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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uman docking instrument medical examinations,
early discovery means early treatment!
Receive examinations from Japan's newest high level instruments
Travel and Tourism can be included as well, examinations take 1 or 1 days
Individual Estimates Available for Group Members (Up to 10 People)

What If I Am Considering Going to Japan for Medical Treatment?
Have you decided the hospital you will be examined in?
Upon choosing a medical examination that suits you from hospitals all across Japan, we recommend that you
undergo a medical examination that satisfies you. Hospital reservations must be made from 2 weeks to 1
month in advance. Hence, considering both this and the area you wish to travel to or see as a tourist, please
choose your desired hospital.

Have you finished your pre-examination appointment confirmation?
-Is there metal inside your body?
(Related Exam: MRI)
-Are you claustrophobic?
(Related Exams: MRI, CT, PET-CT. For example, if you are unable to ride elevators or the subway)
Caution: Claustrophobia does not mean that you feel uncomfortable in overcrowded areas.
-Are you allergic to medical contrast media?
(Related Exam: CT. Particularly the medical contrast media used to scan your Heart Contrast CT.
FDG, the medical contrast media used for PET-CT scans, has almost no side effects. Those who
weigh over 120 kilograms cannot be examined by means of PET-CT or MRI scanning)
-Do you have Diabetes? Is it being treated?
(Related Exam: PET-CT. If you are currently treating your diabetes, it is necessary to tell the hospit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receiv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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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to applying for your health examination
STEP 1

Decide the hospital you wish to receive your examination in and the examination course

STEP 2

Visa Confirmation (Will you get an Individual Travel Visa? Or a Visa of Medical Stay?)

Amongst those who want to travel as tourists, there are many
who will take an Individual Travel Visa, but applying for the
Visa of Medical Stay is also possible.

STEP 3

Contract Execution

STEP 4

Payment of Fees

STEP 5

Finishing Hospital Appointments

STEP 6
STEP 7

(The contract will be formed with the patient to be examined)

Traveling to Japan
Meet Up With The Medical Interpreter, or Pick up From your Hotel

(Depending upon the hospital you will be examined in, if the
pick up service is included, there are cases in which you will
meet with the medical interpreter in the main entrance area
to the hospital)

STEP 8

Begin Examination

STEP 9

We shall report the results of the examinations once translation has been finished

The report of the results of the examination will arrive after approximately on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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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for hospitals good for
We will provide the designated
course with the registration
of ten people or over.

北海道 北斗医院

Advisory Regarding Special Chartering is Possible
*Service may be impossible depending on the status of the appointment.

地址：带广市稻田町基线 7 番地 5

体检套餐

内 容

价格（日元） 10 个人用

价格（日元） 15 个人用

1,980,000

2,780,000

(1 个人 198,000)

(1 个人 185,333)

①基础体检（身高、体重等）
PET-CT 団体体检

②PET-CT 全身检查
③血液检查 ④甲状腺超声 ⑤肿瘤标志物

东京

日本医科大学健康诊断医疗中心

体检套餐

PET-CT 団体体检

东京

内 容

价格（日元） 15 个人用

2,350,000

3,450,000

(1 个人 235,000)

(1 个人 230,000)

③血液检查 ④肿瘤标志物检查

地址：东京都板桥区高岛平 1 丁目 83-8

体检套餐

大阪

价格（日元） 10 个人用

①基础体检（身高、体重等） ②PET-CT 全身检查

西台体检中心

PET-CT 団体体检

地址：东京都文京区千駄木 1 丁目 12-15

内 容

价格（日元） 10 个人用

价格（日元） 15 个人用

2,600,000

3,825,000

(1 个人 260,000)

(1 个人 2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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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阪和智能医疗中心

地址：大阪府堺市中区深井北町 3176 番地

体检套餐

内 容

价格（日元） 10 个人用

价格（日元） 15 个人用

2,300,000

3,300,000

(1 个人 230,000)

(1 个人 220,000)

①基础体检（身高、体重等）
PET-CT 団体体检

②PET-CT 全身检查
③血液检查
④肿瘤标志物检查

Common Services included in the Group Course Fees.
The same as the common services included in the All Areas Fee.

