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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运用日本最新型高精度医疗机器进行体检
可以在旅行 · 观光日程中加入 1~2 天的体检日程
团体体检可另行报价（10 人起）

通过健康体检实现癌症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是否已决定体检医院？
建议从日本全国的医院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进行体检。
体检预约需要提前 2 周 ~ 一个月，请在旅行 · 观光的地区选择体检医院。

预约体检前是否已确认以下信息？
体内是否有金属（涉及检查：MRI＝核磁共振）

有没有幽闭恐惧症＝狭窄空间恐惧症（涉及检查：MRI、CT、PET-CT。比如不能坐电梯，不 能乘地铁。

注意：狭窄空间恐惧，与处于拥挤人群中的不适感是不同的。）

造影剂过敏（涉及检查：CT。主要是心脏加强 CT 扫描时所使用的造影剂。

PET-CT 时所使 用的 FDG 造影剂＝示踪剂，基本没有副作用。）

有无糖尿病，是否在治疗（涉及检查：PET-CT。如在治疗，需要向医院进行说明。不代表不能做检查。

请把糖化血红蛋白（HbA1c）的数值调整在 6.5 以下。）

是否有血液恐惧症（涉及检查：抽血等。在 PET-CT 检查中也需要注射造影剂，因此不仅是抽血，如果对注射感到

恐惧，有可能无法接受体检。体重 120kg 以上人士无法接受体检））

其他（涉及检查：PET-CT。女性处于经期或目前有正在服用的药物的情况下，请事先与本公司商量。）

想要去日本体检

体检申请流程

前往日本

体检报告书大约在体检后一个月送达。

STEP1 决定体检医院与体检套餐

STEP2 确认签证（个人旅游签证或医疗居留签证）

STEP3 签订合同

STEP4 支付费用

STEP5 完成预约

STEP6

※与体检顾客签订合同

在医院与医疗翻译见面或由医疗翻译前去迎接STEP7

体检开始STEP8

体检报告翻译完毕后交给顾客STEP9

前往日本旅行 · 观光时，一般使用个人旅游签证的

情况较多，但也可以申请医疗居留签证。



电子版申请表下载地址：http://medical-hokkaido.com/common/pdf/examination_form_cn.pdf

※阴影部分为必填项目。

※请在符合选项前的方框划勾。

年 月 日 国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有 没有

次 ※回答大约次数即可

～ 目的

～ 目的

例

①

②

③

④

⑤

其它重要确认事项（“有”或者“是”时，请勾选）

备注

○ 体内有无金属（涉及检查：MRI＝核磁共振）

有无幽闭恐惧症＝狭窄空间恐惧症（涉及检查：MRI、CT、PET-CT。比如不能坐电梯，不能乘地铁。
注意：狭窄空间恐惧，与处于拥挤人群中的不适感是不同的。）

造影剂过敏（涉及检查：CT。主要是心脏加强CT扫描时所使用的造影剂。
PET-CT时所使用的FDG造影剂＝示踪剂，基本没有副作用。）

○  有无糖尿病，是否在治疗（涉及检查：PET-CT。如在治疗，需要向医院进行说明。不代表不能做检查。）

○

○

有无食物过敏

有无糖尿病 （   是否正在治疗） HbA1c数值：（        ）

有无药物过敏（包括酒精、造影剂）

有无幽闭恐惧症＝狭窄空间恐惧症

是否治愈

既往病史经历描述（如有，请填写）

身高：     cm   体重：      kg（体重超过120kg无法接受检查）

体内有无金属（包括刺青、半永久化妆、假牙等）

治疗方法 治疗结果

药物治疗 血压稳定高血压 2010.3-2015.3

病名 治疗年月日

※
大约时
间即可

（　　　　　　　　　　　）

最近第2次 　　　年　　 　月　　　 　　　　年　　 　月　　　　 （　　　　　　　　　　　）

有没有
来过日本

※选择「有」的人请填写来日本的次数

来日本的次数

最近第1次 　　　年　　 　月　　　 　　　　年　　　 月　　　　

（　　　　　　　　）　

E-MAIL

真实有效的邮寄地

址（体检报告）

邮编：
地址：

体检者
可使用语言

中文普通话 英语 日语 其它语言或方言

本次赴日
签证类型

名（汉字）
性別

体检者基本信息

体检预约申请表

填写
日期

年 月 日

是否晕血

请填写具体内容项目

出生年月日
就医者

护照号码

男性

姓（拼音） 名（拼音） 女性

姓（汉字）



KIN放射线治疗・体检诊所 地址：冲绳县国头郡金武町字金武 10897

①基础检查　②上部内视镜检查（胃内视镜检查）　③生理功能　

④尿检　⑤便检　⑥MRI（脑 MRI、脑 MRA、颈动脉 MRA)　

⑦一般血液检查　⑧胸部 X 线　⑨乳房 X 线 ( 女性 )　⑩心电图　

⑪骨密度 ( 简易测量法 )　⑫超声波 ( 腹部（肝脏、胆囊、胰脏、肾脏）、

颈动脉、乳腺 ( 女性 )、心脏、下腹部（男性）)　

⑬肿瘤标志物（P53、PSA( 男性 )、C125( 女性 )、CA15-3( 女性 )、

CEA、CA19-9、AFP、SCC)

体检套餐 内  容

2,050,000～

冲绳

经典体检套餐

价格（日元）　10 个人用

(1 个人 男性：205,000)
(1 个人 女性：235,000)

团体体检面向 所推荐的医院
10人以上 申请时所提供的
指定体检套餐

注意事项
另外收费选择性项目：

体检当天酒店到体检中心专车接送服务（另行报价）

※关于取消：
①

体检当天 ~ 体检前 一个月内取消，取消费用为体检套餐费用的 100%②

各医院情况或有不同，以服务合同为准。③

体检需两天以上的情况下，需要另行追加与医疗翻译相关的费用。

团体各套餐价格包括
与所有地区的套餐费用中所包含的共有内容相同

※由于预约的情况有时无法满足以上要求

可以和医院协商当天包下整个体检中心

①基础体检（身高、体重等）　

②PET-CT 全身检查 

③血液检查   ④甲状腺超声   ⑤肿瘤标志物

体检套餐 内  容

2,780,0001,980,000

北海道 北斗医院 地址：带广市稻田町基线 7番地 5

PET-CT 団体体检

价格（日元）　15 个人用价格（日元）　10 个人用

(1 个人 198,000) (1 个人 185,333)

西台体检中心 地址：东京都板桥区高岛平 1丁目 83-8

①基础体检　②血液检查（肿瘤标志物、血常规等）　
③尿检 · 便检　④防癌检查（PET-CT）　
⑤脉搏测量

体检套餐 内  容

3,825,0002,600,000

东京

PET-CT 団体体检

价格（日元）　15 个人用价格（日元）　10 个人用

(1 个人 260,000) (1 个人 255,000)

东京 Bay先端医疗幕张诊疗中心 地址：千叶県千叶市美浜区丰砂 1-17

①内科检查（问诊、视诊，听打诊）　

）２注备（ 查检液血③　 ）1注备（检体础基②

④尿检查　⑤大肠癌检查 ( 便检查 )　⑥PET 全身　

⑦CT 精密检查（胸部）    ⑧MRI/MRA 磁共振成像 ( 脑部 )　

体检套餐 内  容

4,650,0003,150,000

千叶

PET/CT 脑高端体检套餐

价格（日元）　15 个人用价格（日元）　10 个人用

(1 个人 315,000) (1 个人 310,000)
※不接受 20 多岁的
客人进行体检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全国各套餐价格包括

