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保险目的地：新西兰

www.orbitprotect.com

新西兰很独特
OrbitProtect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一点！

（抱歉此保险不适用于新西兰居民）

保期 保费 

8天 $39

15天 $45

1个月 $60

2个月 $86

3个月 $110

4个月 $135

5个月 $158

保期 保费 

6个月 $170

7个月 $189

8个月 $209

9个月 $228

10个月 $246

11个月 $266

12个月 $285

WK-E1

OrbitProtect Ltd 
PO Box 2011,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传真：+ 64 3 379 0252

免责声明
本宣传册中的信息简明扼要，可能会有变动。请阅读OrbitProtect有关所有条款

和条件的条例。本宣传册中的信息说明从2013年4月1日开始生效的保费，可能

会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Insured Name: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No.:

www.orbitprotect.com

如何申请保险？
保险申请方法：

• 联系您的经纪人

• 访问www.orbitprotect.com网站或

• 致电0800 478 833（新西兰国内）或+64 3 434 8151（在新西兰国外被叫方

付费电话）

如何联系我们？
如您需要进一步了解理赔或需要理赔协助，请拨打下面的免费电话或通过www.

orbitprotect.com网站联系我们

如果您…… 请拨打……

在新西兰国外打电话 +64 3 434 8151（被叫方付费电话）

在新西兰国内打电话 0800 478 833

富有竞争力的保费（新西兰元）

您需要了解的重要信息
• 本保险计划提供了很好的保项，但请考虑我们推出的Experience NZ

保险计划将提供的更多日常保险和其他特点。

• 本宣传册中的信息简明扼要，可能会有变动。请阅读OrbitProtect

有关所有条款和条件的条例。

• 我们只保不可预见的费用。您必须支付身体和牙齿健康检查费用和 

保养治疗费。 

• 本保险计划不涵盖牙齿治疗。

• 假如您在旅行期间不遵守医嘱，我们不给您提供保险。

• 如果您选择了财产险，您必须在财物损失或被盗后24小时内向警察 

局或有关当局报案，并向对方索要一份书面报告。假如您将财物放 

在公共场合无人看管或放在不安全的地方，我们不提供财物保险。

• 如果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涉及酗酒、吸毒或违法活动，我们不提 

供保险。

• 如果您要就在新西兰发生的人身伤害提出理赔要求，必须先向新西兰 

意外事故赔偿局(New Zealand Accident Compensation Corporation, 

ACC)提出赔偿要求。

• 假如您在参加体力劳动时受伤，我们不提供保险，除非我们事先以书面

形式确认了劳动保险。从事下列工作无需取得我们的同意，因为保险单

自动涵盖这些行业：

- 零售

- 酒店

- 酒馆、客栈和酒吧

- 咖啡馆和餐馆

- 园艺

• 本保险计划中的个人责任保险不包括使用或驾驶任何机动车导致的 

个人责任。

• 旅游保险不同于新西兰健康保险。我们欢迎您在购买保险之前与 

我们讨论二者的区别。

选择：
本保险计划不包括财产险，但您可以......

额外支付保费的15%增加最高每件价值NZ$1,000（总价值不超过

NZ$5,000）的行李和随身物品保险。

始终可以在本保险计划中增加贵重物品保险......

额外支付保费的2%增加贵重物品保险。 

例子：一件NZ$5,000的贵重物品 x 0.020 = NZ$100保费。

（每件贵重物品的最高投保金额为NZ$10,000）。

阅读www.orbitprotect.com网站上有关适用于本保险计划的所

有条款、条件、不保事项和自付额的条例。

ORBITPROTECT
WORKING HOLIDAY



财产险
我们的Working Holiday保险计划不自动涵盖财产险，但您可以在两种财产

险中选择一种。您可以选择注明要保险的各项物品，也可以选择普通行李和

随身物品保险（需要额外支付保费）。 

Working Holiday保险计划不自动涵盖财产险，但您可以选择财产险！

ORBITPROTECT  
WORLDWIDE ASSISTANCE
If you are covered by one of our insurance plans and the 

unexpected occurs, you can phone us on: 

0800 478 833 within New Zealand

or +64 3 434 8151 (reverse charge)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for advice when you need it.

