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1.01.01 版 

 

 

附件、加選項目及費用 

加選項目 臨床意義 原價 
加選價   

9 折 

腫瘤磁振造影 頭頸部磁振造影 、上腹部磁振造影、骨盆腔磁振造影、全脊椎磁振造影 32,000 28,800 

頭頸部磁振造影 
包含大腦、小腦、腦幹、眼球、鼻腔、鼻咽、鼻竇、中耳、內耳等部位，評估腦

部疾病如顱內腫瘤、中風、腦萎縮、腦室積水等 
8,000 7,200 

骨盆腔磁振造影 
篩檢早期膀胱、男性攝護腺病變及腫瘤、女性子宮肌瘤、巧克力囊腫、子宮內膜

増生、子宮內膜癌、卵巢囊腫、卵巢癌等病變 
8,000 7,200 

上腹部磁振造影 
篩檢肝臟、膽囊、胰臟、脾臟、腎臟等器官是否有囊腫、結石、瘜肉、腫瘤等病

變 
8,000 7,200 

全脊椎磁振造影 篩檢頸椎、胸椎及腰椎是否有椎間盤突出、骨刺、神經壓迫或脊椎轉移性腫瘤 8,000 7,200 

腦血管磁振造影 

顱內、頸動脈血管 3D 立體影像，完整呈現兩側內頸動脈與顱內血管是否有狹

窄、動脈瘤及動靜脈畸形，可早期發現因腦血管疾病引起的微小梗塞、腦萎縮以

及腦瘤和其他腦實質病變等 

18,000 16,200 

肝臟磁振造影 運用細切面動態顯影方式進行肝臟檢查，是篩檢早期肝癌的最佳方法 12,000 10,800 

乳房磁振造影 
不須強力擠壓乳房，可偵測出觸診不到之乳房早期病變，是目前最舒適敏銳的乳

癌篩檢方式 
12,000 10,800 

肝脂肪定量分析磁振造影 針對中年以上男、女性好發之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等評估肝組織脂肪比例 8,000 7,200 

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 
CAC score 被視為是ㄧ個反應冠狀動脈粥狀硬化程度的指標，可做為發生冠狀動脈

血管疾病風險預測及預後評估，並據此調整後續生活型態，或進一步檢查及治療 
6,000 5,400 

極速肺部電腦斷層 
此極速多切面電腦斷層為非侵入性檢查，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

橫膈膜下方及肝臟前後方的肺部小腫瘤，是早期肺癌篩檢最快且精確的工具 
8,000 7,200 

極速心臟電腦斷層 
以極速非侵入性的方式獲得高解析度冠狀動脈影像，可顯現血管的粥狀硬化與狹

窄的病變 
20,000 18,000 

腹部超音波 
肝、膽、胰臟、脾臟、腎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囊腫、膽結石、膽瘜肉、腎結

石、血管瘤等) 
2,000 NA 

全套超音波檢查 頸動脈超音波、甲狀腺超音波、腹部超音波、骨盆腔超音波、乳房超音波 (女性) 6,000 NA 

骨盆腔超音波 
可了解是否有膀胱結石，男性是否有攝護腺肥大，女性是否有子宮肌瘤、卵巢腫

瘤 
1,800 NA 

甲狀腺超音波 評估甲狀腺是否腫大、發炎及腫瘤 1,000 NA 

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頸動脈有無粥狀硬化斑塊、頸動脈狹窄，以了解中風及腦血管疾病風險 3,000 NA 

乳房超音波 檢查女性乳房有無腫塊、纖維囊腫、乳管擴張等異常 2,000 NA 

心臟超音波 
心臟超音波觀察許多心臟健康的面向，心臟的大小、收縮的強度、心肌有無損

傷、瓣膜問題的種類及其程度、異常的血流、心臟構造的異常 
4,500 NA 

麗柏子宮頸抹片 
採用特殊採樣刷及特殊液態保存瓶，可將醫師採集的細胞數 100%的收集到瓶內，

提高子宮頸癌篩檢準確性 
1,500 NA 

人類乳突病毒 HPV 主要偵測是否有 HPV 感染，配合子宮頸抹片可以大幅提升子宮頸癌篩檢的準確性 1,200 NA 

自律神經功能檢查 
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是否平衡，自律神經及全身器官失調情形、評估身體老化