推荐选项服务
不选用该推荐服务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在体检开始前 15 分钟到达体检中心。
如果有迟到的情况发生，将无条件取消已经购买的体检套餐并且不予退还已经支付的体检费用
与服务费用。 ※需要另行签订指定时间到达保证书。

◇体检费用
◇体检前问诊服务
◇医院内医疗翻译全程陪同
◇体检过程中医院内简餐（某些体检套餐不提供简餐）　
◇体检报告书中文翻译服务
◇EMS 快递到客人指定地址（体检 3-4 周） 
◇凡购买我公司体检套餐的
贵宾，将自动成为日本医疗旅游俱乐部会员，三年内可享受 1 次价值 5,000 人民币的日本就医咨询服务

日本全国最尖端医疗设施健康诊断指南
详尽周到的服务内容。
※和其他同业公司相比，实现了更高的性价比。

业界
NO.1

注意事项
另外收费选择性项目：

◇体检当天酒店到体检中心专车接送服务（另行报价）

※关于取消：
①体检当天 ~ 体检前 一个月内取消，取消费用为体检套餐费用的 100%
②各医院情况或有不同，以服务合同为准。
③体检需两天以上的情况下，需要另行追加与医疗翻译相关的费用。



MEDICAL EXAMINATION

关东地区（九家）

PET-CT 全身体检 A 套餐

PET-CT 全面体检 B 套餐

2 小时 232,000

273,0004 小时

①PET-CT 全身体检

①PET-CT 全身检查　②脑部 MRI　③肿瘤标志物检查　④血液检查

日本医科大学健康诊断医疗中心
地址：东京都文京区千駄木 1 丁目 12-15

PET-CT 全面体检 C 套餐 253,0004 小时 ①PET-CT 全身检查　②肿瘤标志物检查　③血液检查

PET-CT 全面体检 D 套餐 253,0004 小时 ①PET-CT 全身检查　②脑部 MRI

PET-CT 全面检查 E 套餐 305,0006 小时 ①PET-CT 全身检查　②脑部 MRI　③肿瘤标志物检查　④血液检查　⑤脑部 PET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甲状腺血液检查：5,200 日元、感染病血液检查：3,900 日元、凝固血液检查：3,900 日元、肿瘤标志物：8,000 日元。均不可单独预约。

备注 1：可追加项目

日本高端体检

西台体检中心
地址：东京都板桥区高岛平 1 丁目 83-8

问诊、身高、体重、血压。

备注 1：套餐中的①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日本医科大学健康诊断医疗中心是日本接受海外顾
客前来体检的最大规模的大学医院附属健康诊断专
门设施。提供以 PETCT 为中心的癌症检查。

西台体检中心导入了最新的医疗机器，提供包
括癌症及生活习惯病的全身健康诊断。

防癌进阶体检套餐 450,0005.5 小时

①基础体检　②血液检查（肿瘤标志物、血常规等）　
③尿检 · 便检　④防癌检查（PET-CT）　
⑤骨盆部 · 脑部 MRI　
⑥脑部血管 MRA　
⑦颈动脉 · 甲状腺 · 腹部 · 乳腺（女性）/ 前列腺（男性）超声　
⑧脉搏测量　
⑨医师诊察 / 面谈

防癌综合体检套餐 360,0004.5 小时

①基础体检　②血液检查（肿瘤标志物、血常规等）　
③尿检 · 便检　④防癌检查（PET-CT）　
⑤骨盆部 MRI　
⑥甲状腺 · 腹部 · 乳腺（女性）/ 前列腺（男性）超声
⑦脉搏测量　⑧医师面谈

女士防癌经典体检套餐 320,0003 小时
①基础体检　②血液检查（肿瘤标志物、血常规等）　
③尿检 · 便检　④防癌检查（PET-CT）　
⑤乳腺超声

防癌基础经典套餐 280,0003.5 小时
①基础体检　②血液检查（肿瘤标志物、血常规等）　
③尿检 · 便检　④防癌检查（PET-CT）　
⑤脉搏测量　⑥医师诊察 / 面谈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MEDICAL EXAMINATION

关东地区（九家）

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
地址：东京都新宿区户山 1-21-1

日本高端体检

日本国立的高度专门医疗研究中心
进行着国内外的感染症和癌症的
诊断 ·治疗 ·检查 ·预防等综合措施

225,000（男性）
245,000（女性）

基础体检套餐
1 天

①上部消化道检查（胃内视镜检查）　②身体测量　③内科诊察　④生理功能　

⑤一般血液检查　⑥肿瘤标志物 (PSA（前例腺男性）、CEA 、CA125( 女性）)　

⑦免疫学标志物 (RF（风湿反应）)　⑧尿检　⑨大便隐血（两次法）　⑩胸部 X 線検査

⑪腹部超声波　⑫妇科检查（仅限女性）　
※有 3 个含有 CD 的检查，
需要请事先申请

※有 3 个含有 CD 的检查，
需要请事先申请

※有 4 个含有 CD 的检查，
需要请事先申请

※有 5-7 个含有 CD 的检查，
需要请事先申请

※有 6-8 个含有 CD 的检查，
需要请事先申请

住院检查

①上部消化道检查（胃内视镜检查）　②下部消化道检查（大肠内窥镜）　③身体测量　

④内科诊察　⑤生理功能　⑥一般血液检查（追加：弹性蛋白酶 1、HIV 抗体）

⑦肿瘤标志物 (PSA（前例腺男性）、CEA 、CA125( 女性）)　⑧免疫学标志物

(RF（风湿反应）)　⑨尿检　⑩大便隐血（两次法）　⑪胸部 X 線検査　⑫胸部ＣＴ　
⑬腹部超声波　⑭妇科检查（仅限女性）　⑮乳房检查（仅限女性 ※2 份 CD）

PET-CT+ 基础体检套餐

（无胃镜）

（要确认）

（无 PET-CT）

（有胃镜）

1 天

2 天

3 天

2 天

①PET-CT 检查　②身体测量　③内科诊察　④生理功能　⑤一般血液检查　

⑥肿瘤标志物 (PSA（前例腺男性）、CEA 、CA125( 女性）)　⑦免疫学标志物

(RF（风湿反应）)　⑧尿检　⑨大便隐血（两次法）　⑩胸部 X 線検査　⑪腹部超声波

⑫妇科检查（仅限女性）　

①上部消化道检查（胃内视镜检查）　②身体测量　③内科诊察　④生理功能　

⑤一般血液检查　⑥肿瘤标志物 (PSA（前例腺男性）、CEA 、CA125( 女性）)　

⑦免疫学标志物 (RF（风湿反应）)　⑧尿检　⑨大便隐血（两次法）　⑩胸部 X 線検査

⑪腹部超声波　⑫妇科检查（仅限女性）　⑬PET-CT 检查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关于患者及体检陪同人员的限制／关于同伴者，控制最少人数的同时以下行为禁止
· 禁止摄影　· 长时间呆在会诊室门口板凳上（会诊室前的板凳是患者用的，所以请在咖啡台或电梯下的桌子处等候）　· 禁止其他困惑行为

PET-CT+ 基础体检套餐

住院检查
（有 PET-CT）

510,000（男性）
530,000（女性）

540,000（男性）
560,000（女性）

605,000（男性）
660,000（女性）

①上部消化道检查（胃内视镜检查）　②下部消化道检查（肠内窥镜）　③身体测量　

④生理功能　⑤内科诊察　⑥一般血液检查（追加：弹性蛋白酶 1、HIV 抗体）

⑦肿瘤标志物 (PSA（前例腺男性）、CEA 、CA125( 女性）)　⑧免疫学标志物

(RF（风湿反应）)　⑨尿检　⑩大便隐血（两次法）　⑪胸部 X 線検査　⑫胸部ＣＴ　
⑬腹部超声波　⑭妇科检查（仅限女性）　⑮乳房检查（仅限女性 ※2 份 CD）　

