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讲解
我们的详细保险讲解专页能帮助你深入了解更多有
关留学保险的信息，专页里有许多有用资源，包括我

们自家制作的 “美国医疗系统简介” 、“心理健康
的知识” 和 “预防性侵犯知识” 视频。

更多信息请登陆：
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baoxian-

jiangjie

学生区 
无论是掉失保险卡还是保险文件，需要理赔上的帮
助或是对保障范围有任何疑问，欢迎你随时与我们
联系。不过，这类问题或信息通常都能在MyIMG里
获取到，MyIMG是一个网上帐户管理及资源平台，

让您可以轻松地管理个人信息、续保、获取新的保险
ID卡和更多其他的功能。

请参阅以下网址来登入MyIMG:
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xuesheng-

zone/MyIMG.php

保障
本保险计划由Sirius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Group承保，是CMIG 
International的全资子公司。他们获

贝氏 (A.M Best) 评级为A，标淮普尔 
(Standard & Poor’s) 评级为A-，以及

惠誉国际评级为A+。

本计划管理机构
International Medical Group® (IMG®), Sirius Group
旗下的公司, 自1990年建立以来已为上百万名全球用
户提供其国际医疗及旅行保险计划，并获奖无数。
作为全球援助行业和国际保险的领导者，IMG提供

一系列留学和旅行保险，以及医疗管理、24/7紧急医
疗和旅行协助服务。

联系我们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surance
224 First Street Neptune Beach,  

FL 32266 USA
美国电话: 877-758-4391 

国际热线: +1 904-758-4391 
传真: 904-212-0412 

微信客服号: isi-insurance 
微信公众号: isinews

info@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
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 

关于我们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surance (ISI留
学保险) 是一家为全球留学生提供留
学及旅游保险的美国专业保险代理机

构。ISI留学保险由Envisag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拥有和运营，总部设立于美
国佛罗里达州的Neptune Beach。自2001
年开始，ISI已是一家值得信赖的保险行
业领导者，为各国留学生提供留学医疗

保险。 

我们同时也是NAFSA(北美国际教育工
作者协会)的全球合作伙伴及被Better 

Business Bureau(北美商业改进局) 评为
A+的企业。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客服团
队定能为你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并能够帮
助每一位留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已的保险

计划。

Patriot Travel旅行医疗保险

保障概要

保障需要常规居住国以外国家的国
际旅行保险

常见问题解答

Patriot Travel计划的承保商是哪家公司?

Sirius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Corporation 是
Patriot Travel计划的承保商，他们获贝氏 (A.M 

Best) 评级为A，同时也被标淮普尔 (Standard & 
Poor’s) 评级A+。

我是否符合Patriot Travel计划的投保资格?

只要你的年龄在出生14天或以上便符合获得
Patriot Travel计划的全球保障的资格，但计划不覆

盖你的常规居住国。计划非常适合留学生、访问学
者、家属、旅游人士、监护人、游学团等。常规居住
国是指你出国前的主要居所或住址和任何你需要

因在该国工作而交税的国家。

我能延长或续保计划吗?

可以的！只要你在初始投保时起码选择了30天的
覆盖，就可延长保障期。如果你投保的保障期少

于365天，你可以延长至最多365天的覆盖。当延长
完后，你可以续保计划到下一个保险年度，最多可

覆盖的总保险年度为2年。

我可以去哪些医生或医院就医呢?

你可以去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医生或医院(统称为
医疗机构)就医。但是如果你需要在美国境内就

医，我们建议你应该先选择到接受First Health 
Network 的医疗机构就医 – 这样可减少你的自付

费用。你可以在我们的在线搜索工具查看哪些医
疗机构是在医疗网络内:  

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 
yiliao-wangluo/img.php

我会否获得办理签证所需的有关文件呢?

