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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介绍 

KOO医院院长  

具滋馹 

院长致辞 

秉承“只有快速、可靠的手术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的

坚定信念，20多年来坚守着手术室， 

以“如家般的医院，家人般的医护人员”为院训，   

亲切为患者服务的医院 

  

争做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使亲切生活化的医院。 

 

追随世界化、专业化的步伐，发行院报和年报，临床科长去

海外进修并参加各种学会(研讨会)，以每年5000例以上的各种

手术及临床经验为基础发表论文，通过与三星首尔医院、 

首尔江南圣母医院签订医疗合作合同，与庆北大学医院、 

岭南大学医院结成合作医院等，巩固身为大肠肛门疾病专业

医院的地位。 

  

如今，KOO医院于2013年建成了门诊、检查、 

治疗一体化的6层大肠肛门中心，为患者提供更加温馨、 

优质的医疗服务，跻身成为世界级大肠肛门专业医院。 



医院介绍 

最大限度尊重患者的所有权利， 

把患者的安全放在首位， 

提供最先进的医疗服务和关爱， 

争做最值得信赖的医疗机构。 

以23年来坚守大肠肛门手术代表地位的
骄傲历史为基础， 

谱写新的百年历史， 

争做引领外科(大肠肛门疾病)专科医院
发展的全球化综合医院。 

任务 & 蓝图 

任务 
 

 

以最佳诊疗赢得信任
与爱戴的医院 

蓝图 
 

 

引领专业化的全球化
医院 

KOO医院 任务 KOO医院 蓝图 



核心价值 

实现患者感动 构建先进医疗 培养一流的人才 保障员工的幸福 合作贡献社会 

提供以患者为中心
的最佳医疗服务, 

为患者带去感动。 

提供高品位医疗
服务，研发最新
的医疗技术。 

积极投资，培养
自豪且有集体荣
誉感的人才。 

增加员工之间的沟
通与和睦，提高员
工的满意度。 

树立共同体意识，
创造合作共生的

文化。 

形像方面 

• 形象化体现了KOO医院(医疗团队,职员)与患者之间紧紧相牵的合作与信任之手，表示感动人心的医术 

• 刻画了象征大肠肛门专业医院的大肠形态，制成提高关注度的象形文字 

颜色方面 

• 绿色和蓝色的组合体现了KOO医院治疗人类疾病的责任和努力 

• 柔和的色彩和圆形设计意欲增强患者对医术的信任，同时带来心灵的平和  

• 整体设计以心理治疗研究结果为背景  

标志故事 

医院介绍 



医院介绍 

GOO医院25年的足迹 

12 引进并启用德国西门子MRI磁共振影像3.0T  

07 大肠癌、直肠癌腹腔镜手术突破1,000列 

 

 

 

 

06 新加坡大肠肛门学会医生痔疮研修 

02 台湾大肠肛门学会医生痔疮研修(2次) 

 

12 引进并启用德国西门子高分辨率128频道C.T  

 

 

 

 

10 台湾大肠肛门学会医生痔疮研修(1次) 

08 80,000例大肠肛门疾病手术 

01 保健福祉部指定的大肠肛门专业医院 

      (2015.1.1~2017.12.31)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12 在2014年大肠癌手术适当性评估中获得一级  

      (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 

     获得2014年医疗服务亲切优秀医院大奖  

     (Medicity大邱协议会) 

04 获得医疗机构认证(截止2018.4.2) 

  

04 新馆增建竣工 

     (现有：8,819.414㎡,新馆：3,127.22㎡，        计

：11,946.634㎡) 

 

04 新馆(外科大肠肛门中心、消化系统内窥镜中

心、综合体检中心)增建动工) 

 

11 保健福祉部指定的大肠肛门疾病专业医院 

(2011.11.1~2014.10.30) 

04 获选KSCI2011韩国消费者满意指数第一名 

(外科/大肠肛门部门) 

 

07 在2009年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评价中，  

9个部门获得A级 

04大肠·直肠癌手术突破800例，大肠·直肠癌腹

腔镜手术突破200例 

2011 

2010 

发展历程 



医院介绍 

医疗团队介绍 

大肠肛门科 / 外科 

第一外科专家 

具滋馹  院长  

第二外科专家 

徐佑錫  诊疗副院长 

第三外科专家 

郑珍軾 诊疗副院长 

第五外科专家 

宋紀煥 诊疗副院长 

第六外科专家 

金东植 诊疗部长  

第七外科专家 

金相佑 诊疗部长 

第八外科专家 

郭东敏 科长 

第九外科专家 

黄钟成 科长 

第十外科专家 

金贤珍 科长 

第十一外科专家 

朴晩雨 科长 

第十二外科专家 

全明薰 科长  

第十三外科专家 

郑平安 科长  



医院介绍 

医疗团队介绍 

乳腺/甲状腺外科 

第一甲状腺乳腺中心 

全荣山 科长  

第二甲状腺乳腺中心 

李帝亨 科长 

第一内科专家 

吴贤我 诊疗部长 

第二内科专家 

朴贤求 科长  

第三内科专家 

尹大荣 科长 

第五内科专家 

金成俊 科长 

第六内科专家 

金东槿 科长 

内科 



医院介绍 

医疗团队介绍 

麻醉疼痛医学科 

第一麻醉疼痛医学科专家 

李帝炯 诊疗副院长 

第二麻醉疼痛医学科专家 

李在用 科长  

第一影像医学科专家 

朴美玉 诊疗副院长  

第二影像医学科专家 

金庆珠 科长  

第三影像医学科专家 

朴埈范 科长  

影像医学科 

第三麻醉疼痛医学科专家 

李珠瑛  科长  

整形外科 神经外科 妇产科 诊断检查医学科 

整形外科专家 

南俊模 科长  

神经外科专家 

朴宗树 科长  

妇产科专家 

池红莲 科长  

诊断检查医学科专家 

金美惠 科长  



医院介绍 

医疗成果 

Koo Hospital has achieved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surgeries 

performed by almost 1.4 times in comparison to that in early 2000’s. 

