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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医学部以创造一个国际化开拓性的学习环境、培养能够活跃在日本国内外的医师队伍为己任。于2017年

4月,在千叶县成田市开设了成田校区（成田市公津之杜）。

　　我们为了培养更多临床能力高的医师队伍,配备了世界最大规模、使用面积为5,338㎡的医学模拟中心、设置
了超过国际标准的90周的临床实习课程。一个年级的140名学生中有20名来自海外的留学生，大部分课程采用英

语授课,通过采用自主学习方式让学生自发地理解和融入彼此的文化

和价值观。希望在我们国际经验丰富的教员的培育下,成长为国际化

的医学人才。

　　我院作为医学部的本院,将成为主要的临床医学的培养中心。具

有国际意识的医生和学生,将致力于为国内外患者提供高品质的医疗

服务。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成田医院
致力于成为代表亚洲水准的全球性医疗中心

我们创新建立前所未有的诊疗服务体系

迎接海内外患者朋友们的到来

2020年春
计划开业

交通手段

医院地址 ：千叶县成田市畑ケ田
乘坐地铁从JR线的[日暮里站]转乘京成线，在[公津之杜站]下车，

乘车时间约60分钟，到[成田站]约为65分钟。

● 成田站、公津之杜站、成田国际机场都设有区间巴士接送。

● 一般公交巴士站正在规划当中。

公津之杜站
(成田校区）

成田站
约10分钟 约15分钟 约15分钟

巴士 巴士 巴士
医院 成田机场

190505000

组织构架

大学・研究生院・附属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紧密协作, 
构建创新型的教育・研究・临床相结合的运营模式。

成田校区 成田医院（建成后概念图）

保健医疗学部 看护学科

医疗福祉・管理学科

药学科（6年制）

物理疗法学科 作业疗法学科 言语听觉疗法学科 视觉疗法学科 放射线・信息科学学科

医疗福祉学部

药学部

大田原校区

医学部 医学科

看护学科

物理疗法学科 作业疗法学科 言语听觉疗法学科 医学检验学科 放射线・信息科学学科（设置申请中）

看护学科 物理疗法学科 作业疗法学科

心理学科 医疗管理学科

成田看护学部

成田保健医疗学部

赤坂心理・医疗福祉管理学部

成田校区

东京赤坂校区

小田原校区保健医疗学部小田原校区

硕士课程/保健医疗学专业・医疗福祉经营学专业・临床心理学专业

博士课程（4年制）/医疗・生命药科学专业

硕士课程/生命药学专业

硕士课程/公共卫生学专业 博士课程（4年制）/医学专业

博士课程/保健医疗学专业医疗福祉学研究科

药学研究科

药科学研究科

医学研究科

留学生预科

研究生院

看护学科福冈看护学部福冈校区

物理疗法学科 作业疗法学科 言语听觉疗法学科 医学检验学科福冈保健医疗学部

药学科（设置申请中）福冈药学部

大川校区

集团内主要机构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田医院 （东京都港区） 山王医院/山王生育中心 （东京都港区）

综合体检中心 （HECI） 

枥 木 ◯国际医疗福祉康复治疗中心

东 京 ◯山王医疗中心
 ◯特别养护型老年公寓/残障者援助机构 新宿欅园

福 冈 ◯高木医院  ◯柳川康复医院
 ◯柳川疗养中心  ◯福冈山王医院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其定位是与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相关联机
构通力协作,保障学生的教育与研究的医学福祉临床机构。

　　与缅甸国立康复医院合作，在其院区内开设了“IUHW康复研究中

心”。我校派遣教师、医生、康复护理人员等专家团队,向该机构提供人才

培养及学术研究等项目的支持。

　　2018年,我校与越南国立楚雷医院

（Cho Ray Hosptial）合作开设了越南第

一所日式综合体检机构。其最大的特点是

日本的专家可通过远程诊断系统进行辅助

诊断。并且,日本医师可以通过国际医疗福

祉大学三田医院以及医学部的专用网络进

行传输和阅览患者数据,对放射线影像、病

理检查的结果进行双重确认。

◯附属医院 ◯主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海外网络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医院 （枥木县那须盐原市）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盐谷医院 （枥木县矢板市）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热海医院 （静冈县热海市）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市川医院 （千叶县市川市）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成田医院
【筹备事务局】
〒107-0062 東京都港区南青山1-24-1 アミティ乃木坂
TEL ：03-6863-5533
E-mail ：narita-hp@iuhw.ac.jp

