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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健康的时间
为了获得明天的健康，请接受今天的诊断。

Korea Medical Foundation
诊疗项目

消化系统内科
循环系统内科
内分泌内科

内科

家庭医学科
影像医学科

职业环境医学科

外科
牙科

为了1% 的特别高端医疗服务

Korea Medical
Foundation
韩国医疗财团医疗法人为特别的您准备了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幸福是健康之树上开出的花朵”，
韩国医疗财团IFC综合体检中心作为您身体和心灵的健康
守望者，坚定地守护您的幸福。
韩国医疗财团院长 金孝祥院长

为VVIP顾客准备的高端服务
医疗服务

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

高端事后管理服务

通过差别化的健康问诊委托医疗服务

女性体检中心专用区

1:1护理服务(VIP专任护士)

当天针对检查结果进行商谈

(组织检查、部分特殊血液检查除外)

检查出健康问题后，介绍名医医疗团队并预约
采用最新型的医疗设备进行精密诊断

便利服务
移动终端个人医疗信息

VIP专用商谈窗口

VIP更衣室

SMART 검진시스템

VIP专用休息区

·胸部CT

·内窥镜视频

·超声波视频

移动终端个人医疗信息(HeSeL)

VIP专用一站式说明及收纳智能检查诊断系统

·胸部X线检查

女性体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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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VVIP顾客准备的高端服务
酒店服务
六星级首尔康莱德酒店住宿

康莱德 游泳场

仁川机场豪华大巴

康莱德健身房

康莱德餐饮

康莱德高尔夫球场

康莱德SPA

美容护理服务

(眺望迷人的汉江景色，享受奢华的客房及洗浴用品)

(拥有自然采光的25m长的室内游泳池)
(设有最新的健身设备，可一天24小时使用)

(舒适方便的豪华大巴)

(包括2个屏幕高尔夫球场在内的7个高尔夫球场)

(彰显品质的饮食，风景秀丽的视野)
(将最尖端的技术和东方传统治愈方法完美地搭配在一起)

(头皮按摩、美甲、美足服务等)

韩国医疗财团 · 康莱德酒店

两天一夜 / 三天两夜奢华体检
“在城市中心享受到的 eco healing time”

通过韩国医疗财团的尖端设备获得体检服务，在顶级康莱德酒店中享受高品质的休息。
美容护理服务

SPA

ZEST

康莱德酒店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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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VVIP准备的高级住宿体检项目
癌症精密检查

脑部血管系统精密检查

PET-CT，血液肿瘤标记物

大脑MRI+MRA，颈动脉超声波

脊椎精密检查

内分泌系统精密检查

腰椎X线检查

糖尿病、甲状腺激素检查

颈椎MRI，腰椎MRI，颈椎 X线检查，

甲状腺超声波，骨质疏松症、

心血管系统精密检查

呼吸系统精密检查

血压，动脉硬化，脉搏，心脏病危险

肺功能检查

心脏钙化CT，心脏超声波，心电图，
因素

消化系统精密检查

睡眠内窥镜检查：食道、胃部、
十二指肠/大肠，上腹部超声波检查

低剂量胸部CT，胸透，

男性精密检查

甲状腺超声波，雄性激素检查

女性精密检查

下腹部超声波检查，乳房拍摄，宫颈细胞群检查，雌性激素检查，妇科检查，人乳头瘤病毒检查(HPV)

Executive Suite (豪华套房)

专业医生预诊及商谈

基础检查

身体成分检查

眼科检查

听力检查

心肺功能检查

一般血液检查

血型检查

小便检查

肝功能检查

心血管系统检查

甲状腺检查

副甲状腺检查

电解质检查

肾脏检查

胰脏检查

痛风检查

贫血检查

免疫力检查

大便检查

血液维生素D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检查

活性氧·抗氧化检查

牙科(洗牙、诊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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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体检项目
KOMEF Healing

两天一夜

第一天 | 到院并与主治医生商谈，基本检查，超声波检查(腹部/甲状腺/颈动脉/心脏/乳房)，男性精密检查/

女性精密检查，一般拍摄，精密CT，胃部、大肠睡眠内窥镜检查，正电子段层扫描(PET-CT: Torso)，

Philips 128 Channel CT

提供入住酒店、酒店SPA、酒店服务

第二天 | 酒店早餐，超声波检查(下腹部)，大脑精密检查(MRI+MRA)，牙科诊察及洗牙，
与专任主治医生商谈体检结果，回家

KOMEF Eco Healing

三天两夜

第一天 | 到院并与主治医生商谈，基本检查，男性精密检查/女性精密检查，一般拍摄，超声波检查(腹部/甲状腺/

颈动脉/心脏/乳房)，大脑精密检查(MRI+MRA)，牙科诊察及洗牙，入住酒店，休息及酒店SPA，清理肠道进

2013年最新型Siemens MRI

行大肠内窥镜检查

第二天 | 血液检查，超声波检查(腹部)，精密CT，胃部、大肠睡眠内窥镜检查，

正电子段层扫描(PET-CT: Torso+Brain)，提供酒店服务、休息及酒店SPA

第三天 | 酒店早餐，脊椎精密检查MR(颈椎MRI，腰椎MRI)，牙科诊察及洗牙，与专任主治医生商谈体检结果，回家

游泳场

※ 上述行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013년 최신형 Philips MRI
2013年最新型Philips
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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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顾客检查项目指南