的趨勢 
2,000 NA 

乳房攝影 可偵測出在臨床上觸診不到之乳房早期病變 1,800 NA 

雙能量 X 光骨質密度及身體

組成分析 
評估是否有骨質流失、骨質疏鬆、骨折危險率及身體組成分析 2,000 NA 

雙能量 X 光骨質密度檢查 評估是否有骨質流失、骨質疏鬆、骨折危險率 1,200 NA 

動脈硬化檢查 ABI 檢測四肢周邊動脈循環狀況及動脈硬化程度，可評估心血管評估風險 1,500 NA 

舒眠胃腸內視鏡檢查 

檢測食道、胃、十二指腸之腫瘤、潰瘍、發炎、瘜肉、糜爛，並取檢體檢測胃內

是否有幽門桿菌，幽門螺旋菌會引起胃黏膜輕微的慢性發炎，或導致胃及十二指

腸潰瘍與胃癌、檢測肛門、直腸、乙狀結腸、大腸之痔瘡、瘜肉、腫瘤、潰瘍、

發炎、憩室 

14,800 13,320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肺部電腦斷層(LDCT)
不需施打顯影劑，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橫膈膜下方及肝臟前後方的肺部小

腫瘤，為偵測早期肺癌最快且精確的最佳工具

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CAC)
CAC score被視為是一個反應冠狀動脈粥狀硬化程度的指標，可做為發生冠狀動脈血管疾病

風險預測及預後評估，並據此調整後續生活型態，或進一步檢查及治療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頸動脈有無粥狀硬化斑塊、頸動脈狹窄，以了解中風及腦血管疾病風險

同伴胱胺酸(Homocysteine)

甲基丙二酸(HMA)

5-甲基四氫葉酸(5-MTHF)

失活性葉酸(UMFA)

精胺酸(Arginine)

瓜胺酸(Citrulline)

非對稱性二甲基精胺酸(ADMA)

Arginine/ADMA比值

對稱性二甲基精胺酸(SDMA)

維生素A(Retinol)

茄紅素(Lycopene)

維生素D 25-OHD)

B-葫蘿蔔素(B-Carotene)

葉黃素(Lutein)

δ-維生素E(δ-Tocopherol)

γ-維生素E(γ-Tocopherol)

α-維生素E(α-Tocopherol)

輔酵素Q10(CoQ10)

維生素C(Vitamin C)

健康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生活型態史 了解個人健康史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呼吸、體溫 評估體格狀況、生命徵象及代謝症候群指標

肺功能 肺活量、最大吐氣量 肺部功能評估，了解肺活量、有無阻塞性、侷限性肺疾病

心電圖 靜態十二導程心電圖(Resting EKG) 心跳節律(心律不整脈)、心肌缺氧(心肌梗塞)、心臟電位傳導(房室支束傳導阻斷)

尿液檢查

尿液生化分析：酸鹼度、比重、尿糖、尿蛋

白、尿潛血、尿膽紅素、尿中白血球、尿酮

體、尿沉渣顯微鏡檢 (Micro exam)

腎功能、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結石、糖尿病等

血液常規

白血球計數(WBC)、紅血球計數(RBC)、血色素

檢查(Hgb)、血球比容值(HCT)、平均紅血球容

積(MCV)、平均紅血球血紅素(MCH)、平均紅

血 球 血 色 蛋 白 濃 度 (MCHC) 、 血 小 板 計 數

(PLT)、白血球分類計數(DC)

檢測貧血、發炎、白血病、血液凝固功能等

空腹血糖(AC) 糖尿病、低血糖症的早期診斷

糖化血色素(HbA1c) 評估前三個月血糖平均值

血脂肪

膽 固 醇 總 量 (T. Cholesterol) 、 三 酸 甘 油 脂

(TG)、高密度脂蛋白(HDL)與高密度脂蛋白膽

固醇比值(TC/HDL)、低密度脂蛋白(LDL)

檢測動脈硬化風險、血脂分析、脂肪代謝異常、潛在性腦心血管病變之危險因子

組織發炎指數 高敏感性C反應蛋白(hsCRP) 評估體內組織是否發炎、預測動脈硬化引起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指標

甲狀腺功能 甲狀腺刺激素(TSH)、游離甲狀腺素(FreeT4) 檢測甲狀腺機能亢進症或甲狀腺機能低下症

肝膽功能

麩胺酸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胺基丙酸轉氨

酶(SGPT)、血清白蛋白(Albumin)、血清總蛋

白(Total Protein)、球蛋白(Globulin)、白蛋白

/球蛋白比率(A/G)、丙麩氨轉酶(γ-GT)、總膽

紅 素 (Total Bilirubin) 、 直 接 膽 紅 素 (Direct

Bilirubin)、鹼性磷酸酶(ALK-P)

檢測肝炎、肝功能異常、脂肪肝、膽道疾病及溶血性疾病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測是否有B肝帶原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測是否具B型肝炎之抵抗力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測是否感染C型肝炎

腎功能 尿素氮(BUN)、肌酸酐(Creatinine) 檢測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等