体检楼
主楼

员工宿舍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成田医院,以国际化的视野,
与拥有崭新的医学教育理念的医学部相结合。

越南・胡志明市

缅甸・仰光市

　　2001年在JICA中国康复专业人才培训项目中，我校与中国康复研

究中心合作，开设了首个物理疗法师、作业疗法师4年制本科大学课程。

通过派遣教师、以及接收留学生等方式积极推进人才交流合作。

中国・北京市

*



为海内外的患者朋友们提供先进的医疗服务
旨在打造全球性医疗中心

学校法人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

理事长  高木 邦格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致力于培养医疗福祉类专

业人才。我校成立于1995年，是日本第一所以医

疗、福祉类学科为主的综合类大学。至今，全国共有

6大校区、共10个学部24个学科，包含研究生在内

的在校生人数约9,000人，是日本最大规模的保健

医疗福祉系综合大学、研究生院。我们集团创立至

今迎来了第110个年头，开设了包含海外机构在内

的约50所教育、医疗、福祉类机构，超过1万名教职

员工在为此辛勤耕耘着。

　　在日本医学教育领域中，过去38年间没有扩

招医学部学生的大背景下，为了成为日本第一所开

展国际化医疗教育模式的院校，我校于2017年在成田校区开设了医学部。

　　校内设立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医学模拟中心，除了让学生得到充实的实践教

育以外，大部分课程采用英语授课；还开设了海外临床实习课程，并将其设置为

必修课等。我们正在实践着至今日本医科类大学从未有过的新型医学教育模式。

　　为了展示日本高水平的医疗和教育水准，我校向海外敞开大门，接收了来自

各个国家政府、医学类大学推荐的顶尖人才。针对承诺将来要为自己祖国的医疗

做贡献的留学生，我校设置了承担从学费到生活费的全额奖学金制度。

　　在2020年，拥有642张床位规模的国际医疗福祉大学成田医院，作为医学部

的附属医院将会在成田国际机场附近开业运营。我们将致力于成为代表亚洲水

准的全球性医疗中心，并设立高度先进的诊疗科和诊疗中心。另外，为了迎接来

自世界各地的就诊患者，我们还部署了能够对应10多种语言的工作人员，专门开

设了宗教活动场所以及精心准备了清真食品等特色服务。

　　如今我们IUHW集团已和全球数十个国家的教育机关、医疗机构签订了学

术交流协议。其中与中国的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康

复研究中心（CRRC)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

　　除了大学以外，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田医院、东京山王医院、福冈山王医院

等兄弟单位，也接收以亚洲各国为主的临床研修生。我们积极地通过人才交流及

医学技术指导，在中国设立了全国首个以康复医学为主的4年制大学；在缅甸开

设了IUHW康复医学研修中心；在越南・胡志明市与国立楚雷医院共同合作，开

设了日式标准的综合体检中心。以这样的实际行动向海外展示了日本高标准的

医疗水平。我们开设的这所在越南的综合体检中心与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田医

院、东京山王医院、成田医学部，通过远程对接进行放射线诊断和病理诊断的双

重确认。在此之前，1998年我们利用通讯卫星系统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CRRC合

作，在本校的栃木县大田原校区开设了「那须远程康复训练研究中心」，完成了世
界首次通过卫星通信进行康复医学教学的示范试验。在这之后，2009年我们组织

召开了「日中康复医学研讨会」国际性会议。
　　以这样的成绩为基石，我们这所崭新的成田医院，会以拥有超高医疗技术的

医生团队为核心，引进各类日本制造的最顶尖的医疗机器。展望2020年的东京奥

运会・残奥会，我们将有效利用从机场到医院15分钟车程的地理优势，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患者提供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请您与我们共同期待这所崭新的全球性医疗中心的诞生。

