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 MEDICARE 医保资格 
资料单 

如何在昆士兰州获取艾滋病医疗护理和治疗 

 
 
所有艾滋病毒(HIV)感染者都应该与在 HIV 管理和检

测方面经验丰富的医生进行定期咨询/约诊，作为医

疗保健团队的一部分。医生将定期与您见面，安排

相关血检（病理检查），以监测您的治疗和健康状

况，并在咨询期间为您开药（如果需要的话）。 
 
Medicare 医保卡向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或申

请永居签证者）和住在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公民发

放。Medicare 向以上人群提供免费的公共医疗保健

服务，或私人医疗保健补贴。 
 

在昆士兰州获取 HIV 医疗护理的选项： 
 
对于新诊断出 HIV 感染的人来说，尽早联系 HIV 护

理非常重要。如果您没有 Medicare 医保（无

Medicare 医保资格，MI），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

取医疗护理： 
 
1) 无 Medicare/无互惠医疗保健协议(Reciprocal 
Health Care Agreement)/无私人保险 
2) 无 Medicare/无互惠医疗保健协议/有私人保险 
3) 无 Medicare/有互惠医疗保健协议 
 
1) 无 Medicare/无互惠医疗保健协议(Reciprocal 
Health Care Agreement)/无私人保险 
如要见医生接受 HIV 护理，您可以在昆士兰公共

HIV/性健康服务(Queensland Public HIV/Sexual 
Health Service)进行医疗预约。一般来说，如果您

使用其中一项服务，不会向您收取费用。 
 
后文网址提供了昆士兰公共 HIV/性健康服务的联系

方式和其他相关信息。您需要去距离您居住地最近

的服务机构。  
 
或者，如果您负担得起全额费用，也可以在私人诊

所看 HIV 管理医生（S100 全科医生/S100GP）。

选择权在您手上。您无需去公共 HIV/性健康服务机

构。  
 
如果您不确定去哪里找 HIV 管理医生（无论公共或

私人医生），请访问 

 
 
 
https://www.ashm.org.au/hiv/prescriber-programs//  
查找您区域的           HIV      医生。 
 
预约时，强烈建议您询问医生您需要支付的咨询费

用多少。私人服务费用从 80 至 200 澳元不等，取

决于咨询时间的长短或复杂程度。 
 

2) 无 Medicare/无互惠医疗保健协议/有私人保险 
您获取医疗护理的选项与途径 1）相同；但是，如

果您选择看私人 S100 全科医生，有些保单将支付

部分咨询和病理费用。您必须与保险公司核实自己

将从医生收取的费用中收回多少费用。一般来说，

您必须支付全额，再向保险公司索赔。 
 
有些保单还会涵盖部分或全部病理费用；请与病理

公司核实他们是否有此类安排，以及与哪些保险公

司合作。 
 
附注：如果您在澳大利亚度假，私人保险也包括旅
游保险。 
 
3) 无 Medicare/有互惠医疗保健协议 
澳大利亚政府与比利时、芬兰、意大利（您无需住

在意大利，但您必须是意大利公民并且符合其他协

议条件）、马耳他、荷兰、新西兰、挪威、爱尔

兰、斯洛文尼亚、瑞典和英国签有互惠医疗保险协

议。 
 
协议涵盖必要的医学护理。必须符合以下情况： 

1. 无法等到您回家再治疗的疾病或伤害的护

理； 
2. Medicare 涵盖的护理，以及 
3. 您必须符合协议条件。 

 
如果您来自新西兰或爱尔兰共和国，协议包含： 

请访问昆士兰健康(Queensland Health)网站

http://tinyurl.com/grhtx46。 



                                   
 