⑯PET-CT 检查

1050,000（男性）
1100,000（女性）

身体测量：身高、体重、肥胖指数（BMI）、体脂肪率
内科诊察：问诊、心肺听诊、触诊
生理功能：血压、心电图（安静时）、听力检查（简易）、视力 · 眼压测定、眼底检查、肺功能检查（肺活量、1% 肺活量、1 秒量、1 秒率）
妇科检查：内诊，阴道镜，阴道式超声波检查，子宫颈细胞病变检查
乳房检查：乳房X 线摄影术（乳房X 线摄影术），乳房超声波检查 * 没有外科检查。

备注１：各套餐种的项目包括：

★糖代謝 :108000円／甲状腺（甲状腺超声波）：72000 円／动脉硬化（PWV/ABI）：7200 円／▲内脏脂肪面积（和胸部ＣＴ同一天）：51600 円／胃镜镇定剂：10000円／
脑部检查（头部MRI·MRA，颈部 MRA，★颈动脉超声检查）：150000円／心脏检查（心脏超声，★颈动脉超声，PWV，ABI，BNP）：102000円／
▲胸部ＣＴ：51600円／咳痰检查：13800円／胰腺检查：102000円／肝藏检查：44400円／大肠镜：78000円／大肠ＣＴ：120000円／
骨密度：13200 円／骨代谢标志物：18000 円／乳癌检查（乳腺X线摄影，乳腺超声检查　※无外科检查）：32400円／
子宫体细胞学（※子宫颈在基本套餐里含有）：25200 円／生活习惯病：34800 円／肿瘤标志物 4项（CA19-9、AFP、CYFRA、ProGRP）：30000 円／
ＨＩＶ抗体：7800 円／幽门螺杆菌抗体：10800 円／过敏测试（MAST 36　特异性 IgE）：48000 円／牙科口腔护理（仅限住 宿者）：18000 円
※下划线表示可提供画像CD（收费），5,500日元/张，需要的请事先申请。
※★・▲用同一个标记的检查画像为同一个内容，申请其中一份CD就可以。

备注２：可追加项目

1． 在住宿基本套餐的情况下，不可能同时选择胃钡检查和结肠钡检查。

2.  由于是固定费用，即使没有检查，也会收取费用。

3.  即使有些检查是在某些检查以外的某个日期进行的，也会在第一天收取费用。

4． 如果您希望入住套餐指定之外的房间，将另行支付房间费用（差额）。

※如果内窥镜检查中将进行活体组织检查，则需要单独支付根据器官所不同的费用。

注意事项

胃镜

解说

肠镜

食道 , 胃部以及十二指肠

升结肠，横结肠和降结肠 .S 形结肠 , 直肠



MEDICAL EXAMINATION

关东地区（九家）

癌研有明医院体检中心
地址：东京都江东区有明 3-8-31

日本高端体检

癌研有明医院是日本在癌症治疗领域中拥有最高技
术和最悠久历史的癌症专科医疗机构。旗下附属的
健康诊断设施能够提供专门的全身癌症检查。

甲状腺检查  28,800 日元　／　乳腺癌检查  27,600 日元 (35 岁以下不接受乳房X 光检查 )　／　子宫·卵巢检查  46,800 日元　／　骨密度检查  11,900 日元　／　
腹部CT检查  46,800 日元

备注 1：每个套餐中　项目为自选追加项目

1.5 天的专门癌筛选（女性）不含上部内窥镜检查，也不可追加。备注 2：

上部 / 下部内窥镜的活检费用：一个部位器官 3万日元（例如 : 通过上消化道内窥镜采取器官组织，食道、胃、十二指肠全部进行组织检查时的费用是 30000 日元×3。）
下部内窥镜的息肉切除 / 活检费用：13万日元    如开处方药，需药费和开具费。
体检后视情况可能追加收费，请带可支付的信用卡（VISA,  JCB, American express,  Master 等可以、银联不可以）

备注 3：

备注 4：

专门癌筛选（男性 · 女性）

周一 ~ 周五
2.5 天 710,000

828,000

699,000

①上部内窥镜检查　②肺部螺旋 CT、咳痰细胞学诊断（肺癌检查）　

③腹部超 声波检查（肝、胆、胰、肾）　④大便隐血（两次法）　⑤血液检查 · 尿检查　

⑥内科诊察　⑦心电图　⑧眼底 · 听力检查　⑨大肠内窥镜检查

⑩PET-CT 检查（备注２）

基本癌筛选（男性 · 女性）

周一、周二、周四
577,000

①上部内窥镜检查　②肺部螺旋 CT、咳痰细胞学诊断（肺癌检查） 　

③腹部超声波检查（肝、胆、胰、肾）　④大便隐血（两次法）　⑤血液检查 · 尿检查　

⑥内科诊察　⑦心电图　⑧眼底 · 听力检查　⑨PET-CT 检查

住院检查（男性）

周一 · 二 或 周四 · 五
2.5 天 990,000

①上部内窥镜检查　②肺部螺旋 CT、咳痰细胞学诊断（肺癌检查）　

③血液检查 · 尿检查　④内科诊察　

⑤心电图　⑥眼底 · 听力检查　⑦大肠内窥镜检查　⑧甲状腺检查 ( 超声波检查 )　

⑨腹部 CT 检查　⑩胸部 X 线检查　⑪头颈部检查　⑫泌尿器检查　⑬PET-CT 检查

住院检查（女性）

周一 · 二 或 周四 · 五
2.5 天 1,110,000

①上部内窥镜检查　②肺部螺旋 CT、咳痰细胞学诊断（肺癌检查） 　③腹部超声波

检查（肝、胆、胰、肾）　④血液检查 · 尿检查　⑤内科诊察　⑥心电图　⑦眼底 ·

听力检查　⑧大肠内窥镜检查　⑨甲状腺检查 ( 超声波检查 )　⑩乳腺癌检查 ( 乳腺 X

光 (35 岁以下仅乳房超声 )、超声波检查 )　⑪子宫 · 卵巢检查 ( 子宫体部细胞诊、

超声波检查、HPV 等病菌检查 )　⑫骨密度检查　⑬腹部 CT 检查　⑭胸部 X 线检查　

⑮头颈部 X 线检查　⑯PET-CT 检查

基本癌筛选（女性）

周三、周五

①上部内窥镜检查　②肺部螺旋 CT、咳痰细胞学诊断（肺癌检查） 　③腹部超声波

检查（肝、胆、胰、肾） 　④大便隐血（两次法）　⑤血液检查 · 尿检查　⑥内科诊察

⑦心电图　⑧眼底 · 听力检查　⑨甲状腺检查 ( 超声波检查 )　⑩乳腺癌检查 ( 乳腺 X

光 (35 岁以下仅乳房超声 )、超声波检查 )　⑪子宫 · 卵巢检查 ( 子宫体部细胞诊、

超声波检查、HPV 等病菌检查 )　⑫骨密度检查　⑬PET-CT 检查

专门癌筛选（女性）

周三、周五
2.5 天

1.5 天

1.5 天

1.5 天

①上部内窥镜检查　②肺部螺旋 CT、咳痰细胞学诊断（肺癌检查） 　③腹部超声波

检查（肝、胆、胰、肾） 　④大便隐血（两次法）　⑤血液检查 · 尿检查　⑥内科诊察

⑦心电图　⑧眼底 · 听力检查　⑨大肠内窥镜检查　⑩甲状腺检查 ( 超声波检查 )

