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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旅游为什么选韩国？

全球
·  连续2年荣获医疗旅游目的地大奖。
·  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团队在韩国进修，参加韩国医疗培训。

· 与医疗发达国家比肩的癌症治疗及器官移植技术。
·  包括医疗记录电子病历系统的普及等，医疗技术设施名列世界第一。

·  外国患者接待机构注册制度
·  外国患者接待机构评价指定制度（KAHF）

· 医疗旅游咨询中心

优秀

信赖

便捷

全球医疗旅游的领袖——韩国！
这里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领先的医疗科技、合理的物价、迅速有效的诊断技术以及
基于尖端IT技术的医疗基础设施。 
熟练的医务人员提供世界顶级水准的医疗服务。

04 韩国医疗旅游

值得信赖的韩国医疗旅游

　　韩国自2009年起实行外国患者接待机构注册制度，向医疗游客提供值得信赖的高质
量医疗服务。

　　以外国患者接待医疗机构为对象实行评价指定制度（KAHF），严格评价包括治疗、 
感染控制、医疗纠纷等一系列服务的质量。

• 外国患者接待医疗机构评价指定制度 (KAHF)

尊重患者权利 
预防医疗纠纷

可信的医疗环境

• 外国患者接待机构注册制度

以35项标准及153个项目为基础筛选的顶级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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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通过奖惩制度不断提高医疗服务的透明度。如涉及非法中介，将处以3年以下监
禁或2.7万美元以下罚款，举报非法中介，可获得最多9,000美元的奖励。

•  透明医疗服务，杜绝非法中介

专科医生坐诊医疗旅游接待业绩 
及运营体系

医疗旅游特化体系

为医疗旅游提供服务的 
医疗机构 1,800所

医疗过失赔偿责任保险
为医疗旅游提供服务的综 

合医疗机构，参保率100%

安全且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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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旅游咨询中心提供包括出入境、签证咨询以及医疗服务预约等全方位的医疗旅
游相关程序，并推出医疗单位定制型中介服务，提供各种医院信息和资料，以扩展医疗
旅游的选择面，同时还通过医疗服务事先体验制度，解除医疗游客的后顾之忧。

便利的韩国医疗旅游

•  医疗旅游咨询中心

医疗旅游相关信息及咨询

第一时间联系所需的医疗机构，帮助患者进行咨询。

提供韩国国内400多家医疗机构的准确信息

提供医疗机构及医疗商品信息册子

各种医疗设备及疗法体验

韩国医疗旅游 07

联系方式

·地址  首尔特别市中区清溪川路40， 
韩国旅游发展局首尔中心6层

·电话 +82-2-752-2102
·邮箱 medicaltourism@knto.or.kr
·营业时间 09:00-18:00

·地址  仁川广域市中区空港路271， 
仁川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1层7号出口旁

·电话 +82-32-743-2172
·邮箱 medicaltourism@knto.or.kr
·营业时间 09:00-19:00

·地址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87
·电话 +82-51-818-1330
·邮箱 medicaltourism@knto.or.kr
·营业时间 09:00-18:00

仁川机场

首尔

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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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内科 

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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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癌症领域排名第5的医院1家，排名前20位的医院3家。 
· 韩国的胃癌5年生存率为77%，而美国为32.4%，是美国的2倍。
·为学习癌症统合诊疗体系，每年有1,000多名外国医生访问韩国。 

‧ 普通内科
‧ 感染内科
‧ 内分泌代谢内科
‧ 风湿内科
‧ 消化内科
‧ 循环内科

‧ 肾内科
‧过敏变态反应科
‧ 血液肿瘤科
‧ 呼吸内科
‧全科医学科

医学领域 医学领域

医学领域医学领域

优势 优势

优势优势

‧�韩国占全球美容整形市场份额的25%。
‧�韩国的医疗团队被选为世界级整形外科教科书的编纂者。
‧�构建可信赖的医疗基础设施，如手术室内安装摄像头， 

手术室采用实名制等。

‧�微创、非创伤性手术 ‧�创伤性手术
· 肉毒素
· 去皱
· 玻尿酸
· 小气泡

· 胸部整形
· 面部整形
· 毛发移植
· 吸脂手术

皮肤科

体检中心

11

‧�人气火爆的韩国艺人护肤法。
‧�世界一流水平的干细胞免疫增强法及抗衰效果。
‧�韩国皮肤美容术领域的保健医疗人力积极进军海外。

‧�医疗机构电子病历（EMR）普及率全球第一。
‧�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名世界第5，比194个国家的平均分数高2倍。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核磁共振（MRI）设备保有量为第4， 

是成员国平均水准的2倍。

‧�皮肤激光治疗 ‧�护肤管理
· 色斑、色素
· 提拉术
· 疤痕、毛孔
· 皮肤疾病

· 痤疮、红血丝
·  美白、保湿、再生

‧�基本项目

‧�精密检查

‧�专业检查

·  门诊，心电图，肺功能，胸部CT，血液（尿酸、肝功能、肾功能、 
甲状腺功能、血糖等），胃内窥镜，腹部超声波，眼科检查， 
血压检查等

· 基本项目与患者希望添加的项目 

· VIP病房住宿
· 基本项目与精密检查

主要诊疗领域 韩国医疗旅游



妇产科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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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排名世界第5的不孕不育中心。
· 不孕不育患者的怀孕成功率高达45～50%。
·试管婴儿费用为美国的1/6。

· 脊椎疾病研究排名世界第5。
· 脊柱侧弯手术成功率为80～90%。
· 拥有全球排名第9的骨科1家和前30名的医院4家。

‧�不孕及难孕 ‧�女性癌症

· 试管婴儿手术
· 人工授精
·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 子宫内膜炎 

· 女性癌
· 卵巢癌
· 子宫癌
· 子宫颈癌

‧�关节疾病‧�脊椎疾病

· 肩关节
· 手足关节
· 骨关节
· 膝盖
· 肩部及肘部等

· 椎管狭窄
· 扭伤等

韩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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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术杂志上刊载韩方治疗具有减轻疼痛的功效。
· 韩西结合方式减少手术后遗症。 
· 深受减肥、美容、避讳手术的患者之青睐。

‧腰部治疗

‧颈部、下颚关节治疗

· 推拿疗法
· 神经根修复术
· 运动式针刺疗法

· 推拿疗法
· 运动式针刺疗法
· 导引运动疗法

医疗旅游之领袖！

韩国医疗旅游

医学领域 医学领域

医学领域

优势 优势

优势

主要诊疗领域

大韩民国 



　　“上级综合医院”是指专业应
对重症疾病开展高难度医疗行为的
专业综合医院，由韩国保健福祉部
每3年对医院的人力、设施、设备
等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后选出。 

外国患者最青睐的 
上级综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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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医疗旅游上级综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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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综合医院介绍

外国患者访问上级综合医院现况

　　在美国时政杂志《新闻周刊》评选的“2021全球医院排名”中，韩国多家上级综合医院晋
级前100名之列，可想而知，韩国上级综合医院在世界上已获得相当威望。 

拥有7家全球排名前100的医院

< 上级综合医院门诊访问现况  >

来源：韩国保健福祉部《2019年外国患者接待业绩统计分析报告》

韩国国内排名 医院名称 全球排名

1 首尔峨山医院 34
2 首尔大学医院 42
3 三星医疗院 73
4 世福兰斯医院 76
5 盆唐首尔大学医院 87
6 首尔圣母医院 89
7 高丽大学安岩医院 97

全南大学医院

首尔峨山医院 

主要诊疗科室
· 器官移植
· 心脏疾病
· 癌症

主要诊疗科室
·  循环内科、胸部外科
· 神经外科、神经科
· 小儿及青少年科

主要手术
·  器官移植（肝脏、胰腺、肾脏等）
· 癌症手术（腹腔镜、机器人等）
·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及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TAVI) 

