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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一起享受
澳洲生活

澳洲的第三大 
醫療保險公司 
我們悉心照顧由本公司承保的150萬名會
員，我們的經驗和知識也可助你在澳洲期
間，看顧自己的健康。

全國 
醫生網絡 
如果你在我們HCF大型網絡中的醫生 
(全科醫生) 那裏看病，而你的保險又承保
醫生診症服務，便不需要支付看病的 
費用。

我們會幫助你節省支出
我們有龐大的私立醫院網絡，當你自己或
親人需要接受醫院治療
時，將有更多選擇及費用
較廉宜的選項。

涵蓋緊急情況下 
的救護車服務 
我們的所有醫療保險都
涵蓋在澳洲任何地方，
緊急召喚救護車，運送
至最靠近的醫院。

獲獎的符合簽證要求的
醫療保險
在澳洲最大的財務比較網站 Canstar 上，
我們連續兩年獲認可為優質超值的工作
簽證醫療保險， 我們會讓你輕易選擇適
合你的醫保。

＃1值得信賴
我們在2018年羅伊摩
根淨信任調查中，被選
為澳洲最值得信賴的
醫療保險公司。

24/7全年無休輔助熱線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需要找醫生或醫院，
又或是有些關於你健康的疑問，可以撥打
13 68 42，聯絡我們的24/7輔助熱線。我
們友善的專家可以說
不同的語言，並會隨時
協助你。

無論你從哪裡來和計劃逗留多久，我們相信你
會喜歡這裏。

我們明白當你去到一個新的國家，有很多關於
醫療保健的事情是你需要了解的。這就是為什
麼我們盡量讓你更容易了解，並讓你安心知道，
在澳洲期間你的健康會得到妥善照顧。讓你感
到格外受歡迎，也是我們顯示對你關懷的另一
種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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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擁有一流的醫療系統，HCF在這裏
幫助你了解如何使用它。澳洲的醫療系統
分為兩個層次：政府資助的「國民保健」
(Medicare) 和你購買醫保的私人醫療系
統。兩者共同致力為澳洲提供更優良的醫
療體驗。

有澳洲居民提供醫療照顧。它為居民提供免費
的公共醫院住院治療，並且也降低某一些在醫
院外進行的醫療服務的收費，如驗血和X光檢查
等。與澳洲有簽訂互惠醫療保健協議（RHCA）
的國家，它們的國民來澳時，也可享用「國民保
健」的照顧。
即使你符合互惠醫療保健協議的資格，也不妨
了解私人醫療保險是如何可以令你安枕無憂，
因為「國民保健」僅僅涵蓋必須的醫療保健服
務，並不包括私立醫院服務、緊急救護車、私立
牙科治療和物理治療等服務，這就是HCF私人醫
療保險可以爲你效力的地方。

互惠醫療保健協議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請在民政部網站上搜
索“RHCA”: humanservices.gov.au/medicare

私人醫保如何運作?
如果你來自一個沒有互惠醫療保健協議的國
家，購買私人醫療保險會是一個好主意，一旦你
在這裏需要治療或住院，收費可能非常昂貴。

承保哪些範圍?
私人醫療系統是由如HCF的私人醫療保險公
司、私立醫院和諸如牙醫及物理治療師等醫療服
務提供者組成。HCF海外訪客醫療保險可用於：
• 緊急救護車運送服務
• 住院治療
• 醫療服務
• 一系列額外服務如物理療法和牙科護理
你可申請索賠的治療和程序將取決於你選擇投
保的級別。
對許多訪客來說，私人醫療保險是申領簽證的
一項要求，所以，在你申請簽證之前，一定要仔
細檢查，確保你所選擇的是正確的醫保級別。 你
可上澳洲内政部網站查閱: homeaffairs.gov.au 

澳洲的 
醫療保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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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住院和門診的醫療服務， 
哪些是會承保的呢?

