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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学病院成立于 1925 年，迄今有 90 多年的历史。 

被日本厚生劳动省指定为救急救命中心及癌症治疗定点医 

院。拥有一流的诊疗设备和专家团队，是日本屈指可数的 

综合大学医院。体检项目均有各科专家操作完成。拥有代 

表日本最高科技水平的医疗技术和服务，确保精密体检的 

效果。不但体检结果精准，而且利用该院独有的检治一体 

系统，让患者更加安心放心。该院的眼科及肝胆胰等手术 

案例位居全日本第一，同时是肝脏移植手术的权威机构。 

顺天堂大学医院现在的院长天野篤先生也是日本大学毕业 

的高材生。 



  

 ★基本方针                                                

【1】以爱与责任为基调，遵守保护患者的个人信息，尊重患者自身的决定权，尊重生命的 

尊严，提供将健康与幸福紧密连接的，高效且尊重伦理的医疗服务。  

【2】作为大学的附属病院，提供高度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为各地区的医疗水准的提高 

做出贡献，为社会“ 培养优秀的临床医生和医学教育研究人员” 做出努力。  

【3】通过与其他的医疗机构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积极推进作为给患者提供更加优良的医 

疗服务机构的职能。    

  

 ★理念                                    

☆ 日本大学病院的理念是： “ 病院是为病者而存在的” 。  

 
☆ 教、职员齐心协力，以提供患者满意的医疗服务而努力。  



                 

  

 ★临床研究   

【1】培育优良的临床医生  

 
【2】优秀的医学研究者辈出  

 
【3】充满热情的医学教育者抬头  

 
基础研究是大学的生命线，而提供最新的治疗是基盘。  

在临床医学领域中最大的主题是： “ 一切为了患者的利益”   

为改善每一位患者的健康环境为使命的大学医院。  

 
日本大学正在为迎接她的100岁诞辰，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谱写新的历史而不断迈步前行。  

  

 

                 
  

  



  

★日本大学病院的与众不同                              

☆作为日本最大规模大学的医院，该大学以培养优秀的临床医师、优秀的医学研究和教育 

人员为理念，同样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90多年的历史）。尤其以临床医疗为

自豪。  

☆因为拥有许多优秀的临床医师和护理人员，其医疗服务的口碑非常好，同时在许多领域 

拥有很多优秀的研究人员。是日本许多名人政要长期利用的医疗机构。因此为政要人员特 

意设计有从停车场直达特殊诊疗室的电梯通道，可以避免与外人接触，私密性极高。  

☆2014年新修建的医院地处东京黄金地段，耗资400多亿日元，所购入的都是最先进的医

疗器材。整个医院邀请知名设计师以温馨为题目，各楼层的设计按色彩划分，墙壁座椅相

辉映，大多选用暖色调，完全没有传统医院的冰冷灰色，更没有消毒液的刺激味道。住院

病房完全按居家设计，非常温馨。  

☆培养和拥有许多优秀的人员，顺天堂大学医院的院长天野先生，也是日本大学培养出来 

的优秀医生之一。在许多先端医疗领域，该医院也拥有在日本医疗领域占有极高的地位。  

  

    



 （A)  日本大学病院综合检诊＋脑部精密核查＋胸部 CT＋胃镜 １日套餐 
【 该套餐特点】这是一个相对简易的套餐：不含精密癌症检测的 PET-CT，包含项目有：综合体检、癌症标志物、脑部核磁共振、胸部 CT、胃镜    