Points of Caution
Optional Services (Separate Fees Are Necessary):
Day of Medical Examination Special Pick Up and Drop Off Service to Medical Examination Center
(Varying Price Quotes)
*Regarding Cancellations
1) Cancellations within 1 month of the day of the examination will incur a 100% cancellation fee.
2) Each hospital may be different, so a concrete billing will be prepared in the contract.
3) There will be additional fees for medical interpretation if the schedule for medical examinations
last for 2 days or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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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1

in the
World!

Guidance for the medical diagnosis from the most
advanced medical establishments in all of Japan.
Fulfilling service content.
*Please compare us to other companies. We are realizing a
high cost-performance.

Common Services included in the all region course.
-Medical Examination Bill
-Medical Questionnaire Service
-Accompaniment by a medical interpreter inside the hospital
-In Hospital Snack on the day of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the one portion course does not
include the snack)
-Chinese Translation Service for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Result Form
-Medical Examination Result Form Shipping via EMS
-Customers who purchased our Medical Examination Course can automatically become members
our Japanese Medical Tourism Club. Members will be provided with free one initial inquiry service
within three years.
(Typical Initial Inquiry Fee: 5000 RMB)

Points of Caution
Optional Services (Different Fees will be Charged):
-Day of Medical Exam Send Off to Medical Examination Specialty Car Pick Up and Send Off
Service (60000 yen/day)
*Regarding Cancellations
1) Cancellations within 3 days of the day of examination will incur a 100% cancellation fee.
2) Cancellations within 4-7 days of the day of examination will incur a 50% cancellation fee.
3) Each hospital could possibly be different, so a concrete fee will be prepared in the contract.

Recommendation Options
From your lodging establishment to your establishment of medical examination, a
specialist car pick up and frop off service (1 day 60,000 yen)
If you do not utilize th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we impose the condition that you must
arrive 15 minutes before your medical health examination begins.
Furthermore, in the event that of tardiness, the previously purchased medical health
examination will be voided with no possibility of refund.
*The written pledge to arrive at the designated time will be written as a contract on a
different sheet of paper.

关东地区（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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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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団体 OK 15 名 / 日

备注 1：可追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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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PET-CT 全身体检 A 套餐

2 小时

①PET-CT 全身体检

PET-CT 全面体检 B 套餐

4 小时

①PET-CT 全身检查

②脑部 MRI

PET-CT 全面体检 C 套餐

4 小时

①PET-CT 全身检查

②肿瘤标志物检查

PET-CT 全面体检 D 套餐

4 小时

①PET-CT 全身检查

②脑部 MRI

PET-CT 全面检查 E 套餐

6 小时

①PET-CT 全身检查

②脑部 MRI

价格（日元）
230,000

③肿瘤标志物检查

270,000

④血液检查

250,000

③血液检查

250,000
③肿瘤标志物检查

④血液检查

⑤脑部 PET

300,000

西台体检中心
地址：东京都板桥区高岛平 1 丁目 83-8
备注 1：套餐中的①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问诊、身高、体重、血压。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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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

防癌综合体检套餐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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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0

女士防癌经典体检套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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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

防癌基础经典套餐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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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0

防癌进阶体检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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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研有明医院体检中心
地址：东京都江东区有明 3-8-31
备注 1：
每个套餐中

项目为自选追加项目

甲状腺检查

28,800 日元 ／

乳腺癌检查

26,000 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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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体检套餐名下方表示的时间为除 PET-CT 检查以外的其他项目可检查时间，PET-CT 检查需约另一天。

备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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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①上部内窥镜检查

专门癌筛选（男性 · 女性）
周一 ~ 周五

专门癌筛选（女性）
周三、周五

价格（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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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天

⑤血液检查 · 尿检查
⑦心电图

700,000

⑥内科诊察

⑧眼底 · 听力检查

⑨大肠内窥镜检查

⑩PET-CT 检查（备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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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天

