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KUTOKU 健诊”
（特定健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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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市国民健康保险，以40 岁以上者（包括年度内达到40 岁者）
为对象，实行TOKUTOKU 健诊。

年度内达到75 岁者，请截止到生日的前一天接受检查。

检查过程

1
预定好检查地点、日期

每年仅限检查一次
在您所居住的区以外处也可接受检查

实施医疗机关

基本健诊 1200 日元

附加健诊（志愿制） +500 日元

由于可能会出现需要预约的情况
请事先通过电话联系确认

基本健诊 600 日元

附加健诊（志愿制） +500 日元

无需预约 请直接至会场

居民集体健诊会场

※ 就诊券的“窗口所需个人负担额”栏内，记载着个人的所需负担额，请进行确认。
※ 市、道民税非课税家庭，本年度达到40 岁者基本健诊免费。（个人负担额为0 日元）
※ 关于市、道民税课税、非课税的判定，于2018 年4 月1 日前加入者，根据2017 年度的课税信息；

于2018 年4 月2 日以后加入者，根据2018 年度的课税信息进行判定。
未进行所得申报的家庭，将被视为课税家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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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接受TOKUTOKU 健诊

所
需
材
料

□就诊券
□保险证
□前年度的检查结果
（仅限持有检查结果者）

希望进行附加健诊者，

请在接受检查前，告知受理窗口。

〔注意事项〕

① 接受检查的前一天，请控制饮酒

量及激烈的运动。

② 上午接受检查者，请尽量不要用

早餐。

③ 下午接受检查者，可用少量早餐，

之后，至检查之前请控制饮食（可

摄取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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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健诊结果（次页）

（虽然根据医疗机关等会有所不同，但是一般为2 
周至1 个月左右便会通过邮寄或面会，通知您检
查的结果。）

正在医疗机关就诊者，也
可以接受TOKUTOKU 健诊，
请与主治医生协商决定。

【咨询】 札幌市呼叫中心（年中无休8点～21点） 011-222-4894

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は（一財）自治体国際化協会平成30年度「多文化共生のまちづくり促進事業」助成金を活用して作成しました。

作成：札幌市 翻訳：(公財)札幌国際プラザ

※请致电札幌市呼叫中心（011-222-4894，日语/英语/汉语/韩语）咨询实施医疗机关，住民集团检诊会场。



请充分利用TOKUTOKU 健诊的检查结果！
您是否仅接受了健诊便满足了呢？收到检查结果后，还请仔细阅读！！

出现这种情况请马上到医疗机关！！

健诊结果为下述情况时，请持健诊结果，尽早到医疗机关就诊。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可能会引起中风、心肌梗塞，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等重病。

需
要
医
治

需要再检查 为了判断是否为暂时性的症状，请再次接受检查。

需要精密检查 由于怀疑患有疾病，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检查。

需要治疗 需要治疗。请尽早到医疗机关就诊。

如果健诊结果显示需要改善生活习惯的话

针对健诊结果被判定为生活习惯病发病可能性较高者，将由保健师及管理营养士等进行“特
定保健指导”，以帮助其本人改善生活习惯。
我们将向对象者另行通知（邮寄或电话）。

您的健诊结果如何?

