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田德州会医院-外国人体检套餐介绍 
 

癌症筛查综合套餐     推荐【半日+半日】(也可一天内完成) 
 

 

 因为体检需要,保持空腹，不要吃早餐。 

 PET-CT＋全面综合检查国际套餐的体检，需要2天，其中一天做PET-CT,另外一天做其他检查。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特异性的疾病 

问诊 诊察、问诊 了解生活习惯以及病史 

测量：身高·体重·血

压·BMI·腹围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 

血压计测量血压 
肥胖症、拒食症、高/低血压 等 

眼科检查 检查视力、眼底及眼压等 近视、乱视、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等 

听力检查 屏蔽外部声音的隔音室内进行检查 重听等 

全身PET-CT检查 
体内注射微量放射性药剂、PET设备撮

影检查、影像分析診断。 

全身各部位脏器的超早期肿瘤筛查等，可检查

到毫米级肿瘤。 

脑MRI ·MRA或 

脑部CT 

（不能做MRI者脑

CT） 

对头部进行强力磁共振检查， 

将得到的信息进行影像诊断 
脑梗塞、脑出血、蛛网膜下出血、动脉瘤 等 

心电图检查 
在手足和前胸部接上电极， 

检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 

心脏肥大 

腹部超声波检查 腹部检查肝胆胰脾肾 腹部内脏器官肝脏·胆囊·胰腺·脾脏·肾脏。 

胸部X光 
对肺部及心脏，左右肺纵膈等进行平面X

光照射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脏肥大 等 

上部消化道内窥镜检

查 

从口插入先端有小型照相机(CCD)或装

有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食

道、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疡、

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肿瘤标记物 

CEA、 CA19-9、 CYFRA、proGRP、 

AFP、 Span-1、IRE、PIVKA-Ⅱ 
肺癌、肺癌、胰腺癌、肝癌 等 

PSA 前列腺癌 

NCC-ST-439、CA125 乳癌、妇科癌症 

尿检查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等 

检查蛋白、糖、潜血、尿胆原、PH等。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肝功能障碍、 

肾功能衰竭 等 

血液检查 

血液检查 贫血、多血、白细胞·淋巴细胞疾病 等 

免疫血清检查 风湿、炎症、肝炎 等 

生化学检查 糖尿病、肝脏疾病、肾衰竭、痛风、胰腺炎 等 

胃部健康检查 幽门螺旋杆菌、胃粘膜炎症 等 

动脉硬化度检查

(ABI) 
检查动脉硬化的程度 动脉硬化、下肢栓塞性动脉硬化症 等 

颈动脉彩超 使用彩超，检查颈动脉 颈动脉硬化  等 



 

可追加项目 

 

项目 检查内容 说明 
同日 

可否 

费用 

（日元） 

心脏

检查 

血液检查 Na、K、Cl、BNP检查 

心肌梗塞、心绞痛、瓣膜

症、 

危险的心律不齐 

不可 45,000 

胸部CT 
对胸部进行CT检查，详细观察肺部

状态等 

心脏彩超 

使用超声波，检查心脏内部构

造 · 功能 · 心脏的活动 · 瓣膜的状态

及血流有无异常 

负荷心电

图 
进行运动负荷，取得心电图 

大肠内窥镜检查 

清理好肠道之后，通过内视镜进行

检查溃疡、穿孔、出血、粘膜等问

题。 

大肠息肉、大肠癌、溃疡

性大肠炎  等 
不可 44,000 

胸部CT 
对胸部进行 CT 检查，详细观察肺部

状态等 

肺炎、肺结核、心脏肿

瘤、肺气肿、支气管扩张  

等 

可 16,500 

骨密度检查 
使用DXA法，2种低能量X光摄影检

查 
骨质疏松症 可 8,000 

甲状腺检查 甲状腺超声波检查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等 可 14,000 

妇科检查

（女性） 

子宫

癌检

查 

宫颈部细胞学诊查 · 阴道彩超 

阴道癌、子宫癌等 不可 

16,500 

子宫细胞学诊查（建议40岁以上

做） 
10,000 

乳腺 

超声

波 

检查 

使用超声波检查乳腺，乳腺钼靶难

以发现的癌症也可清楚描述。授乳

中及妊娠者也可接受检查。 

乳癌、乳腺纤维瘤、 

乳腺炎 等 
可 6,000 

乳腺 

钼靶 

乳腺钼靶摄影常能检查出医师不能

触及的结节，即所谓“隐匿性乳

癌”和很早期的原位癌，比有经验

的医师早两年发现早期乳腺癌。 

乳癌、乳腺炎 等 可 7,700 

睡眠吸症暂停 

综合征检查 
一夜（将检查装置借给患者本人，在住处实施） 检查日后，需要来院。 21,600 



 

