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签证担保机构“
登录纪念 套餐
(活动期间：2015 年 11 月～2016 年 3 月 24 日为止)

記念 套餐ⅰ

经典

Visit JAPAN Medical Tourism

Classic/三天两晚

23,800 元/名～
(原价 32,800 元/名)
・筛查肿瘤最先进PET/CT检查，充分的全身健康体检
（肿瘤标物，血液/生化学检查(26种)
・体检结束后，千叶院长对您的诊断结果进行详细说明
・全程下榻纯日式温泉酒店，每晚餐安排高级会席料理
・医疗签证费用

記念 套餐ⅱ

精彩 Excite /四天三晚
3 3,800 元 /名 ～
优雅
(原价 42,800 元/名)
・筛查肿瘤最先进PET/CT检查，两天全身健康体检
（经典套餐体检 + 内窥镜检查，超声波检查）
・体检结束后，千叶院长对您的诊断结果进行详细说明
・三晚全程下榻纯日式温泉酒店
（各个有特色风格，天皇下榻过的老舗 温泉旅馆）
・每晚餐安排高级会席料理
・乘坐日本特快列车（头等舱）
・医疗签证费用

旭康 赴日本医疗旅游
Visit JAPAN Medical Tourism

赴日本办理签证的好消息
～以往的自由个签、短期商务签证申请困难的父母・子女・
或朋友的赴日签证将不再是难题～

医疗签证
是发给以在日本接受治疗等为目的而访日的外国患者等(包括短期住院接受全面检查的受诊者等)
及同伴者的签证

范围
不仅限于在医疗机关的疾病治疗，还包括了从健康体检、美容整形到温泉疗法的范围很广的领域。

医疗签证优势
1

涵盖的范围广
不仅仅限于在医疗机关的疾病治疗行为，包括了从健康体检、美容整形到温泉疗养的范围很广的领域。

２

手续简单

不需要提供在职证明、纳税证明等资料

3

※ 银行存款证明、房屋产权证明等，能够证明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资料即可

同行者

不仅仅限于外国人患者的亲属，即使是亲属以外的人，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以陪同的身份与患者一同赴日。
※同行者不需要提供经济能力证明资料

4

亲属（父母、子女、朋友等）的签证申请手续简单
以往申请困难的亲属，朋友的签证将省去繁琐严厉的审核，简单可以获得签证。

5

签证有效期长（日本的逗留期限）
根据需要数次签证的有效期限可以达到 3 年。注：由患者的病情和恢复情况来决定发放多久。
申请 1 次签证的滞留时间最多可以达到 6 个月。时间的长短由患者的病情等来决定。
签证种类

目的

条件

医疗签证

医疗/
体检等

・治疗，体检，门诊，温泉疗养等
范围广泛

短期商务签证

商务

・需要邀请机关的邀请书
・原则上是所属企业

方便
旅游签证
（个人）
观光
旅游签证
（团体）

担保人

Visit Japan

邀请机构
（日方）

・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申请者本人没有同行的情况，有
双亲等以内的限制。
・通过参加旅行社的旅游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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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

不利点
医疗签证制度刚出炉、担保机构还比较
少、而医疗签证还没有普及
要有所属单位为条件、所以很难提供在
职证明的父母・子女・或朋友的签证申
请比较困难。
来日的日程可以自由的决定。
要求提交财产证明（纳税证明、存款证
明等）资料。非常严格。
团队访日，时间上没有自由。
大体上跟团走的酒店，用餐等都不是
高档次的。

http://www.visit-japan.co.jp

为什么 赴日本体检/治疗
癌症防治最先进国家
日本的医疗技术在诸多领域居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在肿瘤等专科治疗方面更有独特的优势。这样的
优势源于早在三十年前，日本就确定了“举国防癌”的决心和实践，经历三十年的举国潜心钻研，造就了
世界领先的癌症防治体系，
使日本成功成为世界癌症防治最先进国家。
2008 年日本全国癌症治愈率达到 68％，
位居世界第一。
目前，肿瘤治疗的最新技术当属重离子/质子疗法，日本肿瘤治疗经验与临床成绩均为世界最高水准，
治疗技术全球领先。同时，日本癌症治疗拥有治愈率高，副作用小，复发率小，三大特点。

服务

;

低侵襲治療（微创治疗）

现在日本的医疗方面，特别重视生活质量 QOL（Quality of Life）的提高，而对检查・治疗的患者
尽可能的减少对身体的负担，并且恢复快的低侵襲治療（微创治疗）被广泛使用。