⑪乳腺癌检查 ( 乳腺 X 光 (35 岁以下仅乳房超声 )、超声波检查 )　⑫子宫 · 卵巢检查

( 子宫体部细胞诊、超声波检查、HPV 等病菌检查 )　⑬骨密度检查　⑭PET-CT 检查

587,000
专门癌筛选（女性）

周四（备注 4）

①肺部螺旋 CT、咳痰细胞学诊断（肺癌检查）　②血液检查 · 尿检查　

③甲状腺检查 ( 超声波检查 )　④乳腺癌检查 ( 乳腺 X 光 (35 岁以下仅乳房超声 )、

超声波检查 )　⑤子宫 · 卵巢检查 ( 子宫体部细胞诊、超声波检查、HPV 等病菌检查 )　

⑥骨密度检查　⑦PET-CT 检查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医疗翻译由医院配置、MTJ在一个团体中安排向导 1名。

关于患者及体检陪同人员的限制
关于同伴者，控制最少人数的同时以下行为禁止
· 禁止摄影
· 长时间呆在会诊室门口板凳上（会诊室前的板凳是患者用的，所以请在咖啡台或电梯下的桌子处等候）
· 禁止其他困惑行为

35岁以下不接受乳房 X光检查

关于患者及体检陪同人员的限制／关于同伴者，控制最少人数的同时以下行为禁止
· 禁止摄影　· 长时间呆在会诊室门口板凳上（会诊室前的板凳是患者用的，所以请在咖啡台或电梯下的桌子处等候）　· 禁止其他困惑行为



MEDICAL EXAMINATION

关东地区（九家）
日本高端体检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纪尾井街 4-1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体检项目套餐包括：健康调查、身体测量（身高、体重、BMI、腹围）、保健指导、营养指导。
此套餐包含内视镜检查时的活检检查。体内有金属或者是患有幽闭恐惧症不能做MRI 的场合，可以变成CT检查。

本套餐含一晚住宿费用

备注 1：

备注 2：

在豪华的设施以及舒适的环境内进行体检和诊疗，
根据总医疗保健以支持每一个人的健康状态

东都诊疗中心

豪华体检套餐 2 天
550,000（男性）
580,000（女性）

东京 Bay 先端医疗幕张诊疗中心
地址：千叶県千叶市美浜区丰砂 1-17

PET/CT 豪华体检

套餐（男士 / 女士）
5.5 小时

①内科检查（问诊、视诊，听打诊）　

②基础体检（备注 1） 　

③血液检查 （备注２）

④尿检查　⑤大肠癌检查 ( 便检查 )　⑥PET 全身　⑦CT 精密检查（胸部）

⑧MRI/MRA 磁共振成像 ( 脑部，前列腺 ( 男 ), 盆腔 ( 女 ))　

⑨超声波检查（腹部，甲状腺，颈动脉，乳腺 ( 女 )）

⑩乳房 X 射线检查 ( 女 )

PET/CT 脑高端体检套餐 4.5 小时

①内科检查（问诊、视诊，听打诊）　

②基础体检（备注 1） 　

③血液检查 （备注２）

④尿检查　⑤大肠癌检查 ( 便检查 )　⑥PET 全身　⑦CT 精密检查（胸部）

⑧MRI/MRA 磁共振成像 ( 脑部 )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基础检查项目包括：身体测量（身高、体重、腹围、体脂肪率、体质指数 <BMI>、肥胖度）、血压测定

※不接受 20 多岁的客人进行体检
备注1：

血液检查项目包括：血液常规检查，肝炎检查，糖尿病检查（血糖值），幽门螺旋杆菌，肿瘤标志物

备注 2：

东京 Bay 先端医疗幕张诊疗中心是一家导入最新
PETCT 检查装置的癌症专门健康诊断设施。许多
海外癌症患者在治疗前会来此接受检查。

①血液检查 ②PET/CT ③肿瘤标志物 ④尿检 ⑤便检 (2 次法 ) ⑥心电图 

⑦胸部 X 光检查、乳房 X 光检查 ( 女性 ) 、上部消化道 X 光检查（食道、胃部、十二指肠）

⑧胸部 CT ⑨腹部 CT（肝脏、胆囊、胰脏、肾脏、脾脏、内脏脂肪测定） 

⑩超声波检查

( 乳腺 ( 女性 )、颈动脉、甲状腺、心脏多普勒彩超、肝脏、胆囊、胰脏、肾脏、脾脏 ) 

⑪头部 MRI·MRA ⑫下腹部 MRI( 膀胱、前列腺、女性 ( 子宫 · 卵巢 )) 

⑬肺功能检查（肺活量、% 肺活量 ·1 秒率 ·1 秒量 ) 

⑭眼科检查（视力检查、眼底检查 ) ⑮痰液检查 

⑯内科诊察 ⑰外科诊察 乳房视触诊 ( 女性 )、前列腺 ( 男性 )、肛门 

⑰妇科 子宫检查 包含宫颈细胞学检查 ( 女性 )

⑱骨密度测定 ⑲耳鼻科检查 

323,000

PET/CT 标准体检套餐 3.5 小时

①内科检查（问诊、视诊，听打诊）　

②基础体检（备注 1） 　

③血液检查 （备注２）

④尿检查　⑤大肠癌检查 ( 便检查 )　⑥PET 全身　⑦CT 精密检查（胸部）

253,000

485,000（男性）
505,000（女性）



MEDICAL EXAMINATION

关东地区（九家）
日本高端体检

胃镜・肠镜检查 1 天
①胃内窥镜　

②肠内窥镜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188,000

价格（日元）

辻仲胃肠医院
地址：千叶県柏市若柴１７８番地２

辻仲胃肠医院是一家以内窥镜检查为中心的消化内
科专科医疗机构。

心血管全方位进阶检查套餐

心血管全方位经典检查套餐

5~6 小时 385,000

200,0004~5 小时

①问诊 / 诊察　②基础测量　③尿检　④血液检查　⑤安静时心电图 / 血压测量
⑥胸部 CT（平扫）　⑦动脉硬化检查　⑧心脏超声　⑨颈部超声
⑩64 列多层螺旋 3 维 CT 检查（使用造影剂）　⑪MCG 分析（心肌缺血分析）

①问诊 / 诊察　②基础测量　③尿检　④血液检查　⑤安静时心电图　
⑥胸部 CT（平扫）　⑦动脉硬化检查　⑧心脏超声　⑨颈部超声
⑩64 列多层螺旋 3 维 CT 检查（使用造影剂）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东京心脏中心
地址：东京都品川区北品川 5丁目 4 番 12 号

东京心脏中心提供心脏专项健康诊断。如果发现心
脏疾病也可以进行治疗。

C14 呼气试验（幽门螺旋杆菌检查） 12,000 日元 / 内窥镜下粘膜活检（一处）30,000 日元 / 内窥镜下大肠息肉切除（含住院费） 32 万日元

大肠息肉切除后出血止血手术（含住院费） 54 万日元

体体检后视情况可能追加收费，请带可支付的信用卡

备注 1：内窥镜检查　附加处置　收费一览表



关东地区（九家）

地址：东京都中央区银座 6-7-4

基础检查项目包括：身体测量（身高·体重·血压·腹围·握力·听力·视力 )、一般尿检查、大便检查

血液检查项目包括：基础血液、肿瘤标志物（10 种）、LOX-index®（脑梗塞和心肌梗塞风险检测）、幽门螺杆菌
　　　　　　　　　G6PD筛查（遗传性葡萄糖 -6- 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的检查※第一次接受体检时）、氧化压力测试检查 (OS-APtest ※血液检查 )

