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与医疗服务 

 

紧急医疗援助 

在需要医疗急救的情况下，请拨打 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 000 或 112)。您也可以下

载“紧急情况+(Emergency+)”应用程序。当您通过该应用程序联系紧急服务部门(急

救、警察、消防)时，该程序会向他们提供您的 GPS 定位数据。 

在发生紧急医疗情况需要急救时，澳大利亚境内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无论早晚）都

可以到任意一家公立医院的急诊部门就诊。 如无真正的紧急医疗情况，请勿直接前往

医院看急诊。如果您绕过普通的全科医生直接前往医院就诊，且医院经过评估认定你

没有紧急医疗情况，您可能会因此被处以 400到 500 澳元的罚款。 

 

点击链接以查看离您最近的医院急诊部门的位置。 

 

 

如果您的的健康状态影响到了您的学习 

 

请让您的医生帮您开具专业医疗证明。这是悉尼大学首选的的医疗证明。您可以使用

专业医疗证明来申请学校的特殊考虑(special consideration)。 

 

全科医疗和多语言健康服务 

悉尼大学通过大学健康服务中心（UHS）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健康及医疗相

关服务。 

大学健康服务中心 

电话：(02) 9351 3484 

有医保卡的本地学生及有安联(Allianz)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的国际学生可以免费

进行医疗咨询，不需要支付费用。但接种疫苗、使用特殊医疗设备或临时取消预约等

可能会被额外收取费用。 

https://www.emergencyplus.com.au/
https://www.emergencyplus.com.au/
https://www.healthdirect.gov.au/australian-health-services/results/sydney-2000/tihcs-aht-10968/emergency-departments?pageIndex=1&tab=SITE_VISIT
https://sydney.edu.au/students/special-consideration/documents.html#professional-practitioner-certificate
https://supra.net.au/cpt_helps/special-consideration-and-arrangements/
http://sydney.edu.au/health-service/services


如果您是没有使用安联海外学生健康保险的国际学生，您一般需要在看病时自己预先

支付费用，然后再向保险公司申请报销报销(rebate)。 

以下的校外医疗中心可以为本地学生提供全额报销(bulk billing)，并为国际学生提供

安联（Allianz）保险的最高额度的报销（37.05 澳元）。 

百老汇“我的健康”医疗中心 (Myhealth Medical Centre Broadway) 

电话：(02) 8866 3111 

 

红坊区城市医生(CityDoc Redfern) 

电话：（02) 8399 5320 

 

艾士菲多功能医疗中心(Ashfield Multicare Medical Centre) 

(该医疗中心有能说粤语，普通话，印地语和孟加拉语的医生) 

电话：(02) 9798 6999  

 

利德科姆家庭医疗中心(Lidcombe Family Medical Centre) 

(该医疗中心有能说阿拉伯语，孟加拉语和波斯语的医生) 

电话：(02) 8022 8442 

 

车士活健康医疗中心(Myhealth Medical Centre Chatswood) 

(该医疗中心有能说普通话，上海话，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医生) 

电话：(02) 9411 4899 

 

帕拉玛塔医疗中心(Parramatta Medical Centre) 

(该医疗中心有能说普通话，马拉雅拉姆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医生) 

电话：(02) 9762 1041 

 

心理咨询服务 

悉尼大学的学生咨询服务为悉尼大学的学生提供免费和保密的个人心理咨询。心理咨

询师可以帮助学生缓解考试压力，焦虑情绪和家庭矛盾等问题。 咨询和心理服务中心

还组织多场免费的研讨会和提供许多在线资源。 

https://myhealth.net.au/broadway/
http://www.citydoc.com.au/
https://www.healthdirect.gov.au/australian-health-services/20056328/multicare-family-medical-centre/services/ashfield-2131-240-liverpool-road
http://lidcombemedical.com.au/
https://www.myhealthmedical.com.au/locations/chatswood-westfield/
https://www.myhealthmedical.com.au/locations/chatswood-westfield/
https://parramedicalcentre.com.au/
tel:0297621041