无异常

即便是在标准值之内，
每年也会出现恶化的情
况……。
请在下一年度继续接受
“TOKUTOKU 健诊”。

需要观察、需要改
善生活习惯

目前还能够预防疾
病的发生。
请改善饮食、运动
等生活习惯。

需要医治、需要治疗

需要进行再检查、精
密检查、治疗等情况。
请持特定健诊的结果，
尽早到医院就诊。

需要继续治疗

请遵从负责医生
的意见，继续进
行治疗。

特定保健指导的对象

TOKUTOKU 健诊结果为患代谢综合症（内臓脂肪症候群）风险较高者。

◆内脏脂肪的蓄积 + ◆高血糖 ◆高血压 ◆脂质异常 ◆吸烟

特定保健指导的通知

接受健诊的约2～3 个月后，将给对象者邮寄“利用券”。

接受特定保健指导

医生、保健师、管理营养士等会帮助重新认识、改善生活习惯（饮食与运动）。希望
您能够充分利用。

免 费



■标准值……现在的健康状态没有问题

■保健指导判定值……需要改正生活习惯，必要时接受保健指导

■建议就诊判定值……轻度情况时以保健指导优先，必要时遵从医生判断，到医疗机关就诊

通过健诊结果能够了解的情况

■基础检查项目（所有人员）

■附加健诊检查项目（志愿者）

■详细检查项目 ※达到一定的标准，医生认为有必要的情况时进行

检查项目 标准值
保健指导
判定值

建议就诊
判定值

通过检查能够了解的情况

腹围(公分)
男性 - 84
女性 - 89

男性 85 -
女性 90 -

如果内脏脂肪积累过剩的话，即使体重适中，也容易导致患糖尿病、心
肌梗塞、中风等疾病。

BMI 18.5–24.9 25 -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适当的体重。BMI=体重(公斤)÷身高(米)÷身高(米)
数值小于18.5 为低体重，25 以上为肥胖。

血压(mmHg)
收缩期 -129
扩张期 - 84

收缩期130-139
扩张期 85- 89

收缩期140-
扩张期 90-

如果高血压状态持续的话，容易导致动脉硬化，是诱发心肌梗塞及中风
等疾病的主要原因。

空腹时血糖(mg/dl) - 99 100 - 125 126 -
如果血糖值上升的话，将造成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足或不能正常工作，
导致血糖值不能下降的糖尿病。

糖化血红蛋白(%) - 5.5 5.6-6.4 6.5-
能够检查出过去1～2个月期间的平均血糖状态。由于检查结果不受饮食
等影响，因此作为被怀疑已患糖尿病时的一种血糖检查手段非常有效。

中性脂肪 (mg/dl) - 149 150-299 300-
由于饮食、饮酒过多，以及肥胖等原因数值会随之增高，诱发动脉硬化
的发病、恶化。

HDL胆固醇(mg/dl) 40 - 35-39 -34
有去除血管内LDL 胆固醇，并将其运至肝脏进行排泄、处理的作用，起
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LDL胆固醇(mg/dl)

或

non-HDL胆固醇(mg/dl)

- 119
- 149

120-139
150-169

140-
170-

能够检查出动脉硬化的进展程度。
如果动脉硬化程度恶化的话，将会导致心肌梗塞与脑梗塞等疾病。

AST(GOT) (u/l) - 30 31-50 51- 大部分的ALT 均存在于肝细胞之中，如果出现数值高的情况，可能是患
有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脂肪肝等肝功能障碍的疾病。此外，由于
AST 与ALT 的数值能够显示出肝功能障碍的程度，因此通过比较这2 种
数值，还能够推断出疾病的种类。ALT(GPT)(u/l) - 30 31-50 51

γ-GT(γ-GTP)(u/l) - 50 51-100 101-
与AST、ALT 同样，为发现肝功能障碍的重要线索。由于长期饮酒会造成
数值增高，因此此数值也是作为发现酒精性肝炎的一项重要指标。

