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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介绍：森 吉臣

1968年毕业于日本大学医学部

1972年进修日本大学院医学研究科毕业

1980年担任美国加利佛利亚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肾研究室研究员

1998年担任独协医科大学越谷病院副院长

2012年任职医疗法人社团健若会理事长

多年来专注于预防医疗的研究

独协医科大学名誉教授

NPO法人日本抗衰老医疗协会理事长

日本临床看老化医学会认定医

高浓度维生素C疗法专门医

细胞功能研究所所长

血液净化普机会会长

日本臭氧疗法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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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衰老美白套餐



臭氧净化血液疗法在德国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
101岁的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曾长期接受过臭氧净化治疗。

臭氧医学发源于十九世纪末叶，人们就采用简易的臭氧发生设施进行医用臭氧的制备，
开展战斗创伤的治疗，好比外科传染，战壕足等的光疗治疗方式。

显著功效：

l 强氧化作用， 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力

l广谱抗菌效用，清除自由基

l预防脑梗，脑中风，糖尿病，高血压等重大疾病

l净化血液，增加红细胞携氧能力，改善睡眠，增强体力活力。

l由内而外呈现健康态

血液净化前 血液净化后

臭氧净化血液抗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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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浑身上下都更美的“高浓度维生素C疗法”

将高浓度维生素C营养液输入进血液中，使全身达到抗氧化和抗衰老的作用。

显著功效：

l通过抗氧化作用清除活性氧，获得抗衰老、美肌效果。

l改善暗沉、色斑、肝斑、毛孔粗大、粉刺等肤质问题。

l促进胶原蛋白生成，使肌肤富有弹性、润泽、透明感。

l增强对感冒、流感等病毒的抵抗力。

高浓度维生素C点滴SP美白点滴

5



水光注射PRP肌肤再生疗法是从患者自身血液中采取血小板（PRP），
与水光针一起通过微针注入肌肤底层。

通过注射让肌肤获得重生，改善肌肤弹性，令由于肌肤老化引起的黑眼圈、
法令纹、肌肤松弛等问题得到改善。

效果显著

l密集补充皮肤底层水分，改善脸部、颈部、手部的干性皱纹

l收缩毛孔，增加皮肤弹力，紧致皮肤

l改善鱼尾纹、法令纹

l皮肤水润柔嫩、透亮有光泽

水光注射PRP肌肤再生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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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维
生素C点滴

SP

水光注射PRP
肌肤再生疗法

臭氧净
化血液

项目名称 所需时间 价格（人民币）

臭氧血液净化疗法 30-40分钟  10714元/次

维C点滴美白 1个小时 7036元/次

PRP水光针嫩肤 30-40分钟 22864元/次

抗衰老套餐 2-3个小时 35340元/套餐

抗衰老美白套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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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衰老美白套餐价格 ：35340元人民币

包含：

1.   医师面谈诊疗费、臭氧净化血液套餐，高浓度美白VC输注，
      PRP水光注射各一次的项目治疗费。

2.   预约就诊日期、专业医疗翻译陪诊服务。

3.   治疗当天酒店往返诊所的接送费用。

4.   当天如果顾客希望追加项目可在机构当场追加并直接支付费用给机构。

建议定期赴日诊疗，以达到更好的美白、抗衰老、预防疾病的显著功效。

①中国顾客需要事先提前三周预约，并办理相关医院预约手续。 

②请告知姓名（汉字及拼音）、生日、年龄、性别、身高、体重

③ 预约后取消将会产生违约金，详情见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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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衰老美白套餐注意事项



    肌肤细胞再生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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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肤细胞再生疗法



    肌肤细胞再生疗法

11



12

细胞保管



培养   ００ 倍
１０，

。

我们所建议的是肌肤再生治疗是在知情，

同意后才开始治疗。

决不劝说不适合治疗

与实行前的照片相比，

关于维持今后肌肤的方法等，

到了数年后，
保管的年轻健康细胞移植
到您的肌肤中。

２．ＨＢｓ 抗原（乙型肝炎）
３．ＨＣＶ 抗体（丙型肝炎）
４．ＨＩＶ 抗体（艾滋病）
５．ＨＴＬＶ－１ 抗体
      （成人 Ｔ 细胞白血病）

④在耳朵后面采集米粒大的肌肤

耳朵的后面采集肌肤。
采集的肌肤只有米粒大，
伤口也不明显基本上看不出来。
肌肤采集当天可以洗发。
肌肤采集的当天洗头发也没问题。

细胞培养专门施设里，
专业的技术人员将采集的肌肤
中提取出肌肤细胞，
进行增殖培养到约 １０，０００ 倍。

移植使用以外的分量是，
为了以后冻结保存

首先予约
（打电话或从官网）

免费咨询

②有什么烦恼或希望都可以告知我们

美容外科和 是怎么治疗？再生医疗
有什么不同？

跟透明质酸
比那种好？

到

０

！

真没有
副作用？

当日ＯＫ

血液检查

１ 个月后

３ 个月后

６ 个月后

免费检诊

每１～２年

定期保养

③进行血液检查

１ 周后

⑤移植肌肤细胞（第一次）

⑥术后免费定期检诊服务

检查项目

１．ＴＰＨＡ（梅毒）

采集肌肤
培养细胞

４ ５ 周后

肌肤细胞移植
（２  次）

大约二周后

　移植肌肤细胞（第二次）

※为了提高细胞的固
　定 率，同 一 部 位
　二次移植为一个
　计划。

          肌肤细胞再生操作流程

首先从免费咨询开始。将为您说明，初次治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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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计划
日元价格

（须另加税）

（参考）人民币

（须另加税）

①皮肤采集
采集一片皮肤，皮肤细胞
进行培养并冻结保存。
培养后的细胞数量由第一期
培养的数量来决定，所以希望
通过长时期治疗多处部位者，
如果在第一期选择“Bank60”
将来有可能出现細胞数量
不够的情况。

(B60) Bank60（培养60cc的细胞） ¥900,000 CNY 54,579

(B120) Bank120（培养120cc的细胞） ¥1,400,000 CNY 84,900

(B240) Bank240（培养240cc的细胞） ¥2,200,000 CNY 133,414

②细胞移植（治疗）
※所示价格为移植1次所需价格
为了提高细胞在第一次接受
治疗部位的稳定性，
第一次治疗的疗程为2次移植 
（根据要求也可以再追加1次）
之后，以每隔1～2年维护时的
移植1次为标准（根据要求也可
以再追加1次）。
Premium（2倍浓度）＝ 亦称
“双倍”，使用（消耗）
Standard2倍量的的细胞。
比如、Premium（2倍浓度）
4cc，亦称「4cc双倍」，
就要使用（消耗）相当于8cc的
细胞。
※有关Premium（2倍浓度）的
使用，详细请直接咨询诊所。