主要手术
·  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及支架植入术、经

皮二尖瓣球囊成形术、经皮大动脉瓣膜
置换术、心导管射频消融术、心脏起搏
器及心律转复除颤器植入手术 

·  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  颈动脉内膜切除术、颅内脑动脉瘤手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43街88 
官网 
www.amc.seoul.kr/asan/main.do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mkt@amc.seoul.kr 
电话  +82-2-3010-5001 
传真  +82-2-2045-4115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日语、俄罗斯语、蒙古语、 
越南语、阿拉伯语
供餐 
西餐、清真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地址
光州广域市东区霁峰路42
官网
www.cnuh.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www.imccnuh@gmail.com 
电话  +82-62-220-6016, 6566 
传真  +82-62-220-6564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蒙古语、越南语、 
日语、柬埔寨语
供餐 
可以按照患者要求客制化
接送服务
机场、酒店 → 医院

・  荣登美国《新闻周刊》“2021年世界最佳医院排行榜”，世界排名第
34，韩国国内排名第1。 

・  被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上级综合医院 
・  15年蝉联韩国能率协会咨询（KMAC）评选的最受尊敬医院第1名

·  首尔峨山医院、首尔大学医院跻身全球前50
·  三星医疗院、世福兰斯医院、盆唐首尔大学医院、首尔圣母医院、高丽大学安岩医院跻身全球前

100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获得韩国保健福祉部6项全领域医疗质量评价1级

内科统合

体检中心

妇产科

皮肤科

32.4%

5.4% 5%
8.8%

第1

第2

第3

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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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医疗旅游上级综合医院

汉阳大学医院 启明大学东山医院

中央大学医院 仁荷大学医院

・  连续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韩国国内首例3D打印胸骨移植手术成功
・  眼科 Kyoung-woo Kim, 教授被评选为眼部疾病“翼状胬肉” 

研究领域世界第二名医

・ 获得韩国保健福祉部大肠癌、肺癌治疗评价1级 
・  获得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冠状动脉绕道手术评价1级 
・  在由韩国保健福祉部进行的“2020年急救医疗机构评价” 

中全项目获得满分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美国《新闻周刊》“2021年 
世界最佳医院”榜上有名（神经科）

・  连续8次被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评选为急性脑卒中适当性评价1级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在由韩国保健福祉部进行的医疗质量评价中，为大邱地区大学医院中

唯一连续5年获得1级的医院
・  全球首次采用单孔机器人手术系统成功进行直肠癌手术

主要诊疗科室
· 甲状腺外科  
· 泌尿医学科
· 神经外科

主要诊疗科室
· 普通外科
· 血液肿瘤内科
· 心脏内科

主要诊疗科室
· 心脑血管疾病中心
· 癌症治愈中心
· 机器人手术中心

主要诊疗科室
· 体检
· 外科
· 泌尿医学科、耳鼻喉科

主要手术
·  机器人甲状腺切除术
· 机器人前列腺癌手术
·  脑动脉瘤手术

主要手术
·  直肠切除手术
· 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
· 子宫及附件腹腔镜手术

主要手术
· 机器人手术
·  胃癌手术
·  全膝关节置换术  

主要手术
·  乳腺、胃部、前列腺手术
·  心血管治疗
·  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 

ALS干细胞治疗

地址
首尔特别市铜雀区黑石路102
官网 
ch.cauhs.or.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cauic@caumc.or.kr 
电话  +82-2-6299-3020~3026 
传真  +82-2-6299-3029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汉语、蒙古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蒙古餐、清真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地址�
仁川广域市中区仁港路27
官网
www.inha.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nhamedicalcenter@gmail.com 
电话  +82-32-890-2080, 2090 
传真  +82-32-890-2088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
供餐 
西餐、清真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地址�
大邱广域市达西区达句伐大路1035 
官网
www.dsmc.or.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mdongsan@mail.ru 
电话  +82-53-258-4006 
传真  +82-53-258-4009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其他语言
供餐 
西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地址
首尔特别市城东区往十里路222-1
官网 
seoul.hyumc.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nternational@hyumc.com 
电话   +82-2-2290-9553（英语）  

+82-2-2290-9579（俄罗斯语）
传真  +82-2-2298-4336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蒙古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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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医疗旅游上级综合医院

高丽大学安岩医院 三星首尔医院

・  连续5次通过国际医疗机构评价委员会 (JCI) 认证
・  亚洲首家最少输血外科医院 
・  每年有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来就诊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被韩国法务部指定为医疗旅游优秀接待机构 
・  韩国首家通过ISO-27701国际认证的医疗机构 

主要诊疗科室
· 乳腺癌治疗
· 大肠癌治疗
· 循环内科

主要诊疗科室
·  癌症医院
·  心脏脑血管医院
·  器官移植中心

主要手术
·  乳腺癌手术及再造术
· 机器人大肠、直肠癌手术
· 经口路入机器人甲状腺切除手术

主要手术
·  伽玛刀手术 
·  造血母细胞移植
·  活体肝移植手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城北区高丽大学路73 
官网
anam.kumc.or.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kumcihc@korea.ac.kr 
电话  +82-2-920-5677 
传真  +82-2-920-6896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蒙古语、阿拉伯语
供餐
西餐、清真餐、俄罗斯餐、蒙古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逸院路81 
官网
www.samsunghospital.com/english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hs.smc@samsung.com 
电话  +82-2-3410-0200 
传真  +82-2-3410-0229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阿拉伯语、蒙古语
供餐
韩餐、西餐、清真餐、俄罗斯餐、蒙古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庆熙医疗院 盆唐首尔大学医院
・  医大、牙科、韩方医院在韩国国内首次同时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

构认证
・  韩方医院品牌力量位居第1 
・  韩国首家西医、韩医、牙科携手进行综合癌症治疗的医院

・  韩国首家通过全球医疗保健认证（GHA）医疗旅游服务项目认证
・   美国《新闻周刊》“2021年世界最佳医院”榜上有名， 

位居韩国国内排名第5

主要诊疗科室
· 骨科、神经外科
·  综合癌症治疗
·  韩方治疗

主要诊疗科室
· 癌症中心
· 脊椎中心
· 关节中心

主要手术
·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 大肠癌、 

前列腺癌 
·  伽玛刀手术 – 脑瘤手术
·  螺旋断层放疗系统手术 – 各种癌症的

治疗

主要手术
·  微创手术 
·  复合脊椎手术
· 复合关节手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东大门区庆熙大路23 
官网 
www.khmc.or.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khmc.ghc@gmail.com 
电话  +82-2-958-9644
传真  +82-2-958-2980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汉语、日语
供餐
西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地址�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九美路173号街82 
官网
www.snubh.org/dh/en/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hsi@snubh.org 

international.snubh@gmail.com
电话  +82-31-787-2034
传真  +82-31-787-4088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阿拉伯语
供餐
西餐、清真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仅限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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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医疗旅游上级综合医院

首尔大学医院 

・  在韩国行业品牌力量综合医院领域连续21年排名第1
・  在国家品牌竞争力指数综合医院领域连续6年排名第1 
・  高难度胰腺、胆道机器人手术突破1,000例

主要诊疗科室
·  重症疑难疾病
· 癌症
·  小儿癌症及小儿疑难疾病

主要诊疗科室
·  肿瘤血液内科
· 外科
·  消化内科

主要诊疗科室
·  肿瘤内科、血液内科
·  乳房外科、甲状腺内分泌外科
·  小儿神经科、小儿心脏科

主要诊疗科室
·  血液医院
·  心脑血管医院
·  癌症医院

主要手术
·  微创手术
·  器官移植手术 
·  脑瘤手术 

主要手术
· 肝脏、肾脏移植
· 机器人癌症手术
·  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

主要手术
·  机器人手术
·  脊椎手术
· 体检

主要手术
·  造血母细胞移植首次实现世界单一机构

9,000例
·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TAVI） 

地址�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大学路101 
官网 
www.snuh.org/main.do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nternational@snuh.org 
电话  +82-2-2072-0505 
传真  +82-2-2072-0785
接待语言
英语、蒙古语、俄罗斯语、汉语、阿拉伯语
供餐 
西餐、清真餐

地址�
京畿道富川市Jomaru路170 
官网
international.schmc.ac.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schinfo@schmc.ac.kr 
电话  +82-32-621-5049 
传真  +82-32-621-6820
接待语言
俄罗斯语、汉语、蒙古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地址�
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延世路50-1 
官网
sev.severance.healthcare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hcc@yuhs.ac 
电话  +82-2-2228-5800 
传真  +82-2-362-6835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汉语、蒙古语、阿拉伯语、日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清真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VIP专用）