先进

;

粒子线—重粒子(重离子)·质子治疗

日本粒子线癌症治疗设施由 11 所，
（重粒子线：4 所、阳子线：8 所）
。高端治疗设施数在世界居
第一位。重粒子癌症治疗方面，从治疗患者数量、治疗成绩都是世界最顶端。

享受

;

温泉保有数占世界第一

日本拥有高端先进的医疗设备及技术的同时，温泉的保有数占世界第一。在增进健康领域的温泉疗法
具有显著的成果，被世界各国所认可。

曾经被选排名第一位的
云仙温泉
“九州国际重粒子线肿瘤治疗中心”
“长崎西諫早医院 PET/CT 中心”
“长崎 Harbor Medical Center”
”
料亭 半水蘆
最先进的高精确度放射线癌症治疗仪器
Cyber Knife
宮崎旅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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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长崎西谏早医院的理由
1

院长亲自进行门诊，说明解释
千叶院长是九州经济联合会医疗观光委

员会的权威人物。也是引领九州医疗界的知
名人物。受到各界媒体的关注。
PET-CT 检查结束后，由千叶院长亲自对
您的诊断结果进行详细说明。
西谏早医院院长 / 理事长・院长

千叶 宪哉 先生
医学博士
日本外科学会专门医生
日本消化器外科学会专门医生
日本大肠肛门病学会专门医生
日本核医学学会 PET 认定医生
美国外科学会会员
长崎大学医学部临床教授

2

可靠的造影剂
可靠的造影剂

PET-CT 检查前需要注射氟代脱氧葡萄糖(18F-FDG)放射性药物。18F-FDG 造影剂是 PET-CT 检查上特别
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为 FDG 是极为敏感精密的医药品，超过半衰期 110 分钟，它原有的功效将会显著丧失。在一些送货
上门的 PET 检查医疗机构（不配备造影剂制造设备，而是从外部订货的 PET 医疗机构)，理论上讲，每隔 3
名检查患者需要往医院配送 FDG，否则 PET-CT 原本的检查效果是无法发挥出来的。
（FDG 造影剂无法事先制
造保存)
西谏早医院配有先进的造影剂 FDG 制造设备；遵照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和日本同位素协会的法律和
运营规则，制造时每天都要确认检查辐射量、辐射线的泄漏、纯度（确认有无细菌混入，同位素的浓度)，
而且在政府机关的检查，定期监察，保险书监查等严格的管理体制下进行 FDG 的制造。按照患者的体重在
检查前几小时制造，为得就是得到精确的检查结果。

3

画像诊断的独特之处
一般的 PET-CT 检查机构、画像诊断是一名医生进行。因为，假如说 2 名医生进行画像诊断，那么就是

要花 2 倍的时间与成本。
西谏早医院本着「人是会犯错误的」原则为起发点，为了防止误诊从不同的视点 3 名以上的「核医学
医生」
「肿瘤医学医生」
「PET 画像检查专业技师」专业医师进行多人数画像诊断。而对有无漏诊，质量的讨
论，肿瘤细胞处理规章的根据，人造物错误诊断等进行精心严密的画像诊断。
一般的 PET-CT 检查流程是“FDG 注射→安静休息（30 分钟左右）→PET/CT 扫描→检查结束”这样一个
顺序。但是西谏早医院的 PET 检查流程是“FDG 注射→安静休息（30 分钟左右）→PET/CT 扫描→再次安静
休息（30 分钟左右）→PET/CT2 次扫描→检查结束。
这样循环式 2 次扫描法，为得就是让 FDG 充分的溶解于体内从而得到更精确的检查结果。
开始导入 PET-CT 检查已有 10 年，迄今为止并未发生由于癌症的漏诊、误诊所引起的诉讼案件。这就
是西谏早医院最大的荣耀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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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日本 九州长崎体检？
日本是依照全国民保险制度(所谓全国民保险是，
「所有国民加入社会
保险；不论是谁/不论在哪儿/不论何时，都可以接受医疗保险」制度)，
医疗是以「为国民的健康服务」为前提。
越是东京，大阪，福冈这样人口比较多的城市，越是对当地患者的接
待已经饱和，因此很多的医疗机构对接受外国人患者表现地并不是很积极，一般预约就要等上几个月，接
受外国人患者从根本上还是受到限制的，这样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长崎是，至今大约 400 年前，当时日本(江户时代)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积极地引进国外的文化、技
术、人才。西洋医学(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科学)教育在日本首次实施的也是长崎。并且从历史背景来看，
长崎就有着接受外国人的姿态，现在也同样。积极地为国际医疗作贡献是这个城市的特点。