综合检查标准套餐 一日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特异性的疾病 

问诊 诊察、问诊 了解生活习惯以及病史 

测量：身高·体重·血

压·BMI·腹围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 

血压计测量血压 
肥胖症、拒食症、高/低血压 等 

眼科检查 检查视力、眼底及眼压等 
近视、乱视、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疾

病等 

听力检查 屏蔽外部声音的隔音室内进行检查 重听等 

心电图检查 
在手足和前胸部接上电极， 

检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 

心脏肥大 

腹部超声波检查 腹部检查肝胆胰脾肾 腹部内脏器官肝脏·胆囊·胰腺·脾脏·肾脏。 

胸部X光 
对肺部及心脏，左右肺纵膈等进行平面X

光照射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脏肥大 

等 

尿检查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等 

检查蛋白、糖、潜血、尿胆原、PH等。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肝功能障碍、 

肾功能衰竭 等 

血液检查 

血液检查 贫血、多血、白细胞·淋巴细胞疾病 等 

免疫血清检查 风湿、炎症、肝炎 等 

生化学检查 
糖尿病、肝脏疾病、肾衰竭、痛风、胰腺

炎 等 

胃部健康检查 幽门螺旋杆菌、胃粘膜炎症 等 

上部消化道内窥镜检

查 

从口插入先端有小型照相机(CCD)或装有

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食道、

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癌症筛查标准套餐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特异性的疾病 

问诊 诊察、问诊 了解生活习惯以及病史 

测量：身高·体重·血

压·BMI·腹围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 

血压计测量血压 
肥胖症、拒食症、高/低血压 等 

眼科检查 检查视力、眼底及眼压等 
近视、乱视、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

等 

听力检查 屏蔽外部声音的隔音室内进行检查 重听等 

心电图检查 
在手足和前胸部接上电极， 

检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 

心脏肥大 

腹部超声波检查 腹部检查肝胆胰脾肾 腹部内脏器官肝脏·胆囊·胰腺·脾脏·肾脏 

胸部X光 
对肺部及心脏，左右肺纵膈等进行平

面X光照射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脏肥大 等 

尿检查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等 

检查蛋白、糖、潜血、尿胆原、PH

等。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肝功能障碍、 

肾功能衰竭 等 

血液检查 

血液检查 贫血、多血、白细胞·淋巴细胞疾病 等 

免疫血清检查 风湿、炎症、肝炎 等 

生化学检查 
糖尿病、肝脏疾病、肾衰竭、痛风、胰腺炎 

等 

胃部健康检查 幽门螺旋杆菌、胃粘膜炎症 等 

上部消化道内窥镜检查 

从口插入先端有小型照相机(CCD)或

装有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

食道、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肿瘤标志物 
PSA  男性 前列腺癌 

NCC-ST-439、CA125  女性 乳癌、妇科癌症 

全身PET-CT检查 
体内注射微量放射性药剂、PET设备

撮影检查、影像分析診断。 

全身各部位脏器的超早期肿瘤筛查等，可检

查到毫米级肿瘤。 



 

癌症筛查基本套餐 
 

 

肠道检查高级套餐 
 

※注意事项：体检 2 天前，有饮食限制。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特异性的疾病 

问诊 诊察、问诊 了解生活习惯以及病史 

肿瘤标记物 

CEA、 CA19-9、 CYFRA、

proGRP、 AFP、 Span-1、IRE、

PIVKA-Ⅱ 

肺癌、肺癌、胰腺癌、肝癌 等 

PSA 前列腺癌 

NCC-ST-439、CA125 乳癌、妇科癌症 

全身PET-CT检查 
体内注射微量放射性药剂、PET设备

撮影检查、影像分析診断。 

全身各部位脏器的超早期肿瘤筛查等，可检

查到毫米级肿瘤。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特异性的疾病 

问诊 诊察、问诊 了解生活习惯以及病史 

测量：身高·体重·血

压·BMI·腹围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 

血压计测量血压 
肥胖症、拒食症、高/低血压 等 

眼科检查 检查视力、眼底及眼压等 
近视、乱视、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

等 

听力检查 屏蔽外部声音的隔音室内进行检查 重听等 

心电图检查 
在手足和前胸部接上电极， 

检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 

心脏肥大 

腹部超声波检查 腹部检查肝胆胰脾肾 腹部内脏器官肝脏·胆囊·胰腺·脾脏·肾脏。 

胸部X光 
对肺部及心脏，左右肺纵膈等进行平面X

光照射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脏肥大 等 

尿检查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等 

检查蛋白、糖、潜血、尿胆原、PH等。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肝功能障碍、 

肾功能衰竭 等 

血液检查 

血液检查 贫血、多血、白细胞·淋巴细胞疾病 等 

免疫血清检查 风湿、炎症、肝炎 等 

生化学检查 
糖尿病、肝脏疾病、肾衰竭、痛风、胰腺炎 

等 

胃部健康检查 幽门螺旋杆菌、胃粘膜炎症 等 

上部消化道内窥镜检

查 

从口插入先端有小型照相机(CCD)或装有

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食道、

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

疡、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大肠检查 检查动脉硬化的程度 动脉硬化、下肢栓塞性动脉硬化症 等 



