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今的社会里，我们鲜少遇到一份享有全面性的意外保单。
为了配合您对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让我们为您 
推荐一份以您个人所需而量身定制的意外保障。 
MyGuardian PA，一项全面性的意外保险计划。

我们为您量身打造的保障包括:

www.aig.my/myguardian-pa-agent



MyGuardian PA 是为您和您挚爱的家人对日益     
   增长的生活需求量身定制的全面性意外保险。

我们专业的保险代理员将为您提供一份适合 
以及全面性的意外保障计划。

请今天就联系我们亲切的保险代理员！

保障利益受惠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保障涵盖年龄至达100岁
这项保险为您、您的配偶和父母提供保障，涵盖年龄
至达100岁。

迎合您人生过程中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
在人生路程的不同阶段，如单身到步入婚姻及生儿育
女，我们都有适合您和您挚爱家人的最佳方案，让您
可以从容地面对各种不同人生阶段所需要的保障。

一次性的总额赔偿
我们大部分的保障是一次性总额赔偿。如若有因相同
事故而蒙受损失的其他保项也将同时支付赔偿。 
这使索赔程序更加简单。



因意外事故产生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因意外事故产生的医疗费用及意外住院津贴
赔偿因意外事故产生的医疗费用，若需住院可获每日现
金津贴/补助。

救护车费用
赔偿因意外事故导致所需的救护车费用。

传统医疗
赔偿因意外事故所需的传统中医或脊椎指压治疗的医疗
费用。

骨折
因意外事故导致的完全骨折或复合性骨折，可获得一次
性的总额赔偿。

手术现金津贴
因意外事故导致所需的手术费用，可获得一次性的总额
赔偿。

严重烧伤
因意外事故导致的严重烧伤，可获得一次性的总额赔偿。

牙齿修复及矫正手术
赔偿因意外事故导致需要修复牙齿，或进行牙齿整容矫
正手术以恢复外观的费用。



亲属慰问探访
若您因外出时发生了意外事故住院，在外地医院需要成
年家人的陪伴，您可以索赔家人所产生的旅费，住宿及
相关费用。

医疗疗程监管辅助服务
我们的医疗团队将为您提供在住院期间和出院后的 
24小时全天候医疗疗程监管辅助, 让您无忧无虑地 
专注康复休养。欢迎致电+603 - 2772 5655询问。

残疾援助装置费用
赔偿因意外事故出院后所需购买或租用的残疾援助装置
费用如轮椅、拐杖，或任何其他助行工具。

私人家庭护理津贴
若您因意外事故导致住院至少3天，将可获得在出院后
所需的私人家庭护理费用现金赔偿。

康复津贴
若您因意外事故而住院至少7天，在出院后可获得一次
性的休养康复津贴。

(i) 医生预约或住院安排
如医疗所需，我们将协助您安排与医疗供方的预约，或在有需要的
情况下安排您住院。

(ii) 医疗监护
我们将与您的主治医生协商，以确保您得到适当的医疗护理。

(iii) 私人家庭护理推荐
在医生建议下出院后，我们将提供一份与您临近的私人家庭护理推
荐清单。



意外事故后所提供的现金保障

更新续保红利
只要您持续更新保单并且未就意外死亡或永久性残废提
出索赔，我们将给予20%续保红利连续高达5年。此续
保红利只限予个人意外死亡和永久性残废的基本保额。

家庭日常开销支出保障
若您因意外事故导致住院治疗至少7天，我们将给予现
金赔偿以支援您的日常开销账单支出。

贷款保障
若您因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或永久性残废，我们将协助您
偿还您每月需偿还的贷款。

意外身故遗体遣返
若您在海外遭遇意外事故导致死亡，家人可向我们索赔
遗体运返回国的费用及丧葬费。

因暂时性残废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每周津贴
若您因意外事故导致受伤而暂时性无法工作，我们将给
予每周现金赔偿。此津贴只限予具备有薪工作的投保
人。

丧葬费用
若您因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您的家人可索赔一次丧葬 
费用。

意外死亡以及永久性残废
因意外事故导致的死亡或永久性残废，将可获得一次性
总额赔偿。



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事故导致死亡以及永久性残废
若您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例如：公共巴士、火车，或
其他包括电子召车在内) 时遭遇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或永
久性残废，我们将给予额外一次性总额赔偿。