日程 时间 健診項目（男性） 金額 時間 健診項目（女性） 金額 

第一天 7：30 挂号 7：30 挂号 

8：00 综合检查 8：00 综合检查 

身体测试 身高，体重，肥胖度（BMI），体脂 率，

腰围 

身体测试 身高，体重，肥胖度（BMI），体脂 率，

腰围 

问诊 现在的健康状态，以往病史，家族 

病史，生活习惯，嗜好等 

问诊 现在的健康状态，以往病史，家族 

病史，生活习惯，嗜好等 

诊察 内科检查 诊察 内科检查，乳腺触诊（女性） 

测定血压 坐位测定（安静时）测脉搏 测定血压 坐位测定（安静时）测脉搏 

尿检 定性 蛋白，潜血，尿糖，比重 尿检 定性 蛋白，潜血，尿糖，比重 

尿检 沉渣 红血球，白血球，颗粒圆柱，硝子 

圆柱 

尿检 沉渣 红血球，白血球，颗粒圆柱，硝子 

圆柱 

血液一般检查 红细胞（Hb,Ht,MCV,MCH,MCHC）,白 

血球，血液像，血小板，血沉 

血液一般检查 红细胞（Hb,Ht,MCV,MCH,MCHC）,白 

血球，血液像，血小板，血沉 

血液生化学检查 总蛋白·蛋白分画·白蛋白·r - 球蛋 

白・总胆红素·尿酸·AST·ALT·r -  

GTP·LDH•碱P・胆碱酯酶·总胆固醇· 

所以LDL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和中性脂肪・尿素氮·血清铁·血糖 

（负荷前）・HbA 1 c（NGSP）·A  / GA·  胰岛素 

血液生化学检查 总蛋白·蛋白分画·白蛋白·r - 球蛋 

白・总胆红素·尿酸·AST·ALT·r -  

GTP·LDH•碱P・胆碱酯酶·总胆固醇· 

所以LDL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和中性脂肪・尿素氮·血清铁·血糖 

（负荷前）・HbA 1 c（NGSP）·A  / GA·  胰岛素 

血液血清检查 HBs 抗原・（HCV 抗体）·类风湿因 子·

高灵敏度 CRP·血型（ABO Rh） 

血液血清检查 HBs 抗原・（HCV 抗体）·类风湿因 子·高

灵敏度 CRP·血型（ABO Rh） 

便检查 潜血反应（2 回法） 便检查 潜血反应（2 回法） 

胸部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2 方向） 胸部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2 方向） 

胃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食道·胃·十二指肠 胃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食道·胃·十二指肠 