地址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盘浦大路222 
官网
www.cmcseoul.or.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hcc@catholic.ac.kr 
电话  +82-2-2258-5745 
传真  +82-2-2258-5752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汉语、法语、阿拉伯语、日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清真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世福兰斯医院

・  韩国首家西式医疗机构
・  全球首家突破机器人手术3万例 
・  在国家顾客满意度调查（NCSI）中连续10年排名第1

顺天乡大学附属富川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第4期医疗机构认证， 
连续15年保持上级综合医院地位

・  京畿仁川地区最短时期内突破机器人手术500例

加图立大学首尔圣母医院

・ 通过国际医疗机构评价委员会（JCI）第4次认证
・  美国《新闻周刊》“2022年世界最佳医院”榜上有名

（癌症、内分泌、消化、神经、小儿及青少年、骨科） 



七大医疗科目 
代表医院

综合内科 26

整形外科 29

皮肤科 32

体检中心 34

妇产科 37

骨科  39

韩医疗法 43

　　以下是七大医疗科目代表医
院，这些医院获得了韩国保健福
祉部、法务部、美国医院等拥有
公信力的机构的各种认证，兼具
专业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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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内科 综合内科

亚洲大学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连续3次通过国际医疗机构评价委员会（JCI）认证 
・  获得由疾病管理厅颁发的“2020年出院损伤深层调查优秀医院奖励”

保健福祉部长官奖

主要诊疗科室
·  外科（乳腺、甲状腺、大肠肛门）
·  肿瘤血液内科
· 肺部中心

主要诊疗科室
·  大肠肛门外科 
·  大肠癌中心
· 消化内科

主要诊疗科室
· 心脏内科
·  大肠肛门外科
· 妇科

主要诊疗科室
· 外科
·  放射线肿瘤学科
· 消化内科

主要手术
·  乳腺切除术
·  甲状腺机器人手术
·  大肠癌手术

主要手术
· 痔疮手术
·  直肠癌、大肠癌腹腔镜手术
·  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

主要手术
·  达芬奇机器人（妇科癌症手术、 

大肠癌手术） 
· 经皮大动脉瓣膜置换术

主要手术
·  乳腺癌手术
·  胃癌手术 
·  大肠癌手术

地址�
京畿道水原市灵通区世界杯路164 
官网 
hosp.ajoumc.or.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nthcc.ajou@gmail.com 
电话  +82-31-219-4311~3, 4010, 7070 
传真  +82-31-219-5432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汉语、日语
供餐 
西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需预约）

地址�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南部循环路2151 
官网 
www.daehang.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dh.global@daum.net 
电话  +82-2-6388-8740, 8741
接待语言
俄罗斯语、英语、乌兹别克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

地址�
仁川广域市南洞区南洞大路774号街21 
官网 
www.gilhospital.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gihc@gilhospital.com 
电话  +82-32-460-3213 
传真  +82-32-461-3214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蒙古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地址�
大邱广域市东区鹅阳路99 
官网 
www.fatima.or.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mc@fatima.or.kr（英语） 

global@fatima.or.kr（俄罗斯语）
电话   +82-53-940-7520（英语） 

+82-53-940-7620（俄罗斯语）
传真  +82-53-940-7524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 
供餐 
西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大邱法蒂玛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通过大韩心血管介入学会借助治疗认证
・  通过大韩消化器官内窥镜学会优秀内窥镜认证

大肛医院

・  连续3次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获得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第7次大肠癌适当性评价1级
・  被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大肠肛门专科医院

嘉泉大学吉医院

・  被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地区癌症中心 
・  研发和采用人工智能大肠内窥镜系统 
・  研发超级分辨率11.74T核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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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M国际医院 

・  获得由韩国保健福祉部颁发的国际健康国务总理奖
・  被法务部指定为医疗旅游优秀接待机构
・  在第1届旅游振兴扩大会议上被评选为医疗旅游集群典范医院 

主要诊疗科室
· 骨科  
·  康复医学科
·  统一医学中心

主要诊疗科室
·  癌症手术、抗癌、 

放射线三大癌症治疗
·  综合免疫门诊（温热治疗、槲寄生） 
·  癌症患者多学科综合诊疗

主要手术
·  椎间盘突出、人工关节手术、 

关节内窥镜手术
·  康复治疗 
·  免疫细胞治疗、抗癌副作用治疗

主要手术
·   胃部及大肠癌手术、减肥代谢手术 
·  腹膜癌手术（CRS-HIPEC、

LHIPEC） 
·  动脉血管内抗癌治疗

地址�
京畿道加平郡雪岳面弥沙里路267-177 
官网 
eng.hjmmc.or.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hjmcenter@gmail.com 
电话  +82-31-589-4488 
传真  +82-31-589-4476
接待语言
英语、日语、汉语、俄罗斯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清真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地址�
京畿道军浦市军浦路591 
官网 
www.gsamhospital.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samhospital1@gmail.com 
电话  +82-31-389-3865
传真  +82-31-389-3795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法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蒙古餐
接送服务
机场、酒店 → 医院

孝山医疗财团SAM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被法务部指定为医疗旅游优秀接待机构 
・  急慢性疾病9个部门获得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适当性评价1级

佰诺佰琪整形外科

・  被首尔特别市评选为医疗旅游合作机构
・ 韩国整形类电视节目“Let美人”及泰国版“Let美人”指定医疗机构

主要诊疗科室
· 整形外科
· 毛发中心
· 微整中心

主要诊疗科室
· 美容整形
· 再造整形
· 微整

主要手术
·  面部轮廓整形、双颚整形
·  面部提升
·  乳房整形

主要手术
· 修复手术 
·  鼻部、轮廓手术、驻颜 
·  乳房、体型手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517 
官网 
https://www.engbanobagi.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english@banobagi.com 
电话  +82-2-522-6636
接待语言
英语、泰国语、汉语、越南语、日语、印尼语、蒙古语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41，JB Miso大厦6层 
官网 
cn.grandsurgery.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grandps_en@gmail.com 
电话  +82-70-7119-1580
传真  +82-2-596-5549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越南语、泰国语、蒙古语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高兰得整形外科

・  2004年开业，拥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各部门专家团队坐诊 
・  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00人以上患者前来就诊， 

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整形外科
・ 拥有大学医院级尖端医疗设备和安全手术系统

整形外科综合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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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希整形外科

・  5次获得卫生行业最高经营者会议颁发的卫生行业大奖
・ 2次获得首尔特别市江南区颁发的医疗服务大奖
・  获得“国家可持续经营大奖”社会贡献领域的保健福祉部长官奖 

主要诊疗科室
· 提升
· 提臀
· 眼部整形

主要手术
·  面部EPITICON 埋线提升
·  提臀
·  上眼睑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730 
官网 
hershe9.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hershe@medihershe.com 
电话  +82-511-3911
传真  +82-511-9970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蒙古语
接送服务
机场、酒店 → 医院 

现代美学整形外科医院

・  获得由韩国消费者评价颁发的“2021 KCA优秀专业人士奖” 
医生领域大奖

・  在由中国最大的美容整形APP“新氧”组织的新氧亚太医美行业颁奖盛
典中获得“年度最受欢迎眼部修复海外名医”奖 

主要诊疗科室
·  整形外科
·  皮肤科
·  玻尿酸及微整

主要手术
·  眼部整形
· 鼻部整形
·  面部轮廓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14，2、5、6层 
官网 
h-mihak.co.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hyundaiaesthetics@gmail.com 
电话  +82-70-5067-2705
传真  +82-2-518-4541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泰国语、越南语、土耳其语
接送服务
机场、酒店 → 医院（需满足一定条件）

JK整形外科医院 

・  韩国整形外科中唯一被韩国保健福祉部评为外国患者优秀接待医疗机
构（KAHF） 

・  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来就诊
・ 备受全球知名媒体关注的整形外科 

主要诊疗科室
· 美容整形  
· 养生 
· 微整、SPA

主要手术
·  驻颜（面部提升等）
· 隆胸
·  面部轮廓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35 
官网 
jkplastic.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english@jkplastic.com（英语） 

jk@jkzhengxing.com（汉语）
电话  +82-2-777-7797
传真  +82-2-532-4753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日语
供餐
西餐
接送服务
机场、酒店 → 医院

