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已实现自己的理想，现在就保护它



我的资产是否
   能够抵抗通货
      膨胀？

    我要如何获取
  更高的保障以
保护我的家人？

我是否拥有能

最佳保障?
迎合一切生活所需的

万一我被诊断出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及

高胆固醇我该怎么办？

当我在国外
我是否享有最

佳的保障？

我的家人是否能
持续享有目前的
生活方式？



一项高保障投资联结计划,
GoProtect Platinum 是专为欲获取顶级保障
的人士而设。
它涵盖的保障包括：

投保年龄
(最接近的生日) 保单持有人

最低

最高

30 天

69  岁

18 岁

无年龄限制

受保人

•  死亡利益
    •  完全及永久残废利益
        •  额外意外死亡利益
              •  三高保障
                  •  忠诚奖励
                      •  Smart Protection

隆重推介

为了让梦想成真，您坚持不懈地努力。
正因为您怀有崇高的抱负，所以您需要的不仅仅

是一份普通的保险计划。

让我们悉心设计的精英计划守护您所建立的资产，
同时提供您值得拥有的高净值保障。

投保年龄



高保额保单可享有保险
费用的优惠率。

保险费用享有
大幅度折扣

全方位保障让您为美好的
未来做好充分准备

Smart
Protection
我们将会以每5年把
你的保额自动调高
5%，直到第10年。

死亡、额外意外死亡
与完全及永久残废
(TPD) 利益
在发生死亡或完全及永久残
废的情况下，您将会获取您
的保额或投资账户价值
(视何者为高) 为100%的一
次性支付以保护您的至爱。
一旦在乘搭电子召车服务的
交通工具时或身处国外时不
幸发生死亡事故，我们将会
支付高达4倍的死亡赔偿。

忠诚奖励
为了让您的投资免于通货
膨胀的影响，从保单的第
11年后直到期满，将会以
每2年获取3%额外保费分
配*奖励。
*根据常年基本保费

三高保障
一旦您被诊患上高胆固醇、
高血压或高血糖 (2型糖尿病)，
您将会获得高达RM20,000
的保障以协助抵消所需的医疗
费用。



最低投保额:
RM500,000

其他惠益

选择最佳的保障期限并在您开启人生下一页章前享有
全面的保障

当您的保单期满时，您可享
有届满利益。您的一次性支
付款额将按下一个估价日期
的单位价计算。

届满利益
您可在发生紧急状况时
随时动用您的基金，只要
所有基金的投资账户至少
拥有RM1,000即可。

部分提款

您可自行决定何时终止您的
保单并提取全部投资账户价
值，提取款额将按下一个估价
日期的单位价计算。

全额提款

您可在本公司所提供的投资联结基金之间进行部分或全数转换以掌
管您的投资选项，每项交易的最低数额为RM500。所分配的新基金单
位将会在收到转换要求后按下一个估价日期的每单位资产净值计算。

转换选项

您可按保费的最低与最高加额
数额选择一次性或定期加额
保费来提升您的账户价值。
96%的加额保费将会分配至
您的投资账户。

加额

您可依个人喜好选择20年，或直至
70岁、80岁或100岁的期限选项。

保费分配

投保年龄
(最接近的生日) 保障期限选项

0 - 50

51 - 60

61 - 69

长达20年

直至70岁

直至80岁

直至100岁

直至80岁

直至100岁

–

直至100岁

–

–

保费缴付期限：
5年、10年、20年或
完整保单期限

最高投保额：
视医疗和财务承保
要求而定



保费分配

保费年份

1

2

3

65%

65%

95%

85%

85%

100%

60%

60%

60%

4 95%100% 80%

5 100%100% 80%

6 100%- 80%

7年及以上 100%- 100%

按不同保费缴付期限的保费分配
(占常年保费的%)

5年 10年 20年及以上

收费标准

保险费用

每月服务费

基金管理费

基金转换费

加额费

部分/全额
提款收费

按届时的年龄、性别、
投保额及其他因素扣除

1% 至1.5%，视所选择的
投资联结基金而定

无收费

无收费

RM5.00 - RM6.00

部分/全额提款收费
(占提取金额的%)

保单年份

1 – 2 10%

3 – 4 5%

5年以上 0%

保费分配
(占加额保费的%)