⑦心电图

⑧眼底 · 听力检查

⑨大肠内窥镜检查

⑥内科诊察

⑩甲状腺检查 ( 超声波检查 )

820,000

⑪乳腺癌检查 ( 乳腺 X 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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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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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癌筛选（女性）
周四（备注 4）

③甲状腺检查 ( 超声波检查 )

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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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部内窥镜检查

基本癌筛选（男性 · 女性）
周一、周二、周四

580,000

④乳腺癌检查 ( 乳腺 X 光、超声波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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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天

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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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部内窥镜检查

基本癌筛选（女性）
周三、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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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天

⑦心电图

⑧眼底 · 听力检查

⑫骨密度检查

①上部内窥镜检查

住院检查（男性）
周一 · 二 或 周四 · 五

③血液检查 · 尿检查

2.5 天

⑤心电图

690,000

⑬PET-CT 检查

②肺部螺旋 CT、咳痰细胞学诊断（肺癌检查）
④内科诊察

⑥眼底 · 听力检查

⑨腹部 CT 检查

⑥内科诊察

⑩乳腺癌检查 ( 乳腺 X

⑪子宫 · 卵巢检查 ( 子宫体部细胞诊、超声波检查、HPV 等病菌

光、超声波检查 )
检查 )

⑨甲状腺检查 ( 超声波检查 )

⑦大肠内窥镜检查

⑩胸部 X 线检查 ⑪头颈部检查

⑧甲状腺检查 ( 超声波检查 )

980,000

⑫泌尿器检查

⑬PET-CT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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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检查（女性）
周一 · 二 或 周四 · 五

2.5 天

听力检查

⑧大肠内窥镜检查

X 光、超声波检查 )
菌检查 )

⑥心电图

⑦眼底 ·

⑩乳腺癌检查 ( 乳腺

⑪子宫 · 卵巢检查 ( 子宫体部细胞诊、超声波检查、HPV 等病

⑫骨密度检查

⑯PET-CT 检查

⑤内科诊察

⑨甲状腺检查 ( 超声波检查 )

⑬腹部 CT 检查 ⑭胸部 X 线检查

⑮头颈部 X 线检查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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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苑东影像诊断中心
地址：东京都新宿区左门町 20 番地
备注 1：
生理学检查项目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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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脉波测量、视力、眼压、眼底摄影、肺功能、听力

备注 2：
红色自体为增加的女性检查项目。

备注 3：
癌症综合体检套餐磁共振检查（MRI）项目包括：①全身（扩散加权成像）、②上腹部、③胰胆管成像（MRCP）
、④下腹部
癌 · 脑豪华体检套餐 MRI 检查项目包括以上①②③④以及⑤头 · 颈部（含 MRA）
三大疾病高端豪华体检套餐 MRI 检查项目包括以上①②③④⑤以及⑥心脏 · 冠状动脉（MRA）

备注 4：
血液检查项目包括：贫血 · 多血、糖尿病、肝胆胰功能、血脂、肾功能、循环系统（仅三大疾病高端豪华体检套餐含有）、甲状腺功能、胃检查（幽门螺杆菌抗体等）、
肿瘤标志物、炎症反应、感染症、肝炎病毒、电解质、免疫力测定、血型（仅初次检查时）

备注 5：
认知功能检查项目包括：①脑萎缩程度的评估、②脑糖代谢的评估

备注 6：
心功能检查项目包括：①EF; EDV; EDVI; ESV; ESVI; BSA; CO; CL; PFR; PER 等、②心脏糖代谢的评估

备注 7：
PET/CT 癌症 + 脑专项体检套餐血液检查项目包括：贫血 · 多血、糖尿病、肝胆胰功能、血脂、肾功能、甲状腺功能、胃检查、部分肿瘤标志物、炎症反应、感染症、
肝炎病毒、免疫力测定、血型

