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健診療所

  保健诊疗所是为了提高学生和教职员

  的健康而设立的福祉部门，

  有1名专业护士。

运营对象 ：鲜文大学学生以及教职员

运营时间 ：9:00~18:00

          (午休时间：12:00~13:00)

位置 ：鲜文大学学生会馆1楼

使用方法 ：访问挂号

학생회관 1층 보건진료소

제세동기 설치 장소

发生紧急情况时，请记住:119
发生校内保健诊疗所处理不了的紧急情况时，

“最重要的是快速拨打急救电话”

鲜文大学保健诊疗所•国际支援组

▶ 告知详细的地址
    (尽可能详细：几楼，宿舍几号房间等)

▶ 告知事故情况
    (心率，交通事故)

▶ 告知患者人数

▶ 告知患者具体情况

▶ 给患者实施的急救处理情况
    (心肺复苏术、 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等)

在家的时候  

▶

▶

▶

▶

在书桌、床板下面一
定要抓住桌子腿儿。
用坐垫等,保护头部。
墙角,洗手间,浴室比较安全。
熄火并关闭气阀。

 

  

   

 

在大楼里的时候

▶ 请快速躲到书桌、
桌子下面。 

▶ 远离窗户、阳台。

▶ 不要使用电梯。

▶ 必须使用紧急楼梯。

在百货商店,剧场,地下,运动场的时候

▶如果你感觉到地震的话,
请坐在座位上立即抱护
着头,直到震动停止为止。

▶要跟着向导的指示,
不要冲忙涌向出口或者楼梯上。

▶虽然地下设施比较安全,但应对停电、
进水等问题进行应对。

▶宽大的操场在地震中非常安全。

乘地铁的时候  

▶请紧紧抓住固定的物体。

▶如果开门跳下,可能与过往车辆撞上或发
生高压线触电等事故。

▶根据车内广播行动。

无意识还是需要护送的紧急情况？

是 否

119

119

发现患者

直接拨打119急救电话
无意识的危急情况时

119到达后马
上送到医院

务必记住担当老师的联系方式！

平日
下午6点以后
或者公休日时 

到保健
联系宿舍舍监或者

担当老师

提供适当的信息
必要时,附近医院就诊

诊疗所的诊断方法
进行处理

必要时，
告知附近的医院。

登山或旅行时

▶山岳(mountain)山脉
上有可能发生坍塌,
山体滑坡或者绝壁崩溃。

▶根据收音机、自身广播、
向导的指示迅速躲避.

▶如果在海岸发布海啸警报,
请从高处或海岸迅速躲避到远处。

  

  

在学校里

▶进到桌子下面,缩着身子。

▶要远离倒下的搁板或书架,
保护身体。

▶按照老 师的指示行事,沉着地躲到运动场上。

Global鲜文

留学生
安全手册

此资料是由地区先导大学培育事业支援而制作

鲜文大学保健诊疗所 • 国际支援组

实行心肺复苏术，
使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

访问 挂号(出示学生证) 健康诊断 治疗以及提供药品

给119拨打时，需跟急救中心讲清的事项

地震避难要领

急救指南 保健诊疗所介绍



区分

整形外科

妇产科

医疗机关

연세나무 병원

센텀 정형외과

삼성미즈 병원

位置

牙山站附近(校车乘车点)

KTX牙山站이마트 트레이더tm 对面

牙山站附近 (校车乘车点)

运营时间 (午休:13:00~14:00)

9:30~18:30(周六:9:00~13:00)

9:30~18:30(周六:9:30~14:00)

9:00~18:30(周六:9:00~13:00)

联系方式

041.537.0000

041.425.0099

041.903.2277

▶ 治疗费保障内容

▶ 申请顺序和材料准备

▶ 活用保险支援系统 (网站)

访问网页方法

 •进入官网或用手机输入域名住所 : www.fstudent.kr

网站
 •保险单 : 保险期, 保单号码, 确定保障内容和发放证明书
 •保险费申请顺序 : 申请顺序, 必需资料, 向某处发资料 
 •主要免责(不予保障) : 不予发放保险金的事故和疾病
 •索赔 : 申请保险金后可以确认执行情况 
 •点击登陆 : 下载保险费申请书表格和申请书准备资料样品

▶ 客户服务中心

分类 保障内容

住院治疗费

门诊治疗费

药费

補償金額

\10,000,000

\250,000

\50,000

伤害和疾病

分类

综合医院

医疗机关

천안충무병원

位置

충청남도 천안시
쌍용동 ５４２-３

运营时间 (午休:13:00~14:00)