中国顾客检查项目指南 [ 基本检查 ]

50万元（韩币）

男性 | 综合检查 : 体测量, 体成分分析，量血压，眼科（视力，眼压，眼底），听力，胸部X光，
心电图，一般血液，肝功能，心血管系统检查，肝炎检查（甲，乙，丙）
，肾脏功能，
糖尿（空腹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贫血，胆固醇，中性脂肪，尿酸，甲状腺功能，
艾滋病，梅毒，胰脏功能，免疫功能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因子检查，维生素D，
肿瘤标志检查（肝癌，大肠癌，胰脏癌，前列腺癌）
，尿检
特殊检查 : 上腹部超声波
女性 | 综合检查 : 身体测量, 体成分分析，量血压，眼科（视力，眼压，眼底），听力，胸部X光，
心电图，一般血液，肝功能，心血管系统检查，肝炎检查（甲，乙，丙）
，肾脏功能，
糖尿（空腹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贫血，胆固醇，中性脂肪，尿酸，甲状腺功能，
艾滋病，梅毒，胰脏功能，免疫功能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因子检查，维生素D，
肿瘤标志检查（肝癌，大肠癌，胰脏癌，前列腺癌）
，尿检
特殊检查 : 上腹部超声波

中国顾客检查项目指南 [ VVIP ]

中国顾客检查项目指南 [ VIP ]

男性 | 综合检查 : 身体测量, 体成分分析，量血压，眼科（视力，眼压，眼底）
，听力，胸部X光，
心电图，一般血液，肝功能，心血管系统检查，肝炎检查（甲，乙，丙）
，肾脏功能，
糖尿（空腹时血糖，糖化血色素/糖化血红蛋白）
，贫血，胆固醇，中性脂肪，尿酸，
甲状腺功能，艾滋病，梅毒，胰脏功能，免疫功能检查，风湿性关节炎检查，维生素D，
肿瘤标志检查（肝癌，大肠癌，胰脏癌，前列腺癌）
，尿查
特殊检查 : 胃内视镜（睡眠）上腹部超声波，甲状腺超声波，底剂量胸部CT, 骨密度
女性 | 综合检查 : 身体测量, 体成分分析，量血压，眼科（视力，眼压，眼底）
，听力，胸部X光，
心电图，一般血液，肝功能，心血管系统检查，肝炎检查（甲，乙，丙）
，肾脏功能，
糖尿（空腹时血糖，糖化血色素/糖化血红蛋白）
，贫血，胆固醇，中性脂肪，尿酸，
甲状腺功能，艾滋病，梅毒，胰脏功能，免疫功能检查，风湿性关节炎检查，维生素D，
肿瘤标志检查（肝癌，大肠癌，胰脏癌，前列腺癌）
，尿查 ，宫颈癌检查，乳房透视
特殊检查 : 胃内视镜（睡眠）上腹部超声波，甲状腺超声波，底剂量胸部CT, 骨密度
200万元（韩币）

男性 | 综合检查 : 身体测量, 体成分分析，量血压，眼科（视力，眼压，眼底）
，听力，胸部X光，心电图，一般血液，肝功能，
心血管系统检查，肝炎检查（甲，乙，丙）
，肾脏功能，糖尿（空腹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贫血，胆固醇，中性脂肪，
尿酸，甲状腺功能，艾滋病，梅毒，胰脏功能，免疫功能检查，风湿性关节炎检查，维生素D，
肿瘤标志检查（肝癌，大肠癌，胰脏癌，前列腺癌）
，尿查
特殊检查1 : 胃内视镜（睡眠）上腹部超声波，甲状腺超声波，底剂量胸部CT, 骨密度
特殊检查2 : 男性激素, 肚腩赘肉CT，前例线超声波，脑MRA

Philips TruFlight PET-CT

120万元（韩币）

女性 | 综合检查 : 身体测量, 体成分分析，量血压，眼科（视力，眼压，眼底）
，听力，胸部X光，心电图，一般血液，肝功能，
心血管系统检查，肝炎检查（甲，乙，丙）
，肾脏功能，糖尿（空腹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贫血，胆固醇，中性脂肪，
尿酸，甲状腺功能，艾滋病，梅毒，胰脏功能，免疫功能检查，风湿性关节炎检查，维生素D，
肿瘤标志检查（肝癌，大肠癌，胰脏癌，前列腺癌）
，尿查 ，宫颈癌检查，乳房透视
特殊检查1 : 胃内视镜（睡眠）上腹部超声波，甲状腺超声波，底剂量胸部CT, 骨密度
特殊检查2 : 男性激素, 肚腩赘肉CT，前例线超声波，脑MRA