　　2020年春季，拥有642张床位规模的国际医疗

福祉大学成田医院，将会在成田机场附近开业运营。

　　日本的医疗水平被普遍认为是世界第一。为

此，崭新的成田医院聚集了国内最高医疗水平的医

生和医护团队，我们将会给患者朋友提供高品质的

医疗技术和热忱而亲切的医疗服务。

　　我本人作为消化器外科的专家医师，针对肝胆

胰脏类疾病，特别是对于只有通过外科手术才能根

治的疑难病患者，我们会与患者一起与病魔斗争。

我们集结了大量拥有同样精神的优秀日本医生，将

为成田医院的开业做相应准备。

　　我院拥有世界首例通过卵泡激活疗法成功生育的医师团队所在的高度生殖

医学中心、在癌细胞免疫领域第一人所在的癌细胞免疫治疗中心、配置了日本国

内也极少引进的基因组分析装置的基因诊断中心、先进的诊断和放射线癌症治

疗中心、控制并防止海外病原体向国内扩散的国际传染病研究中心。我们还与海

外的大学、医疗机构远距离连接进行放射线影像诊断和病理诊断的国际远程影

像诊断中心，打造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诊疗科或治疗中心，致力成为可以诊疗所有

疾病的综合性国际化医院。

　　此外，在预防医学中心内配备了游泳池、健身房和桑拿设备，为等待航班的

客人制订了特色体检套餐、住宿套餐等各种各样的综合体检套餐。

　　成田医院将会努力成为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创新型医院，在完善的诊疗体制

下，全体员工同心协力，为亚洲为中心的中东地区及欧美地区的患者提供优质、

温馨的医疗服务。

【简历】  千叶大学医学部毕业、医学博士。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田医院院长、原千叶大

学医学研究院普外科教授。原千叶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院长、千叶大学副校长。肝胆胰

脏癌治疗第一人。第112届日本外科学会定期学术总会会长、日本肝胆胰外科学会名誉

理事长。第49届日本胆道学会会长。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 成田医院

院长　宫崎 胜
（预定）

床位数 642床 （普通病床600床、精神病床40床、传染病床2床）

面　积 建筑面积 约105,513㎡　

构  造
 【主楼】 地上8层、RC隔震建筑　【体检楼】 地上4层、S抗震建筑　

 【教育研修中心】 地上8层、S抗震建筑

医院简介

〈 主楼 〉

〈教育研修中心〉

〈 体检楼 〉

联络通道联络通道

联络通道

联络通道

联络通道

正 门
放射线
治疗

放射线
诊断

便利店
・

咖啡店
大 堂 预防医学中心RI 急　诊 药　局门诊部  国际餐饮区

康复室

内窥镜
中心  门诊部血管造影  健康维护中心

医用耗材管理中心研究室

游泳池

讲　堂

透析室  门诊部 预防医学中心常规检查 生化检查

ICU（16床）
HCU（16床）

手术室 病理检查

妇产科病房区

国际病房区

国内病房区

国内病房区

国内病房区

国际病房区国际病房区餐厅

国内病房区SCU国内病房区无菌病房区

国内病房区

小儿科病房区围产期病房区

精神科病房区

远程诊断中心

图书馆

多功能区域

研究室

多功能区域

多功能区域

研究室

国内病房区

事务部 厨房 国际传染病
研究中心

提供精准度更高的癌症治疗方案

「高速螺旋放射治疗系统（托姆刀）」
　　千叶县内引进高速螺旋放射治疗

系统的医疗机构很少,而这种螺旋断

层调强放射治疗装置(IMRT),将会装

配在我院放射线癌症治疗中心。

　　针对于形状复杂的肿瘤组织,可

以按照其形状进行放射线照射,实现

高精度的癌症治疗效果。

提供更为安全的心脑血管治疗方案

「复合手术室」
　　我院设置了相比传统复合手术室

(混合型=不同物品组合在一起的方

式)品质更高的手术室。将通常安装

在别处的血管造影设备,直接与手术室

(传统手术室)相结合,为患者提供安全

的治疗方式。

以最顶尖的医疗设备为支撑的高度医疗服务
通过配备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实现精准地诊断与治疗。

