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光明饭店 1507 室 
邮编：1000125 

1507, Guangming Hotel, Liangmaqiao Road, Chaoyang Dist. Beijing, China 
TEL: 0086-10-84418562 
FAX: 0086-10-84418560 

德国健康检查策划方案         

世界顶级身体健康管理组织 

产品特色： 

★ 市场上绝对看不到的独一无二私人特制旅程； 

★ 首都国际机场与欧洲一线国际机场直飞航班，实现国内与欧洲的无缝对接，

减少您旅途中的疲惫； 

★ 全程采用奔驰 9 座商务用车，减少城市之间坐车的疲劳； 

★ 全程配备高级中文当地陪同兼司机，为您在欧洲打开一片窗； 

★ 全程欧洲当地市区内四星级或以上级别酒店双人间住宿； 

★ 医院特别为各位贵宾抽调世界最顶尖的医资力量及医疗设备； 

★ 针对各位贵宾特别安排专门时间进行身体检查，保证各位贵宾在身体检查

的过程中免受打扰； 

★ 特别为每一位贵宾配备一名专业的德语医疗翻译，全程与医生沟通无障碍； 

★ 由于欧盟针对短期游客有免税的政策，所以各位贵宾在身体检查及正常游

览之余，还可以享受购买各种免税商品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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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拉姆德医院简介 
斯科拉姆德（Skolamed）成立于 1987 年。在传统身体检查基础上斯科拉姆德已经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跨学科的，

有创新理念的体检体系。斯科拉姆德是一个致力于身体检查和企业健康管理的专家型组织。身体检查、企业健康管

理体系建立和健康培训是他们的三个主要业务支柱。拥有 25 个专职专家和 30 个左右自由职业专家，这些专家来自

不同的专业领域，如内科，运动医学，职业医学，心理学，营养学等。其中负责体检的是四个资深女专科医生。这

些医生都是来自各大医院内科，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大多数都是还具有其他专业方向。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德国医学系学生毕业进入工作岗位后只是助理医生，要经过至少 3 年以上的临床工作后，

可以申请专科医生的培训，这个培训也历经 3 年，之后参加严格的专业临床考试，获取证书后才能被晋升为专科医

生。专科医生负责助理医生的培训。 

现如今在飞速发展的中国，人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亚健康人群比例逐年增高。作为正

在与强大压力做抗争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往往关心不够，更想象不到个人的身体健康状态也同时会影响到身

边的朋友和同事。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斯科拉姆德医院在针对企业员工的身体健康状态检查领域中还有着不小的

成就。医院在对企业员工的健康检查过程中会发现企业可能存在的文化风气问题，提供相关的措施和建议，改变和

提高企业的人性化社会化，以确保员工在一个健康的大环境中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使得工作、生活、健康三不误。

据统计，常年定期在斯科拉姆德医院做身体健康检查的个人通过他们的体检方式心脏病发病率降低了 20%。经过 20

多年的奋斗他们的固定企业客户已经达到 200 多家：其中有世界 500 强的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德国安联保险集团、

德国朗盛集团，德国卡尔·蔡司光电子国际集团，德国铁路集团，德意志国家银行，德意志银行，德国证券公司，

德国邮政公司，德国电讯公司，德国 EON 能源集团，德国 RWE 能源集团，德国 Thysee 钢铁大王集团，德国大众汽车

公司等一系列大中小型企业。 

斯科拉姆德医院对社会个人，他们也是不仅提供简单的体检，更会提供咨询、建议和相关措施。可以说斯科拉

姆德医院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医院，而是一个掌握着整套健康管理体系的专家组织。在德国医学专业期刊中

斯科拉姆德医院也曾多次被评为德国 9 大最重要体检医院之一。 

斯科拉姆德医院有 2 个院址，分别位于： 

·德国波恩 KOENIGSWINTER 上的皮特斯山顶的 STEIGENBERGER GRAND HOTEL 内。该五星级酒店也是联邦招待国

宾的指定酒店之一；  

·汉堡的特劳德山顶的 STEIGENBERGER HOTEL 中； 

注意：由于斯科拉姆德医院的客户多为高端客户群，所以医院坐落在酒店中，目的是让正在接受身体检查的贵

宾丝毫感受不到任何医疗检查的紧张，而是享受度假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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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拉姆德医院体检项目与流程 
1. 身体检查时间为每周三下午接受 2名贵宾进行身体健康检查，每周四接受 4 名贵宾进行身体健康检查； 

