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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以健康的名义



“体验超级服务 奠基幸福人生！“

为中国社会精英人群提供中日两国健康交流的平台

提供集高端体检、疾病治疗、整形美容、养生抗衰老、休闲观光于一体的“超级服

务”

帮助会员在成就事业的同时，树立“早发现、早治疗”的良好意识，享受世界一流

的医疗技术，体验“超级服务”，奠基幸福人生。

日本医疗领域NO.1企业旗下的高端健康俱乐部

日本医疗旅游俱乐部是医疗旅游日本株式会社旗下的高端健康俱乐部。

医疗旅游日本株式会社是日本政府指定的，同时具有赴日医疗签证邀请函发放和医疗中介两项资质

的公司，是日本医疗旅游业界内唯一通过日本国家旅游局审查，并获得“对中国人医疗旅游事业模

范”称号的公司。

其母公司为SHIP HEALTHCARE HOLDINGS株式会社，是日本最大的医疗器械制造、销售企业，东

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3360】，拥有覆盖全日本的庞大医院及医疗信息网络，综合实力日本

NO.1。

2009年，医疗旅游日本株式会社开始为中国社会精英人群提供赴日高端医疗体检及定制化旅游服

务，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代表处。

许多贵宾在亲历了日本医疗旅游之后，不仅深度了解了自身的健康状况、建立了良好的健康意识，

更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旅行体验，达到了“洗心静虑”的健康辅助效果，与本公司也建立了深厚的信

赖关系，并推荐家人、朋友、重要商业合作伙伴也来参加。

2012年春，为了答谢广大贵宾们的厚爱，彰显本公司贵宾独享的权利，提供更加完善和个性化的医

疗旅游服务内容，高端健康俱乐部—日本医疗旅游俱乐部成立了！我们希望，能够为更多的中国社

会精英人群，创造分享健康、旅行等各种人生经验的交流平台，在保证会员隐私的基础上，促进彼

此间的珍贵友谊，共享精彩人生！

俱乐部成立 俱乐部服务宗旨



会员礼遇

赴日体检医疗

三年健康管理

旅行定制服务

专属旅行管家

关注健康行动

走近  礼仪之邦

俱乐部为会员赴日体检、治疗、旅游，提供

一体化定制化服务。

俱乐部的服务优势：

合作医疗机构数量日本NO.1，已达32家，北海道（9家）、

东京（11家）、横滨（1家）、神户（1家）、大阪(3家)、

奈良（1家）、九州（5家）、冲绳（1家）等，由北向南，

覆盖了日本医疗水平1级地区及城市。严格按照以下标准挑

选，并拥有优选预约权和独立贵宾室使用权。

标准一：在某领域具有世界公认的先进技术或权威专家。

标准二：成功病例多，日本医疗业界内口碑好。

体检治疗项目数量日本NO.1。除癌症、心脑血管、糖尿

病等重大疾病的早期筛查及治疗外，还包括眼科、牙科、

整形美容、男性脱发治疗、女性脱毛、养生抗衰老、温泉

治疗等各种日本医疗技术优势领域。

医疗及旅游一体化定制化服务。从事前问诊、安排医院及

全程医疗翻译陪同，到办理各类签证、预订机票酒店、现

地导游接待等,事无巨细、专人对应、保证会员轻松出行。



会员礼遇一： 赴日体检医疗服务 会员礼遇二： 三年健康管理服务

会员三年内免费享受以下权益：

会员及父母、配偶、子女，每人每年均可获得一

次日本体检名额（赴日旅费会员承担）。

体检项目包括P53抗体超早期癌症风险排查、

ABI动脉硬化检查等日本独有的先进检查技术，

重点排查癌症、心脏、糖尿病等三大成人病早

期风险，帮助会员定期了解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状况。

赴日治疗时，中日远程问诊权、权威医生优先

预约权、医疗签证优先发放权。

专业医疗团队管理会员医疗档案。定期发送健

康提醒、健康风险评估、慢性病管理（饮食、

运动、生活习惯方面）等多种资讯。

図 2.7.1 平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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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OECD Health Data 2009 - Version: June 2009

各发达国家平均寿命对比

螺旋断层放疗系统（Tomotherapy）

図 2.4.1 人口 100 万人当たりの MRI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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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发达国家每100万人均MRI保有台数对比

各发达国家每10万人口中癌症死亡率对比

図 2.8.3 人口 10 万人当たりがん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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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医疗旅游优势：

世界公认的健康大国。PET-CT、MRI等高端医疗体检仪器人均拥有率世

界NO.1；超早期肿瘤等疾病发现率世界NO.1；“癌症、心脑血管、糖

尿病”三大成人病生存率世界NO.1。

医疗体制完善、医疗技术尖端。尤其在螺旋断层放疗(Tomotherapy)、

重粒子线放疗等恶性肿瘤治疗方面，拥有世界公认的治疗成功率。

医护人员专业素质高、病理分析能力强、高端医疗仪器操作熟练。尤其

擅长心脑血管、美容整形等精细手术。“宾至如归”的日式医疗服务，

更是令人难忘。

离中国最近的最适合旅游养生的国家。平均飞行时间只需3.5小时，空气

质量佳、食品安全可靠、温泉资源极为丰富、特别适合疗养。



沉醉  旖旎美景

体验  别样生活

会员礼遇三：旅行定制化服务

会员专属旅行设计团队，量身定制个性化旅行路线。



领略  文化掠影

遍尝  饕餮美食

会员礼遇四：旅行管家式服务

会员赴日时，安排日本当地专属旅行管家，食住行、玩乐购，全方位贴心服务。



共享  安平人生会员礼遇五：关注健康行动

不定期邀请日本医学专家来华进行医疗讲座、问诊等俱乐部活

动。为会员带去日本最新健康动态。会员及父母、配偶、子女均

可参加。



入会须知   

• 入会条件　
参加医疗旅游日本株式会社的健康之旅，赴日医疗体检及旅游是成为会员的唯一条件。

• 入会流程

隐私保密　

日本医疗旅游俱乐部充分尊重会员隐私，承

诺将会员资料、医学报告、医疗信息等妥善

保管。除法律需要等原因外，未经会员本人

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公开、编辑，透漏会员

资料或非公开内容的会员信息，并保证合作

伙伴和员工遵守同样的隐私保密条款。

1

2

3

4

申请参加医疗旅游日本株式会社的健康之旅。

仔细阅读会所总则等相关条款，填写个人信息表格。

提交相关材料，护照复印件或扫描件，健康调查表格。

医疗旅游日本株式会社的健康之旅结束后，即可成为会员。

更多详情请见俱乐部网址  http://medical-service-jap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