体检套餐

癌症综合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5.5 小时

内 容
①内科检查（问诊、所见说明） ②生理学检查（备注 1）
③超声波（上下腹部、甲状腺、乳腺）
（备注 2）
④X 光检查（上消化道、乳房）
⑤PET-CT 检查（全身、胸部 CT、乳房俯卧位）
⑥磁共振成像（MRI）（备注 3）
⑦血液检查（备注 4）
⑧尿检查 · 便检查 ⑨子宫检查

价格（日元）

600,000（男性）
650,000（女性）

6 小时

①内科检查（问诊、所见说明） ②生理学检查
③超声波（上下腹部、颈动脉血管、甲状腺、乳腺）
④X 光检查（上消化道、乳房）
⑤PET-CT 检查（全身、脑、胸部 CT、乳房俯卧位）
⑥磁共振成像（MRI）（备注 3） ⑦认知功能（备注 5）
⑧血液检查 ⑨尿检查 · 便检查 ⑩子宫检查

三大疾病高端豪华体检套餐

8 小时

①内科检查（问诊、所见说明） ②生理学检查
③超声波（上下腹部、颈动脉血管、甲状腺、心脏含多普勒、乳腺）
④X 光检查（上消化道、乳房）
⑤PET-CT 检查（全身、脑、胸部 CT、乳房俯卧位）
⑥磁共振成像（MRI）（备注 3）
⑦认知功能
⑧心功能（备注 6）
⑨血液检查（含循环系统）
⑩尿检查 · 便检查 ⑪子宫检查

PET/CT 癌症专项体检

3 小时

①内科检查（问诊、所见说明） ②生理学检查（仅身高体重血压）
③PET-CT 检查（全身、胸部 CT）
④血液检查（仅胃、部分肿瘤标志物、肝炎病毒、免疫力测定、血型）
⑤尿检查 · 便检查

300,000

5 小时

①内科检查（问诊、所见说明） ②生理学检查（仅身高体重血压）
③超声波（仅颈动脉血管） ④PET-CT 检查（全身、胸部 CT）
⑤磁共振检查（MRI）（仅头部）
⑥认知功能（仅脑萎缩程度评估） ⑦血液检查（备注 7）
⑧尿检查 · 便检查

390,000

癌 · 脑豪华体检套餐

PET/CT 癌 · 脑专项体检

680,000（男性）
720,000（女性）

850,000（男性）
880,000（女性）

关东地区（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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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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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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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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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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CT 豪华体检
套餐（男士 / 女士）

5.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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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0,000（男性）
500,000（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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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内科检查（问诊、视诊，听打诊）
②基础体检（备注 1）

PET/CT 脑高端体检套餐

4.5 小时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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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内科检查（问诊、视诊，听打诊）

PET/CT 标准体检套餐

3.5 小时

②基础体检（备注 1）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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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都诊疗中心
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纪尾井街 4-1
备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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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2：
本套餐含一晚住宿费用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①血液检查

②尿检查

价格（日元）

③内科诊察

④CT 精密检查（胸部、腹部）
⑤X 光检查（胸部、上消化道）、乳房 X 光检查（女性）
⑥MRI 检查 （前列腺（男性）、子宫 · 卵巢（女性）、头部
⑦循环系统检测（血压测量、安静时心电图检查、运动负荷心电图检查）

豪华体检套餐

2天

⑧甲状腺功能检查
⑨肺功能检查

⑩听力检查

⑪眼底 · 听力检查

⑫PET-CT 全身检查
⑬超声波检查（乳腺（女性）、劲动脉、心脏、肝脏、胆囊 胰脏、肾脏、脾脏）
⑭妇科检查 子宫检查 宫颈细胞学检查（女性） ⑮外科诊察 乳房诊察（女性）
⑯保健指导

620,000（男性）
650,000（女性）

关东地区（八家）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辻仲胃肠医院
地址：千叶県柏市若柴１７８番地２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胃镜・肠镜检查

内 容
①胃内窥镜

1天

价格（日元）
188,000

②肠内窥镜

东京心脏中心
地址：东京都品川区北品川 5 丁目 4 番 12 号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心血管全方位进阶检查套餐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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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0