(S2) 标准型 ２ｃｃ ¥460,000 CNY 27,896

(S3) 标准型 ３ｃｃ ¥575,000 CNY 34,870

(S4) 标准型 ４ｃｃ ¥690,000 CNY 41,844

(S5) 标准型 ５ｃｃ ¥920,000 CNY 55,791

(S6) 标准型６ｃｃ ¥1,150,000 CNY 69,739

(S7) 标准型７ｃｃ ¥1,265,000 CNY 76,713

(S8) 标准型 ８ｃｃ ¥1,380,000 CNY 83,687

(S9) 标准型 ９ｃｃ ¥1,610,000 CNY 97,635

(S10) 标准型 １０ｃｃ ¥1,840,000 CNY 111,583

(P2) 高浓度型（2倍浓度） ２ｃｃ ¥650,000 CNY 39,418

(P3) 高浓度型（2倍浓度） ３ｃｃ ¥800,000 CNY 48,514

(P4) 高浓度型（2倍浓度） ４ｃｃ ¥1,000,000 CNY 60,643

(P5) 高浓度型（2倍浓度） ５ｃｃ ¥1,300,000 CNY 78,836

(P6) 高浓度型（2倍浓度） ６ｃｃ ¥1,600,000 CNY 97,029

(P7) 高浓度型（2倍浓度） ７ｃｃ ¥1,800,000 CNY 109,157

(P8) 高浓度型（2倍浓度） ８ｃｃ ¥2,000,000 CNY 121,286

③细胞保管5年/10年
※享受预先一次付清优惠价，若中
途解约一概不退还已付金额。

(M5) 标准型５年（～120cc） ¥1,000,000 CNY 60,643

(L5) 高浓度型５年（～240cc） ¥1,600,000 CNY 97,029

(M10) 标准型１０年（～120cc） ¥1,600,000 CNY 97,029

(L10) 高浓度型１０年（～240cc） ¥2,500,000 CNY 15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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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壁  征夫

     
      
Sapho美容整容专科医院

被称为日本整容界的“上帝之手”，
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
Sapho美容整容专科医院院长。
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教授、
美国整形外科、美容外科学会会员、日本美容
外科学会常任理事、
日本临床整形美容外科医学会会长、
福冈大学医学部临床教授。
2009年『不会肿的拉皮』日本美容外科学会最优秀奖。

   
擅长领域
拉皮手术【SMAS法】（日本手术案例数量第一）
上眼睑除皱术【眉下切开法】； 
吸脂【BODYJET法】
隆鼻术【白壁法】； 
整鼻术

Sapho美容整容专科医院是1989年白壁征夫先
生在东京创立的，日本首家以美容整容为主的
专科医院，拥有世界最早的医疗美容的历史。
该院的每一位医生常年致力于技术的钻研，为
客户提供确实可靠的”效果”与“结果”。今
后也会一直为客户提供世界最尖端技术和最高
峰的美容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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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浅表肌肉腱膜系统，简称SMAS。只有将皮肤及SMAS同时拉紧才能有效去除皱纹，

该院的筋膜悬吊术是在提升面部衰老下垂皮肤（包括眼角下垂、眉角下垂、面颊部位下

垂、鼻唇沟等）的同时能祛除面部皱纹一种崭新技术。据此开创了第二代除皱术。

通过去除皱纹处折叠筋膜SMAS，将皮肤从深层拉紧，面部肌肉、皮肤看起来没有紧绷

感，显得真实自然。

SMAS除皱适用范围

眉外侧半与上眼皮松垂、眼袋及其下方的沟突、鼻唇沟、
口角外侧的松垂囊袋、双下颌、火鸡脖子等

传统拉皮拉伸方向拉
SMAS法拉皮拉伸方向

 
    ①手术前：　　诊查，说明
            ↓
    ②手术当天手术时间：4～5小时
            ↓
    ③术后第二天：消毒（可淋浴）
            ↓
    ④第四天：　　拆半线
            ↓
    ⑤第五天：　　化妆
            ↓
    ⑥第八天：　　全部拆线

1、诊查--------第一次去医院
（专家的说明、诊查）
首先，会在治疗前进行问诊。关于SMAS法拉皮手术，专家会对您做
详细说明，针对每个人的治疗部位及皮肤现状，专家会为您量身定做
治疗方案。如果患者对效果，安全性等有疑问的话，可以咨询专家。
专家会为您解答所有疑问，治疗会在您理解并治疗同意书签字后进行
治疗。

抽血检查
在手术之前需要顾客去国内医院或来sapho验血。
・来sapho验血的话，金额包括在手术费中。
・去医院的话，请在动手术前的一个月以内验好。
   并且手术1周前请把验血报告通过电子邮件发给sapho。
2、根据患者体质的不同，全部拆线为止需要7-10天
3、根据个体差异，脸部全部消肿需要6个月-1年
4、在sapho动手术之前的6个月，请勿在其他医院动手术。
5、术后必须在sapho治疗直至拆线。
6、请在领取签证以后进行预约手术。
7、就诊也可以预约（诊查费 45,000日元）

SMAS法拉皮手术流程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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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壁法隆鼻术

 白壁隆鼻流程

从前用于隆鼻术的材料，大概有2种，一种是医疗用硅胶，另一种则是用骨软软骨。如今同

时用硅胶假体和耳廓软骨移植的安全隆鼻术，能很好的互补两种材料的缺点。如果只使用L

型的硅胶假体，手术后鼻子会显得不自然，还会引起鼻尖变白或假体戳出等后遗症，为了

避免这些情况，白壁医生采用耳廓软骨与硅胶假体并用移植法，鼻尖部用耳廓软骨，鼻梁

采用硅胶假体的安全隆鼻术。因为对于每一位患者，从选材到手术方案都是量身定做，所

以术后效果很自然、美观。

手术前 问诊，影像检查

手术日 硅胶做成

手术第二
天 消毒

第四天 拆线，固定胶带
除去

手术前 问诊，影像检查

手术日 硅胶做成

手术第
二天 消毒

第四天 拆主线，固定胶带
除去

第六天 全部拆线

手术前 问诊，影像检查

手术日 硅胶做成

手术第
二天 消毒

第四天 拆主线，固定胶带
除去

第六天 全部拆线

鼻尖软骨移植 硅胶隆鼻术+鼻尖软骨移植硅胶隆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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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价格均为每1名客人的日元报价（含税）。

