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海外 
学生医疗 
保险

让生活更健康



如果您计划前往澳大利亚学习获得终生难忘的体验，您需要购买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OSHC），它可以帮助您支付在学习期间的住
院和医疗费用。这是因为，通常来说，您没有资格获得澳大利亚公
共资助的医疗保健系统Medicare的给付金。

大多数学生签证持有者必须购买OSHC，它还可以帮助支付学生在
澳大利亚学习期间可能需要的住院和医疗服务以及一系列处方药
和紧急救护车服务产生的费用。它可以让您更好地掌控接受治疗
的时间和地点，让您在这里生活期间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们是澳大利亚领先的健康保险公司，拥有一系列专门设计的健
康保险方案，可满足您在澳大利亚学习或工作期间的健康保险需
求。对于通过我们与之签订协议的选定教育合作伙伴购买OSHC
的海外学生，我们提供综合OSHC，此险种可办理单人、夫妻和家
庭会员资格，并且100%符合学生签证。

打算来澳大利亚
留学？



为什么选择Medibank？
我们致力于为会员提供澳大利亚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系统。我们还提供一系
列增值服务，旨在为您在澳大利亚期间提供额外支持。

*取决于您医生收取的费用是否超过MBS规定的咨询费用，可能会有自付费用。

申领简单方便
可通过Medibank OSHC应用或我们的Online 
Member Services（在线会员服务）随时随地
就大多数医疗服务进行索赔申领。您也可以
前往分布在澳大利亚各地的众多Medibank门
店之一亲自提交您的申领。

此险种100%符合签证
我们有一系列方案供您选择，可以满足在澳
大利亚工作或学习签证的医疗保险需求。如
果您的签证状态或医疗保险需要更改，例如
在转入毕业生签证时，我们可以帮助您找到
一种更合适的保险。

访问 medibank.com.au/visa-cover了解更
多信息。

7天24小时全天候学生健康和支持热线
学生可以获得全天候的支持，可以致电给注
册护士寻求健康建议、咨询服务、口译服务和
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支持等等。

请随时拨打热线 1800 887 283，白天或夜间
皆可。

澳大利亚全境无限制紧急救护车
对于需要叫来救护车救护或需要叫救护车送
往医院立即就医的且鉴于病情只能用救护车
而不能通过其他任何方式送往医院就医的情
形，我们为澳大利亚全境的无限制紧急救护
车服务支付100%费用。

您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Medibank的Live Better提供定期健康最新
动态，包括鼓励并激励人们，帮助大家过上
更好、更健康的生活。其中包含很多生活指
南、健康信息、会员优惠和课程等丰富的内
容。

访问medibank.com.au/livebetter了解更多
信息。

我们会说您的语言
我们的多语种客服团队精通十几种语言， 
并提供约160种语言的电话口译服务。

澳大利亚领先的医疗保险公司
我们的370万会员中有超过20万人持有各种
各样的签证。此外，凭借40多年来为数百万
澳大利亚人和国际访客提供健康和福祉的经
验，我们将确保为您提供安全保障。

庞大的OSHC直接划帐网络
分布在澳大利亚的300多个网点有1000多名
医生（例如全科医生、病理学和放射科医生）
为您服务，他们可直接向我们发送账单，有助
于减少或免去您通常情况下在预约时需要支
付的预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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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生医疗保险（OSHC）
如果您在澳大利亚学习持有的是学生签证，综合OSHC可以帮助支付一系列住院手术和不住院医
疗服务产生的费用，例如看诊全科医生 (GP)或X光片等专科服务。它还可用于支付各种处方药和澳
大利亚境内符合条件的紧急救护车服务产生的费用。#

资格要求
综合OSHC仅适用于我们与之达成协议的精选教育合作伙伴。

综合OSHC适用于以下人员：
• 在澳大利亚持没有永久居民身份者
• 没有资格得到Medicare的全部给付金的人，以及
• 已在/将来到澳大利亚的：
 - 海外学生，或
 - 海外学生符合条件的受养人。

此外，综合OSHC可能适合那些得到豁免无需购买OSHC但希望补充保险的海外学生：
•  澳大利亚和比利时之间的互惠医疗保健协议（RHCA）所保障的比利时学生
• 纳入挪威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的挪威学生，或
•  在Kammarkollegiet（瑞典法律、金融和行政服务局）保障下的瑞典学生。