长崎与中国历史
江户时代在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期，长崎作为唯一可以对中国进行对外贸
易的港口，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全盛期以福建人为首大约有一万多中国
人居住在长崎市。坐落在长崎市内的孔子庙，建于 1893 年（明治 26 年)，由清王
朝驻长崎领事馆和在日华侨协作建造的。黄琉璃瓦、汉白玉栏杆、龙花纹的路标石、
孔子雕像、72 圣人雕像等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位于市中心的长崎新地中华街，与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街并排被称为日本三
大中华街。每年春节这里都会举办灯笼节，作为长崎最大的观光景点备受国内外游
长崎灯笼节

客的喜爱。

宮
崎旅館

长崎西谏早医院介绍
西谏早医院是在日本九州地区闻名的长崎第一家引进PET-CT装置的医院。拥有最新PET-CT癌症诊断
技术和设备，能够进行全身癌症检测，尽早发现早期癌症，发病期癌症。
开始导入PET-CT检查已有10年，迄今为止并未发生由于癌症的漏诊、误诊所引起的诉讼案件。这就是
西谏早医院最大的荣耀和自豪。
医疗法人 祥仁会 西谏早医院
理 事 长 / 院 长： 千叶 憲哉 先生
地址
： 日本长崎谏早市貝津町3015
0086-957-25-1150
一般外科 / 整形外科 / 消化器科 /
脳神経外科 / 一般内科 / 循環器科 /
呼吸器科 / 皮膚科 / 复科 / 放射線科
保有设备
： MRI,CT,PET/CT,造影剂(FDG)制造设备
拥 有 高 端 医 疗： 内窥镜手术 ※长崎首家
高气压氧气疗法
（应用于肠梗阻、外伤的外科手术）
微创闭合穿钉骨折手术
3D立体胆道造影外科手术 ※长崎首家
MRA（MRA 血管造影）
※长崎首家
主要病科

：

ISO9001：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简略QMS。提供高品质产品，
满足于客户，不断改善品质管理的国际标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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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
魅力

福冈
佐贺
大分
长崎

熊本
宫崎
鹿儿岛

宿
和多屋别墅，从江户时代起这里就以温泉旅馆街道而闻名。
现在的和多屋别墅，耸立于潺潺流淌的嬉野河畔。在这里能
享受到独具日本文化的热忱款待。日本天皇曾下榻此处的老
字号旅馆。

美

会席料理
所谓的会席料理是、原本是宴席中所提供的菜肴、在日本料
理中是最正统的料理形式。顶级厨师长、以他纯熟高超的烹
饪技术做出的每一品料理，已经不单纯一品菜，可以说简直
极端珍贵的艺术品。

宽
温泉
日本拥有高端先进的医疗设备及技术的同时，温泉的保有数
占世界第一。在增进健康领域的温泉疗法具有显著的成果，
被世界各国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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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项目
(一)标准体检项目
检查法
PET/CT

门诊
身体测定

血压测定
尿常规

检查项目

检查目的・部位

癌症综合检查
肺癌综合检查
心脑血管综合检查

全身癌症检查
全身检查
痴呆症检查
根据事先填写的健康调查表进行问诊（中国病历翻译服务）
身高
肥胖/消瘦
体重
标准体重
肥胖度
BMI
收缩压
舒张压
尿蛋白
尿糖
尿潜血

检查是否有高/低血压
肾脏功能，泌尿系统
糖尿病，肾性糖尿进行排查
检查肾炎，泌尿器肿瘤，尿路阻塞，尿路感染，溶血性疾病等

尿沉淀
粪便检查
血液/生化学检查
（26 项）

粪便潜血反应

大肠检查

检查大肠癌，大肠溃疡/息肉等

白细胞数

一般验血

贫血及炎症。检查是否有细菌感染及炎症等。如果有细菌感染的话计
数值会增加或减少

红细胞数
血红蛋白
血小板数
血球比率
谷草转氨酶（GOT）
谷丙转氨酶（GPT）
γ-谷氨酰基转移酶
（γ‐GTP）
碱性磷酸酶（ALP）
总胆红素
HBs 抗原
HCV 抗体
尿素窒素/尿素氮
尿酸(血液中尿酸)
肌酸/肌苷