維生素是維持身體健康的基本要素，身體無法自行製造，必須自飲食中獲得。如果沒有足夠

的維生素，會導致細胞無法正常運作、皮膚快速老化、視力減退等。與抗氧化維生素不足的

症狀有免疫功能失調、反覆感染、神經系統疾病、消化與吸收障礙、心血管疾病、慢性疲勞

症和氧化壓力增加等

肺心守護  NT$ 29,800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頸動脈超音波+血管內皮代謝功能評估+抗氧化維生素分析+一日體檢

糖尿病

肝炎篩檢

深入瞭解與血管內皮細胞功能有關的各類血液指標，可評估心臟病、動脈粥狀硬化、高血

壓、中風等風險

血管內皮

功能代謝評估

抗氧化維生素分析

極速低劑量

電腦斷層



尿酸 尿酸(Uric Acid) 檢測高尿酸血症、痛風

類風濕因子 類風濕因子(RF) 評估類風濕性關節炎及自體免疫相關疾病

大腸癌腫瘤標記(CEA) 消化系統腫瘤初步篩檢

甲型α胎兒蛋白(AFP) 肝腫瘤、生殖腺腫瘤等初步篩檢

胰臟癌標記(CA199) 胰臟癌、肺癌、胃癌、直腸癌初步篩檢

攝護腺癌特異抗原(PSA)(男) 攝護腺腫瘤初步篩檢

卵巢癌標記(CA125)(女) 卵巢及其他婦女生殖器腫瘤初步篩檢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血液腫瘤標記

健康管理

加值服務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頭頸部磁振造影
包含大腦、小腦、腦幹、眼球、鼻腔、鼻竇、中耳、內耳等部位，針對腦部疾病篩檢如顱內腫

瘤、中風、腦萎縮、腦室積水等腦部症狀

上腹部磁振造影
篩檢肝臟、膽囊、脾臟、胰臟、腎臟等器官是否有囊腫、腫瘤、息肉、肝硬化、肝纖維化、脂肪

肝、肝腫瘤等病變

骨盆腔磁振造影
篩檢後腹腔、膀胱、男性攝護腺病變及腫瘤、女性子宮肌瘤、巧克力囊腫、子宮內膜增生、卵巢

囊腫、卵巢癌等生殖器官病變

全脊椎磁振造影 篩檢頸椎、胸椎及腰椎是否有椎間盤突出、骨病變、骨刺、坐骨神經壓迫症及脊椎移轉性腫瘤

腦血管磁振造影(施打對比劑)

顱內、頸動脈血管3D立體影像及頸動脈超音波檢查，完整呈現兩側內頸動脈與顱內血管是否有狹

窄、動脈瘤及動靜脈畸形，可早期發現因腦血管疾病引起的微小梗塞、腦萎縮以及腦瘤和其他腦

實質病變等

乳房磁振造影(女)(施打對比劑)
乳房磁振造影無輻射，不須強力擠壓乳房，減少疼痛及恐懼感，可輕鬆完成乳癌篩檢，是篩檢早

期乳癌最佳工具

肝臟動態顯影磁振造影(男)(施打對比劑) 運用細切面0.3-0.4cm動態顯影方式進行肝臟檢查，是篩檢早期肝癌的最佳方法

肝脂肪定量分析磁振造影 針對中年以上好發之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等評估肝組織脂肪比例，並作為生活型態調整之指引

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頸動脈有無粥狀硬化斑塊、頸動脈狹窄，以了解中風及腦血管疾病風險

甲狀腺超音波 評估甲狀腺是否腫大、發炎及腫瘤

上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囊腫、膽結石、膽瘜肉、腎結石、血管瘤等)

骨盆腔超音波 可了解是否有膀胱結石，男性是否有攝護腺肥大，女性是否有子宮肌瘤、卵巢腫瘤

乳房超音波(女) 檢查女性乳房有無腫塊、纖維囊腫、乳管擴張等異常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加值服務

菁英健檢  NT$ 41,600

全套磁振造影+全套超音波

零輻射磁振造影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健康管理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頭頸部磁振造影
包含大腦、小腦、腦幹、眼球、鼻腔、鼻竇、中耳、內耳等部位，針對腦部疾病篩檢如顱內腫

瘤、中風、腦萎縮、腦室積水等腦部症狀

上腹部磁振造影
篩檢肝臟、膽囊、脾臟、胰臟、腎臟等器官是否有囊腫、腫瘤、息肉、肝硬化、肝纖維化、脂肪

肝、肝腫瘤等病變

骨盆腔磁振造影
篩檢後腹腔、膀胱、男性攝護腺病變及腫瘤、女性子宮肌瘤、巧克力囊腫、子宮內膜增生、卵巢

囊腫、卵巢癌等生殖器官病變

全脊椎磁振造影 篩檢頸椎、胸椎及腰椎是否有椎間盤突出、骨病變、骨刺、坐骨神經壓迫症及脊椎移轉性腫瘤

腦血管磁振造影(施打對比劑)