We are always just a phone call away,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医疗险
假如您意外生病、发生意外事故或人身伤害，您不必担心医疗费支付问 

题，我们将替您支付超过自付额部分的门诊费、住院费和白天护理费。

医疗撤返险
在发生严重人身伤害或患严重疾病的情况下，您可能必须回国治疗。在此类

紧急情况下，我们将替您支付昂贵的相关费用，让您集中精力处理最重要的

事情，即康复。

保险赔付摘要
您身在新西兰期间有保险，在其他哪些地方还能享受保险？

如果您...... 那么您享受的最多保险天数是..... 

从所在国来新西兰旅游后直接回国。 9天行程（包括中途停留）。

从新西兰前往澳大利亚和西南太平 
洋旅游。

总共31天保期。

保险赔付 最高赔付额(NZ$)

医疗险

1.医疗费。 $250,000

2.致残回国。 合理费用。

3.与您同行的其他随行人员的旅行和住
宿费用。

最高$100,000。适用每天$250
到最高$5,000的住宿限额。

4.殡葬火化或遗体运送回国。 最高$100,000。

5.意外身亡。 最高$25,000（16岁以下
$10,000）。

保险赔付 最高赔付额(NZ$)

旅程变更保险

罢工、天气恶劣等原因造成旅游计划 
变更所发生的额外旅游和住宿费用。

最高$10,000。

保险赔付 最高赔付额(NZ$)

保证金损失

旅游安排取消。 最高$50,000。

保险赔付 最高赔付额(NZ$)

个人责任

意外伤亡或财物损失法律责任。 最高$100,000。

最高赔付额(NZ$)

可选保险
在本保险计划中增加财产险！

本选择保行李和随身物品重置成本。
穿着超过12个月的衣物和鞋子按折旧率
计算赔付额（新置成本减去穿着折旧）。

最高$5,000。任何单件物品、成对
物品或成套物品的最高保险赔付额
为$1,000。需要额外支付保费。

 
考虑去新西兰的工作假日？ 

好极了！您还应该考虑购买Working Holiday保险以防不测。

OrbitProtect经过深思熟虑，确保您能承担Working Holiday保险的保费。

为了尽可能降低保费，本保险计划只包括基本保险，不包括您不需要的各 

种附加险。我们知道这当中的差异，因为我们是专门针对新西兰的情况提 

供专业保险的新西兰公司。

OrbitProtect Lite Working Holiday保险计划只适用于来新西兰度假的工

作假期签证持有人。

如果您打算在新西兰旅游之后前往西南太平洋国家旅行，我们还推出涵盖 

范围更广的保险，保险期最长达31天，涵盖在澳大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 

尼亚等地方的旅程。

我们的保险计划由新西兰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Lumley General Insurance 

(NZ) Limited担保。 

阅读www.orbitprotect.com网站上有关适用于这些保险计划的所有条款、
条件、不保事项和自付额的条例。医疗/旅游保险计划由Lumley General 
Insurance (NZ) Ltd.担保。Lumley的当前财力被Standard & Poor's 
(Australia) Pty Ltd.评委A-级。

AA级到B级可能带加号(+)或减号(-)，表示在相应级别中的相对信誉。

AAA = 信誉极好 BBB = 信誉一般 CCC = 信誉很差

AA = 信誉优良 BB = 信誉欠佳 CC = 信誉太差

A = 信誉较好 B = 信誉较差 R = 信誉极差

在线递交您的理赔
在网上提交理赔要求可以迅速获得赔付结果！

单击www.orbitprotect.com网页上的链接进入我们的网上理赔系统。

您只需注册一次。在此之后，随时可以登录网页提出理赔要求。

已有疾病
保险范围不自动涵盖您患有的旧病。但在某些情况下， 

您可以额外支付NZ$40处理费安排旧病保险。

特别医疗利益！
连续投保，好处多多！欲知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每次理赔的自付额......
所有意外伤害理赔NZ$50，其他所有理赔NZ$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