个人责任保障
保障涵盖意外事件中您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或其财产损
失所担负的法律责任。

对日益关注的问题保障

指定传染疾病的保障涵盖范围

盗窃掠夺的伤害赔偿金
若您不幸的成为盗窃掠夺受害者，我们将给予一次性总
额赔偿。

(i) 因指定传染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
若您被诊断患有包括 COVID-19 在内的10种指定传染疾病 
(其中一项)，可获赔偿相关医疗费用。

(ii) 因指定传染疾病导致死亡的丧葬抚恤金
若您被诊断患有包括 COVID-19 在内的10种指定传染疾病而 
导致死亡，您的亲人将可获得一次性总额赔偿予以丧葬抚恤金。



家庭的保障

父母与子女经济援助金
若您遭遇意外事故，可为您的父母和子女在经济上得到 
援助。此项保障只限予具备有薪工作的投保人。
• 若您因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或永久性残废，我们将为您
   的子女 (最多3名子女) 提供一次性的总额援助赔偿金。
• 若您因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我们将为您的父母每人 
  (最多2位在世的父母亲) 提供一次性的总额援助赔偿金。

意外流产
因意外事故导致流产，您将可获得一次性总额赔偿。

不孕或不育
因意外事故导致的永久性不孕或不育 (包括性无能)， 
您将可获得一次性总额赔偿。



保障利益 赔偿限额 / 保额（RM）
选项1 选项2 选项3 选项4 选项5

意外死亡 1 100,000 300,000 500,000 800,000 1,000,000

永久性残废 2 100,000 300,000 500,000 800,000 1,000,000

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事故导致死亡以及永
久性残废 1 100,000 300,000 500,000 800,000 1,000,000

丧葬费用 5,000 5,000 8,000 10,000 12,000

意外身故遗体遣返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意外事故产生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3,000 5,000 8,000 10,000 12,000

牙齿修复及矫正手术 5,000 5,000 8,000 8,000 10,000

救护车费用 500 500 500 500 500

意外住院津贴
合计期限：长达180天 100 / 天 150 / 天 200 / 天 200 / 天 250 / 天

手术现金津贴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严重烧伤 3,000 5,000 7,000 8,000 10,000

残疾援助装置费用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康复津贴 500 500 500 500 500

医疗疗程监管辅助服务 包括在内 包括在内 包括在内 包括在内 包括在内

我们所提供保障涵盖范围
承保利益赔偿表 
任意选择一项符合您所需求的保额，并可选择所需额外的附加利益，以享受更完善的保障。

主要核心保障利益



保障利益 赔偿限额 / 保额（RM）
选项1 选项2 选项3 选项4 选项5

骨折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贷款保障 3,000 5,000 8,000 10,000 12,000

传统医疗
a) 每次求诊
b) 每个保障期

200
800

200
800

200
800

200
800

200
800

家庭日常开销支出保障 3

合计期限：长达3个月 1,000 / 月 1,000 / 月 1,000 / 月 2,000 / 月 2,000 / 月

私人家庭护理津贴
合计期限：长达60天

50 / 每次访问
高达30次访问

100 / 每次访问
高达30次访问

150 / 每次访问
高达30次访问

150 / 每次访问
高达30次访问

200 / 每次访问
高达30次访问

因暂时性残废而丧失劳动能力的
每周津贴 4

合计期限：连续长达52周
100 / 周 150 / 周 300 / 周 400 / 周 600 / 周

亲属慰问探访 
a) 马来西亚境内
b) 马来西亚境外
合计期限：长达10天

100 / 天
300 / 天

150 / 天
450 / 天

200 / 天
600 / 天

250 / 天
700 / 天

300 / 天
900 / 天

意外流产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不孕或不育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盗窃掠夺的伤害赔偿金 100 200 300 400 500

子女经济援助金 5

(每名子女，最多3名子女） 5,000 7,500 10,000 12,500 15,000

父母亲经济援助金 4

(每名父母亲）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个人责任保障 100,000 100,000 300,000 300,000 400,000

因指定传染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
等待期：保单生效日起30天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因指定传染疾病导致死亡的丧葬抚恤金
等待期：保单生效日起30天 10,000 30,000 50,000 50,000 50,000