顱內、頸動脈血管3D立體影像及頸動脈超音波檢查，完整呈現兩側內頸動脈與顱內血管是否有狹

窄、動脈瘤及動靜脈畸形，可早期發現因腦血管疾病引起的微小梗塞、腦萎縮以及腦瘤和其他腦

實質病變等

乳房磁振造影(女)(施打對比劑)
乳房磁振造影無輻射，不須強力擠壓乳房，減少疼痛及恐懼感，可輕鬆完成乳癌篩檢，是篩檢早

期乳癌最佳工具

肝臟動態顯影磁振造影(男)(施打對比劑) 運用細切面0.3-0.4cm動態顯影方式進行肝臟檢查，是篩檢早期肝癌的最佳方法

肝脂肪定量分析磁振造影 針對中年以上好發之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等評估肝組織脂肪比例，並作為生活型態調整之指引

肺部電腦斷層(LDCT)
不需施打顯影劑，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橫膈膜下方及肝臟前後方的肺部小腫瘤

，為偵測早期肺癌最快且精確的最佳工具

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CAC)
CAC score被視為是一個反應冠狀動脈粥狀硬化程度的指標，可做為發生冠狀動脈血管疾病風險

預測及預後評估，並據此調整後續生活型態，或進一步檢查及治療

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頸動脈有無粥狀硬化斑塊、頸動脈狹窄，以了解中風及腦血管疾病風險

甲狀腺超音波 評估甲狀腺是否腫大、發炎及腫瘤

上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囊腫、膽結石、膽瘜肉、腎結石、血管瘤等)

骨盆腔超音波 可了解是否有膀胱結石，男性是否有攝護腺肥大，女性是否有子宮肌瘤、卵巢腫瘤

乳房超音波(女) 檢查女性乳房有無腫塊、纖維囊腫、乳管擴張等異常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心安防癌  NT$ 48,800

零輻射磁振造影

極速低劑量

電腦斷層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健康管理

加值服務

全套磁振造影+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全套超音波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頭頸部磁振造影
包含大腦、小腦、腦幹、眼球、鼻腔、鼻竇、中耳、內耳等部位，針對腦部疾病篩

檢如顱內腫瘤、中風、腦萎縮、腦室積水等腦部症狀

上腹部磁振造影
篩檢肝臟、膽囊、脾臟、胰臟、腎臟等器官是否有囊腫、腫瘤、息肉、肝硬化、肝

纖維化、脂肪肝、肝腫瘤等病變

骨盆腔磁振造影
篩檢後腹腔、膀胱、男性攝護腺病變及腫瘤、女性子宮肌瘤、巧克力囊腫、子宮內

膜增生、卵巢囊腫、卵巢癌等生殖器官病變

全脊椎磁振造影
篩檢頸椎、胸椎及腰椎是否有椎間盤突出、骨病變、骨刺、坐骨神經壓迫症及脊椎

移轉性腫瘤

腦血管磁振造影(施打對比劑)

顱內、頸動脈血管3D立體影像及頸動脈超音波檢查，完整呈現兩側內頸動脈與顱內

血管是否有狹窄、動脈瘤及動靜脈畸形，可早期發現因腦血管疾病引起的微小梗

塞、腦萎縮以及腦瘤和其他腦實質病變等

乳房磁振造影(女)(施打對比劑)
乳房磁振造影無輻射，不須強力擠壓乳房，減少疼痛及恐懼感，可輕鬆完成乳癌篩

檢，是篩檢早期乳癌最佳工具

肝臟動態顯影磁振造影(男)

(施打對比劑)
運用細切面0.3-0.4cm動態顯影方式進行肝臟檢查，是篩檢早期肝癌的最佳方法

肝脂肪定量分析磁振造影
針對中年以上好發之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等評估肝組織脂肪比例，並作為生活型態

調整之指引

舒眠胃鏡

舒眠大腸鏡

胃幽門螺旋桿菌

高級代餐包 檢前搭配高級代餐，不須煩惱低渣飲食問題

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頸動脈有無粥狀硬化斑塊、頸動脈狹窄，以了解中風及腦血管疾病風險

甲狀腺超音波 評估甲狀腺是否腫大、發炎及腫瘤

上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囊腫、膽結石、膽瘜肉、腎結

石、血管瘤等)