 

心脏检查高级套餐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特异性的疾病 

问诊 诊察、问诊 了解生活习惯以及病史 

测量：身高·体重·血

压·BMI·腹围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 

血压计测量血压 
肥胖症、拒食症、高/低血压 等 

眼科检查 检查视力、眼底及眼压等 近视、乱视、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等 

听力检查 屏蔽外部声音的隔音室内进行检查 重听等 

腹部超声波检查 腹部检查肝胆胰脾肾 腹部内脏器官肝脏·胆囊·胰腺·脾脏·肾脏。 

胸部X光 
对肺部及心脏，左右肺纵膈等进行平面

X光照射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脏肥大 等 

尿检查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等 

检查蛋白、糖、潜血、尿胆原、PH

等。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肝功能障碍、 

肾功能衰竭 等 

血液检查 

血液检查 贫血、多血、白细胞·淋巴细胞疾病 等 

免疫血清检查 风湿、炎症、肝炎 等 

生化学检查 糖尿病、肝脏疾病、肾衰竭、痛风、胰腺炎 等 

胃部健康检查 幽门螺旋杆菌、胃粘膜炎症 等 

Na、K、Cl、BNP检查  

胸部CT 

从口插入先端有小型照相机(CCD)或装

有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食

道、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疡、

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心脏彩超 

使用超声波，检查心脏内部构造 · 功

能 · 心脏的活动 · 瓣膜的状态及血流有

无异常 
心肌梗塞、心绞痛、瓣膜症、危险的心律不齐 

心电图检查 
在手足和前胸部接上电极， 

检查电压的变化 

负荷心电图 进行运动负荷，取得心电图 

动脉硬化度检查(ABI) 检查动脉硬化的程度 动脉硬化、下肢栓塞性动脉硬化症 等 

颈动脉彩超 使用彩超，检查颈动脉 脑血管疾病、动脉硬化  等 



 

女性检查高级套餐 
 

※注意事项：限定周一、周五。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可能发现特异性的疾病 

问诊 诊察、问诊 了解生活习惯以及病史 

测量：身高·体重·血

压·BMI·腹围 

BMI＝体重Kg÷（身高m×身高m） 

血压计测量血压 
肥胖症、拒食症、高/低血压 等 

眼科检查 检查视力、眼底及眼压等 近视、乱视、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等 

听力检查 屏蔽外部声音的隔音室内进行检查 重听等 

心电图检查 
在手足和前胸部接上电极， 

检查电压的变化 

心律不齐、心绞痛、心肌梗塞、心肌病、 

心脏肥大 

腹部超声波检查 腹部检查肝胆胰脾肾 腹部内脏器官肝脏·胆囊·胰腺·脾脏·肾脏。 

胸部X光 
对肺部及心脏，左右肺纵膈等进行平面

X光照射 
肺炎、肺结核、肺癌、胸膜炎、心脏肥大 等 

尿检查 
采取尿样，调查尿的成分及性质等 

检查蛋白、糖、潜血、尿胆原、PH等。 

肾炎、糖尿病、尿道结石、肝功能障碍、 

肾功能衰竭 等 

血液检查 

血液检查 贫血、多血、白细胞·淋巴细胞疾病 等 

免疫血清检查 风湿、炎症、肝炎 等 

生化学检查 糖尿病、肝脏疾病、肾衰竭、痛风、胰腺炎 等 

胃部健康检查 幽门螺旋杆菌、胃粘膜炎症 等 

肿瘤标志物 NCC-ST-439、CA125 乳癌、妇科癌症 

上部消化道内窥镜检查 

从口插入先端有小型照相机(CCD)或装

有折射镜的细长的管状仪器，观察食

道、胃、十二指肠内部。 

食道炎、食道溃疡、食道癌、胃炎、胃溃疡、

胃癌、十二指肠溃疡 等 

妇科检查

（女性） 

子宫癌检查 
宫颈部细胞学诊查 · 阴道彩超 

阴道癌、子宫癌等 
子宫细胞学诊查（建议40岁以上做） 

乳腺 

超声波 

检查 

使用超声波检查乳腺，乳腺钼靶难以发

现的癌症也可清楚描述。 

授乳中及妊娠者也可接受检查。 

乳癌、乳腺纤维瘤、乳腺炎 等 

乳腺 

钼靶 

乳腺钼靶摄影常能检查出医师不能触及

的结节，即所谓“隐匿性乳癌”和很早

期的原位癌，比有经验的医师早两年发

现早期乳腺癌。 

乳癌、乳腺炎 等 



 