腹部超声波检查 胆囊·肝脏·胰腺·肾脏·脾 腹部超声波检查 胆囊·肝脏·胰腺·肾脏·脾 

心电图检查 标准十二诱导（安静时） 心电图检查 标准十二诱导（安静时） 

肺机能检查 努力肺量・比肺活量/ 1 秒率・1% 1 

秒 

肺机能检查 努力肺量・比肺活量/ 1 秒率・1% 1 

秒 

眼科检查 裸眼· 矫正视力·眼压测量·眼底检 查 眼科检查 裸眼·矫正视力·眼压测量·眼底检 

查 

听力检查 左右 6 点（250，500，1000，2000，  

4000，8000 Hz 

听力检查 左右 6 点（250，500，1000，2000，  

4000，8000 Hz 

医生面谈 医生综合判定和生活指导 医生面谈 医生综合判定和生活指导 

●妇科精密检查 妇科诊察/子宫颈部细胞诊（阴道内 

超声波检查） 

肿瘤标志物 检查内容 肿瘤标志物 检查内容 

PSA 前例腺癌（仅限男性） CYFRA 肺癌 

CYFRA 肺癌 幽门螺旋杆菌 胃炎，胃溃疡，胃癌 

幽门螺旋杆菌 胃炎，胃溃疡，胃癌 CEA 各种消化器癌，肺癌 

CEA 各种消化器癌，肺癌 SCC 子宫颈部癌，肺偏平上皮癌，食道癌 

SCC 肺偏平上皮癌，食道癌 AFP 肝细胞癌，胚芽肿，软黄囊肿瘤 （注 明：

适合有慢性肝障碍或细菌性肝 

炎的患者） 

AFP 肝细胞癌，胚芽肿，软黄囊肿瘤 （注 明：

适合有慢性肝障碍或细菌性肝 

炎的患者） 

CA19-9 胰腺癌，胆囊胆管癌，大肠癌 

CA19-9 胰腺癌，胆囊胆管癌，大肠癌 CA125 卵巢癌，肺癌，胰腺癌 

CA125 肺癌，胰腺癌 CA15-3 乳癌，乳腺超声波检查，乳腺X线检 

查（仅限女性） 

NT-proBNP NT-proBNP 

乳房超音波検査 

乳房Ｘ線検査 

●妇科精密检查 妇科诊察/子宫颈部细胞诊（阴道内 

超声波检查） 

8：30 脑检查 MRI·MRA检查 1）问诊，神经学检查 

2）头部MRI（脑磁共鸣画像）3）头部 

MRA（脑血管磁共鸣画像）注明： 
MRI·MRA检查，虽然没有放射线辐 射

，但是需要进入强磁场中，幽闭恐 

惧症的人，体内带心脏起搏器，手术 

用夹子等金属的人，还请一定要事 

先提出申请。 

8：20 脑检查 MRI·MRA检查 1）问诊，神经学检查 

2）头部MRI（脑磁共鸣画像）3）头部 

MRA（脑血管磁共鸣画像）注明： 
MRI·MRA检查，虽然没有放射线辐 射

，但是需要进入强磁场中，所以怀 

孕的女性不建议去做。幽闭恐惧症 

的人，体内带心脏起搏器，手术用夹 

子等金属的人，还请一定要事先提 

出申请。 

胸部 CT 检查 肺癌·肺疾患病检查 胸部 CT 检查 肺癌·肺疾患病检查 

11：00 胃镜 上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11：00 胃镜 上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价格 360，000 380，000 

体检现场口译费 4 万日元/天 

体检报告笔译费  4 万日元/份 

注：具体时间有可能根据当天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请谅解。  



（C）  日本大学病院综合检诊＋脑部精密核查＋胸部 CT＋胃镜＋肠镜 2 日套餐 
【该套餐特点】这是一个相对简易的套餐：不含精密癌症检测的 PET-CT，包含项目有：综合体检、癌症标志物、脑部核磁共振、胸部 CT、胃镜  

日程 时间 健診項目（男性） 金額 時間 健診項目（女性） 金額 

第一天 8：00 挂号 8：00 挂号 

8：30 综合检查 8：30 综合检查 

身体测试 身高，体重，肥胖度（BMI），体脂 率，

腰围 

身体测试 身高，体重，肥胖度（BMI），体脂 率，

腰围 

问诊 现在的健康状态，以往病史，家族 

病史，生活习惯，嗜好等 

问诊 现在的健康状态，以往病史，家族 

病史，生活习惯，嗜好等 

诊察 内科检查 诊察 内科检查，乳腺触诊（女性） 

测定血压 坐位测定（安静时）测脉搏 测定血压 坐位测定（安静时）测脉搏 

尿检 定性 蛋白，潜血，尿糖，比重 尿检 定性 蛋白，潜血，尿糖，比重 

尿检 沉渣 红血球，白血球，颗粒圆柱，硝子 

圆柱 

尿检 沉渣 红血球，白血球，颗粒圆柱，硝子 

圆柱 

血液一般检查 红细胞（Hb,Ht,MCV,MCH,MCHC）,白 

血球，血液像，血小板，血沉 

血液一般检查 红细胞（Hb,Ht,MCV,MCH,MCHC）,白 

血球，血液像，血小板，血沉 

血液生化学检查 总蛋白·蛋白分画·白蛋白·r - 球蛋 

白・总胆红素·尿酸·AST·ALT·r -  

GTP·LDH•碱P・胆碱酯酶·总胆固醇· 

所以LDL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和中性脂肪・尿素氮·血清铁·血糖 

（负荷前）・HbA 1 c（NGSP）·A  / GA·  胰岛素 

血液生化学检查 总蛋白·蛋白分画·白蛋白·r - 球蛋 

白・总胆红素·尿酸·AST·ALT·r -  

GTP·LDH•碱P・胆碱酯酶·总胆固醇· 

所以LDL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和中性脂肪・尿素氮·血清铁·血糖 

（负荷前）・HbA 1 c（NGSP）·A  / GA·  胰岛素 

血液血清检查 HBs 抗原・（HCV 抗体）·类风湿因 子·

高灵敏度 CRP·血型（ABO Rh） 

血液血清检查 HBs 抗原・（HCV 抗体）·类风湿因 子·高

灵敏度 CRP·血型（ABO Rh） 

便检查 潜血反应（2 回法） 便检查 潜血反应（2 回法） 

胸部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2 方向） 胸部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2 方向） 

胃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食道·胃·十二指肠 胃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食道·胃·十二指肠 

