安心地让专业医疗人员监测您的
病情，而在需要入院就诊时能迅速办好入院手续。

1 零自付额计划只限于计划 200 及以上。

2 退休选项允许投保人可在受保人最接近生日年龄满 66 岁的保单周年时，转换现自付额计划成零自付额计划并无需进行核保
 和继续享有现自付额计划。退休选项必须在投保前确认，这选项只限于计划 200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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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不同专科信心之选

国际第二医疗意见 - 您可向国际专家征求第二医疗意见后才为自己做出最准确的医疗
决定。

及早保障未出生的宝宝直到长大

您可为您的宝宝诞生前准备一份保障，当宝宝在妈妈怀孕 13 周至 36 周期间购得一份直至
100 岁的保障。

风雨天仍为您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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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刻刻
         为您着想

案例2

根据测试，医生建议 Alex 接受免疫治疗。Alex 
对免疫疗法的知识不多，他担心会有副作用。 
为了消除心里的恐惧，他再次寻求 Allianz 的
帮助，安排他与一位国际专家联系，获取有关
治疗的第二意见。

国际第二
医疗意见

他感觉到身体异常及不舒适后决定去看医生，
医生诊断他患有癌症。 由于 HealthInsured 
覆盖基因测试，医生建议他进行基因测试以
确定最佳治疗方法。

广泛的
癌症保障

Alex 向来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所以他决定
签购 HealthInsured。

癌症治疗

案例1

Nurul 最近持续发烧，身体也感到疼痛，她决定
到医疗中心检查。 诊断结果显示，Nurul 患有
蚊症，医生建议立刻就医。

Nurul 记得她的 HealthInsured 保单附带 Allianz 
Care@Home 服务，于是她选择在家接受治疗，
因为考虑到 新冠疫情的风险，她不愿意去医院
接受治疗。有鉴于她的病情符合 Allianz 
Care@Home 的条件，她于是联系了 Allianz 的
指定提供商。随后，一个医疗专家团队派往她舒
适的家中，监测和治疗她的病情。 她在第 5 天就
完全康复了。与此同时，由于她签购了住院收入
福利，即便她在家禁闭了 5 天仍享有这项福利。

Allianz Care
@Home

万一 Nurul 的病情恶化而非到医院治疗不可，那
么为她提供在家中的主治专业医疗人员将召救护
车迅速把她送去医院。 入院费用将由她的医疗
卡支付。

医疗卡支付
治疗（如适
用）

在听取国际专家的意见后，Alex 安心地接受了
免疫治疗。HealthInsured 全面承担他的住院与
门诊癌症治疗费用。

安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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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得医疗照护

此保单，无论是否选择自付额，您都可使用全方位医疗卡办理入院和出院手续，免去繁琐的
文件记录过程。

医疗卡可用于遍布全国各地广泛指定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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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总限额

终身总限额 无限

自付额选项

A) 住院与手术利益

1

2 所需支付的费用,
只限于合理及惯例的开支*

所需支付的费用,
只限于合理及惯例的开支*

3

4

5

6

利益表

新冠保障

零自付额 (基本保单) ；或
每保单年 RM5,000, RM10,000 或 RM30,000

自付额并拥有 60 岁退休选项

住院及膳宿费用（每项伤
残最高期限为 150 天）

加护病房费用（每次加护
病房住宿最高期限为
150 天）

房客利益（每项伤残最高
期限为 150 天）

住院供应及服务费用

手术费

麻醉师费用

8

9

住院医生巡房费用（受限
于 1 天 2 次探访）

入院前检查诊断费用
（入院 前的 90 天）

10 入院前会诊费用（限于入
院前的 90 天 - 最多 2 次
普通医生及 1 次专科医
生会诊）

11 器官移植费用

12 出院后治疗费用（出院后
180 天内）

14 救护车费用

13 家护疗养费用（终身最高
期限为 180 天）

15 日间护理手术费用

16 医疗报告费用偿付

7 手术室费用

所需支付的费用,
高达 RM200 (每次住院治疗或每项伤残的门诊治疗) 。

所需支付的费用,
只限于合理及惯例的开支*

计划 150
(RM)

1,500,000

计划 200
(RM)

2,000,000

计划 300
(RM)

3,000,000

计划 500
(RM)

5,000,000

每项伤残
RM300

有无

150 200 300 500

75 100 150 250

计划类型

HEALTHINSUREDHEALTHINSURED

（第3，4 及 5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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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门诊治疗利益 D) 其它利益

E) 选择性利益

C) 癌症治疗利益

1 紧急意外门诊治疗及 30
天复诊治疗 (年度限额)

