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患者服务
改善患者和家人的健康和福利



每年，全球成千上万的人来到纽约的�

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以期接受最新诊断方法、先进的治疗方法和获得

当今医疗保健领域的创新疗法。在这里，他们接受了

在专业前沿工作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卓越护理。

通过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综合性全球服务项目，患者及其家人发现多语言和

多文化团队致力于令他们在远离家园的地方有宾至如归

的感觉。专门的协调员提供全程个性化关注和服务—— 

从踏上美国至旅程全程治疗、康复，直至回国。

美国最佳的医院之一
更多美国顶级医生
美国最大的城市



  

欢迎来到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美国最佳医院之一 

在 U.S. News & World Report 对全美近 5,000 家医院的 2017-2018 年排
名评选中，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在纽约三
州地区最佳医院中排名第 1，并连续被评为全美首屈一指的医疗机构之
一。NewYork-Presbyterian 连续 17 年被列入著名的 U.S. News 光荣榜。

与两个常青藤医学院的紧密联系

凭借其学术合作伙伴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 (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和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 (Weill Cornell Medicine)，本医院追求临床卓越性，从事开拓性医学研究，
并提供优质医学教育。

更多美国顶级医生

根据卡斯特康诺利 (Castle Connolly) 对美国顶级医生的著名调查，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
Presbyterian Hospital) 比美国其他任何医院拥有更多的顶级医生。该调查询问了25 万名医生就有
关“您会让家人去找谁就医”的医生名单。

全美最大的医院之一

•  拥有 6,500 名以上医生

•  有超过 2 百万的住院和门诊患者人数，其中包括近 15000 次的分娩。



全天候为您服务

我们理解，规划远离家园的护理时，能获得支持有多么宝贵。我们的专业多语 
种和多文化区域协调员可全天候/全年无休地为您服务，回答您的问题，帮助您
规划行程，同时满足患者及其随行亲人的旅行愿望和医疗保健相关后勤保障。我
们的协调员团队将使用他们的医疗保健经验指导患者，全程提供个性化服务和个
人关注。

其中包括：

• 安排医生和其他临床约诊或检查

• 护送患者参加约诊

• 解释和说明医疗信息、指令和程序

•  为转诊医生和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医生之间的
沟通提供便利

• �组织危重病人的全球空中救护、地面救护或其他紧急运输服务

• �推荐并安排旅馆或有家具的公寓，包括医院的现场设施

入院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前，我们的财务顾问将 
协助患者家属了解医疗费用。

患者住宿和设施

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提供一系列的个性化门诊 
服务和设施，包括提供类似宾馆的豪华住宿环境的私人病房和套房。全河景、 
厨师备餐和下午茶，配备睡眠用沙发的游客客厅、常备茶水间和卫星电视都 
有助于改善住院期间患者和家人的环境。此外，我们的礼宾人员可以帮助您 
方便地进入私人商务中心。



  

世界级临床护理
从确诊成人和儿童的罕见及复杂疾病，到执行救生干预措施，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医生都是全世界最抢手的医生。

肿瘤 
我们的综合性肿瘤项目救治的患者数量
多于纽约其他任何一家医院，该项目对
各年龄段和不同疾病阶段的患者进行了
救治。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
Presbyterian Hospital)／哥伦比亚大学医学
中心 (Columbi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的

赫伯特欧文综合癌症中心 (Herbert 
Irving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是美国国家癌症研
究所指定的综合癌症中心—— 纽约州

仅有的三家此类医院之一。

我们的患者受益于多学科方法，包括内科、
外科和放射肿瘤学专家，以及整个医院的
医生和医务人员之间的协作。在个性化癌症
治疗的最前沿，我们的科研人员致力于开发
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治疗副作用和并最大
限度地提高治疗成果的针对性和更有效的
治疗方法。此外，本医院拥有充分认证
的血液肿瘤干细胞治疗和骨髓移植项目。

移植
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是全国最大的实体器官移植医院，
包括心脏、肝脏、肺、肾脏和胰腺移植。
我们的移植外科医生已开发并应用了最先进
的移植程序，包括活体腹腔镜肾切除，令
术后疼痛减轻、住院时间缩短，且令活体
捐赠者恢复正常活动的速度更快。

儿童健康
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摩根斯坦利儿童医院 (Morgan 
Stanley Children’s Hospital) 以及菲利斯和戴
维柯曼斯基儿童健康中心 (Phyllis and David 
Komansky Center for Children’s Health)  
享有百年以上的“两家全国首屈一指的儿科
护理中心”声誉。它们都在儿科的各领域中
提供最佳治疗，包括新生儿护理、危重病
医学、先天性心脏疾病、肿瘤和小儿外科的
各个领域。

Gary K. Schwartz 医生 Emile Bacha 医生

神经病学
美国最大的神经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院系
之一，医院提供针对影响大脑和脊椎疾病
和病症的专科护理，包括外伤性脑损伤、
肿瘤、阿尔茨海默氏病、孤独症、癫痫、
运动障碍和脊髓疾病和畸形。

我们的介入神经放射学家引领了脑动脉瘤
的血管内栓塞治疗，并继续完善微创方法，
治疗颈动脉疾病、中风和血管畸形。

Roger Härtl 医生



  