Surgery performances for each medical department 

2001年 

共6,000例 共8,200例 

普通外科 

整形外科 

神经外科 

妇产科 

牙科 

大肠肛门手术数量 

胃·大肠内窥镜手术数量 

15年间，胃·大肠内窥镜病例增加了近4倍，     正
呈现增长的趋势。 

5万例KOO医院 

15年之间，从3万例开始，目前已拥有超过5万例的 

大肠肛门手术经验 值得信任。 
痔疮 

肛瘘 

大肠癌/直肠癌 

肛门周围脓肿 

痔疮+肛瘘 

肛门湿疣 

痔疮+肛裂  

脓肿+肛瘘 

手术频率 

번역안됨 
2015年 



医院介绍 

环顾本馆 
环顾地下1楼到8楼的设施。 

A栋 

医院大厅 医院大厅 

整形外科 /神经外科 影像医学科 

Cafe 

1F 



医院介绍 

环顾本馆 
环顾地下1楼到8楼的设施。 

A栋 

内科 内科 

消化系统内窥镜中心 甲状腺乳腺 

综合体检中心 

2F 



医院介绍 

环顾本馆 
环顾地下1楼到8楼的设施。 

A栋 

手术室 

病房 

病房 病房 

3F 

5~8F 



医院介绍 

环顾本馆 
环顾地下1楼到8楼的设施。 

B栋 

大肠肛门外科 大肠肛门外科 

大肠肛门外科 

2F 

消化系统内窥镜 

3F 



医院介绍 

环顾本馆 
环顾地下1楼到8楼的设施。 

B栋 

综合体检 综合体检 

医局室 

5F 

5F 

医疗艺术厅 

医局室 

医疗艺术厅 

6F 

7F 



诊疗科 



诊疗科 

大肠肛门科是名副其实的韩国代表性大肠肛门专业医院KOO医院的代表诊疗科，25年来为患者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务。 

凭借对大肠癌、直肠癌、痔疮、肛瘘、肛裂、直肠周围脓肿、直肠脱垂、溃疡性大肠炎、过敏性大肠炎、慢性便秘、肛门瘙痒
、息肉的最新医学知识掌握和积累的技术经验，施行优秀的诊疗。此外，利用KOO医院独有的“一站式”特殊诊疗服务系统，努
力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的诊疗服务。  
 

诊疗领域 

大肠癌、直肠癌、痔疮(痔核)、肛瘘、肛裂、直肠周围脓肿、直肠脱垂、溃疡性大肠炎、过敏性大肠炎、慢性便秘、肛门瘙痒
、息肉 
 

 

 

 

外科提供胃肠外科、肝胆外科、腹部外伤外科、肿瘤外科、小儿外壳、烧伤等诊疗服务，在观察患者的健康之前，医护人员会

先审视自身，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诊疗服务。现在，所有外科疾病烦恼都可以咨询KOO医院外科的专家。 

  

诊疗领域 

胃肠外科、肝胆外科、腹部外伤外科、肿瘤外科、小儿外科、烧伤 
 

* 诊疗内容可能会根据诊疗科的情况发生变动，来院前请打电话确认。 

大肠肛门科 / 

外科 大肠肛门科  

外科 

医务人员 

• 第一外科专家 具子日 院长                      

• 第二外科专家 徐佑石 诊疗副院长                 

• 第三外科专家 郑镇植 诊疗副院长                 

• 第五外科专家 宋基焕 诊疗副院长                

• 第六外科专家 金东植 诊疗部长                 

• 第七外科专家 金尚宇 诊疗部长                

• 第八外科专家 郭东民 科长                  

• 第九外科专家 黄钟成 科长                   

• 第十外科专家 金贤镇 科长                     

• 第十一外科专家 朴万宇 科长                     

• 第十二外科专家 全明勋 科长                     

• 第十三外科专家 郑平安 科长 



诊疗科 

乳腺、甲状腺外科专门负责乳腺癌、甲状腺癌、乳腺切除术、乳腺整形手术、甲状腺功能检查、内窥镜甲状腺癌切除术等甲状

腺和乳腺疾病的治疗及管理。 

尤其是全面施行从乳腺癌早期检查到乳腺癌预后因子、遗传因子等特殊检查及手术等有关乳腺的诊疗，通过一站式服务，使患
者无需等待，可以快速、方便地接受检查和诊疗。 
 

诊疗领域 

甲状腺癌、乳腺癌、乳腺切除术、甲状腺功能检查、内窥镜甲状腺切除术、甲状腺乳腺疾病的治疗和管理 
 

* 诊疗内容可能会根据诊疗科的情况发生变动，来院前请打电话确认。 

乳腺 / 甲状腺外科 

* 手术和学会等诊疗科的情况可能导致诊疗日程发生变动，请打电话咨询。. (☎ +82 053-560-9186~7)  