   需要人民币报价的客人，依照成约当日中国银行当日外汇牌价加3%增值税算出。

*以上价格均包含专业中文翻译全程陪诊服务费。

*以上价格包含当天入住酒店往返机构的接送费用。 

*如有需求，可为客人以及1名陪同家属办理日本医疗签证（15天）的保函服务。（具体商谈） 

套餐内容 所需天数 价格

SMAS脸部拉皮诊疗费
（医院） 7-10天 4,000,000日元～

霓虹医疗直通车服务费 7-10天

第一回治疗套餐服务费    
290,400 日元
第二回来日本复查    每次陪诊服务费
60,000日元

◆取消预约的时候，请支付以下取消费用(都是在全费用上计算)
・手术前10天～手术前一天：手术全费用的50%
・手术当天：手术全费用。

套餐内容 手术时间 所需天数 价格

硅胶隆鼻术+鼻尖软骨移植
诊疗费用（医院） 1時間30分             1周

（所需天数因人而异） 3,800,000日元～

霓虹医疗直通车
服务费 7-10天

第一回治疗套餐服务费    
290,400 日元
第二回来日本复查    每次陪诊
服务费60,000日元

◆预约流程

请直接联系霓虹医疗直通车工作人员进行预约申请→填写预约表格（请尽可能的详细填写，有助于就诊）
→医院提供预算→客户确定预约日期

◆支付流程

手术的日子暂定下来了，请按以下流程将治疗费用直接支付给院方，服务费用汇款给霓虹医疗直通车。
 ※  手术全费用支付时间：确定好预约的时候。
 ※  汇款后，请把汇款收据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们。（手机拍的照片也可以。） 
 ※  汇款手续费由顾客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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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细胞间质的面部按摩套餐

被誉为“激光器之王”的SCITON激光器可发射出1319纳米的波长，加热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和
细胞的活性化，从而滋润细胞间脂质组织让它富有弹性，提高肌肤的屏障功能，使肌肤重返青春。
让您的肌肤紧致，消除细纹及肌肤暗淡的烦恼，打造富有透明感的美丽肌肤。

肌肤内部的水分和油分有序地层状
排列的状态叫做细胞间脂质组织

细胞间脂质组织被破化的肌肤

缔造富有弹性的水润肌肤

什么是细胞间脂质组织？
角质层在肌肤的最外层，它对肌肤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角质层里有角质细胞和细胞间脂质组织，是由
脂质和水所构成。它们能够提高肌肤屏障功能，保护肌肤不受到外界刺激，
还可以防止水分的流失。细胞间脂质组织被破坏的话，容易产生皱纹、雀斑、肌肤松弛、肌肤敏感、青
春痘等衰老现象。为了保持肌肤的健康年轻，调理好细胞间脂质组织是很重要的。

套餐内容 所需时间 价格

改善细胞间质
面部按摩诊疗费

（医院）
60分钟 105,300日元

霓虹医疗直通车服务费 单次 60,000日元

*以上价格均为每1名客人的日元报价（含税）。

*以上价格均包含专业中文翻译全程陪诊服务费。

*以上价格包含当天入住酒店往返机构的接送费用。 

*如有需求，可为客人以及1名陪同家属办理日本医疗签证（15天）的保函服务。（具体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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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RLET套餐

什么是SCARLET
它可以通过微针刺激来刺激来紧致皮肤，同时通过RF高周波（无线电
波）的热能来生成胶原蛋白的最新款的面部提升治疗仪。
微针值刺入皮肤表层，就能让高周波直接作用于真皮层，提升肌肤质
感重返青春容颜。

使用25根医疗用RF射频微针（级细电极针）
进行照射。
鼻翼、眼角等细微处也可以照射。

<推荐以下人士使用>
*想提升肌肤弹性，拉紧面部肌肤的人士
*想让皮肤肌理细密富有青春活力的人士
*为青春痘·痘痘疤痕而担忧的人士
*为皮肤松弛·毛孔粗大而担忧的人士

套餐内容 所需时间 价格

改善细胞间质
面部按摩诊疗费

（医院）
单次 210,600日元

霓虹医疗直通车服务费 单次 60,000日元

*以上价格均为每1名客人的日元报价（含税）。

*以上价格均包含专业中文翻译全程陪诊服务费。

*以上价格包含当天入住酒店往返机构的接送费用。 

*如有需求，可为客人以及1名陪同家属办理日本医疗签证（15天）的保函服务。（具体商谈） 

<特征>
1、微针刺入深度在0.5~3.5mm，能照射到真皮层至皮下组织上层的广范围深层部位。
2、直接照射到真皮层，所以不会对表皮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术后恢复也快。
3、整个脸部·颈部都可以做，让您拥有完美，焕发青春的脸部曲线。

释放RF高周波 热能反应生成胶原蛋白微针刺入皮肤

SCARLET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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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 智史

1990年毕业于日本医科大学

入东京警察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工作

1994年前往新西兰中央医院皇家阿德莱德医院留学。

2009年就任青山外苑前专科医院院长。

日本形成外科学会专科医师

日本激光医学会认证医师

日本抗衰老医学会专科医师

所属日本美容外科学会等多个学会

在东京警察医院整形美容外科拥有多年手术的经验

青山外苑前专科医院

是由整形·美容外科、营养疗法部门、抗衰老部门组成的专业医疗美容团队。

通过最新医学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致力提供最先端的医疗及医学美容服务。

青山外苑前医院

院长的问候
我们在以往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加上新的治疗方法，为了让所有的就诊者满意而努力。

并且我们为了让就诊者继续接受治疗，制定了合理的价位。所以，请安心来我院治疗。肌

肤的状态因人而异，我们会和就诊者一起商讨，定出最适合就诊者的治疗方法和细节，所

以初诊时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无论遇到什么烦恼，都可以和我们商量。

青山外苑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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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热门美容项目

通过将肉毒杆菌注入腋下，抑制外泌汗腺的活动，
有效抑制汗液分泌，治疗时间大约5分钟，效果可
持续6~12个月。

<推荐给以下人士>

*希望不开刀就可以治疗的人士
*在意手掌、脚底汗液的人士
*有轻度狐臭、多汗症的人士

*希望短时间内抑制气味、汗液的人士

狐臭、多汗症治疗

Titan XL

用近红外光刺激纤维芽细胞，长期性地改善松弛。

Titan XL是一种不使用手术刀改善松弛的治疗。近红外

线切实达到真皮层，瞬间发生热收缩，因此不仅治疗后
当场即可实际感受到拉紧效果，而且刺激纤维芽细胞，
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大约1个月后可望获得紧绷感、
上提感。

·治疗后当即感受到紧致效果
·效果持久

BNLS 小脸注射
不开刀、不肿胀、别人不会知道。

分解难以瘦下来的脸上脂肪，与废物一起经过毛细血管、
淋巴管，排出体外。这是通过脂肪分解、肌肤拉紧、淋
巴循环等的作用，可望获得小脸效果的注射。

<推荐给以下人士>

*希望不开刀、不拉皮、不缝针即可实现小脸的人士
*面部脂肪多的人士

精选热门美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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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餐内容及价格