平  日 | 09:30~18:30
土曜日 | 09:30~14:00

連絡先

041.570.7555

传真

02-6442-1737

电话

02-558-7383

 电子邮件

kj@fstudent.kr

每一次，8千元和支付项目10%和非支付项目20%合并后金额中大的金额

治疗费中自费部分

住院治疗费

门诊治疗费

药费

每一次，诊所1万元 ，医院1.5万元，综合医院2万元或者支付项目10%和非支付项
目20%合并后金额中大的金额

住院治疗费中支付项目的10%和非支付项目的20%合并后的金额

ID : 学号 密码 : 生日年月日六位数 (yymmdd)

牙山站方向的校车：坐校车到天安牙山站下车，做13路公共汽车->천안충무병원 下车

出租车：需15~20分钟

填̇写保险费申请书         诊̇断书，医院治疗费收据

药̇店药费收据             存̇折复印件

在̇需要住院治疗的情况下_追加一份“住院治疗费明细”

转发

申请保险费时所需材料

传真 : 02-6442-1737
电子邮件 : kj@fstudent.kr

① 在医院接受治疗 → ② 结算治疗费 → ③ 向保险公司发送资料 → ④ 领取保险费

▶ 拔掉把压把附近的保险销
▶ 背对着风向，喷管对准火焰
▶ 紧握压把，喷射干粉覆盖整个燃烧区

对人工呼吸没有自信的
人只有实现肋骨压力

确认心脏是否停止跳动
给119打电话以及请求使用自
动体外心脏去颤器

1 2 胸外按压30次3

反复进行胸外按压和
人工呼吸 30：2

4

打开电源→贴上电极→分析心率→电击

不需要电击或者电击之后要马上进行心肺复苏术

资料出处: 韩国心肺苏生术协会，NAVER

打开自动体外心脏除颤
器的电源

1 给患者贴电极2

分析心率3 使用心脏除颤器→是周边的人
和患者保持→定距离

4 按心脏除颤器的开关
→电击

5

为了学生们的安全,
校内设置了13台

1 2 3 4

区分

内科

皮肤科/内科

牙科

医疗机关

삼성조은내과

팰리스의원

SL연합치과

팰리스치과의원

우리삼성치과의원

位置

삼성트라팰리스
아파트 주변

三星트라팰리스
公寓附近

运营时间 (午休:13:00~14:00)

9:00~19:00(周六:9:00~14:00)

9:00~19:00(周六:9:00~14:00)

9:30~18:30(周六:9:30~14:00)

9:30~19:00(周六:9:30~14:00)

9:30~18:30(周六:9:30~14:00)

联系方式

041.549.7738

041.900.8550

041.549.2080

041.533.8339

041.533.2833

心肺复苏术(CPR)

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使用方法

灭火器使用方法

外国留学生保险介绍

鲜文大学合作医院(综合医院)：천안충무병원介绍

学校附近医院
 - 步行15分钟，车程5分钟

客运站附近医院介绍
- 校车停车站附近

KTX牙山站附近医院

区分

耳鼻喉科

整容外科

眼科

内科

皮肤科

妇产科

牙科

医疗机关

우리  이비인후과

천안드림 이비인후과

한마음 정형외과

눈빛 안과

서울 안과

김재하 내과

속편한 내과의원

CNP차앤박 피부과

서울미즈 산부인과

안창훈산부인과

신세계  치과

남스부부 치과

运营时间 (午休:13:00~14:00)

9:00~19:00(周六:9:00~14:00)

9:00~19:00(周六:13:00~14:00)

9:00~19:00(周六:09:00~13:00)

9:00~18:30(星期四:9:00~13:00)
周六:9:00~14:00)

9:00~18:30(周六:9:00~15:00)

9:30~18:30(周六:9:00~13:00)

8:30~17:30(周六:8:30~13:00

10:00~20:00(周六:10:00~16:00)

10:00~19:00(周六:9:30~13:30)
※(午餐时间) 13:30~14:30

9:00~19:00(周六:9:00~15:00)

9:30~20:00(星期四:~19:00)
(周六:9:30~14:00)

9:30~19:00(周六:9:30~15:00)

联系方式

041.563.0007

041.554.7575

041.562.0777

041.522.6767

041.522.6767

041.558.8500

041.551.6368

041.552.1199

041.551.5225

041.553.7533

041.564.0028

041.577.2802

位置

天安高速对面

新世纪百货店对面 

新世纪百货店对面 

新世纪百货店对面 

新世纪百货店对面 

校车停车站附近

天安高速附近

天安高速附近

天安高速附近

● 아산역행 셔틀버스 : 센텀정형외과, 차앤박 피부과 
● 터미널행 셔틀버스 : 연세나무병원, 삼성미즈병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