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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保险计划

更多计划信息
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cn

联系我们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surance
224 First Street 
Neptune Beach, 
FL 32266 
USA 

美国境内:	 877-758-4391
国际热线:	 +1	904-758-4391
传真:	 904-212-0412
电邮:	 info@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	
微信客服:	 isi-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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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美国保险代理机构。自2001年开始，ISI
留学保险已是一家值得信赖的保险行业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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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德国、墨西哥和
中国有分公司。

我们同时也是NAFSA	(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	的全球合作伙伴及被
Better	Business	Bureau(北美商业改进局)	评为	A+的企业并且常年
获得Trustpilot（全球最大的在线评论社区之一）5星级的消费好
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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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国人士找到最适合自已的保险计划。

安全性
本保险计划由	Sirius Specialty Insurance Corporation	承保，
他们获贝氏	(A.M	Best)	评级为A，标淮普尔	(Standard	&	Poors)	评
级A-	，以及惠誉国际	(Fitch)	评为A+。

计划管理机构
International	Medical	Group®	(IMG®)，总部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是一家向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保险保障和服务
行业的领导者。IMG领导层多年的宝贵经验，使IMG在本土和国际
保险市场上能提供优越的服务。他们的专业理赔和客服团队全天
24小时，一周7天为留学生和访问者解答疑难和协助他们的需求。

计划特点

学生区
您可以通过学生区在线管理您的保险计划

更新你的个人和付款
信息

提交和跟进索赔 

下载你的ID卡和保单
确认信

延长或续保计划

在线寻找医生/医院

医疗网络内可覆盖
最高100%

最高保额可高达
100万美元

免赔额25美元起 使用UnitedHealthcare	
Network	PPO
医疗网络

像其他疾病一样覆盖
新冠COVID-19

即时透过电邮获得保
单ID卡

线上提交及跟进索赔
信息

24小时多语言客服
协助



标注			*	不涉及免赔额和共同保险；	+	必须由保险公司预先允许；#	必须先获医生批准的医嘱或治疗计划；	§	并且必须是由急性护理机构直接传送

保险条款
本小册子旨在提供信息，并不能取代保险计划详细条款文件中的任
何条款或内容。请到我们官网下载保险计划详细条款文件来查看详
细的保障项目、不保事项和条款。

保费
以下保费价格为每月美元费率，
如需要查看配偶及子女保费信息请浏览我们网站。

Standard 级别
年龄	 									不包括美国覆盖	 	 包括美国覆盖

18岁或以下	 	 $53	 	 $68
19–23	 	 $59	 	 $89
24–30	 	 $78	 	 $104
31–40	 	 $119	 	 $187
41–50	 	 $192	 	 $303
51–64	 	 $257	 	 $405

年龄	 	 不包括美国覆盖	 	 包括美国覆盖

18岁或以下	 	 $163	 	 $207
19–23	 	 $180	 	 $272
24–30	 	 $237	 	 $314
31–40	 	 $259	 	 $563
41–50	 	 $584	 	 $921
51–64	 	 $774	 	 $1,229

Platinum 级别

Standard 级别 Platinum 级别

终身最高保额上限 50万美元 (留学生)
10万美元 (配偶或子女)

100万美元 (留学生)
10万美元 (配偶或子女) 

每宗疾病或受伤最高
保额

30万美元 (留学生)
10万美元 (配偶或子女) 

50万美元 (留学生)
10万美元 (配偶或子女) 

免赔额
 - 每宗疾病或受伤 

100美元 美国境内医疗网络内或
美国境外国家就医 - 
25美元
美国境内医疗网络外就
医 - 50美元

学校医务室 若在学校健康中心就医，只需支付$5美元挂号费(
无需支付免赔额)

共同保险赔付比例 美国境外、美国PPO医疗网络内、或在学校医务
室就医:
扣除免赔额后,，计划覆盖100%的合资格医疗费用
直至最高保额。

美国PPO医疗网络外就医:	
扣除免赔额后，计划覆盖首5千美元的80%合资格
医疗费用，之后承担余下100%的合资格医疗费用
直至最高保额。

门诊和住院服务
涉及免赔额和共同保险，除非额外说明。

合资格医疗费用仅限于通常、合理和惯例(URC)费用
以及覆盖期限为保险期限，除非额外说明

合资格医疗费用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门诊就医/服务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每天最多使用1次，手术不涉及最高使用限制