附加保障利益

合计期限是根据个别利益赔偿表中所列的连续最长天数。

1 意外死亡不受保于父、母亲。而子女的赔偿限度为所选项的25%。
2 子女的赔偿限度为所选项的25%。
3 此利益不受保于子女。
4 此利益仅限于具备有薪工作的投保人和其配偶。
5 此利益仅限于投保人及其配偶。
 
注意事项：
1. 符合资格年龄介于18至75岁之间，并且可更新更新续保至达100岁。
2. 符合资格的子女年龄介于30天至19岁（或不超过25岁的全职学生)。
3. 只有在经济上依赖投保人的合法子女才受保障（在不具名基础上无论有多少子女)。
4. 当受保人在续保时达到76岁，赔偿额将仅限于保障总额的50%。
5. 选项5仅限于投保人。
6. 从事职业等级3之人士只能选择购买选项1或者选项2。
7. 所选附加保障利益必须跟随所选择的主要核心保障利益。
 
*不具名保单 - 在投保子女方面，您无需向我们提供子女的个人资料。但是，必须符合保单所须的条件。



保费列表
保费列表（RM / 年）

受保人
（年龄 18-75岁） 职业等级 1 & 2 职业等级 3

主要核心保障利益 选项1 选项2 选项3 选项4 选项5 选项1 选项2 

投保人 220 472 748 1,088 1,330 370 795

额外 - 配偶
(只限一人） 187 376 587 833 N/A 187 376

额外 - 子女 123 198 294 371 N/A 123 198

额外 - 父母
(每位父、母亲） 128 198 291 358 N/A 128 198

附加保障利益* - 保费最高可达 选项1 选项2 选项3 选项4 选项5 选项1 选项2 

投保人 96 110 136 166 189 157 180

额外 - 配偶
(只限一人） 96 110 136 166 N/A 157 180

额外 - 子女 63 71 82 87 N/A 63 71

额外 - 父母
(每位父、母亲） 76 85 97 118 N/A 76 85

上述保费列表不包括6%服务税及印花税。

*您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的附加保障利益，我们的保费将根据您所选的保障利益而有所不同。列表中所提供的保费是根据选择全部附加
保障利益的累计保费。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系我们亲切的保险代理员。

注明 - 此保单并不接受任何从事高风险行业或高危险性下工作的职业人士。有关这方面的详情，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其规定为
准。

职业等级分类如下：

职业等级 简要说明
职业等级 1

仅限在办公室或类似非危险场所从事执行，行政或文书工作的专业与职业人士。

职业等级 2
从事监督性质的职责，或为商业办公室以外范围工作的职业人, 并且确保没有接触危险及从事
任何体劳力工作。

职业等级 3
从事劳力工作人士，职责性质上可能涉及使用工具或轻型机械, 但不携带任何高危险性工作。



只需3个步骤， 
索赔程序很简单！

请在事故发生后立即通知我们

请准备依照索赔性质所需的 
相关文件

请在事故发生后90天之内提交 
所有索赔相关文件

1

2

3

请将您的索赔申请提交至 MYPAClaims@aig.com
需要更多相关资讯？请浏览以下链接，下载索赔表格及索赔程序所需

的相关文件一览表:
www.aig.my/claims/personal-claims/personal-accident-claims

如若需要，我们将与您联系以便提呈额外相关的索赔文件。



 1. 意外死亡

 2. 永久性残废

 3. 公共交通工具意外事故导致死亡以及永久性残废

 4. 丧葬费用

 5. 意外身故遗体遣返

 6. 意外事故产生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7. 牙齿修复及矫正手术

 1. 骨折

 2. 贷款保障

 3. 家庭日常开销支出保障

 4. 私人家庭护理津贴

 5. 因暂时性残废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每周津贴

 6. 传统医疗

 7. 亲属慰问探访

8. 意外流产

 8. 救护车费用

 9. 意外住院津贴

 10. 手术现金津贴

 11. 严重烧伤

 12. 残疾援助装置费用

 13. 康复津贴

 14. 医疗疗程监管辅助服务

 9. 不孕或不育

 10. 盗窃掠夺的伤害赔偿金

 11. 子女经济援助金

 12. 父母亲经济援助金

 13. 个人责任保障

 14. 因指定传染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 
仅限于马来西亚境内感染#

 15. 因指定传染疾病导致死亡的丧葬抚恤金 
仅限于马来西亚境内感染#

此外，您可以在额外附加保费情况下，选择以下的附加保障：

3.  我需要支付多少保费？
      所需支付的保费将根据您的职业等级 (工作性质) 分类，以及所选的类别、选项与附加保障有所不同。

类别 数额

支付保险代理员佣金 高达保费的25%*

印花税 每份保单RM10.00

服务税 6%

4.  我支付的保费包括哪些额外费用？

#附加利益14和15的等待期为30天。
注：有关利益详情，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其规定为准。
保障期限为一年。您需要每年更新续保。

