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系統   

Medicare 
澳大利亞政府通過一個名為Medicare(國民保健)的計劃幫助國民支付醫療及住院費用。
國民保健支付看醫生、拍X光片、驗血、公立醫院照護及一些其他服務的大多數費用。  

欲查詢您是否具資格及欲註冊 Medicare﹐您應該帶備護照或旅遊證件到 Medicare 辦事
處。 

國民保健並不支付救護車費、牙科服務、物理治療、配鏡、足醫、脊柱服務、或私立醫
院住院的費用。 

Centrelink Health Care Card (Centrelink 醫護卡) 

如果您領取Centrelink付款或收入低﹐您或具資格獲得政府的Health Care Card (醫護卡)

。該卡令您可以獲得多種優惠﹐包括藥物及醫療服務(醫生﹑牙醫及救護車)。 

就算您已有醫護卡﹐您在接受所有基本醫院醫療治理時﹐您亦要同時出示 Medicare 卡。 

私營醫療保險 

很多澳大利亞人加入私營醫療保險基金。這些保險可讓您以私家病人的身份在私立或公
立醫院接受治療，並可幫助支付不在 Medicare 範圍內的服務，例如牙科及視光服務。
保險費和類型相差很大，所以如果您決定購買私營醫療保險，在加入該保險計劃之前仔
細檢查其詳情是很重要的。 

 

鼓勵 

政府已經採取了一些經濟上的鼓勵措施，旨在鼓勵人們加入私營醫療保險。聯邦政府對
私營醫療保險的保險費提供 30%的 Rebate(65 歲及以上人士獲更多的退款)，並對不加
入私營醫療保險的高收入人 士徵收 1% 的稅。 

 

LIFETIME HEALTH COVER (終身醫療保險計劃) 

還有一個名為 “Lifetime Health Cover” 的制度。根據該制度﹐私人醫療保險費用視乎人們
初買醫院保險的年齡。。在在他們 31 歲後的第一個 7 月 1 日之前加入醫院保險並一直
保持下去的人一生中支付的保費將比在年紀較大時才加入醫院保險的人為低。如果您延
遲加入醫院保險，由 30 歲起計每延遲一年您將要支付額外的 2% 附加費用。 最高的附
加費 用是 70%，適用於 65 歲時才首次加入醫院保險的人。 

特別條件適用於新移民。一般而言﹐如果新移民在下列日期購買醫院保險(以後者為準)﹐則
毋須支付附加費用﹕ 

http://www.hic.gov.au/yourhealth/our_services/am.htm
http://www.centrelink.gov.au/
http://www.centrelink.gov.au/internet/internet.nsf/payments/conc_cards_hcc.htm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wcms/publishing.nsf/Content/lifetime+health+cover-3


• 在他們 31 歲生日後第一個 7 月 1 日﹔或 

• 當他們具資格獲 Medicare 後一周年紀念當天 

在這些日期之後﹐便要支付正常的 Lifetime Health Cover附加費用。 

查詢詳情 

若需要瞭解有關私營醫療保險的更多情況，請參觀網址
www.health.gov.au/privatehealth 和www.phiac.gov.au﹐或聯絡﹕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Ombudsman 1800 640 695 
  www.phio.org.au

 

聯邦護理聯繫中心 Commonwealth Carelink Centres 為長者及殘疾人士的照顧者提供 

資訊與支援。欲查詢詳情﹐請聯絡﹕ 

Commonwealth Carelink Centres (聯邦護理聯繫中心) 1800 052 222 

 www.commcarelink.health.gov.au

醫療幫助 

急救 

可以通過一些醫療中心或醫院的急診部獲得急救治療。各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都列在 

White Pages (白頁)電話簿的“Hospitals”一欄下。 

在去醫院看病前，請記住隨身帶上您正服用的所有藥物以及 Medicare 卡﹑私人醫療保險
的會員卡﹑保健津貼卡或領養老金/撫恤金優待卡。 

急症服務一日 24 小時在公立醫院的“Casualty” 或 “emergency” (急診室)提供。 

如果情況不是緊急﹐您應該到普通科醫生診所求醫。 

 

GENERAL PRACTITIONERS (普通科醫生) 

如果不是緊急事故，您就應該先去看家庭醫生(也叫做‘普通科醫生’),或者去醫療中心。
您可以選擇去看哪一位醫生或醫療中心  - 它們列在 Yellow Pages (黃頁)電話薄 

‘Medical Practitioners’欄目下。 

您的醫生或可‘bulk bill (刷卡收費)’。也就是說會叫您在一張 Medicare 表上簽名， 然
後醫生會把這張表寄給 Medicare 部門，Medicare 然後會付錢給醫生。否則醫生會向您
收費，您或可通過 Medicare 或您的私人醫療保險基金將門診費報銷回來(如果您合乎資
格)。不論是 Medicare 卡或私人醫療保險基金﹐您都要帶 Medicare 卡 (如果您有醫療卡
亦要帶同)。 

 

傳譯 

http://www.health.gov.au/privatehealth/
http://www.phiac.gov.au/
http://www.phio.org.au/
http://www.phio.org.au/
http://www.commcarelink.health.gov.au/
http://www.commcarelink.health.gov.au/
http://www.whitepages.com.au/