院长结果说明

体检结果单

检查肾炎，膀胱炎，肾动脉闭塞，尿路感染等

肝功能

肝炎
肾功能
检查

检查有无贫血症状。红细胞减少会引起贫血，增多会引起血管阻塞
显示血液中红血球的比率，可检查出贫血的程度
检查是否容易出液以及止血功能等
检查诊断贫血的类型
检查肝炎，肝硬化，心肌梗塞，肝癌等
检查肝炎，脂肪肝，肝脏肿瘤，肝硬化，溶血性疾病，心肌梗塞，肌
肉病变等
检查肝内和肝外梗阻性黄疸，肝炎，肝硬化，酒精或药物性肝损害，
肝癌等
检查肝脏到十二指肠的胆汁流出路径是否正常，肝功能是否正常
检查肝脏，胆管的疾病
对乙型肝炎/病毒的筛查
对丙型肝炎/病毒的筛查
肾炎，肾衰竭，肾功能不全等肾脏疾
痛风，高尿酸血症，肾结石，关节炎等
肾炎，肾衰竭，肾功能障碍等肾脏疾病

高密度脂蛋白（HDL） 血中脂质
低密度脂蛋白（LDL）
乳酸脱氢酶(LDH)
甘油三脂/中性脂肪
血淀粉酶
胰腺功能

检查高血脂症，脂质异常，冠心病等
检查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等
肝炎，心脏病，心肌炎，肾疾病等
检查高血脂症，脂蛋白异常症，冠心病，脂肪肝，胰腺炎，糖尿病
查急性/慢性 7 胰腺炎，胰腺囊肿，胰腺癌，胃十二指肠等疾病

C-反应蛋白（CRP）

炎症反应

细菌和病毒感染。慢性扁桃体炎，风湿性关节炎，感染性关节炎等

空腹时血糖

糖代谢
检查

检查是否有糖尿病

HIV
艾滋病检查
NT-proBNP
心脏
痰细胞学检查
肺癌
骨密度测定检查
骨质疏松症
免疫检查
NK 活性
体检结束后，千叶院长亲自对您的诊断结果进行详细说明
※提前中国病历翻译日文，结果说明时由院长进行解释
添加 PET/CT 画像 CD 。 体检报告全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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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体检项目以外的检查项目(所选套餐的不同决定检查项目)
检查法
超声波检查

检查项目
消化器系统综合检查
头部综合检查
（血管・动脉硬化検査）

MRI
（磁共振成像诊断）

心电图
胃镜检查

检查目的・部位
颈动脉超声波
上腹部检查/腹部超声波（肝脏・胆管・胰腺・肾脏・脾脏）
肝胆脾胰肾等腹部脏器有无炎症，结石，肿瘤，囊肿等占位性病变
前列腺
前列腺有无增生，肥大，囊肿，钙化等

头部综合检查
心脑血管综合检查

头部 MRI

心脑血管综合检查
循环器系统综合检查
消化器系统综合检查
CEA

心脏・血管・动脉硬化検査

肿瘤标志物
（5 种/12 种/24 种） SLX
ProGRP
STN
NCC-ST-439
CA19-9
SCC 抗原
CYFRA
CA125
NSE
AFP
PIVKA-Ⅱ
P53
sialyl lSSEA-1
CA15-3
hCG
CA602
PSA
γ-Sm
ferritin
TAP
BFP
SPan-1 抗原
DUPAN-2
CA50
CA72-4
KMO-1

头颈部 MRA

早期胃癌，胃溃疡，息肉等
甲状腺癌，肺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食道癌，肝内胆管癌，
直肠/结肠癌
肺癌，胃癌，乳腺癌，胰腺癌，卵巢癌
肺癌
胃癌，胰腺癌，卵巢癌，子宫颈癌
胃癌，胰腺癌，消化器癌，乳腺癌
肺癌(腺癌)，胃癌，胰腺癌，肝内胆管癌，食道癌
肺癌(扁平上皮癌)，卵巢癌
肺癌(扁平上皮癌)，大细胞癌
肺癌，胰腺癌，乳腺癌，子宫癌，卵巢癌
小细胞肺癌
肝癌(肝细胞癌)，睾丸癌
肝癌
食道癌，大肠癌，乳腺癌，子宫颈癌，子宫癌
胰腺癌
乳腺癌，卵巢癌，肺癌，前列腺癌
卵巢癌，精巣癌，肺癌
子宫癌，卵巢癌
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
造血系肿瘤 肝癌，大肠癌，白血病，卵巢癌
食道癌，胃癌，大肠，胰腺癌，肺癌，卵巢癌
消化器，泌尿器，生殖器癌
胰腺癌，消化器癌
胰腺癌，肝細胞癌
胰腺癌，胆道系癌
消化器癌，卵巢癌，乳腺癌
消化器癌

