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Health Cover

基础型工作访问者医疗保险
住院理赔

住院承保内容

如果您住院，只要是与包含在基础型工作访问者医疗保险内的手术相关的服务，nib将进行100%的赔付。
• 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和病房费用

• 手术费和医院内问诊费用

• 住院期间特定治疗需要的药物

• 医院过夜和当天白天住宿费用
• 获政府批准的假体装置

可能会有部分医疗服务超过较低理赔额，并产生自付费用。您应该向医疗服务提供机构索取财务知
情同意书，核实可能需要自付的费用。请参阅nib OVHC相关条款或致电1800 775 204获取更多信息。

承保项目示例
• 意外事故

• 膝盖和肩部手术

• 背部手术（如椎间盘突出）

• 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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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盖、髋部和肩部检查

• 眼部手术（如白内障、斜视、翼状胬肉）

• 阑尾切除

• 结肠镜检查和肠部手术

• 扁桃体和增殖体切除

• 耳朵置管

• 上消化道检查

• 疝气手术

• 此处未列出但Medicare认可的其它服务

• 肾结石和胆结石去除

较低理赔额

如果您入院后使用以下医疗服务，理赔额可能会降至相关州以及领地卫生当局规定并正式公布的额度，住院医
疗费用理赔标准降至澳大利亚Medicare医疗保险福利计划 (MBS) 费用 (称为较低理赔额)，从而可能产生较高的
自付费用。要了解您的自付费用，请致电1800 775 204。有关低额理赔的更多信息，请参阅nib OVHC相关条款。

• 肥胖／减肥手术

• 怀孕和生育相关服务

• 姑息治疗

• 精神病治疗

不承保项目

以下是本保险不予承保的服务清单：
• 辅助生殖服务

• 不孕不育检查

• 整容手术

•

• 门诊心理科服务

• 门诊精神科服务

• 骨髓和器官移植

有关不在保单承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和受限制的情况请参考nib OVHC相关条款。

标准等待期

• 12个月⸺除精神科、康复或姑息治疗服务
外的既往病症

• 12个月⸺怀孕和生育相关服务

Visit nib.com.au

• 不在Medicare承保范围内的医疗
服务

• 2个月⸺住院精神科、康复或姑息治疗服务
(无论是否为既往病症)
• 无等待期⸺救护车服务

1800 775 204 - Your Health Cover - 基础型工作访问者医疗保险

此保险由nib医疗保险有限公司ABN 83 000 124 381 (nib) 发布。nib是一家在澳大利亚注册的保险公司。本页信息于2020年6月1日更新，请与nib OVHC相关条款一并阅读。
相关规定和承保内容可能会不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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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免赔额

医院免赔额指的是在nib理赔之前您需要自己支付的医院相关费用。免赔额
越高，nib的保费越低。
只有在您或保单上其他被保人（21岁以下受抚养子女除外）去医院的情况
下才需支付免赔额。免赔额是针对每一个日历年的个人，并且是在住院之
前直接支付给医院。夫妻以及家庭任一日历年的免赔额额度不得高于所选
择的免赔额额度的两倍。

本保单的
免赔额:

无 500澳元
每日历年每人

请注意：如果您近期更换了医疗保险，针对既往病症您之前的免赔额额度
可能最多适用12个月。更多信息请查阅nib OVHC相关条款。

门诊理赔

您去看医生但未接受住院治疗，称为门诊服务。nib将赔付以下列出的属于MBS基础型工作访问者医疗保险项下
的服务。

承保项目

理赔额度

医生／全科医生问诊

等待期

无等待期

100% MBS

专科医生／外科医生问诊

无等待期

100% MBS

专科医疗（包括病理科和放射科）

无等待期

100% MBS
公布费率^

急救科

无等待期

100% 实际费用

出院后的后续门诊治疗

怀孕和生育相关的问诊和服务

无等待期

100% MBS

(不包括产前和产后服务)

如果您是医疗保险的新用户，或者您最
近升级了您的附加保险，则适用本等待
期规定。

12个月

^ 公布费率指所在州和领地卫生当局针对公立医院或私立医院某一特定医疗产品或特定治疗方案所规定的最低理赔额。

去医院之前可拨打电话 1800 775 204 了解治疗情况和费用，以及是否有自付费用。

其它理赔
承保项目

等待期

无等待期

救护车（医疗需要且由州或领地救护车服务机构提供）

医疗原因送返至原住国（由nib指定的医疗人员鉴定为医疗必须措施）

无等待期*

殡殓费（每人每保单限额20,000澳元）

*请注意，有关既往病症的任何理赔都有12个月的等待期。

附加理赔

附加理赔险针对的是每天都使用的服务。

承保项目

(100%赔付，最高为年度限额)

处方药（仅针对PBS列出的药物）

理赔年
度额度

每一个会员年每
人可申请理赔的
最高额度

500澳元

等待期

如果您是医疗保险的新用户，或者您
最近升级了您的附加保险，则适用本
等待期规定。

2个月

nib health funds limited (澳大利亚商务编号ABN83 000 124 381) 是一家根据澳大利亚私人健康保险法律注册在澳大利亚的私人健康保险公司 (“nib”)。本文中提及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包括基础型
工作访问者医疗保险产品）仅适用于在澳大利亚境内的人员。该等产品和服务不适用于在澳大利亚境外（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大陆）的人员。
nib health funds limited (ABN 83 000 124 381) is a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company registered in Australia according to Australian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nib”). The product and service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including Basic Visitor Cover) only apply to the people in the territory of Australia. They do not apply to the people who are not in Australia,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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