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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关于保险计划的详细信息，请查看: https://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liuxue-yiliao-baoxian/  
 
请保留此摘要作为保险计划的重要特征的简单描述。本⼩册⼦并⾮合同。本册⼦中提及的条款、保障条件已在计划中为你阐明。想了解详细
的计划描述、除外责任及不保事项及限制条款请查看详细保险条款。详细保险条款由劳合社 (Lloyds of London)承保，包含所有条款的完整描
述、条件及除外责任和不保事项。若本册⼦与保单内容有任何不符之处，请以保单为准。  
 
请注意: Student Secure保险计划不受美国PPACA（奥巴⻢医改）制约，也不提供其要求的保障。PPACA要求某些美国公⺠和美国居⺠购买
PPACA强制医疗保险，或者“Minimum essential coverage”。PPACA也要求特定的雇佣者为员⼯提供PPACA强制保险保障。如果没有按要求
做，则可能受到税务处罚。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的⼈群可能需要购买PPACA最低必要保障即使在PPACA要求中他们的保险计划⽆法提供所有
的保障项⽬。你可以联系你的律师或税务专家以决定你购买的保单是否需要符合PPACA要求。 

隐私声明 
我们尊重每个⼈的隐私，我们致⼒于保护⾮公开个⼈信息的保密性。除⾮获得您个⼈的同意或法律要求，否则我们不会泄露任何被保⼈或前
被保⼈的⾮公开的个⼈信息。我们拥有适当的实体的、电⼦的、程序保障措施以确保你的⾮公开信息。你可以拨打（877）758-4391致电我们
或者访问我们的官⽹ https://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 以获取关于隐私政策的详细信息。 

https://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liuxue-yiliao-baoxian/
https://cdn.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pdfs/isi/brochures/pdf/student-secure-doc-elite-select-budget-smart.pdf
https://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privacy-policy/


如何就医 
 
校园医疗治理 
校内医疗服务适⽤于⼤多数留学⽣，校内的
医疗中⼼通常会免费或以较低费⽤为学⽣提
供有限的服务。⽽其他就医服务，学⽣需要
先⾃⼰⽀付费⽤，之后再向保险公司提交索
赔单做理赔。更多详情可联系学校的医务
室 。 

⾮紧急治疗 
对于⾮紧急治疗的护理，你应该到CVS 
Miniclinic等免预约诊所（Walk-in 
Clinic）、紧急护理中⼼（Urgent Care 
center）或寻求当地医⽣治疗。免预约诊
所和紧急护理中⼼通常是寻求医疗治疗的
最好场所因为你⽆需预约可直接前往。 

⾮紧急情况下不应该什么事都去医院急诊
室就医（Emergency Room），除⾮真的
是紧急情况。 

紧急治疗 
医院急诊室是专为紧急医疗事故所设置。
如你需要紧急治疗服务。请前往距离最近
的医院急诊室或拨打紧急电话服务（美国
是911）⽴刻进⾏治疗。 

 

处⽅药 
美国的⻔诊处⽅药是由药房药店等地⽅提供
的，你需要先预付给药房后提交索赔。请保
留所有付款收据和处⽅标签的复印件，并将
其提交给保险公司理赔部⻔，同时附上填写
好的完整索赔表以供处理。  

医⽣/医院 
本计划使⽤⼀个UnitedHealthcare PPO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医疗⽹
络，⽹络⾥有合作的医⽣、医院和诊所等 

如果需要就医，建议你选择在医疗⽹络⾥
的医⽣、医院或诊所看病。虽然你允许选
择任何医疗机构，但是如果你使⽤PPO医
疗⽹络的医⽣、医院或诊所看病，可以少
付⼀些医疗费⽤，医疗机构也能与保险公
司直接结算来处理理赔。 

电⼦远程就诊 
你可以选择免费使⽤任何电⼦远程就诊服
务机构来获得医疗治理。就诊后先直接⽀
付给医疗机构，然后把所有的付款收据复
印件，把索赔提交给保险公司处理，理赔
将会按计划保单的保障条款和除外责任及
不保事项来报销。 

以下⼀些美国⽐较有名⽓的电⼦远程就诊
服务机构: 

• Teladoc 
• MeMD 
• MD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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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network/
https://www.teladoc.com
https://www.memd.net
https://mdlnext.mdlive.com/home


投保⽅式 
投保和如果需要填写学校保险waiver表都能在我们官⽹
上操作: 

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 
美国热线 (877) 758-4391 
直线 +1 (904) 758-4391 