骨盆腔超音波 可了解是否有膀胱結石，男性是否有攝護腺肥大，女性是否有子宮肌瘤、卵巢腫瘤

乳房超音波(女) 檢查女性乳房有無腫塊、纖維囊腫、乳管擴張等異常

健康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生活型

態史
了解個人健康史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呼

吸、體溫
評估體格狀況、生命徵象及代謝症候群指標

心電圖 靜態十二導程心電圖(Resting EKG) 心跳節律(心律不整脈)、心肌缺氧(心肌梗塞)、心臟電位傳導(房室支束傳導阻斷)

血液常規

白 血 球 計 數 (WBC) 、 紅 血 球 計 數

(RBC)、血色素檢查(Hgb)、血球比容

值(HCT)、平均紅血球容積(MCV)、平

均紅血球血紅素(MCH)、平均紅血球

血色蛋白濃度 (MCHC)、血小板計數

(PLT)、白血球分類計數(DC)

檢測貧血、發炎、白血病、血液凝固功能等

空腹血糖(AC) 糖尿病、低血糖症的早期診斷

糖化血色素(HbA1c) 評估前三個月血糖平均值

血脂肪

膽固醇總量(T. Cholesterol)、三酸甘

油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與高密

度脂蛋白膽固醇比值(TC/HDL)、低密

度脂蛋白(LDL)

檢測動脈硬化風險、血脂分析、脂肪代謝異常、潛在性腦心血管病變之危險因子

組織發炎指數 高敏感性C反應蛋白(hsCRP) 評估體內組織是否發炎、預測動脈硬化引起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指標

胃、大腸內視鏡檢查是診斷胃潰瘍、胃癌、大腸內腫瘤、息肉等病灶最好之工具。

運用最先進內視鏡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NBI, Narrow Band Imaging)，早期辨識粘

膜表層最早期癌病變，精確檢查食道、胃、十二指腸之腫瘤、潰瘍、發炎、息肉、

糜爛狀況及腸道痔瘡、息肉、腫瘤、潰瘍、發炎、憩室狀況

樂活健檢  NT$ 54,500

全套磁振造影+舒眠腸胃內視鏡+全套超音波+血液常規檢測

糖尿病

零輻射磁振造影

舒眠腸胃內視鏡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甲狀腺功能
甲狀腺刺激素 (TSH)、游離甲狀腺素

(FreeT4)
檢測甲狀腺機能亢進症或甲狀腺機能低下症

肝膽功能

麩胺酸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胺基

丙 酸 轉 氨 酶 (SGPT) 、 血 清 白 蛋 白

(Albumin) 、 血 清 總 蛋 白 (Total

Protein)、球蛋白(Globulin)、白蛋白/

球 蛋 白 比 率 (A/G) 、 丙 麩 氨 轉 酶 ( γ -

GT)、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直接

膽紅素(Direct Bilirubin)、鹼性磷酸酶

(ALK-P)

檢測肝炎、肝功能異常、脂肪肝、膽道疾病及溶血性疾病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測是否有B肝帶原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測是否具B型肝炎之抵抗力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測是否感染C型肝炎

腎功能 尿素氮(BUN)、肌酸酐(Creatinine) 檢測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等

尿酸 尿酸(Uric Acid) 檢測高尿酸血症、痛風

類風濕因子 類風濕因子(RF) 評估類風濕性關節炎及自體免疫相關疾病

大腸癌腫瘤標記(CEA) 消化系統腫瘤初步篩檢

甲型α胎兒蛋白(AFP) 肝腫瘤、生殖腺腫瘤等初步篩檢

胰臟癌標記(CA199) 胰臟癌、肺癌、胃癌、直腸癌初步篩檢

攝護腺癌特異抗原(PSA)(男) 攝護腺腫瘤初步篩檢

卵巢癌標記(CA125)(女) 卵巢及其他婦女生殖器腫瘤初步篩檢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血液腫瘤標記

健康管理

加值服務

肝炎篩檢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頭頸部磁振造影
包含大腦、小腦、腦幹、眼球、鼻腔、鼻竇、中耳、內耳等部位，針對腦部疾

病篩檢如顱內腫瘤、中風、腦萎縮、腦室積水等腦部症狀

上腹部磁振造影
篩檢肝臟、膽囊、脾臟、胰臟、腎臟等器官是否有囊腫、腫瘤、息肉、肝硬

化、肝纖維化、脂肪肝、肝腫瘤等病變

骨盆腔磁振造影
篩檢後腹腔、膀胱、男性攝護腺病變及腫瘤、女性子宮肌瘤、巧克力囊腫、子

宮內膜增生、卵巢囊腫、卵巢癌等生殖器官病變

全脊椎磁振造影
篩檢頸椎、胸椎及腰椎是否有椎間盤突出、骨病變、骨刺、坐骨神經壓迫症及

脊椎移轉性腫瘤

肺部電腦斷層(LDCT)
不需施打顯影劑，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橫膈膜下方及肝臟前

