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及特长：癌研有明医院体检中心针对各国贵宾，提供定制的专业的癌症早期筛查体检服务。
癌研有明医院体检中心实施日本领先的癌症体检，由癌症领域的专家医生直接进行检查和诊断．如果发现有疑似癌症，可以转到
本院的专门门诊，继续进行高度精密的检查，如果需要进一步治疗，也可以在本院接受高品质的癌症治疗服务。

　 

套餐种类 所需时间 检  查  内  容 日元价格 慎用客户

基本
癌筛选 4小时 445,564 ★★

女性基本
癌筛选 5小时 612,600 ★

★★

专门
癌筛选 2日 705,511 ★★

女性专门
癌筛选 2日 872,547 ★

★★

女性专科
癌筛选

4-5
小时

454,856 ★

脑部精密
检查 1.5小时 195,011 ★

住院检查
2日

（周一或
周四）

1,002,622
（男性）

1,076,747
（女性）

★
★★

住院检查
加PET-CT

3日
（周一或
周四+另
加一日）

1,577,956
（男性）

1,652,182
（女性）

★★
★★

地址：東京都江東区有明3-8-31

癌 研 有 明 医 院

胃内视镜检查 肺癌检诊生化检查
（血液检查，尿检，便检） 腹部超声波检查

眼底/听力检查 肿瘤标志物检查心电图 内科诊察

甲状腺检查

乳癌检查 子宫，卵巢检查 骨密度检查 肺癌检诊

生化检查（血液检查，尿检） 肿瘤标志物检查

女性

男性 胃/肠内视镜，肺癌检诊，超声波，生化检查，腹部CT，头颈部检查，
泌尿检查，胸部X线，心电图，眼底听力检查，内科诊察

胃/肠内视镜，肺癌检诊，超声波，生化检查，腹部CT，头颈部检查，
乳癌检查，子宫卵巢，胸部X线，心电图，眼底听力检查，内科诊察

女性

男性 胃/肠内视镜，肺癌检诊，超声波，生化检查，腹部CT，头颈部检查，
泌尿检查，胸部X线，心电图，眼底听力检查，内科诊察，PET-CT

胃/肠内视镜，肺癌检诊，超声波，生化检查，腹部CT，头颈部检查，乳癌检查，
子宫卵巢，胸部X线，心电图，眼底听力检查，内科诊察，PET-CT

备注 1　可以单独检查 PET-CT，加PET-CT需要另加一天。脑部精密检查不能单独预约。
备注 2   胃肠镜检查时，如果医生无法肉眼判断，会直接采取组织做检查。额外费用另行支付。肠镜检查时，如果发现可直接切除的息肉，可以
直接 
             切除。额外费用另行支付。切除息肉者，根据日本内视镜学会的规定，需要在日本停留2星期左右观察。1星期之内请不要坐飞机回国。
备注３   本套餐体检当天的中文翻译人员，是由院方提供。