医务人员 

• 第一甲状腺乳腺中心  全英山 科长  

• 第二甲状腺乳腺中心 李济炯 科长 



诊疗科 

内科提供肠胃疾病、肝胆管疾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糖尿病、内分泌疾病、代谢性骨骼疾病、肾脏疾病、过敏性呼吸道疾病
、呼吸困难、风湿病、无痛胃镜等多种内科领域的医疗服务。 

在整洁、舒适的设施和环境中，不仅为患者治疗疾病，还提供美化患者心情的服务。 
 

诊疗领域 

肠胃疾病、肝胆管疾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糖尿病、内分泌疾病、代谢性骨骼疾病、肾脏疾病、过敏性呼吸道疾病、呼吸困
难、风湿病、无痛胃镜 
 

* 诊疗内容可能会根据诊疗科的情况发生变动，来院前请打电话确认。 

内科 

医务人员 

• 第一内科专家 吴贤雅 诊疗部长 

• 第二内科专家 朴贤久 科长 

• 第三内科专家 尹大英 科长 

• 第五内科专家 金成俊 科长 

• 第六内科专家 金东根 科长 



诊疗科 

麻醉疼痛医学科是为了保证多种外科疾病手术的成功实施，负责手术室内的安全麻醉管理等医学界核心领域的科室，运营手术
室和恢复室并施行疼痛治疗，今天仍在为了更有效地治疗和治愈患者的疼痛而不断研究。 
 

* 诊疗内容可能会根据诊疗科的情况发生变动，来院前请打电话确认。 

麻醉疼痛医学科 

医务人员 

• 第一麻醉疼痛医学科专家 李在炯 诊疗副院长  

• 第二麻醉疼痛医学科专家 李在龙 科长 

• 第三麻醉疼痛医学科专家 李主英 科长 



诊疗科 

影像医学科负责实施各诊疗科委托的所有放射线学诊断方法的摄影、解读及各种特殊摄影和介入手术等。 

利用特殊摄影(胃肠道造影、大肠造影、乳腺等)、超声波摄影、磁共振影像诊断器(MRI)、计算机断层扫描仪(CT)的快速造影拍

摄方法能以更加清晰的影像鉴别和诊断胸部和腹部器官的疾病。 

尤其是引进了性能和画质优秀的德国西门子(SIEMENS) 3.0T MRI和128 CH C.T，通过更加精密的影像解读实现确切的诊断，为

癌症等难治性疾病的治疗做出了巨大贡献。 

 

* 诊疗内容可能会根据诊疗科的情况发生变动，来院前请打电话确认。 

影像医学科 

医务人员 

• 第一影像医学科专家 朴美玉 诊疗副院长 

• 第二影像医学科专家 金京珠 科长  

• 第三影像医学科专家 朴俊范 科长 



诊疗科 

整形外科的专业医疗团队用内科、外科及物理学方法来研究和保存患者身体的多个部位(四肢、脊椎及附属器官的形态和功能)

，努力使其康复和发展。KOO医院整形外科引进了创新的医疗技术，针对关节炎、骨折、关节镜手术、人工关节、手部外伤和

疾病、小儿整形外科、运动外伤、老年性关节疾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诊疗领域 

关节炎、骨折、关节镜手术、人工关节、手部外伤和疾病、小儿整形外科、运动外伤、老年性关节疾病 

整形外科 

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 

定义 包裹骨骼关节面的关节软骨磨损，导致软骨底部的骨骼外露，关节周围的滑膜发炎，引发疼痛和变形是退行性疾病。 

原因 高龄、膝关节变形或损伤(半月软骨损伤、韧带损伤、脱臼等)、肥胖、感染、膝盖内外翻等机械轴心异常等。 

症状 疼痛、异常声音(发出声音)、关节浮肿、活动受限、难以上下台阶、关节闭合等。 

诊断 

可通过疼痛既往史、单纯放射线摄影、精密检查(NRI等)、血检、关节液检查等诊断。 

1) 保存治疗 

• 先通过调体重来减轻对膝盖的冲击 

• 疼痛严重时，服用消炎镇痛药有助于缓解症状  

• 通过关节腔内注射(软骨注射)强化关节软骨，缓解退行性关节炎症状及延缓进行  

 2) 手术治疗 

• 利用关节镜清洗术暂时缓解疼痛   

• 软骨有一定程度的损伤，但在相对较年轻的年龄(65岁以下)，通过挽救自身膝盖软骨的微孔手术及胫骨高位截骨术进行治疗。  

• 软骨损伤严重，且年龄较大的患者可施行人工关节置换术。 

尤其是通过应用于老年人严重的退行性关节炎治疗的人工关节置换术能缓解膝关节的严重疼痛，矫正“0”形腿等变形，当膝盖僵硬时，

还能增加膝盖的活动范围。 

* 肛瘘手术患者的门诊治疗时间可能会略长。 

* 诊疗内容可能会根据诊疗科的情况发生变动，来院前请打电话确认。 

医务人员 

• 整形外科专家 南俊模 科长 



诊疗科 

神经外科负责手术治疗大脑、脊髓、脑神经和脊髓神经、末梢神经等多种神经系统疾病。 

KOO医院神经外科引进了先进的医疗系统，针对头痛、脑瘤、脑卒中、脑血管及神经性疾病、椎间盘突出进行治疗，帮助患者

康复。 

 

诊疗领域 

头痛、腰痛、背痛、脑瘤、脑中风、坐骨神经痛、脑血管及神经性疾病、椎间盘突出 

 