*指定传染疾病医疗费用保障的代理员佣金为15%，其他保障的佣金则高达25%。

保险产品说明书
在您决定购买MyGuardian个人意外保单前，请先阅读此保险产品说明书, 务必详阅相关条款和条规。

产品：MyGuardian PA
发布日期：2021年12月

1.  这是关于什么产品？
     a)  
     b)  
     c)  
     d)  
2.  此产品提供什么样的利益/保障？
     此保单所提供的主要核心保障利益涵盖以下：

此产品将提供因个人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伤害、残疾或死亡保障。
此产品提供24小时全天候，全球性的个人意外保障。
您不但可以选择一项适合自己和/或包括您的配偶和/或子女的保障, 还可以选择此产品所提供的父母亲额外保障，以迎合您与家人的需求。
此产品提供5 种不同保障选项，以迎合您个人的保障需求。

5.  我应该留意哪些关键条款和条规?
     (a) 要求透露的责任： 
          (i) 您必须合理透露所有您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以及任何可能会影响风险状况的重要事实。并且确保将尽您所知的相关资料完整无误的透露。因为
 这些资料将构成了保单契约的基础。
          (ii)  在本公司向您发出保单、以及您更新或更改保单的任何条款之前，如先前提供的任何相关资料有所更改，您有责任通知本公司。如果您没有申 
 报任何相关的重要事实，这项保单将或被取消、或可被视为无效，投保人的任何索赔或被拒绝、或未能获得全额支付。
     (b) 保单申请资格:
          年龄
          (i) 成人的投保申请年龄资格为18至75岁（包括在内）
          (ii) 子女投保年龄资格为出生后30天至19岁之间，或是就读予高等教育学府的全职学生, 投保年龄不得超过25岁。
          (iii) 此保单投保人可续保至到100岁。
          注明：
          1. 子女的意外死亡和永久性残废保障赔额为所选项的25%。
          2. 当受保人在续保年龄届满76岁后，此保单所提供的各项保障赔额（不包括盗窃掠夺伤害保障）将减低至50%。
          职业
          此保单只适用于以下职业等级：
          (i)  职业等级1 - 仅限在办公室或类似非危险场所从事执行，行政或文书工作的专业与职业人士。
          (ii) 职业等级2 - 从事监督性质的职责，或为商业办公室以外范围工作的职业人, 并且确保没有接触危险及从事任何体劳力工作。
          (iii) 职业等级 3 - 从事劳力工作人士，职责性质上可能涉及使用工具或轻型机械, 但不携带任何高危险性工作。
          1.  从事职业等级3的人士，只可选择购买选项1或选项2。
          2.  此保单并不接受任何从事高风险行业或高危险性下工作的职业人士。有关这方面的详情，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其规定为准。 



     (c) 先付后保条规： 
           本公司必须在保费到期日或之前收到即将逾期的保费。在未收到保费期间发生的任何索赔将不获赔偿。
     (d) 索赔：
          (i)   在意外事故或疾病发生后30天之内以及合理可行的情况下，索赔人必须将索赔通知尽快地呈交给本公司。
          (ii)  在意外事故或疾病发生90之天内, 索赔人必须将所有要求的必要及合理的所有文件提呈到本公司。
          (iii) 若未能遵守上述（i），则可能导致投保人的任何索赔被拒绝、或未能获得全额支付。这主要原因是该延误可能导致本公司无法充分调查          
                索赔事故 。
          (iv) 若受保人是未成年儿童，所有的任何索赔程序将由受保人的父母取而待之，与本公司进行洽谈。
    (e) 保单数量: 
          每位受保人只限于购买一份本公司此个人意外同一保单。如果受保人持有一份保单以上，本公司将视受保人受保于最高赔偿额之保单，或者在
          持有相同的保单赔偿金额下，则以最先签发的保单为准。
    (f)  更新续保:
          如果您从不间断地更新续保这保单，并未曾提出过索赔，您将有资格获得额外每年20%的意外死亡和永久性残废额外保额连续高达5年。
          注明：
          1.  有关更新续保红利的详情，请参阅此产品保单契约用词中更新续保红利部分的条款和条件。
          2.  父母亲并不享有此项更新续保额外红利。
6.  我可以选择更改保单选项或承保范围吗?