StudentZone学⽣区 
⼀旦购买了Student Secure留学保险计划，你就可以在
线管理⾃⼰的保单。通过登陆Student Zone（学⽣
区），可以延⻓或续保计划，提交和跟进索赔，在线
寻找医疗⽹络⾥的医⽣/医院，下载您的保险ID卡和保
单确认信。 
学⽣区登陆⽹址: 
https://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
xuesheng-zone/world-trips/ 

取消或退保 
若在保单⽣效之前收到你书⾯通知需要取消，保险公
司将会全额取消并退还你的所有保费。 
但若在保单⽣效之后才收到你书⾯通知需要取消并且
你的保单是全额付款的话，保险公司会将会退还余下
未使⽤保险天数的保费加上25美元的取消费⽤。对于
全额付款的保单，⼀旦保单产⽣索赔则或保单⼀旦⽣
效超过60天则⽆法退还任何保费。 
若保单是以⽉供⽅式付款，⽽保险公司是在保单⽣效
之后才收到你书⾯通知需要取消，余下⽉份的保费将
会停⽌收取，也⽆需⽀付取消费⽤，但⽉供⽅式已付
的该⽉费⽤不能部分退款。 

保险ID Card 
⼀旦购买了Student Secure留学保险计划，您将会收到
⼀份保单确认⽂件和PDF格式的电⼦保险卡。请随时随
身携带这张ID卡。去学校的医疗中⼼，诊所，
UrgentCare，医院或药店就医或取药时都需要提供保
险ID卡给前台。 

已存在状况/疾病 
Student Secure留学保险计划的 Elite 和 Select 级别在
过了6个⽉的等待期之后可覆盖已存在状况/疾病，
Budget级别在过了12个⽉的等待期之后可覆盖已存在
状况/疾病，Smart级别不覆盖已存在状况/疾病。详情
可查看保障项⽬⻚⾯的详细条款和信息。 

合资格⼈⼠定义 
1. 被保⼈年龄必须为65岁以下; 及 

a) 在⼤学或学院就读的全职学⽣(不包括⽹上⼤学
或学院); 或 

b) 在31天内将要成为⼤学或学院的全职学⽣; 或 
c) 在初⾼中就读的19岁以下学⽣; 或 
d) 在教育机构每周授课或做研究⾄少30⼩时的全
职访问学者; 及 

2. 被保⼈必须在祖国以外的国家留学或从事教育活动;  
及 

3. 被保⼈不能拥有留学或教育活动当地的居留身份; 
及 

4. 到美国留学或从事教育活动被保⼈必须持有有效的
学⽣签证。有需要时可能要提供I-20或DS2019⽂件
的复印本。 

J1和F1签证者：在美国持有F1签证（包括美国OPT留
学⽣）或J1签证者可豁免全职学⽣/全职访问学者状态
规定。 但全职学⽣/全职访问学者状态规定仍对M1签
证或其他签证者有效。 

覆盖条款 
保险计划⽣效⽇期

保险覆盖在投保时填写的保险计划⽣效⽇期当⽇美国
东岸时间早上12:01时⽣效。 

保险计划终⽌⽇期

保险覆盖在投保时填写的保险计划终⽌⽇期当⽇美国
东岸时间晚上11:59时终⽌。 

保险最⻓可持有时限

每个保单年度内被保⼈最⻓可持有时限为364天，保险
可续保并持有的总年数为4年(总共4个保单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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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
https://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xuesheng-zone/world-trips/
https://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xuesheng-zone/world-trips/


理赔信息 
 
医疗⽹络内的索赔 
当你在美国并使⽤UnitedHealthcare医疗⽹络就医时，
医疗⽹络内的机构会直接以电⼦⽅式把你的理赔提交
给保险公司做直接结算。但你还需要遵循以下步骤来
处理和⽀付你的索赔： 

1. Student Zone（学⽣区）下载理赔表格。  

2. 事故/疾病的详细信息需填写在理赔表格内。每起新
的事故/疾病需完成⼀份新的理赔表格。 

3. 以电邮或邮寄的⽅式提交你的理赔给保险公司： 

	 WorldTrips 
	 Box No. 2005 
	 Farmington Hills, MI 48333-2005 	 	
	 service@worldtrips.com 

医疗⽹络外的索赔 
如果你是在美国的医疗⽹络外机构或在美国境外的医
疗机构就医，他们⼀般情况下⽆法与保险公司直接结
算。你需要按照以下步骤处理您的索赔和预先⾃付的
费⽤： 

