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重疾病 
 

产品告知单 

以下信息包含产品的主要功能，费用，利益和其他重要规则与条款，因此您可以在购买此计划之前做出

明智的决定。 
 

 
在您决定接受严重疾病保险计划之前，请先阅读此产品告知单。请务必同时阅读契约。 

 

类别 问自己的问题 我们的答案 

 

产品利益 

这个产品是关于什么的? 严重疾病保险计划是个年度可更新计划，它提供 45

种严重疾病保障。 

有什么利益? 如果您被诊断出患有 45 种严重疾病中的任何一种

（附注 A：45 种严重疾病名单）或进行手术，您的

保险金额将支付给您。 

保险期限是多长? 严重疾病保险将持续一年。它可每年更新直到您 100

岁。 

 

保费，感恩，费

用和收费 

我需支付多少保费? 保费是根据您的年龄，性别和职业计算的。您只需支

付您所需的，因此您的保费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

变。要了解什么是当前和未来的保费，请参阅： 

1. 附注 B: 保费率 

2. 附注 C: 保费金额 

备注：保费率是不受保证的。我们有权修改费率并提

前 30 天通知您。您应该满意及确保该计划将最能满

足您的需求，并且该保单下应支付的保费是您可以负

担的金额。 

什么是感恩? 您的 10% 的保费将形成感恩。这是您赞助超低收入

群体赞助保险的慈善礼物。 

我必须支付哪些费用？ 没有费用需要支付。 

  

保险限额 

我的保险何时开始? 从您购买此计划的那天起，您的保障需要等待固定的

天数才能开始： 

1. 癌症, 心脏病，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严重冠状动

脉疾病，和血管成形手术及其它有侵略性的冠状

动脉疾病治疗需要 6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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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严重疾病需要 30 天。 

有什么主要的不受保情形? 此计划不包括原已存在的症状，未满 17 岁即被诊断

的先天性缺陷或疾病，爱滋病，HIV，自我伤害造成

的严重疾病，和诊断为严重疾病后 30 天内死亡。 
备注：请参阅契约以获取完整的不受保情形。 

 

索赔 

我该如何索赔? 您可以按照我们 DearTime 应用程序中的分步指南

在指定医院发起索赔。在将批准的索赔金额存入您的

银行帐户之前，DearTime 将直接与指定医院联系。

您还可以通过 DearTime 应用程序自行提交索赔证

明。 

 

其他 

主要的规则与条款是什么? 1. 透露的重要性：您必须透露所有重要事实和正确

的信息。任何虚假透露均可能导致索赔被拒绝。 

2. 取消期限: 从契约日期起您有 15 天的时间取消保

险并获得全额退款。 

3. 政府税收:支付的保费需遵守马来西亚政府所规定

的现行税率。 

备注：请参阅契约以获取完整的规则与条款。 

我是否可以取消我的保险? 您可以随时取消您的保险。如您在取消期限后取消

它，那您的保障将在下一个保费到期日后失效且没任

何退款。 

如您没在宽限期内缴纳保费，那您的保障将自动失

效。 

若我的联络资料有所更改，

我应该怎么做？ 

在您的 DearTime 帐户保持及更新您的联系方式是

很重要的，这样您就会收到所有重要的通知。 

我可以从哪里获取更多的资

讯? 

1. 在线聊天: 在 DearTime 应用程序或网站 

2. 关于 DearTime: www.deartime.com 

 
DearTime Berhad (1309554-D) 
2-07-01, Level 7 Plaza Bukit Jalil, Jalan 
Persiaran Jalil 1, Bukit Jalil,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 8605 3511 

电子邮件: help@deartime.com 

您是否提供其他类似的计划 

? 

没有。 

 
 

重要备注:  

您应对最符合您的需求所选择的保单感到满意。请阅读及理解契约，并直接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信

息。 

 

此告知单中提供的信息在{current_date}有效。 

 

http://www.deartime.com/


 

DearTime 提供的所有人寿保险产品均由 DearTime 承保和生效。 DearTime 是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金融

科技监管沙盒的获准参与者，可以对 DearTime 的数字人寿保险业务模式进行测试。 沙盒测试期结束

后，DearTime 将需要根据 2013 年金融服务法获得执照才能继续开展其数字人寿保险业务。  



 

 

附注 A: 

45 种严重疾病名单 

备注(i): 对于第 5 项严重疾病, 应付索赔金额为保险金额的 10％或 RM25,000，以较低者为准。保险金

额将因第 5 项严重疾病的付款而减少。 

备注(ii): 请参阅合同中 45 种严重疾病的完整定义。 

 
  

1. 癌症 – 特定严重程度，不包括非常早期的癌

症 

2. 心脏病 – 特定严重程度 

3. 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4. 严重冠状动脉疾病 

5. 血管成形手术及其它有侵略性的冠状动脉疾

病治疗 

6. 中风 – 导致永久性神经功能缺损并持续存在

临床症状 

7. 心脏瓣膜手术 

8. 暴发性病毒肝炎 

9. 末期肝脏衰竭 

10. 原发性肺动脉循环血压过高 – 特定严重程度 

11. 末期肺病 

12. 肾衰竭 – 需要洗肾或肾脏移植 

13. 主动脉手术 

14. 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 – 导致永久性骨髓衰竭 

15. 主要器官 / 骨髓移植 

16. 失明 - 永久和不可逆 

17. 失聪 - 永久和不可逆 

18. 言语丧失 

19. 昏迷 – 导致永久性神经功能缺损并持续存在

临床症状 

20. 三度烧伤 – 特定严重程度 

21. 多发性硬化症 

22. 肢体瘫痪 
 

23. 肌肉营养障碍症 

24. 阿尔兹海默氏痴呆症 / 严重痴呆  

25. 运动神经之疾病 – 永久性神经功能缺损并

持续存在临床症状 

26. 帕金森氏症 – 导致永久无法进行日常生活

活动 

27. 末期疾病 

28. 脑炎 – 导致永久无法进行日常生活活动 

29. 良性脑肿瘤 – 特定严重程度 

30. 严重头部创伤 – 导致永久无法进行日常生

活活动 

31. 细菌脑膜炎 – 导致永久无法进行日常生活

活动 

32. 脑部手术 

33. 肾脊的囊肿病症 

34. 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 

35. 因输血而导致爱滋病病毒感染 

36. 心肌病 – 特定严重程度 

37. 临床全面发作的爱滋病 

38. 因职业关系而导致爱滋病病毒(HIV)感染 

39. 全身性红斑狼疮附带严重的肾脏并发症 

40. 阿帕氏综合症 

41. 脊髓灰质炎 

42. 进行性硬皮病 

43. 慢性复发性胰腺炎 

44. 象皮病 

45. 克雅二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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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B: 

<每月或每年>每 RM1,000 保障额的保费率 

年龄 保费率 

  

  

  

  

  

  

  

 

附注 C: 

<每月或每年>您支付的保费金额 

年龄 保费金额，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