您只能在续保时更改您的保单选项或承保范围。然而，受保人年龄75岁及以上的保单并不允许有任何更改。
7.  此保单主要不承保的范围是什么?

1. 投保前既存状况或由此引起的任何并发症，精神或神经紊乱，怀孕或分娩
2. 任何疾病，除了在承保“因指定传染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因指定传染疾病导致死亡的丧亲抚恤金赔偿”下的指定传染疾病以外
3. 自杀或企图自杀、任何犯罪或非法行为（包括交通违法）或受酒精或毒品影响
4. 任何参与职业运动的练习、训练，或比赛、以及任何存在高危险性的极限运动或活动
5. 任何空中活动，除了乘坐经载客许可商用飞机的付费乘客
6. 艾滋病毒和/或任何与艾滋病毒有关的疾病，包括艾滋病和/或任何类型的性病
7. 战争、入侵和叛乱

     注明：此列表并不详尽。有关本保单的完整不承保项目，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其规定为准。
8.  我可以提出取消保单或断保申请吗？

您可以提前30天向本公司以书面，或通过以下地址发送电子邮件提出断保申请，前提是该保单并不曾提出索赔。保单断保将在收到断保通知
当天或规定的日期（日期以早为准）生效。保单断保后，您有权根据短期保费等级获得保费退款。有关短期保费等级相关费率，请参阅保险
合同条款，并以其规定为准。

9.  如果我的个人联络资料有更改，我应该怎么办?
     如果您的个人联络资料有更改, 包括任何会影响风险的生活状况, 职业更改和个人需求等，请务必通知本公司，这是一项十分重要契约责任。
10. 我可以从哪里获得更进一步的资讯？
      如需其他有关个人意外保险的资讯，请亲临我们各大分行参阅所提供的个人意外保险资讯册子，或联系我们亲切的的保险代理员索取相关资料， 
      或浏览www.insuranceinfo.com.my.

若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络本公司：

AIG Malaysia Insurance Berhad,
Menara Worldwide,
198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号码 : 1800 88 8811
电邮地址   :  AIGMYCare@aig.com

重要事项:
我们建议您留意保单契约里面注明的死亡和伤残赔偿保障规
模。您必须提名一位提名人，并确保您提名的人了解您所购
买的个人意外保单。您应阅读和理解保单内容，并可联系本
公司以获取更多详情信息。

您应阅读并理解合同条款，如有不理解的条款，应在接受本
保单前与保险代理员或本公司进一步讨论详情。如对本保单
的条款及细则有任何疑问，投保人可联络本公司或保险代理
员获取更多详情。

在接受保单合同后，您将被视为本公司或保险代理员已向您
充分解释了合同的关键条款，并且所提供的保单合同符合您
的保险需求。

AIG Malaysia Insurance Berhad于《2013年金融服务法》
授权许可下持牌经营，并由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监管。

11. 我们所提供的其他类型个人意外保险
      详情请浏览本公司官网：www.aig.my



This product brochure is intended as a guide to coverage benefits only. The precise scope and breadth of 
policy coverage is subject to the specific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y wording.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AIG) is a leading global insurance organization. Building on 100 
years of experience, today AIG member companies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property casualty insurance, 
life insurance, retirement products, and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to customers in more than 80 countries and 
jurisdictions. These diverse offerings includ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help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protect their assets, manage risks and provide for retirement security. AIG common stock is listed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AIG can be found at www.aig.com and www.aig.my. These references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AIG have been provided as a conveni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on 
such websites is not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to this product brochure. 

AIG is the marketing name for the worldwide property-casualty, life and retirement, and general insurance 
operations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aig.com and www.aig.my. A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written or provided by subsidiaries or 
affiliates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Products or services may not be available in all countries, 
and coverage is subject to actual policy language. Non-insurance products and services may be provided 
by independent third parties. Certain property-casualty coverages may be provided by a surplus lines 
insurer. Surplus lines insurers do not generally participate in state guaranty funds, and insureds are therefore 
not protected by such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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