备注 1：

健康院诊疗院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在日本也尚不多见的专注于 “预防医疗” 的
医疗机构，是以疾病预防为目的的综合性诊所。
不仅可以及早发现疾病，还对 “将来罹患疾病的
风险” 进行检查，提供可用于疾病预防的治疗方案。

   豪华预防体检套餐  1 天

①基础检查 ②血液检查 ③心电图 ④血压脉搏测定 ⑤颈动脉超声检查

⑥钙化积分 CT ⑦肺 CT ⑧3D 乳房钼靶 ( 女性 ) 

⑨胃仿真内窥镜 CT 检查 ⑩内脏脂肪 CT 

⑪前列腺 MRI ( 男性 ) ⑫骨盆部 MRI（女性） ⑬全身 MRI(DWIBS) 

⑭DXA(X 射线骨密度测量 ) ⑮氧化压力测试检查 (8-OHdG ※尿检） 

⑯体内糖化度检查 (AGE) ⑰有害重金属检查 ( 低聚扫描 )  

⑱私人定制保健药（1 个月量）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男性 
820,000日元
女性（含钼靶）
870,000日元
女性（不含钼靶）
820,000日元

２天   豪华预防体检套餐

男性 
1,400,000日元
女性（含钼靶）
1,450,000日元
女性（不含钼靶）
1,400,000日元

①基础检查 ②血液检查 ③心电图 ④血压脉搏测定 ⑤颈动脉超声检查

⑥钙化积分 CT ⑦肺 CT ⑧3D 乳房钼靶 ( 女性 ) 

⑨胃仿真内窥镜 CT 检查 ⑩大肠仿真内窥镜 CT 检查 ⑪内脏脂肪 CT 

⑫磁共振胰胆管成像 (MRCP) ⑬前列腺 MRI ( 男性 ) ⑭骨盆部 MRI（女性） 

⑮头颈部 MRI・MRA ⑯VBM（VSRAD）  ⑰全身 MRI(DWIBS) 

⑱DXA(X 射线骨密度测量 ) ⑲延迟型食物过敏检查（IgG）  ⑳即时型过敏检查（IgE）

㉑氧化压力测试检查 (8-OHdG ※尿检） ㉒体内糖化度检查 (AGE) 

㉓有害重金属检查 ( 低聚扫描 )  ㉔私人定制保健药（1 个月量）

东京地区观光

世界三大繁华街之一，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现代日 本的代表坐
标。大道两旁的百货公司和各类商店鳞次栉比，专门销售高级商品。
后街有很多饭店、酒吧等。 新宿歌舞伎厅在 “日本第一繁华街” 盛名
的背后，有其著名色情业的一份功绩。 这里一天有三十万人出入，是日本也是东洋
最大的闹市区、欢乐街，夜间人来人往，是著名的 “不夜城”。

银座 /新宿繁华街 新宿歌舞伎厅

浅草寺建于 628 年，是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寺院。入口处挂着 “雷门” 字样的巨大灯
笼是这里的象征，也是浅草寺的总门。仲见世商业街是穿过雷门的大红灯笼、一直
延伸到宝藏门的浅草寺参拜道的大街。约 300 米的路上，挤满了 100 多家店铺。

浅草雷门寺 /仲见世商业街



MEDICAL EXAMINATION

关西中部地区（五家）

近畿大学高度尖端综合医疗中心
地址：大阪府大阪狭山市大野东 377-2

日本高端体检

PET/CT 的摄影范围是从眼睛以上部位到大腿部中间部位。

备注 1：各套餐种的 PET/CT项目：

大阪府南部唯一的大学医院，同时担任着大阪府地
区医疗服务核心职责的医疗机构。
同时设立癌中心，能够进行高水准的癌症诊断 · 
癌症治疗。
此外、还经营着关西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的关西国际
机场门诊。

A 套餐（PET 单项 ) 2.5 小时 ①PET-CT 全身体检

①PET-CT 全身体检　

②磁共振成像 MRI( 脑部 )　

③心脏超声　

④腹部超声　

⑤心电图　⑥血液检查　⑦生化学检查　

⑧血液学检查　⑨肿瘤标志物

⑩尿液检查　

⑪便潜血检查　

172,000

6 小时 313,000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高端豪华体检套餐

周二 ~ 周五

※1 乳腺超声波：6,200 日元

※2骨密度检查：8,000 日元

※3过敏性检查：21,800 日元

※4 心脏超声波 +BNP（B型尿钠肽）检查：18500 日元（注意：此追加项目仅「PET-CT进阶全面检查」可选）

※5动脉硬化检查：14,800 日元（注意：此追加项目仅「PET-CT进阶全面检查」可选）

备注 2：可追加项目    

阪和智能医疗中心
地址：大阪府堺市中区深井北町 3176 番地

【温馨提示】仅可作为套餐的追加项目购买，不可单独购买

诊察、问诊、身高、体重、BMI、体脂肪率、血压、脉搏、腹围、视力、听力
备注 1：各套餐种的①基础体验项目包括：

PET-CT 进阶全面检查

PET-CT 经典体检

1 天 380,000

280,0001 天

①基础体检   ②尿检 / 便检　

③肺功能　

④痰液细胞学检查　⑤眼压 / 眼底检查

⑥心电图　⑦血液检查　⑧经鼻胃镜　⑨甲状腺 · 颈动脉 · 腹部超声　

⑩PET-CT　⑪脑部 · 腹部 MRI/ 脑部 MRA

①基础体检   ②尿检　

③眼底检查　

④血液检查　

⑤PET-CT　

⑥脑部 · 腹部 MRI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阪和智能医疗中心是一家专长于癌症检查的健康诊
断中心。通过使用最新型的 PETCT 检查装置能够
实现对癌症的早期发现。



MEDICAL EXAMINATION

PET-CT 单独 1 天 200,000①PET-CT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森之宮 CLINIC
地址：大阪市东成区区中道 1 丁目 3-15

日本高端体检

它是大阪国际癌症中心的专用 PETCT 检测设施。
位于市区，方便在大阪城附近的观光与购物。

都岛 PET 画像诊断诊疗中心
地址：大阪市都都岛区中野町 5丁目
15番 21 号 都岛中心大楼地下 3楼

是专业的图像诊断诊疗中心。通过熟练操作 2 台
PET-CT 设备和 2 台 3 特斯拉和 1.5 特斯拉的 MRI 
设备为受检者提供高端的影像诊断。并与大阪市立综合
医疗中心在地下 1 层以一条地下通道相连接。

3 小时 220,000

283,0001 天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PET-CT 基础体检套餐

PET-CT 豪华体检套餐

①身体检查（身高体重血压等）

②血液检查　③肿瘤标志物

④尿检查

⑤PET/CT 检查

①身体检查（身高体重血压等）

②血液检查　③肿瘤标志物

④尿检查

⑤PET/CT　

⑥头部 MRI・MRA

⑦骨盆部 MRI

PET-CT 单独

基础体检 B 套餐

3 小时 215,000

100,0003 小时

①PET-CT

①基础检查　②便潜血检查　③尿检　④胸部 X 线　⑤上部内视镜检查　

⑥腹部超声波　⑦肺功能　⑧血液检查（梅毒、风湿病、肝炎、电解质、血液型）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京都 renaiss 医院
地址：京都府福知山市末广町１丁目３８