* 神经外科根据诊疗科的情况，可能会在下午5点结束诊疗。 

* 诊疗内容可能会根据诊疗科的情况发生变动，来院前请打电话确认。 

神经外科 

医务人员 

• 神经外科专家 朴钟秀 科长 



诊疗科 

妇产科负责腹腔镜手术、异常妊娠、不孕、习惯性流产、产前疾病、先天性畸形诊断、更年期障碍、妇科癌、子宫癌的早期诊

断。 

以肿瘤学、负责内分泌疾病和不孕的生殖医学、负责胎儿异常和高危妊娠的围产医学、负责胎儿疾病和畸形儿诊断及预防治疗

的胎儿医学和遗传学、主要负责尿失禁的妇科泌尿学及其他普通产科和妇科学位基础，努力提高各领域的诊断和治疗效果。 

 

诊疗领域 

异常妊娠、不孕、习惯性流产、产前疾病、先天性畸形诊断、更年期障碍、妇科癌、子宫癌早期诊断、腹腔镜手术 
 

* 诊疗内容可能会根据诊疗科的情况发生变动，来院前请打电话确认。 

妇产科 

医务人员 

• 妇产科专家 池洪妍 科长 



诊疗科 

诊断检查医学科对从患者体内采集的血液、小便、咳痰及各种体液等检体进行检查、化学检查、免疫检查、血液检查、染色体

检查、心电图检查及动脉硬化检查等，诊断疾病，判定治疗及预后。 

  

为了提高对疾病诊断、治疗及预后判定有帮助的多种检查项目的准确性，引进最新检查设备，持续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诊疗内容可能会根据诊疗科的情况发生变动，来院前请打电话确认。 

诊断检查医学科 

医务人员 

• 诊断检查医学科专家 金美惠 科长 



• 大肠肛门中心 

• 大肠癌中心 

• 腹腔镜手术门诊 

• 炎性肠病中心 

• 消化系统内窥镜中心 

• 消化系统疾病中心 

• 乳腺、甲状腺中心 

特别中心 



特别中心 

大肠肛门中心 

KOO医院肛门疾病门诊负责治疗痔疮、肛漏、肛裂、肛门直肠脓肿、肛门直肠疼痛、肛门瘙痒、肛门性病等，并鉴别伴随出现

的便秘、便失禁、排便障碍、直肠脱垂、炎性肠病、过敏性大肠综合征、大肠直肠癌等，尽最大努力施行治疗，达到手术时疼

痛轻微、无并发症、不会复发、排便容易的目标。 

采用切除齿状线上方下垂的肛门粘膜，阻断供血血管，向上提升术方式，与现有的痔疮手术方法
相比，几乎不存在复发和缩窄的症状，术后几乎不出血，有助于增进患者的康复率。 

此外，治疗时间显著缩短，住院时间不超过3天，出院后一周内即可恢复正常生活，手术会兼顾
到肛门的功能及术后的肛门形状。 

慢性便秘和便失禁疾病是由许多原因综合作用引起的症状，所以必须通过专业医务人员的诊察和检查，找到准确的原因后集中
治疗，才能取得理想的结果。KOO医院利用独有的一站式系统，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致力于提早发现疾病和实施不再复
发的治疗。 

便秘、便失禁中心集中治疗老龄化社会中因盆底肌肉弱化引起的慢性便秘、出口梗阻型排便障碍、直肠脱垂、肛门疼痛及直肠

膨出等疾病。以梗阻型便秘为例，直肠膨出、直肠脱垂、直肠重叠、非松弛性耻骨直肠肌综合征等单靠药物很难治愈，有时需

要采用生物反馈疗法或手术治疗。便失禁的情况，如不能以高膳食纤维、生物反馈疗法等进行保守治疗，则可以采用括约肌整

形术或骶神经刺激术等治疗方法。 

MR排便造影术 

与经常为慢性功能性便秘患者实施的排便造影术相比，MR排便造影术无放射线暴露，可以详细观察盆底及周边结构，细致观

察骨盆的实际活动。 

直肠膨出 

KOO医院引进了德国西门子公司最新的3.0T MR排便造影术，首次在韩国利用MRI盆底疾病(直肠膨出、直肠脱垂、直肠重叠等)

影像进行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定制式痔疮手术方法[PPH圆形自动缝合器] 

便秘，便失禁 

KOO医院不断在各大学会上发表自从2001年起施行的PPH手术方法，如今其安全性和效率性已得到证实，被认为是痔疮手术的

普遍治疗方法，还被国内外学会认可为优秀案例。 



特别中心 

大肠癌中心

KOO医院大肠癌中心是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评选的大肠癌一级医院。 

KOO医院大肠癌中心施行了1800例大肠癌手术，完成了1000例腹腔镜手术。从2007年开始，95%的大肠癌和直肠癌手术采用腹

腔镜手术的方式实施。 

 

 

 

 

 

 

 

 

 

KOO医院从大肠癌诊断到手术和抗癌治疗建立了一站式系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检查，术后当天即可解读和说明，可在最短的
时间获取结果。利用专家主治医生快速、可靠的诊疗系统，从门诊、检查、手术、住院·出院、治疗到术后管理等持续管理，
努力让患者能随时随地与主治医生取得联系。 