心血管全方位经典检查套餐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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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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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东京地区观光
银座 / 新宿繁华街 新宿歌舞伎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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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草雷门寺 / 仲见世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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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西地区（六家）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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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各套餐中的 PET/CT 项目：
PET/CT 的摄影范围是从眼睛以上部位到大腿部中间部位。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A 套餐（PET 单项 )

2.5 小时

内 容

价格（日元）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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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豪华体检套餐

6 小时

周二 ~ 周五

④腹部超声
⑤心电图

⑥血液检查

⑧血液学检查

310,000

⑦生化学检查

⑨肿瘤标志物

⑩尿液检查
⑪便潜血检查

阪和智能医疗中心
地址：大阪府堺市中区深井北町 3176 番地
団体 OK 15 名 / 日

备注 1：各套餐中的①基础体验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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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追加项目
※1 乳腺超声波：5,000 日元 ／

※2 骨密度检查：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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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00 日元（注意：此追加项目仅「PET-CT 进阶全面检查」可选）
【温馨提示】仅可作为套餐的追加项目购买，不可单独购买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①基础体检 ②尿检 / 便检
③肺功能

PET-CT 进阶全面检查

1天

④痰液细胞学检查
⑥心电图
⑩PET-CT

380,000

⑤眼压 / 眼底检查

⑦血液检查

⑧经鼻胃镜

⑨甲状腺 · 颈动脉 · 腹部超声

⑪脑部 · 腹部 MRI/ 脑部 MRA

①基础体检 ②尿检
③眼底检查

PET-CT 经典体检

1天

④血液检查
⑤PET-CT
⑥脑部 · 腹部 MRI

280,000

关西地区（六家）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医诚会医院
地址：大阪市东淀川区菅原 6-2-25
备注 1：各套餐中的①基础体验项目包括：
诊察、问诊、身高、体重、BMI、体脂肪率、血压、脉搏、腹围、视力、听力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①基础体检

价格（日元）

②眼底 · 听力检查

③血液检查（生化学检查 · 感染病检查 · 肿瘤标志物） ④血球算定检查

PET-CT 标准体检套餐

1天

⑤尿检查

⑥大便隐血（两次法）

⑦腹部超声波检查（肝、胆、胰、肾、脾） ⑧心电图
⑨胃内窥镜检查

410,000

⑩肺功能检查 · 胸部 X 光线检查

⑪PET-CT 检查
①基础体检

②眼底 · 听力检查

③血液检查（生化学检查 · 感染病检查 · 肿瘤标志物） ④血球算定检查
⑤尿检查

PET-CT 高端豪华体检套餐

1天

⑥大便隐血（两次法）

⑦腹部超声波检查（肝、胆、胰、肾、脾） ⑧心电图 · 心脏超声 · 心脏 CT
⑨胃内窥镜检查

530,000

⑩肺功能检查 · 胸部 X 光线检查 · 胸部 CT ⑪甲状腺检查

⑫头颈部检查（MRI · MRA · 颈动脉超声） ⑬骨检查
⑭内脏脂肪（代谢症候群） ⑮PET-CT 检查

东大阪山路医院
地址：大阪府东大阪市稻叶 1-7-5
备注 1：各套餐中的①基础体验项目包括：
诊察、问诊、身高、体重、BMI、体脂肪率、血压、脉搏、腹围、视力、听力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①基础体检

价格（日元）

②眼底 · 听力检查

③血液检查（生化学检查 · 感染病检查 · 肿瘤标志物） ④血球算定检查

PET-CT 标准体检套餐

1天

⑤尿检查

⑥大便隐血（两次法）

⑦腹部超声波检查（肝、胆、胰、肾、脾） ⑧心电图
⑨胃内窥镜检查

410,000

⑩肺功能检查 · 胸部 X 光线检查

⑪PET-CT 检查
①基础体检

②眼底 · 听力检查

③血液检查（生化学检查 · 感染病检查 · 肿瘤标志物） ④血球算定检查
⑤尿检查

PET-CT 高端豪华体检套餐

1天

⑥大便隐血（两次法）

⑦腹部超声波检查（肝、胆、胰、肾、脾） ⑧心电图 · 心脏超声 · 心脏 CT
⑨胃内窥镜检查

⑩肺功能检查 · 胸部 X 光线检查 · 胸部 CT ⑪甲状腺检查

⑫头颈部检查（MRI · MRA · 颈动脉超声） ⑬骨检查
⑭内脏脂肪（代谢症候群） ⑮PET-CT 检查

530,000

关西地区（六家）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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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①身体检查（身高体重血压等）