学生咨询服务 

电话： (02) 8627 8433 

 

悉尼大学心理诊所(Sydney University Psychology Clinic)提供优惠的心理治疗和评

估。这些治疗和评估是在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临床神经心理学家的监督下，由

实习临床心理学家进行的。对于所有全日制学生及无业人士，每次心理治疗的费用为

10 澳元，心理评估费用为 150 澳元。 

电话：(02) 9114 4343 

 

ACON 骄傲（ACON Pride）咨询服务 

骄傲咨询的临床咨询师均为资质齐全的注册心理学家和心理健康社会工作者。该团队

有着丰富的为性取向和性别多样化群体提供服务的工作经验。 

 

远离忧郁(Beyond Blue) 

该机构为与抑郁和焦虑作斗争的人提供支持与帮助。 

网页聊天：每日上午 11 点至午夜 12 点 

电话：1300 224 636 (24 小时) 

 

酷儿人生(QLife) 

该机构为 LGBTI（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兼具两性特征者）群体提

供支持。 

网页聊天： 每日下午 3 点至午夜  

电话：1800 184 527 (下午 3 点至午夜) 

 

生命热线(Lifeline) 

24 小时危机帮助热线，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咨询师接电话，为经历着着包括自杀想法在

内的心理健康危机的人提供协助。 

电话：13 11 14 

 

句号(Full Stop, 前新南威尔士性侵危机中心(NSW Rape Crisis Centre)) 

该机构为强奸，性暴力或家庭暴力的幸存者或处在相关危险之中的人提供 24 小时电话

https://www.sydney.edu.au/students/counselling-and-mental-health-support/individual-counselling.html
https://sydney.edu.au/brain-mind/patient-services/psychology-clinic.html
https://sydney.edu.au/brain-mind/patient-services/psychology-clinic.html
https://www.acon.org.au/support-services/pride-counselling/
https://www.acon.org.au/support-services/pride-counselling/
https://beyondblue.org.au/
https://beyondblue.org.au/
http://qlife.org.au/
http://qlife.org.au/
http://lifeline.org.au/
http://lifeline.org.au/
https://fullstop.org.au/
https://fullstop.org.au/


咨询服务。 

电话：1800 424 017 

 

1800 尊重 (1800 Respect) 

为遭受过性侵犯、家庭暴力和虐待伤害和影响的人 24 小时开放。 

电话：1800 737 732 

 

青少年健康服务中心(Youthblock) 

该服务中心位于红坊区(Redfern)，为 12 至 25岁的人提供免费并且保密的帮助。 工

作人员可以就身体和性健康，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吸毒和酗酒等问题提供建议。 

电话：(02) 9562 5640 

 

悉尼妇女咨询中心(Sydney Women’s Counselling Centre)   

该咨询中心位于恳思(Campsie)，有能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咨询师。 

电话：(02) 9718 1955  

 

妇女健康中心 (Women’s health centres) 

该中心注重于提供妇女健康问题相关的服务，例如妊娠咨询、子宫颈检查和乳房检

查。他们还提供替代疗法、团队支持、咨询服务和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相关建

议。 请注意，其中部分服务是收费的。 

 

生殖健康服务 

a[生殖健康检查] 

该机构为自身性别定位为男性的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者、双性恋者和酷儿，

以及其他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提供性健康筛查。您可以通过网络预约。 

RPA 性健康中心 

该机构提供性传播疾病(STIs)的相关检测，以及关于安全性行为的咨询和教育。 

新南威尔士州性健康信息链 

该机构提供来自生殖健康专业的护士、医生和咨询师的免费和保密的支持与建议。 

电话：1800 451 624 

 

https://www.1800respect.org.au/
https://www.slhd.nsw.gov.au/communityhealth/YouthHealth/services.html
https://www.slhd.nsw.gov.au/communityhealth/YouthHealth/services.html
http://womenscounselling.com.au/
http://womenscounselling.com.au/
https://whnsw.asn.au/womens-health-centres-nsw
https://endinghiv.org.au/test-often/book-a-test/
https://www.slhd.nsw.gov.au/communityhealth/SexualHealth/default.html
https://www.slhd.nsw.gov.au/communityhealth/SexualHealth/default.html
https://www.shil.nsw.gov.au/