(三)增加体检项目
检查法
只限女性

检查项目
妇科综合检查

基因检查

检查目的・部位
乳房钼靶 X 线摄影术(2 方向）
乳腺超声波
子宫颈部细胞诊断
阴道镜
经腔超声波
人乳头瘤病毒（HPV)检查
血液学的检查
癌症风险评估
Free DNA 浓度分析
基因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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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签证担保机构“登录纪念 套餐
(活动期间：2015 年 11 月～2016 年 3 月 24 日为止)
記念 套餐ⅰ 经典 Classic / 三天两晚

記念 套餐ⅱ 精彩 Excite / 四天三晚

（原价 32,800 元～/人）※3 名参加

（原价 42,800 元～/人）

参加人数

体检

陪同(不做体检)

参加人数

2 名利用

27,000 元

13,700 元

2 名利用

3 名利用

23,800 元

陪同(不做体检)
19,000 元

33,800 元

10,500 元

此纪念套餐包含服务内容

体检

3 名利用

17,000 元

精彩Excite(经典Classic 套餐所有服务内容)

・筛查肿瘤最先进PET/CT检查，充分的全身健康体检
（肿瘤标物，血液/生化学检查(26种)
・体检结束后，千叶院长对您的诊断结果进行详细说明
・专门医疗翻译 /结果单中文翻译

・两天全身健康体检
（内窥镜检查，超声波检查）
・三晚全程下榻纯日式温泉酒店
・乘坐日本特快列车（头等舱）

・全程下榻纯日式温泉酒店
（各个有特色风格，天皇下榻过的老舗 温泉旅馆）
・每晚餐安排高级会席料理
・全程由专用豪华车移动
・医疗签证费用

・没有二人利用差价（二人利用起统一价）
提醒
記念 套餐ⅰ/ⅱ 不包括往返机票

旭康 的魅力
推出医疗旅游新概念
对于日常生活和工作异常忙碌的人们来说，偶尔去享受一次国外旅行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奖励”
。
如果在旅行的同时接受一次世界医疗最先进的健康检查，为自己健康买份“保单”
，这将是一次完美的旅行。
日本的医疗已经成为全球最长寿命的推进力，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等众多国际组织作为典范。“观光”
不仅是观赏风景，如果把它解释为“观赏一个国家的闪光点”，那么日本的医疗则是“日本耀眼的闪光点”。

真正的高端体检旅游 三项绝对
1

世界最先进的健康体检服务
有世界第一长寿国之称得日本，不单是治疗，设备，服务，为了防患于未然，它的预防医疗也是在

世界首位的水平。
我们将提供现在，癌症预防最有力的医疗技术 PET/CT 检查为首，24 种肿瘤标志物检查，多项血液/生
化学检查，免疫检查，基因检查等日本最尖端的体检服务。

2

私人定制服务
全程由专用豪华车移动，医疗翻译的陪同。有医疗机构所委任的医疗人员竭诚为您提供服务。体检前

段的项目安排，体检当天的专业安排，体检结果后的翻译，以及回国诊后跟踪服务等等的一条龙式服务，
为您解除后顾之忧。

3

顶级品质
全程将为您提供高品质的 VIP 健康体检旅行。日本出名的温泉，精美料理，洋溢日本传统文化的温泉

旅馆等应有尽有。在这里您能享受到日本文化中素来讲究的“盛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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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康 赴日本医疗旅游
Visit JAPAN Medical Tourism
大连金之桥咨询有限公司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9 号国际酒店 715
℡：0411-8280-3133/0411-8280-2133
13352270922(侯小姐)

大连市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 82 号越秀大厦 27 层
℡：0411-3998-3955/0411-3963-3919

Visit JAPAN 株式会社
福冈市博多区博多駅東 1 丁目 1-25 宝ビル 504
℡：0081-92-401-1677 / 0081-92-401-1688

http://www.visit-japan.co.jp
E-Mail:info@visit-japa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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