腹部超声波检查 胆囊·肝脏·胰腺·肾脏·脾 腹部超声波检查 胆囊·肝脏·胰腺·肾脏·脾 

心电图检查 标准十二诱导（安静时） 心电图检查 标准十二诱导（安静时） 

肺机能检查 努力肺量・比肺活量/ 1 秒率・1% 1 

秒 

肺机能检查 努力肺量・比肺活量/ 1 秒率・1% 1 

秒 

眼科检查 裸眼· 矫正视力·眼压测量·眼底检 查 眼科检查 裸眼·矫正视力·眼压测量·眼底检 

查 

听力检查 左右 6 点（250，500，1000，2000，  

4000，8000 Hz 

听力检查 左右 6 点（250，500，1000，2000，  

4000，8000 Hz 

医生面谈 医生综合判定和生活指导 医生面谈 医生综合判定和生活指导 

●妇科精密检查 妇科诊察/子宫颈部细胞诊（阴道内 

超声波检查） 

肿瘤标志物 检查内容 肿瘤标志物 检查内容 

PSA 前例腺癌（仅限男性） CYFRA 肺癌 

CYFRA 肺癌 幽门螺旋杆菌 胃炎，胃溃疡，胃癌 

幽门螺旋杆菌 胃炎，胃溃疡，胃癌 CEA 各种消化器癌，肺癌 

CEA 各种消化器癌，肺癌 SCC 子宫颈部癌，肺偏平上皮癌，食道癌 

SCC 肺偏平上皮癌，食道癌 AFP 肝细胞癌，胚芽肿，软黄囊肿瘤 （注 明：

适合有慢性肝障碍或细菌性肝 

炎的患者） 

AFP 肝细胞癌，胚芽肿，软黄囊肿瘤 （注 明：

适合有慢性肝障碍或细菌性肝 

炎的患者） 

CA19-9 胰腺癌，胆囊胆管癌，大肠癌 

CA19-9 胰腺癌，胆囊胆管癌，大肠癌 CA125 卵巢癌，肺癌，胰腺癌 

CA125 肺癌，胰腺癌 CA15-3 乳癌，乳腺超声波检查，乳腺X线检 

查（仅限女性） 

NT-proBNP NT-proBNP 

乳房超音波検査 

乳房Ｘ線検査 

●妇科精密检查 妇科诊察/子宫颈部细胞诊（阴道内 

超声波检查） 

12：00 脑检查 MRI·MRA检查 1）问诊，神经学检查 

2）头部MRI（脑磁共鸣画像）3）头部 

MRA（脑血管磁共鸣画像）注明： 
MRI·MRA检查，虽然没有放射线辐 射

，但是需要进入强磁场中，幽闭恐 

惧症的人，体内带心脏起搏器，手术 

用夹子等金属的人，还请一定要事 

先提出申请。 

12：00 脑检查 MRI·MRA检查 1）问诊，神经学检查 

2）头部MRI（脑磁共鸣画像）3）头部 

MRA（脑血管磁共鸣画像）注明： 
MRI·MRA检查，虽然没有放射线辐 射

，但是需要进入强磁场中，所以怀 

孕的女性不建议去做。幽闭恐惧症 

的人，体内带心脏起搏器，手术用夹 

子等金属的人，还请一定要事先提 

出申请。 

胸部 CT 检查 肺癌·肺疾患病检查 胸部 CT 检查 肺癌·肺疾患病检查 

第二天 12：30 胃镜 上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13：00 胃镜 上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肠镜 下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肠镜 下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价格 380，000 400，000 

体检现场口译费 4 万日元/第一天，2 万日元/第二天 注：（陪同两天套餐 6万日元） 

体检报告笔译费  4万日元/份 

注：具体时间有可能根据当天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请谅解。 



（F）日本大学病院综合检诊＋脑部精密核查＋胸部 CT＋胃镜＋肠镜＋ＰＥＴ-ＣＴ 2 日套餐 
【该套餐特点】这是涵盖面最全的一个套餐：不仅包括了综合体检、癌症标志物、还有脑部核磁共振、胸部 CT、胃镜、肠镜、以及精密癌症检测的 PET-CT 