访问 homeaffairs.gov.au了解有关维持OSHC的豁免详情。

综合OSHC符合内政部《海外学生医疗保险契约》（不时修订）所规定的医疗保险要求，其中
Medibank为OSHC的注册提供商。

#指需要用救护车救护或需要叫救护车送往医院立即就医且鉴于病情只能用救护车而不能通过其他任何方式送
往医院就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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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签证子类
已到或将到澳大利亚且持有以下子类学生签证的人可以购买综合OSHC:

签证子类 签证类型

500 学生

570 独立的ELICOS类

571 学校类

572 职业教育和培训类

573 高等教育类

574 研究生研究类

575 非学历课程类

576 外交或国防类

政府会不时调整签证子类。
如果您的签证子类未在上面列出，请拨打我们的热线 134 148。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在您加入综合OSHC后立即通过电子邮件向您发送OSHC 保单。这将有助
于您尽快提交签证申请。

请注意：澳大利亚政府向符合某些标准的澳大利亚居民收取附加费，以便为澳大利亚的公共医疗保健体系
Medicare体系提供资金。如果您需要支付Medicare征费附加费（MLS），就MLS而言，OSHC并非是一个合规的健
康保险保单。如果您需要医疗保险以免于支付MLS费用，请拨打我们的热线132 331。如果您不确定MLS是否适
用于您，请拨打132 861联系澳大利亚税务局了解更多信息，或访问 ato.go.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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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生病了
如果您生病了，通常应先去看全科医生 (GP)，除非是紧急情况。
对于不太严重的身体不适，如胃痛、咳嗽或发烧，您可以去看全科医生。必要时，他们也会针对您的
病情开处方药，或推荐您进行查血、X光检查或看专科医生。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看诊有时被称为
门诊或不住院医疗服务。

综合OSHC可以起到哪些作用？
Medibank将支付不住院医疗服务产生的费用，例如全科医生看诊、专科医生诊疗费（例如
放射学、病理学）和专职医疗（Allied Health）服务费，只要该服务包含在您的保险范围内。
如果您确实需要住院，Medibank还将支付保险所涵盖的住院医疗费（例如医生收费）。
如果医生收费超过我们所支付的金额，您需要支付差额。这通常被称为自付费用。

如果您需要药物
如果您需要药物，应该去药房。有些药物只能在获得医生（全科或专科医生）开具处方后，方可购买。
政府的药品给付金计划（PBS）为澳大利亚居民以及互惠医疗协议所涵盖的某些国际访客以享有补
贴的价格提供许多处方药。然而，根据PBS，大多数来澳大利亚的国际访客不符合条件，这意味着他
们需要付全价购买所需的药物。

综合OSHC可以起到哪些作用？

对于符合条件的处方药，综合OSHC将提供给付金，详见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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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去医院
如果您生了急病或需要动手术，通常就需要去医院。
澳大利亚有公立医院（由政府运营）和私立医院。您可以选择在公立医院或私立医院接受治疗。

综合OSHC可以起到哪些作用？

我们可以帮助支付您以自费患者身份在私立或公立医院接受治疗产生的费用，适用于各种
医院手术和医疗服务。

对于需要叫来救护车救护或需要叫救护车送往医院立即就医的且鉴于病情只能用救护车
而不能通过其他任何方式送往医院就医的情形，我们为澳大利亚全境的无限制紧急救护车
服务支付100%费用。

我们与澳大利亚的大多数私立医院和日间手术服务提供商签有协议，这些机构被称为会员
精选医院。

如果您前往会员精选私立医院，与非会员精选私立医院相比，您通常会获得更高的金钱价
值，前提是您接受的服务包含在我们与医院的协议中且不是您保险的排外项目，请参阅第
10页和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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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去医院就诊，我们会支付哪些费用
您入院接受保险所包含的服务时，综合OSHC可以帮助支付以下费用：

