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诊疗中心位于本馆第二层
韩国 首尔市 钟路区 大学路 101, 03080

地铁  地铁4号线 惠化站 3号出口 
机场大巴 仁川机场 乘车站: 5B, 12A 坐6011路到昌庆宫站

联系方法 

医疗服务: 办公时间: 星期一到星期五 9:00 am-5:30 pm 
  电话: 82-2-2072-7447, 0505
  传真: 82-2-2072-4858 (24/7)

急诊热线（只能打紧急情况，英文）  移动电话: 82-10-8831-2890 (24/7)

邮件 英语   international@snuh.org
 阿拉伯语 snuhuae@ihcworks.org
 蒙古语  snuhmongolia@ihcworks.org
 俄罗斯语 snuhrussian@ihcworks.org
 中文   snuhchinese@ihcworks.org

www.snuh.org/english    
http://blog.naver.com/snuhinternational 

位置和联系方式

最好的治疗与
首尔大学医院 国际诊疗中心

最好的治疗与 SNUH

国际诊疗中心

首尔大学医院
欢迎来到首尔大学医院国际诊疗中心

自从1999年开始SNUH一直致力于给病人提供 

世界一流的医疗保健服务。

通过协助国外患者的经验和知识, 有了现在的

国际诊疗中心能够与您同行。

我们尽力使你们感到舒适。我们将继续致力于

为国际社会提供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我们会竭尽全力地帮您能够得到

更快更舒服的医疗服务

感谢您选择

一个更好的生活与
首尔大学医院



海外患者委托程序

海外患者咨询

诊疗翻译及案例管理 诊疗费交付， 向诊疗费后付机关
申请诊疗费。预订复诊日期

海外患者委托负责人接受

办就诊及入院手续

患者出国

向教授咨询治疗计划

患者到达

回复患者咨询
（治疗计划，
  预计治疗费用）

决定入国，确定预约日期

首尔大学医院

怎么做（已与接近）

委托程序

1 预约 

2 咨询

3 收费 

5 回家或进一步检查

4 检查，处置及开处方

一站式服务(导诊 & 翻译)

首尔大学医院 国际诊疗中心

我们准备好为您服务因为你的健康重要！

为何不同
1. 为客户提供快速服务

2. 由学科方法提供优秀, 可靠的医疗服务 

3. 懂行及尊重各种文化和宗教 

4. 由医生仔细评估参考资料 

5.   多国语言翻译支援服务有英语, 汉语, 俄语, 蒙语,

   阿拉伯语, 西班牙语等 

有什么优点
• 每年来自80多个国家的30000多个病人接受治疗

• 热情, 专注的职员

• 无现金支付服务, 协调与各国大使馆及契约与国际保险公司

• 对海外患者的咨询及时回应

- 对需要初诊, 复查的慢性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 医学检查和筛查

- 接种疫苗和国际旅游咨询

电话，邮件，传真，直接访问

step 1：IHC全科医生诊疗 
step 2：各科专家医生诊疗

可提供英文收据(根据需要)

依处方，可在院内药房
或院外药店购买药品

S
韩国最著名的公立医院- 
- 韩国医学遗产
- 顶尖推荐医院
- 韩国总统的官方后送医院

N
高端人才资源
- 在韩国最佳医学大学
- 最著名的培养医学教授的圣地
- 每年发表多余2,000个以上的SCI论文

U
在韩国最知名、最可靠的医院 
- 连续排名韩国品牌力第一医院
- 政府批准的第一家国家认证医院
- 韩国总统颁发2013年韩国医学奖

H
领导全球保健事业
- 受托管理阿联酋谢赫哈里发医院
- 为中国延吉医院提供医院管理咨询
- 为阿拉伯六家医院提供医院信息技术系统 
- 引领全球教育和培训 

如何分开 SNUH 说呢？

本院

儿童医院

1. 麻醉痛症医学科 
2. 心血管中心 
3. 皮肤科 
4. 急诊医学 
5. 家庭医学科 
6. 普通外科学 
7. 内科 

A. 过敏及临床免疫学
B. 循环系学
C. 内分泌与代谢学
D. 胃肠医学
E. 血液学/肿瘤学

F. 感染性疾病
G. 泌尿内科
H. 肺部和重症监护科
I. 风湿病学科

8. 神经内科
9. 精神医学科
10. 神经外科
11. 核医学科
12. 妇产科
13. 眼科
14. 矫形外科(骨科)
15. 耳鼻喉科

16. 整形与重建手术
17. 射线肿瘤学科
18. 康复医学科
19. 心血管及胸部外科
20. 泌尿科

21. 伽马刀中心
22. 健康促进中心
23. 器官移植中心
24. 帕金森中心

1. 少儿与青少年医学
A. 新生儿科
B. 少儿过敏和肺病科
C. 少儿心脏科
D. 少儿重症医学科
E. 少儿内分泌与代谢科
F. 少儿胃肠病学和营养学
G. 少儿血液肿瘤科
H. 少儿免疫科
I. 少儿感染科
J. 少儿肾脏科
K. 少儿神经科

2. 少儿及青少年精神医学科
3. 小儿麻醉和疼痛医学科
4. 少儿皮肤科
5. 少儿神经外科
6. 少儿眼科

首尔大学医院的世界级诊疗部门

癌症医院
1. 青少年癌症中心
2. 脑肿瘤中心
3. 乳房护理中心
4. 支气管镜中心
5. 血癌中心
6. 大肠癌中心
7. 四肢&脊柱癌中心
8. 胃癌中心=
9. 消化道内镜中心
10. 妇科癌中心
11. 综合护理中心

12. 肝癌中心
13. 肺癌中心
14. 医学肿瘤中心
15. 泌尿系&前列腺癌中心
16. 放射线肿瘤中心
17. 皮肤癌&抗癌剂特意反应中心
18. 脊柱癌中心
19. 甲状腺癌中心
20. 泌尿系&前列腺癌中心
21. 甲状腺口腔头颈部癌中心

7. 少儿矫形外壳 (骨科)
8. 少儿耳鼻喉科
9. 少儿整形及重建外科
10. 少儿康复医学科
11. 少儿外科
12. 少儿胸部及循环系外科
13. 少儿泌尿科
14. 少儿急诊室

15. 人工耳蜗植入中心
16. 情绪中心
17. 少儿青少年肾脏中心
18. 少儿青少年癌症中心
19. 少儿青少年心脏中心
20. 少儿气喘及过敏中心
21. 少儿青少年脑神经中心
22. 罕见病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