　　设置了对应多种语言的国际服务中心，并安排了相应语种的医疗翻译人

员。准备好迎接各国家患者的体制。为宗教患者提供相关宗教活动场所，并且在

院内餐厅及餐饮区也提供清真食品以及其他特色餐品。

　　为了让患者及其家属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病房内装设计高雅，全部配备了

舒适的生活起居设备。对于需要长期住院的、或根据不同的治疗目的以及有特

殊需求的患者，我们为您准备了更舒适的特别病房。

　　为来自海外的患者设置了国际病房区，并配备专业的外语对应工作人员，

以细微认真地工作态度，为您减轻在海外就医所带来的语言及文化上的压力。

基因诊断中心
　　我院导入的NovaSeq(2017年开发)是一种极为先进的人类基因测组分析装置。可以

在两天半的时间内分析完成48个人的人类基因组,而该设备在日本国内导入该设备的机构

极其稀少。我们将充分发挥该设备的作用,以我校基因医学研究所所长迁省次教授(原东京

大学基因医学研究所所长)为中心,推动世界最高水准的基因分析技术研究的同时,更广泛应

用于临床诊疗。

游泳池（概念图）

概念图概念图

概念图

高速螺旋放射治疗系统（托姆刀） 复合手术室

　　在预防医学中心内，开设了日本最大规模的综合体检中心，同时配备了游

泳池等健康维护中心。

　　我集团旗下位于东京都内的山王医疗中心，与山王医院各科室相互协作，

为患者提供了舒适、高雅的就诊环境，从而赢得了患者朋友们的高度赞誉。

2018年、我集团在越南的胡志明市与国立楚雷医院（Cho Ray Hospital）合作，

在当地开设了“日式综合体检中心”。

　　基于这些成就，我院综合体检中心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医生及专业技术人

员，为希望维护健康身躯的您，提供高质量的健康检查，以及更为确切的预防指

导建议。另外，我院导入了PET-CT、MRI等高端医疗设备，除了提供更精准的

检查之外，还为您提供各种不同的体检套餐和任选项目。

　　建立了体检中心与各门诊专家的协

作机制。如果体检结果显示需要进行二

次检查或更进一步的精密检查时，我们

会与院内各诊疗部门密切协作，实现快

速就诊。

　　健康维护中心配备了住宿房间、游

泳池、健身俱乐部、桑拿等设施，为迎接

来自海外的体检客人提供舒适的体检环

境。

特色诊疗中心一览

国际传染病研究中心
　　建立从海外流入我国的病原体的

应对措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距离成

田国际机场最近的大学附属医院,我

中心将协助打造最初的防疫系统,避

免向国内扩散。我院的感染病治疗、

研究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将与亚洲地

区的医疗机构协作,努力为促进改善

各国的感染控制能力而作出贡献。

放射线癌症治疗中心
　　为了能对任何疾病作出精

准的诊断,我院配置了最新的

CT、MRI、PET-CT设备。利

用影像与导管相结合的IVR技术

以及使用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

疗装置,追求最大限度地降低放

疗的副作用,达到维持身体机能

的效果。

癌细胞免疫治疗中心
　　随着人类致病细胞分子研究水平的提高,科学家们研发了

各种免疫治疗方法。日本该领域研究的第一人,也是原庆应义

塾大学医学部尖端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河上裕教授,将作为我

校医学部主任,领导我院开展诊断、治疗、研究工作。

模拟医学中心

打造日本最大规模的综合体检中心

为了迎接世界各国的就诊患者, 我院完善了针对各国语言和宗教文化的接待体制

高度生殖医学中心
　　通过激活已闭经女性卵巢中残留的卵泡,促使卵泡发育功能再生,并采

用体外授精方式使其再次受孕生子。这是我校医学部妇产科河村和弘教授

研发的“卵泡激活疗法”。2013年世界第一例采用该技术受孕的婴儿顺利

生产,并在同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2013年世界十大医学技术突破

(medical breakthrough)之一”。此外,与我集团旗下山王医院院长、也是

日本不孕不育治疗的第一人堤治教授协作,在我校高等生殖医学研究中心

内,利用对高龄不孕症研究的经验及成果,希望为更多的不孕不育患者解决

生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