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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HEALTH™

nib EASY HEALTH™个人医疗保险的赔付范围包括
私立医院的重要治疗和手术费用，以及很多与这
些治疗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费用。
EASY HEALTH™医疗险的一大优势就是三年之后，部分既往疾病也
会在保险赔付范围内。如果您有疾病史，并希望这些疾病今后在赔
付范围内，这一产品的优势就非常突出了。
EASY HEALTH™医疗险的申请快捷简易，申请时不用提供个人病史。
EASY HEALTH™医疗保险产品只能通过保险顾问购买。保险顾问对
EASY HEALTH™医疗险非常熟悉，他们会向您介绍其赔付范围以及
对您和家人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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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HEALTH™
医疗保险
EASY HEALTH™医疗保险赔付范畴既涵盖在私立医院治疗重疾的费用，也包含一系
列普通疾病的治疗费用。

为全家人提供保障
EASY HEALTH™医疗险保单可以包含您的伴侣、孩子、父母、孙子女以及祖父母，
保单生效之后也可以添加家庭成员，比如新生儿。您还可以单独给孩子或孙子女购
买EASY HEALTH™医疗保险。

能够满足每个人需要的保单
EASY HEALTH™医疗险的基础是基本险。基本险涵盖手术等昂贵医疗费用以及私立
医院的医疗和癌症治疗费用。
附加保险项可以在基本险的基础上增强保障。附加保险项涵盖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
灵活性和保障程度也更高。

既往病史
一般来讲，既往疾病指的就是以前罹患的疾病 (不管接受治疗与否)。很多有既往疾
病的人知道这是一种风险，因此希望保险范围能够涵盖这些疾病。EASY HEALTH™
医疗险的一大优势就是保单生效3年后某些既往疾病就能列在保险赔付范围内。不
过需要注意，有些既往疾病是永久排除在赔付范围之外的。关于既往疾病的详细介
绍在第5页。

保险申请和理赔
EASY HEALTH™医疗险的申请表很简短，填写方便，而且申请时不用提供个人病史。
在您申请预批或理赔时，nib希望了解您的情况是否与既往疾病有关。nib可能会询
问一些问题，比如何时发病、相关症状、之前的病情以及曾有过的相关疾病或症状。
如果您的状况与既往疾病有关，nib可能会拒绝您的预批或理赔申请。

保险开始生效
nib为您签发保险单时就表示您的保险开始生效了（可能会有适用的等待期）。或者
您可以选择六周内任意一天为保单生效日。

14天犹豫期
为了给予您时间考虑保单选择，nib提供14天犹豫期。这段时间内，如果保单不适合
您，可以取消，nib会退还已支付的保费，前提条件是没有任何已支付的理赔。

保费支付方式
nib提供多种不同的支付方式，如借记卡或信用卡，支付可以是周付、两周付、月付、
季度付、半年付或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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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疾病
保单生效满三年之后，nib EASY HEALTH™医疗险将包含某些既往疾病的治疗。但
是有些既往疾病永久排除在赔付范围之外。

什么是既往疾病？
在以下时间及以前出现的某种疾病征兆、症状、治疗或手术等：
• 保单开始生效，或
• 被保险人的保单开始生效，或
• 被保险人加入保单（以适用的为准），且
• 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知晓情况，或
• 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首次知道身体出现异常，或
• 保单持有人或被保险人做了体检或咨询过医疗意见，或
• 存在某种病症、征兆或症状，且通常情况下会针对该病症、征兆或症状寻求
医疗诊断、护理或治疗。
前三年内的赔付范围不包括哪些？
保单开始生效或加入保单的被保险人加入日期开始之后的三年内，与既往疾病有任何联
系的理赔都不会得到赔付。

哪些既往疾病是永久排除在赔付范围之外的？
永久排除在赔付范围之外的既往疾病包括：
• 心血管疾病
• 癌症
• 髋关节或膝盖问题
• 脊椎问题
• 移植手术
• 整形或修复手术
• 重疾附加保险项所涵盖的疾病
更多信息请向财务顾问咨询。

EASY HEALTH™

5

基本险
基本险涵盖私立医院重大手术和医疗（非手术）费用。值得注意的是，
基本险还包括与这些治疗相关的费用。此外，一些普通的小手术和非
手术治疗也在保险范围内。
部分包含在基本险保单赔付范围内的治疗包括：
• 癌症手术和治疗（如化疗、放疗和短程放疗）
• 心脏手术
• 妇科手术
• 脊椎和颈椎手术
• 眼睛手术（如白内障）
• 消化道手术
• 静脉曲张手术
• 皮肤瘤、囊肿等切除手术
• 髋关节和膝盖手术
• 鼻窦手术
• 智齿拔除（12个月等待期）
• 非手术住院（如静脉注射抗生素）