治疗  

KOO医院手术方法腹腔镜手术运用照片 

术后管理 

术后进行抗癌治疗，防止复发。为了早期发现癌症复发，前2年每3个月做一次血检，每6个月做一次计算机断层扫描(CT)，每年

做一次大肠内窥镜检查；之后3年内每6个月做一次血检和计算机断层扫描，每年做一次大肠内窥镜检查 。 



特别中心 

腹腔镜手术门诊

KOO医院力求通过恢复快、疼痛小的腹腔镜手术使患者痊愈。利用最先进的腹腔镜手术设备，95%以上的大肠癌、直肠癌、脱
肠、胆囊炎、阑尾炎、腹膜炎手术均采用腹腔镜手术方法施行，24小时外科专家坐诊，以安全、满意度高的手术位居大肠肛门
医院前列。 

在微创手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腹腔镜手术不在腹部开刀，而是将充当手术

器具通道的容器插入患者的腹壁，一边观察显示器，一边用制成腹腔镜专用

器具的细长手术工具施行手术。因此，在腹部穿透4~5个5~10mm，即圆珠笔

粗细的小孔施行手术。目前，腹腔镜手术不仅用于胃肠管道的良性疾病(盲

肠炎、克罗恩病、溃疡性大肠炎、直肠脱垂、憩室炎等)，还用于治疗恶性

疾病、大肠癌、直肠癌等，而且还适用于除此之外的多种腹部疾病(胆囊炎

、胆结石)。手术过程中出血少，疤痕小，恢复快，疼痛轻微，可以快速出

院是其巨大的优势。  

腹腔镜手术 



特别中心 

炎性肠病中心

KOO医院炎性肠病中心收治了大量溃疡性大肠炎患者，尤其是针对克罗恩病和克罗恩病肛瘘，采用完善的手术和生物学制剂
(类克、阿达木单抗)对患者进行治疗。 

 

大肠内窥镜 

大肠内窥镜检查是炎性肠病诊断中最重要的检查。可用肉眼直接观看大肠内部，根据肠炎或溃疡的形状、主要产生部位等鉴别
克罗恩病和其他疾病，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检查。近来还使用小肠内窥镜(同大肠内窥镜一样，可直接观察小肠，施行组织检查
的检查方法)或胶囊内窥镜(分析如药丸般的小型相机穿过小肠时拍下的照片，确认有无异常的检查方法)。 

 

CT/ MRI 

适用于检查小肠整体的炎症或狭窄状态及小肠以外整个腹部的状态。  

另外，还有助于检查并发症引起的腹腔内脓肿和瘘孔，为了仔细查看肛门一侧，还会进行腹部CT或MRI摄影。 
 

治疗方法 

溃疡性大肠炎的治疗目标是尽量减少“皮脂类固醇”治疗药物的使用，并维持相关治疗，进而利用内窥镜治疗病变，且注重治愈

粘膜。但同一种治疗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患者，具体的接近方法因人而异。大致分为药物疗法(普通炎症缓解剂、免疫抑制剂

、生物学治疗剂)、手术疗法和营养疗法。 

消化系统内窥镜中心

KOO医院有16位大肠内窥镜专家和5位胃镜专家坐诊，引进了最高性能的内窥镜仪器，通过HD级高清画面仔细检查，不放过任

何一个小病变。采用一站式内窥镜系统，检查时发现的息肉会立即切除，最大程度减少患者的不便和麻烦。大部分实施睡眠检

查，检查过程中监测血液含氧浓度和脉搏数，因此可以更安全地接受检查。 

 

可当天切除息肉，进行组织检查的系统 

放任息肉生长可能会演变为大肠癌，所以在内窥镜检查过程中发现息肉的话，必须切除，而发现有息肉的人最好定期接受大肠

内窥镜检查。 

 



特别中心 

消化系统疾病中心

KOO医院消化内科对内科疾病中所占比率最高的食道、胃、十二指肠、大肠、肝胆道及胰腺等器官所产生的各种疾病实施专业
的诊断和治疗。与内、外科紧密、快速地会诊，可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  

 

医学领域 

胃炎、反流性食道炎、功能性消化不良、消化性溃疡、急性肠道炎、过敏性肠道综合征 

乳腺、甲状腺中心

KOO医院甲状腺乳腺中心构建了最先进的digital mammogram、乳腺超声波及 Mammotome 系统，正在进行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截

至2016年为止，甲状腺癌手术已达1000例。 



• 综合体检 

• 参考事项 

综合体检 



综合体检 

综合体检 

KOO医院愿做大家的健康守护者和幸福守护者。 

KOO医院实行企业职工(团体)定制式体检和教职工及公务员特殊体检。  

         体检咨询(新馆5楼) 053)560-9111,9112,9117,9118 

1) KOO医院基本综合体检 

常规检查 肝炎检查 糖尿检查 

医生诊查(病历和问诊) 

身体检测(身高、体重、肥胖度) 

体成分检查 

(体脂肪、体质量、腹部肥胖) 

B型肝炎抗原 

B型肝炎抗体 

C型肝炎抗体  

A型肝炎检查 

空腹血糖(FBS)  

糖化血色素(HbA1C) 

呼吸系统检查 肝功检查 免疫检查 

肺功检查 

胸部X线摄影 

总蛋白 

白蛋白 

A/G Ratio  

总胆红素  

直接胆红素  

血清谷草转氨酶(S-GOT)  

血清谷丙转氨酶(S-GPT)  

γ谷氨酰转肽酶(γ-GTP)   

碱性磷酸酶(ALP) 

梅毒反应检查(VDRRL(定量))  

梅毒螺旋体血球凝集试验(TPHA)  

类风湿因子(RA factor)  

C-反应性蛋白(CRP)  