後方的肺部小腫瘤，為偵測早期肺癌最快且精確的最佳工具

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CAC)

CAC score被視為是一個反應冠狀動脈粥狀硬化程度的指標，可做為發生冠狀

動脈血管疾病風險預測及預後評估，並據此調整後續生活型態，或進一步檢查

及治療

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頸動脈有無粥狀硬化斑塊、頸動脈狹窄，以了解中風及腦血管疾病風險

甲狀腺超音波 評估甲狀腺是否腫大、發炎及腫瘤

上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

(囊腫、膽結石、膽瘜肉、腎結石、血管瘤等)

骨盆腔超音波
可了解是否有膀胱結石，男性是否有攝護腺肥大，女性是否有子宮肌瘤、卵巢

腫瘤

細胞代謝&營養指標(14種)

維生素B群指標(7種)

神經傳導物代謝指標(6種)

肝毒素與肝解毒指標(7種)

腸道吸收不良、腸道菌叢失衡指標(12種)

維生素A(Retinol)

茄紅素(Lycopene)

維生素D 25-OHD)

B-葫蘿蔔素(B-Carotene)

葉黃素(Lutein)

δ-維生素E(δ-Tocopherol)

γ-維生素E(γ-Tocopherol)

α-維生素E(α-Tocopherol)

輔酵素Q10(CoQ10)

維生素C(Vitamin C)

營養元素分析

鈣 Ca 、 鎂 Mg 、 鉀 K 、 鐵 Fe 、 硒 Se 、 銅

Cu、鋅Zn、錳Mn、鉻Cr、釩 V、鉬Mo、

鈷Co、鋰 Li、銅鋅比值

分析血清、紅血球及全血中的營養元素濃度，可作為評估體內確切礦物營養元

素狀態的重要指標

健康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生活型態史 了解個人健康史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呼吸、

體溫
評估體格狀況、生命徵象及代謝症候群指標

周邊血管動脈檢查(ABI)
定量分析全身血管的僵硬度和彈性，並透過周邊血管動脈檢查反應下肢動脈阻

塞或狹窄程度。為防止血管硬化功能之指標，反應心血管疾病發生之風險程度

骨質密度檢查(BMD)
X光骨質密度分析儀，測量腰椎及兩側髖關節，精準且快速的偵測骨質密度，

可診斷未來發生骨折的風險，以及評估骨質疏鬆症治療的效果

全身體脂肪分析 透過全身體脂肪含量分析，了解內臟脂肪比例，為生活型態調整之指引

聽力 氣導聽力檢測 氣導聽力檢測

鼎級心動  NT$ 69,800

全套腫瘤磁振造影(不施打對比劑)+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

全套有機酸代謝分析+抗氧化維生素分析+營養元素分析+一日體檢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零輻射磁振造影

極速低劑量

電腦斷層

評估尿液中四十餘種有機酸(Organic acids)，這些有機酸是體內脂肪酸、碳水

化合物、細胞粒腺、體能量生成、維生素B群、神經傳導物質、肝毒素、腸道

吸收不良、有害菌滋生等經過代謝所產生的酸性產物，藉以瞭解體內主要代謝

途徑是否正常運作

抗老化檢測

全套有機

酸代謝分析

抗氧化

維生素分析

維生素是維持身體健康的基本要素，身體無法自行製造，必須自飲食中獲得。

如果沒有足夠的維生素，會導致細胞無法正常運作、皮膚快速老化、視力減退

等。與抗氧化維生素不足的症狀有免疫功能失調、反覆感染、神經系統疾病、

消化與吸收障礙、心血管疾病、慢性疲勞症和氧化壓力增加等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肺功能 肺活量、最大吐氣量 肺部功能評估，了解肺活量、有無阻塞性、侷限性肺疾病

心電圖 靜態十二導程心電圖(Resting EKG)
心跳節律(心律不整脈)、心肌缺氧(心肌梗塞)、心臟電位傳導(房室支束傳導阻

斷)

麗柏薄層子宮頸抹片(女) 透過特殊保存方式保留完整子宮頸細胞，可提升一般抹片檢查準確度

人類乳突病毒HPV篩檢(女)
檢測是否感染人類乳突病毒與病毒基因型態檢查。研究顯示子宮頸癌前病變與

高危險性HPV基因有關

視力、眼壓、色盲 評估是否有近視、青光眼、色盲

眼科醫師會診：眼底鏡、細隙燈檢查
「直接眼底鏡」直接對眼睛，檢查局部的黃斑部和視神經。高解析度細隙燈檢

查儀， 可診斷角膜及白內障等疾病

耳、鼻、喉部檢查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針對耳鼻喉之炎症反應、腫瘤、鼻中膈彎曲、鼻瘜肉進行檢