手术部位 价格（日元）

【诊疗费】 ¥11,700～

眼部

埋线法 ¥374,400～

部分切开双眼皮手术 ¥702,000～

全切开双眼皮手术 ¥936,000～

上眼皮脂肪微抽法 ¥1,404,000～

下眼皮脂肪微抽法 ¥1,404,000～

修复 ¥1,170,000～

照射系

光子嫩肤 ¥936,000～

无针美塑 面部&锁骨 ¥70,200～

无针美塑 抗衰老 ¥84,240～

超声波拉提 面部

FUS ¥608,400～

GFR ¥421,200～

SRR ¥468,000～

FUS+GFR+SRR ¥1,170,000～

Titan XL 面部 ¥234,000～

genesis ¥93,600～

面部套餐

Titan+genesis+光子嫩肤 ¥379,080～

Titan+genesis ¥294,840～

Titan+光子嫩肤 ¥294,840～

genesis+光子嫩肤 ¥168,480～

点阵CO2激光

面部 ¥374,400～

脖子 ¥234,000～

上臂 ¥2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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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部位 价格（日元）

玻尿酸

下眼凹陷 ¥117,000~¥390,000

卧蚕 ¥117,000~¥156,000

唇部（上、下） ¥78,000~¥117,000

法令纹 ¥156,000~¥468,000

鼻子 ¥93,600~¥312,000

下巴 ¥195,000~¥468,000

苹果肌 ¥195,000~¥780,000

木偶纹 ¥195,000~¥468,000

颞部凹陷 ¥390,000~¥780,000

玻尿酸1cc ¥234,000~¥312,000

溶解 ¥78,000~

微晶瓷

一支（1.5ml） ¥561,600～

0.1ml ¥46,800～

瘦脸针

表情纹（额头、眉间、眼尾）·第一处 ¥140,400～

表情纹（额头、眉间、眼尾）·第二处（限同日） ¥93,600～

眼睑下 ¥93,600～

鼻翼出汗 减少皮脂 ¥93,600～

露龈笑矫正 ¥93,600～

上唇纵纹 ¥93,600～

嘴角上扬 ¥93,600～

下巴 ¥93,600～

脖纹  一支 ¥93,600～

两腮 ¥234,000～

双腋下（多汗症）

·女性 ¥280,800～

·男性 ¥374,400～

双手掌 ¥468,000～

双脚掌 ¥4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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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部位 价格（日元）

溶脂注射

SLIM（橘皮组织用）5ml ¥93,600～

溶脂注射 轮廓注射MLM（配合紧致成分）

·脸颊 ¥140,400～

·下巴 ¥140,400～

MLM 4cc ¥117,000～

MLM 10cc ¥273,000～

BLNS 1cc ¥46,800～

BLNS 10cc ¥273,000～

抗衰老营养疗法

咨询费用 ¥39,000～

血液检查 ¥49,140～

美甲矿物质检查 ¥78,000～

迟延性过敏反应 ¥156,000～

抗衰老荷尔蒙检查 ¥78,000～

排毒补充剂（6个月） ¥390,000~¥780,000

抗衰老配方（6个月） ¥390,000~¥780,000

美白·美肌配方（6个月） ¥390,000~¥780,000

女性荷尔蒙乳霜（1个月） ¥140,400～

褪黑激素 ¥19,500～

DHEA、7keto-DHEA ¥19,500～

邮费（另收） 根据发送地址

*以上价格均为每1名客人的日元报价（不含税）。日本的消费税为8%。

*以上价格均包含专业中文翻译全程陪诊服务费。

*以上价格包含当天入住酒店往返机构的接送费用。  

＊另需支付医院手续费100,000日元

套餐内容 费用总和

青山外苑前专科医院美容套餐
部位价格明细①+ 医院手续费用②+本公司服务费

60,000日元

25



柳生 邦良

国际毛发外科学会ISHRS 会长
美国毛发外科专科医生

日本临床毛发学会理事长

                                       纪尾井町专科医院毛发种植

医学博士，纪尾井町专科医院院长。1976年东京大学医学部医学

科毕业，入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工作，兼任神奈川医疗中心

胸部外科主任医师，1987年作为公益财团Die 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的研究员前往德国MHH大学留学，积极开展

自体毛发移植研究，其在心、肺移植以及免疫领域的研究成果获

得了国际好评。回国后担任东京大学医学部讲师，兼任东京大学

医学部附属医院外来主任医师，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心脏血管

外科部部长，NHT毛发研究所所长，2004年就任纪尾井町专科医

                 院院长，2015年荣升全球植发领域最权威机构——国际毛发外科              

                                                               学会（ISHRS）会长成为该学会自成立以来的首位亚洲出身的会长。

FUE无痛无痕自体植发手术，是由全球植发领域最权威机构——国际毛发外科学会（ISHRS）会长柳生

邦良先生发明并亲自操作。植发后毛囊成活率高达95%以上。没有排斥反应。新生长的头发可以任意洗

剪烫吹。 手术前由专家根据个人毛发情况，科学预测10年至30年后的变化，设计出最为符合个人脸型的、

真实自然的发型。 植发手术只需几小时，手术过程中患者可以听音乐、看电视。无需住院、不用复诊，

即便是短期来日旅游的人也可以轻松、方便地接受植发手术。

纪尾井町专科医院毛发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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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体植发-FUT／FUE方法

①FUT法
采用手术方式将自体后枕部健康的头皮提取，在显微镜下分离成单体毛
囊移植，再经过培植后种植到脱发部位，使其重新长出毛发。
由于采用手术方式提取毛囊，提取部位需要缝合伤口，因此会留下一条
线形的细小疤痕。一次手术最多植1500 – 1800株，每株２根头发左右，
大约可移植3000~3600根。术后头发２cm以上，能遮盖伤疤。　　　　　　　　　　　　　　                                                 

②FUE法 （无痛无痕植发技术）
不需通过手术方式提取毛囊，而是采用像打孔机一样的特殊精密仪器
从后枕部分散性提取单体毛囊，按头发生长方向和密度自然地种植在
脱发区。由于无需切开头皮，无需缝合，避免了供体区的疤痕。

手术前 手术前

与传统FUE法不同的是，纪尾井町专科医院

采用的是最尖端直径最小的精密仪器。正常

取完毛囊头皮都会大范围的留下直径约1mm

的圆形白点，而纪尾井町专科医院能够让刚

采集完毛囊的头皮也不那么明显，只要头发

长度有1cm就能完全遮盖痕迹。

传统FUE法

纪尾井町FUE法

纪尾井町FUE法8~15日后 

纪尾井町FUE法3个月后

自体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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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E自体植发流程及收费