尿糖 (-)
如果血糖值过高的话，尿液中也会掺有糖分，因此通过此项检查，能够
判断出糖尿病的进展情况。

尿蛋白 (-)
蛋白质通常不会出现在尿液中，但是如果肾脏出现异常的话，可能在尿
液中会掺有蛋白质。

检查项目 标准值 通过检查能够了解的情况

血清尿酸（mg/dl） -7.0 如果尿酸值长期持续为高状态的话，血液中的尿酸会变为晶体，堆积于关节处，诱发痛风与肾障碍等疾病。

血清肌酸酐（mg/dl）
男性 - 1.00
女性 –0.70

肌肉运动时使用的肌酸酐分解后产生的代谢物，将通过肾脏排出体外。
如果肾脏功能下降的话，数值便会上升。

白血球数（μl） 3200-8500
当患有炎症或传染病时数值便会随之增加。但是，由于剧烈运动、入浴、压力、吸烟等原因，可能也会出
现暂时增加的现象。

红血球数（万/mm3）
男性 401 –
女性 361 –

红血球中所含的血红蛋白具有将氧气由肺部运送到全身的功能。
红血球数、血红蛋白（血色素量）、血液中红血球的所占比例—血细胞比容值下降的状态便为贫血。

血红蛋白量（g/dl）
男性 13.1 -
女性 12.1–

血细胞比容（%）
男性 38.5 -
女性 35.5–

心电图检查（12 导联） 有无异常 通过记录来自心脏的电流，可以发现心律不齐、心肌梗塞、心脏肥大等心脏的疾病。

检查项目 标准值 通过检查能够了解的情况

眼底检查 通过检查视网膜血管的状态，可以作为诊断因动脉硬化引起的脑梗塞等疾病的参考。此外，对早期发现因高血压及
糖尿病的并发症引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也非常有效。

贫血检查 对红血球数、血红蛋白量及血细胞比容值进行综合性判断，为贫血等血液疾病的诊断提供参考。

心电图检查 通过检查来自心脏的电流与波形紊乱，为诊断脉搏与心肌等的状况提供参考。

血清肌酸酐
（mg/dl）

男性 - 1.00
女性 –0.70

肌肉运动时使用的肌酸酐分解后产生的代谢物，将通过肾脏排出体外。
如果肾脏功能下降的话，数值便会上升。



“札幌市癌症检查”“札幌市牙周病检查”指南

札幌市癌症检查 （咨询单位：保健所健康企画课中央保健中心）
请告知受理窗口进行“札幌市癌症检查”的意图。

（由于各医疗机关能够进行的癌症检查种类有所不同，请致电札幌市呼叫中心）

◆进行检查时的所需材料…………………健康保险证等（为了能够确认姓名、年龄、住址）

▲札幌市癌症检查、札幌市牙周病检查是与特定健诊不同的检查

种
类

对象、次数 检查项目 检查会场
费用

（个人负担额）
检查费用总额

（含个人负担）

胃
癌
检
查

2018年12月末为止

满40 岁以上
者
(1 年1 次)

问诊
胃部X 光检查
（钡餐检查）

•地区会馆等（通过町内会传阅板通知）
•各区保健中心（预约制）
•北海道对癌症协会札幌癌症检查中心（预约制）

东区北26 条东14 丁目 电话748-5522

700 日元 约3400 日元

•指定的医疗机关 2200 日元 约12200 日元

2019年1月～ ・追加内视镜检查 ・对象年龄・受诊间隔发生变更

满50 岁以上，
原则岁数为
偶数者
（2 年1 次）
*马上到偶数岁数的
未接受过札幌市胃
癌检查的奇数岁数
的人员可以受诊。

胃部X 光检查
问诊
胃部X 光检查
（钡餐检查）
*满40岁-49岁的人员，只

有胃部X光检查受诊到
2019年3月末。

•地区会馆等（通过町内会传阅板通知）
•各区保健中心（预约制）
•北海道对癌症协会札幌癌症检查中心（预约制）

东区北26 条东14 丁目 电话748-5522

700 日元 约3400 日元

•指定的医疗机关 2200 日元 约12200日元

内視鏡検査
问诊
内視鏡検査

•北海道对癌症协会札幌癌症检查中心（预约制）

东区北26 条东14 丁目 电话748-5522
3200 日元 约16000日元

•指定的医疗机关 3500 日元 约17600日元

大
肠
癌
检
查

满40 岁以上
者
(1 年1 次)

