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条款  基本险种 Vrije Keuze Startfit Vrije Keuze Extrafit Vrije Keuze Benfit Vrije Keuze Optifit Vrije Keuze Topfit Vrije Keuze Superfit

其它治疗方式 

* 详情参照ONVZ所列出的认证专业机构列表

- - 就医 最高理赔。每次治疗费用27欧
元，最高理赔。每天一次 
治疗 最高理赔。20次治疗

替代（家庭治疗法及心、身、灵全
方位治疗法）药物   
 及 （实验室）研究:  
无理赔

就医或者针灸师 最高理赔。每次 
治疗费用27欧元，最高理赔。每天
一次治疗 最高理赔。20次治疗

替代（家庭治疗法及心、身、灵全
方位治疗法）药物   
 及 （实验室）研究:  
无理赔

就医 最高理赔。每次治疗费用85欧
元，最高理赔。每天一次治疗 最高
理赔。750欧元

到ONVZ认可的治疗地点* 最高理
赔。每次治疗费用65欧元，最高理
赔。每天一次治疗 最高理赔。250
欧元

注册的家庭治疗师及心、身、灵全
方位治疗师 
治疗药物协同（实验室）研究 
250欧元，需要有医生处方/治疗处
处方 与药店提供的处方

就医 最高理赔。每次治疗费用85欧
元，最高理赔。每天一次治疗 最高
理赔。1,000欧元

到ONVZ认可的治疗地点* 最高理
赔。每次治疗费用65欧元，最
高理赔。每天一次治疗 最高理
赔。500欧元

注册的家庭治疗师及心、身、灵全
方位治疗师 
治疗药物协同（实验室）研究
500欧元，需要有医生处方/治疗处
处方 与药店提供的处方

就医 最高理赔。每次治疗费用85欧
元，最高理赔。每天一次治疗 最高
理赔。1,250欧元

到ONVZ认可的治疗地点* 最高理
赔。每次治疗费用65欧元，最
高理赔。每天一次治疗 最高理
赔。500欧元

注册的家庭治疗师及心、身、灵全
方位治疗师 
治疗药物协同（实验室）研究 
750欧元，需要有医生处方/治疗处
处方 与药店提供的处方

节育 至21岁：100%理赔

从21岁起：指定项目100%理赔
医嘱

- - 100%理赔 100%理赔 100%理赔 100%理赔

运动项目 - - - 最高理赔250欧元，处方药 
治疗医师，可用于:
- 荷兰皇家理疗协会运动计划
- 运动计划是多种生活方式改善规

划的一部分
- 重塑计划  

修复及平衡

最高理赔500欧元，处方药 
治疗医师，可用于: 
- 荷兰皇家理疗协会运动计划
- 运动计划是多种生活方式改善规

划的一部分
- 化疗期间的运动计划 
- 重塑计划  

修复及平衡

100%理赔 主治医师 共计: 
- 荷兰皇家理疗协会运动计划
- 运动计划是多种生活方式改善规

划的一部分
- 化疗期间的运动计划
- 重塑计划  

修复及平衡

最高理赔50欧元  
老年游泳健身  
 及50岁以上游泳健身

100%理赔 主治医师 共计: 
- 荷兰皇家理疗协会运动计划
- 运动计划是多种生活方式改善规

划的一部分
- 化疗期间的运动计划
- 重塑计划  

 修复及平衡 

最高理赔50欧元  
老年游泳健身  
 及50岁以上游泳健身

运动护理：物理治疗及运动疗法 至18岁： 
慢性病：100%理赔
非慢性病：最高理赔18 必须的
医疗护理

从18岁起： 
慢性病：自第21 次 治疗起100%
理赔 
非慢性病: 无理赔

治疗尿失禁的 
骨盆物理治疗法：  
最高理赔9次治疗

100%理赔，最高理赔。9次治疗 100%理赔，最高理赔。9次治疗 100%理赔，最高理赔。12次治疗 100%理赔，最高理赔。35次治疗 100%理赔 100%理赔