1. 在公立医院作为公共病人接受的必要医疗护

理； 
2. 低价处方药—这是指药物福利计划（PBS）

清单中药物的一般费率。 
 
如果您来自任何其他协议国，协议包含： 

1. 院外必要医疗护理； 
2. 在公立医院作为公共病人接受的必要医疗护

理； 
3. 低价处方药—指药物福利计划（PBS）清单

中药物的一般费率。 
 
如果您是来自以下国家的学生，将不被包含在内： 

1. 芬兰 
2. 马耳他 
3. 挪威 
4. 爱尔兰共和国 

大部分持学生签证来澳大利亚的人都需要购买海外

学生医疗保险。 
 
请咨询 Medicare 办公室，寻求关于澳大利亚与您国

家之间适用的互惠医疗保健协议的更多建议。  
 

 
医生是否需要向内政部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披露我的 HIV 感染状况？ 
不需要。您的 HIV 医生，无论是公共 HIV/性健康服

务还是私人诊所，都无需向内政部披露。如果在澳

大利亚确诊，您当前的签证不会受到 HIV 感染状况

的影响。如果您计划申请签证延期或其他签证，请

向澳大利亚注册移民代理(Registered Migration 
Agent)寻求建议。 
 

 
在昆士兰州获取 HIV 治疗（药物治疗） 

 
在澳大利亚，HIV 和其他处方药均需从澳大利亚药
物福利计划(PBS)获取 — 该计划仅为澳大利亚

Medicare 医保卡持有人提供补贴（低价）药物。

PBS 补贴药物不向没有 Medicare 医保卡的人提

供。  
 
因此，因此，没有 Medicare 医保卡资格并且不属于

互惠医疗保健协议的海外访客（在澳大利亚工作、

学习或度假）需要考虑获得 HIV 药物的其他选择。 

 
注意：私人(S100 HIV 处方医生)接受过专业训练，
有权为您开 HIV 治疗处方。全科医生(GP)如果没有
接受过特殊培训，不能开 HIV 药物处方。 

 
在昆士兰州获得 HIV 药物的选择： 

 
1) 私人（私人保险） 
2) 个人进口计划(Personal Importation Scheme) 
3) 非专利药物 
 a) 药店 
 b) 在线购买 
4) 临床试验 
5) 基于同情理由提供   
6) 紧急基金 
 
 
1) 私人保险 
如果您无法享受 Medicare/PBS，但是有私人保险，

您可能可以索赔从药房购买 HIV 药物的费用。您能

索赔的金额取决于保险公司和您的保单。如果药方

允许提供非专利药物（见下文）而不是品牌药物，

价格可能会更便宜。请跟您的 HIV 医生讨论此事。 
 
 
2) 个人进口计划(Personal Importation Scheme) 
从您的国家进口药物可能更便宜。根据个人进口计

划，个人可以合法进口大部分个人使用的医疗用

品。 
 
个人进口是指： 

a. 个人在澳大利亚安排海外供应商或家人/朋
友寄送医疗用品；并且 

b. 物品由此人或其直系亲属使用，不得出售或

提供给任何其他人。 
 
根据澳大利亚卫生部（医疗用品管理局 TGA）的指

南，允许您合法（从您的国家）进口自己的个人药

物—每次可携带三个月的用量：
www.tga.gov.au/personal-importation-scheme 
 
这意味着您居住在澳大利亚时可以从您的国家进口

HIV 治疗药物。可能需要您国家的 HIV 医生和您的

澳大利亚 HIV 医生进行沟通。  
 
 
3) 非专利药物 
非专利药物是由替代制造商生产的更实惠的药物版

本，但与原制造商的品牌药物相比，依然有同样的

治疗效果。非专利药物和品牌药物效果相当，因为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人事服务部(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网站：http://tinyurl.com/Irm6gea  



                                   
 