在会员精选私立医院的住院
•  在共用或单人病房的隔夜住院
•  当天住院，及
•  重症监护和手术室费用。
我们也会对在非会员精选医院的住院支付给付金，但我们支付的给付金通常较低，并且
我们可能不会为所有服务支付费用（例如手术室和单人病房费用）。如果您到这些医院就
诊，您可能需要支付非常多的自付费用。
您应该在接受治疗之前确认您就诊的医院是否是加入了会员精选网络。要找到离您最近
的会员精选医院，请访问medibankoshc.com.au/find-provider。会员精选医院可能会不
时更改，且并非所有地区都有会员精选医院。

作为自费患者在公立医院住院
•  在共用或单人病房的隔夜住院
•  当天住院
•  重症监护和手术室费用，以及
•  门诊医疗和术后服务。

当您作为自费患者就诊时，保险所包含住院期间医疗服务所产生的医生收费中的
100%MBS费用。如果医生收费超过我们所支付的金额，您需要支付差额。

如果您需要前往急诊部就诊，我们将100%支付您在医院急诊部就诊时医院收取的“设施
费”。+

在政府《假体清单》上列出的属于保险包含服务的手术植入假体和其他项目。手术植入假
体是指手术植入的物品，如支架（用于冠状动脉）、耳通气导管、人工髋部和膝盖、或钛板和
螺钉（用于重建或骨折）。可能需要承担自付费用。

+该费用可能不包括医院为您提供的所有医疗服务，例如X光片拍摄、验血，以及任何由医生收取的高于我们所
支付的给付金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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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服务提供商
搜索服务提供商，我们将向
您展示我们的会员精选医
院和OSHC直接划帐诊所的
详细信息。

选择您的位置
只需输入您的地址或位置，
我们就会显示离您最近的、
与我们有协议的服务提供
商的详细信息。

寻找最佳路线
无论采取何种交通方式， 
带有方向指示的地图将显
示服务提供商的地址和联
系方式并建议前往那里的
最佳路线。

如果您需要查找医疗服务提供商
在medibankoshc.com.au/find-provider使用我们的Find a Provider（查找服务提供商）搜索工具
查找，或者打开您的手机GPS通过Medibank OSHC应用引导您前往离您最近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处。 
您可以按服务类型搜索服务提供商（例如全科医生、医院、OSHC直接划帐诊所及下班后医生出诊）。

运作方式

*请确保在求诊之前联系直接划帐服务提供商以了解您需要支付的自付费用。请记得在下次预约时带上您的
Medibank OSHC会员卡和带照片的身份证件，如学生证。

前往Medibank OSHC直接划帐服务提供商看病有何用处？
Medibank OSHC直接划帐服务提供商是医疗服务从业者（例如，全科医生、病理学或放射学服务
提供商），他们与Medibank签有协议，可以直接向我们发送账单。这有助于减少或免去您通常情况
下在预约时需要支付的预付费。您可能会承担Medibank未支付的自付费用，这取决于您求诊的医
生。* Medibank在澳大利亚拥有一个庞大的OSHC 直接划帐服务提供商网络。

会员精选医院网络
Medibank已与澳大利亚大多数私立医院和日间手术服务提供商签有协议。这些关系构成了
Medibank 会员精选医院网络。
会员精选协议是Medibank与经行业认可的医院和日间中心之间的达成协议，根据协议，服务提供
商同意向符合条件的Medibank会员提供服务。

9



住院保险

当您作为自费患者入院时，住院保险可以帮助您支付治疗费用。它还有助于支付住院期间
的床位费和所提供医疗服务产生的费用，适用于保险包含的服务。

包含或排除在外的服务 综合OSHC

康复 c

医院精神科服务 c

安宁照护 c

大脑和神经系统 c

眼睛（非白内障） c

耳鼻喉 c

扁桃体、腺样增殖体和耳通气导管 c

骨、关节和肌肉 c

关节重建 c

肾和膀胱 c

男性生殖系统 c

消化系统 c

疝气和阑尾 c

胃肠镜检查 c

妇科 c

流产和终止妊娠 c

癌症化疗、放射疗法和免疫疗法* c

疼痛管理 c

皮肤 c

乳房手术（有医学必要） c

糖尿病管理（不包括胰岛素泵） c

心脏和血管系统 c

肺和胸部 c

综合OSHC下包含的服务
下列各表列出了综合OSHC下所包含和排除在外的住院手术和不住院医疗服务。您可以单独购买
Medibank 额外保障保险，以帮助支付牙科和眼科等日常医疗服务费用。