2. 全天工作时间为：08：00——15：00； 

3. 体检项目： 

1） 在专业德语医疗翻译的指导下填写入院表格，其中主要包括：姓名、年龄、性别、病史、目前用药等； 

2） 体检前与医生交谈，医生会根据贵宾所填写的表格进行预诊； 

3） 进行身体检查（包含使用运动器材体检和神经性心血管官能症）： 

·  超声波诊断：彩色多普勒超声-心脏和脖子血管的回声心电仪； 

· 静态状态下 EKG（心电图）检测； 

· 负荷状态下心电图检测； 

· 肺活计量； 

· 计算心脏病风险系数； 

4） 胃、肠内部器官检查： 

·  内部器官超声波诊断（腹部、腹腔超声波）； 

· 超声波诊断：甲状腺； 

·  直肠和前列腺检查； 

5） 其他检查： 

·  静态下肺部功能； 

·  视力检查； 

·  听力检查； 

6） 实验室检查： 

·  空腹验血：肝，肾，甲状腺参数，细菌感染，参数降低，艾滋，电解质，前列腺（男士），血糖，血脂； 

·  尿和粪便检验； 

4. 全部贵宾接受身体健康检查完毕后，将在专业医疗翻译的协助下听取医生详细的检查报告讲解，医生会给与贵宾

在饮食、生活和工作上的健康建议； 

5. 一周后斯科拉姆德医院会给出详细的德文书面检查报告，我公司会将其翻译为中文，并快递回国内。预计贵宾可

在回国后 2-3 周内拿到详细的中德文对照的健康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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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瑞士健康检查之旅 
天数 交通 行  程 膳食 住宿 

第一天 

 

飞机 

— 

巴士 

北京 法兰克福   

Beijing Frankfurt 

参考航班：CA931   PEKFRA DK1   1400 1815 

于指定时间、地点在首都国际机场

集合，专人协助办理登机及出关手

续，之后搭乘国际航班飞往欧洲金

融之都——法兰克福。法兰克福是

德国第五大城市，是德国乃至欧洲

重要工商业、金融和交通中心，位

于莱茵河中部的支流美因河的下游。抵达后办理入关手续，提取行李，

专业陪同接机。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调整时差。 

晚餐 
法兰克福 

市区四星级 

第二天 

 
巴士 

法兰克福—海德堡—斯图加特  95KM/120KM 

Frankfurt-Heidelberg-Stuttgart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青山绿水，

古堡残迹环绕的海德堡，抵达后

参观海德堡古堡*，国王阳台，参

观世界上最大的红酒桶，游览海

德堡古城，哲学家小路。之后乘

车前往德国西南重镇——斯图加

特，抵达后参观奔驰博物馆*：梅

赛德斯·奔驰公司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汽车公司，博物馆内收藏了很多

过去使用的和豪华的车辆，以及很多赛车和破纪录的车辆的引擎。世界

最早期的汽车、日本天皇的座驾、第一部命名为 Mercedes 的汽车及新款

跑车展，均可在此博物馆中看到。欣赏内卡尔河美景，远眺斯图加特电

视塔，晚餐后入住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斯图加特 

市区四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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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巴士 

斯图加特—滴滴湖—苏黎世  160KM/115KM 

Stuttgart-Titisee-Zurich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德国西南