运动护理：姿势和 
动作治疗 
(物理治疗另行标注)

- - 最高理赔100欧元, 用于体育医师 最高理赔500欧元，用于脊椎治疗、
骨科治疗、人工E.S.治疗® （VMT成
员）与体育医师

最高理赔750欧元，用于脊椎治疗、
骨科治疗、人工E.S.治疗® （VMT成
员）与体育医师

最高理赔1,000欧元，用于脊椎治
疗、骨科治疗、人工E.S.治疗® 
（VMT成员）与体育医师

最高理赔1,500欧元，用于脊椎治
疗、骨科治疗、人工E.S.治疗® 
（VMT成员）与体育医师

理赔金额概况表 2014



条款  基本险种 Vrije Keuze Startfit Vrije Keuze Extrafit Vrije Keuze Benfit Vrije Keuze Optifit Vrije Keuze Topfit Vrije Keuze Superfit
镜片, （隐形）镜片  
  及眼部激光手术

规定的医疗适应症，如辅助药品中
所描述的那样，100%理赔

- - - 最高理赔150欧元，为。 
强化/矫正镜片包含镜框、强化/矫
正隐形眼镜、植入型视力矫正镜片
及眼部激光手术

最高理赔300欧元，为。 
强化/矫正镜片包含镜框、强化/矫
正隐形眼镜、植入型视力矫正镜片
及眼部激光手术

最高理赔450欧元，为。 
强化/矫正镜片包含镜框、强化/矫
正隐形眼镜、植入型视力矫正镜片
及眼部激光手术

国外：紧急  
 治疗

最高理赔 与荷兰境内标准一致 
法律规定或市场规则额度 

在欧盟国家/欧盟经济所属区国家 
或条约国内：
最高理赔 额度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在欧盟国家/欧盟经济所属区国家或
条约国之外的国家：
最高理赔的二倍 按照荷兰适用的法
律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在欧盟国家/欧盟经济所属区国家 
或条约国内：
最高理赔 额度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未在荷兰注册的药品 最高理
赔。50欧元

在欧盟国家/欧盟经济所属区国家或
条约国之外的国家：
最高理赔的二倍 额度按照荷兰适用
的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未在荷兰注册的药品 最高理
赔。50欧元

在欧盟国家/欧盟经济所属区国家 
或条约国内：
最高理赔 额度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未在荷兰注册的药品 最高理
赔。75欧元

在欧盟国家/欧盟经济所属区国家或
条约国之外的国家：
最高理赔的二倍 额度按照荷兰适用
的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未在荷兰注册的药品 最高理
赔。75欧元

最高理赔 额度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未在荷兰注册的药品 最高理
赔。150欧元

最高理赔 额度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未在荷兰注册的药品 最高理
赔。250欧元

最高理赔 额度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未在荷兰注册的药品 最高理
赔。350欧元

国外：回国 - 100%理赔，因重大疾病或者交通事
故原因不能自理回荷兰

100%理赔，因重大疾病或者交通事
故原因不能自理回荷兰

100%理赔，因重大疾病或者交通事
故原因不能自理回荷兰。 
因死亡将骨灰运回

100%理赔，因重大疾病或者交通事
故原因不能自理回荷兰。 
因死亡将骨灰运回

100%理赔，因重大疾病或者交通事
故原因不能自理回荷兰。 
因死亡将骨灰运回，或者 
在国外的葬礼/火化及家属交通费用
最高理赔11,345欧元，- 
用于定位及营救

100%理赔，因重大疾病或者交通事
故原因不能自理回荷兰。 
因死亡将骨灰运回，或者 
在国外的葬礼/火化及家属交通费用
最高理赔11,345欧元，- 
用于定位及营救

国外：电话费用 
国外联系  
ONVZ 护理支持

- - - 100%理赔 100%理赔 100%理赔 100%理赔

国外：可预知的 
治疗

** 认可的医院请见ONVZ国外认可医院列表

最高理赔 金额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 最高理赔 金额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在离荷兰边境60公里以内并得到
ONVZ认可的医院进行治疗可以完
全理赔**