很多住院治疗的手术和医疗需要见专科医生、拍片、做检查、去私
立医院以及接受康复治疗。这些医疗服务和治疗费用都包含在EASY
HEALTH™医疗保险赔付范围内，前提是必须与手术治疗相关且在住院
前后 6 个月内进行。
基本险还包含其它的保障，这些医疗项目的单项收费虽然不高，但如
果您需要自己支付多项，就会非常昂贵。这些医疗项目包括：
• 无需住院的重大检查（如CT、核磁共振MRI和PET扫描）
• 家庭医生除痣以及专科医生切除皮肤瘤、囊肿等
• 患者以及其看护人员的出行费用和住宿费用
• 保单上的小孩患病住院时父母的住宿费用
• 救护车转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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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垫底费
如果想要减少保费的同时享受基本险的好处，保单上每个人还可以
选择一项垫底费并享受相关的保费折扣。垫底费与折扣适用于基本
险，并不适用于附加保险项。

垫底费赔付计算方式
如果垫底费是$500，则您将享受保险费75折。如果nib准予了$2,500
的理赔并且您是在nib首选医疗机构（参照下面）就医，nib则会向您
赔付$2,000。
EASY HEALTH™医疗保险的垫底费适用于每一项诊断检查或治疗。
但是，如果您需要住院治疗，对于住院前后六个月内同一病情相关
的理赔，您只需要支付一次垫底费。
保单周年日时可以更改垫底费（可能需满足特定条件）。

基本险垫底费选择以及相关的
保费折扣^

垫底费

折扣

无

0%

$250

5%

$500

25%

$1,000

35%

$2,000

45%

$4,000

55%

$6,000

60%

^ 折扣水平会时有变化。以上折扣适用于
单人保单，有多个被保险人的保单折扣可
能有所不同。以上折扣适用于单人保单的
保费总额。

nib首选医疗机构
如果购买易EASY HEALTH™基本险，您到nib首选医疗机构*就
诊可获得实际产生治疗费用100%的赔付（受保险额度和保单
条款限制，扣除适用的垫底费）。您也可以自己选择不在首选
范围内、受认可的医疗机构，nib会根据有效市场价格（EMP）为他
们提供的医疗服务进行赔付。这一支付将扣除适用的垫底费，
最高可至该项保险赔付额度。不过，如果该医疗机构收取的费
用高于有效市场价格，您需要自行支付差额。
* 更多有关nib首选医疗机构网络的信息请参考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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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保险项
增强保障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添加不同的附加保险项，从而让保单更符合个人需求。

非政府补贴药物加强保险项
效果更好的新药每天都会诞生，但有些药物价
格昂贵，有些没有政府补贴（PHARMAC），
导致很多需要治疗的患者用不起药。
非政府补贴药物加强保险项不仅涵盖基本险赔
付范围内由Medsafe（新西兰药物和医学设备
安全局）批准的非政府补贴化疗药物，还包括
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Easy Health基本险理赔
通过之后，非政府补贴药物加强险可确保能使
用更多的药物。
加强险保障期包括住院期间以及在家治疗2六个
月内。给药造成的花费也在保险赔付范围内。
赔付额度有以下几种：$20,000, $50,000,
$100,000, $200,000, $300,000。

重症经济支持保险项
为减轻一些重大疾病治疗带来的经济压力，此
保险项的保金会一次性支付。这笔钱的用途可
随您所愿；比如购买出院后的昂贵用药；复建
开销；偿还房贷或者旅行度假修养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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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可获得$20,000或$50,000的赔付。该保
险项涵盖17种重大疾病*，如中风、致命癌症和
严重心脏病等。
该保险项下的理赔无需支付垫底费。
* 有一些保险范围内的重大疾病有90天的等待期。在该保险项下，若
在投保后最初的90天内发病（包括征兆和症状），
或是复发，该疾病则不在保险范围内。