购买计划后，你将会获得保险确认电邮，包括保
单、以及可在签证或学校要求证明时使用的Visa 
Letter。你还可以透过MyIMG网上账户平台下载

或获取你Visa Letter、保险ID卡等信息: 
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 

xuesheng-zone/MyIMG.php 



主要除外责任概述
某些服务、治疗和/或状况，以及其他项目所产生的费用属
于Patriot Travel计划的除外责任，本计划将不覆盖。其中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1.  已存在状况/疾病
2.  因旅游、食宿和/交通所产生的费用，除非是保险理赔范

畴内所覆盖的保障
3.  以调查、实验、科学研究为目的或选择性的治疗或手术
4.  战争、军事行动、恐怖主义、政治暴动、抗议或任何相

关之活动
5.  疫苗和常规身体检查
6.  颞下颌关节或牙科治疗
7.  性病、艾滋病(AIDS)、艾滋病病毒(AIDS)、艾滋病相关疾

病或艾滋病前期综合征(ARC) ，和检查这些状况的费
用，以及在投保生效之前已经是HIV+人士的任何治疗
或手术费用

8.  怀孕、生育、避孕、人工受孕、治疗不孕不育或阳萎、绝
育或恢复绝育、或堕胎

9.  . 因参与以下项目而导致的疾病或意外: 接触性运动、任
何竞速、竟赛项目、业余体育、专业体育、或任何其他由
大学生体育协会(和/或其他大学认可协会或主管部门) 
或国际奥委会主办和/或认可的体育活动

10.  视力或听力检查，和用于视力或听力上的辅助工具
11.  职业性、消遣性、语言或音乐疗法
12.  以获得长期看护、教育/康复照顾或护理服务为主要目

的所接受的治疗
13.  被保人在犯罪时或犯罪过程中所产生或导致的费用，

意外和/或疾病
14.  治疗因药物滥用或药物成瘾所产生或导致的意外和/

或疾病
15.  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下所产生或导致的意外和/或疾病
16.  故意自我伤害或疾病
17.  治疗非本计划理赔覆盖范围内的治疗或状况所产生或

导致的并发症
18.  由被保人亲属或家庭成员实行或提供的，或不需要被

保人付费的任何服务或用品
19.  治疗精神和心理健康疾病
20.  器官或组织移植或有关的服务
21.  出境到目的地国家是为了让该意外或疾病得到治疗或

获得医疗建议
22.  因暴露在核辐射和/或核物质下所产生或导致需要的

治疗
23.  在保险生效日期后90天内所发生的任何尿道感染(或其

所导致的疾病)并需要被保人入院治疗

以上内容为计划的除外责任概括及翻译版本，详细除外责
任内容请查阅英文版的保险计划详细条款并以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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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每日保费价格表的价格单位为美元，免赔额为
$250美元

Patriot Travel

每个保险承保期的最高
总保额

$5万美元、$10万美元、$50万美元、$100万美
元; $2百万美元 - 只适用于Patriot International

免赔额选项
$0美元、$100美元、$250美元、$500美
元、$1,000美元或$2,500美元

共同保险 - 在美国境
外就医

保险公司承担100%，直至所选的最高保额

共同保险 - 在美国境
内就医

PPO医疗网络”内”就医 - 保险公司承担100%
合资格费用，直至所选的最高保额
PPO医疗网络”外”就医 - 首5千美元内，保险
公司将承担其中80%合资格费用，超过5千美
元的部分也将由保险公司承担100%合资格费
用，直至所选的最高保额

住院病房与膳食费
可报销一般半私人病房价格范围的合资格费
用直至最高保额

重症监护 直至最高保额

医院急诊室
直至最高保额，但若无须住院则需额外支付
$250美元的额外免赔额

手术 直至最高保额

就医费用

直至最高保额 - 
急救护理中心(Urgent Care Center)定额手续
费: $25 
免约诊所(Walk-in Clinic)定额手续费: $15
如果选择的是0美元免赔额，则无需支付定
额手续费

诊断过程 直至最高保额

物理治疗 直至最高保额

处方药 直至最高保额

居家护理 直至最高保额

紧急使用当地救护车 直至最高保额

耐用性医疗设备 直至最高保额

紧急牙齿治疗
最多$300美元覆盖以用于治疗健全牙齿突发
剧痛或因意外而健全牙齿需要接受治疗

严重牙齿意外
直至最高保额。因同一意外并由牙科医生提
出需要额外治疗也会覆盖100%(涉及免赔额
和共同保险)