2 洗肾门诊治疗（包括会
诊、检验及带回家的处
方药物）

3 骨痛热症或肠热症门
诊治疗（包括会诊、
检验及带回家的处方
药物）

2 癌症基因检测（终生
限额）

1 癌症门诊治疗 (放射治疗、
化疗、靶向治疗、激素治
疗或免疫治疗，包括会诊
、检验及带回家的处方
药物)

1 第二医疗意见

2 整脊疗法，手足疗法，
顺势疗法，整骨疗法，
或针灸术偿付（出院
后 30 天内的门诊治疗
利益）

3 人工晶体

1 住院收入利益 （每日
住院利益）（每项伤残
最高期限为 30 天）

所需支付的费用, 只限于合理及惯例的开支*
 （限于每日 1 次会诊）

偿还可索赔费用, 只限于合理及惯例的开支*
（限于每年 RM2,000）

所需支付的费用, 只限于合理及惯例的开支*^

高达
1,500

高达
2,000

高达
3,000

高达
5,000

无
高达

10,000
高达

20,000
高达

40,000

所需支付的费用,
只限于合理及惯例的开支*

所需支付的费用,
只限于合理及惯例的开支*

每日限额
150 200 300 500

年度限额
1,500 2,000 3,000 5,000

75 100 150 300

* 合理及惯例的开支是依据 2006 年马来西亚私人保健设施和服务条例（私人医院和其它私人保健
 设施）。

^ 若有任何除了单焦点（无复曲面）镜片索赔，任何在这利益项目之前与之后的索赔终身限额将上
 限为 RM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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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

Allianz Care@Home
Allianz Care@Home 是由专业医疗人员提供的独家家庭监测服务，可为病情允许的疾病
提供医疗辅助。 作为马来西亚的首创，这项增值服务如今为我们的保单持有人提供了在
家中就医的便利！

万一患者在家中接受监护时病情升级，请您放心，我们委任的服务商将协助投保人入院
和安排救护车（如需）。

在 Allianz Care@Home 下，受保人有权在获得我们批准的情况下，根据住院和手术利益
以及住院收入利益（如有）索赔。

欲知此服务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allianz.com.my/careathome。

我们保留在提供 3 个月预先书面通知的情况下修改本服务条款与条件或终止本服务的
权力。

国际第二医疗意见
国际第二医疗意见是一项由第三方提供的增值服务，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专家协助受保人
做出医疗决定。一名指派医生将进行彻底的临床谈话、收集所有可用的医疗信息以及鉴别
顶尖的专家，以便提供独立的评估。

如有意使用这项服务，请联络我们作进一步安排。

我们保留在提供 3 个月预先书面通知的情况下修改本服务条款与细则或终止本服务的
权利。

计划 150
(RM)

计划 200
(RM)

计划 300
(RM)

计划 500
(RM)

每项伤残
RM300

零自付额(基本保单)；或
每保单年 RM5,000, RM10,000 或 RM30,000

自付额并拥有 60 岁退休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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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付额

承保

自付额都适用于所有的保险计划，并分为 3 个自付额级别（如下所示）。我们将偿付合格
总费用超出所选定自付额的差额，以利益表所列的年度总限额为准。

受保人可选择以下保单自付额级别：

保险费用

HealthInsured 和选择性利益的保险费用乃透过删减您保单投资户头里的单位来征收。所需
支付的保费主要胥视所选择的投保额及保险计划、自付额级别以及其它因素包括年龄、性
别、健康状况、职业分类等而定。HealthInsured 和选择性利益的保险费用将呈现在销售说
明书，您可以向您的代理员索取一份销售说明书以获取最新详情。

计划类型

自付额选项

最低 最高

胎儿 怀孕 13 周 怀孕 36 周

儿童 / 成人 15 天大 70 岁*

受保人投保年龄
限制（最近生日
年龄）

保障期限 保证续保直至 100 岁

* 选择 60 岁退休选项的受保人，最高投保年龄为 5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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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保条例

此附加保单及其选择性利益将不承保任何直接或间接、全部或部分由以下事项导致的利益：

1.    投保前已存在的疾病。

2.    在保障期的首一百二十 (120) 天内所出现的特定病症, 不管是否由意外造成。

3.    在等待期限内所发生的任何医学或生理症状, 唯意外致伤除外。

4.    有关整形 / 美容的手术及 / 或治疗、割包皮、眼睛检查、眼镜验光及屈光检察或 
 矫正近视的手术（放射状角膜切开术或激光矫视手术）以及使用或购买体外义肢 
 、体外装置或矫正设备， 如： 义肢、助听器、节律器及相关医药产品。