醫生在為您診症時﹐可以使用優先專線安排傳譯員。如果您是澳大利亞永久居民或澳大
利亞公民﹐而您所接受的醫療服務是 Medicare(國民保健)包括在內的﹐這項服務對您或醫
生都是免費的。 

TIS Doctors Priority Line (24 小時醫生優先專線) 1300 131 450

 www.immi.gov.au/tis/

專科醫生 

您要先看普通科醫生才能看專科醫生。該普通科醫生可以將您推薦到一名醫科或其他專
科醫生處進行進一步的治療。 

 

藥物 

如果您的醫生認為您需要服藥，就會給您開一個處方帶到藥店(或藥房)。許多藥品 

(如抗生素)只能憑處方獲得。如果您有Centrelink發給的Health Care Card 或 Pension 

Concession Card ﹐在購買某些藥物時﹐將會獲優惠。當您到藥房取藥時須帶您的 

Medicare卡。 

重要的是細閱藥物上的標籤和指示﹐如有不清楚則要詢問。欲求助或查詢有關藥物的資
料﹐請聯絡您的藥劑師﹐或於周一至周五﹐早上 9 時至下午 6 時致電﹕ 

Medicines Line (藥物資訊專線) 1300 888 763 

社區醫療中心 

Community Health Centres (社區醫療中心) 無論年齡為人們提供低收費的服務。并
非所有中心皆提供相同的服務。而他們通常會提供的服務包括護理﹑健康教育與推 廣﹑物
理治療﹑牙齒護理﹑醫療護理﹑心理輔導與社會福利。  

心理健康 

需要心理健康問題和精神病幫助者可獲提供多種服務。通常就心理健康問題需要幫助人
士應該先聯絡普通科醫生或社區健康中心。 

您也可以聯絡﹕  

Queensland Transcultural Mental Health Centre 3240 2833 

布里斯本以外地區 1800 188 189 

為來自不同文化和語言背景人士提供的服務 

許多醫院和和大的醫療中心都有專業的醫療人士隊伍，向當地的移民社區提供服務。這
些服務包括輔導、諮詢、推薦就診和醫療信息。請給您的當地醫院或社區醫療中心打電
話，看一看是否有說您的語言的 Multicultural Health Worker(多元文化醫療工作者)。 

http://www.immi.gov.au/living-in-australia/help-with-english/help_with_translating/english-speakers/doctors-priority.htm
http://www.immi.gov.au/tis/
http://www.nps.org.au/site.php?content=/resources/content/cons_ml_about.html


防疫注射 

防疫注射能保障兒童(及成人)免患上傳染病。防疫注射對兒童而言﹐並非強制性﹐但政府建
議他們應該做。某些州及領地(新州﹑維州﹑塔州及首都領地)要求入託兒所或開始上學的
兒童﹐出示防疫注射記錄。這能讓託兒中心或學校知道哪些孩子仍未接受防疫注射。您
的孩子可以在家庭醫生診所或您的Community Health Centre(社區健康中心)接受防疫
注射。 

如果您欲在 Community Health Centre(社區健康中心)或地方市議會接受防疫注射﹐您將
需要聯絡他們﹐以確定他們提供甚麼防疫注射及於甚麼時候提供。 

如果您的孩子沒有接受防疫注射﹐您或許沒有資格領取托兒津貼。 

National Immunisation Infoline 1800 671 811 
    http://immunise.health.gov.au
Australian Childhood Immunisation Register   1800 653 809 

 

牙科服務 

在您當地地區有一些私人牙醫師，他們的服務通常要收費。您可能希望加入私人醫療保
險以幫助支付牙科服務的費用。 

州和領地政府還向有資格的 Centrelink 優惠卡持有者提供範圍有限的免費口腔醫療服 

務。所提供的服務主要是止痛和一些基本的口腔醫療服務，包括裝假牙。請與您最近的
醫療中心或服務聯絡以瞭解您所在地區的服務詳情，並且與 Centrelink 聯絡以看一看您
是否有資格申請優惠卡。 

獲得長者照護服務 

安老院是為基於不同原因﹐例如患病﹔殘疾﹔喪親﹔緊急事故﹔照護者﹑家人或朋友的需要﹐或在
沒有幫助情況下較難在家居住的長者而設。那些沒有入住安老院需要的長 

者﹐或可考慮入住獨立的居住單位或退休村。 

長者照護評估組(ACATS)能就您需要哪些類澳大利亞政府資助服務提供建議﹐以幫助您
繼續住在您的家中或判斷您是否應該入住安老院。 

您若想入住安老院﹐您需要經過五個步驟。計為﹕ 

http://immunise.health.gov.au/
http://immunise.health.gov.au/
http://immunise.health.gov.au/


 您的資格評估 

 找尋居所 

 計算費用 

 申請 

 搬遷與安頓 

欲就長者照護事務﹐請聯絡﹕ 

Aged Care Information Line 1800 500 853  

(長者與社區照護資訊專線) www.seniors.gov.au

http://www.seniors.gov.au/internet/seniors/publishing.nsf/Content/Aged+Care+Information+Line
http://www.seniors.gov.au/internet/seniors/publishing.nsf/Content/Aged+and+Community+Care+Information+Line
http://www.senior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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