在有名的观光地的京都所拥有 PETCT 的检查设施
健康体检设施位于车站前，附近也有不错的酒店，
地理条件非常不错

关西中部地区（五家）

身体测量：身高、体重、肥满度、BMI、胸围、听力、心电图。

备注１：各套餐种的项目包括：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津山中央健康管理中心
地址：冈山县津山市川崎 1756

可以进行粒子线癌症治疗，IMRT 癌症治疗设施并
用的日本最尖端的癌症治疗，癌症检查

关西中部地区（五家）

170,000脑部检查套餐 半天

①基础检查　②血液检查　③胸部单纯 X 线检查　

④脑部检查 ( 脑部 MRI、头颈部 MRA)　

⑤心电图　⑥骨密度检查　⑦健康年龄　⑧诊察 ( 医师说明 )

高级套餐

①胃内视镜检查　②基础检查　③血液检查　④便检　

⑤血液肿瘤标志物 (AFP·CEA·CA19-9、PSA( 男性 )CA125( 女性 )) 　

⑥超声波检查 ( 心脏、胸腹部（肝脏・胆囊・肾脏・脾像・胰脏）) 

⑦脑部检查 ( 脑部 MRI、头颈部 MRA)　⑧心电图　⑨呼吸功能检查 ( 肺活量 ) 

⑩骨密度检查　⑪子宮・卵巢检查 ( 内診、超音波、宫颈部细胞检查 ) 女性　

⑫PET-CT 检查　⑬健康年龄　⑭诊察 ( 副院长说明 )

癌症筛检套餐 半天

1 天

2 天

①基础检查　②血液检查　③便检　

④血液肿瘤标志物 (AFP·CEA·CA19-9、PSA( 男性 )CA125( 女性 ))　

⑤超声波检查 ( 胸腹部（肝脏・胆囊・肾脏・脾像・胰脏）)　

⑥心电图　⑦子宮・卵巢检查 ( 内診、超音波、宫颈部细胞检查 ) 女性

⑧PET-CT 检查　⑨健康年龄　⑩诊察 ( 医师说明 )

①基础检查　②血液检查　③便检　

④血液肿瘤标志物 (AFP·CEA·CA19-9、PSA( 男性 )CA125( 女性 ))　

⑤超声波检查 ( 胸腹部（肝脏・胆囊・肾脏・脾像・胰脏）)　

⑥脑部检查 ( 脑部 MRI、头颈部 MRA)　⑦心电图　

⑧子宮・卵巢检查 ( 内診、超音波、宫颈部细胞检查 ) 女性　⑨PET-CT 检查　

⑩健康年龄 ⑪诊察 ( 副院长说明 )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特别套餐

300,000

450,000

550,000

备注 1：基础检查：身高、体重、肥胖度（BMI)、腹围、问诊、听力、视力 ·听力检查

备注１：各套餐种的项目包括：

高级套餐可追加：大肠内视镜检查：22,000 円／超声波：甲状腺 3,850 円／颈部血管 6,050 円／ 标志基因检测 109,780 円／微阵列基因检测 65,780 円／

乳癌检查：钼靶X 线检查 4,048 円／乳腺超声波 4,048 円

特别套餐套餐可追加：超声波：心脏 9,680 円／甲状腺 3,850 円／颈部血管 6,050 円／标志基因检测 109,780 円／微阵列基因检测 65,780 円／

乳癌检查：钼靶X 线检查 4,048 円／乳腺超声波 4,048 円

癌症筛检套餐可追加：标志基因检测 109,780 円／微阵列基因检测 65,780 円／

乳癌检查：钼靶X 线检查 4,048 円／乳腺超声波 4,048 円

脑部检查套餐可追加：便检（2天）1,760 円／血液肿瘤标志物 1 项目 2,310 円／胸腹部超声 ( 肝脏・胆囊・肾脏・脾像・胰脏 ) 6,347 円／

标志基因检测 109,780 円／乳癌检查：钼靶X 线检查 4,048 円／乳腺超声波 4,048 円／子宮・卵巢检查（内診、超音波、宫颈部细胞检查）5,775 円

备注２：可追加项目



小樽市立医院
地址：小樽市若松 1 丁目 1 番 1 号

东部日本地区最早 · 唯一的公立医院的健康诊断中心。被
「北海道癌诊疗合作指定医院」认定为 2015 年新建拥有最
先进设备的医疗机构水准的癌症诊断与癌症治疗。
从主要观光地 · 酒店出发 10 分钟车程内能够到达的拥
有最优秀区位条件的医疗机构。

MEDICAL EXAMINATION

北海道地区（五家）

北斗医院
地址：带广市稻田町基线 7番地 5

※1  备注 1　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乳腺癌检查为自选追加项目，30,000 日元。不可单独预约。
※2　备注 2：

高阶全面体检尊贵套餐 1 ～ 2 天

①基础体检（备注 1）　

②脑部检查（MRI/MRA/ 颈部超声）　

③心脏检查（CT/ 心超声 / 动脉硬化 /）　

④经鼻胃镜（或钡餐）　

⑤防癌检查　（PET-CT/ 腹部 MRI/ 甲状腺超声 / 肿瘤标志物）

( 备注 2： 乳腺癌检查（视触诊 / 乳腺超声 / 乳腺 X 线摄影）)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580,000

防癌综合体检套餐 3.5 小时

①身体测定、血液检查

②PET-CT

③骨盆部 MRI　

④甲状腺超声

⑤肿瘤标志物

220,000

日本高端体检

北斗医院是亚洲最早引进癌症 · 肿瘤放射线治疗装置螺旋
断层放疗系统的最尖端医疗设施。旗下附属有健康诊断中
心，能够提供具有高水平癌症检查技术的健康诊断。可接
受ＶＩＰ预约。
北斗医院同时也是与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合作在俄罗斯设
立医疗机构的国际性医疗机构。

団体OK 15 名 /日

(※) 第 2天实施
※1　备注 1：

PET  单项套餐 1 天
①血液检查　②尿检查　③肿瘤标志物　④内脏脂肪 CT( 代谢症候群 )　

⑤PET-CT

①血液检查　②尿检查　③肿瘤标志物　

④内脏脂肪 CT（代谢症候群 )　⑤PET-CT　⑥脑部 MRI/MRA

⑦颈动脉超声波　⑧骨密度检查（女性）　⑨乳腺癌检查（女性）

①血液检查　②尿检查　③肿瘤标志物　

④心电图 / 肺功能（※）　⑤胃内视镜　⑥动脉硬化（血压脉搏）（※）

⑦内脏脂肪 CT（代谢症候群 )　⑧甲状腺超声波（※)　⑨骨盆部 MRI　

⑩脑部 MRI/MRA　⑪颈动脉超声波（※）　⑫心脏超声波（※）　⑬PET-CT

⑭骨密度检查（女性）　⑮乳腺癌检查（女性）

高端豪华体检套餐 2 天

PET · 脑豪华体检套餐 1 天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190,000

270,000（男性）
302,000（女性）

375,000（男性）
407,000（女性）

◇问诊
◇血压、身高、体重、腹围、腹部超声波、胸部X光、眼底检查、安静时心电图、
血液检查（血常规、动脉硬化、肝胰肾功能、血糖等）、尿检、便检



LSI 札幌体检中心
地址：札幌市东区北13条东1丁目2番50号

体检后医师说明

血压、身高、体重、腹围、安静时心电图、血液检查（甲状腺功能、血常规、动脉硬化、肝肾功能、血糖等）、尿检等。各个套餐项目略有不同。

※1  备注 1　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防癌经典体检套餐 337,0005.5 小时

