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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保险是强制要求
所有国际留学生在新西兰学习期间，均需投保医疗及旅
游保险。

Southern Cross Travel Insurance 的国际留学生旅游保
险，专门针对国际留学生的需要而设立。保险提供的保
障，可以让您在遇到意外时高枕无忧。

关于Southern Cross Travel Insurance
Southern Cross Travel Insurance (SCTI) 是新西兰最受
认可和信赖的旅游保险公司之一，有超过30年的行业
经验，也是Southern Cross Healthcare Group 集团下属
分公司。此外，集团还囊括了新西兰最大的健康保险公
司，拥有多家私营外科手术中心组成的医疗网络。在新西
兰，Southern Cross 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您符合投保的资格吗？ 
若要符合申请资格，并获得该保单承保，您必须：
(a) 已经或准备持有在新西兰留学期间的有效新西兰学生 

签证 (如果学习时间少于三个月，您需持有有效的访问
签 证)；并且

(b) 在一家新西兰教育机构注册入学。

您的保单覆盖什么范围？
该保单承保：医疗及运送、旅程变更、人身意外伤害、个人
责任、租车事故自付款，以及现金、旅行证件、行李和个
人物品的丢失。有关承保限额的具体详情，请参阅保单条
款详情。

个人保障计划或家庭保障计划，哪种适合您呢？ 

我们有两种保障计划： 

• 个人”：适用于其姓名显示在保险凭证上、符合投保 
 条件 的一位自然人。 

•“家庭”：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a) 一 位符合投保条件的自然人及其未成年子女；或 

(b)一 位符合投保条件的自然人、其配偶，及其未成年子 
 女；所有被保险人的姓名均显示在保单上，并且这 
 些人应按照同一行程单旅行。

当意外发生时...... 
与项目限额和分项限额有关的细则，请参考理赔项目。
• 根据理赔项目分项额细则，我们支付100%新西兰境内

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您无需缴付自付款。

• 保险包括：紧急牙科治疗和由于视力改变而更换的眼
镜/隐形眼镜。 

• 我们的旅游保险，承保您往返于原居国和新西兰的10
天以内的旅行。 

• 我们承保您前往澳大利亚或南太平洋地区的31天以内
的旅行。

• 如果您临时返回原居国不超过90天（必须持有返回新
西兰的机票），本保单的承保条款仍对您有效，但每
份保单的最高保额为$20,000新西兰元。

• 如果您连续投保国际留学生保险，您曾经索赔的病 
(慢性疾病除外）将继续得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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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了解的其他重要事项 
您的义务
这份文件仅针对国际留学生旅游保险的内容，提供简短的
摘要，目的是帮助您了解保单里的权益、特点和限制。这份
文件并非保单条款的替代文件。在购买保单前，您有责任
阅读、理解，并接受这份保单全部条款里的详情。本保单
的保单详情可以在 www.internationalstudent.co.nz 网站上
找到，也可以向您的指定代理机构或学校索取。

既往病史
您的保单不承保您的既往病史。但是在申请过程中，您可
以申请对自己的既往病史投保。我们将以下情况视为既往
病史：在投保日期开始前，无论是否已有诊断，您已经知
道，或在您的情况下作为理性自然人应该知道的任何医疗
或身体状况、症状或情况。

如果您想要投保任何既往病史，请在购买保险后的31天
内， 致电 0800 784 691 (在新西兰境内）或  
+64 9 979 6597（在 新西兰境外），通过电话完成医疗评
估。然后，我们将告知您是否可以为自己的既往病史投
保。

我们不同意承保的、您选择不投保的，或没有告知我们的
既往病史，都将被排除在保单的承保范围之外。

自付款
第六项（现金与旅行证件）中载列的索赔自付款，为$100新
西兰元。第七项（行李与个人物品）中载列的索赔，每次意
外事件自付款为$200新西兰元，若涉及手提电脑、个人电
脑或平板电脑，每台还需额外缴付$500新西兰元的自付
款。

昂贵物品的额外投保
该保单对照相机和电脑（包括相关附件）的赔偿限额，为
每件 $2,500新西兰元，对其他个人物品的赔偿限额为每
件$1,500新西兰元，对全部珠宝首饰的赔偿限额总和为
$5,000新西兰元，部分限额按照理赔项目的具体规定进行
赔偿。您可对具体某件昂贵物品进行额外投保，每件物品
的赔偿限额为$5,000新西兰元，如对多件物品额外投保，
每份保单中所有物品的赔偿限额相加总和不超过$15,000
新西兰元。如果选择额外投保，保费将相应增加。

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伤害
如果索赔涉及意外事故，您必须首先向新西兰意外事故赔
偿公司（ACC) 提出索赔。

谨慎责任
本保单仅保障因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我们不理赔由于不
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费用，例如：没有妥善看管个人物品，
或者将物品不经看管留在车内。无论何时，您必须对自己
的个人财物进行合理看管。

Southern Cross紧急援助
投保国际留学生旅游保险，您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随时致电 Southern Cross紧急援助，获取紧急援助服务。