它们含有相同的活性药物。尽管 HIV 非专利药物比

PBS 补贴 HIV 药物贵，但与品牌药物比，可以节省

一大笔钱。  
 
 
 

a. 药店 
有些品牌澳品的非专利版本可以在澳大利亚药店

购买。如果您服用的几种药物均有非专利版本，

您可以持 HIV 医生的私人处方购买这些药物。 
 
b. 在线购买 
HIV 非专利药物也可以在线购买并根据个人进口

计划（见上文）进口，对于无法享受

Medicare/PBS 的人来说是更实惠的替代选项。 
 
 
非专利药物是否安全可靠？ 
世界卫生组织(WHO)批准安全可靠的非专利 HIV 药

物。 
如果网络供应商在 WHO 批准的非专利药物名单

内，您可以放心，它们可以与品牌（原制造商）药

物一样有效地治疗 HIV。   
 
有哪些非专利药物可用？ 
并非所有目前可用的 HIV 品牌药物都有可替代的非

专利药物。您的 HIV 医生将与您一起研究这种可能

性。  
 
购买和运送非专利药物 
有许多在线药店。以下列表并非详尽无遗，但可以
帮助您开始探索购买非专利药物的选择： 

a. www.aids-drugs-online.com 
b. www.alldaychemist.com 
c. www.inhousepharmacy.vu 

 
各网站 HIV 药物的价格可能不同，因此建议您查看

多个在线非专利药物供应公司的网站来比较价格。

另请注意，在线订购供应公司可能以美元出售，因

此汇率的任何变化都会轻微影响每天的药物价格。

建议您向就订单与您进行良好沟通且信誉良好的在

线订购公司购买。 
 
下单前，您应与 HIV 诊所（医生或护士）核对于治

疗相应的品牌或非专利药物的正确名称（和强

度）。这有助于确保您下单时不会出现药物订购错

误。  
 

要订购药物，您必须有医疗处方单，可以通过咨询

澳大利亚 HIV 医生（医生也将监控您的 HIV 医学护

理）获取。 
 
在订购网站的搜索引擎中，您可以输入处方列出的

药物品牌名称，或者非专利（替代）药物名称，如

果该药物可用的话。 
 
下单时，您需要扫描处方并与订单一并上传。您的

处方为供应商提供重要指南（显示药物名称），帮

助他们确保不会出现药物订购错误，并行使授权，

为您分配非专利药物。 
 
寄送时间可能有所不同。向您所选的在线供应公司

询问寄送时间和寄送费用（如果有），这非常重

要。建议您在药物用尽前的 1-2 个月订购。 
 
不要订购医生开具的处方上没有的任何药物。 
 
4) 临床试验 
您可以询问医生是否有您可能有资格参加的临床试

验。这会让您在试验期间获得免费的医疗护理和治

疗。临床试验研究新的 HIV 治疗方法或使用旧治疗

方法的新方式。 
 
5) 基于同情理由提供 
生产品牌药物的 HIV 制药公司可能通过“基于同情

理由提供项目”为无 Medicare 资格（没有

Medicare 医保卡）的人提供药物。 
 
如果您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获得治疗，您应询问

HIV 医生您是否可以通过基于同情理由来获得 HIV
药物。不接受艾滋病毒感染者(PLHIV)的个人申请。

您可以联系昆士兰乐观人士（Queensland Positive 
People）讨论您的情况并代表您申请资金，或者与

您的 HIV 医生交谈，或通过以下链接联系昆士兰州

HIV 公共卫生团队：www.tinyurl.com/5x95wf2m 
 
6) 紧急基金 
如果您已用了以上选项，或由于您没有收入或只有

有限的收入而负担不起非专利药品，您可能有资格

申请昆士兰州 HIV 紧急救治资金(Queensland HIV 
Emergency Treatment Fund)。该资金允许您使

用： 
a. 三个月的非专利药品；  
b. HIV 医学护理：最多两次临床咨询。 



                                   
 
 
 

请联系  
Queensland Positive People (QPP)  
邮件：info@qpp.org.au  
或拨打 1800 636 241 与我们的治疗和支持

协助人员（TSF）讨论资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