住院服務
如果你被送進醫院，無論是作為日間或過夜的
病人，都會被視作「住院病人」。你的海外訪客
醫療保險可能會承保你的住院、手術室、重症
監護、醫生費、政府批准的義肢和PBS藥物的費
用，只要它們是包括在你的保險級別內。
你的醫保所承保的住院服務類別，將視乎你所
選擇的保險級別，以及你是否從我們的網絡中
選擇醫院。如果你到我們網絡的私立醫院並使
用網絡中的醫生服務（包括參與的外科醫生和
麻醉師），你便不用支付或只需支付有限的額外
費用（如你需支付墊底費，此費用不能豁免）。但
是如果你看的醫生、所用的私立醫院或公立醫
院都不屬於我們的網絡內，你可能要付出大筆
額外的費用。所以，你最好事先致電我們的24/7
輔助熱線 13 68 42 (然後按2字），以確保你可支
付較少費用。

門診服務
如果你需要在醫院外接受治療或不需要住院，你
就是一名門診病人。最常見的門診服務包括：
• 看專科醫生或普通醫生
• 去醫院檢查和做X光檢查
• 到門診診所看病
• 急診部設施費
• 緊急救護車
你獲承保的門診服務類型將視乎你所選擇的醫
保級別，以及你是否選擇我們網絡中的醫院或
醫生。 請緊記必須首先致電我們 24/7 的輔助熱
線 13 68 42 (然後按2字），讓我們幫助你選擇合
適的醫保級別和節省支出。

HCF 海外訪客醫療保險（OVHC）是適
合持工作或訪客簽證，並會在澳洲居
住一段時間的人士購買的私人醫保。
有些簽證要求你在探訪澳洲期間，擁有私人醫
保。但即使沒有這項要求，購買海外訪客醫療保
險也是一個好主意，因爲當一旦有需要時，你便
可輕鬆地使用醫療保健服務，否則醫療費用可
能會非常昂貴。視乎你所選擇的HCF保險級別，
當你住院及需要其他醫療服務時，你獲承保的
服務可包括：
• 看醫生
• 驗血和X光檢查
• 牙科護理
• 眼鏡和隱形眼鏡
• 物理治療
所有HCF的海外訪客醫療保險（OVHC）都包括
緊急救護車服務。

何謂HCF網絡?
有份參與HCF網絡的醫院、醫生和專家，可以幫
助你在接受承保的治療和服務後，免於支付額
外的費用。

HCF 醫院網絡
我們與澳洲國內大多數私立醫院達成協議，你
可以在我們網絡中的私立醫院內，接受承保範
圍以內的治療或服務來減低費用（如你需支付
墊底費，此費用不能豁免）。
如果你接受我們網絡以外的私立醫院服務， 
或是公立醫院服務，你便可能要支付龐大的 
額外費用。請確保致電我們的 24/7 輔助熱線 
13 68 42 (然後按2字) 來選擇我們網絡中的醫
院，另外，在接受治療前，最好詢問醫院你可能
要支付哪些費用，那麼，你便能了解將要支付
多少錢。

HCF 醫生網絡
在澳洲，一名普通醫生（稱為全科醫生或GP）可
能是你在出現任何健康問題後第一位要看的醫
生，HCF擁有一個全國性的全科醫生網絡，若你
要找一名在你附近的醫生，請撥打我們的24/7
輔助熱線 13 68 42 (然後按2字)。
如果你的醫保包括醫生服務，而你看的是我們
網絡內的 GP，你的保險將為你支付高達 100％
的費用。如果你看的不是HCF網絡內的 GP，你
便可能要支付額外費用。至於看專科和非網絡
醫生，我們將視乎你購買的保險級別，最高可為
你提供至國民保健福利計劃（MBS）内所列出費
用的 100％。

為何 HCF 
適合你

24/7 隨時致電我們 
幫助你節省支出
你可輕易地在我們的網絡內找到醫
院或醫生，讓你節省支出。  請致電我
們24/7的輔助熱線，讓我們幫你連繫
到合適的醫療保健服務。
我們的專家團隊將幫你連繫到我們
網絡中所提供的服務，包括：
• 普通醫生（全科醫生）
• 下班後的全科醫生
• 專科醫生
• 私立醫院
• 急診部
•  與你討論病況及建議後續步驟*的