查

鼻咽內視鏡檢查
以鼻咽內視鏡及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檢查鼻甲、鼻道、鼻中膈以及鼻咽處，對

於早發性癌症可更準確鑑別

尿液檢查
尿液生化分析：酸鹼度、比重、尿糖、尿蛋白、

尿潛血、尿膽紅素、尿中白血球、尿酮體、尿沉

渣顯微鏡檢 (Micro exam)

腎功能、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結石、糖尿病等

血液常規

白血球計數(WBC)、紅血球計數(RBC)、血

色素檢查(Hgb)、血球比容值(HCT)、平均

紅 血 球 容 積 (MCV) 、 平均 紅血 球血 紅素

(MCH) 、 平 均 紅 血 球 血 色 蛋 白 濃 度

(MCHC)、血小板計數(PLT)、白血球分類

計數(DC)

檢測貧血、發炎、白血病、血液凝固功能等

空腹血糖(AC) 糖尿病、低血糖症的早期診斷

糖化血色素(HbA1c) 評估前三個月血糖平均值

血脂肪

膽固醇總量(T. Cholesterol)、三酸甘油脂

(TG)、高密度脂蛋白(HDL)與高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比值(TC/HDL)、低密度脂蛋白(LDL)

檢測動脈硬化風險、血脂分析、脂肪代謝異常、潛在性腦心血管病變之危險因

子

組織發炎指數 高敏感性C反應蛋白(hsCRP) 評估體內組織是否發炎、預測動脈硬化引起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指標

甲狀腺功能
甲狀腺刺激素(TSH)

游離甲狀腺素(FreeT4)
檢測甲狀腺機能亢進症或甲狀腺機能低下症

肝膽功能

麩胺酸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胺基丙酸轉氨

酶(SGPT)、血清白蛋白(Albumin)、血清總蛋白

(Total Protein)、球蛋白(Globulin)、白蛋白/球

蛋白比率(A/G)、丙麩氨轉酶(γ-GT)、總膽紅素

(Total Bilirubin) 、 直 接 膽 紅 素 (Direct

Bilirubin)、鹼性磷酸酶(ALK-P)

檢測肝炎、肝功能異常、脂肪肝、膽道疾病及溶血性疾病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測是否有B肝帶原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測是否具B型肝炎之抵抗力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測是否感染C型肝炎

腎功能 尿素氮(BUN)、肌酸酐(Creatinine) 檢測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等

尿酸 尿酸(Uric Acid) 檢測高尿酸血症、痛風

類風濕因子 類風濕因子(RF) 評估類風濕性關節炎及自體免疫相關疾病

大腸癌腫瘤標記(CEA) 消化系統腫瘤初步篩檢

甲型α胎兒蛋白(AFP) 肝腫瘤、生殖腺腫瘤等初步篩檢

胰臟癌標記(CA199) 胰臟癌、肺癌、胃癌、直腸癌初步篩檢

攝護腺癌特異抗原(PSA)(男) 攝護腺腫瘤初步篩檢

卵巢癌標記(CA125)(女) 卵巢及其他婦女生殖器腫瘤初步篩檢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糖尿病

肝炎篩檢

血液腫瘤標記

健康管理

加值服務

子宮頸癌篩檢

眼科

耳鼻喉科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極速低劑量

電腦斷層
肺部電腦斷層(LDCT)

不需施打顯影劑，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橫膈膜下方及

肝臟前後方的肺部小腫瘤，為偵測早期肺癌最快且精確的最佳工具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上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囊腫、膽結石、膽

瘜肉、腎結石、血管瘤等)

肝毒素與肝解毒指標(7種)

腸道吸收不良、腸道菌叢失衡指標

(12 種)

腸道消化指標

腸道免疫發炎指標

小腸黏膜滲透性指標

麩質敏感/ 乳靡瀉分析

健康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生活

型態史
了解個人健康史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

呼吸、體溫
評估體格狀況、生命徵象及代謝症候群指標

肺功能 肺活量、最大吐氣量 肺部功能評估，了解肺活量、有無阻塞性、侷限性肺疾病

心電圖 靜態十二導程心電圖(Resting EKG)
心跳節律(心律不整脈)、心肌缺氧(心肌梗塞)、心臟電位傳導(房室支束

傳導阻斷)