主要诊疗科室
· 整形外科
· 皮肤科
· 牙科

主要手术
·  胸部整形
·  双颚及面部轮廓
·  眼部、鼻部、面部提升等其他整形

手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奉恩寺路107 
官网 
www.viewclinic.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vieweng@viewclinic.com 
电话  +82-2-539-1177
传真  +82-2-539-1132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日语、泰国语、越南语、印尼语、
西班牙语、俄罗斯语
供餐
西餐、清真餐、纯素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必妩整形外科

・  建院17年来零事故
・  在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组织的“2021年医疗韩国”活动上荣获保健福

祉部长官奖
・  参加韩国整形类电视节目“Let美人”

整形外科 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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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forskin皮肤科医院 

・  连续2次通过国际医疗机构评价委员会（JCI）认证
・  在由韩国保健福祉部组织的“全球健康功劳奖励”活动中获得卫生医疗发展

领域保健福祉部长官奖
・  被大邱广域市评选为医疗旅游领先医疗机构

主要诊疗科室
· 脱发
· 色素
· 提升 

主要手术
·  毛发移植手术
·  非手术面部轮廓术
·  海扶刀提升手术

地址�
大邱广域市中区东城路5街26，4层 
官网 
www.all4skin.co.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socrates_m@naver.com 
电话  +82-53-425-7582
传真  +82-53-722-2308
接待语言
英语

江南美丽之国皮肤科

・ 获得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奖多达6次
・  在韩国SCI级别有关超声刀的5篇论文中有4篇由美丽之国医疗团队发表 
・  自行研发药妆

主要诊疗科室
·  胶原中心 
·  皮脂线中心
· 特殊中心

主要手术
·  超声刀、热玛吉、逆龄魔方
·  痤疮光疗、Gold PTT祛痘、Airgent

无针喷注修复
·  清新微波、医学护肤、色素治疗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390，Mijin Plaza12层 
官网 
www.anacli.co.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global@anacli.co.kr 
电话  +82-2-3420-2201
传真  +82-2-3420-2204
接待语言
日语、英语、汉语、俄罗斯语

美丽世界Kim Yang Che皮肤科医院 

・  韩国皮肤科医院中首次并连续2次通过国际医疗机构评价委员会（JCI）认证
・  荣获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奖  
・ 获得中国商务部“中韩商务信用认证平台（CKA）”认证

主要诊疗科室
·  美容及皮肤科疾病治疗
· 色斑、瑕疵、色素
· 皱纹、提升、驻颜 

主要手术
·  色斑、瑕疵光疗
·  抗老化驻颜术
·  肉毒素、玻尿酸、下眼袋去除术

地址�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中央大路686，5层 
官网 
doctorkim.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hq3@doctorkim.com
电话  +82-51-805-1004
传真  +82-51-804-1078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日语、俄罗斯语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主要诊疗科室
· 皮肤科 
· 整形外科 
· 妇科
· 减肥门诊

主要手术
·  皮肤科美容
·  微整
·  眼部整形、妇科整形、吸脂手术 

地址�
仁川广域市南洞区艺术路126，LINK126大厦6层 
官网 
kuwolskin.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oraclegw@naver.com
电话  +82-70-4944-1382
传真  +82-32-434-5310
接待语言
汉语、俄罗斯语、英语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九月洞奥拉克皮肤科•整形外科 

・  5名专家坐诊  
・  定制化咨询及疗法
・  拥有70多台最新设备

皮肤科皮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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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峨山医院健康增进中心

・  被韩国能率协会咨询评选为韩国行业品牌力量第1名
・   拥有各种高科技检查设备（CT、MR、PET）

主要诊疗科室
·  13个专业分科，50多名专家
·  发现癌症等各种疾病时迅速联系首尔峨山

医院就诊

主要手术
·  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个别、精密的说明
·  医院内设有酒店及住宿设施
·  从头到脚检查只需1天

地址�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奥林匹克路43街88
官网 
health.amc.seoul.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hpc_admin@amc.seoul.kr
电话  +82-2-3010-5005 
传真  +82-2-3010-7022
接待语言
汉语、俄罗斯语、蒙古语、阿拉伯语
供餐
检查结束后提供健康餐
接送服务
机场、酒店 → 医院（需满足一定条件）

H+阳地医院附属国际诊疗中心

・  韩国医院中唯一一家在由国际医院联合会举办的“2021年世界院长
大会”获奖

・  美国《新闻周刊》“2021年世界最佳医院”榜上有名，在非公共、
非大学综合医院中位居首尔圈第1

主要诊疗科室
·  体检领域
·  乳腺、甲状腺、前列腺外科领域 
·  消化器官诊疗领域

主要手术
·  减肥代谢手术 
·  乳腺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手术 
·  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冠岳区南部循环路1636
官网 
www.newyjh.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himc@newyjh.com
电话  +82-2-2038-6132
传真  +82-70-4665-9033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蒙古语
供餐
西餐、清真餐、俄罗斯餐、蒙古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建国大学医院健康中心

・  连续4次被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上级综合医院，并获得
“急救医疗机构评价”最高等级（A） 

・  在由疾病管理厅及消防厅组织的“急性心脏停止调查研讨会” 
上获得保健福祉部长官奖

主要诊疗科室
· 体检领域

主要手术
·  各种癌症手术
·  足部及足关节手术
·  青光眼、白内障手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广津区陵洞路120-1
官网 
www.kuh.ac.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konkukhealth@gmail.com
电话  +82-2-2030-8361
传真  +82-2-2030-8363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
供餐
检查结束后提供健康餐

主要诊疗科室
· 基础体检
· 癌症检查
·  根据系统、疾病进行定制体检

主要手术
·  基础体检项目
· 主要癌症检查项目
·  其他疾病、各系统特性化检查项目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152，38层 
官网 
en-healthcare.snuh.org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en_healthcare@snuh.org
电话  +82-2-2112-5503
传真  +82-2-2112-5590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
供餐
检查结束后提供健康餐，西餐

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中心

・ 各科专业教授亲自检查并面谈（16个科室专家坐诊 ）
・  设有专为外国患者进行诊疗的国际诊疗组

体检中心 体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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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福兰斯健康检查

・ 由临床经验丰富的世福兰斯医疗团队进行检查及面谈 
・ 通过高科技设备及协议提供精密安全的检查
・ 韩国国内唯一开设身体重塑项目

主要诊疗科室
·  基础综合检查基础综合检查
·  特化检查
·  高端检查

主要手术
·  外国患者当天出结果并进行面谈 
·  疑似患者通过快速通道迅速进行深层检查
·  肠镜过程中发现小于1厘米的息肉即时切除

地址�
首尔特别市中区统一路延世大学世福兰斯大厦
4、5层 
官网 
sev.severance.healthcare/sev-en/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forcheckup@yuhs.ac
电话  +82-2-2228-1004转4
传真  +82-2-2259-3235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收费）
供餐
检查结束后提供健康餐

大田宣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第3期医疗机构认证 
・  接受俄罗斯秋明州立牙科医院体系出口订单 
・  通过国际医疗机构评价委员会（JCI）国际体检中心认证 

主要诊疗科室
·  国际体检中心（VIP体检） 
· 骨科
· 牙科

主要手术
·  骨科、髋关节置换术 
·  癌症手术
·  心律不齐施术

地址�
大田广域市中区牧中路29 
官网 
www.sunhospital.co.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sunhospital365@gmail.com
电话  +82-42-220-8080
传真  +82-42-252-5505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蒙古语、俄罗斯语 
供餐
俄罗斯餐、蒙古餐、清真餐
接送服务
机场、酒店 → 医院

江南车医院

・  被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妇产科专科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韩国首家妇产科机器人手术突破3,000例