问诊
粪便隐血检查（2 日
法）

•地区会馆等（通过町内会传阅板通知）
•各区保健中心（预约制）
•北海道对癌症协会札幌癌症检查中心（预约制）

东区北26 条东14 丁目 电话748-5522

400 日元 约1400 日元

•指定的医疗机关 400 日元 约1400 日元

子
宫
癌
检
查

满20 岁以上，
原则岁数为
偶数者
（2 年1 次）

①问诊、视诊、子宫
颈细胞诊、内诊
②子宫内膜细胞诊
（根据医生判断实施）

•北海道对癌症协会札幌癌症检查中心（预约制）

东区北26 条东14 丁目 电话748-5522
① 1000 日元

①+② 1600 日元
① 约5500 日元

①+② 约6900 日元

•指定的医疗机关 ① 1400 日元
①+② 2100 日元

① 约8500 日元
①+② 约10900 日元

乳
腺
癌
检
查

满40 岁以上，
原则岁数为
偶数者
（2 年1 次）

问诊、乳房X 光检查
40 岁以上：双向摄
影
50 岁以上：原则为
单向摄影

•北海道对癌症协会札幌癌症检查中心（预约制）

东区北26 条东14 丁目 电话748-5522
双向摄影 1300 日元
单向摄影 1100 日元

双向摄影 约6000日元
单向摄影 约5000日元

•指定的医疗机关 双向摄影 1800 日元
单向摄影 1400 日元

双向摄影 约10800日元
单向摄影 约6800日元

肺
癌
检
查

满40 岁以上
者（1 年1 
次）

①问诊、胸部X 光检
查
②咳痰细胞诊（根据
问诊结果实施）

•地区会馆等（居民集体健诊）
•北海道结核预防会札幌复十字综合检诊中心

北区北8 条西3 丁目札幌L・PLAZA 大厦5 楼
电话700-1331

① 免费
①+② 400 日元

① 约1400 日元
①+② 约3400 日元

◆上述对象者中，属于下表所列免除对象者免费。请务必在接受检查时出示相关证明材料。

（如果在接受检查时未出示证明材料的话，将需负担上述的费用）

可
选
择



免除对象 免除费用的证明材料

满70 岁以上者 健康保险证等能够确认年龄的证件

市、道民税非课税家庭成员※1 ①课税证明书（能够确认市、道民税课税额的证明。最新※2 的证明材料。需要记载着18 岁
以上所有家庭成员的内容。区役所或市税事务所的窗口发行，手续费免费。）
②介护保险费缴纳（特别征收决定、变更、停止）通知书（65 岁以上，保险费等级为第一等
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者）

加入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65～69 岁者※1
（重度障害者等）

①后期高龄者医疗被保险者证
②后期高龄者健诊就诊券

接受生活保护的家庭成员※1 ①生活保护受给证明书（离就诊日最近的证明。受给决定通知书不能作为证明材料）
②生活保护家庭健诊就诊券

接受中国残留邦人等支援给付家庭的成员 能够确认为本人的证件

◆特定健诊的就诊券，不能作为免除费用的证明材料使用，敬请注意。

种类 对象、内容 实施地点 费用※1

牙周病检查 【对象】满40 岁、50 岁、60 岁、70 岁者
【检查内容】问诊、口腔内检查

市内指定牙科医疗机关
请联系札幌市电话服务中心（电话222-4894）咨询。

500 日元

札幌市牙周病检查
对居住于札幌市，满40 岁、50 岁、60 岁、70 岁（截止至就诊日为止）者，进行牙周病检查。就诊时，请备好健
康保险证等能够确认住址、年龄的材料。

※1 市民税非课税家庭、生活保护家庭、支援给付家庭，满70 岁者免费。

※1 出示①、②中的任意一种

※2 至受理新年度材料的6 月末之前，可以使用前年度的材料

さっぽろ市
02-F05-18-2188

30-2-1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