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保险

健康保险
什么是健康保险？

身体健康是无价之宝。健康保险帮您支付医疗账
单，并更快地提供适合您的医疗服务。从孩子刚出
生即可投保，而且在出生后三个月内不需要核保。

为何需要健康保险？

新西兰的公共卫生体系和意外伤害赔偿局 (ACC) 为
人们的紧急医疗需求提供出色的支持。然而，许多
新西兰人的健康问题不是意外原因，或者可能因等
待时间过长而导致延误治疗，并且花费数千纽币。
健康保险令您不用为预期之外的医疗费用担忧，从
而专心接受合适的治疗，尽快康复。

友邦健康保险的主要保障

• 每年可申请理赔的手术费没有金额限制
• 包括$500,000纽币保额的综合癌症保障，涵盖
诊断、治疗和 康复的各阶段
• 提供最高$200,000纽币保额的大检查影像诊断
与检测
• 未来改进增强条款保障，是我们向投保人做出
的保证，以确保 保险与时俱进。我们未来对友
邦保险健康生活 (AIA Living) 的 产品做出的更
改将自动适用于您的保单，甚至为您在理赔时提
供更多权益。

友邦健康保险的产品选择
友邦私人健康保险
AIA Private Health

承担重大医疗费用，如诊断检查、癌症治疗和手术。
您可以
选择医疗机构。

友邦私人健康附加险
AIA Private Health Plus

这是私人健康保险可加选的升级保障，包括额外的专科问诊与检
查 选项、生殖健康保障和健康筛查津贴。

健康保险 概览

我们为您提供从诊断到治疗的一路陪伴。请查看下方内容，了解我们的健康保险能够给您的帮助。欲了解完整的保障
清单，请查阅 官网aia.co.nz上的保单条款

友邦私人健康保险
保障*
手术

癌症护理

住院治疗
和检查

最高限额

住院治疗费用，包括外科手术费

获得手术前后的支持服务，如问诊、物理治疗和处方药
家庭医生进行的小型外科手术

每保单每年$500,000

公立医院癌症治疗现金补贴

每保单每年$5,000

癌症治疗后续护理和支持

每保单每年$1,000

舒缓治疗和临时看护

每保单每年$1,500

住院治疗花费

每保单每年$500,000

主要检查影像诊断与检测

每保单每年$200,000

在新西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的等待时间超过六个月而选择海外治疗

支付在新西兰合理治疗费用
的100%

在新西兰无法提供所需的治疗而选择海外治疗

每保单每年$30,000

海外自愿治疗

支付在新西兰合理治疗费用
的75%

心理康复补贴

每保单每年$2,500

每天$200，
每保单每年最多$3,000

家长住宿补贴
其他支持
保障

每保单每年最多$2,000

产科护理津贴

每位子女$2,000

家长慰问补贴

每天$300，
每保单每年最多$3,000

公立医院现金补助

两年免费保险（保单）

去世保费豁免

友邦私人健康附加险
专科治疗与检查
生殖健康保障
健康筛查

每保单每年$3,000

治疗与疗程，涵盖新西兰药品管理机构 (Pharmac) 补贴范围内或非补贴
范围的癌症化疗药物花费
问诊、检查和影像诊断
乳房切除术后的乳房重建

在澳大利亚自愿治疗
海外治疗

无限额

您可以升级自己的友邦私人健康保险，以涵盖下方的额外保障。

注册从医人员或专科医生推荐的与治疗或手术无关的其他影像诊断和检查

每保单每年$100,000

怀孕、妊娠和不育津贴，包括不孕症诊断

每保单每年$1,500 (2年后)

额外的专科问诊

健康筛查津贴包括骨科检查、肠癌筛查、乳腺检查、心脏检查和皮肤癌筛查

每保单每年$10,000

每3年$500 (3年后)

*请注意以上内容仅用于说明目的。
这些保障可能有条件限制和不受保事项。
请阅读保单文件确保您了解完整的保障详情、条件限制和不受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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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财务上适合 您的投保方式
拥有确定性和选择权

当涉及到金钱，最好知道一切尽在您的掌
控。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因此我们
有多种选择，为您提供可负担的保险。您
选择的自付款越高，则保费越低。

右图显示您选择我们不同的自付款选项所能
享受的不同优惠。

普通治疗费用
成人

(17岁以上)

鼻窦手术
$6,500 - $33,500
治疗心律失常

(纠正心律问题)

$21,700 - $45,500
心脏瓣膜替换术
$57,500 - $82,900

乳房切除术（单侧）
(切除单乳)

$8,800 - $19,200

子宫内膜异位手术
$9,900 - $32,600

髋关节置换
$17,800 - $33,400

私人健康保险

自付款选择

累计优惠

$250

15%

$750

30%

零

0%

$500

24%

$1,000

40%

$2,000

55%

$4,000
私人健康附加险

70%

零

0%

$250

高达15%

子女

(0-16岁)

鼓膜置管术
$2,000 - $4,000
斜视

(纠正眼肌运动)

$5,800 - $7,400

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切除扁桃体和腺样体)

$4,300 - $6,600
胃镜检查

(咽喉和胃部的
内窥镜检查)

$1,400 - $2,700
疝气修补术
$4,900 - $7,100

数据来源：友邦健康保险理赔数据，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健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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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险健康程式 (AIA Vitality) 是我们推出的以
科学证明为支撑的个性化保健计划，帮助您选择
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过好每一天。它可以帮助您了
解当前的健康状况，提供改善健康状况的方法以
及多种激励措施，让您在人生旅程中保持积极向
上。任何符合条件的友邦保险保单涵盖的被保险
人均可获得友邦保险健康程式会员资格。

友邦保险客户购买符合条件的保单，可以根据
所付的保费获得Airpoints Dollars™。
aia.co.nz/airpoints

免责声明
0800 500 108
aia.co.nz
enquireNZ@aia.com
aia.co.nz/live-chat
AIA House
74 Taharoto Road,
Takapuna,
Auckland 0622
Private Bag 92499,
Victoria Street West,
Auckland 1142

其他须知：您是否能投保取决于您的投保申请是否被批准。
申请
因个人情况而异，您的保单可能受到特殊条款、不受保事项和附
加保费等条件限制。
此保险由AIA New Zealand Limited (新西
兰友邦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友邦保险”) 承保。
欲了解友邦保险
产品和险种的详情，请参阅友邦保险提供的保单文件。
本文件仅
为一般信息发布，不应作为专业咨询之用，且不一定符合个人具
体情况，在您做出投保决定前，建议您与专业的保险顾问洽谈。
我们的信息披露报告副本可免费索取。
本手册上的所有翻译仅
作为信息参考。
英文原版为权威官方版本。
All translations on this brochure are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is
the deﬁnitive and oﬃcial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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