将您的照片邮寄给我们，由院方制定流程

来日本前医院给出全面具体的说明

治疗费用直接向医院支付，本公司只收取服务费。

套餐内容 价格

FUE植发套餐治疗费

(医院)
1,080 日元×植发株数＋操作费216,000 日元

霓虹医疗直通车服务费 第一回治疗套餐服务费    290,400 日元
第二回来日本复查    每次陪诊服务费60,000日元

取消在一定期间内将会产生违约金

*以上价格均为每1名客人的日元报价（含税）。

  需要人民币报价的客人，依照成约当日中国银行当日外汇牌价加3%增值税算出。

*以上价格均包含专业中文翻译全程陪诊服务费。

*以上价格包含当天入住酒店往返机构的接送费用。 

*如有需求，可为客人以及1名陪同家属办理日本医疗签证（15天）的保函服务。（具体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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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 Clinic—高柳进医生

 MEGA诊所院长，曾任国际美容外科学会（ISAPS）主席， ISAPS是在全

世界范围内公认最权威的行业协会，成为该学会的主席是作为一名整容

医生可以享有的最高盛誉，可见其医术造诣之深。

 高柳进医生在国内以及国际学会的公开演讲和培训不胜枚举，并著有大

量形成外科和美容外科的高质量业内书籍，为学术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高柳进医生在胸部与鼻部手术方面，经验尤其丰富；乳腺癌术后关于乳

房再建方面的高难度手术项目，更是世界权威。擅长治疗的项目基本涵

盖了美容外科和整形外科的全部领域。

高柳进医生

医生介绍

擅长领域

胸部手术：

丰胸（假体，自体脂肪混合丰胸）、乳
房 、乳晕 、乳头缩小

眼部精修、鼻综合、脸部削骨、去皱抗
衰、抽脂、丰胸、植发、腋臭等常见的
美容外科项目在MEGA诊所可以一站式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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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价格（价格单位：万日币）

    眼睛

    切开双眼皮 40.8
    埋线双眼皮 15.6
    串珠 31.2
    去脂 32.4
    开内眼角 32.4
    眼部除皱 57.6
    眼睛凹陷 57.6
    提肌 84

   鼻子

    假体隆鼻 49.2
    鹰钩鼻 97.2
    鼻翼缩小 49.2
    鼻尖缩小 49.2
    鼻中隔延长 120
    鼻尖软骨 49.2
    玻尿酸隆鼻（1CC为单位） 14.4

     胸部

    假体隆胸 156
    脂肪注入（含干细胞） 162
    乳房缩小 180
    乳房提升（乳晕周围切开） 120
    乳头缩小 49.2
    玻尿酸隆胸（10CC为基本单位） 9.6
    腹壁 120
    肚脐行成 30
    脸部抽脂 64.8
    下巴抽脂 32.4
    太阳穴脂肪注入 32.4
    法令纹脂肪注入 32.4
    上下眼脸脂肪注入 25.2

高柳进医生手术项目及价格



片桐衣理院长介绍：

 帝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东邦大

学内科部任职8年，曾任东京都内一

家美容诊所的综合统筹院长。

 2004年10月在港区北青山的衣理诊

所表参道开业。

 2009年10月美人制造研究所开业。

 很多日本演艺圈的艺人和模特成为

她医院的会员，而片桐衣理本人也

经常受邀参加NHK的电视节目—R

的法则。

院长寄语

历经约15年，衣理美容医院表参道始终坚持以女性的美和健康为座右铭，

实施了有效的抗衰老护理，其中遇到很多抱有女性独特烦恼（例如，尿漏、

阴道疼痛、炎症、不感症等）的患者。

因此，衣理美容医院表参道导入了在世界拥有最多业绩的阴道内激光仪器

「蕊丽无创私密激光」，并携手长年信赖的妇科专门女医师尽全力来解决

各种妇科烦恼。

衣理美容医院院长—片桐衣理

衣理美容医院院长  片桐衣理



蕊丽无创私密激光手术的优势

 院长和妇科专门女医师的共同问诊
院长和妇科专门女医师会全权负责，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有效且可以
让患者得到满足的治疗。

 无需开刀的最先端「蕊丽无创私密激光」治疗
无需开刀，通过最先端的「蕊丽无创私密激光」治疗，可以实现对各种烦恼
（例如，尿漏、阴道疼痛、炎症、不感症等）的改善，治疗无痛且没有恢复
期。

 为了让患者完全放松全程都将在单独房间内进行
顾虑到保护患者隐私，从问诊到治疗全程都将在独立房间内进行。从精油、
BGM,到更衣等细节，院长和所有职员都会尽心尽意为您提供最精心的服务。

蕊丽无创私密激光手术

蕊丽无创私密激光是激光仪器的名门
Fotona（斯洛文尼亚）社开发的私密处
专 用 激 光 。 获 得 美 国 美 容 医 疗 杂 志
「Aesthetic Guide」的医生和患者选
出的医疗美容机器大奖「Aesthetic 
Award 2015」的最优秀激光仪器奖，
拥有世界级品质。



治疗项目

治疗项目

Dr.衣理式蕊丽无创私密激光——（收缩阴道・改善机能・预防衰老）

Dr.衣理式蕊丽无创私密激光——（预防包括子宮下垂等妇科疾病）

Dr.衣理式蕊丽无创私密激光—— 可追加项目（尿漏）

治疗时间：
30分钟（施术时间约为15分钟）

恢复期：
无性行为可在三天后。

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治疗当天请不要泡澡，推荐淋浴

维持最佳效果的治疗周期：
1个月接受一次治疗会更加有效

其他治疗项目

激光脱毛（私密处 V+I+O）也可分开治疗

果酸焕肤 （私处色素沉淀）

RevLite LaserToning （私处色素沉淀）

院内独家内服药 （私处色素沉淀）

麦当娜提升 （私处皱纹改善）

玻尿酸注射・注入 （改善阴道内侧的弹性）

治疗次数：
       2～3次

 一次即可见效、为了长期维持更佳
效果的治疗次数。

 推荐治疗次数为阴道紧缩、漏尿问
题2次,萎缩性阴道炎3次,子宫下垂
3～5次。

注意事项：

本院的私密处（V・I・O）

医疗脱毛使用专用座椅，

并用最新脱毛仪器和冷却

仪，使痛感降到最小，并

且可以在短期间内完成。

对痛感比较敏感的患者可

以使用麻醉。

需要另付麻醉膏费用



银座S美容·形成外科诊所

 1991年3月 北里大学医学部毕业

 1991年4月 横浜南共济医院形成外科

 1992年4月 厚生连佐久综合医院外科

 1993年4月 国立横浜医院（現横浜医疗中心）整形外科

 1994年4月 北里大学医院形成外科

 1997年4月 横浜市立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形成外科助手

 1999年4月 北里大学大学院医疗系研究科博士課程

 2002年3月 北里大学大学院医疗系研究科博士課程毕业(跳级)

