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赫莘园骨科医院



作为患者，您始终是我们服务的中心。我们秉承个性化护理以及跨科室紧密合作的理念，为您提 
供最高水平的治疗和护理服务。 

全面、个性化以及最高水平的医疗技术 — 始终是我们的追求。在我们的矫形外科保守治疗和手 
术治疗中心，一支多元化的医疗专家团队倾情为您服务。无论是保守疗法、先进的微创疗法、无 
痛麻醉疗法、疗效显著的疼痛治疗还是个性化的术后治疗 — 为您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将涵盖所 
有服务。 

我们理念的四大支柱

    全面护理与治疗 —  
从诊断到康复治疗

    通过团队合作和专业化 
保证医疗能力水平

   最优质的服务和舒 
适的环境

   最先进的外科技术、治疗流程和 
康复训练方法

忧患者之忧 — 患者至上!



在您住院期间，我们赫莘园骨科医院的整个医
疗服务团队，从医生、医生助理、护理人员、
服务和管理人员，直至我们赫莘园医院理疗和
康复训练中心的治疗师和运动学专家们，都将
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个性化护理对我们来说
也意味着持续关注患者状况。

我们遵循全面性原则，将矫形外科照管与护理
作为我们医疗服务的基础。 

赫辛园骨科医院的尖端医疗水平来自于团队合
作、持续专业化、定期培训与进修以及深入的
国际经验交流。   

全面、专业的护理和治疗

医疗服务范围
   诊断
   矫形外科保守治疗
  微创手术
   半侵入式治疗 
   关节置换术 
   骨学
   预防和康复医学
  风湿病 



专家团队



乌利奇·波理希  
(Ulrich Boenisch)  
医学博士、矫形外科专家 

赫莘园骨科医院医疗主任

专业领域： 
运动损伤、 
膝关节和肩关节手术

弗洛廉·埃尔瑟  
(Florian Elser)  
医学博士（有大学执教资格）
矫形外科与创伤外科专家
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队医

专业领域：  
运动损伤、膝关节和肩关节手术、肩关
节置换术

丹尼尔·瓦格纳  
(Daniel Wagner)  
医学博士
矫形外科与创伤外科专家

专业领域：  
运动损伤、膝关节和肩关节手术、髌
骨手术

膝关节、髋关节和肩关节



奥利弗·霍鲁伯  
(Oliver Holub)  
医学博士
矫形外科专家

专业领域：  
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术、
肩关节置换术、 
骨科、风湿病

矫形外科保守治疗

拉尔夫·斯达佩菲尔德  
(Ralf Stapelfeldt)  
医学博士
矫形外科专家

专业领域：  
膝关节、髋关节、足部以及踝关节保守
治疗

克里斯第安·格力斯曼  
(Christian Griesmann)  
医学博士
矫形外科专家

专业领域：  
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术、肩关节置
换术、骨科、风湿病



手部、肘部 足部和踝关节

专业领域：  
足部、踝关节和跟腱的外科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儿童常见足部疾病治疗

曼弗瑞德·托马斯  
(Manfred Thomas)  
医学博士
矫形外科及创伤
外科专家

马丁·尤丹  
(Martin Jordan)  
医学博士矫
形外科及创伤
外科专家

乌利奇·弗朗克  
(Ulrich Frank)  
医学博士
矫形外科专家

专业领域： 
手部和手关节手术、 
前臂和肘部手术



菲力克斯·赫曼  
(Felix C. Hohmann)  
医学博士
矫形外科专家 

马蒂亚斯·约特勒  
(Matthias Oertel)  
医学博士、教授
神经外科专家

脊柱

专业领域：  
脊椎疾病的保守、半侵入式和手术治疗，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的微创 
手术，椎间盘置换术以及脊椎稳定法



艾伯哈德·宾哈玛  
(Eberhardt Binhammer)
麻醉学专家

塞巴斯蒂安·德尔克  
(Sebastian Delker)  
医学博士
麻醉学专家

伯恩哈德·瓦格纳  
(Bernhard Wagner)  
博士
麻醉学专家

塞巴斯蒂安·斯韦库特  
(Sebastian Swierkot) 
医学博士
麻醉学专家

专业领域： 
麻醉和疼痛治疗

麻醉科 彼得·盖斯纳  
(Peter Geßner)  
医学博士
麻醉学专家



沃夫冈·费歇尔  
(Wolfgang Fischer)  
医学博士
放射学专家

彼得·穆丁尔  
(Peter M. Mundinger)  
医学博士
放射学和 
神经放射学专家

专业领域： 
肌肉骨骼放射学、神经放射学

赫莘园骨科医院放射科团队以最先进的技术和个性化的护理
为依托，为您提供最优的放射诊断。我们医院核磁共振成像 
(MRT) 科室以利用显微镜线圈技术获得具备超高分辨率核磁
共振成像为特色。该项技术可以提供详细图像，即使是细小
的关节，这是通过普通 MRT 技术无法获得的。