主要诊疗科室
· 不孕不育治疗中心
· 妇产科 
·  新生儿集中治疗室、 

高危产妇集中治疗室

主要手术
·  不孕不育特化施术
·  专做产前、产后、 

高危产妇以及新生儿护理
·  机器人手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566 
官网 
gangnam.chamc.co.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chamcic@chamc.co.kr
电话  +82-2-3468-2632/3404/3127
传真  +82-2-558-1112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俄罗斯语、蒙古语
供餐
西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主要诊疗科室
· 不孕不育中心
· 生殖力保存
· 妇科诊疗

主要手术
·  试管婴儿
·  人工授精
·  生殖细胞冷冻及保存

地址�
首尔特别市东大门区千户大路20 
官网 
www.mariababy.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nternational@mariababy.com
电话  +82-2-2250-3843
传真  +82-2-2250-3816
接待语言
英语、蒙古语、俄罗斯语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玛丽亚医院

・ 韩国10家、美国2家，共12家分支机构
・  拥有180多名不孕不育领域的专家及专业研究员
・  每年进行25,000例以上试管婴儿手术

体检中心 妇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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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兹梅迪医院 

・ 3期连续被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医疗机构
・  4期连续被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妇产科专科医院
・  韩国医疗机构中不孕不育医疗服务首次通过ISO-9001国际认证 

主要诊疗科室
· 不孕不育中心
· 妇产科
· 泌尿医学科

主要手术
·  试管婴儿
·  顺产、剖腹产
·  男性不孕不育手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西区江西路295 
官网 
www.mizmedi.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enquiries@mizmedi.com
电话  +82-2-2007-1253
传真  +82-2-2007-1249
接待语言
俄罗斯语、汉语、蒙古语
供餐
俄罗斯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RIZ妇产科 

・  韩国首家引进激光妇科整形技术
・  连续3次被首尔特别市评选为“首尔特别市医疗旅游合作机构” 
・  获得女性整形（阴道整形、小阴唇手术）专利 

主要诊疗科室
·  妇科整形（阴道、小阴唇、处女膜等）
·  妇科检查
·  妇科疾病

主要手术
· 阴道整形
· 小阴唇手术
· 处女膜手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27，京西大厦3、4层 
官网 
womanlaser.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wsh@iriz.co.kr
电话  +82+2-540-8811
传真  +82+2-549-2903
接待语言
英语、汉语、日语

盆唐济生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获得韩国保健福祉部“2018年急救医疗机构评价”A级 
・  设有脊椎中心

主要诊疗科室
· 脊椎疾病
· 髋关节、膝关节、肩关节疾病
· 运动外伤

主要手术
· 人工关节手术
·  椎间盘突出手术
· 脊椎肿瘤切除术

地址�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书岘路180号街20
官网 
www.jshospital.org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dmcihc@gmail.com
电话  +82-31-779-0800
传真  +82-31-779-0578
接待语言
俄罗斯语、蒙古语
供餐
西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主要诊疗科室
· 骨科
· 神经外科
· 肾脏内科

主要手术
· 机器人人工关节置换术
· 显微镜手术
· 椎间盘切除术

地址�
仁川广域市南洞区论岘路72
官网 
himchangeneral.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bhimchan92@gmail.com
电话  +82-32-459-3024
传真  +82-32-459-3029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
供餐
西餐、治疗餐（糖尿、高血压等）
接送服务
机场、酒店 → 医院

仁川Himchan综合医院 

・  无人赶超的手术案例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  采用最新的机器人手术机（MAKO），赢得极高的手术满意度
・  曾从事医疗行业的专业协调员提供咨询

妇产科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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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Dong医院 

・ 以脊椎和关节为主的国际化枢纽医院
・  唯一得到英国海洋资源协会（Oil n Gas UK）认准的韩国医疗检查医院 
・ 韩国首家与美国卫生局签署患者派送合同的医疗机构

主要诊疗科室
· 骨科
· 内科
· 综合检查

主要手术
·  脊椎
·  关节
·  小儿脊椎、关节、测微显微镜手术

地址�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多大路145
官网 
jointspine.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kdhihc1577@hanmail.net
电话  +82-51-209-1201
传真  +82-51-201-3865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蒙古语、阿拉伯语
供餐
西餐、清真餐
接送服务
机场、火车站 → 医院

Nanoori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并被指定为脊椎专科医院
・  在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组织的“2021年医疗韩国”活动中荣获总统奖
・  被大韩微创脊椎学会（KOMISS）指定为国际微创脊椎手术培训中心 

主要诊疗科室
·  神经外科（脊椎）
· 骨科
· 神经科

主要手术
·  测微显微镜、内窥镜脊椎手术
·  关节内窥镜手术
· 人工关节置换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彦州路731
官网 
ihc.nanoori.co.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hc_info@mfnanoori.co.kr 
电话   +82-2-6003-9766（英语）  

+82-2-6003-9762（蒙古语）
传真  +82-2-6003-9752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蒙古语
供餐
西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拿撒勒国际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第3期医疗机构认证  
・  被仁川广域市指定为外国患者优秀接待机构 
・  获得由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颁发的“韩医药全球健康功劳奖励” 

保健福祉部长官奖

主要诊疗科室
· 关节脊椎中心
·  康复医学中心
· 韩方中心

主要手术
· 髋关节置换术
·  癫痫（抽风、羊角风、小儿麻痹）

治疗
· 脑卒中（中风） 治疗 

地址�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Meonugeum路98
官网 
www.nasaret.co.kr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Center
邮箱  danieln379@naver.com
电话  +82-32-899-9736
传真  +82-32-899-9739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汉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
接送服务
机场、酒店 → 医院

主要诊疗科室
· 骨科
· 内科
· 体检

主要手术
· 骨科手术
· 接指手术
· 脊椎手术

地址�
京畿道平泽市芝山路70
官网 
www.s-best.co.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seoulcheilhospital1@gmail.com
电话  +82-31-615-7542
传真  +82-31-615-7575
接待语言
英语

首尔第一医院

・ 被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外国患者接待医疗机构
・ 骨科分科治疗 
・  一站式医疗机制，1:1定制型物理治疗

骨科 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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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德医院 
・  被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第4期脊椎专科医院 
・ 美国《新闻周刊》“2021年世界最佳医院”100家智能医院榜上有名 
・  连续6年被美国医疗旅游质量联盟（MTQUA）评选为“医疗游客专用 

十大医院”

主要诊疗科室
· 神经外科 
· 骨科
· 康复及痛症治疗

主要手术
·  微创脊椎手术
·  胸椎手术
·  内窥镜减压（脊椎）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鹤洞路445
官网 
www.wooridul.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ipc@wooridul.co.kr 

ipcwooridul@gmail.com
电话  +82-2-513-8452
传真  +82-2-513-8454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阿拉伯语 
供餐
西餐、清真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自生韩方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被韩国保健福祉部指定为第4期韩方脊椎专科医院 
・  获得韩国记录院在最短期间内进行最多脊椎疾病患者治疗认证

主要诊疗科室
·  韩方康复医学科
·  脊椎肌骨疾病 

主要手术
·  肌骨特化韩药治疗 
·  针灸（普通针、韩药针、运动针）
·  推拿疗法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536
官网 
www.jaseng.net （英语）
www.jaseng.cn （汉语）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jasengeng@gmail.com （英语）
电话    +82-2-3218-2225、2223 （英语）
传真  +82-2-3218-2222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蒙古语、日语
供餐
西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仅限住院患者）

主要诊疗科室
· 减肥
· 女性更年期疾病 
· 免疫疲劳

主要手术
·  减肥韩药
·  整形针灸、美容针灸 
·  免疫力增强韩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奉恩寺路612 
官网 
www.ekwangdong.co.k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japan@ekwangdong.co.kr
电话  +82-2-2222-4992
传真  +82-2-2222-4899
接待语言
英语、日语

岢山医疗财团广东韩方医院

・  在“2014年韩国生物医药”活动中获得保健福祉部长官奖
・  被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评选为外国患者接待业绩优秀机构
・  通过ISO-9001国际认证

骨科 韩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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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患者接待注册机构名单