部巴符州的黑森林地区，参观海

拔 858 米、黑森林地区最大的天

然湖——滴滴湖，就面积而言，

它是德国西南部最小的湖之一，

却被视为黑森林地区最漂亮的湖泊之一。滴滴湖湖水清澈见底，环湖杉

树浓郁成荫，周围绵延的丘陵和西部海拔近 1500 米的费尔德古堡，以及

黑森林那浓浓的绿、幽幽的湖和林中鸟类天籁般的鸣啼，共同营造出这

里独特的浪漫氛围。历来为各国游客所垂青，更是很多美国、日本游客

的必访之地。之后前往苏黎世，游览具有历史意义的林登霍夫公园，圣

母堂，苏黎世湖，步行街，大钟教堂，并在古朴的老城区内鹅卵石铺成

的街道漫步，欣赏两旁林立的各具特色的小商店以及班霍夫大道两旁的

名品店。晚餐后入住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苏黎世 

市区四星级 

第四天 

 
巴士 

苏黎世—因特拉肯—伯尔尼  125KM/65KM 

Zurich-Interlaken-Bern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位于秀

丽的图恩湖以及布里恩兹湖间

的城市因特拉肯，也是“因特

拉肯”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

从因特拉肯市中心一直到两个

湖畔边,都是轻松的渡假气氛，

抵达后自由活动及购物。之后乘车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伯尔尼典雅的

旧城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在旧城中您可以漫步于总长六公里的

拱顶长廊中,享受购物逛街的乐趣,浏览街中各式各样的喷泉；甚且停驻

于旧城东部的熊墓公园,公园里育有伯尔尼的代表动物——熊,而由玫瑰

公园鸟瞰伯尔尼景致也是不可错过的景点，晚餐后入住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伯尔尼 

市区四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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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巴士 

伯尔尼—特里尔  450KM 

Bern-Trier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德国最

古老的城市——特里尔，抵达

后参观大黑门，外观马克思故

居，漫步在特里尔古城。特里

尔城外环绕着青山绿水，山坡

上种满了葡萄，自然风景优美。

城内教堂林立，还有历代罗马皇帝下令修建的豪华宫殿、大浴池、气势

恢弘的竞技场和十几里长的城垣。身处这些古迹之中，好象依稀触摸到

古代先人的脉搏，不得不感叹时间的流逝。晚餐后入住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特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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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巴士 

特里尔—波恩  165KM 

Trier-Bonn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位于莱茵河中游两岸

的德国历史古城——波恩，抵达后漫步于美

丽的莱茵河畔，参观位于莱茵河畔波恩最大

的莱茵河滨草公园，贝多芬故居*。午餐后

前往斯科拉姆德医院（Skolamed），为此团

2 位贵宾进行全方位的身体检查，全程为每

位贵宾配备一名专业医疗翻译。其余 4 名贵

宾则客人在导游的带领下前往莱茵河边博览会城市——科隆，参观著名

的哥特式建筑高达—160 米的世界最高的科隆大教堂。傍晚返回波恩与 2

名贵宾集合，晚餐后入住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波恩 

市区四星级 

第七天 

 
巴士 

波恩 

Bonn 

酒店早餐后，安排 4 名贵宾前往斯科拉姆

德医院（Skolamed），进行全方位的身体检

查，全程为每位贵宾配备一名专业医疗翻

译。其余 4 名贵宾则客人在导游的带领下前

往莱茵河边博览会城市——科隆，参观著名

的哥特式建筑高达—160 米的世界最高的

科隆大教堂。下午返回波恩斯科拉姆德医院

早餐 

午餐 

晚餐 

波恩 

市区四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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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olamed）与其余 4 名贵宾汇合，依次安排每一名贵宾在翻译的陪同

之下与医生会谈（面告），仔细了解身体检查结果。晚餐后入住酒店。 

第八天 

 
巴士 

波恩—科布伦茨—博帕德—圣格瓦—法兰克福 

Bonn-Koblenz-Boppard-St.Goar-Frankfurt 

酒店早餐后，乘车前往古罗马

城市——科布伦茨，科布伦茨

素有德国之角的称号，这里是

莱茵河与摩泽尔河的交汇处，

城市的三分之二都被森林、绿

地和水域所覆盖，参观圣卡斯托尔大教堂。之后乘车前往莱茵河畔城市

博帕德，我们将于这里登上著名的 KD 莱茵河游船*前往圣格瓦，在游船

上欣赏莱茵河最美丽的一段河道。下船后乘车返回法兰克福，晚餐后入

住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法兰克福 

市区四星级 

第九天 

 

巴士 

— 

飞机 

巴黎 法兰克福 北京 

Frankfurt Beijing 

参考航班： 

酒店早餐后，参观雄伟的市政厅和举行

过德国第一次统一大会的保尔教堂，外

观证券交易所，漫步罗马贝格广场、财

尔步行街，市政厅和帝国大教堂。之后

前往机场，专业陪同将协助客人办理登

机及托运手续，搭乘国际航班经法兰克福转机返回北京。 

早餐 

午餐 

— 

飞机上 

第十天 

 
 

北京 

Beijing 

安抵北京，结束愉快的欧洲之行。 

各位贵宾的最终体检报告，将于两周之内以书面的形式快递回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