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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简述了我们承担的医疗保险服

务。有关详情，包括我们承担以及不承担哪

些服务等，请结合本资料与《重要信息指南》 

（bupa.com.au/oshc-info ）进行查阅。

有关我们海外访客的医疗保险规定，请查阅： 

bupa.com.au。

Bupa医疗保险的宗旨是帮助我们的会员

享受更长寿，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

我们的着重点是为您的健康提供保障，

让您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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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的医疗保健制度
我们有超过65年的经验，深知新访客会对医疗保险感到困惑不解。故此我们的宗旨就

是提供最佳咨询，协助您找到合适自己所需的保险服务。  

在 YOUTUBE 网上浏览关于保柏医疗保险的录像：BUPA.COM.AU/ABOUTOSHC

我能获得Medicare的服务吗？
如果您正在申请学生签证，目前是学生身份或者正要延续学生签证，

则不可以获得Medicare的服务。*

私营医疗保健制度
私营医疗保健制度包含诸如Bupa医疗

保险公司等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它们与

Medicare共同向澳大利亚的人们提供医

疗保健服务。

什么是Medicare？
Medicare是澳大利亚的公共医疗保健制度，

所有公民和大部分永久居民都可以享受。这项

制度让人们享受免费或有补贴的某些医疗保健

服务。

*比利时学生可享受与澳大利亚签定的《互惠医疗保健协议》医疗保健服务。 
请查阅：immi.gov.au/students/health-insuran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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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制的紧急救护车服务 
我们负担由我们认可服务机构提供的所有紧急救

护车运送及现场救治的费用。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在您患病或发生事故时，帮助您支付医疗费用。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您

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须购买海外学生医疗保险。#你向移民及边境保护部递交签证申请时，

须出示已购买海外学生医疗保险的凭证。

什么是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OSHC)

方便

放心地选择您自己的医生， 

并可选择在何处何时看医生。

满足签证的要求

百分之百肯定满足澳大利亚 

政府对购买保险的要求。

保护您免受意外之灾

您在澳大利亚期间若发生意外， 

可获得医疗护理费用。

单身

只是您个人 

的保险。

夫妻

您和配偶的保险。

家庭* 
您、配偶以及在澳大利亚居住的18岁以下子

女的保险。

3种不同类型的保险

购买海外学生医疗保险的资格是，须持有学生签证、正在申请学生签证或者在申请学生签证续期的期间持有过渡签证。 # 挪威、瑞典或

比利时的学生不须购买海外学生医疗保险。请查阅： immi.gov.au/students/health-insurance.htm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不包含大

家庭成员如母亲、父亲、兄弟或者姨妈、姑妈等。如果这些家庭成员来澳大利亚探望您，我们可以提供海外访客保险。有关详情，请拨打

134 135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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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学生咨询专线电话

 ° 医疗及事故协助；

 ° 个人安全，毒品及酒的问题；

 ° 居屋及财产协助；

 ° 一般性税务及法律事务咨询。

会员独享

 ° 健身房会籍；

 ° 电影优惠券；

 ° 主题公园入门券。

浏览：bupa.com.au/memberexclusives

选择相关服务

 ° 医生和医院；

 ° 通过名称、类型甚至您的地点进行寻找。

浏览：bupa.com.au/find-a-provider

Bupa健康与安康

 ° 寻找可靠的健康信息；

 ° 跟踪和管理健康的目标；

 ° 大致了解您的健康状况，探索您的“真正”健

康年龄。

浏览：bupa.com.au/health

和专业保健人士谈一谈 为您奉献的盛惠

寻找医疗保健服务者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多种语言

帮助您享受更健康的生活

详情请浏览：BUPA.COM.AU/STUDENTS



4

在公立和私立医院接受医疗服务

在会员优先及加盟的医疗机构和公立医

院的住院治疗费、病房费、手术费，在大

部分情况下都有保险公司给付，解除后顾

之忧。

普通医生和专科医生

在医院内或医院外接受普通医生或专科

医生的治疗，保险公司可给付高达100%
的国民医疗保健福利计划（MBS）所定

的费用。

药物

在您缴付了药物福利计划（PBS）的规定

共付费* 之后，我们会对每一种特定的处

方药物承担最高额可达$50的药费。 

紧急救护

我们认可服务机构提供的无限制救护车

运送和现场救治的费用。

私人病房

当您在我们“会员优先”的医院住过夜，

会在可能情况下为您安排私人病房，否则

您可获得$50退款。#

 

住院服务
Medicare福利给付的临床所需住院治疗，包括：

 ° 购买保险后发生的事故

 ° 心脏专科或相关的医疗服务

（例如开胸手术或心脏血管搭桥手术）

 ° 与怀孕相关的医疗服务

（包括分娩）

 ° 妇科手术

 ° 阑尾炎

 ° 牙科手术

 ° 膝关节内窥镜手术及半月板切除手术

 ° 关节置换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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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生医疗保险