 2002年4月 北里大学医学部形成外科・美容外科学教室讲师

 2009年4月 城本诊所新宿院院長

 2013年1月 城本ク诊所銀座院开业

 2016年1月 銀座S美容・形成外科诊所开业

酒井直彦的职业生涯

院长酒井直彦所属学会

日本形成外科学会

日本美容外科学会

日本美容外科医师会

日本头盖骨脸部外科学会

国际形成外科学会

美容医疗协会

日本先進医疗医師会

专业资格 — 医学博士

日本形成外科学会专科医生 

日本美容外科学会专科医生（JSAPS）

日本美容外科学会专科医生（JSAS）

名医介绍 — 酒井直彦



眼睛·眼睑

鼻子

口唇

轮廓

脸部皱纹、松弛

胸部

吸脂

银座S美容·形成外科诊所

酒井直彦院长被退休的前辈大师称为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医生”，

被称为“上帝之手“。天生的好sense以及对技术细节的执着，擅长的手

术项目非常多，是最适合一站式解决的医生。

医院整形项目

腋下多汗

美容皮肤科·清洁护理

粉刺·痘印

血管扩张·黑痣·疣·刺青等

瘦身

激光脱毛

其他（院术后修复等）

医院环境



友庆形成诊所

庆友形成诊所是美容外科中对外科手术最擅长的专科诊所。实施透明质酸或

肉毒杆菌霉素等微整形，除此之外更多的是美容外科手术。医院有最高水准

的医疗设备，使用严选后的医疗材料，院内工作人员有极高的医疗伦理观。

友庆形成诊所

名医介绍：美容皮肤科医师-森本亚玲

所属学会

日本皮肤科学会正会员 

日本美容皮肤科学会正会员 

日本抗加龄医学会正会员 

日本再生医疗学会所属

资格・专科医师

日本皮肤科学界认定专科医生 

日本化妆品协会化妆大师 



友庆形成诊所整形项目

美容外科 美容皮肤科

双眼皮、眼袋 皱纹·下垂

鼻整形 雀斑·皮肤暗沉

轮廓整形 头皮护理

吸脂 透明质酸注射

丰胸·胸部整形 肉毒杆菌霉素菌

多汗症·腋下 胶原蛋白等注射

再生医疗（脂肪移植）等

友庆形成诊所整形项目概括



友庆整形项目详细介绍

方法1：透明质酸注射

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皱纹松弛等问题的微整形治疗手法。

主要治疗部位：法令纹、嘴周围、眼部下方、脸颊、颈部、手等部位

透明质酸注射（1.0ml）：64800日币（含税）

方法2：肉毒杆菌霉素

肉毒杆菌霉素除了平时在意的皱纹还能改善皮肤松弛，还能起到小脸的效果。

主要治疗部位：额头、眉间、眼尾、下巴尖、腮帮部等

肉毒杆菌霉素（眉间）：21600日币（含税）

方法3：胶原蛋白注射

直接注入皮肤浅表层，改善皱纹和松弛。

主要治疗部位：眼下、眼尾、脖子、手背等

胶原蛋白（1.0ml）：54000日币（含税）

方法4：面部埋线提升术

他处没有的特别的治疗方法

主要治疗部位：脸颊、眼部等

面部埋线提升术（20根）：162000日币（含税）

方法5：面部埋线提升术（用线不同效果更持久）

不留下伤痕，非常有效的改善法令纹，重返年轻。

主要治疗部位：法令纹等

消除法令纹：540000日币（含税）

皱纹·松弛对应治疗



方法1：消除雀斑激光治疗

治疗仅需数秒，用消除雀斑激光美白肌肤

主要治疗部位：全部的雀斑部位

Q-YAG激光（1shot）：2700日币（含税）

方法2：角质再生治疗法

对于技术、效果和客人满意度都有很高的自信

主要治疗部位：脸、手、背部等

角质再生治疗：12960日币（含税）

方法3：激光浴

刺激皮肤深层，美白肌肤的同时，激活细胞。

主要治疗部位：改善脸部雀斑、恢复弹性、水润

激光浴：32400日币~（含税）

方法4：四氧化三酸疗法

对肝斑、皱纹很有效的四氧化三酸直接注入皮肤达到美白效果。

主要治疗部位：肝斑、所有皱纹

脂肪溶解注射：8400日币~（含税）

方法5：美容内科治疗

医药品、心理疗法、点滴治疗等进行彻底美白。

主要治疗部位：所有皱纹部位、白发、重返年轻等

高浓度维他命C点滴：19440日币（含税）

友庆整形项目详细介绍

雀斑·肤色暗沉对应治疗



方法1：毛孔护理

缩小毛孔、塑造平滑细腻的肌肤

主要治疗部位：脸颊、T区部位的毛孔、下垂部毛孔等

N-甘氨酰甘氨酸导入：2700日币（含税）

方法2：粉刺·痘印治疗

去除粉刺还能防止痘印。很有必要的预防效果。

主要治疗部位：全脸、背部等

角质再生治疗：12960日币（含税）

方法3：激光脱毛

已不用为多余的毛发而烦恼。永久脱毛轻松得到光滑的肌肤

主要治疗部位：全身、脸部等

激光脱毛：6720日币~（含税）

方法4：针疗法

刺激肌肤，提高肌肤自身再生力，唤醒美丽肌肤

主要治疗部位：额头、脸颊、T区部、脸部轮廓

针疗法：16200日币~（含税）

方法5：腋下肉毒杆菌霉素

腋下多汗症只需要简单的注射就能停止。

主要治疗部位：停止腋下出汗

腋下肉毒杆菌霉素：43200日币~（含税）

美肌·黑痣

友庆整形项目详细介绍



方法1：脂肪溶解注射

增加血液循环、直接注入刺激毛发再生的药剂

主要治疗部位：头顶部、前头部毛发稀少部位、改善掉发。

头皮的脂肪溶解注射：54000日币（含税）

方法2：针疗法

直接在头皮内注射刺激毛发再生的有效药剂。导出育毛效果。

主要治疗部位：头顶部、前头部的毛发稀疏部位，改善脱发。

培育毛发针疗法：54000日币（含税）

方法3：内服·外用药

帮助毛发再生的营养补助品、处方药。改善脱发和毛发稀疏的情况。

主要治疗部位：头顶部、前头部的毛发稀疏部位、改善脱发等情况。

育毛营养补助品：16200日币（含税）

头皮护理

友庆整形项目详细介绍



银座MIYUKI诊所

医院介绍

银座MIYUKI美容外科专注于治疗黑眼圈、眼袋，本院树立了安全和有效的

治疗方法，并且在全日本的美容外科医和学会中受到很高的评价、在各种

各样的学会中进行演讲和治疗的发表。

整形项目

眼睛 脸部轮廓整形

丰胸 脸部削骨、下颚整形

瘦身·塑形 缩唇

鼻部 狐臭多汗症

皱纹·肌肤松弛改善 除黑痣粉刺、刺青等



宇津木流诊所

宇津木流诊所是一家专注于皱纹、松弛的预防和治疗特色化的抗衰老专科

诊所。拉皮（世界唯一的独创做法）非常值得推荐。

宇津木流诊所特色介绍：

1980年        北里大学医学部毕业    形成外科

1990年        北里大学医学部形成外科专任讲师、德克萨斯大学细胞生物学

1992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 形成外科(Surgery)留学

1994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 形成外科非常勤讲师

1995年        北里研究所病院美容外科・创办形成外科并任部长

1999年        创办北里研究所病院美容医学中心并任主任

2007年        创办宇津木流诊所    

院长-宇津木龙一介绍

日本形成外科学会认定专门医生

日本美容外科学会评议员

日本美容皮肤科学会评议员

日本抗加龄医学会评议员

非常勤讲师（北里大学医学部行程外科美

容外科学，横滨市立大学医学部形成外科）

与分子科学（外科学）留学



优势及擅长项目

脸部拉皮：

宇津木医生是抗衰方面的顶级专家，独一无二的拉皮方法，成为医疗界

的传说，手术效果惊艳。

全肋软骨隆鼻：

反复多次术前图片仿真模拟，实体模型模拟，手术时候也会一直调整软

骨形状，大小，直到与术前制定的模型完全契合为止，不让顾客接受任