紧急医疗运送* 上限100万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紧急团聚* 上限5万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未成年子女送返回国* 上限5万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遗体送返回国*
或在身故国家火葬或
土葬*

遗体送返回国 - 上限5万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在身故国家火葬或土葬 - 上限5千美元(不涉
及免赔额)

政治避难* 上限1万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保费保障项目

Patriot International  
全球(不包括美国)

最高保额 $50,000 $100,000 $500,000 $1,000,000 $2,000,000

年龄
每日费

率
每日费

率
每日费

率
每日费

率
每日费

率

出生14日
至17岁

$0.77 $0.95 $1.10 $1.22 $1.29

18–29 $0.77 $0.95 $1.10 $1.22 $1.29

30–39 $0.91 $1.10 $1.39 $1.45 $1.51

40–49 $1.53 $1.80 $2.05 $2.07 $2.17

50–59 $2.70 $2.98 $3.16 $3.22 $3.39

60–64 $3.25 $3.55 $3.84 $3.88 $4.07

65–69 $3.90 $4.15 $4.80 $5.18 $5.43

70–79 $5.7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80+* $10.1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Patriot America 
全球(包括美国)

最高保额 $50,000 $100,000 $500,000 $1,000,000

年龄 每日费率 每日费率 每日费率 每日费率

出生14日
至17岁

$1.22 $1.56 $2.05 $2.27

18–29 $1.22 $1.56 $2.05 $2.27

30–39 $1.67 $2.23 $2.70 $2.90

40–49 $2.46 $3.08 $3.86 $4.30

50–59 $3.30 $4.15 $5.48 $5.87

60–64 $4.03 $5.28 $7.19 $7.67

65–69 $4.76 $6.10 $8.12 $8.91

70–79 $6.4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80+* $11.6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
请参阅我们的网站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和申请:

团体价格
五人或以上购买团体计划可享有高达10%的优惠，请
与我们联系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和定制方案。

Patriot Platinum - 如果需要更高和更多的保障，请到我们官网查阅另一款Patriot 
Platinum计划。

Patriot Travel

自然灾害
每天$250美元，最多5天的食宿覆盖 (不涉
及免赔额)

意外身故及残障 终身上限2万5千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公共交通意外身故
受益人将获得5万美元，每个家庭终身上限
最多25万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旅行中断 上限5千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托运行李丢失
每件物品最高$50美元，最高总赔偿额为$250
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住院津贴
每晚住院津贴最高$100美元，最多10天覆盖(
不涉及免赔额)

身份失窃援助 上限$500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恐怖袭击 上限5万美元(不涉及免赔额)

附带常规居住国保障
最多可累积14天的覆盖。只适用于常规居住
国家为不是美国的被保人

附带紧急美国保障
(只适用于Patriot 
International)

最多可累积14天的覆盖

预认证审核 
(Pre-Certification)

如果保障项目需要做预先认证但被保人没有
做，将会减少50%合资格的医疗费用覆盖

已存在状况/疾病的急
性发作/复发 - 医疗覆盖
(70岁以下人士 - 只适用
于Patriot International
计划)

持有主要医疗保险计划的65岁以下美国公民: 
可获覆盖至最高保额。(break next line)
并未持有主要医疗保险计划的65岁以下美国
公民: 可获覆盖至最高2万美元。(break next 
line)
65岁或以上美国公民: 终身上限$2,500美
元。(break next line)
70岁以下非美国公民: 可获覆盖至最高保额
或50万美元，按两者中较低者计算。

已存在状况/疾病的急
性发作/复发 - 紧急医
疗运送覆盖(只适用
于Patriot International
计划)

65岁以下人士: 终身上限2万5千美元

个人责任
最高赔偿额为1万美元。若令第三方受伤或损
害则需支付$100美元免赔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