1. Student Zone（学⽣区）下载理赔表格。 

2. 事故/疾病的详细信息需填写在理赔表格内。每起新
的事故/疾病需完成⼀份新的理赔表格。  

3. 附上你的帐单、医疗项⽬付款收据、检查项⽬付款
收据和处⽅药付款收据。 

4. 以电邮或邮寄的⽅式提交你的理赔给保险公司： 

	 WorldTrips 
	 Box No. 2005 
	 Farmington Hills, MI 48333-2005 	 	
	 service@worldtrips.com 

Explanation of Benefits(EOB) - 理赔解释信 
⼀旦提交所有详细信息后，你将收到⼀份保险公司发出的Explanation of Benefits(EOB) - 理赔解释信，详细说明保险
公司⽀付的⾦额及你需承担⽀付的部分。如果有你需承担⽀付的部分，你需要直接向你就诊的医疗机构⽀付这笔费

⽤（他们会给你发帐单）。  

如果您对索赔流程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ISI留学保险的客服团队寻求帮忙和协助： 

info@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  
热线 (877) 758-4391 
美国直线 +1 (904) 758-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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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项⽬ 
Smart Budget Select Elite

承保期内最⾼总保额 $200,000 $500,000 $600,000 $5,000,000

每宗受伤或疾病的最⾼
保额

$100,000 $250,000 $300,000 $500,000

每宗受伤或疾病免赔额 
PPO医疗机构⽹络内、学校
医疗中⼼或在美国以外的国
家就医 (除了医院急诊室)

$50 $45 $35 $25

每宗受伤或疾病免赔额 
所有其他地⽅就医 (除了医院
急诊室)

$100 $90 $70 $50

每次使⽤医院急诊室的
免赔额 
只适⽤于在美国境内使⽤急
诊室

$350 $350 $200 $100

共同保险赔付⽐例 
在美国境内并在医疗⽹
络"内"就医

在免赔额后，计
划承担80%的合
资格医疗费⽤直
⾄最⾼保额

在免赔额后，计划
承担⾸2.5万美元内
80%的合资格医疗
费⽤，之后承担
100%合资格医疗费
⽤直⾄最⾼保额

在免赔额后，计划
承担⾸5千美元内的
80%合资格医疗费
⽤，之后承担100%
合资格医疗费⽤直
⾄最⾼保额

在免赔额后，计划
承担100%合资格医
疗费⽤直⾄最⾼保
额

共同保险赔付⽐例 
在美国境内并在医疗⽹络”
外"就医

在免赔额后，计划承担通常、合理和惯例(URC)费⽤

共同保险赔付⽐例 
在美国境外就医

在免赔额后，计划承担100%合资格医疗费⽤直⾄最⾼保额

所有合资格医疗费⽤都涉及免赔额、共同保险赔付⽐例、最⾼保额和计划的承保期，
除⾮额外说明

住院病房与膳⻝费 半私⼈病房价格范围的费⽤，包括护理服务费

重症监护病房(ICU) 覆盖直⾄最⾼保额

6



当地救护⻋ 
只覆盖因每宗受伤、或是因
每宗疾病使⽤救护⻋并需要
住院治疗才能获得此理赔 
 
不涉及共同保险赔付⽐例

最⾼理赔300美
元

最⾼理赔500美元 最⾼理赔750美元 最⾼理赔750美元

⻔诊治疗 覆盖直⾄最⾼保额

⻔诊处⽅药 
不涉及免赔额或共同保险赔
付⽐例

理赔实际费⽤的
50%

理赔实际费⽤的
50%

理赔实际费⽤的
50%

学名药(generic)覆盖
100% 
专利药(brand)覆盖
50% 
特殊药品(Specialty 
Drugs): 不覆盖

如果投保时选择美国为⽬的地的话，你将会⾃动加⼊ VantageAmerica Drug Discount 
处⽅药优惠项⽬ — 项⽬的详情请到官⽹查看

疫苗保障 
不涉及免赔额或共同保险赔
付⽐例

不覆盖 不覆盖 不覆盖 最⾼覆盖150美元 
(请查看计划详细条款有
关覆盖的疫苗 - 不包括
HPV或流感疫苗)