5.    牙科病况包括牙科治疗或口腔手术， 唯在保障期限内因意外而致伤健康完好牙  
 齿的情况除外。

6.    私人护理、静养或疗养护理、违禁药品、中毒、绝育、性病及其后遗症、爱滋
 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或 ARC（爱滋病相关综合症）和 HIV（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相关疾病。

7.    任何须依法隔离的传染病除了计划 200，300 和 500 的新冠第三，四和五阶段 
    （根据马来西亚卫生部指南）。

8.    先天性疾病或畸形，包括在受保人未满十七 (17) 岁已显现或确诊为遗传性疾病
 的任何治疗或外科手术。

9.    怀孕、 生产 (包括外科手术分娩)、流产、堕胎、 产前或产后疗养和手术、机械 
 性或化学性控制生育的避孕方试或有关不育症的治疗。勃起功能障碍以及与阳痿 
 或绝育有关的检查或治疗。

10. 有关住院主要目的是为了检查、进行诊断、X 光检查、一般体格或健康检查、受 
 保残障项目的非附带性治疗或诊断，或非医疗需要的任何治疗，以及由执业医生 
 进行的任何预防性治疗、预防性药物或检查，以及专为减轻或增加体重而进行的 
 治疗。

11. 神志正常或精神失常时自杀、企图自杀或蓄意自残。

12. 任何已宣布或未宣布的战争或战争行为、犯罪或恐怖分子活动、在任何武装部队
 服勤、直接参与罢工、暴动及民间骚动或叛乱。

13. 核裂变过程或任何核武器材料产生的任何核燃料或核废料引起的电离辐射或放射
 性污染。

14. 受保人捐赠任何身体器官时所产生的费用以及购买器官的费用，包括捐赠者在器官移植
 过程中和其并发症产生的所有费用。

15. 睡眠和打鼾障碍的检查与治疗，激素替换疗法和替代疗法 (整脊疗法，手足疗法，顺势
 疗法，整骨疗法，或针灸术偿付条款中指明的整脊疗法，手足疗法，顺势疗法，整骨
 疗法，或针灸术方法除外）如治疗、医疗服务或用品，包括但不限于指压按摩、脚部
 反射疗法、接骨术、草本治疗、按摩或香精疗法或其它替代疗法。

16. 无需付款的护理或治疗或在某种程度上由任何其它保险或受保人保障支付以及由雇员
 补偿保险契约承保因执行职务或专业职责而产生的残疾。

17. 精神病、心理病、心理或神经障碍 (包括神经症和其生理或身心失调表现)。

18. 非医药性质的服务费用 / 开支, 如电视、电话、电报服务、收音机或类似设施、住院用品
 以及其它不受保的非医药项目。

19. 因任何类型的竞赛 (竞走除外)、危险性运动, 例如但不限于高空跳伞、滑水、需使用呼吸
 装备的水底活动、冬季运动、专业运动及违法活动等所引起的疾病或受伤。

20. 私人飞行，除了持牌在既定航线载客的商业定期航空公司。

21. 变性所需费用。

22. 安全性和可靠性尚未获得国际科学界或马来西亚医学权威机构 (卫生部) 承认的实验性
 治疗。

此列表并不详尽。请参阅附属合约以获知本附加保单的完整条款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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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ge is intentionally left blank.
Muka surat ini sengaja dibiarkan kosong. 

此页是刻意留白的。

• 这份保单册子仅供说明用途，在此所提供的资料并不完整。欲知详情，请参阅产品披露
 说明书 (PDS) 及销售说明书 (SI)。您可向服务您的代理员获取有关产品披露说明书及销售
 明书。

• 续保的保险费用并无保证，日后将进行检讨。保险费用之调整，若有，将旨在反映我们的
 理赔经验、治疗费用、医疗通货膨胀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此列表并不详尽且在其它合理的
 情况下，保险费率也可加以修改。此类变更，若有，应适用于所有保单持有人，无论其保
 单期限和索赔经验如何。我们有权修改费率、利益、条款与细则，而您将会在保单周年前
 最少 3 个月获得有关修改的书面通知。

• 您应该确认此附加保单能满足您的需求，以及其保险费用是您负担得起的。自您收到此附
 属合约的日期起，您将有 15 天或国家银行所制定更长期限的免费阅览期来检讨此保单是
 否适合您本身的需求，若您选择于该段期间退还此附加保单，所退还的款项将是为本附加
 保单所扣除的保险费用，减去任何体检费用。

• 受保期内的有关保费 / 费用 / 收费将被征收 6% 的服务税（若有）。

重要事项

HEALTH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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