最高理赔 金额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在离荷兰边境60公里以内并得到
ONVZ认可的医院进行治疗可以完
全理赔**

最高理赔 金额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在离荷兰边境60公里以内并得到
ONVZ认可的医院进行治疗可以完
全理赔**

最高理赔 金额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在离荷兰边境60公里以内并得到
ONVZ认可的医院进行治疗可以完
全理赔**

在欧盟国家/欧盟经济所属区国家
或条约国： 
最高理赔的二倍 金额按照荷兰适用
的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在离荷兰边境60公里以内并得到
ONVZ认可的医院进行治疗可以完
全理赔**

在欧盟国家/欧盟经济所属区国家或
条约国之外的国家： 
最高理赔 金额按照荷兰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者按照市场规则

生产护理：分娩及孕产妇护理 最低理赔24小时 最高理赔80小时 
最高理赔十天，包含个人承担额*1

- 分娩套餐 分娩套餐 最高理赔250欧元 用于
- 自行负担的非医疗必须的私人诊

所分娩
-  孕产妇护理个人承担额
-  早产儿保育护理
-  附加或推迟的孕产妇护理

分娩套餐 最高理赔400欧元 用于
-   自行负担的非医疗必须的私人诊

所分娩
-   孕产妇护理个人承担额
-   早产儿保育护理
-   附加或推迟的孕产妇护理

分娩套餐 最高理赔550 欧元 用于
-   自行负担的非医疗必须的私人诊

所分娩
-   孕产妇护理个人承担额
-   早产儿保育护理
-   附加或推迟的孕产妇护理

分娩套餐 最高理赔550 欧元 用于
-   自行负担的非医疗必须的私人诊

所分娩
-   孕产妇护理个人承担额
-   早产儿保育护理
-   附加或推迟的孕产妇护理



条款  基本险种 Vrije Keuze Startfit Vrije Keuze Extrafit Vrije Keuze Benfit Vrije Keuze Optifit Vrije Keuze Topfit Vrije Keuze Superfit
心理健康保险：  
全科基础心理健康护理

100%理赔, 需要全科医师、企业医
师或学校医师处方治疗适应障碍或
缓解工作、关系问题及非DSM IV-TR 
（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收录
的心理问题的治疗无补偿

- - - 最高理赔500 欧元，用于治疗适应
障碍或缓解工作、关系问题 

住院期间无理赔

最高理赔1,000欧元，用于治疗适应
障碍或缓解工作、关系问题 

住院期间无理赔

最高理赔1,500欧元，用于治疗适应
障碍或缓解工作、关系问题 

住院期间无理赔

药品 100%理赔，不包括个人承担额*1 
医疗保险规定中收录的药品的补偿

- 最高理赔100欧元用于已经注册的药
品 、绷带和个人承担额

无理赔：非药品、 顺势疗法及
心、身、灵全方位治疗药物、预
防药物、非处方药、节育及体外
受精药物

最高理赔200欧元用于已经注册的药
品 、绷带和个人承担额

无理赔：非药品、 顺势疗法及心、
身、灵全方位治疗药物、预防药
物、 非处方药及体外受精药物

最高理赔4,540欧元用于已经注册
的药品 、绷带、必要的褪黑素和
个人承担额

无理赔：  
非药品。  
除了顺势疗法与物理疗法还可以使
用其他治疗方式

最高理赔4,540欧元用于已经注册
的药品 、绷带、必要的褪黑素和
个人承担额

无理赔：  
非药品。  
除了顺势疗法与物理疗法还可以使
用其他治疗方式

100欧元，用于注册的药品 、绷
带、必要的褪黑素和个人承担额

无理赔：  
非药品。  
除了顺势疗法与物理疗法还可以使
用其他治疗方式

体检 
(每年一次)