关爱健康保险项
该保险项鼓励您主动关爱自己的健康，比如对
遗传疾病进行监测，或日常体检。
该保险项包含各类健康筛查，如乳腺检查、前
列腺检查、心脏检查和痣检查、过敏测试、疫
苗注射、健身房会员费、减肥管理、戒烟项目
和日常体检等。
不论投保人的年龄、性别或吸烟与否，该保险
项的费用都是同样的价格。每年您可以获得高
达$1,400*的保险赔付。
最高可获得保险额度80%的赔付。等待期为6个
月。申请该保险项下的理赔无需支付垫底费。
* 受条件限制

EASY HEALTH™医疗保险的险种、特征和额度概要

每一个被保险人每个保单年都有最高保险赔付金额限制，特殊规定的情况除外。有垫底费的赔付项在赔付时将扣除垫底费。

险种

保险范围

医院手术

私立医院手术费用赔付最高可达$300,000——包含其它适用保险项下的任何相关费用（见下面*）

医院治疗

私立医院治疗费用赔付最高可达$200,000——包含其它适用保险项下的任何相关费用（见下面*）

癌症治疗*

包含癌症手术和治疗费用赔付

非政府补贴的癌症治疗*

非政府补贴的化疗药赔付最高可达$20,000

乳房切除术后的对称治疗*

单边乳房再造及／或切除之后乳房缩小术的费用

癌症治疗后的随访检查*

接受癌症治疗之后5年内的随访检查可获赔付达$3,000

重要诊断检查*

不管是否住院治疗接受的重要诊断检查如CT、核磁共振、PET扫描、结肠镜检查、胃镜检查

住院相关的诊断检查*

住院前后6个月的诊断检查费用

专科医生问诊*

住院前后6个月注册专科医生或专业家庭医生问诊的费用

出行和住宿*

每一次住院被保险人及照顾人的出行和住宿费用赔付最高可达$8,000

父母住宿*

如果孩子住院，父母的住宿费用赔付最高可达$3,000

救护车转移*

从一家私立医院转到另一家私立医院的道路救护车费用

住家护理*

出院后高达$6,000元的住家护理费用

理疗*

出院后最多$750的理疗费用

治疗护理*

出院后的整骨治疗、脊椎治疗、言语和职业治疗以及营养医师问诊费用赔付最高达$250

海外医疗

当某种治疗在新西兰没有资源且卫生部不予以资助时，每一次出国治疗费用赔付可达$20,000

澳大利亚境内保险*

在澳大利亚产生的治疗费用最高可获得100%的有效市场价格赔付

足部手术

足部手术赔付高达$6,000，包括术前术后各一次问诊以及相关的X光拍片

产科治疗

每一次怀孕接受产科治疗的费用赔付最高达$2,000

公立医院治疗现金赔付

在公立医院连续住院三晚及以上，最多可获得$3,000的现金赔付

眼球玻璃体腔内注射

眼球玻璃体腔内注射最高可获$3,000赔付

皮肤瘤、囊肿等专科切除手术

专科医生皮肤瘤、囊肿等切除手术赔付最高达$6,000

家庭医生小型手术

家庭医生小型手术赔付最高可达$1,500

医疗事故

因医疗事故造成的死亡一次性赔付$30,000

ACC差额赔付*

实际治疗费用如果和ACC的赔款有差额，可获得赔付

葬礼费用

被保险人在16至64岁之间死亡，一次性赔付$5,000——无需支付垫底费

保费豁免

如保单持有人70岁之前逝世，可最多豁免两年保费

忠实客户福利——保险暂停

失业时保单可暂停最长6个月；或在新西兰境外旅游时保单可暂停最长 24个月

忠实客户福利——绝育手术

持续投保2年之后每次绝育手术可最多获得赔付$1,000——无需支付垫底费

忠实客户福利——体检津贴

持续投保3年之后成年人每3年进行一次家庭医生体检可获得最高$100赔付

* 该保险项下任何费用都在医院手术保险金或医院治疗保险金（任一项）最高额度内。注：这一总结并非保单文件。

关爱健康保险项

重大疾病经济支持保险项

非政府补贴药
物加强保险项

附加保险项

投保人无需对附加保险项支付任何垫底费。

保单选择

赔付额选项：$20,000, $50,000, $100,000, $200,000, $300,000

非政府补贴药物

Medsafe批准的非政府补贴药物的额外险不仅包括癌症药物，可在获批的私立医院或家中2使用，
需满足Medsafe使用指南

保单选择

赔付包括：$20,000 或 $50,000

保险范围内的重大疾病

下面列出的17种重大疾病可获得一次性赔付——完整定义请参考保单文件：

健康检查

心脏和循环

器官

功能丧失／神经科

• 主动脉手术1
• 冠状动脉旁路搭桥手术1
• 心脏瓣膜手术1
• 重大心脏病发作1 (心肌梗死)