Amazing
Madical Team
医疗团队介绍

•金孝尚院长 _消化系统科专业医生 / 三星首尔医院内科专任医生 / 成均馆医科大学消化系统科外来教授 / 梨花女子大学附属墓洞医院家庭医学科外来教授

•张林元常任顾问 _ 职业环境医学系专业医生 / 加图立大学大学院医学博士 / 中央大学医科大学教授 / 密西根大学保健大学院访问教授 / 中央大学医科学院院长 / 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院长 / 获得木莲奖(工人健康管理相关) / “预防医学科公众保健”, “大学保健学”著述
•韩纯林副院长_ 影像医学科专业医生 / 首尔大学医院影像医学科结业 / 高丽大学 医科大学教授 / 首尔大学医院影像医学科教授 / 亚洲大学医院影像医学科教授 / 顺天乡大学富川医院影像医学科教授

•申载元副院长_ 首尔大学校医院家庭医学科结业 / MBC医学专业记者 / OBS TV主治医生MC / YTN新闻正面游戏“新闻中的健康故事”固定出演等
•金志贤_ 内科专业医生 / 梨花女子大学医科大学 / 翰林大学江南三星医院内科 / 江西mizmedi医院内科科长

•南雄_ 职业环境医学系专业医生 / 延世大学医科大学 / 汝矣岛圣母医院产业医学科 / 加图立大学保健大学院硕士 / 美国密西根大学保健大学院保健学GSS研修 / 大韩职业环境医学会正式会员 / 大韩职业环境外来协会正式会员
•刘熙政_ 家庭医学科专业医生 / 加图立大学圣母医院家庭医学科 / 仁荷大学仁荷大医院家庭医学科
•姜正美_ 家庭医学科专业医生 / 首尔牙山医院家庭医学科结业 / 大韩家庭医学会正式会员

•金明真_ 家庭医学科专业医生 / 江东圣心医院家庭医学科 / 梨花女子大学医科大学外来副教授 / 家庭医学会内窥镜指导专业医生 / 大韩家庭医学会正式会员 / 大韩胃肠内窥镜学会正式会员 / 大韩消化系统内窥镜学会会员
•李郑镇_ 家庭医学科专业医生 / 梨花女子大学医科大学 / 三星第一医院家庭医学科 / 大韩胃肠内窥镜学会正式会员 / 大韩临床老年人学会老年人专业认证医生
•洪守然

家庭医学科专业医生 / 顺天乡大学首尔医院 / 大韩家庭医学会正式会员 / 家庭医学科指导专业医生 / 大韩家庭医学科胃内窥镜认证医生 / 大韩临床老年人医学会老年人专业认证医生 / 国金健康保险工团人生转换期健康诊断商谈医生

•姜仁善_ 家庭医学科专业医生 / 车医院家庭医学科 / 大韩家庭医学会正式会员 / 大韩消化系统内窥镜学会会员

•刘泰庆 循环系统内科专业医生 / 庆熙医疗院循环系统内科 / 庆熙医疗院循环系统内科专任医生 / 心超声波认证医生 / 大韩内科学会正式会员 / 韩国心超声波学会正式会员

•朴熙庆 外科专业医生 / 首尔大学校医院外科 / 大韩外科学会终生会员 / 大韩大肠肛门学会终生会员 / 大韩外科学会胃内窥镜研究会创立会员 / 大韩大肠肛门学会大肠内窥镜细分专业医生
•林守灿

外科专业医生 / 首尔大学校医院外科 / 大韩外科学会终生会员 / 大韩大肠肛门 学会终生会员 / 大韩外科学会胃内窥镜研究会会员 / 大韩大肠肛门学会大肠内窥镜 细分专业医生 / 大韩上部胃肠器官, 幽门螺旋杆菌学会终生会员 / 大韩胃肠内分泌学会正式会员

•安载熙 内分泌内科专业医生 / 高丽大学安山医院内分泌内科教授 / 大韩内科学会正式会员 / 大韩糖尿病学会准会员 / 大韩内分泌学会正式会员 / 大韩临床超声波学会正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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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患者招揽登记机构 (M-2013-01-08-2771)
中国 China

新加坡 Singapore

美国 America

日本 Japan

泰国 Thailand

加拿大 Canada

俄罗斯 Russia

越南 Vietnam

澳大利亚 Australia

联系电话: +82-1544-2992

首尔市永登浦区国际金融路10国际金融中心two ifc 4~5楼
联系电话 +82-1544-2992 www.komef.org/chi www.komef.org/chi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