医院急诊室
(Emergency Room)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疾病: 若没有被医院直接接收住院治疗，则需支
付250美元额外的医院急诊室免赔额

受伤: 不涉及医院急诊室免赔额

住院病房与膳食费 覆盖一般半私人病房价格范围的费用直至最高
保额。包括护理服务费、杂费和辅助服务费
用。

重症监护ICU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门诊和住院手术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化验室诊断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放射科/X光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化疗/放射治疗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入院前检查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手术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整形手术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计划覆盖的手术而直接相关非有意的整形手术

见习医生 正规医生通常、合理和惯例费用的20%

麻醉服务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耐用性医疗设备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基本的医院床位 和/或 基本的轮椅

脊椎护理 #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物理治疗 #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每天最多1次

已存在状况或疾病 在连续被保12个月后
覆盖合资格的费用

在连续被保6个月后覆
盖合资格的费用

怀孕生育 
若在保险生效日开始后才怀孕，

计划将会提供怀孕生育保障包括

但不限于产前、分娩及产后护

理，亦覆盖流产，产前及产后并

发症的合资格费用。

不覆盖 美国境内:
医疗网络内就医: 覆盖
5千美元内的80%
医疗网络外就医: 覆盖
5千美元内的60%

美国以外国家: 覆盖5
千美元内的100%

新生儿常规护理 不覆盖 覆盖在怀孕生育保障
中，新生儿出生的头
31天

扩充护理医疗机构 §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居家护理 §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由居家护理机构提供

新冠COVID-19/
SARS-CoV-2 

新冠COVID-19/SARS-CoV-2按保险公司定义和
其他新疾病/受伤一样覆盖，受计划的条款和
细则约束

处方药 主被保人: 最高保额为25万美元
一起投保的配偶和子女: 最高保额为10万美元
门诊及住院手术, 医院急诊室, 以及门诊所用到的处方药: 
覆盖至每个保单年度最高保额

在商业药房获取/购买的处方药: 覆盖50%，最多90天的供应量

心理健康及成瘾治疗 住院: 最高覆盖1万美元
门诊: 每天最高50美元；终身最高500美元
在学校医务室接受心理健康及成瘾治疗，计划将不覆盖

紧急保障服务
不涉及 免赔额和共同保险，除非额外说明

合资格医疗费用仅限于通常、合理和惯例(URC)费用
以及覆盖期限为保险期限，除非额外说明

紧急当地救护车 每次受伤覆盖: 350
美元
每次因疾病并导致住
院治疗才覆盖: 350
美元

每次受伤覆盖: 750
美元
每次因疾病并导致住
院治疗才覆盖: 750
美元

紧急医疗运送 + 终身最高覆盖50万美元

紧急家庭团聚 + 终身最高覆盖5万美元
最多15天的覆盖, 每天覆盖25美元的餐饮费用

医疗机构之间救护
车转送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转送必须是在接收住院后所需要，由一家认证医疗机构转送至
另一家认证医疗机构。本服务只适用于在美国

政治避难和撤离+ 终身最高覆盖1万美元

遗体送返回国 + 终身最高覆盖5万美元
在身故国家火葬/土葬: 最高覆盖5千美元

其他保障服务
涉及免赔额和共同保险，除非额外说明

资格医疗费用仅限于通常、合理和惯例(URC)费用
以及覆盖期限为保险期限，除非额外说明

意外身故或残障 * 赔偿本金: 被保人: 2.5万美元； 一同投保的配
偶: 1万美元； 一同投保的子女: 5千美元
必须在意外发生后90天内身故

牙科治疗 因自然健全的牙齿突发剧痛而需要紧急治疗:  
最高覆盖350美元
因获保障的意外所引至的非紧急损害:  
最高覆盖500美元

严重牙科受伤 覆盖直至最高保额

附带祖国保障 最多连续14天的祖国保障
只适用于非美国公民

学院际、校际、校
内、学校俱乐部体育
活动保障 

每宗受伤/疾病最多覆盖5千美元

个人责任 最高总赔偿额: 1万美元
令第三方受伤: 每宗受伤需支付免赔额100美元
令第三方资产损坏: 每宗损坏需支付免赔额100美元
不覆盖与被保人相关的第三者身体受伤或与被保人相关的第
三者资产损坏

恐怖袭击 * 终身最高覆盖5万美元

保障项目

团体保费
我们为各种团体(5人或以上)提供一系列的保险选择和优惠价格。	
请联系我们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和定制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