護士
• 個人支援，如稅務建議和法律服 

務^。

*醫療保健支援不適用於當生命受到威脅
或醫療緊急情況。 它不是診斷服務，不能
代替醫療專業人員的診症。

^會員將負責支付個人支援服務提供者所
收取的任何費用。

24/7 隨時致電我們的
輔助熱線 13 68 42
然後按2字

7



 承保範圍（包括的服務）
以私家病人身份在我們網絡中的私
立醫院或醫生看病。
注意：在公立或沒有參與我們網絡
的私家醫院中接受的任何治療，就
算所使用的服務或身體狀況都在你
的保險級別中列在承保範圍內，你
也只能取回最低的利益，並需要支
付額外的費用。視乎你的投保級別，
你也可能要對一些門診服務，支付
額外費用。

 不承保的範圍 
（不包括的服務）

等待期
等待期是你需要等待的時間，在等
待期滿前，你不能申請索償所承保
服務的費用。等待期是2-12個月，視
乎是哪一種治療和你的病或狀況是
否早已存在。

墊底費
墊底費（$0或$250）是你同意入院
作為日間住院或留院時所支付的
金額。

已有的病況
這是你在購買HCF OVHC或升級到
更高級別的醫保前的6個月內，已有
的病痛、疾病或狀況，就算你的病可
能還未得到診斷。
若想查看每個醫保級別的
承保範圍詳細列表，可瀏覽
hcfvisitorhealthcover.com，並下 
載產品摘要或OVHC基金規則。  
你也可親臨辦事處詢問，或致電 
13 68 42與我們聯絡。

工作簽證 
醫療保險

在我們網絡內的足病診療師接受的首次診療 
(僅限於最高附加級別）

通過我們網絡*進行驗眼所配的處方眼鏡和免費數碼
視網膜成像

通過我們網絡進行的牙科檢查

在精選的額外醫保服務上 
可獲賠100%
在最高和最高附加兩個級別，你可在我們網絡內的額外服務提供
者那裏獲賠100%，直至達到你的年度限額為止，包括：

如果你需要私人醫保來滿足簽證要求，請選擇以
下其中一項。

*不包括鏡片鍍膜和高折射率材料等附件

* 承保的醫院服務類別，將視乎你選擇的醫保級別而有所不同，請瀏覽hcfvisitorhealthcover.com，並下載產品摘要或
OVHC基金規則，以了解所承保的醫院服務。

^ 國民保健福利計劃（MBS）列出的費用，是國民保健對你的治療程序定下的標準費用。如果你的服務提供者收費高於MBS
所定的，你必須支付其差額。

＃ 最高達到每人每個日曆年的年度限額。HCF支付一定數額的利益， 
如果提供者收費超過你可從醫保拿回的利益，你將需要支付其差額。

在我們網絡內的脊椎指壓治療師和整骨師接受的首次診療 

特色 基本 中等 最高 最高附加

符合簽證要求

墊底費 $0 $0 $0或繳付 $250墊底費 
來降低保費

$0或繳付 $250墊底費 
來降低保費

住院服務*

你的醫療保險包括在我們的私立醫院網絡中的住院、手術室和義肢費用

在你的醫保中承保的服務生效後，與意外事故相關的治療

醫生和專科醫生的治療費用包括在你的醫保中 100% MBS^ 100% MBS^ 100% MBS^ 100% MBS^
門診服務
醫生和專科醫生的費用 100% MBS^ 100% MBS^ 100% MBS^

MBS 所涵蓋的診斷服務（例如驗血、掃描和X光檢查）^ 100% MBS^ 100% MBS^ 100% MBS^

緊急情況的救護車服務

急診部設施費 100％僅適用於住院 100％僅適用於住院 住院時100％，沒住院， 
則每次看病200元

住院時100％，沒住院， 
則每次看病200元

額外服務
運送返國 赔付上限 $50,000 最高$100,000 最高$100,000 最高$110,000

喪葬  赔付上限 $15,000 最高$15,000 最高$15,000 最高$20,000

額外服務＃

 #  #

更高的利益和年度上限牙科、視光、一些如物理治療和中醫藥的治療

齒科矯正術、營養師咨詢和足部醫療  #

在我們網絡內的物理治療師接受的首次診療
24/7 隨時致電我們的
輔助熱線 13 68 42
然後按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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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支付任何費用
只要是在我們網絡
的醫生那裏看病
當你到我們網絡中的醫生（GP）
那裏看病時，你將無需支付任何
費用。