运动和体育保障 
休闲、消遣、娱乐或健身类
型的

覆盖直⾄最⾼保额

⼼理健康  
⻔诊 
不包括在学校医疗中⼼的治
疗

每天最⾼保额50
美元，最⾼总保
额500美元

计划承保最多30次
⻔诊。 
本保障包括滥⽤药
物和酗酒

计划承保最多30次
⻔诊。 
本保障包括滥⽤药
物和酗酒

计划承保最多30次
⻔诊。 
本保障包括滥⽤药
物和酗酒

⼼理健康  
住院 
不包括在学校医疗中⼼的治
疗

最⾼覆盖5千美元 计划承保最多30天
住院。 
本保障包括滥⽤药
物和酗酒

计划承保最多30天
住院。 
本保障包括滥⽤药
物和酗酒

计划承保最多30天
住院。 
本保障包括滥⽤药
物和酗酒

怀孕⽣育保障 
只覆盖合资格的怀孕 - 在投
保⽣效⽇后在祖国以外国家
留学期间并在全职留学⽣/访
问学者状态下怀孕

不覆盖 最⾼覆盖5,000美元 最⾼覆盖10,000美
元

最⾼覆盖25,000美
元

新⽣⼉护理 
新⽣⼉的常规⽇常护理 
不涉及共同保险赔付⽐例

不覆盖 承保期理赔上限250
美元

承保期理赔上限750
美元

承保期理赔上限750
美元

终⽌妊娠的治疗 
不涉及共同保险赔付⽐例

承保期理赔上限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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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物理治疗与⻔诊脊
椎护理 
不涉及共同保险赔付⽐例

每天最⾼限额25
美元

每天最⾼限额50美
元

每天最⾼限额50美
元

每天最⾼限额75美
元

必须由医⽣提前要求，并且不包括在学校医疗中⼼的治疗

因意外事故的⽛科治疗 
不涉及共同保险赔付⽐例

每颗⽛⻮最⾼250美元 
承保期理赔上限为500美元

减少疼痛的⽛科治疗 
不涉及共同保险赔付⽐例

承保期理赔上限为100美元

已存在狀況/疾病 不覆盖 在12个⽉等待期后
才覆蓋合資格的已
存在狀況/疾病

在6个⽉等待期后才
覆蓋合資格的已存
在狀況/疾病

在6个⽉等待期后才
覆蓋合資格的已存
在狀況/疾病

已存在状况/疾病的急
性发作 
(不包括先天性或慢性的状况)

终身最⾼覆盖2.5万美元合资格的医疗费⽤

恐怖主义⾏为 
只覆盖医疗费⽤

不覆盖 承保期内最⾼保额
50,000美元

承保期内最⾼保额
50,000美元

承保期内最⾼保额
50,000美元

所有其他合资格医疗费
⽤

覆盖直⾄最⾼保额

紧急医疗运送 
不涉及免赔额、共同保险赔
付⽐例或最⾼保额

终身最⾼覆盖
50,000美元

终身最⾼覆盖
250,000美元

终身最⾼覆盖
300,000美元

终身最⾼覆盖
500,000美元

遗体运送回国 
不涉及免赔额、共同保险赔
付⽐例或最⾼保额

终身最⾼覆盖
25,000美元

终身最⾼覆盖
25,000美元

终身最⾼覆盖
50,000美元

终身最⾼覆盖
50,000美元

紧急家属团聚 
不涉及免赔额、共同保险赔
付⽐例或最⾼保额

终身最⾼保额 1
千美元，最多15
天的覆盖

终身最⾼保额 1千
美元，最多15天的
覆盖

终身最⾼保额 5千
美元，最多15天的
覆盖

终身最⾼保额 5千
美元，最多15天的
覆盖

意外死亡或残疾 
不涉及免赔额、共同保险赔
付⽐例或最⾼保额

不覆盖 不覆盖 终身最⾼赔偿⾦额 
— 25,000美元 
意外身故或丧失两
个以上肢体 — 
25,000美元 
丧失⼀个肢体 - 
12,500美元

终身最⾼赔偿⾦额 
— 25,000美元 
意外身故或丧失两
个以上肢体 — 
25,000美元 
丧失⼀个肢体 - 
12,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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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保险理赔项⽬表是保险计划详细理赔条款内容的综合版。 请阅读  Student Secure留学医疗保险计划详细条
款 中的全部保险理赔保障项⽬及除外责任。 

• 你将需要根据保险计划详细理赔条款⾥的内容承担超出保险计划理赔项⽬额度和保障的⾃付费⽤。 

个⼈责任 
不涉及免赔额、共同保险赔
付⽐例或最⾼保额

不覆盖 不覆盖 不覆盖 终身最⾼保额
250,000美元

选配附加险:

学校体育运动附加险 
院制、校际、校内或俱乐部/
社团的体育运动 
仅限于医疗费⽤

不覆盖 每宗疾病/受伤最⾼
保额3,000美元

每宗疾病/受伤最⾼
保额5,000美元

每宗疾病/受伤最⾼
保额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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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 
全球(包括美国)

⽉费价格(美元) 

全球(不包括美国)

⽉费价格(美元) 

 
学校体育运动附加险


• Smart - 不适⽤ 
• Budget - 每⽉保费加$10美元 
• Select - 每⽉保费加$20美元 
• Elite - 每⽉保费加$20美元 

如要查看每⽇费率或在线报价，请到我们官⽹： 
https://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liuxue-yiliao-baoxian/shenqing/  

Smart Budget Select Elite

18岁以下 $30 $48 $99 $193

18-24岁 $30 $48 $99 $193

25-30岁 $66 $97 $225 $397

31-40岁 $164 $230 $503 $856

41-50岁 $288 $449 $894 $1,512

51-64岁 $389 $604 $1,206 $2,028

Smart Budget Select Elite

18岁以下 $25 $43 $74 $135

18-24岁 $25 $43 $74 $135

25-30岁 $34 $52 $79 $136

31-40岁 $83 $113 $191 $320

41-50岁 $148 $312 $431 $718

51-64岁 $214 $424 $547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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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责任及不保事项 

以下情况、治疗(包括诊断、化验、检查)、服务、⽤品、⾏
为、疏忽、和/或活动所产⽣的费⽤都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 
1. ⽆论已知或未知的已存在状况/疾病，Select和Elite级别在
头6个⽉保障期内都不覆盖，Budget级别在头12个⽉保障
期内都不覆盖，Smart级别在整个保障期内都不覆盖， 除
⾮是因已存在状况/疾病的急性发作，紧急医疗救援，或
遗体遣送回国等直接所导致的费⽤，理赔上限以保险计
划详细条款内容为准。 

2. 先天性症病。 
3. 预防性或筛查⽬的以做的免疫接种、例⾏身体体检，或
其他化验室检查、拍X光⽚和诊断 - 除⾮是Elite级别所提
及的疫苗保障(不包括HPV或流感疫苗)。 

4. ⽛科治疗和颞下颌关节的诊断或治疗，除⾮是保险理赔
范围内的事故对原有⽛⻮缺失和损伤进⾏的紧急⽛科治
疗，或急性⽛痛发作所需的紧急治疗。 

5. 在学校健康中⼼接受精神与⼼理健康疾病的治疗。 
6. 在学校健康中⼼接受物理治疗。 
7. 脊椎按摩师治疗，除⾮医⽣预先证明已受保险保障的外
伤或疾病有医疗需要接受此治疗，⽽且不是在学校健康
中⼼接受此治疗。 

8. 常规产前保健、怀孕、⽣育、产后护理，新⽣⼉例⾏护
理服务。符合Budget, Select和Elite级别中怀孕定义（保
险⽣效⽇期开始后才怀孕）的被保⼈除外。 

9. 选择终⽌怀孕。 
10.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促进或防⽌怀孕：⼈⼯受精、治疗
不孕不育或阳萎、绝育或恢复绝育。 

11.任何性病，包括性传播疾病或状况。 
12. HIV、艾滋病(AIDS)或艾滋病前期综合征(ARC)，以及其他
因艾滋病⽽造成或/和与艾滋病有关的所有疾病。 

13.器官或组织移植或有关的服务。 
14.全部或部分因中毒或药物影响⽽引起的损伤，医⽣开出
的治疗药物和治疗药物滥⽤的药物除外。 

15.⾃愿使⽤任何药物、麻醉药品或受管制药物，医⽣所开
的处⽅药除外。 

16.发⽣违法事件或其过程中所产⽣的费⽤，包括但不限于
参与不法侵占或⾏为，但是⼩型交通违规除外。 

17.以纠正近视、远视或散光等为⽬的的眼科⼿术，如激光
矫视。 

18.矫正设备和医疗⽤具，包括眼镜、隐形眼镜、助听器、
听⼒植⼊物、屈光治疗、视觉疗法、任何与这些设备有
关的检查或调试、假⽛或⽛科器具和所有视觉和听觉测
试和检查。 