该表列出了住院期间属于综合OSHC下包含服务 c 或排除在外服务 b 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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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可能有等待期，包括既往病症、怀孕和分娩服务有12个月的等待期。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参阅《Medibank OSHC会员指南》。
如果是非MBS项目，Medibank将不会支付矫形美容治疗或服务费用。根据综合OSHC，我们会针对
药品支付有限的给付金。如果您需要高价药物，例如肿瘤学（癌症治疗）使用的药物，您可能需要承
担高额的自付费用。

包含或排除在外的服务 综合OSHC

血液 c

背部、颈部和脊柱 c

整形与整复手术（有医学必要） c

牙科手术^ c

足部外科手术（由注册足外科医生提供）+ c

植入听力设备 c

白内障 c

关节置换 c

慢性肾衰竭透析治疗 c

怀孕和分娩 c

辅助生殖服务 b

减肥手术 c

胰岛素泵 c

使用设备进行疼痛管理 c

睡眠研究 c

*对于与癌症治疗相关的手术，我们将仅支付与您保险下的包含服务相关的癌症治疗手术费用。
^对于由牙医而不是执业医生所进行的牙科手术，我们仅针对住院费用支付给付金。如果手术由执业医生进行，
并且已按照MBS项目编号开出账单，我们将针对住院费用和医疗费用支付给付金。
+对于足病外科手术，我们仅针对住院费用支付给付金。足病外科手术无MBS项目。这意味着我们也不会以住院
保险支付任何用于足病外科手术的给付金，您可能要承担高额的自付费用。

等待期
当您加入Medibank，或更改您的保险时以包含新服务或升级服务时，可能会有等待期。 

对于您在等待期期间所购买的任何物项或接受的服务，我们将不会支付给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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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包含服务

我们支付100%MBS费用的有： 属于包含服务的已提供住院医疗服务，如外科医生和麻醉师费用。

全科医生（GP）看诊。

我们支付85%MBS费用的有： 除辅助生殖服务之外，其他不住院医疗服务，如专科医生、病理学和X光检查。

以MBS项目编号开账单的专职医疗服务，如眼科检查和与慢性病及心理健康管理
计划相关的服务。

医疗

医疗保险支付MBS上列出的由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它可以包括与入院相关
的住院期间医疗服务，如外科医生和麻醉师费用，或全科医生看诊、前往专科医生处就诊、
查血和X光检查等不住院服务。还包括以MBS项目编号开出账单的专职医疗服务（如眼科检
查和与慢性病及心理健康管理计划相关的服务）。

处方药

对于符合条件的处方药，综合OSHC将提供给付金。应付的给付金仅限由医生（全科医生或
专科医生）开出的用于治疗疾病、损伤或病症的处方药。

如果处方药物的费用高于我们支付的给付金，您必须支付差额。
对于用来避孕或美容的处方药或跟排除在外的服务有关的处方药，我们不会支付给付金。应当注
意，如果您需要在治疗中使用费用较高的处方药（例如癌症治疗中使用的处方药），您的自付费用
可能会很多。

对于符合条件的处方药

会员缴款 $30

我们将支付的金额（每一项的最高金额） 费用的100%

年度限额 - 单人会员资格 $500

年度限额 - 夫妻/家庭会员资格 每位会员$500/每一会员资格$1,000

Medicare给付金一览表（MBS）费用
Medicare给付金一览表 (MBS)是一份列出了政府为澳大利亚居民提供补贴的所有医疗服务的清单，

包括看全科或专科医生，以及这些服务的建议费用，也被称为MBS费用。

此表列出了综合OSHC下包含的医疗服务。您必须支付任何由我们支付的给付金与实收服务费用
之间的差额。

该表列出了您将要承担的费用部分以及我们将会为符合条件的处方药所支付的金额（最高可达您的
年度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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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限额
年度限额是指在一个日历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内，针对每位会员和/或每个 