慎用客户： ★月经期客户     ★ 体内有金属的客户 　★糖尿病客户 　★白、绿内障客户　 ★过敏（药物、食物等）客户

胃/大肠内视镜检查 肺癌检诊生化检查
（血液检查，尿检，便检） 腹部超声波检查

眼底/听力检查 肿瘤标志物检查心电图 内科诊察

胃/大肠内视镜检查 肺癌检诊生化检查
（血液检查，尿检，便检） 腹部超声波检查

眼底/听力检查 肿瘤标志物检查心电图 内科诊察

甲状腺检查 子宫，卵巢检查乳癌检查 骨密度检查

甲状腺检查 子宫，卵巢检查乳癌检查 骨密度检查

胃内视镜检查

肺癌检诊

生化检查（血液检查，尿检，便检） 腹部超声波检查

眼底/听力检查 肿瘤标志物检查心电图 内科诊察

MRI/MRA检查 颈动脉超声波检查 ABI检查

备注：另收20%服务费



概要及特长：日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立于2006年2月，配备了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中心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为目标，积极
实施包括MRI/MRA、 PET-CT等影像学检查、 各种理化学和肿瘤标志物检查在内的综合性健康体检。同时以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及研究部门为依托，组建由丰富临床经验的放射线影像学及核医学专家、医师所组成的技术团队。施行双轨双盲式读片制度
（由两位医生同时各自阅读影像检查资料，最后汇总结果），保障了检查诊断的准确性。同时，该中心的室内装饰是以体检者
能安心接受体检为目标而设计，具有舒适温馨的环境。
※  该中心每年进行PET检查约4,000人次。截至现在，癌症发现率超过2.3%，其中早期癌96％。 具体为肺癌34%、大肠癌
19%、包括甲状腺在内的头颈部癌13％、妇科癌13％、乳腺癌10％。

　 

套餐种类 所需时间 检  查  内  容 日元价格 慎用客
户

A套餐 3.0
小时 430,862 ★★

B套餐 3.5
小时 481,912 ★

★★

C套餐 3.0
小时 451,282 ★★

D套餐 3.5
小时 463,534 ★

★★

E套餐 4.0
小时 532,962 ★

★★

全身PET-CT 肿瘤标志物血液检查

全身PET-CT

头部MRI全身PET-CT

肿瘤标志物

血液检查脑部PET

地址：东京都文京区千驮木1丁目12-15

日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备注1   本套餐体检当天的中文翻译人员，是由院方指定。
备注2   可追加项目：（检查当天不可更换内容或加项）
            1，超声波检查：腹部（周三）15700日元、甲状腺（周三）9700日元、颈动脉（第1、3、5周的周三）9700日元
            2，血液检查    ：甲状腺  7300日元、凝血 5500日元、肿瘤标志物 5500日元 
备注3   血液检查项目包括：肝、肾、胰腺功能检查，脂质代谢，糖代谢，风湿性关节，肿瘤标志物等
备注4   取消费用：3周前 30%、2周前 50%、1周前100%
            变更费用：3周前 取消费用（30%）的50%、2周前 取消费用（50%）的50%、1周前取消费用（100%）的50%

慎用客户： ★月经期客户     ★ 体内有金属的客户 　★糖尿病客户 　★白、绿内障客户　 ★过敏（药物、食物等）客户

全身PET-CT 血液检查 肿瘤标志物头部MRI

全身PET-CT 头部MRI

备注：另收20%服务费



概要及特长：昭和大学是上條秀介博士在1928年创立，建院88年，拥有医学部，齿学部，药学部，保健医学部医学部4大学部
的大型综合医科大学。昭和大学附属医院是该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专科领域的细分和合作在国际上享有很高评价。目前昭和
大学医院除本院外拥有昭和大学附属东医院，藤丘医院，藤丘康复医院，横滨北部医院，鸟山医院，齿科医院，江东丰洲医院，
丰洲预防医学体检中心8家分支机构。昭和大学本院日接受患者2500多人，每年接受手术7242件（2015年）。昭和大学丰洲预
防医学体检中心依托其雄厚的临床医院实力、先进技术设备、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细致入微的日式服务等，该体检中心逐渐
成为日本国民和众多国外客人首选的体检机构。 

　 

套餐种类 所需时间 检  查  内  容 日元价格 慎用客户

基础套餐 3.5
小时 244,019 ★

可追加项目

甲状腺检查 1小时 15,315

脑精密检查 1小时 86,785 ★

肺癌精密
检查 10分钟 45,741

胃/大肠
内视镜 另需1日 240,956 ★★

循环器检查 30分钟 42,372 ★

妇科/乳腺
检查 2小时 108,226 ★

肿瘤标志物
男性11項目：AFP・PIVKA-Ⅱ・CA19-9・CA72-4・CYFRA・
CEA・SCC・ProGRP・DUPAN-2・IRE・PSA
女性13項目：AFP・PIVKA-Ⅱ・CA19-9・CA72-4・CYFRA・
CEA・SCC・ProGRP・DUPAN-2・IRE・CA125・CA54/61・CA15-3