何一点瑕疵。

再生医疗护肤：

自体纤维芽干细胞，自体胶原蛋白培养以及再注入，将青春定格。需要

定期长期护理，是各国顶级明星青春常驻的真正秘密。

超高端vip服务

（术前面谈要反复进行三四次，多次调整仿真模型，直到顾客完全满意）

超级的安全保障

（全麻手术后麻醉师和特别看护师都会额外再陪同看护至少24小时）

惊艳的术后效果

（普通医生的全脸拉皮手术时间大概需要4-5h，宇津木医生的半脸拉皮

就长达10h，精细程度可想而知）

宇津木医生的手术优势：

宇津木医生擅长项目：



项目费用及注意事项

项目 费用

 初诊费  3万日币/小时，超出后每30分钟1.2万日币

 再诊费  2万日币

 脸部拉皮  全脸加颈部拉皮，大概1000万日币

 脸部肉毒素1只/1ml  14.5万日币

 全肋软骨隆鼻  500万日币左右

 再生医疗护肤  一次大概70-80万日币，半年定期做一次，长期做效果
惊艳。

注意事项

1.宇津木医生非常严谨和专业，会在术前花很多时间与顾客沟通，模拟手

术效果，提供具体方案，所以大家需要预留好多次到医院面诊时间，体验

到最棒的医生诊疗服务。另外不接受邮件诊疗预约。

2.宇津木医生单独面谈一次的问诊费是4w多日币（人民币近3000元），预

约面谈的时候需要提前付给医院，这点与其他医生不同，请悉知。

3.宇津木流诊所坐落在东京银座豪华的帝国酒店里， 是只接待日本上流社

会的私密私人高端诊所，单靠口口相传，不做任何公开宣传和广告。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具体需要医生面诊后确定）



医疗服务团队

合作医师

公司的资质

陈建 社长 吴晓乐 董事 金正镐 医疗总监
（外科医生）

李长春 医疗总监
（内科医生）

魏名建 服务支持 汪洋 服务支持 陈辉 服务支持

杨珊珊 服务支持 金丸阳子 服务支持 刘竹青 服务支持   贺春花 服务支持 张桐 服务支持 吴平 服务支持 沈菲  服务支持

渡边刚
新心脏国际医院

金平永二
Medical Topia草加医院

佐野武
癌症研究会有明医院

大泽浩
江户川医院

都筑俊宽
银座COLLEGE耳鼻喉科

三浦恭志
东京腰痛专科医院

牧田善二
AGE牧田专科医院

阿保義久
北青山D专科医院

吉岡邦彦
新百合丘综合医院

柏原贤一
东京放射线专科医院

柳生邦良
纪尾井町专科医院

长堀薰
横须贺共济医院

伊藤公一
伊藤医院

岩垂纯一
岩垂纯一专科医院

桑原滕孝
长久保医院

户田郁子
南青山眼科专科医院

四津良平
原宿康复医院

山口晃弘
下山沢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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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医院

新心脏国际医院

千叶西综合医院

西台医院

北青山D医院

纪尾井町医院

银座COLLEGE 耳鼻咽喉科

南云医院

AGE牧田医院

Medical Topia草加医院

新百合丘综合医院

癌研有明医院

东京腰痛医院

下北泽医院

藤井隆广医院

岩垂纯一医院

伊藤医院

东京放射线医院

南青山眼科医院

原宿康复医院

昭和大学附属医院

马泷医院东京

Sapho整容外科诊所

圣路加国际医院

社团明芳会 横滨新都市脑神经外科医院

森山纪念医院

湘和会 湘南纪念医院

龟田综合医院

武藏野红十字医院

琦玉医科大学国际医疗中心

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医院

日本红十字医疗中心

横须贺共济医院

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市民综合医疗中心

恩赐财团济生会 横滨市东部医院

医疗法人社团长尽会 长久保医院

金地医院

湘南藤泽德州会医院

社会福祉法人仁生社 江户川医院

千叶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医疗法人白水会 栗原眼科医院

医疗法人财团 岩井整形外科内科医院

医疗法人社团苑田会 人工关节中心医院

彩的国东大宫医疗中心

社会福祉法人 三井纪念医院

东京齿科大学附属医院

心脏影像医院饭田桥

阿部肿瘤内科医院

门塔医院

东京西德州会医院

外苑东医院

金内医疗医院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田医院

榊原纪念医院

国立癌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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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

福岛孝德脑神经中心

东京肾泌尿器中心大和医院

叶山心脏中心

琦玉县立小儿医疗中心

井上眼科医院

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小儿肿瘤科

新宿白泽纪念医院

日本医科大学脑神经外科

东京医科大学医院

虎的门医院

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医院

静冈癫痫神经医疗中心

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

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医院

庆应义塾大学医院

东京慈惠会大学医院

东京都立驹入医院

东京大学医院

名古屋市立大学医院

大阪市立综合医疗中心

北里大学医院

国立循环器病中心

圣玛利亚医科大学医院

丰田纪念医院

名古屋第二红十字医院

琦玉医科大学国际医疗中心

湘南镰仓综合医院

琦玉医科大学综合医疗中心

杏林大学医院

东海大学医院

大阪大学医院

东京都立府中医院

东京医大医院

横滨劳災医院

国际国立研究中心医院

顺天堂大学顺天堂医院

东京湾先端医疗幕张医院

日本医科大学

湘南健康管理中心

健康院医院

池袋皇家医院

苏生会医院

武田医院健诊中心

北海道消化器医院

冲绳丰崎医院

赤坂AA医院

东邦大学医疗中心大森医院

富士脑障害研究所附属医院

偕行会城西医院

辻仲柏医院

提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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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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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回    答

关
于
签
证

从申请服务到赴日治
疗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需要3周到两个月的时间。

只要委托你们,就一定
能取得医疗签证吗?