PET-CT 基础体检套餐

②血液检查

3 小时

③肿瘤标志物

2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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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CT 豪华体检套餐

③肿瘤标志物

④尿检查

1天

280,000

⑤PET/CT
⑥头部 MRI・MRA
⑦骨盆部 MRI

草津心脏中心
地址：滋贺県草津市驹井沢町 407 番地 1

体检套餐

心血管全方位检查

体检时间

5~6 小时

内 容
①医师诊察

②基础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等）

③胸部 X 光

④安静时心电图

⑥负荷心电图

⑤血压脉搏测定（动脉硬化）

⑦心脏超声

价格（日元）

200,000

⑧64 列多层螺旋 3 维 CT 检查（使用造影剂）

心血管基础检查

4~5 小时

①医师诊察

②基础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等）

③胸部 X 光

④安静时心电图

⑤血压脉搏测定（动脉硬化） ⑥负荷心电图

150,000

⑦心脏超声

大阪地区观光
心斋桥 / 道顿崛
心斋桥作为大阪最大的购物区，集中了许多精品屋和专卖店，从早到晚熙熙攘攘，
到处是市民和游客的人流。这里大型百货店、百年老铺、各种小店铺鳞次栉比。
道顿崛来到号称日本厨房的大阪，道顿崛美食街是绝对不 能错过的。在这里各种
美食的招牌每天都招来川流不息的 人潮，可以吃到金龙拉面、章鱼烧、回转寿司、
河豚肉等著名小吃。

北海道地区（五家）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北斗医院
地址：带广市稻田町基线 7 番地 5
団体 OK 15 名 / 日

※1

备注 1

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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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备注 2：
乳腺癌检查为自选追加项目，19,500 日元。不可单独预约。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①基础体检（备注 1）
②脑部检查（MRI/MRA/ 颈部超声）

高阶全面体检尊贵套餐

1～2天

③心脏检查（CT/ 心超声 / 动脉硬化 /）

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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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基础体检（备注 1）
②PET-CT

防癌综合体检套餐

3.5 小时

220,000

③骨盆部 MRI
④甲状腺超声
⑤肿瘤标志物

小樽市立医院
地址：小樽市若松 1 丁目 1 番 1 号
※1

备注 1

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血压、身高、体重等。

※2

备注 2：
(※) 第 2 天实施

体检套餐

PET 单项套餐

体检时间

1天

内 容
①基础体检（备注 1） ②血液检查
③尿检查

④肿瘤标志物

⑤内脏脂肪 CT( 代谢症候群 )

①基础体检（备注 1） ②血液检查

PET · 脑豪华体检套餐

1天

⑤内脏脂肪 CT（代谢症候群 )
⑧颈动脉超声波

③尿检查

⑥PET-CT

⑧内脏脂肪 CT（代谢症候群 )
⑪脑部 MRI/MRA

④肿瘤标志物

⑦脑部 MRI/MRA

③尿检查

⑤心电图 / 肺功能（※） ⑥胃内视镜

2天

⑥PET-CT

⑨骨密度检查（女性） ⑩乳腺癌检查（女性）

①基础体检（备注 1） ②血液检查

高端豪华体检套餐

价格（日元）

268,000（男性）
300,000（女性）

④肿瘤标志物

⑦动脉硬化（血压脉搏）（※）

⑨甲状腺超声波（※)

⑩骨盆部 MRI

⑫颈动脉超声波（※） ⑬心脏超声波（※） ⑭PET-CT

⑮骨密度检查（女性） ⑯乳腺癌检查（女性）

188,000

370,000（男性）
402,000（女性）

北海道地区（五家）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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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备注 1