日程 时间 健診項目（男性） 金額 時間 健診項目（女性） 金額 

第一天 8：00 挂号 8：00 挂号 

8：30 综合检查 8：30 综合检查 

身体测试 身高，体重，肥胖度（BMI），体脂 率，

腰围 
身体测试 身高，体重，肥胖度（BMI），体脂 率，

腰围 

问诊 现在的健康状态，以往病史，家族 

病史，生活习惯，嗜好等 
问诊 现在的健康状态，以往病史，家族 

病史，生活习惯，嗜好等 

诊察 内科检查 诊察 内科检查，乳腺触诊（女性） 

测定血压 坐位测定（安静时）测脉搏 测定血压 坐位测定（安静时）测脉搏 

尿检 定性 蛋白，潜血，尿糖，比重 尿检 定性 蛋白，潜血，尿糖，比重 

尿检 沉渣 红血球，白血球，颗粒圆柱，硝子 

圆柱 
尿检 沉渣 红血球，白血球，颗粒圆柱，硝子 

圆柱 

血液一般检查 红细胞（Hb,Ht,MCV,MCH,MCHC）,白 

血球，血液像，血小板，血沉 
血液一般检查 红细胞（Hb,Ht,MCV,MCH,MCHC）,白 

血球，血液像，血小板，血沉 

血液生化学检查 总蛋白·蛋白分画·白蛋白·r - 球蛋 

白・总胆红素·尿酸·AST·ALT·r -  

GTP·LDH•碱P・胆碱酯酶·总胆固醇·  所

以LDL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和中性脂肪・尿素氮·血清铁·血糖 

（负荷前）・HbA 1 c（NGSP）·A  / GA·  胰岛素 

血液生化学检查 总蛋白·蛋白分画·白蛋白·r - 球蛋 

白・总胆红素·尿酸·AST·ALT·r -  

GTP·LDH•碱P・胆碱酯酶·总胆固醇·  所

以LDL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和中性脂肪・尿素氮·血清铁·血糖 

（负荷前）・HbA 1 c（NGSP）·A  / GA·  胰岛素 

血液血清检查 HBs 抗原・（HCV 抗体）·类风湿因 子·

高灵敏度 CRP·血型（ABO Rh） 
血液血清检查 HBs 抗原・（HCV 抗体）·类风湿因 子·高

灵敏度 CRP·血型（ABO Rh） 

便检查 潜血反应（2 回法） 便检查 潜血反应（2 回法） 

胸部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2 方向） 胸部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2 方向） 

胃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食道·胃·十二指肠 胃 X 线检查 直接拍照·食道·胃·十二指肠 