吹田徳洲会医院简介 
 

吹田徳洲会医院在「生命平等」精神指引下，成为值得信赖，可以放心的托付生命的医院，守护健康，开展

患者所希望的最好的医疗。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是谁，都可以安心接受的医疗】及【不拒绝医疗】做为基本方针，为安全放心

的地域社会做一份贡献。为患者及家属提供贴心的医疗及看护服务，不断的提升医疗技术，诊疗态度。作为

医务人员，永远为追求安全 · 放心 · 亲和的医疗服务不断努力。 

 

医疗法人冲绳德洲会理念 

 值得信赖，可以托付生命的医院 

 守护健康及生活的医院 
 

基本方针 

 为患者提供安全・放心的最好的医疗 

 不接受患者的任何礼物 

 不断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改善诊疗态度 

 



 

 



 

医院概要 
 

名称 医疗法人冲绳德洲会 吹田徳洲会医院 

地址 〒565-0814 大阪府吹田市千里丘西 21-1 

创立 平成 26 年(2014)7 月 1 日 

开设者 铃木 隆夫 

院长 金香 充笵 

护理部长 关根 庆子 

事务部长 植嶋 敏郎 

许可病床数量 365 床（一般 245 床、ICU20 床、疗养 100 床） 

医院规模 建筑面积 49,171.52㎡ 

建筑构造 抗震铁结构（部分抗震）地下 1 层，地上 11 层建筑 停车场可停车 260 辆  

兼设设施 护理老人保健设施  吹田徳洲苑 

诊疗科目 内科・循环器官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肿瘤内科・肾内科・人工透析

内科・外科・消化外科・呼吸外科・血管外科・心血管外科・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

乳腺外科・妇产科・泌尿科・皮肤科・儿科・放射线治疗科・放射线诊断科・康复理疗

科・病理诊断科・麻醉科・牙科・牙科口腔外科 

基干中心 内窥镜中心・心脏中心・主动脉解离中心・癌症中心・人工透析中心・搭桥终极・癌症

介入治疗中心・化学疗法中心・乳腺中心・体检中心・血管中心・集中治疗中心 

机构指定 生活保护法指定医疗机构・被爆者一般疾病医疗机构・劳灾保险给付医疗机构・身体障

碍者福祉法指定厚生医疗机构・急救告示医院 

设施认证 日本内科学会认证教育关联医院 

日本外科学会外科专家制度关联设施 

日本循环器官学会认证循环器官专家研修设施 

日本消化器病学会专门制度认证设施 

日本麻醉科学会认证麻醉科认证医院 

日本医疗保健联合学会认证家庭医疗后期研修系统（ver.2.0） 

日本医院综合诊疗医学会认证设施 

日本神经学会认证准教育设施 

日本癌症治疗认证医疗机构认证研修设施 

日本 IVR 学会专家修炼设施 

按照血管内烧灼术实施基准实施下肢静脉瘤治疗设施 

胸部带膜支架介入实施设施 

腹部带膜支架介入实施设施 

 

 

 



 

医院沿革 
 

年月 沿革 

平成 26 年 

（2014 年） 

7 月 吹田徳洲会医院开设（许可病床 365 床、运行病床 98 床） 

吹田徳洲苑开设（159 床） 

诊疗科室：内科・循环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人工透析内科・

外科・消化外科・呼吸外科・心血管外科・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乳腺外科・

妇科科・泌尿科・儿科・放射线治疗科・放射线诊断科・康复理疗科・病理诊断

科・牙科・牙科口腔外科 

9 月 HCU10 床、普通病房开设 50 床（运行病床 158 床） 

10 月 麻醉科・皮肤科标榜 

11 月 50 床疗养病房申报（普通病床 108 床、疗养病床 50 床） 

12 月 50 床疗养病房申报（普通病床 108 床、疗养病床 100 床） 

平成 27 年 

（2015 年） 

2 月 妇产科标榜、开设搭桥中心 

开设 28 床女士病房（普通病床 136 床、疗养病床 100 床） 

5 月 HCU10 床增设至 20 床（普通病床 146 床、疗养病床 100 床） 

开设综合诊疗门诊 

10 月 血管外科标榜、开设血管中心 

11 月 开设普通病房 34 床（普通病床 180 床、疗养病床 100 床） 

平成 28 年 

（2016 年） 

4 月 普通病房由 34 床增设至 48 床 

普通病房增设 24 床（普通病床 218 床、疗养病床 100 床） 

8 月 普通病房增设 47 床（普通病床 265 床、疗养病床 100 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