如何投保国际留学生旅游保险？
国际留学生旅游保险，有两种途径进行投保：您可以在  
www.internationalstudent.co.nz 网站在线投保，或通
过您指定的保险代理机构填写申请表并支付保险费。

怎样与我们联系
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指定的保险代理，或直接与我们
联系。 Southern Cross Travel Insurance 邮寄地址 Private 
Bag 99925, Newmarket, Auckland 1149, New Zealand 

新西兰境内免费电话:  0800 784 691

新西兰境外拨打电话:  + 64 9 979 6597

中文服务热线:  0800 728 721

电子邮件:  info@scti.co.nz

网站: www.internationalstudent.co.nz



理赔项目 
项目限额与分项限额 - 每项的最高保额。

项目限额
每人每年的最高保额（新西兰元）
项目 1  
医疗及运送  无限额
项目 2  
行程变更 $50,000
项目 3  
人身意外伤害 $50,000
项目 4  
个人责任  $500,000
项目 5  
租车事故自付款 $1,500
项目 6  
现金及旅行证件  $1,000 
(每次意外事件的索赔自付款为$100新西兰元）
项目 7  
行李及个人物品 $25,000 
(每次意外事件的索赔，自付款为$200新西兰元， 
若涉及手提电脑、个人电脑或平板电脑， 
每台还需额外缴付$500新西兰元的自付款）

分项限额 
某些项目对特殊索赔种类设有分项限额，详情如下。对于没
有分项限额的特殊索赔种类，则适用本页列出的项目限额。

分项限额 
项目 1  
医疗及运送
验光师会诊  每次$50新西兰元，  
   每人每年最多为$250新西 
   兰元 

镜片   每人每年$100新西兰元 

医疗辅助服务 每人每年$200新西兰元 

心理健康  每人每年$20,000新西兰元 

恐怖主义袭击  每份保单$100,000新西兰 
   元 

紧急牙科治疗  每人每年$500新西兰元 

住院期间的现金补贴  每住满24小时$100新西兰 
   元，每人每年最多为$5,000 
   新西兰元 

额外旅行和住宿  每次意外事件$5,000新西 
   兰元 

陪伴人员  每份保单$15,000新西兰元 

丧葬费或遗体运送费用 每位已故者$25,000新西兰 
   元 

搜索和救援   每人每年$10,000新西兰元

  

项目 2  
行程变更  
旅行延误 每12小时$250新西兰元， 
   每次 意外事件最多为  
   $2,000新西兰元 

由于直系亲属的旧疾而提出的索赔  每人$2,500新西兰元，每份 
   保单$5,000新西兰元

项目 4  
个人责任
与非法逮捕或拘留相关的法律费用  每人每年$10,000新  
    西兰元 

项目 7  
行李及个人物品 
未指定的电脑和照相机   每件物品$2,500新西 
    兰元（包括相关配件） 

未指定的全部电子产品最高额   每次意外事件$5,000 
    新西兰元 

未指定的全部珠宝饰品最高额   每次意外事件$5,000 
    新西兰元 

其他未指定物品 每件物品$1,500新西 
   兰元 指定物品 每件  
   物品$5,000新西兰元 

指定的全部物品最高额  每份保单$15,000新西兰 
   元 行李延误（延误12小 
   时以上）每次意外事件 
   $500新西兰元 

所有项目  
在您的原居住国  
在您访问原居住国期间本保单的承保条款仍对您有效，但每份保
单的最高保额为$20,000新西兰元。



免责声明
本手册内包含的信息，仅为一般性的简介信息。如有更
改，恕不另行通知。如需了解有关承保范围、限额、责任
免除，或其他限制条件的详情，您必须在  
www.internationalstudent.co.nz 网站上，参考国际留
学生旅游保险的保单条款。所有保费和保额，都以新西
兰元计算。

 1 个月 70 132

 2 个月 139  263

 3 个月 173  333 

 4 个月 211 410

 5 个月 263 514

 6 个月 316  616

 7 个月 369  719

 8 个月 421  821

 9 个月 474  923 

 10 个月 526  1,026 

 11 个月 579  1,128 

 12 个月 633  1,231 

 13 个月 684  1,333

 14 个月 737  1,436

 15 个月 791  1,540

 16 个月 842  1,642

 17 个月 896  1,744 

 18 个月 949  1,847

 19 个月 1,001  1,949 

 20 个月 1,054 2,052 

 21 个月 1,107 2,154 

 22 个月 1,159 2,257 

 23 个月 1,212 2,359 

 24 个月 1,265  2,462 

    月数    个人          家庭 该表内列出的保费，不包含任何适用的年龄附加费或对任
何指定项目的保障。保费截至2019年7月1日准确有
效，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关于保费的重要注意事项
上述保险费，仅适用于年龄不超过64岁的投保者。
如果您的年龄为65岁或以上，则须支付保金附加费。 
附加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65岁-69岁：  
在上述保费的基础上附加15% 
70-74岁：  
在上述保费的基础上附加75% 
75-79岁：  
在上述保费的基础上附加130% 
80岁及以上： 
在上述保费的基础上附加200%

保费 
以下为两种保险，根据承保时间长短及不同的保障计划，
得出的相应保费金额（新西兰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