①基础体检

②防癌检查（PET-CT 检查 / 肿瘤标志物 5 种 / 便潜血）

③胸部 CT

④骨盆 MRI

⑤肝脏 · 胆囊 · 肾脏 · 胰腺 · 脾脏 · 甲状腺 · 颈动脉超声

⑥头颈部检查（头部 MRI/MRA、颈部 MRA）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LSI 札幌体检中心是一家以ＰＥＴＣＴ为中心
实施全身性检查的健康诊断专门设施。
可接受ＶＩＰ预约。

MEDICAL EXAMINATION

北海道地区（五家）
日本高端体检

札幌东德洲会医院
地址：札幌市東区北三十三条東 14-3-1

单天 A 套餐 +PET-CT 2 天 529,000

①基础体检（备注 1）　②生化学检查（备注 2） 　③免疫（炎症反応、感染症）　

④肿瘤标志物　⑤血液检查　⑥尿检査　⑦生理检查（备注 ·３） 　

⑧腹部（肝・胆嚢・胰腺）CT、心脏血管 CT、肺 CT　

⑨超声检查（腹部、甲状腺、颈动脉、肾动脉、心脏）　⑩胃镜检查　

⑪幽门螺旋杆菌検査　⑫PET-CT 检查　⑬医生诊断・说明

PET-CT 单独 1 天 273,000①肿瘤标志物　②PET-CT 检查

①基础体检（备注 1）　②生化学检查（备注 2） 　③免疫（炎症反応、感染症）　

④肿瘤标志物　⑤血液检查　⑥尿检査　⑦生理检查（备注 ·３） 

⑧腹部（肝・胆嚢・胰腺）CT、心脏血管 CT、肺 CT　

⑨超声检查（腹部、甲状腺、颈动脉、肾动脉、心脏）　⑩胃镜检查　

⑪大肠镜检查　⑫幽门螺旋杆菌検査　⑬PET-CT 检查　⑭医生诊断・说明

577,000单天 B 套餐 +PET-CT 2 天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问诊、身高、体重、肥胖度（BMI）、腹围、视力、听力（1000Hz、4000Hｚ）、血圧测定、

生理检查（静态心电图、ABI 检查、眼底・眼圧检查）

※1  备注 1　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肝功能（GOT, GPT,γ-GTP,LDH,TP,ALB,T-BLD,D-BIL)、胰腺功能（ＡＭＹ）、腎功能（BUN、CRE、尿酸）、糖代谢（ＧＬＵ、ＨｂＡ１ｃ）、
脂质（Ｔ‐ＣＨＯ、ＬＤＬ、ＣＨＯ、ＨＤＬ‐ＣＨＯ、ＴＧ）

※2　备注 2　生化学检查项目包括：

拥有外国人患者受入认证的是北海道最大的德州会
医院。可以接收治疗 · 健康检查。2013 年 4 
月开设国际医疗支援室。包括可对应 7国语言的
医师职员。

静态心电图，ABI 检查，眼底检查，眼圧检查

※3　备注 3　：生理检查项目包括： 

※乳腺癌体检（乳腺钼靶检查・超声波检查・触诊）：14,800 日元

※头部MRI、MRA，颈部 MRA：28,000 日元

※内视镜检查过程中，医生判断有必要做病理活检时，费用另算。

（病理检查收费：采集一处 34,800 日元；两处以上每处加算 23,400 日元。）根据本院规定，如体检时发现异常，必须进行病理检查。若不同意此项，

将无法接受您的体检申请，请您知晓。

※4　备注４　：可追加项目    

※5　注意事项



SSJ 札幌心血管病医院
地址：札幌市清田区北野 1 条 2丁目 11

心血管检查 A 套餐 4 小时 150,000

①身体检查（身高、体重、BMI）

②血液检查（癌症、糖尿病）

③动脉硬化（ABI）

基础体检 78,000

40,000

2 小时

动脉硬化检查 1 小时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单独预约动脉硬化检查、基础体检套餐时，仅限 3人以上团体。
※  备注 ：

由于 SSJ 札幌心血管病医院是一家在北海道地区
大量接待国外顾客的医院，因此曾被报道介绍过。
提供以心脏与内窥镜检查为专长的健康诊断。可接
受ＶＩＰ预约。

MEDICAL EXAMINATION

北海道地区（五家）
日本高端体检

北海道地区观光

北海道神宫是北海道的总镇守。创建于 1869 年。成为连当地人都知道的有名的樱花
名胜地。每年，以新年后首次参拜为首，很多的参拜客人除了访问以外，6 月北海道
神宫定期的祭祀（札幌祭祀）被召开，就能看到参与伴奏神舆和花车在市内游行的
身姿。近几年作为能量聚合地也被广为人知。

北海道神宮

小樽是日本爱情电影《情书》的拍摄地。这里也是日本有名的浪漫的海滨城市和八
音盒，玻璃艺术品制作地。日本唯一仅存古色古香，并富有欧洲风情之小樽运河。
在此您可漫步于罗曼蒂克的古老街道。可参观玻璃硝子场观赏各式各样的彩绘玻璃。
接着参观四千种各式各样音乐闻名的〝音乐博物馆〞。馆前有一座世界最大的英国
形式的蒸气时钟，每隔 15 分钟、蒸汽气笛就会发出报时的音乐，散发出浪漫的古意。

小樽

①身体检查（身高、体重、BMI、腹围、血压）

②胸部正面 X 线 ③心电图 ④动脉硬化（ABI）  ⑤腹部超声 ⑥经鼻胃镜

⑦大便隐血（2 天）  ⑧血液检查（基本）・尿检查

①身体检查（身高、体重、BMI、腹围、血压）

②胸部正面 X 线 ③心电图 ④动脉硬化（ABI）  ⑤腹部超声 ⑥经鼻胃镜

⑦大便隐血（2 天）  ⑧血液检查（基本、癌症、糖尿病）・尿检查 ⑨心脏 CT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KIN 放射线治疗・体检诊所
地址：冲绳县国头郡金武町字金武 10897

经典体检套餐 3 小时

①基础检查　②上部内视镜检查（胃内视镜检查）　③生理功能　④尿检　⑤便检　

⑥MRI（脑 MRI、脑 MRA、颈动脉 MRA)　⑦一般血液检查　⑧胸部 X 线

⑨乳房 X 线 ( 女性 )　⑩心电图　⑪骨密度 ( 简易测量法 )　

⑫超声波 ( 腹部（肝脏、胆囊、胰脏、肾脏）、颈动脉、乳腺 ( 女性 )、心脏、

下腹部（男性）)　

⑬肿瘤标志物（P53、PSA( 男性 )、C125( 女性 )、CA15-3( 女性 )、

CEA、CA19-9、AFP、SCC)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九州／冲绳地区（一家）