特色 短期停留 必需 必需附加

符合簽證要求

墊底費 $250 $250 $250

適用於單身人士和夫婦

適用於家庭

對已有病況的承保 
（所包括的服務及相關的等待期結束後）
住院服務*
在我們的私家醫院網絡接受你的醫保中所包括的治療， 
期間的住院、手術室和義肢費用

在你的醫保中承保的服務生效後，與意外事故相關的治療

你的醫保中包括的醫生和專科醫生治療費用 100% MBS^ 100% MBS^ 100% MBS^

門診服務

醫生和專科醫生費用 100% MBS^ 100% MBS^ 100% MBS^

MBS所涵蓋的診斷服務（例如驗血、掃描和X光檢查）^ 100% MBS^ 100% MBS^ 100% MBS^

在緊急情況下的救護車服務

急診部設施費每次最高為$200

 承保範圍（包括的服務）
以私家病人身份在我們網絡中的私
立醫院或醫生看病。
注意：在公立或沒有參與我們網絡
的私家醫院中接受的任何治療，就
算所使用的服務或身體狀況都在你
的保險級別中列在承保範圍內，你
也只能取回最低的利益，並需要支
付額外的費用。視乎你的投保級別，
你也可能要對一些門診服務，支付
額外費用。

 不承保的範圍 
（不包括的服務）

等待期
等待期是你需要等待的時間，在等
待期滿前，你不能申請索償所承保
服務的費用。等待期是2-12個月，視
乎是哪一種治療和你的病或狀況是
否早已存在。

墊底費
墊底費（$250）是你同意入院作為
日間住院或留院時所支付的金額。

已有的病況
這是你在購買HCF OVHC或升級到
更高級別的醫保前的6個月內，已有
的病痛、疾病或狀況，就算你的病可
能還未得到診斷。
若想查看每個醫保級別的
承保範圍詳細列表，可瀏覽
hcfvisitorhealthcover.com，並下 
載產品摘要或OVHC基金規則。  
你也可親臨辦事處詢問，或致電 
13 68 42與我們聯絡。

即使你不需要私人醫保來取得簽證，有了保險就能讓
你安心地享受在澳洲渡過的時間，知道自己一旦生病
或受傷，也會有醫療保障。
如果你需要購買醫保作為簽證的其中一項條件，這些
醫保類別便不適合你。

訪客簽證
醫療保險 

* 承保的醫院服務類別將視乎你選擇的醫保級別而有所不同，請瀏覽hcfvisitorhealthcover.com ，並下載產品摘要或OVHC
基金規則，以了解有關承保的醫院服務。

24/7隨時致電我們 
在你看醫生或入院前
你可輕易地在我們的網絡內找到
醫院或醫生，助你節省支出。 請致
電我們24/7的輔助熱線，讓我們的
專家團隊幫你連繫到合適的醫療
保健服務。

24/7 隨時致電我們的
輔助熱線 13 68 42
然後按2字

無需支付任何費用
只要是在我們網絡
的醫生那裏看病
當你到我們網絡中的醫生（GP）
那裏看病時，你將無需支付任何
費用。

24/7 隨時致電我們的
輔助熱線 13 68 42
然後按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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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保健福利計劃（MBS）列出的費用，是國民保健對你的治療程序
制定的標準費用。如果你的服務提供者收費高於MBS所定的，你必須
支付其差額。



澳洲醫保基金有限公司 
ABN 68 000 026 746   AFSL 241 414
HCF House: 403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郵政地址: GPO Box 4242, Sydney NSW 2001

加入HCF
易如反掌！
1. 致電我們、上網或親臨辦事處以獲取報價。
2. 選擇所需的醫保級別。
3. 在你加入後，我們會發一封電郵歡迎你。如果你選擇了符合簽證要求的醫保，

它將包括你需要交予內政部的信件（如果你選擇了非符合簽證要求的醫保，
我們將不能發給你這封信）。

致電我們
13 68 42

瀏覽
hcfvisitorhealthcover.com

親臨
辦事處

HCF OVHC Brochure Traditional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