首 尔

京 畿 道

仁 川

江 原 道

忠 清 道

大 田

庆 尚 道

大 邱

釜 山

蔚 山

全 罗 道

光 州

济 州 道

< 附录 >

江东庆熙大学医院

・ 通过韩国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认证
・  被韩国保健福祉部评选为“2017年患者经验评价”综合医院全国第1名
・  韩医科大学医院，引领韩医学的韩方品牌力量排名第1 

主要诊疗科室
·  妇产科、乳腺、甲状腺、大肠肛门外科
·  关节、脊椎、脑神经中心
·  韩方免疫力、呼吸系统、感染疾病

主要手术
·  妇产科、脊椎、关节、脑神经、减肥手

术、角膜、活体肝移植
·  韩方皮肤科美容施术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东区东南路892 
官网 
www.khnmc.or.kr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kuimsseoul@gmail.com
电话  +82-2-440-6425
传真  +82-2-440-6434
接待语言
英语、俄罗斯语、蒙古语、汉语
供餐
西餐、俄罗斯餐、蒙古餐
接送服务
机场 → 医院

李文元韩医院

・  专注脱发治疗20年，韩国唯一的脱发专科医院，每年有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患者前来就医

・ 连续4次被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评选为外国患者接待业绩优秀机构
・  获得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奖

主要诊疗科室
·  脱发治疗
·  头部SPA
·  头皮治疗

主要手术
·  脱发治疗药针 
·  头皮再生治疗 
·  头部药物SPA

地址�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132街33 
官网 
leemoonwon.com
国际诊疗中心
邮箱   leemoonwon.international@gmail.com
电话  +82-2-511-1079
传真  +82-2-511-6806
接待语言
英语、日语、汉语、俄罗斯语

韩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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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 地址 电话

1mm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46 +82-70-7707-6702

4ever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57 +82-1600-8343

4月31日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707 +82-2-540-6777

A Plus口腔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彦州路860 +82-2-3442-7575

Ably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562 +82-2-552-5002

Ahnkang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彦州路327 +82-2-1899-3210

Assemble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605 +82-2-596-3456

Atop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94街10 +82-2-555-0410

爱加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东区良才大路1580 +82-1661-9991

爱佩思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139-1 +82-2-3453-7907

安医生毛发移植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彦州路674 +82-2-515-5858

奥纳比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39 +82-2-541-8855

Banhada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22 +82-2-511-0715

BGN眼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465 +82-70-5209-3842

Brillyn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87街46 +82-2-539-5959

芭堂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76 +82-2-517-5953

百利酷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77街17 +82-2-596-9006

佰诺佰琪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517 +82-2-522-6636

彼岸爱皮肤美容中心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429 +82-2-544-1614

必妩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奉恩寺路107 +82-2-539-1177

博朗温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57 +82-2-518-2400

CDC儿童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鹤洞路97街11 +82-2-515-0926

CDU清潭U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145街6 +82-2-540-2415

Chaum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442 +82-2-3015-5077

Choi Hyeok韩医院 首尔特别市东大门区药令东街52 +82-2-935-5775

Chois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616 +82-2-546-5346

Clean外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砂坪大路371 +82-2-515-0310

CM医院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永登浦路36街13 +82-2-2678-0001

CU可琳雅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87街17 +82-2-556-9070

C车医科大学江南车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566 +82-2-3468-3000

DA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125 +82-2-515-4600

达刻整形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76 +82-2-556-9234

大肛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南部循环路2151 +82-2-6388-8114

大永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338 +82-2-3446-7788

Euro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420 +82-2-540-0770

EU颌面轮廓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08 +82-2-547-0101

Evita胸外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15 +82-2-549-1575

恩平延世医院 首尔特别市恩平区延曙路177 +82-2-388-8114

菲斯莱茵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38 +82-2-547-0305

菲斯莱茵整形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38 +82-2-541-0082 

首尔 首尔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菲斯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40 +82-2-515-3114

GIO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30街51 +82-2-546-9909

Global整形集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彦州路846 +82-2-514-1133

Glory首尔眼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74街3 +82-2-569-3690

GNG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永东大路626 +82-1522-2030

Good Life口腔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76 +82-2-3446-2755

Good Line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28街25 +82-2-543-1830

高兰得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41 +82-1588-5153

歌柔飞整形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43 +82-2-515-3399

格瑞丝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623 +82-2-555-8558

Hanshin Medipia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蚕院路94 +82-2-591-5414

Hanul Maum韩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盘浦大路96 +82-2-525-9850

Houm妇产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中央路110 +82-2-548-9400

Hushu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842 +82-2-1588-7536

Hushu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171街15 +82-2-1588-7464

海德仁韩医院 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新村路107 +82-2-313-1626

海德仁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新村路107 +82-2-313-1627

韩美人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77街55 +82-2-532-6485

翰林大学汉江圣心医院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柳渡口路55 +82-2-2639-5012

赫尔希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730 +82-2-511-3911

id整形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42 +82-2-547-0050

ING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46 +82-2-557-7004

JJ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43 +82-2-544-8807

JUAN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155街3 +82-2-518-3458

JW整形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553 +82-2-541-5104

佳轮韩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349 +82-2-535-6688

江东庆熙大学口腔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东区东南路892 +82-2-440-7304

江南B&Viit眼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411 +82-2-501-6800

江南YOU&I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70 +82-2-6927-6022

江南三星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65街1 +82-2-3477-4700

江南圣彼得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南部循环路2633 +82-1544-7522

金炫寿内科中心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彦州路874 +82-2-511-1101

金眼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永新路136 +82-1577-2639

Kodi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423 +82-2-536-1005

Kyurim韩医院 首尔特别市中区退溪路134 +82-2-776-5575

La Foret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24 +82-2-542-2770

Laurel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63街15 +82-2-543-0407

Lee Byeong-sam庆熙韩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西区空港大路261 +82-2-3662-2075

Le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奉恩寺路108 +82-2-557-7582

Lienjang整形外科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77街55 +82-2-508-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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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43 +82-2-543-0300

Live口腔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105街48 +82-1599-2275

Lovely An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34 +82-1688-3835

luxell内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百济古坟路409 +82-2-3445-3475

拉本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600 +82-2-516-8862

来福琳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709 +82-1899-7812

梨大首尔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西区空港大路260 +82-2-6986-3100

李文元韩方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132街33 +82-70-7492-5254

李相哲麻醉疼痛医学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数码路413 +82-2-6956-8575

丽宝韩方脊椎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鹤洞路50街7 +82-2-546-1357

丽颜丽整形外科专门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596 +82-2-540-2022

Medrex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705 +82-2-6011-6098

Midline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120 +82-2-567-5518

Migo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38 +82-2-512-1919

Mine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13 +82-2-516-1175

Minish口腔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彦州路728 +82-1899-2854

Modelo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60街21 +82-2-591-5800

MVP7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19 +82-2-3442-6669

玛博尔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435 +82-2-596-7500

玛丽亚医院 首尔特别市东大门区千户大路20 +82-2-2250-3843

毛杰琳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42 +82-70-4420-8954

美所有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80 +82-2-545-0220

美之爱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526 +82-2-3444-1160

媄琳护肤中心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29街21 +82-2-563-0000

梦想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48 +82-2-518-2617

明洞Arumdaunnara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中区明洞8na街6 +82-2-755-2105

鸣玉轩韩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726 +82-2-544-4646

鸣旨圣母医院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道林路156 +82-2-829-7874

缪慈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52 +82-1544-2994

Namu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399 +82-2-533-3313

Nana整形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92 +82-2-544-0601

NJH卢钟勋整形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156 +82-2-515-5300

Note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563 +82-2-542-0030

Olive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376 +82-2-516-3323

Onbody韩医院 首尔特别市中区退溪路118 +82-2-773-1375

Park Avenue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562 +82-2-566-6628

苹果树牙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师任堂路175 +82-2-585-2879

齐娥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16 +82-2-1644-1974

绮林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77街54 +82-1522-9016

清潭Yuma Stem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772 +82-2-515-0977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清潭女神整形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08 +82-1800-2662

庆熙大学口腔医院 首尔特别市东大门区庆熙大路23 +82-2-958-9644

Regen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605 +82-2-1577-8766

Reyoung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435 +82-2-533-0836

RIZ妇产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27 +82-2-540-8811

仁济大学首尔白医院 首尔特别市中区干川路9 +82-2-2270-0500

如妃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08 +82-2-543-0900

瑞草21世纪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中央路39 +82-2-3477-0880

Seran医院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统一路256 +82-2-737-0181