• 慢性肝功能衰竭
• 慢性肺功能衰竭
• 慢性肾功能衰竭
• 主要器官移植1
• 肺切除

• 脑部和脊髓良性肿瘤1
• 瘫痪：偏瘫、双侧瘫、
截瘫、四肢瘫痪
• 中风1

癌症
• 癌症——有生命危险1
以下健康检查赔付最高$750：骨检查、大肠检查、乳腺检查、子宫颈检查、心脏检查、前列腺检查、
眼部／视野检查、听力检查和痣检查

过敏测试及疫苗注射

过敏测试和疫苗注射赔付最高$100

饮食医师和营养师问诊

饮食医师或营养医师问诊最高$300

坚持运动

健身房会员、减重项目和戒烟项目赔付最高$100

忠实客户福利——体检

该保险项下，每投保满24个月，到家庭医生处进行一次全身健康检查赔付最高$150

如上述疾病在保单开始日、生效日或该保险项添加日（任一项），或保单重新生效日之后90天内出现，则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这一总结并非保单文件，而是nib推出的EASY HEALTH™医疗保险赔付项介绍。
完整的优势、条件限制以及一般条款介绍请查看保单文件。保单文件可通过网站nib.co.nz进行查阅。
2
在家使用非政府补贴药物的保障期为住院治疗后六个月内。以上药物治疗需得到nib的批准，且用药应与所患疾病相关。
1

EASY HEALTH™

9

为何选择nib?
nib保险产品物超所值，我们拥有一百多万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的客户。nib保险公司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一家横跨塔斯曼海的企
业，我们以实惠的价格为客户提供创新的保险产品和服务。
我们在新西兰有上万名客户，我们了解新西兰家庭对保险的需求，
我们的保单是根据他们的需求进行设计的。nib认为医疗保险应该
易于理解、易于理赔而且要实惠。

nib首选医疗机构
nib首选医疗机构指的是在nib首
选机构价格范围内对nib客户进
行治疗的医疗机构汇总。nib建
立这样的网络是为了控制理赔
成本和保费的上升。
医疗机构可以代表保单持有人
申请预批和理赔，帮助客户省
去了麻烦，加快赔付过程。

理赔很简易
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支付理赔，在您最需要我们的时候伸出援手。
平均每周nib支付$290万理赔金*。我们帮助需要接受治疗的新西兰
人应对疾病和经济压力。
我们旨在尽量简化理赔过程。理赔和预批可以由治疗机构代表您使
用nib首选医疗机构网页进行提交。

要了解更多相关信息以及搜索
附近的医疗机构，请访问 nib
First Choice Directory
nib.co.nz/find-a-provider

您也可以通过nib官网或
免费my nib App提交理赔。

iPhone® 是苹果公司的商标，在美国及其它国家已注册

*2020年6月- nib新西兰理赔。

个人医疗保险的重要性
健康是您最大的财富——有了健康才能挣钱、养家、享受生活。个人医疗保险是对优质生活的一种投资。

拥有全面医疗保险的7个理由
1. 选择更广
您可以选择治疗医师，还可以选择何时、何地见家庭医
生或专科医生。拥有选择的权利就减少了不确定性，由
您自己安排计划，减小生活遭到扰乱的可能。
2. 等待时间短
在等待治疗期间，您的身体状况可能会每况愈下，而且
可能会出现附带反应。如果伴随疼痛，等待就会很煎熬，
对精神折磨也很大。
3. 更少担忧
等待治疗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很忧虑，亲友们也会很忧虑。
减少等待时间也就是减少忧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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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减少——经济支持
身体状况不佳造成的工作请假，会对您和照顾您的家庭
成员造成收入损失。如果您自己支付治疗费用，这会是
额外的经济负担。
5. 获得高端治疗
医疗水平在飞速进步。个人医疗保险能让您享有先进高
昂的的医疗服务。
6. 预防护理
购买预防健康保险项，保持健康更轻松，而且能更好地
享受生活、享受您所奋斗的一切。
7. 明确承保范围，理赔无烦恼
购买个人医疗保险，可以保障您在需要的时候及时获得
医疗服务。根据ULTIMATE HEALTH MAX™的产品升级特
征及其条款，您的保单也会与该保险产品的改善同步更新。