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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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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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①基础体检
②防癌检查（PET-CT 检查 / 肿瘤标志物 5 种 / 便潜血）

防癌经典体检套餐

5.5 小时

③胸部 CT

3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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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幌东德洲会医院
地址：札幌市東区北三十三条東 14-3-1
※1

备注 1

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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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备注 2

生化学检查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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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备注 3

：可追加项目

※1 乳腺癌体检（乳腺钼靶检查・超声检查・身体检查）：10,800 日元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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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天 A 套餐 +PET

2天

⑥尿检査

⑤血液检查

⑦腹部（肝・胆嚢・胰腺）CT、心脏血管 CT

⑧头部 MRI、MRA、颈部 MRA

360,000

⑨超声检查（腹部、甲状腺、颈动脉、肾动脉、心脏）
⑩胃镜检查
⑪PET-CT 检查

⑫医生诊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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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尿检査

单天 B 套餐 +PET

2天

⑤血液检查

⑦腹部（肝・胆嚢・胰腺）CT、心脏血管 CT

⑧头部 MRI、MRA、颈部 M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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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⑫PET-CT 检查

⑬医生诊断・说明

410,000

北海道地区（五家）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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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备注 1

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血压、身高、体重、腹围、安静时心电图、血液检查（血常规、动脉硬化、肝肾功能、血糖等）、尿检、便检等。

※2

备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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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内 容

价格（日元）

①基础体检（备注 1）

心血管检查 A 套餐

4 小时

②心脏 CT

150,000

③经鼻胃镜

动脉硬化检查

1 小时

基础体检

2 小时

①血液检查
②动脉硬化

①基础体检
②经鼻胃镜

40,000

78,000

北海道地区观光
北海道神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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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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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冲绳地区（二家）
MEDICAL EXAMINATION 日本高端体检

古贺医院 21
地址：久留米市宫之阵 3-3-8
団体 OK 15 名 / 日

※1

备注 1：基础体检项目包括：
◇血压、身高、体重、内脏脂肪测定。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经典体检套餐

7 小时

内 容
①基础测量 ②血压检查 ③腹部 · 甲状腺超声
④PET-CT
⑤血液检查（含肿瘤标志物 6 种）
⑥头部核磁共振检查 MRI・MRA
⑦便检

价格（日元）

350,000

⑧医师诊察
①基础测量

②血压检查

③腹部 · 甲状腺 · 颈动脉 · 乳腺超声

④PET-CT
⑤血液检查（含肿瘤标志物 6 种） ⑥头部核磁共振检查 MRI・MRA

黄金体检套餐

1.5 天

⑦上部消化管纤维胃镜检查

⑧安静时心电图 / 血压脉搏（ABI·CAVI）

420,000

⑨眼底检查
⑩便检 / 尿检
⑪医师诊察

丰见城中央医院附属健康管理中心
地址：丰见城市字丰崎 3-49
体检套餐

体检时间

最简防癌体检套餐

2 小时

①基础测量

②PET-CT

400,000

基础防癌体检套餐

6 小时

①基础测量

②血液检查（含肿瘤标志物） ③PET-CT

420,000

经典防癌体检男士套餐

1.5 天

①基础测量
⑤听力检查
⑨眼科检查

②腹部 · 甲状腺超声 ③PET-CT ④血液检查（含肿瘤标志物）
⑥便检 / 尿检 ⑦经鼻胃镜 / 胃 X 光 ⑧安静时心电图 / 血压
⑩肺功能检查

500,000

1.5 天

①基础测量 ②腹部 · 甲状腺超声 ③PET-CT ④血液检查（含肿瘤标志物）
⑤听力检查 ⑥便检 / 尿检 ⑦经鼻胃镜 / 胃 X 光 ⑧安静时心电图 / 血压
⑨眼科检查 ⑩肺功能检查 ⑪妇科检查（乳房超声 / 乳腺 X 光 / 宫颈癌检查 /
经阴道超声）

经典防癌体检女士套餐

内 容

价格（日元）

5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