核磁共振成像 



特芮莎·罗德勒  
(Theresia Rodler)

护理服务主管
质量管理

护理和患者服务

碧姬·胡玻勒  
(Brigitte Hübner)

门诊部主管
患者服务



赫莘园骨科医院的理疗和康复训练室面
积多达 1300 平方米，室内的配置高度
现代化。在这里，我们为您提供理疗、
疾病预防服务以及医疗辅助康复训练。  

我们团队中的每一位员工都不断更新理
疗、运动学以及运动医学相关知识储
备，保证知识的前沿性。欢迎垂询 — 
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康复训练理疗

理疗和康复训练

德国赫莘园骨科医院有限公司理疗和康复训练    维纶堡街 (Wellenburger Str.) 15 号    86199 奥格斯堡     电话: 0821 909 9116    传真: 0821 909 93 9116
邮箱: physio.hpc@hessingpark-clinic.de    www.hpc-therapie-training.de    接待/挂号: 周一至周四: 8:00 - 18:00， 周五: 8:00 - 17:00 



自然疗法和正骨疗法诊所    维纶堡街 (Wellenburger Str.) 15 号    86199 奥格斯堡    电话: 0821 909 9116    传真: 0821 909 93 9116
邮箱: physio.hpc@hessingpark-clinic.de    接待/挂号: 周一至周四: 8:00 - 18:00，周五: 8:00 - 17:00 

在自然疗法和正骨疗法诊所，我们将患者作为一个整体
来对待，因为我们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治疗患者的病症，
还在于找出病痛的根本原因并加以治疗。在友好又高雅
整洁的医院环境中，我们为您提供涵盖了从传统的自然
疗法到新型疗法的多元化服务。 

我们的自然疗法和正骨疗法团队在“软医学” 
领域拥有多年的丰富经验。 
欢迎您的到来 — 期待您的光临！

自然疗法正骨疗法



赫莘园骨科医院建筑风格经典而简洁，专注于核心领域，让
人印象深刻。建筑内部光线充足，清晰明亮，各个方面的设
施都堪称先进。此外，所有通道简短便捷且一目了然。轻松
友好的氛围和舒适的环境有助于增强身体的自我恢复能力，
有利于放松身心。作为赫莘园骨科医院的访客，希望您会感
到宾至如归。 

我们的单人和双人间均设有独立阳台，室内设计精巧。病房
设计兼顾美观和功能性，让人倍感舒适。现代化娱乐和通讯
设施一应俱全，所有房间均安装有网络 (WiFi)。 

在二楼的休息室或者四楼的“小餐馆”里，您可以充分放松
身心或者接待访客。  

不论是在病房还是在医院餐馆，都提供菜单点餐服务。另
外，菜单提供每日套餐。套餐菜品每日更换，优选当地产品
作为套餐食材。我们当然也会将营养饮食、宗教信仰或民族
风俗相关的特殊需求考虑在内。 

放松身心，重获健康。



在赫莘园骨科医院，每一个治疗步骤都建立在最新的医疗
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并根据患者个人情况进行调整。 
当然，这基于您、医生和理疗师三者之间的密切协商。 

我们最先进的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和最新一代的的数字 X
射线系统使我们能够进行细致精确的诊断工作。目前， 
只有少数类似的医疗机构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精确诊断有利于治疗方案的制定，从而提高治疗成功 
机率。

住院治疗期间，赫莘园骨科医院理疗和康复训练中心的理
疗师和运动学专家们已经开始为您提供理疗和康复训练服
务。在该中心，我们为患者提供符合我们的预防和康复质
量标准的理疗和以医学为基础的专业健康训练。 

我们以全面性为导向的治疗服务因为具备自然疗法和正骨
疗法诊所而更加完整全面。  

追求完美。



矫形外科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中心

专业领域：
足部和踝关节
手部和肘部
髋关节 
膝关节
肩关节
脊柱

麻醉和疼痛治疗
核磁共振成像
风湿病
理疗和康复训练

接诊时间：
周一至周五 
按预约 

地址：
赫莘园骨科医院有限公司 
赫莘路 (Hessingstrasse) 17 号 
（维纶堡街停车场）
86199 奥格斯堡

电话：0821 909 9000
传真：0821 909 9001
邮箱： 
contact@hessingpark-clinic.de
网址：  
www.hessingpark-clinic.de

赫莘园骨科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不在法定医疗保险的照管协议（德国公共医疗保险机构和护理保险机构与公共或者私人医疗机构之间的
公法协议）框架内。因此，法定医疗保险公司通常不会承担您在赫莘园骨科医院进行治疗所产生费用。有关费用承担问题应在治疗前和
各自的保险公司进行澄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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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患者当做客人来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