会员资格的应付给付金的最高金额。

归国

如果您本人或您会员资格下的任何人遭遇改变生活的重大残疾或罹患重病（由我们确定是
否属实）且需要送回其祖国，则我们可能会安排并支付旅行和相关医疗监护产生的合理费用

（最多$100,000）。如不幸发生死亡事件，我们将承担将您（或包括拥有您会员资格的任何其
他人）的遗体遣返回国的合理费用，最高支付金额为$10,000。
是否提供归国给付金由我们酌情自行决定，每名会员一生仅可获得一次此类支付。有适用
条件限制，包括等待期。请拨打我们的热线 134 148以获得更多信息。

自费心理学

对于您从认可的医师处获得的个人心理服务，并且这些服务向您开出账单（即没有MBS项
目编号），综合OSHC将提供给付金。

您可以凭借综合OSHC享受额外服务，为您提供一些额外支持。

对于自费心理服务

我们将支付的金额（每次求诊的最高额） $100

年度限额 - 单人会员资格 $200

年度限额 - 夫妻/家庭会员资格 $400

请参阅第12页的医疗保险，了解我们使用MBS项目编号开账单的心理服务（例如在心理健康管理
计划下）的付款详情。

住院期间家人陪床（陪床人食宿费）给付金

如果您本人或您会员资格下的任何人入院接受包含服务，且配偶、直系亲属、看护人或近亲
（统称‘陪床人’）需要留院陪床，则我们将支付对医院向陪床人收取的食宿费，每次入院最

多$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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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合您的额外保障保险

仅限添丁增口家庭额外保障
该额外保障保险有助于支付怀孕期间和分娩后的不住院支持服务产生的费用。

顶级额外保障
我们的顶级额外保障保险，有助于您和您的家人从头到脚处于最佳状态。

基本额外保障 70
无繁琐手续、经济实惠的额外保障保险，让您可以享受一些更常见的服务，以控制您的健康状况。

健康入门额外保障  (Healthy Start Extras)
简单、实惠的额外保障保险适用于单人和夫妻，简单易懂。

涵盖日常医疗服务和物项，以帮助您保持健康。
根据您需要的服务以及想要申领回多少钱来选择您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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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保障保险为您提供更好的保障

什么是额外保障保险？
额外保障保险可以给您报销日常医疗服务的费
用，如牙科、理疗和眼科等服务。您的报销金额取
决于您所购买的保险级别。通常，保险级别越高，
您的年度限额就越高，报销比例也就越高。此外，
如果您前往我们其中一家会员精选服务提供商处
就诊，报销金额通常会比在非会员精选服务提供
商处就诊时多。

能给您返回多少钱？
根据您选择的额外保障保险，当您前往会员精选
服务提供商处就诊时，您可以获得60%、70%或
85%的费用返回，最高可达年度限额。当您前往非
会员精选服务提供商处就诊时，我们也会为服务
支付固定金额，最高可达年度限额。

年度和终身限额
您的额外保障保险中列出的大多数服务都有年度
限额；这是我们为某个服务或物项在每个日历年
向每位会员（在某些情况下，为每个会员资格）
支付的最高金额。年度限额每年1月1日重新设定。
另一方面，终身限额是终身适用一次的，并且一
旦用完就不会重新设定。

每年最多两次牙科检查可享受100%费用返回
拥有额外保障保险后，您便可每年最多两次100%
报销在任何会员精选优势牙医处接受的牙科检
查，包括X光片拍摄。*这不计入您的年度限额，所
以，不管您之前已经报销过多少牙科费用，您的清
洁和检查费用均可报销。

会员精选服务提供商
我们已经与会员精选额外保障服务提供商商定
了他们可以收取的上限定价，这通常意味着
将会有更多的钱返回给您。您仍然可以使用非
会员精选额外保障服务提供商，只要他们得到
Medibank认可，但您将无法享受上限定价所带
来的好处。应当知道，Medibank的会员精选和
会员精选优势额外保障服务提供商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且并非在所有地区都可提供，
所以请在接受治疗或服务之前核实他们是否是
会员精选或会员精选优势服务提供商。
在以下网址寻找离您最近的会员精选服务提供
商：medibank.com.au/memberschoice

