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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 
自己 

关爱 
家人 

健康 

全日本最早开启体检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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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血液净化，
水素疗法 

各种健康点滴 
高浓度VC，胎盘素，大蒜精
华，荷尔蒙，肠道清洗 

健康 健康 

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似乎每天都有
各种“大事”、“急事”要做。却忽
视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健康。 

 

在积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同时，也积
累起巨大的健康风险。 

还有什么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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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医院及院长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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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

外观 

ANNUAL WORK SUMMARY LOGO 现任院长 
杉本教授 

医院介绍 

该院创立于明治元年 

约有130年的历史 

曾经的日本陆军总医院 

曾经的东京第一医院 

最早开启体检的医院 

日本国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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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内部 LOGO 
YOUR COMPANY NAME 

标题文字内容 
添加相关的文字简介内容添加相关的文字简介内容添加相关的文字简介内容添加相
关的文字简介内容添加相关的文字简介内容 

挂号付款处 

重要 

工作之一 
重要 

工作之二 

重要 

工作之三 
重要 

工作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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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干净    宽敞舒适 HPC 医院内部 

主要工作 

单击填加标题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单击填加标题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单击填加标题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单击填加标题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单击填加标题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单击填加标题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这里输入文字这里输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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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 
候诊处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建议

与标题相关并符合整体语言风

格，语言描述尽量简洁生动。 

项目名称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

建议与标题相关并符合整

体语言风格 

项目名称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

建议与标题相关并符合整

体语言风格 

项目名称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建议

与标题相关并符合整体语言风

格，语言描述尽量简洁生动。 

项目名称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建议

与标题相关并符合整体语言风

格，语言描述尽量简洁生动。 

项目名称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建议

与标题相关并符合整体语言风

格，语言描述尽量简洁生动。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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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WRK SUMMARY LOGO 体检套餐 

文字标题内容 
01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

的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 

文字标题内容 
02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

的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 

文字标题内容 
03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

的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 

01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

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02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

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03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

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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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 体检套餐 

01 
您 

02 

“住院套餐” 

 
03 

“三天两夜～五天四夜 
 

01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

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02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

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03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

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 

    即日往返套餐” 

“住院套餐” 

“两天一夜住院套餐” 

本中心为工作繁忙人士进行半天的精密检查,当日即可给予结果说明。并准备了
“住院套餐”，是为面向希望兼顾身心休养,轻松享受检查的人士专门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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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 体检 

文字标题内容 
01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

的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 

文字标题内容 
02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

的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 

医院体检中心 

01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

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02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

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03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

文本后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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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一批拿到资质 HPC 国际医疗的资质 
YOUR COMPANY NAME 

01 04 02 03 

重要 
工作之一 

重要 
工作之二 

重要 
工作之三 

重要 
工作之四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择粘贴，并选择只保

留文字。在此录入上述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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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 体检效果 

01 02 03 

重要 
工作之一 

重要 
工作之二 

重要 
工作之三 

重要 
工作之四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择粘贴，并选择只保

留文字。在此录入上述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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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 体检特色 

01 02 03 

重要 
工作之一 

重要 
工作之二 

重要 
工作之三 

重要 
工作之四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择粘贴，并选择只保

留文字。在此录入上述图表的综合描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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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添加文字 
WORKCOMPLETION 

添加文字 

添加文字 

添加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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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字 
WORKCOMPLETION 

添加文字 

添加文字 

添加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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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 
国际医疗研究中心医院体检项目表-3 

YOUR COMPANY NAME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STEP 

04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

建议与标题相关并符合整

体语言风格 

项目名称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

建议与标题相关并符合整

体语言风格 

项目名称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

建议与标题相关并符合整

体语言风格 

项目名称 

此处添加详细文本描述，

建议与标题相关并符合整

体语言风格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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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 住宿套餐的食宿 
YOUR COMPANY NAME 

文字标题 

相关文字内容概述 

相关文字内容概述 

住宿 

米饭（山形县产可口大米  特A“艳姬”）或                            黄油  面包2个。 北海道产佐吕间黑牛的牛腰肉排，

炸薯条、法式黄油胡萝卜、煮西兰花  其他                        可口的“艳姬”大米为连续获得口感排行榜最高级别

“特A”奖的山形产大米,并用专用饭锅蒸煮。“                   艳姬”大米的特点是美艳如白玉、米粒饱满、香甜可

口。食用油使用“米糠油”。米糠油是从米糠中提炼出来的植物油,含有保持良性胆固醇,降低不良胆固醇作用

的“油酸”,相比其他食用油富含“植物固醇”,具有很强地阻止向体内吸收食物中胆固醇的作用。 

文字标题 

相关文字内容概述 

相关文字内容概述 

伙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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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              医院在东京市中心的整体位置 
YOUR COMPANY NAME 

文字标题 

相关文字内容概述 

相关文字内容概述 

体检住宿 

米饭（山形县产可口大米  特A“艳姬”）或                            黄油  面包2个。 北海道产佐吕间黑牛的牛腰肉排，

炸薯条、法式黄油胡萝卜、煮西兰花  其他                        可口的“艳姬”大米为连续获得口感排行榜最高级别

“特A”奖的山形产大米,并用专用饭锅蒸煮。“                   艳姬”大米的特点是美艳如白玉、米粒饱满、香甜可

口。食用油使用“米糠油”。米糠油是从米糠中提炼出来的植物油,含有保持良性胆固醇,降低不良胆固醇作用

的“油酸”,相比其他食用油富含“植物固醇”,具有很强地阻止向体内吸收食物中胆固醇的作用。 

文字标题 

相关文字内容概述 

相关文字内容概述 

伙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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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添加文字 
SUCCESSFUL PROJECT 

PRESENTATION 

地址：东京都新宿区户山1-21-1 

乘坐地铁的人士都营大江户线到“若松河田站”下车步行5分钟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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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YOUR COMPANY NAME 

NEXT YEAR KEY PROJECTS LOGO 

私人订制，全程服务 

我们可以为您设计包吃包住包
车包体检和旅游的全套行程 

添加相关项目名称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的文

本后，在此框中选择粘贴，并选择只保留

文字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您

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择粘贴，并选择只

保留文字。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

复制您的文本后，在此框中选择粘贴 

体检＋部分自由行 

请联系咨询相谈 

单纯体检＋完全自由行 

请参加下页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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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报价 HPC 

男性：16000元人民币 

即日往返套餐 

女性：17800元人民币。 

即日往返套餐 

男性：32000元人民币 

2天1晚住宿套餐 

女性：35000元人民币 

2天1晚住宿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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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谢谢阅读         期待您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