36,246

PET-CT 另需1日 眼窝到大腿根部 393,596 ★★

地址：東京都江東区豊洲5-5-1

昭和大学附属医院

基本检查（身高 体
重 血压等）

 生化检查（血液检
查，尿检，便检）

腹部/骨密度    
超声波检查

呼吸机能检查/     
胸部X线检查 医生问诊心电图

五官科检查
（眼科，听力）

胸部CT

颈动脉超声波头部MRI/MRA

胃内视镜检查 结肠内视镜检查

心脏超声波 BNP

细胞诊/超声波 乳腺超声波/钼靶检查

可加项不可以单独检查，只能在基础套餐的基础上选择。      妇科/乳腺检查和胃肠镜检查每周二不能预约，循环器检查每周的
周二、周三、周四都不可以预约。       根据预约日程，有基础检查与胃肠内视镜分成两天进行检查的可能性。     PET-CT检查
机构是在昭和大学附属医院指定签约机构友爱医院进行。
慎用客户： ★月经期客户     ★ 体内有金属的客户 　★糖尿病客户 　★白、绿内障客户　 ★过敏（药物、食物等）客户

甲状腺超声波检查 TSH・FT3・FT4

备注：另收20%服务费



以下人群需要着重提高“防癌体检”意识：

1、患有或曾患有容易诱发癌症疾病的人群；

2、手术切除癌症肿瘤后易复发人群；

3、40岁以上人群；

4、生活压力大的人群；

5、亚健康人群；

6、生活环境相对复杂（气候、空气、饮用水、食物等因素）人群；

7、有癌症家族病史，但仍未有明显身体症状人群。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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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处于经期或哺乳，妊娠可能性，目前有正在服用的药物的情况
下，请事先与本公司商量。）

预约体检前



各项服务内容包括

□　体检费用

□　体检前问诊服务

□　体检当天酒店到体检机构的接送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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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后30个工作日左右）

□　本资料所有价格均为日元报价，费用均为评估价格，具体价格以预约时为准

□　根据日本医院的价格调整，会有价格变动的情况

注意事项

1 ) 请提前1个月预约。预约时，请告知姓名（汉字、拼音等)，出生年月日，年龄，性别，
身高，体重，是否患有糖尿病(如有，是否正在治疗)，体内是否植入金属，有无幽闭恐惧
症，女性是否有 怀孕的可能性等。

2 ) 请告知联系地址，以便邮送体检相关资料及便检查用的采便容器（体检预约日前10天
邮送）。

3 ) 请仔细阅读2)送去的资料，详细填写其中需要本人填写的部分。所有资料请在体检当
日提交至我们的医疗翻译手中。

4 ) 请按照要求收集大便（分两天收集）并分别放入指定采便容器内。请在容器的标签上
填写姓名，出生年月日，及采便日期。有便秘倾向者请酌情提前开始收集 （检查前4天
以内的便均可 ) 。
采便容器请在体检当日登记时提交。（注意：采量不足，或采便后放置超过4天时，便隐
血检查有可能无法实施。）

5）注意：检査前一天，严禁饮酒！

6）关于取消：取消在一定期间内将会产生违约金。各医院情况或有不同，以服务合同为
准。

日本精密体检服务内容及注意事项



STEP1  决定体检医院与体检套餐

  STEP2  确认签证

  STEP4  支付费用

  STEP3 签订合同

  STEP5  完成预约

  STEP6  前往日本

  STEP8  医疗翻译前去酒店迎接

  STEP7  体检前日医疗翻译去酒店进行第
二天体检说明

  STEP9  体检开始

  STEP10  完成一天体检送回酒店

前往日本旅行、体检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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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11  体检报告翻译后邮寄客户

日本精密体检的申请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