腹部超声波检查 胆囊·肝脏·胰腺·肾脏·脾 腹部超声波检查 胆囊·肝脏·胰腺·肾脏·脾 

心电图检查 标准十二诱导（安静时） 心电图检查 标准十二诱导（安静时） 

肺机能检查 努力肺量・比肺活量/ 1 秒率・1% 1 

秒 

肺机能检查 努力肺量・比肺活量/ 1 秒率・1% 1 

秒 

眼科检查 裸眼· 矫正视力·眼压测量·眼底检 查 眼科检查 裸眼·矫正视力·眼压测量·眼底检 

查 

听力检查 左右 6 点（250，500，1000，2000，  

4000，8000 Hz 

听力检查 左右 6 点（250，500，1000，2000，  

4000，8000 Hz 

医生面谈 医生综合判定和生活指导 医生面谈 医生综合判定和生活指导 

●妇科精密检查 妇科诊察/子宫颈部细胞诊（阴道内 

超声波检查） 

肿瘤标志物 检查内容 肿瘤标志物 检查内容 

PSA 前例腺癌（仅限男性） CYFRA 肺癌 

CYFRA 肺癌 幽门螺旋杆菌 胃炎，胃溃疡，胃癌 

幽门螺旋杆菌 胃炎，胃溃疡，胃癌 CEA 各种消化器癌，肺癌 

CEA 各种消化器癌，肺癌 SCC 子宫颈部癌，肺偏平上皮癌，食道癌 

SCC 肺偏平上皮癌，食道癌 AFP 肝细胞癌，胚芽肿，软黄囊肿瘤 （注 明：

适合有慢性肝障碍或细菌性肝 炎的

患者） 

AFP 肝细胞癌，胚芽肿，软黄囊肿瘤 （注 明：

适合有慢性肝障碍或细菌性肝 炎的

患者） 

CA19-9 胰腺癌，胆囊胆管癌，大肠癌 

CA19-9 胰腺癌，胆囊胆管癌，大肠癌 CA125 卵巢癌，肺癌，胰腺癌 

CA125 肺癌，胰腺癌 CA15-3 乳癌，乳腺超声波检查，乳腺X线检 

查（仅限女性） 

NT-proBNP NT-proBNP 

乳房超音波検査 

乳房Ｘ線検査 

●妇科精密检查 妇科诊察/子宫颈部细胞诊（阴道内 

超声波检查） 

12：00 脑检查 MRI·MRA检查 1）问诊，神经学检查 
2）头部MRI（脑磁共鸣画像）3）头

部  MRA（脑血管磁共鸣画像）注明： 

MRI·MRA检查，虽然没有放射线辐 射

，但是需要进入强磁场中，幽闭恐 

惧症的人，体内带心脏起搏器，手术 

用夹子等金属的人，还请一定要事 

先提出申请。 

12：00 脑检查 MRI·MRA检查 1）问诊，神经学检查 

2）头部MRI（脑磁共鸣画像）3）头部 

MRA（脑血管磁共鸣画像）注明： 
MRI·MRA检查，虽然没有放射线辐 射

，但是需要进入强磁场中，所以怀 

孕的女性不建议去做。幽闭恐惧症 

的人，体内带心脏起搏器，手术用夹 

子等金属的人，还请一定要事先提 

出申请。 

12：30 胸部 CT 检查 肺癌·肺疾患病检查 12：30 胸部 CT 检查 肺癌·肺疾患病检查 

14：00 PET-CT 受付 PET-CT 受付 

14：00 PET-CT 开始 14：30 PET-CT 开始 

17：00 PET-CT 结束 17：30 PET-CT 结束 

第二天 12：30 受付 14：15 受付 

13：00 胃镜 上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14：45 胃镜 上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肠镜 下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肠镜 下部消化管内视镜检查 

价格 620，000 640，000 

体检现场口译费 4万日元/第一天， 3 万日元/第二天 注：（陪同两天套餐 6万日元） 

体检报告笔译费  4 万日元/份 

注：具体时间有可能根据当天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请谅解。 

  



医疗体检预约流程概况  

01，关于赴日体检的咨询///确定体检套餐。请在预计体检日的一个半月前为止提交。（比如预计7  

月1号体检，请在5月15号之前提交确定体检套餐。）  

  

02，提交体检预约申请信息。请在确定体检日后三天内付款。（比如5月15号提交确定体检套餐，请在

5 月18号之前提交体检预约信息并付款）。  

  

03，付款/确定预约。确认付款后，正式确定预约。（注意：根据医院的就诊情况体检日有时可能会前后 

稍有调整。谢谢你的理解）。  

  

04，提供体检的相关资料（体检前问诊表/注意事项等）。请在正式体检日的前两天提交。  

  

05，正式体检日前一天最终确认/体检日体检。  

  

06，邮寄体检报告/结束本次体检业务。因等待体检结果，体检报告的翻译时间等缘故，一般将在体检结 

束后一个月之后邮寄体检报告。请理解。注意：根据体检结果，需要介绍就诊的客人，按赴日医疗规 

定提供相关服务（另收费）。  

  
 

注意事项  

1，关于体检内容：  

  （1）以上体检预约流程为参考流程，实际体检时以医院当日实施情况为准。  

  （2）体检报告为医院出具，日本报告需要月4周时间，中文报告需要约2周时间。  

  

2，关于体检预约  

  （1）请尽量提前一个半月以上进行咨询预约。  

  （2）报价金额包含：体检费，预约费，陪同翻译费，报告翻译费，报告邮寄费。  

  （3）预约体检后三日内缴清全部费用  

  （4）附加套餐需要额外支付相应费用。  

  （5）因特殊原因可以更改体检日但不能指定体检日期，并需要另付更改手续费两万日元。  

  

3，体检取消费用（正式预约后如果取消，将发生取消费用。敬请谅解。）  

   正式预约起～体检日前两周 全部金额的50%  

   体检日当日～体检日前13天 全部金额的100%  

  

4，医院体检注意事项  

  （1）体检之前请将问诊表填写完整。  

  （2）体检期间请将手机调整为静音状态或关闭手机。  

  （3）体检时请保持良好的就诊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