Shimmian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375 +82-0-4247-3407

Sinsa IN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07 +82-2-541-2555

Smile眼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405 +82-2-553-0210

Soon Plus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28街25 +82-2-547-1705

Soree医院江西店 首尔特别市江西区江西路307 +82-1670-7592

Soree医院君子店 首尔特别市广津区千户大路592 +82-1600-7592

S-Plant口腔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410 +82-2-512-0715

ST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16 +82-2-517-0015

Synergy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76 +82-1577-3153

生机韩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77街3 +82-2-537-1075

圣爱医院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汝矣大方路53街22 +82-2-840-7114

圣玛丽眼科中心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110 +82-2-2202-1515

世福兰斯健康检查 首尔特别市中区统一路10 +82-2-2259-0202

世檀塔男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奉恩寺路107 +82-1522-7589

首尔Balgeunsesang眼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823 +82-2-3443-0880

首尔大学口腔医院 首尔特别市钟路区大学路101 +82-2-2072-0224

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中心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152 +82-2-2112-5503

首尔利玛牙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396 +82-2-582-7799

首尔中央医疗院 首尔特别市中区小公路70 +82-2-6450-5500

顺天乡大学附属首尔医院 首尔特别市龙山区大使馆路59 +82-2-709-9058

The Bidan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彦州路168街35 +82-2-543-4364

The Class&Mizain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03 +82-1599-3008

The M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158 +82-2-1899-0834

The Star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08 +82-2-3444-8886

The医院 首尔特别市中区东湖路249 +82-2-2230-3395

The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68 +82-1644-5998

Top Class整形外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406 +82-2-567-3456

Top Face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42 +82-2-514-0035

Toxnfill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415 +82-2-537-4842

TS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08 +82-2-512-7580

UcanB整形医院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江南大路405 +82-1588-2338

首尔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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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名 地址 电话

UC江南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奉恩寺路209 +82-2-3448-4524

Vievis Namuh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627 +82-1577-7502

We Want影像诊断中心 首尔特别市中区清溪川路100 +82-2-750-0000

Well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04 +82-2-518-0600

White Dream牙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77街17 +82-2-558-0037

White Style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江南大路92街17 +82-2-569-7528

WIZ美整形外科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中区明洞7街21 +82-2-777-0900

我立德医院首尔金浦机场店 首尔特别市江西区天空街70 +82-2-2660-7000

吴医生Maison Prive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158街6 +82-2-515-9889

妩阿整形外科皮肤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25 +82-1600-5319

狎鸥亭奥拉克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狎鸥亭路30街23 +82-2-544-2777

狎鸥亭首尔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论岘路840 +82-2-547-5100

现代美学整形外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14 +82-2-546-4545

新村You&I医院 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新村路99 +82-2-364-6020

新村多仁口腔医院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新村路94 +82-2-719-2275

新帝瑞娜牙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77街3 +82-70-7163-2800

新帝瑞娜整形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77街3 +82-70-7163-2917

延世爱医院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孝宁路10 +82-1577-0050

延世大学口腔学院口腔医院 首尔特别市西大门区延世路50-1 +82-2-2228-5800

延世资丽来姻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宣陵路153街12 +82-2-541-7767

椰美牙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德黑兰路107 +82-1644-2899

艺德雅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76 +82-2-1600-0602

艺颂嗓音中心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773 +82-2-3444-0559

艺雅特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三成路134街8 +82-2-549-2080

永登浦You&I医院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永中路12 +82-2-2636-6020

朱诺整形外科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瑞草大路77街54 +82-2-598-7500

珠儿丽整形外科医院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岛山大路120 +82-2-541-2733

京畿道

京畿道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鲍巴斯纪念医院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大旺板桥路155-7 +82-31-8039-2177

车医科大学盆唐车医院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野塔路59 +82-31-780-5000

Chung医院 京畿道城南市寿井区寿井路76 +82-31-750-6059

Dasarang中央医院 京畿道义王市Deungchikgol1街22 +82-31-340-5014

 高丽大学医学院附属安山医院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积金路123 +82-31-412-5103

国际纳恩医院 京畿道安养市万安区安养路223号街5 +82-31-380-8538

国立癌症中心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一山路323 +82-31-920-1931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一山医院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一山路100 +82-31-900-6965

韩爱医院 京畿道安山市常绿区光德1路345 +82-31-501-7777

韩都医院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仙府广场路103 +82-1-8040-1114

HJM国际医院 京畿道加平郡雪岳面弥沙里路267-177 +82-31-589-4300

加图立大学富川圣母医院 京畿道富川市素砂路327 +82-32-340-7797

加图立大学圣文森医院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中部大路93 +82-31-249-8016

李东训骨延长重建医院 京畿道城南市寿井区慰礼西一路10 +82-31-626-0011

M 明知医院 京畿道高阳市德阳区花水路14号街55 +82-31-810-5114

Medipium医院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盆唐内谷路159 +82-31-724-1821

Modelline医院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亭子一路198号街15 +82-31-712-5569

Ohkims Oh整形外科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中央路1261号街55 +82-31-906-8222

Ohkims皮肤科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东区江石路123 +82-31-902-9333

盆唐济生医院 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书岘路180号街20 +82-31-779-5062

仁济大学一山白医院 京畿道高阳市一山西区注化路170 +82-31-910-7545

世宗医院 京畿道富川市狐岘路489号街28 +82-32-240-8308

首尔第一医院 京畿道平泽市芝山路70 +82-31-615-7500

水原中央医院 京畿道水原市劝善区劝善路654 +82-31-229-9775

顺天乡大学附属富川医院 京畿道富川市Jomaru路170 +82-32-621-5114

SAM医院 京畿道军浦市军浦路591 +82-31-389-3000

仁川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韩一路眼科医院 仁川广域市富平区富平大路35 +82-32-717-5726

加图立大学仁川圣母医院 仁川广域市富平区东水路56 +82-32-280-6443

加图立关东大学国际圣母医院 仁川广域市西区深谷路100号街25 +82-32-290-2652

九月洞奥拉克皮肤科·整形外科 仁川广域市南洞区艺术路126 +82-32-434-5311

JKwithMe医院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会展中心大路165 +82-32-715-7991

Live口腔医院 仁川广域市富平区富平大路52 +82-32-502-2279

拿撒勒国际医院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远又今路98 +82-32-899-9736

那恩医院 仁川广域市西区元绩路23 +82-1661-0099

仁川世宗医院 仁川广域市桂阳区桂阳文化路20 +82-32-240-8308

她美整形外科 仁川广域市南洞区仁荷路497-5 +82-32-441-2325

一美牙科 仁川广域市弥邹忽区京仁路428 +82-32-441-3379

志安医院 仁川广域市延寿区中心路263 +82-32-830-2700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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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原道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翰林大学附属春川圣心医院 江原道春川市朔州路77 +82-33-240-5675

江陵峨山医院 江原道江陵市沙川面芳洞街38 +82-33-610-3114

延世大学原州世福兰斯基督医院 江原道原州市一山路20 +82-33-741-0114

忠清道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Lee Young-jun韩医院 忠清南道天安市西北区凤井路388 +82-41-552-0056

韩国医院（清州） 忠清北道清州市上党区丹斋路106 +82-43-222-7000

Goeun Mommae医院 忠清北道清州市兴德区丰山路42 +82-43-235-6111

忠北大学医院 忠清北道清州市西原区一循环路776 +82-43-269-7722

大田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奥拉克皮肤科（大田） 大田广域市西区大德大路182 +82-42-488-8975

Boda眼科医院 大田广域市西区屯山中路50 +82-42-528-0079

大青医院 大田广域市西区阶伯路1322 +82-42-589-6567

大田宣医院 大田广域市中区牧中路29 +82-42-220-8240

Face整形外科 大田广域市西区大德大路203 +82-42-484-2300

建阳大学医院 大田广域市西区关雎东路158 +82-42-600-6654

Phil韩方医院 大田广域市西区厅舍路128 +82-42-336-1000

许爀韩医院 大田广域市西区大德大路398 +82-42-486-3073

忠南大学医院 大田广域市中区文化路282 +82-42-280-8429

庆尚道

庆尚道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安东医院 庆尚北道安东市怏实路11 +82-54-840-0529