消化系统疾病
从痛苦的炎症性疾病到危及生命的消化道
恶性肿瘤，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
Presbyterian Hospital) 是消化系统疾病
诊断和治疗的开创者。多个学科的专家
 （包括胃肠病学家、结肠直肠外科医生、
肝病专家、肿瘤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以及
其他学科专家）共同合作，以确保患者得到
全面和高级的护理。

我们的外科医生采用微创或腹腔镜法，对 
80% 至 90% 的重大肠道手术患者施用手术。
他们在先进的内窥镜手术方面拥有非凡的
专业技长，无需开放性手术即可消除栓塞、
疏通堵塞的管道，并能去除癌肿瘤。

整形外科�
我们的整形外科医生因关节置换手术方面
的专业技长而闻名，他们使患者重新恢复
活力，享受无痛的生活方式。他们创建了
微创外科技术的标准，有助于减少创伤和
加快复原。作为 New York Yankees 的官方
医院，我们为运动损伤提供所有级别的
护理。我们的儿童整形外科医生在脊柱疾病
 （包括脊柱侧弯）治疗中处于最前沿地位，
可使用创新技术纠正脊柱畸形。

肺科
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肺病计划包括国际公认的肺部
疾病、过敏反应和免疫学的前沿执业医生。
我们的医生不断运用新知识和新技术，
使用囊性纤维化、间质性肺病、哮喘、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结核病的专门知识提高
诊断和治疗。我们还设立了呼吸衰竭和肺移

植专科中心，
过去的五年
中进行了约 
300 次肺移植
手术。

肾脏科及泌尿科
复杂-肾脏疾病和泌尿疾病患者能在纽约-
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找到全方位的治疗方案。我们的肾脏科医生
与本医院的领先肾脏移植项目的外科医生
密切合作，后者开创了活体移植和最新
疗法，有助于减少抗排斥药物的副作用。

我院技术和经验丰富的泌尿外科医生凭借
丰富的的泌尿系肿瘤专业知识，对前列腺癌
进行先进的机器人手术，成果卓越，并有助
于开发和完善适用于这些患者的微创神经保
留技术。我们的儿科泌尿医生是公认的生殖
系统先天畸形的肿瘤治疗和重建手术专家。

心脏病和心脏外科手术�
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成人和小儿心血管专家位列
医学、介入和外科治疗前沿，擅长治疗
心律失常、冠心病、肺动脉高压和复杂的
主动脉瓣和二尖瓣病变。他们是心室辅助
装置开发的国际领导者，为心脏移植和晚期
心力衰竭治疗搭起了生命之桥。此外，他们
还为更换心脏瓣膜率先推出了基于导管的
手术方法。医院的充血性心力衰竭和心脏
移植项目在全美也属最大。

母胎医学
作为高危妊娠的主要转诊机构，医院拥有
一支由母胎医学专家组成的团队，他们与
儿科专家、新生儿专家和遗传学专家合作，
为健康的孕妇和有产科或胎儿并发症的孕妇
进行评估和治疗。我们的医生开创了许多
如今仍在使用的技术，这些技术令潜在严重
疾病（包括需要治疗的子宫内疾病和产后
需要立即治疗的疾病）的诊断成为可能。

Selim M. Arcasoy 医生

Douglas Scherr 医生



  

领先的技术
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内外科医生经常引
领先进医学、介入和外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些包括：

精准医学 —— 精准医学研究机构正在努力将传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医学方法替换为使用患者自身的遗传图谱和病史，侧重于针对性、个体 
化的患者护理方法。医生—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精确地识别患者特定 
疾病的遗传影响因素（诸如肿瘤、心血管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以设计针对特定影响因素的更有效治疗过程。

微创手术 —— 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几乎在
每个专科中都追求更新和更安全的治疗方案，使用微创和轻创程序及 
技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治疗成果并将恢复过程的时间和不适减
至最少。本医院的微创新技术 (MINT) 项目利用临床医生和工程师的协作
来开发推进微创手术的创新技术。

机器人辅助外科手术 —— 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医生使用机器人辅助外科手术，进行常规手术、泌尿道手术
和妇科手术。这种技术令外科医生能更好地接近手术部位、获得更高的
手术准确度、提高灵活性和增强可视化。

操作设施 —— 医院的操作设施包括配备供复杂手术病例使用的西门子 
(Artis Zeego) 系统的手术室。该系统提供以透视为基础的血管内超声进
行全身成像的功能，带来无与伦比的精确水平以及彻底诊断和干预。

Jeffrey W. Milsom 医生

儿科低剂量 CT 扫描套件 西门子 (Artis Zeego)



关于全球服务部
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全球服务部协助医疗
机构、企业和个人获得医疗保健服务以及本院及全球医生的专业技长。

全球患者服务 (Global Patient Services) 
通过协调医疗服务和提供礼宾服务支持，协助来到纽约的患者接受纽约-
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护理。
+1 (212) 746-9100  |  + 1 (888) 728-7945  |  globalservices@nyp.org

管理人员健康 (Executive Health)
一个全面个性化的体检和健康计划，以帮助实现个人健康目标。
+1 (212) 746-9129  |  executivehealth@nyp.org

企业健康 (Corporate Health) 
协助员工获得纽约-长老会医院 (New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 的医疗
保健服务，并与企业合作设计改善员工健康和福利的创新项目。
+1 (212) 472-5412  |  corporatehealth@nyp.org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电子邮件至
globalservices@nyp.org
zh.nyp.org/globa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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