19.眼视轴矫正法和视觉训练。 

20.矫形鞋、⻣科处⽅中需要附在鞋上或放在鞋⾥的设备，
治疗弱、挤、平、不稳定或不平⾜、跖痛或姆囊炎和鸡
眼、⽼茧或脚趾甲的治疗。 

21.脱发包括假发、头发移植或促头发⽣⻓的任何药品，不
论是否医⽣开的药或嘱咐。 

22.痤疮(粉刺)、痣、⽪肤结节、⽪脂腺疾病、⽪脂溢、⽪脂
囊肿、增⽣性和萎缩性⽪肤、⾊素痣。 

23.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或其他睡眠障碍。 
24.语⾳、⾏业性、职业性、⽣物反馈、针灸、消遣、睡眠
或⾳乐疗法，全⼈医疗照护，或任何⾃然、按摩、运动
疗法。 

25.⼼理、智⼒、能⼒、⾏为和教育测试。 
26.主要以照顾⽼年⼈为⽬的所接受的监护治疗、教育、康
复护理，或任何医学治疗。从医院直接转送去接受康复
护理除外。 

27.以美容和审美⽬的，除⾮是在本保险理赔覆盖范围内的
⼿术后整形重建⼿术。 

28.改变身体外观以促进被保险⼈⼼理、精神上或情绪上幸
福感，包括但不限于变性⼿术。 

29.减肥治疗或⼿术治疗减肥，包括但不限于矫正⽛⻮和任
何类型的⼩肠旁路⼿术。 

30.健身项⽬，不管是否由医⽣规定或建议。 
31.因⾮医学性核辐射和／或核物质引起的疾病。 
32.当你的保险⽣效⽇之前，以下任何⼀个警告已发出并因
任何流⾏病、全球流⾏病、突发公共卫⽣事件、⾃然灾
害、或其他会影响个⼈健康的疾病暴发状况⽽导致的疾
病或受伤： 
a) 美国疾病控制中⼼(CDC)向你⽬的地国、地区或公共
承运运输⼯具发出三级或以上旅游警告；或 

b) 美国疾病控制中⼼(CDC)向全球或所有世界各国发出
三级或以上旅游警告。 
 
这不保事项和除外责任在以下时间有效 - 1) 以上的
任何警告在你保险⽣效⽇之前6个⽉已⽣效；或 2) 未
能在发出三级旅游警告的地区/国家后10天内离开。
这不保事项和除外责任不适⽤于因新冠COVID-19/
SARS-CoV-2所产⽣的费⽤。 

33.任何以调查、实验或科学研究为⽬的。 
34.⾮本保险理赔覆盖范围内的治疗或状况所引起的并发症
或者后续反应。 

35.被保⼈在承保期外所招致的费⽤。 
36.保险终⽌⽇期60天后才向保险公司递交索赔申请的理赔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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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超出本保险所定义的通常、习惯和合理费⽤（URC)范畴
的付费。 

38.在医学上并⾮必要的。 
39.并⾮医⽣命令或管理。 
40.由被保⼈亲属或家庭成员或任何⼀同居住的个⼈来实⾏
或提供。 

41.不需要被保⼈付费的任何服务。 
42.没有按预约赴诊。 
43.从祖国出境到⽬的地国家的⽬的是为了接受任何治疗。 
44.旅⾏或住宿费⽤，除了本保险理赔涵盖的当地救护⻋、
紧急医疗救援、遗体遣返和紧急家属团聚保障。 

45.从任何政府系统包括澳⼤利亚医保制度可以获得的医疗
福利。 

46.从劳⼯赔偿或雇主赔偿法，或其他任何保障或法律上可
以获得的医疗福利。 

47.战争、军事⾏动，身为值勤警员或值勤军队官兵。 
48.上述不包括的合资格费⽤。 

已存在状况/疾病 是指任何在保险⽣效⽇期前2年内的合理医
疗确定性的损伤、疾病、疼痛、病况，或其他体能上、医疗
上、⼼理上、精神上的状况、失调或慢性病；⽆论在保险⽣
效⽇前之前症状是否有表现、有症状的或已知的、诊断过
的、治疗过的或向我们披露过的，以及任何随后发⽣、慢性
的或反复出现的并发症或后果或由此造成的。

已存在状况/疾病急性发作 是指短时间内、发展迅速且需要
紧急护理的突然和意外爆发或复发。若已存在状况/疾病是慢
性的或先天性的，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恶化，这不属于已
存在状况/疾病急性发作。已存在状况/疾病急性发作并不包
括以下情况，当被保⼈在保险⽣效之⽇前（i）知道或合理预
⻅他/她可接受，（ii）知道他/她应该接受，（iii）已安排，或
（iv）被告知他/她必须或应该接受任何医疗护理、药物或治
疗的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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