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一心堂医院同伴患者
的健康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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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更好的医疗提供给地区住民

创立：1988 年5 月1 日

社会医疗法人 冈村一心堂医院

【冈村一心堂医院 】把【更好的医疗提供给地区住民】作为医院的宗旨，创立在 1988 年。本院是国家认可的急
救医院，因此配齐先进而尖端的医疗设备，诊断是迅速而准确，治疗是针对疾病，实施适时适宜的治疗。

医院的徽章象征高度医疗 慈爱医疗 团体医疗
冈山市东区西大寺南 2－1－7
电话 086-942-9900
传真 086-942-9929
网址：http://www.isshin.or.jp
电子邮件：info@isshin.or.jp
704-8117

屋顶平台
屋顶庭园
6层
血液透析中心 嘹望全景食堂
5层
病房４８床（单间房２２室）
4 层
病房４９床（单间房２１室）
3层
病房５５床（单间房２９室）
其中终末期看护病房占 19 床
2层
手术室・康复治疗中心
1层
一心堂癌症治疗中心（ 三维适形放疗・广播波温热治疗・伽玛刀 ）
一心堂影像诊断中心（ PET/CT・血管造影・多功能 CT・乳房 X 线特殊照相术・MRI
门诊诊察室

高压氧气治疗室 检查室 药局

）
152 床（ 单间房 72 室、开放病床 15 床、终末期病床 18 床 ）人工透析 20 床

日本癌症治疗认定医机构的研修医院 厚生劳动省协助型临床研修医院（冈山大学医院／冈山济生会医院） 医疗技能评价认定医院
冈村一心堂医院的宗旨：及时引进最新医学，给地区住民提供最高度的医疗。
坚决实行对待患者及家属如同亲人的慈爱医疗。
不愧于一心名字，一心一意，竭尽全力追求医疗的终究和团体医疗的完善。

诊疗科室：内科（综合） 脑外科 神经外科 精神科 神经内科 儿科 呼吸内科 骨科 形成外科 皮肤科 胸外科 循环内科
外科（综合）耳鼻喉科 泌尿科 内分泌科 放射线科 麻醉科 康复科 消化内科 肛肠外科 普通外科 眼科
肿瘤外科 终末期缓和内科 放疗科 体检中心 人工透析科

□ 伽玛刀
把并列在球状表面的 201 个钴线源放出的伽玛射线集中一个焦点，可使脑肿瘤或脑血管畸形消失或抑制
其成长。套装特殊定位框架，利用 CT， MRI，等影像诊断，立体定位后，靠电脑自动确认定位装置，照射
病灶，精确度达 0.1mm 以内。治疗效果如同刀切一样，称之为伽玛刀。本院引进的伽玛刀是在世界上属第
100 台并多次改进新软件，不断提高伽玛刀的机能水平，已拥有 2500 多例的临床实际经验。
伽玛刀设备

□ 三维适形放疗

癌症放射线治疗是从单纯放射线照射开始，通过改进立体变形胴体框架 对以前难以确定位置而不能进
行放疗的胸腹部及内脏治疗，现在也可以进行三维定位放疗（X－刀）的地步。尤其是本院的三维适形放疗机器是配套
IMRT（强度调节照射），即通过高速回转电脑所控制的自动精确装置，区别及测定癌变部位 大小，并安全实行重要组
织温存的低度放射线量和病灶的高度放射线量的同步治疗。
广播波温热治疗 机理

三维适形放疗设 备

□ 广播波温热治疗机（2 台）

广播波温热治疗机（Thermotron RF8）是癌症医界中屈指可数的出力高达 1.5KW 的温熱
治療设备。温热治疗是根据癌细胞脆弱于高热的特性，利用广播波加热患部的温度 42 度以上，
这样不仅直接致死癌细胞，而且还能提高免疫力及镇痛作用，因此临床上可实行温热单独治疗。
根据本院的研究报告，温热治疗和少量抗癌药的搭配，不仅提高抗癌药的治疗效果，而且得到非
常满意的整体效果。投用的抗癌药剂量少，副作用较轻，可以长期连续使用。

□ 最新最好的 320 系列 CT
320 系列 CT 改进从来的（上代）CT 的螺旋轮状摄影， 利用 0.5mm 的检测器，排置 320 列，
对 16cm 宽的躯体部分如心脏，头部等，只转一圈的瞬间（0.35 秒），摄影 640 张照片的划时代的新
型 CT。本 CT 不仅对动态的脏器，而且对摄影中体动的患者的病变部位也能准确摄影。如果进行连
续摄影，也能观察到病变的动态变化。还能利用观察血流状态的软件，精确地检测心肌及脏器的灌流
情况。本 CT 标志着｢由静到动｣｢由三次元到四次元｣的 CT 革新，达到了前人梦寐以求的减少被辐射
量，迅速，精确，安全的理想影像诊断。
心脏 3D 像和心肌的灌流图