拥有清洁的设施，配备了最新的医疗器械，进行高
度精密的健康检查

http://medical-hokkaido.com咨询 / 申请

☎021-53550317
上海办事处
〒200050 上海市长宁区昭化路 488号 1601 室

基础检查：综合问诊、身高·体重·BMI、血压
生理功能：眼科：视力检查、眼底检查 耳鼻科：听力测定 呼吸科：肺功能检查
体检后医师说明

备注１：各套餐种的项目包括：

MRI 骨盘：36,000 円

MRI 前列腺：36,000 円

肺部CT：29,000 円

正常基因检查：143,000 円

早期癌症基因检查：999,000 円

高浓度维C点滴：43,000 円

备注２：可追加项目

210,000（男性）
240,000（女性）

※医疗翻译由医院配置



体检观光游上海出
发

4晚5天东京
10人成团  价格 ：12990元/人～

日期 城市 交通 餐食 酒店级别行程

第一天
上海
东京

飞机
专用车

早餐：无
午餐：无
晚餐：含

王子酒店
或 同级

第二天 东京 专用车
早餐：含
午餐：无
晚餐：无

王子酒店
或 同级

第三天 东京 专用车
体检 / 日本医科大学健康诊断医疗中心 早餐：含

午餐：无
晚餐：无

王子酒店
或 同级

浦东机场集合，请在飞机出发前2个小时前，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中国东方航空　MU523　浦东 09：05～12：50　成田国际机场

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前往用餐，用餐结束后，返回酒店

接机后前往 皇居，二重桥，前往新宿都厅观赏东京夜景

酒店内享用早餐

上午前往浅草寺，漫步仲见世商店街。观望晴空树（不登塔）

午餐结束后，前往台场

私享购物—【DiverCity Tokyo Plaza购物城】

2012年4月19日全新开幕营业，位在台场著名地标富士电视台正后方，日本三井集团兴建的，

共拥有9层楼、154家多家日本与世界的知名服饰品

炫彩夜景—【台场海滨公园】(眺望东京湾彩虹桥及富士电视台美景) （约20分钟）

位于东京临海副都心地区的台场海滨公园是拥有东京都内唯一的沙

是偶像日剧拍摄的最佳地点，傍晚来到这里可欣赏—彩虹大桥的炫彩夜

第四天 东京 N/A
早餐：含
午餐：无
晚餐：无

王子酒店
或 同级

第五天 东京
专用车
飞机

早餐：含
午餐：无
晚餐：无

东京一天自由活动（无导游，无专车）

推荐路线：

1.银座（繁华街，考研题体会东京新时尚）

2.秋叶原（世界上最大的电器商业街）

酒店内享用早餐

退房前自由活动

13点00分，酒店大厅集合前往成田国际机场

15点00分抵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中国东方航空　MU522　成田国际机场　16：55～19：00　浦東

关体检的咨询 :  021-53550317

上海出
发 东京

备注：
1.以上费用包含机票，日本酒店，巴士接送，导游和一顿晚餐的费用
2.以上费用不包含内容：签证，保险
3.以上酒店均为2人一间，如果1个人住1个房间的情况下，需追加金额
4.以上费用均为评估价格，具体价格根据预约时为准
5.以上行程可根据需求稍做调整，调整后需要重新报价，请谅解
6.体检只有周一到周五有
7.以上行程不包括体检费用

E-mail:dantai@his-shaout.cn
TEL：021-6329-8866

参考样本



体检观光游北京出
发

4晚5天大阪
10人成团  价格 ：13480元/人～

日期 城市 交通 餐食 酒店级别行程

第一天
北京
大阪

飞机
专用车

早餐：无
午餐：无
晚餐：含

大阪府日
航或同级

第二天
大阪
京都

专用车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含

大阪府日
航或同级

第三天 大阪 专用车
体检 / 阪和智能医疗中心 早餐：含

午餐：无
晚餐：无

大阪府日
航或同级

北京首都机场集合，请在飞机出发前2个小时前，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中国国际航空　CA927　首都机场 08：40-12：40　大阪国际机场

接机后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导游的带领下，前往心斋桥及道顿堀参观。（心斋桥是位于日本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的商业购

物区央区的商业购物区，这里既有各种精品屋、专卖店和大商场，也有各种小店这里还汇聚了

世界各地的美食，是不可不去的购物天堂。）

前往用餐，用餐结束后，返回酒店

酒店内享用早餐

专车前往京都，前往岚山，参观金阁寺（是京都境内最著名的名胜古迹）

前往午餐地点享用午餐

午餐后前往清水寺观光（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

参观完清水寺后前往祇园（是京都的艺伎区，也是京都代表性的地区）

前往晚餐地点享用晚餐 晚餐后回大阪酒店

第四天
大阪
京都

专用车
早餐：含
午餐：无
晚餐：无

大阪府日
航或同级

第五天
大阪
北京

专用车
飞机

早餐：含
午餐：无
晚餐：无

酒店内享用早餐大阪一天自由活动

推荐自行前往：

1、大阪环球影城

2、梅田商业区

3、大阪海洋公园

酒店内享用早餐

退房前自由活动

10点30分，酒店大厅集合前往大阪国际机场

12点00分抵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中国国际航空　CA928　大阪国际机场　13：50-16：25 北京首都机场

关体检的咨询 :  021-53550317

北京出
发 大阪

备注：
1.以上费用包含机票，日本酒店，巴士接送，导游，和两顿午餐三顿晚餐的费用
2.以上费用不包含内容：签证，保险
3.以上酒店均为2人一间，如果1个人住1个房间的情况下，需追加金额
4.以上费用均为评估价格，具体价格根据预约时为准
5.以上行程可更具需求稍做调整，调整后需要重新报价，请谅解
6.体检只有周一到周五有
7.以上行程不包括体检费用

E-mail:japanese-info@his-china.com
TEL：010-6539-1518

参考样本



体检观光游香港出
发

4晚5天
10人成团  价格 ：14680元/人～

日期 城市 交通 餐食 酒店级别行程

第一天
香港

新千歳
带广

飞机
专用车

早餐：无
午餐：无
晚餐：含

里士满酒
店帯広站
前或同级

第二天 带广 专用车
早餐：含
午餐：无
晚餐：无

里士满酒
店帯広站
前或同级

第三天
带广

洞爷湖
专用车

体检 / 北斗医院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含

洞爺湖温
泉湖畔亭
同级

香港机场集合，请在飞机出发前2个小时前，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香港航空公司 HX690 香港 09：15～14：50　新千岁机场

下午16点，乘坐旅游大巴从千岁机场出发前往带广（约3小时）

办理酒店入住手续后，前往用餐

酒店内享用早餐 

乘坐旅游大巴从带广前往洞爷（约4小时）

抵达洞爷后，前往用餐 

前往支笏湖 、登别温泉 、登别地狱谷観光

入住酒店

第四天
洞爷湖
札幌

专用车
早餐：含
午餐：含
晚餐：无

札幌东武
酒店
或同级

第五天
札幌

新千歳
香港

专用车
飞机

早餐：含
午餐：无
晚餐：无

酒店内享用早餐 

昭和新山（20分）洞爷湖展望台（30分）大沼国定公园 （40分） 吃完午饭后前往札幌，

下午自由活动

入住酒店

酒店内享用早餐

退房前自由活动

11点00分左右酒店大厅集合前往大阪国际机场

飞机  13点30分抵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香港航空公司　HX693　新千岁机场　15：55～21：05　香港

香港出
发

带广北
海
道

带广北
海
道

备注：
1.以上费用包含机票，日本酒店，巴士接送，导游，和两顿午餐三顿晚餐的费用
2.以上费用不包含内容：签证，保险
3.以上酒店均为2人一间，如果1个人住1个房间的情况下，需追加金额
4.以上费用均为评估价格，具体价格根据预约时为准
5.以上行程可更具需求稍做调整，调整后需要重新报价，请谅解
6.体检只有周一到周五有
7.以上行程不包括体检费用

相关体检的咨询 :  021-53550317E-mail:china-outbound@his-gz.com
TEL：020-3877-3580

参考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