后天性免疫缺乏症(HIV) 

眼科检查 

视力检查 

眼癌检查(白内脏,绿内脏) 眼底检查 

 (高血岩,糖尿病网膜变性,绿内 

听力检查 胰脏功能检查 通风检查 

听力精密检查(有无听力障碍) 淀粉酶 尿酸(Uric acid) 



综合体检 

综合体检 

1) KOO医院基本综合体检 

眼科检查 肿瘤标记物检查 甲状腺激素检查 

肿瘤标记物检查 

眼底检查 

(高血压、糖尿网膜变性、青光眼) 

CEA  

AFP 

CA19-9  

CA125(女)  

PSA(男) 

T3 

Free T4 

TSH 

消化系统检查 血型检查  肾功能检查 

(睡眠)胃镜检查   

上腹部超声波 

粪便检查(寄生虫、潜血检查) 

小腹放射线检查  

ABO Type 

RH Type 

血尿素氮(BUN) 

肌酐(Creatinine) 

循环系统检查 心血管系统脂质检查 甲状旁腺电解质检查 

血压 

脉搏 

心电图(EKG) 

总胆固醇(T-Cholesterol) 

高密度胆固醇(HDL-Cholesteral)  

低密度胆固醇(LDL-Cholesteral)  

中性脂肪(Triglyceride) 

肌酸激酶(CPK) 

乳酸脱氢酶(LDH) 

磷(P) 

钙(Ca) 

钠(Na) 

钾(K) 

氯(Cl) 

妇科检查(女) 常规血检 尿检 

乳腺X线摄影 

子宫细胞检查 

骨质疏松检查 

子宫卵巢超声波 

白血球数量(WBC) 

红血球数量(RBC) 

Hematocrit 

MCV 

MCH 

MCHC 

血小板 

淋巴球(Lymphocyte) 

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 

单核细胞(Monocytes) 

嗜碱细胞(Basobhil) 

RDW ,PDW ,MPV 

ESR 

酸度(Ph) 

比重(S·G) 

亚硝酸盐(Nitrite) 

尿蛋白(Protein) 

尿糖(Glucose) 

酮体(Keton) 

尿胆原(Urobilinogen) 

胆红素(Bilirubin) 

尿潜血(Occult Blood) 

Leukocyte 

白血球数量(WBC) 

红血球数量(RBC) 

上皮细胞(Epith cell) 

管型(Cast) 

结晶(Crystal) 



综合体检 

综合体检 

2) 大肠PLUS体检 

常规综合体检 睡眠大肠内窥镜 
组织检查·息肉切除术费用另计 

3) VIP体检 

常规综合体检 

睡眠大肠内窥镜 

(组织检查和息肉切除术费用另计) 

特殊超声波 

(男:甲状腺、腹部前列腺、颈动脉) 

(女:甲状腺、颈动脉、乳腺超声波、宫颈扩大摄影) 

CT摄影 

(从胸部、颈椎、腰椎中选择1个部位) 

脑部MRI 

脑部MRA (需要脑血管CT时摄影)  



综合体检 

综合体检 

4) 定制医疗体检 

5) 婚前体检 

常规综合体检 

男性 

甲状腺超声波 

女性 

甲状腺超声波、乳腺超声波、宫颈扩大摄影、雌激素检查、风疹
抗体检查 

肺癌筛查 

低剂量肺部CT，咳痰检查，增加胸部X线检查，NSE 

脑部精密检查  

颈动脉超声波，脑部MRI，脑部MRA(需要脑血管CT时摄影)  

消化系统精密检查 

睡眠大肠内窥镜(组织检查、息肉切除术费用另计)， 

腹部CT(使用造影剂) 

癌症精密检查 

睡眠大肠内窥镜(组织检查、息肉切除术费用另计)  

肺癌筛查(低剂量肺部CT、咳痰检查、增加胸部X线检查、NSE) 

男:甲状腺超声波、腹部前列腺超声波  

女:甲状腺超声波、乳腺超声波、宫颈扩大摄影 

常规综合体检 



综合体检 

综合体检 

追加体检项目 

体检项目 相关疾病 

大肠内窥镜 大肠癌、直肠癌、大肠息肉、大肠炎症性疾病(组织检查费用由本人承担，息肉切除术费用另计) 

睡眠胃镜 胃、食道、十二指肠的炎症、溃疡及恶性肿瘤 

常规胃镜 胃、食道、十二指肠的炎症、溃疡及恶性肿瘤  

心脏CT 冠状动脉狭窄评估、血管钙化检查(未使用造影剂) 

头部CT 头盖骨骨折、脑出血等(未使用造影剂) 

胸部CT 肺癌、其他胸部疾病(未使用造影剂) 

脑部MRI 脑瘤、炎症性疾病、先天性疾病、退行性疾病 

脑部MRA 脑动脉瘤、脑梗塞、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 

颈椎MRI 椎间盘突出、脊椎管狭窄等 

腰椎MRI 椎间盘突出、脊椎管狭窄等 

乳腺超声波 乳腺癌、乳腺炎等 

卵巢超声波 子宫及卵巢疾病 

宫颈扩大摄影 宫颈癌 

甲状腺超声波 甲状腺癌、甲状腺炎等 

上腹部超声波 肝脏、胆囊、肾脏、脾脏、胰脏检查 

前列腺超声波 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等 

颈动脉超声波 评估动脉硬化风险度，掌握中风的可能性 

骨密度检查 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症 



综合体检 

参考事项 

综合体检注意事项 

 