我们拥有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发行的国际医疗身元担保资质，因此取得签证的概率很高，但
不能保证100%取得签证，敬请谅解。

关
于
费

用
如何支付费用? 我们采用预付制度。赴日前请将费用汇到指定账户。

需要多少费用? 费用主要分为（1）支付给医疗机构的治疗费（2）我们的服务费（3）住宿费。我们会根据您的需
求和治疗内容先制作出一个报价单给您过目。

关
于
服
务

必须通过霓虹医疗直
通车才能咨询日本的
医院吗?

不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由于语言障碍和信用问题等，日本的很多权威医疗机构不直接接受外国患
者的咨询和问诊，而是选择和我们建立合作关系，委托我们办理。

如果我有特定想去的
医院怎么办？

请您告知我们，我们会全力安排，让您能够到自己希望的医疗机构就诊，指定医疗机构的情况会
发生指定费。

申请去日本就医需要
哪些资料?

请首先您需要通过我们网站上公布的咨询电话或者或者电子邮件联系我们。然后向我们咨询平台
工作人员说明您的情况和要求，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情况和要求进行必要的说明，在您理解和同
意接受服务的前提下会发送必要的申请表、问诊表等资料。您需要详细填写后回复给我们，经我
们的医疗顾问审查没有问题后就可以享受我们的服务。
您先通过咨询平台或电话联系我们，我们会将个人信息的填写平台和服务介绍发送给您。

关
于
在
日
生
活

我在日本有朋友,我可
以委托朋友做翻译吗?

为了让外国患者得到更准确的治疗,我们建议您使用本公司的医疗翻译派遣服务。医疗翻译不仅需
要医疗方面的语言能力,还需要熟悉日本和患者国家两国之间的医疗情况。您的友人并非是专业的
医疗翻译时,有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
① 医学用语的错译
② 不好的检查结果不翻译
③ 不能对《知情同意书》进行准确的说明
④ 不能对既往症状进行说明
医疗翻译报价请通过咨询平台或电话向我们咨询。

担心治疗过程中在日
本的生活。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各种生活帮助,即使是完全不懂日语或者没有出国旅游经验的人都可以放心地在
日本居住。我们也可以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安排住宿设施和观光旅游及商务考察。

我完全不懂日语,可以
在日本的医院接受治
疗吗?

是的,可以。我们可派遣中文,英文的翻译人员,不仅是您就诊时的医疗翻译,也可安排日常生活上的
普通翻译。而且,您来到日本后,可以使用24小时365天的呼叫中心服务。

关
于
日
本
医
疗

怎样才能知道可否在
日本进行治疗?

首先，您需要联系我们。然后按照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将您的基本病情及相关的医疗信息（包括
医生的诊断书、病情介绍、各种化验检查结果、X线照片、CT、MRI磁共振的检查图像等）发给我
们。经我们的医疗翻译审查并整理翻译成日文，请相关医疗机构的专家进行会诊，诊断结果及治
疗意见等翻译成中文后回复给您。您可以参考专家的诊断及治疗意见，决定是否来日本治疗。因
病情的原因，医院可能不同意您来日本进行治疗。请您谅解！

能到我指定的医院接
受治疗吗? 如果您已经决定了医疗机构,那请您事先告知我们。我们将会与您希望就诊的医疗机构进行协调。

不去日本能否获取日
本医疗机构的第二建
议呢?

是的,可以。我们可以代理,并将其结果翻译好发送给您。首先请通过咨询平台或电话向我们进行咨
询。

日本有国内没有的治 
疗方法吗？

比如日本的先进医疗之一-离子线治疗。此治疗现在中国还没有正式开始运营。离子线治疗是通过
体外对肿瘤部位

为什么日本5年生存率
会比中国高？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最新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通过对日本约3.5万名癌症患者进行跟踪调查，
发现整体上癌症患者的10年生存率达到58.2%,与5年生存率相差无几。我国2014年最大规模癌症
生存数据汇总分析发布，数据显示中国癌症5年生存率为30.9%。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日本能做到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此，一定要重视定期体检，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病情，接受最佳治疗。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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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咨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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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北京

山西

四川

黑龙江

广东

湖南

湖北

山东

吉林

福建

上海分公司
霓虹基业（上海）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3号金航大厦1009室 
TEL:021-61400137  ，  400-756-1151

北京市咨询窗口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36号德胜凯旋大厦B座1502室 
TEL:010-82032882

山西省咨询窗口
太原高新区南中环街529号清控创新基地D座2205 
TEL：028-018-1699

四川省咨询窗口
成都武侯区临江东路36号锦江花园水晶座10楼B室
TEL:028-66561166   全国免费服务电话：400-080-0019

黑龙江省咨询窗口
哈尔滨市南岗区哈西中兴大道160号万达写字楼B1座901室 
TEL:0451-86632518

广东省咨询窗口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3号天朗海峰1栋3408室 
TEL :13823061309    全国免费服务电话：400-188-0810

湖南省咨询窗口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竹园路7号省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行政
大楼915室 
TEL:0731－89713009   全国免费服务电话：400-188-0810

湖北省咨询窗口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汉街总部国际E座 1502 室
TEL:027-59323082

山东省咨询窗口
地址：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武夷山路167号(上流汇广场北面)
天馥园
TEL：18562789717   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532-58971507

吉林省咨询窗口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2188号环球贸易中心1号楼7-11
室
TEL：18744289111   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431-85711999

内蒙古咨询窗口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南路翡翠城3号楼
1507室
TEL：15047868025

福建省咨询窗口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二环中路18号恒力博纳广场南区1
号楼2415室
TEL：0591-87382286



日本总公司

株式会社From Tokyo
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授权的
【国际医疗身元担保资质】
登录管理番号B-032

代表者 陈 建

日本总公司
所在地

东京都丰岛区西池袋5-17-12创业新干线大
厦7楼

联系电话 0081-3-5927-9057

FAX 0081-3-5927-9058

上海分公司 霓虹基业（上海）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所在地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83号 金航大厦1009

联系电话 021-6140-0138; 021-6140-0137   

事业内容

协助海外患者来日体检就医，安排名医名
院，提供预约，翻译，行程设计，生活服
务等。对接中日医疗机构的各种医疗项目
销售日本医院研发的各类健康美容用品。 

理念 我们致力于把日本最尖端的医疗技术和安
全安心的医疗服务提供给广大的中国患者。

客服热线：400-756-1151

QQ

微信公众号

微信咨询

关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