*单身保险，每年最高限额为 $300；夫妻或家庭保险，每年最高限额为 $600 。#有条件限制。有关详情请联系我们。



55

详情请浏览：BUPA.COM.AU/STUDENTS

不包括的服务

 ° 不获医疗服务咨询委员会批准的手术

 ° Medicare不承认的手术

 ° 整容手术（无临床之需，且Medicare不给付的手术）

 ° 非紧急救护车运送

 ° 人工受精以及协助生殖服务

 ° 实验性治疗

 ° 遣返回国

 ° 临终关怀护理服务

还有其它部分给付或完全不给付的服务。有关详情，请

在  bupa.com.au/oshc-info 查阅《重要信息指南》。

不要忘记有等待期的规定

2 个月的等待期

 ° 与精神疾病相关的过往病史

12 个月等待期

 ° 其他过往病史

 ° 与怀孕相关的服务（包括分娩）。
*

下述情况不采用等待期

 ° 购买我们的保险之后，因发生事故而需要的治疗

 ° 《重要信息指南》(见 bupa.com.au/oshc-info)
中紧急治疗部分所定的身体状况

*不适合于2011年7月1日之前加入海外学生医疗保险的成员。̂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及西澳大利亚州提供这些服务。 

~可能要求您向医生缴付海外学生医疗保险不给予报销的“医疗差额费”。

节省金钱的办法

“会员优先”服务机构

使用我们的“会员优先”及“加盟”的医院，有助

于减少缴付或完全不需缴付自负住院费用。

“会员优先”日间医疗设施

使用我们的“会员优先”日间医疗设施，不需缴付

住院或医疗的自費费用。̂

直接结算的医生

使用直接结算的医生提供的服务，由保柏医疗

保险公司支付您的诊疗费，减少或不需缴付自负

费用。~

若需了解保险公司承担或不承担哪些服务的详情，

请结合本资料及《重要信息指南》 

（bupa.com.au/oshc-info）进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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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保险

选择海外学生医疗保险不承保的

服务，例如牙科、物理治疗、整

脊治疗以及配镜服务，每天的保

险费低于$1。#

#本价格以新南威尔士州居住的单身人士购买我们的青 

铜级附加医疗保险，回扣额为0% 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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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的附加医疗保险

等候期

顶级 黄金级 白银级
自选级 

（选择四种服务）
青铜级

年度限额

普通牙科 2个月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700* $350

重大的牙科治疗 12个月 $1,200 $1,100 $1,000 $500* ✗

配镜服务 2个月 $280^ $240^ $200^ $180^ $150^

物理治疗 2个月 $900 $800 $700 $450*

 $350 

综合限制
脊椎推拿及整骨
治疗

2个月 $700 $600 $500 $350*

自然疗法 2个月 $500 $500 $400 $500*

其他服务 多达12个月 请查阅：bupa.com.au/visitors-facts

特定保险类别对某些服务设有附属限制条款、每项保险限制条款、终生限制条款。等待期结束后，给付限额以第一年最大限额为基准。 

*此金额逐年提高，直至第六年最高金额为止。̂若使用“会员优先”的配镜服务机构，适用较高的限额。

比较与选择您的附加医疗保险

附加医疗保险是海外学生医疗保险之外的额外保险，是帮助您维持健康的容易方

法。为便于比较，下面列出了我们的会员最常用的附加服务。有关我们的附加医疗

保险的详情，请查阅： bupa.com.au/visitors-facts。 



24小时学生咨询专线电话

若需咨询服务，请拨打我们的24小时学生咨询专线电话，我们会热忱为您
服务。我们可以用180种语言提供服务，对各种紧急情况、医疗或其他事项
提供协助，包括：

 ° 医疗及事故协助；

 ° 居屋与财产协助；

 ° 一般性税务及法律事务咨询；

 ° 个人安全，毒品及酒的问题；

 ° 对创伤的心理辅导。

若需致电，请勿犹豫。您的会员卡背面有我们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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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Bupa
myBupa是保柏医疗保险成员的“网上自

我服务区”，您可在此管理自己的海外学生

医疗保险。此外，如登记使用 myBupa，可
获得会员特惠，包括高达25%电影票优惠。

进行登记只需提供您的 

 ° 全名

 ° 出生年月

 ° 会员号码

 ° 邮政编码

登记之后可立即使用；每周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使用

 ° 网上递交报销资料

 ° 更新个人资料

 ° 办理会员卡

 ° 保险续期

 ° 查看有关您的保险的情况

 ° 查看报销的历史资料

查阅  
myBupa

加入BUPA医疗
保险十分容易 

1800 888 942

bupa.com.au/students

前往当地的Bupa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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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pa 医疗保险公司 
提供的全面服务

医疗保险
保健教练及服务项目
国际医疗保险
企业健康服务方案
视力产品与服务
牙科服务
老年护理
医疗服务
旅行、居屋、车辆保险
人寿保险
宠物保险

有关详情

1800 888 942 
(澳大利亚境内) 

+61 3 9937 4223 
(澳大利亚境外)

bupa.com.au/students

前往当地的 Bupa 服务中心

Bupa 
PO Box 14639 
MELBOURNE VIC 8001 

Bupa Australia Pty Ltd  
ABN 81 000 057 590

2015年4月1日开始生效 
10311-04-15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