 

 

禁食 

• 体检前一天的晚餐应在晚上7点前少量摄取，9点之后不要吃任何东西(水、口香糖、香
烟、咖啡等) 

• 接受大肠内窥镜检查者请参考特别注意事项。 

 

 

 

服药 

• 体检当天的血压药请在检查前2~3小时伴少量水服用。 

• 服用糖尿病药物者在检查当天禁止注射胰岛素或服药。 

• 预约大肠内窥镜检查者必须自检查前7天起停用血液循环剂、抗血栓剂等清血药物。
(与主治医生商议后决定是否停药) 

• 服用免疫抑制剂者请与主治医生商议能否接受内窥镜检查。 

 

 

 

大便检查 

 接受大肠内窥镜检查者请在服用大肠内窥镜泻药前采便。 

 经期中的女性请注意避免大便中掺入经血。  

其他 

• 请携带问诊表、采便容器及平时使用的眼镜和隐形眼镜来院。  

• 从体检前2~3天开始，注意不要暴饮、过度疲劳或做激烈的运动。 

• 避免携带贵重物品和儿童。 

• 接受胃镜检查时，请提前取下假牙，有晃动的牙齿或正在接受牙科治疗者请提前说明。  

• 未婚、怀孕或有可能怀孕时，请在检查前说明。  

• 经期中的女性请在经期结束3~7后再接受宫颈癌检查。 

• 接受睡眠内窥镜检查时，须有监护人协同，检查当天不要开车。 

• 接受大肠内窥镜检查时，请遵守特别注意事项。 



综合体检 

参考事项 

公团体检注意事项 

 

 

 

禁食 

• 体检前一天的晚餐应在晚上7点前少量摄取，9点之后不要吃任何东西(水、口香糖、
香烟、咖啡等) 

 

 

 

服药 

• 体检当天的血压药请在检查前2~3小时伴少量水服用。 

• 服用糖尿病药物者在检查当天禁止注射胰岛素或服药。 

• 预约大肠内窥镜检查者必须自检查前7天起停用血液循环剂、抗血栓剂等清血药物。
(与主治医生商议后决定是否停药) 

• 服用免疫抑制剂者请与主治医生商议能否接受内窥镜检查。 

 

 

大便检查 

• 50周岁以上的大肠癌检查对象采集少量大便来即可。  

• 接受大肠内窥镜检查者请在服用大肠内窥镜泻药前采便。 

• 经期中的女性请注意避免大便中掺入经血。 

其他 

• 从体检前2~3天开始，注意不要暴饮、过度疲劳或做激烈的运动。 

• 避免携带贵重物品和儿童。 

• 接受胃镜检查时，请提前取下假牙，有晃动的牙齿或正在接受牙科治疗者请提前说明。  

• 未婚、怀孕或有可能怀孕时，请在检查前说明。  

• 经期中的女性请在经期结束3~7后再接受宫颈癌检查。 

• 接受睡眠内窥镜检查时，须有监护人协同，检查当天不要开车。 

• 接受公团体检双重检查时，受检人须缴纳体检费。 

• 接受大肠内窥镜检查时，请遵守特别注意事项。 



综合体检 

参考事项 

体检Q&A 

1. 体检需要多长时间? 

体检所需时间根据体检种类和有无追加检查而异。  

综合体检一般需要3~4小时，公团体检则需要30分钟~4小时。 
  

2. 做大肠内窥镜检查的话，可以不做大便检查吗?  

大便检查包括潜血检查和寄生虫检查。 

潜血检查结果为阳性时会进行二次大肠内窥镜检查，每年服用1次打虫药，不做大便检查也可以。 
  

3. 有可能怀孕，可以接受综合体检吗?  

已怀孕或有可能怀孕者无法接受体检，体检前请确认是否怀孕。  

如果不得不体检，则不能接受睡眠内窥镜和放射线检查。 
  

4. 内窥镜如何消毒? 

我院备有大肠内窥镜和胃内窥镜1：1消毒器，按照内窥镜消毒标准彻底进行消毒。 
  

5. 经期可以检查吗?  

除了尿检和妇产科检查以外，其他检查项目不受影响，但建议尽量在经期结束后再体检。 

如需在经期内接受体检，尿检和妇产科检查可在经期结束后3天~7天内重新预约接受检查。 
  

6. 什么时候能收到体检结果? 

综合体检需要7天~10天左右，以挂号信的形式邮寄给本人。 

公团体检会在体检结束后15天内以普通邮件的形式邮寄。 

收到结果后，在方便的时间来院咨询即可。如需就诊，院方在邮寄结果前会给您打电话。 
  

7. 综合体检费用能报销吗? 

综合体检是以预防为目的的检查，无法报销，预约时请参考。  

若想报销，请在门诊诊疗后接受检查。 
  

8. 感冒了能接受体检吗?  

本院的内窥镜中心配备应对检查中紧急情况的系统。 

但是在实施睡眠内窥镜检查时，咳嗽、痰液等可能会引发呼吸障碍，导致感冒症状加重，所以最好在感冒痊愈后再进行检
查。不得已时，检查以采用普通内窥镜为原则，当天专家问诊后，确认可否进行睡眠内窥镜检查。 



综合体检 

参考事项 

体检Q&A 

9. 下午也可以体检吗? 

下午1点30分以后可以。禁食须从前一天晚上12点起至检查时为止。接受大肠内窥镜时请遵守特别注意事项。 
  

10. 正在服用血压药和糖尿药，体检时该怎么办?  

