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肉骨骼诊所
门诊医疗大楼，一楼1A台

安排，重新安排，或取
消预约，请拨打

(212) 562-5555

表维骨骼肌肉诊所是一个治疗骨骼和肌肉伤病
中心。
所有的患者必须由医生转介到诊所。如果您对
转介过程有任何疑问，请联络您的医生或致电
（212）562-1011表维转介办公室。

Musculoskeletal services, hours, and information:
关节炎科 - 星期二上午8:45 - 下午2:45，星期三
上午8:45 - 上午11:15
手科 - 星期一上午8:00 - 上午10:30，星期五上
午8:00 - 上午10:00
足科 *无需转介 星期一上午8:00 - 下午4:00 星期
三 上午8:00 - 下午7:00，星期四上午8:00 - 下午
4:30，星期五上午8:00 - 下午4:30

骨科
•为纽约市公立学校体育联盟参与者的合作伙伴青年
计划 -在任何时候都提供服务 - 拨打电话(212) 5621275。专用门诊周三上午10:00 - 上午11:00。
•骨折专科 - 星期二上午8:15 - 下午2:30
•植入科 - 星期一下午1:30 - 下午 - 3:15

一般康复医学

•儿科骨科 - 星期四上午8:45 - 下午3:00

•康复科 - 星期一上午8:40 -上午11:20，星期四
下午12:00 -下午2:40

•脊柱侧弯科 -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上午8 ：30
- 上午10:30

•针灸科*需要康复门诊转介 周一下午3:00 - 下午
6:00 星期三

•脊柱科*您必须在第一次约诊时带来MRI或CT扫描
胶片 - MRI和CT报告将不会被接受 每月第二个星
期五上午9:00 - 下午2:30，每月第四个星期五上午
9:00 - 上午11:30 。

上午8:00 - 下午1:00，星期四上午8:00 - 下午
6:00
•小儿康复科 - 星期二下午1:00 - 下午5:00
•支撑科- 日（星期三）下午1:30 - 下午2:30

•特别骨科 - 星期三下午2:50 - 下午3:50
•创伤性脑损伤科 （TBI） - 每月第二个和第四个
星期五，上午9:00 - 上午10:00

•运动医学科 - 每月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三上午１０
：００ - 下午2:45，每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三上午
１０：００ -上午11:45
•肿瘤科 - 每个月的第二个和第四个星期三上午1:15
-下午2:45

我怎样能得到我的医生填写的表单？
所有表格必须交到位于表维医院H大楼地面楼GE7房间的病厉室。办公时间
是上午8:30 - 下午4:00。
表维医院中心地址•纽约州纽约市第一大道462号与27街交口处•邮编10016
纽约市健康与医院公司•南曼哈顿医疗网•纽约大学医学院学术隶属关系

去赴约看诊那天，我应该做些什么？
请提前30分钟到达预约的诊所登记挂号.
如果你预约迟到，你可能不能在当天看诊, 或须等到稍后有空约才能看诊。 重新安排或取消预约，请致电(212）562-5555。

当你来诊所时，请携带:
☐☐ 您的保险卡（如果你有）
☐☐ 所有您服用的药物
☐☐ 您的诊疗卡（红卡）
如果你是新病人，或没有诊疗卡，必须在预约时间至少一小时之前到表维
医院业务办公室登记。该办公室位于门诊大楼地面楼。办公时间：
周一 - 周四上午7:30 - 下午6:00 周五上午7:30分 - 下午5:00
有关详细信息，请拨打（212）562-6264

我怎样取药？

?

•

如果你需要一个你已经在服用的新的处方药，请于周一 - 周五上午8:00 - 下午4:00联系诊所
1A台的工作人员。

•

有保险，低收入医疗补助和D部分医疗保险的病人，应在自己选择的社区药房取药。

•

没有保险的病人，没有有效的医疗补助和不享有Medicare D部分的患者，可以到表维位于
GS - 1的H -大厦的门诊药房房间。表维医院药房的营业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节假日除
外）
9:30 AM - 5：30 PM。关于后续重新取药，请使用我们的自动电话服务 - （212）562-3011

重要电话号码
•

预约／提问 (212) 562-5555

•

病厉室 (212) 562-3101

•

药房--重新配药 (212) 562-3011

•

业务办公室／收费处
(212) 562-6264

•

青年合作项目 (212) 562-1275

•

转介办公室 (212) 562-1011

•

总机／接线员 (212) 562-1000

•

病人权益办公室
(212) 562-6071

•

工人赔偿 (212) 562-4064

您有权免费用口译员。表為醫院中心提供服務給所有病人無論他們的支付能力或移民狀況. 您的移民狀況
都會保密.
 Spanish - Hablo Español:

Usted tiene el derecho a recibir los servicios de intérprete gratis. El
Centro Médico Bellevue atiende a todos los pacientes sin importar su
capacidad de pago o su estatus migratorio. Su estatus migratorio se
mantendrá en estricta reserva.

 French - Je parle Français:

Vous avez droit à un interprète gratuit. Le Centre Hospitalier Bellevue
dessert tous les patients, quelque soit votre situation financière ou votre
statut d’immigration.Votre statut d’immigration restera confidentiel.

 Polish - Mówię po polsku:

Masz prawo do bezpłatnych usług tłumacza.
Centrum Szpitala Bellevue przyjmuje wszystkich pacjentów bez
względu na ich możliwości płacenia lub status emigracyjny. Status
emigracyjny pozostanie poufny.

 Mandarin - 我说 ( 我說 ) 普通话 ( 國語 )
 Cantonese - 我说 ( 我說 ) 广东话 ( 廣東話 )
 Fukienese - 我说 ( 我說 ) 福州话 ( 福州話)
您有权免费用口译员。表為醫院中心提供服務給所有病人無論他們
的支付能力或移民狀況. 您的移民狀況都會保密.

 Bengali - Avwg K_v ewj evsjvq

webv Li‡P GKRb †`vfvlxi(BšUvi‡cÖUv‡ii) mvnvh¨ †bqvi AwaKvi Avcbvi i‡q‡Q|
†ejwfD nmwcUvj †mÈvi †ivMx‡`i LiP cwi‡kv‡ai mvg_©¨ ev Awfevmx gh©v`v (Bwg‡MÖkvb
†÷Uvm) we‡ePbv Kiv QvovB mKj †ivMx‡`i R‡b¨ †mev cÖ`vb K‡i _v‡K| Avcbvi
Awfevmx gh©v`vi (Bwg‡MÖkvb †÷Uvm-Gi) †MvcbxqZvI i¶v Kiv 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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