治疗费用
一览

白内障手术 $4,300 - $5,200
从眼中摘除影响视力的浑浊晶状体
鼻内窥镜手术 $12,000 - $37,000
面部鼻窦的手术修复
拔智齿 $3,000 – $5,500
动手术拔掉智齿（第三磨牙）
甲状腺切除术 $11,000 至 $15,000
手术切除甲状腺
血管成形术 $17,300 – $27,400
用支架或气球插入血管以疏通动脉阻塞
单瓣心脏手术 $48,000 – $60,000
手术修复或更换单片心脏瓣膜
心脏搭桥术 $35,000 – $50,000
改变流向心脏的血液路线的手术
乳房切除术 $12,000 – $15,000
手术切除乳房
脊椎融合术 $20,000 – $60,000
通过手术把两块或更多的椎骨结合在一起
胃镜检查 $1,100 – $1,600
一种检查口腔、咽喉和胃部的诊断程序
胆囊切除术 $8,500 – $13,000
手术切除胆囊
结肠镜检查 $2,000 – $2,500
一种查看大肠和样本组织的诊断程序
子宫切除术 $13,000 - $19,300
手术切除子宫
阑尾切除术 $6,000 – $10,300
手术切除阑尾
疝气修复 $7,000 – $18,000
腹腔壁无张力的手术修复
全髋关节置换术 $20,000 – $27,000
用人造关节替换髋关节
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 $9,000 – $25,000
通过手术从骨盆或腹部切除子宫细胞
机器人前列腺切除术 $30,000 – $45,000
通过机器人手术切除前列腺
全膝关节置换术 $22,000 – $30,000
用人造关节替换膝关节
(双腿）静脉曲张 $7,000 – $10,000
激光或手术切除静脉曲张

i

详情请向您的保险顾问咨询。

以下是您本人或家人有可能经历的的一些常见治疗
癌症治疗

诊断

0-20岁儿童

去除癌性的皮肤病变 $1,000 - $9,500

PET 扫描 $2,000 – $3,200

鼓膜置管术 $2,200 – $3,500

化疗 $15,000 - $170,000（每一个治疗周期）

核磁共振成像 $1,500 – $3,000

（将管置入耳膜）

放射治疗 $20,000 - $55,000（每一个治疗周期）

CT 扫描 $1,300 – $1,700

增殖腺扁桃体切除术 $4,000 – $5,500

超声波 $500 – $1,500

（手术切除腺样体和扁桃体）

© nib nz limited。来源：2021年2月nib理赔数据。
以上是私立医院治疗可能会产生的治疗费用，并不是您的保单覆盖的典型病症或申请理赔时nib新西兰有限公司会赔付的金额。

EASY HEALTH™

11

咨询保险顾问
的好处

很多人觉得经济问题和决策极其复杂，尤其是在权衡长短期需要以及自身购买能力的时候。保险顾
问能够帮助您简化程序和决策过程，而且也会在整个过程中承担大部分的工作，让您安心工作生活。
保险顾问是独立于nib公司的，他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建议。

了解自身情况
当您咨询保险顾问的时候，他们通常一开始会介绍自己与客户合作的模式。另外，他们还会向您了
解您的情况以及您需要的服务。也许您主要想了解医疗保险，或者您想跟他们咨询其他的金融服
务，如人寿保险、房屋贷款、投资建议、或养老金项目KiwiSaver等。

明确需求、找准重心
保险顾问会跟您一起优先解决当前和长期的需求，帮助您实现目标，同时会考虑您的伴侣和孩子
(如有的话) 的保险需求。保险顾问会帮您简化这个原本复杂的过程。

做出决定
保险顾问提供给您的建议中通常会包括健康保险，因为长期的疾病缠身意味着持续不断的收入损失
和经济开销。保险顾问会建议您选择满足您和家人需求的保险产品。在这一领域，他们的专业知识
就很关键了。

开始申请
您需要填一些表格。EASY HEALTH™医疗险的申请表格非常容易填写，您的保险顾问会在申请过程
中给予帮助。

12

EASY HEALTH™

如何进行理赔
提出理赔时，你尽可以放心。保险顾问会帮助您做预批和理赔申请，所以您只需要安心养病。可以通过
医疗机构、网上或my nib应用软件提起理赔申请。

医疗险“年检”
一年内有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有必要回顾您的保险，看看是否依然满足需要。很多保险顾问提
供保险年检服务，借此机会也会看看是否能帮您省一些钱。