体检当天，在检查前2~3小时伴少量水服用血压药。   

服用糖尿病药物者在检查当天禁止注射胰岛素或服药。 

预约大肠内窥镜检查者必须自检查前7天起停用血液循环剂、抗血栓剂等清血药物。(与主治医生商议后决定是否停药) 
 

   

11. 75岁的老人可以同时做胃镜和大肠内窥镜检查吗? 

年事已高的体检者须在体检之前来院就诊，确认健康状态、有无疾病、服用药物、手术病历等后决定能否进行检查。 

如有服用药物，请带上药物，由监护人陪同来院预约即可。  
 

  

12. 如何预约公团健康体检?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不实行预约制，请从体检前一天晚上9点开始禁食，在检查当天8点20分以后到本馆2楼的成人病癌症检查
中心领取号码牌后，按顺序接受检查即可。 

 

13. 公团健康体检大肠癌检查是用大肠内窥镜检查吗? 

大肠癌检查首先施行大便检查(粪便潜血)，当结果为血便阳性时，通过大肠造影拍摄或大肠内窥镜检查进行二次精密检查。
(二次检查实施大肠内窥镜检查时，睡眠麻醉的费用由本人承担) 
  

14. 如果想增加公团检查和其他检查该怎么办? 

若想同时接受大肠内窥镜检查和公团胃镜检查，先到内科或外科就诊后，预约大肠内窥镜检查，在预约日期当天一起检查
即可。 

腹部超声波检查可于体检当天在成人病癌检查中心申请，这种情况费用无法报销。 

若想报销，当天到内科就诊后再接受检查即可。 

甲状腺检查、乳腺超声波、妇科检查等必要的检查可在诊疗后进行。 

(如需追加检查，等待时间可能会延长)  
  

15. 上一年度未做公团体检该怎么办? 

请致电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客服中心(1577-1000)，登记对象后即可接受体检。  



患者和访客信息 

• 诊疗时间 

• 来访路线 



患者和访客信息 

诊疗时间 

门诊挂号时间 门诊诊疗时间 

平日 
AM 08:30 ~ PM 05:00 

周六 
AM 08:30 ~ PM 12:30 

午休 
AM 12:30 ~ PM 01:30 

平日 
AM 09:00 ~ PM 05:30 

周六 
AM 09:00 ~ PM 01:00 

午休 
AM 12:30 ~ PM 01:30 

• 诊疗科科长会诊、急诊手术、学会等原因可能会导致诊疗日程有变。 

• 急诊室诊疗/急诊患者不分周日和公休日，24小时提供诊疗 

主要部门分机号码指南 

部门 分机号码 部门 分机号码 

院务科 +82 053-560-9071~9078 综合体检中心 +82 053-560-9111 

公团体检中心 +82 053-560-9108 大肠肛门外科 +82 053-560-9120 

消化系统内窥镜中心 +82 053-560-9181 内科 +82 053-560-9173 

乳腺甲状腺中心 +82 053-560-9186 整形外科 +82 053-560-9130 

神经外科 +82 053-560-9140 妇产科 +82 053-560-9160 

进诊室 +82 053-557-7119 总务部 +82 053-560-9023 

传真 +82 053-560-9090 国际中心 koohospital@gmail.com  

咨询及预约指南 +82 053-560-9114 



患者和访客信息 

来访路线 

自驾 

请在导航的地址栏中输入“KOO医院”搜索。 

地址：大邱达西区甘三北路141(地号)甘三洞139-2 

预计所需时间：大邱机场1小时|大邱站30分钟|西大邱IC 5分钟|东大邱站1小时|半月堂25分钟|南大邱IC 10分钟 

高速公路 

地铁 

公交车 

马山/昌原 
邱马高速公路 

需要1小时30分钟 
安东/荣州 

中央高速公路 

需要2小时  
釜山 

京釜高速公路 

需要1小时30分钟 

大邱2号线 

竹田站 
GOO医院正门 

405 | 425 | 503 | 509(Sola住宅公寓方向) |  509 (Sola住宅公寓方向) | 

509(岭南大学方向) | 509(岭南大学方向) | 527 

城西2(大川-大沙-大坪-大沙-西门市场)  

城西2(大川-大沙-霞山Smooji-大沙-西门市场) 

城西2(西门市场-大沙-大坪-大沙-大川)  

城西2(西门市场-大沙-霞山Smooji-大沙-大川) 

干线 

支线 

座位  干线公交车 

 支线公交车 

座位公交车 

2号线3号出口 步行200米 

大邱-广英-都兴-倭馆(大邱北部，Bangogae，广英，都兴，倭馆) 

大邱-龙岩-星州(大邱北部，Bangogae，上辛，Hwamugi) 

大邱-龙岩-星州(大邱北部，Bangogae，Junggeo) 

星州-龙岩-大邱(Junggeo，溪上，龙岩，广英，Bangogae，大邱北部) 

星州-龙岩-大邱(Junggeo，德坪，龙岩，广英，Bangogae，大邱北部) 

星州-龙岩-大邱(Junggeo，龙岩，广英，Bangogae，大邱北部) 

星州-龙岩-大邱(Hwamugi，上辛，龙岩，广英，Bangogae，大邱北部) 

倭馆-都兴-广英-大邱(倭馆，都兴，广英，Bangogae，大邱北部) 

* 在竹田站下车，从3号出口出来后步行200米(5分钟)即到。在甘三站下车后，从2号出口出来，步行700米(15分钟)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