已分配的保费 96%



重要备注
每份保单的Smart Protection最高投保增额为RM500,000。

完全及永久残废保障将于受保人满70岁的保单周年日期满。

此保单所须缴付的保费是您在任何时候都可负担的金额。在收到保单契约后，您将有15天的时间来检阅此计划
是否符合您的需求。若您在此期间取消保单并把保单契约退还给我们，本公司应把与投资账户价值相等的款额，
再加上任何从基金扣除的费用和未分配的保费款额(在扣除体检的医疗开销后)退还给您。

此小册子乃仅供参考的一般资料，而非保险契约。欲知更多规则与条款详情，请参考产品的披露声明、销售说明
及保单契约。

不断保保证 
您大可放心，您的保单在首三年内不会失效，只要：
a) 所有到期的保费在不会断保费截止日期的三十 (30)天内缴付；
b) 在这段期间没有从保单提取任何基金单位；
c) 没有做出会导致更高基金单位额被扣除的更改。

这是一个与投资资产表现挂钩的保险产品，而不是如单位信托般的纯投资产品。

若此小册子的英文、马来文及中文版内容存有差异，一概以英文版为准。

不受保情况
死亡利益
倘若发生以下情况将无法获得赔偿：
a) 受保人因触犯法律而被判死刑；或
b) 受保人因抵触或企图做出疏忽大意和/或非法和/或任何违反公共政策的行为而死亡。

完全及永久残废 (TPD) 利益
倘若完全及永久残废是直接或间接、完全或部分因以下任何情况造成将不会获得赔偿：
a) 在神志清醒或精神失常的情况下企图自杀或蓄意自残；或
b) 参与任何空中飞行活动，除非受保人是商业航空公司和持有客运服务执照的飞机并按定期商业航线飞行的
     付费乘客或机组人员；或
c) 受保人在保单生效日期或最后复保日期 (视何者为迟)前罹患或存有或诊断出疾病、病症或发生意外事故；或
d) 抵触或企图做出疏忽大意和/或非法和/或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

额外意外死亡利益、因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额外意外死亡利益及身处于马来西亚以外地区的额外意外死亡利益 
倘若意外死亡是直接或间接、完全或部分因以下任何情况造成将不会获得赔偿：
a) 袭击或谋杀；或 
b) 暴动、民事动乱、罢工或恐怖活动；或
c) 在神志清醒或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自残/自我伤害或企图置身于危险之中；或
d) 在神志清醒或精神失常的情况下企图自杀；或
e) 受保人受到酒精、麻醉品、药物 (无论是否由注册医生所开的药方)或毒药的影响，或因吸入气体或烟雾所致的
     意外；或
f)  原有的身体或精神上的缺陷；或
g) 参与任何危险性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拳击、滑雪、摔角、潜水、登山、速降、河流泛舟、激流泛舟；或
h) 受保人在每趟旅行中离开马来西亚超过九十(90)天。

三高保障
a) 先前已患有的疾病。
b) 倘若所获保障的任何一种健康状况已出现症状或在一百八十(180)天的等待期内已做出健康状况的诊断。

此不受保列表未尽详尽，请参阅保单契约以获知不受保情况的完整资料。



We Protect Dreams GibraltarBSN

Gibraltar BSN Life Berhad 199301022976 (277714-A)

Level 21, Mercu 2, KL Eco City,
No.3 Jalan Bangsar,
59200 Kuala Lumpur, Wilayah Persekutuan.

Customer Careline:
1-300-22-6262

www.gibraltarbsn.com

请洽询我们任何一个代理员或联络
我们的客服专线 1-300-22-6262

欲了解详情或
有任何疑问？

Gibraltar BSN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是马来西亚成长最快的寿险公司之一。

逾60年以来，本公司通过提供适合和马来西亚各阶层人士可负担的保障
方案，协助他们保护各自的梦想。

Gibraltar BSN 属于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Prudential Financial Inc.(PFI)*
，以及马来西亚历史悠久且财务强大的金融机构品牌 - Bank Simpanan 
National(BSN) 的合并公司。“Gibraltar”的名称和本公司的标志性标志 
-“Gibraltar巨岩”象征着PFI品牌逾140年的悠久历史和雄厚的财务背景。

作为马来西亚的社区保障冠军，Gibraltar BSN 拥有广泛且多元的分销网络，
该网络遍布全国9个地区、全国各地的代理和属于本公司策略伙伴 - Bank 
Simpanan National 的逾400家分行。关于我们如何协助您保护您的梦想的
更多资料，请浏 览本公司网站：www.gibraltarbsn.com。

*美国PFI与 Prudential plc 并没有任何附属关系。

关于Gibraltar BSN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