- 100%理赔， 
经由ONVZ ZorgConsulent

100%理赔， 
经由ONVZ ZorgConsulent

100%理赔， 
经由ONVZ ZorgConsulent

100%理赔， 
经由ONVZ ZorgConsulent

100%理赔， 
经由ONVZ ZorgConsulent

100%理赔， 
经由ONVZ ZorgConsulent

流感疫苗 - - - 100%理赔 100%理赔 100%理赔 100%理赔

家庭医生保险 100%理赔 - - - - - -

在入院治疗之后的 
家庭护理

- - - - 最高理赔9 小时, 经由ONVZ 
ZorgConsulent, 入院最少5 天

最高理赔18小时, 经由ONVZ 
ZorgConsulent, 入院最少5 天

最高理赔30小时, 经由ONVZ 
ZorgConsulent, 入院最少5 天

体外受精 (IVF) 100%理赔，但前三次人工受精尝试
实行最高理赔，保至43岁

- - - - 100%理赔，必须住院医疗，保至
到43岁

100%理赔，必须住院医疗，保至
到43岁

助行器 100%理赔，不包括个人承担额*1 

简单助行器无补助
- 最高理赔50欧元，购买或租赁拐

杖，需要有医生处方
最高理赔50欧元，购买或租赁拐
杖，需要有医生处方

最高理赔100欧元，用于肘拐、三或
四足助行器、助行架、助行车及推
车，需要有医生处方

最高理赔100欧元，用于肘拐、三或
四足助行器、助行架、助行车及推
车，需要有医生处方

最高理赔200欧元, 用于肘拐、三或
四足助行器、助行架、助行车及推
车, 需要有医生处方

乳腺癌检查 - - 100%理赔，需要有专科医师处方 100%理赔，需要有专科医师处方 100%理赔，需要有专科医师处方 100%理赔, 需要有专科医师处方 100%理赔，需要有专科医师处方

专科： 
入院治疗

单人间病房

在国外住单人间病房

豪华医疗保险

看护人员

100%理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人间病房费用

100%理赔, 用于计划内在荷兰境内
的多日入院治疗 

在比利时、德国、法国的单人间或
者双人间病房住院

100%理赔，在荷兰医院进行治疗

支付运输费，如出租车或私人交通
工具（每公里0.27欧元）



条款  基本险种 Vrije Keuze Startfit Vrije Keuze Extrafit Vrije Keuze Benfit Vrije Keuze Optifit Vrije Keuze Topfit Vrije Keuze Superfit