□ 阳电子断层扫描摄影诊断

(ＰＥＴ＝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堪称为癌症检体的王牌、现在世界上越来被重视的癌变的机能性检查的最新方法。机理是利用
癌细胞比正常细胞相比容易而多聚集葡萄糖的特点，合成医药品 FDG（极端时间内消失的放射线物质和葡
萄糖的合成品），并注射后进行摄影。PET 和 CT 的重叠像，更能诊断准确的定位（聚集部）。本院的 PET/CT
已配备飞利浦公司的高感度 GSO 结晶检出器。
肺癌的P E T / C T 的影像

□ 电子病历和门诊小型简便病历
PET
PET/CT
CT
院内配备的 120 多台电脑（Apple 社 Mac）组成的电子化系统是实行安全诊疗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医生的指示按执行部署被发行条形码、核实正确后，进行实施，尽免误差。诊疗记录是被保存在电子病历，在门诊诊疗内容以小型简便病历形式给患
者及家属，使医生诊疗和患者及家属融为一体，被认为共同协作竭尽治疗的新时代的医疗体系的典范。血液检查除极少项目以外，都可当天出结果，
以便能进行预约诊疗以及方便性就诊。

□ 开放病床

急诊门诊

365 日诊疗

本院配备本地诊所的担当医生与本院医生协作进行住院治疗的开放病床 15 床，尤其在住院中也不能中断本地诊所担当医生的诊疗，由此给患者
带来安心治疗。为了地方急救医疗，本院 24 小时开急诊门诊。重视现场抢救的重要性，定期与地区急救队联合开抢救移送病例的研讨会。此外，内
科医生 外科医生为主组成 实行一年 365 日门诊诊疗，以此一心一意，竭尽全力给地区住民提供方便，实惠，高度的医疗。

相关设施的联系方法：
冈村一心堂在家护理支援中心 086-942-9924 访问在家护理部 086-942-9924 访问康复部 086-942-9926 检体部 086-942-9921
协助设施： 有料老人之家（养老院）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 086-944-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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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诊断设备和治疗设备的有机协调关系
各种诊断装置和治疗设备一起共有临床资料并综合分析后正确输入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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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冈山 冈村一心堂医院 健诊 检诊项目
〔日本医疗观光的简易指南〕

如果您想过健康幸福的生活，那么积极参加定期健诊，做到早期发现，接受适时适宜治疗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人过 30 岁后半之后，糖尿病 高血压等生活习惯病更为与脑 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也对近年日
益增多倾向的癌症，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已证实癌症治愈率的显著提高。
PET 检诊＋生活习惯病健诊＋头部 MRI/MRA 检查＋经鼻胃镜
如果您选择本院的上述特别项目，那么几乎明确诊断生活习惯病，癌症，头部疾病。此外还有自由选择
项目（另收费），包括320 系列CT 的冠状动脉摄影和对女士特设的妇科检诊（乳癌，子宫癌）及骨质
疏松症等检查。
冈村一心堂健康诊断各项目
１．PET 标准型：

PET－CT，头部MRI，头部MRA 冠状动脉MRA，心电图，血压脉波，

肿瘤标记（CEA CA19-9），PSA（限于男），子宫癌（限于女），肝炎（B C 型），肝功能，脂
质，肾功能，血电解质检查，血常规及末梢血象，便潜血，腹部B 超。
２．PET 重点型：标准型加心脏B 超，颈动脉甲状腺B 超，甲状腺功能，眼底眼压检查，胃镜检查，
感染症（HIV 抗体），或冠状动脉MRA 或睡眠时无呼吸检查等项目。
３．PET 超级特殊型: 重点型加CT 体脂肪率，平衡机能检查（耳鼻喉科），呼吸机能检查，负荷心
电图，过敏因子检查（MAST26），感染症（HBc 抗体），BNP，肿瘤标记检查，骨代谢检查（骨盐
定量，血液検査），盆腔MRI， 乳癌检查（X 线乳房特殊摄影，乳房B 超，由乳房专家进行视，触诊）
(限于女性)，睡眠时无呼吸检查，妇科检查 子宫病理细胞检查（限于女性），耳鼻喉科内视镜诊察，
内科综合诊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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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山阳高速公路)

在山阳高速公路的山阳出口换一般道，朝濑户町方向右
折，沿着 37 号道南下约 5km、10km 处，分别穿底过新
干
线和二号国道（外环路），再行约 3km 跨过地方铁路的跨
线桥，不久有 T 型交叉路口，往右折挺进，在西大寺站前
面的交叉路口左折直走 2.5km，有大转弯的环形大桥底的
交叉路口左折不久，左侧就是本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