毕士大福音医院 庆尚南道梁山市新基路28 +82-55-781-9709

东国大学医学院庆州医院 庆尚北道庆州市铜镦路87 +82-54-748-9300

龟尾江东医院 庆尚北道龟尾市仁同20街46 +82-54-478-9777

梁山釜山大学医院 庆尚南道梁山市勿禁邑金五路20 +82-55-360-2011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世明医院 庆尚北道庆山市庆安路208 +82-53-819-8800

Yes牙科 庆尚北道浦项市北区中兴路330 +82-54-246-2828

大邱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布莱克整形外科医院 大邱广域市中区达句伐大路2118 +82-53-426-4700

BL整形外科 大邱广域市中区东城路2街95 +82-1800-6500

大邱Smart牙科 大邱广域市南区月背路468 +82-53-653-9999

大邱法蒂玛医院 大邱广域市东区鹅阳路99 +82-53-940-7520

大邱韩医大学附属大邱韩方医院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新川东路136 +82-53-770-2080

大邱加图立大学医院 大邱广域市南区头流公园路17街33 +82-53-650-4715

大同医院（大邱） 大邱广域市东区花郞路169 +82-53-663-1002

德营口腔医院 大邱广域市中区国债报偿路511 +82-53-961-1606

Daegyeong影像诊断中心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东大邱路311 +82-53-742-0100

郭医院 大邱广域市中区国债报偿路531 +82-53-252-2401

韩国健康管理协会大邱广域市支部 大邱广域市东区Jangdeung路16 +82-53-757-0542

韩国医学研究所大邱分事务所 大邱广域市中区国债报偿路611 +82-53-430-5022

Hanmi医院 大邱广域市达西区梨谷东路66 +82-53-284-0119

具医院 大邱广域市达西区甘三北街141 +82-53-560-9114

岭南大学医疗院 大邱广域市南区显忠路170 +82-53-620-3500

Leaders整形外科 大邱广域市中区东城路25 +82-53-423-3322

Lift整形外科 大邱广域市中区达句伐大路2127 +82-53-421-1711

Mac牙科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达句伐大路2398 +82-53-745-2876

N 女性医疗公园医院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东大邱路271 +82-53-740-7775

Nune眼科医院 大邱广域市中区达句伐大路2179 +82-53-715-3300

Oblige整形外科 大邱广域市中区东城路1街77 +82-53-431-0077

Pureun医院 大邱广域市中区太平路102 +82-53-471-2800

漆谷庆北大学医院 大邱广域市北区护国路807 +82-53-200-2042

启明大学东山医院 大邱广域市达西区达句伐大路1035 +82-53-258-4001

庆北大学医院 大邱广域市中区东德路130 +82-53-200-6114

Sekang医院 大邱广域市达西区邱马路220 +82-53-620-6122

V整形外科 大邱广域市中区公平路10街18 +82-53-421-2203

W医院 大邱广域市达西区达句伐大路1632 +82-53-550-5544

晓星医院 大邱广域市寿城区寿城路194 +82-53-766-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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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ABC整形外科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69 +82-51-817-0100

Balgeunsesang眼科（釜山）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西面路74 +82-51-805-1100

BGN眼科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29 +82-1670-3993

BS The Body整形外科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西面路51 +82-51-818-9300

Centum SojunghanNun眼科医院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Centum南大路50 +82-51-920-7788

大同医院（釜山）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忠烈大路187 +82-51-550-9373

东莱我立德医院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忠烈大路286 +82-51-559-5000

东南圈原子能医学院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长安邑左东街40 +82-51-720-5844

东亚大学医院 釜山广域市西区大新公园路26 +82-51-240-2306

东医大附属韩方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杨亭路62 +82-51-850-8924

东医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杨亭路62 +82-51-850-8941

Dr.Ananti医院 釜山广域市机张郡机张邑机张海岸路268-32 +82-51-604-7252

Eroom女性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西面路25 +82-51-803-2616

釜山大学医院 釜山广域市西区九德路179 +82-51-240-7472

釜山圣母医院 釜山广域市南区龙湖路232号街25-14 +82-51-933-7063

釜山我立德医院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中央大路1523 +82-51-559-2261

富民医院（釜山） 釜山广域市北区万德大路59 +82-51-602-8189

高神大学福音医院 釜山广域市西区甘川路262 +82-51-990-3700

海云台富民医院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海云台路584 +82-51-602-8189

韩国健康管理协会釜山市支部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忠烈大路145 +82-51-559-9345

好Gang-an医院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水营路493 +82-51-610-9182

好文化医院 釜山广域市东区凡一路119 +82-51-630-0123

Haneul整形外科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西面路62-1 +82-51-806-0090

Isam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荒岭大路12 +82-51-631-2110

KangDong医院 釜山广域市沙下区多大路145 +82-51-209-1201

解毒清血银白韩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49-1 +82-51-806-3588

金秉俊垒大成胸外科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西面文化路10 +82-51-634-8275

金元默纪念奉生医院 釜山广域市东区中央大路401 +82-51-664-4777

丽偶整形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釜田路66号街34 +82-51-818-0025

丽优美皮肤科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69 +82-51-804-7553

Line-up牙科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西面路40 +82-51-802-6363

美丽世界Kim Yang-che皮肤科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中央大路686 +82-51-805-1004

Miju口腔医院 釜山广域市东莱区忠烈大路114 +82-51-555-5123

诺宝丝整形外科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西面路68号街1 +82-51-806-1101

On综合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21 +82-51-607-0203

仁济大学海云台白医院 釜山广域市海云台区海云台路875 +82-51-797-0566

三育釜山医院 釜山广域市西区大峙路170 +82-51-600-7735

神韵眼科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伽倻大路772 +82-51-810-5678

She's整形外科 釜山广域市中区光复路73 +82-51-710-0788

Yeba牙齿矫正和牙科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中央大路736 +82-51-809-2861

早安102眼科医院 釜山广域市釜山镇区中央大路724 +82-51-989-0125

蔚山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蔚山大学医院 蔚山广域市东区方鱼津循环道路877 +82-52-250-7222

蔚山清脉外科医院 蔚山广域市南区三山路274 +82-52-266-2975

全罗道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东群山医院 全罗北道群山市助村路149 +82-63-440-0300

和顺全南大学医院 全罗南道和顺郡和顺邑瑞阳路322 +82-61-379-7892

Luke韩方医院 全罗北道全州市德津区安德院路218 +82-63-252-9111

园光大学医院 全罗北道益山市武王路895 +82-63-859-0122

光州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朝鲜大学口腔医院 光州广域市东区毕门大路303 +82-62-220-3849

朝鲜大学医院 光州广域市东区毕门大路365 +82-62-220-3770

CLWH医院 光州广域市西区武珍大路957 +82-62-606-1831

i眼科医院 光州广域市南区西门大路704 +82-70-8672-7611

青缘韩方医院 光州广域市西区尚武中央路64 +82-62-371-1075

全南大学医院 光州广域市东区霁峰路42 +82-62-220-6016

三宝鸟眼科医院 光州广域市东区白瑞路134-1 +82-62-236-5400

新佳医院 光州广域市光山区木莲路316 +82-62-610-8109

济州道
医院名 地址 电话

韩国医院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西广路193 +82-64-750-0720

济州大学医院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Aran13街15 +82-64-717-1941

济州汉拿医院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Doryeong路65 +82-64-740-5303

太阳花医院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翰林邑金陵南路127 +82-64-798-9900

We医院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1100路453-95 +82-64-730-1421

延世罗姿丽整形美容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塔洞路24 +82-64-726-9500

中央医院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月郞路91 +82-64-786-7667



Visit the medical tourism site operated by the Korea Tourism Organization (KTO) 
for information on visas, hospitals, agencies, coordinators for different languages, 
accommodation, and tours.

www.visitkorea.or.kr

最佳医疗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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