水肿治疗 100%理赔,从第21次治疗开始 - 100%理赔 100%理赔 100%理赔 100%理赔 100%理赔

疾病预防课程
*** 课程详见ONVZ认可预防课程列表

- - 最高理赔75欧元，用于ONVZ所指定
的疾病预防课程***

最高理赔150欧元，用于ONVZ所指定
的疾病预防课程***

最高理赔250欧元，用于ONVZ所指定
的疾病预防课程***

最高理赔325欧元，用于ONVZ所指定
的疾病预防课程***

最高理赔500欧元，用于ONVZ所指定
的疾病预防课程***

医学预防研究 - - - - 50%，至最高理赔250欧元，由全科
医师或专科医师无理赔
预防研究，或者 
雇主同意

最高理赔500欧元，由全科医师或
专科医师
无理赔 
预防研究，或者 
雇主同意

最高750欧元, 由全科医师或专
科医师 
无理赔 
预防研究，或者 
雇主同意

绝育及修复 (修复手术) - - - 100%理赔，修复手术无理赔 100%理赔，修复手术无理赔 100%理赔，绝育及修复手术 100%理赔，绝育及修复手术

戒烟项目 100%理赔 - - - 100%理赔，补偿:
- 激光治疗
- 艾伦·卡尔训练
- 安慰训练

100%理赔，补偿:
- 激光治疗
- 艾伦·卡尔训练
- 安慰训练

100%理赔，补偿:
- 激光治疗
- 艾伦·卡尔训练
- 安慰训练

牙科医疗保险： 矫正治疗 100%理赔, 用于非常严重的牙齿-下
颚-口腔发展或生长缺陷

- - 至18岁 最高理赔。1365欧元 在整
个保险期内

至18岁 100%理赔 至18岁 100%理赔, 从18岁起 
最高理赔500欧元

100%理赔

牙科医疗保险至18岁 (不包括矫正治疗) 100%理赔,  不包括补牙、牙冠、齿
桥、植入及矫正护理

- - - 最高理赔500欧元，用于常规牙
齿护理

100%理赔 ，用于常规牙齿护理 100%理赔 ，用于常规牙齿护理

意外发生之后，至最高理赔 
5,000欧元，包括技术费用 
及用于必要的康复设备的费用

牙科护理从18岁起 (包括矫正护理) 100%理赔, 用于口腔手术、特殊牙
科护理（包括个人承担额*1)、 修
复及重做全套可摘取假牙

75%理赔 全套可摘取假牙

- - - - - 常规牙科
护理，至最高理赔1,600欧元。

意外发生后：最高赔付。每日历年
一次，至最高理赔5,000欧元，包
括技术费用及用于必要的康复设
备的费用

疫苗注射及 
赴国外旅行的疟疾 
治疗

- 最高理赔75欧元，用于A、B型肝炎
疫苗，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三合
一疫苗、黄热病疫苗、斑疹伤寒症
疫苗、霍乱疫苗、脑膜炎球菌疫
苗、狂犬病疫苗及疟疾疫苗的注射

最高理赔75欧元，用于A、B型肝炎
疫苗、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三合
一疫苗、黄热病疫苗、斑疹伤寒症
疫苗、霍乱疫苗、脑膜炎球菌疫
苗、狂犬病疫苗及疟疾疫苗的注射

最高理赔75欧元，用于A、B型肝炎
疫苗、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三合
一疫苗、黄热病疫苗、斑疹伤寒症
疫苗、霍乱疫苗、脑膜炎球菌疫
苗、狂犬病疫苗及疟疾疫苗的注射

最高理赔100欧元，用于A、B型肝
炎疫苗，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三
合一疫苗、黄热病疫苗、斑疹伤寒
症疫苗、霍乱疫苗、脑膜炎球菌疫
苗、狂犬病疫苗及疟疾疫苗的注射

100%理赔 100%理赔



 A 模式 B 模式 C 模式 D 模式
意外赔偿  
牙科护理

最高理赔2,500欧元 最高理赔5,000欧元 最高理赔5,000欧元 最高理赔5,000欧元

大于18岁投保人的牙齿护理

*为了能够监测以及预防，请查阅
条款规定中的性能代码表

75%，至最高理赔250欧元,  
包括技术费用

检查与预防100%理赔 *，75% 其
他牙科护理，包括技术费用，总
计至最高理赔750欧元 

检查与预防100%理赔 *，75% 其
他牙科护理，包括技术费用，总
计至最高理赔1,500欧元 

100%，至最高理赔1,500欧元,  
包括技术费用

模式
单人间病房 在比利时、德国、法国的单人间或者双人间病房住院如果入住单人间病房：每次住院补偿 75 欧元

豪华医疗保险 单人间病房加上豪华看护：包括提供网络、豪华餐饮、报纸，配备自己的冰箱，并且冰箱里面会为您放满饮料等。

看护人员 您在荷兰医院住院期间要求附带看护人员的私人房间及  
交通支出补偿

个人保险总额 带有单人间病房、豪华保险以及看护人员的总套餐

ONVZ 牙齿保险套餐

这份补偿概要是对我公司保险覆盖范围的一份简短总结。除非另有说明，此

理赔金额是按照每个投保人的每个投保年度来计算。由于保单条款与条件较

长，无法将其完全收录，所以对这份补偿概要没有派生权利您在onvz.nl/

polisvoorwaarden上可找到完整保单条款与条件及上述概要中提及的ONVZ列表您

也可以致电垂询：030 639 62 22。

*1 详见2014年个人承担额条款

- = 无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