随时随地管理您的额外保障会员资格
使用Medibank应用随时随地管理您的 额外保障 
会员资格。您可以在此处查看额外保障余额，支
付保费，对大多数额外保障提出索赔申领，并
更新您的详细信息。只需两分钟即可完成注册，
只需在应用商店中搜索”Medibank“，或转到 
medibank.com.au/mobile 即可开始注册。

等待期
当您加入我们或更改保险以包含新的或升级的
物项或服务时，可能会有等待期。您在等待期
内，我们不会承担该期间内任何物项或服务产
生的费用。

牙科、眼科、理疗等......关爱自己有很多方式。Medibank 额外保障保险有助于解决
一般医疗服务产生的费用，让您保持最佳状态。

*每位会员每年最多可以100%报销两次牙科检查 – 这可以是在会员精选优势牙医处进行的两次检查（必要时，
包括每次检查时最多两次咬合X光片），或者在会员精选牙医处进行第一次检查（不包括X光片），然后在会员精
选优势牙医处进行第二次检查。这些检查不计入年度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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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
保费是您购买保险支付的金额。

在我的保险开始生效之前我需要知道什么？

除非您自其他澳大利亚医疗保险公司转换保险，否则您的Medibank OSHC应从您预计抵达
澳大利亚的日期开始生效，这应该是您学生签证的生效日期。如果您不是在预期抵达日抵
达，请拨打我们的热线 134 148，这样我们可以更改记录以反映正确的生效日期。

给付金在Medibank收到您的保费且您已抵达澳大利亚并激活保险后才能支付。如果您通
过代理商支付保费，我们收到保费在时间上可能会有些许的延迟。

当您抵达澳大利亚时，请务必注册在线会员服务 (OMS)，或致电我们告知您的抵达日期，以
便激活您的保险并确保您可以在需要时使用它。Medibank OSHC OMS是一种在线管理会
员资格的便捷方式。您可以在 medibankoshc.com.au注册，或下载Medibank OSHC应用。

如果您已经在澳大利亚，并从另一家医疗保险公司转到Medibank OSHC，您应该确保保险
没有差额。

您可以在激活会员资格并经历相应的等待期后开始申领。

如果您正在申请学生签证，通常建议您的保险在您的课程开始日期（见《入学确认书（CoE）》）
前最少一周、最多一个月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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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吗？
7天24小时全天候学生健康和支持热线
Medibank OSHC会员可以致电1800 887 283询问：
• 由注册护士提供医疗援助
• 咨询服务
• 紧急法律建议
• 旅行证件协助
• 卫生系统指南
• 家人和亲友留言服务
• ‘在澳大利亚生活’支持，以及
• 口译服务。

Medibank的GymBetter
健身更实惠，更实用，加入费率可以打折，不收取加入或取消手续费。* 通过GymBetter应用
加入并根据您的条款健身，就这么简单。 另外，如果您是Medibank会员，您将获得更优惠的
折扣！

Medibank OSHC应用
随时随地管理会员资格的便捷方式。
• 随时随地申领大多数医疗服务的费用
•  获得心理健康支持和咨询服务，例如 1800 Respect和 Beyond Blue
• 将手机变成您的会员卡
• 续保您的保险（当您的会员资格还剩下不到6个月时）
•  在您的手机GPS引导下，前往可直接开账单给我们的最近医疗服务提供商处就诊，并且
• 将应用的部分功能翻译成简体中文。

我们为旅行保险提供15%的折扣，为Medibank会员提供10%的宠物保险折扣。

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医生、医院和就诊时间
如果您要住院，它有助于您灵活地选择去哪家医院以及由谁来提供治疗。 另外，取决于您
医生的意见，您可以选择何时入院。

*并非在合作伙伴网络中的所有健身房都参与了GymBetter计划。健身房的地点也可能不时发生变化。查看
Gymbetter应用，到健身房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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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如何加入？
综合OSHC仅适用于我们与之达成协议的精选教育合
作伙伴。

要确认您是否有资格加入综合OSHC，或者您有任何
其他问题：

或者与校内支持人员交谈

姓名：

.............................................................................................

电话号码：

.............................................................................................

与我们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134 148（澳大利亚境内）
+61 3 9862 1095（澳大利亚境外）。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下午6:30
AEST（澳大利亚时间是 GMT +1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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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离您最近的Medibank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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