请点击链接查看新南威尔士州的其他生殖健康服务信息。 

 

牙科服务 

如果您没有购买私人医疗保险，那么看牙医可能会很昂贵。以下为一些比较经济实惠

的牙科检查或牙科急诊的选择。 

 

太平洋微笑牙科(Pacific Smile Dental) 

悉尼牙科学院在帕拉马塔(Parramatta)的太平洋微笑牙科有一个教学诊所。牙科检查和

洗牙的优惠收费为 89 澳元。 

电话：13 13 17 

 

悉尼牙科医院(Sydney Dental Hospital)  

该医院位于萨里郡山（Surry Hills）。该医院为儿童和符合条件的成年人提供免费的牙

科护理。该医院还提供紧急牙科治疗，例如治疗牙疼和创伤。 但请注意，就诊可能需

要等待较长时间。 

电话：(02) 9293 3333 

 

校园牙医(Campus Dental)  

该诊所是位于达灵顿(Darlington)校区的 Wentworth 大楼的私人诊所。 问诊需要收

费，但 USU Rewards 会员可享受 10％的折扣。 

电话：(02) 9692 8900 

 

面向国际学生的相关服务 

如果您需要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协助 

翻译（笔译与口译）服务 (TIS) 

您可以拨打以下电话以获取即刻且免费的，关于健康和医疗援助的电话口译服务。 

电话：13 14 50 

 

https://www.health.nsw.gov.au/sexualhealth/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pacificsmilesdental.com.au/locations/nsw/parramatta/
https://www.pacificsmilesdental.com.au/locations/nsw/parramatta/
https://www.slhd.nsw.gov.au/OralHealth/patients_welcome.html
https://www.slhd.nsw.gov.au/OralHealth/patients_welcome.html
https://www.health.nsw.gov.au/oralhealth/pages/info-patients.aspx
https://www.campusdentalusyd.com.au/
https://www.campusdentalusyd.com.au/
https://usu.edu.au/Membership.aspx
https://www.tisnational.gov.au/
https://www.tisnational.gov.au/


医疗保险 

在寻求医疗帮助时，您可能需要出示您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卡。 悉尼大学优

先选择安联(Allianz)保险，因为它是一个包含了心理咨询的良好保险。 然而，您有责

任确保您自己了解您的保险公司所承保的服务范围。 

 

紧急治疗 

您可以在公立医院的急诊室接受治疗。 如果您因发生在您身上的犯罪行为（如性暴

力，事故或火灾等）而受伤，您将不会被收取费用。但如果您因为其他原因去急诊室

就诊，您则可能需要付费。 请联系您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提供商以了解您

是否可以申请保险报销。 

 

非紧急治疗 

如果您需要任何的非紧急治疗，请前往全科诊所（GP）或者医疗中心。 作为国际学

生，您将需要自行需要支付咨询费，然后向海外学生健康保险提供商申请保险报销。  

 

心理医生和咨询师 

以下心理诊所提供的心理咨询可以获得安联(Allianz)保险提供的最大额度的报销

(rebate)。当您预约时，请告诉接线员您是一名国际学生，需要咨询临床心理学家，以

便从安联获得最大额度的报销。 

 

鼓舞咨询中心(Uplift Counselling)  

您必须先去看全科医生（如悉尼大学健康服务中心），并请求转诊至 Uplift 进行心理

咨询。  

 

治疗心理诊所(Therapeutic Axis)  

 

智者心灵心理诊所 (Mindwise)  

 

 

 

本文更新于 2022 年 2 月 

https://www.healthdirect.gov.au/the-role-of-a-gp
https://upliftpsychologicalservices.com.au/
https://upliftpsychologicalservices.com.au/
http://www.therapeuticaxis.com.au/
http://www.therapeuticaxis.com.au/
http://mindwise.org.au/
http://mindwis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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