共同参与探讨并
就您需要的服务
达成一致意见

明确您的财务
需求和优先考
虑情况

顾问会调研
备选方案

保险顾问通过以下方式为您提供服务：
顾问会确保您购
买的保险满足您
的需求

顾问执行您的
决定

顾问提供各种方
案和建议。由您
来做决定

EASY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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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
的一些问题
人们都认为自己不会患病，而事实是，很多人都会患病。

有些药物和治疗并不在公立卫生系统的
服务和补贴范围内
私人医疗保险可支付非政府补贴的治疗。您可以有更多的
治疗选择，以便早日康复。

公立医疗体系无法确保提供急需的治疗
对于非致命疾病（包括心脏病这种严重的疾病）都需要
排队治疗。可能需要等待几个月才能接受治疗。

ACC的保障是有限的
很多人误以为万一他们生病了，ACC会帮助他们。但是
对于疾病、年老衰弱或因不断恶化造成的症状，ACC将
不会提供治疗赔付。
针对手术或非手术的理赔，在ACC赔付的基础上，至尊
高端医疗险和高端医疗险会对差额进行赔付，这是其中
的一个产品特征。

自我保险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
有的人不依靠医疗保险，反而相信自己能够支付得起私
立医院的治疗费用。现在很多医院的手术费用都会高于
$20,000，自我保险对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可能
会带来以下后果
• 贷款或增加负债
• 使用积蓄或养老金
• 变卖家产
• 跟亲人借钱
如果您需要支付一些昂贵的治疗，累积开销会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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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术语
词汇表
nib希望用易懂的方式帮助您了解我们的保险产品。
以下是对一些使用到的术语解释，如果您对这本小
册子中某术语不理解，可以联系我们或您的保险顾
问。

受认可的私人医院
在新西兰境内由nib认可的私立医院、门诊外科或
公立医院的私立分支。

保险额度
每保单年nib同意支付给每个被保险人的保险金的
最高额度。

理赔
某保险项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提出的索赔案件的
赔付。

诊断检查
用于判断疾病征兆、症状或病理的医疗程序。

有效市场价格／EMP
由nib认可的非首选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费用
赔付的最高额度（可能会有所变化）

垫底费

nib首选医疗机构
nib首选医疗机构指的是在首选价格范围内为客户
提供服务的受到认可的医疗机构，也就是说你的医
疗费用可获得100%的赔付（最高可达您保单的保
险额度）。

PHARMAC
药品管理局是国家机构。《新西兰公共健康和残障
法案2000》规定了PHARMAC应该保障需要药品
的有资格的人在合理范围内通过服药和提供的资助
(pharmac.govt.nz) 获得最佳健康结果。

理赔的预批
被保险人接受治疗、手术或诊断检查之前明确是否
有资格获得理赔。

保险费
您所支付的确保保险有效的费用。支付方式可以是
周付、两周付、月付、季度付、半年付或年付。其
中包括任一保单费。

公共健康服务机构或医院
由政府资助建立供大众使用的医疗护理或住院服务
机构。

针对检查或治疗的理赔，您需要支付的额度。

手术

住院

在麻醉药效下进行的手术（如普通手术、口腔手术
或心脏手术）。

在新西兰认可的私立医院住院接受手术或医疗、化
疗或放射疗。

医疗（非手术）
患者使用药物而非手术进行的医疗（如哮喘、糖尿
病或癫痫）。

Medsafe
新西兰药物和医学设备安全局——卫生部的业务部
门，其职责是监管《医药法案1981》以及《医学规
定1984》
（或者是后来的立法产生的法律法规）。

承保
由理赔专家及／或承保人审核您提交的申请表上的
健康信息。保险条款由理赔专家决定。

我们乐于帮忙
我们有很多独立的保险顾问，他们可以在您需
要的保险以及您的支付能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点。当您的情况和需求发生变化时，他们也可
以帮助您调整保单以满足您的需要。

这一总结不属于保单文件，而是nib推出的EASY HEALTH™产品的特色和赔付介绍。保单文件内包含完整的优势、限制以及一般条款介绍。保单文件可
通过网站nib.co.nz进行查阅。
EASY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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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帮助吗？
联系保险顾问或拨打 800 123 642 致电nib
周一至周五 8.00am – 7.00pm
周六 9.00am – 1.00pm
访问网站 nib.co.nz
邮箱地址: contactus@nib.co.nz

© 2021 nib nz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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