尿液檢查

尿液生化分析：酸鹼度、比重、尿

糖、尿蛋白、尿潛血、尿膽紅素、

尿中白血球、尿酮體、尿沉渣顯微

鏡檢 (Micro exam)

腎功能、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結石、糖尿病等

血液常規

白 血 球 計 數 (WBC) 、 紅 血 球 計 數

(RBC)、血色素檢查(Hgb)、血球比

容 值 (HCT) 、 平 均 紅 血 球 容 積

(MCV) 、 平 均 紅 血 球 血 紅 素

(MCH)、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MCHC)、血小板計數(PLT)、白血

球分類計數(DC)

檢測貧血、發炎、白血病、血液凝固功能等

空腹血糖(AC) 糖尿病、低血糖症的早期診斷

糖化血色素(HbA1c) 評估前三個月血糖平均值

血脂肪

膽固醇總量(T. Cholesterol)、三酸

甘油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與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 比 值

(TC/HDL)、低密度脂蛋白(LDL)

檢測動脈硬化風險、血脂分析、脂肪代謝異常、潛在性腦心血管病變之

危險因子

組織發炎指數 高敏感性C反應蛋白(hsCRP) 評估體內組織是否發炎、預測動脈硬化引起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指標

甲狀腺功能
甲狀腺刺激素(TSH)

游離甲狀腺素(FreeT4)
檢測甲狀腺機能亢進症或甲狀腺機能低下症

肝膽功能

麩胺酸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胺

基丙酸轉氨酶(SGPT)、血清白蛋白

(Albumin) 、 血 清 總 蛋 白 (Total

Protein)、球蛋白(Globulin)、白蛋

白/球蛋白比率(A/G)、丙麩氨轉酶

( γ -GT) 、 總 膽 紅 素 (Total

Bilirubin) 、 直 接 膽 紅 素 (Direct

Bilirubin)、鹼性磷酸酶(ALK-P)

檢測肝炎、肝功能異常、脂肪肝、膽道疾病及溶血性疾病

評估尿液中十餘種有機酸(Organic acids)，藉以瞭解體內的環境毒素、

肝臟解毒能力與腸道菌叢生態平衡等代謝途徑是否正常運作

評估腸胃道系統的消化功能、免疫功能維護、黏膜完整性、發炎狀況以

及對麩質耐受等項目，鑑別腸躁症、發炎性腸道疾病、消化功能、麩質

敏感造成的脹氣或腹瀉等風險

舒活腸胃  NT$ 33,800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上腹部超音波+腸菌叢與肝毒素分析+腸道功能健康評估+一日體檢

糖尿病

腸菌叢與

肝毒素分析

腸道功能健康評估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測是否有B肝帶原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測是否具B型肝炎之抵抗力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測是否感染C型肝炎

腎功能 尿素氮(BUN)、肌酸酐(Creatinine) 檢測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等

尿酸 尿酸(Uric Acid) 檢測高尿酸血症、痛風

類風濕因子 類風濕因子(RF) 評估類風濕性關節炎及自體免疫相關疾病

大腸癌腫瘤標記(CEA) 消化系統腫瘤初步篩檢

甲型α胎兒蛋白(AFP) 肝腫瘤、生殖腺腫瘤等初步篩檢

胰臟癌標記(CA199) 胰臟癌、肺癌、胃癌、直腸癌初步篩檢

攝護腺癌特異抗原(PSA)(男) 攝護腺腫瘤初步篩檢

卵巢癌標記(CA125)(女) 卵巢及其他婦女生殖器腫瘤初步篩檢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肝炎篩檢

血液腫瘤標記

健康管理

加值服務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頭頸部磁振造影
包含大腦、小腦、腦幹、眼球、鼻腔、鼻竇、中耳、內耳等部位，針對腦部疾病篩檢

如顱內腫瘤、中風、腦萎縮、腦室積水等腦部症狀

上腹部磁振造影
篩檢肝臟、膽囊、脾臟、胰臟、腎臟等器官是否有囊腫、腫瘤、息肉、肝硬化、肝纖

維化、脂肪肝、肝腫瘤等病變

骨盆腔磁振造影
篩檢後腹腔、膀胱、男性攝護腺病變及腫瘤、女性子宮肌瘤、巧克力囊腫、子宮內膜

增生、卵巢囊腫、卵巢癌等生殖器官病變

全脊椎磁振造影
篩檢頸椎、胸椎及腰椎是否有椎間盤突出、骨病變、骨刺、坐骨神經壓迫症及脊椎移

轉性腫瘤

腦血管磁振造影(施打對比劑)
顱內、頸動脈血管3D立體影像及頸動脈超音波檢查，完整呈現兩側內頸動脈與顱內血管是否有

狹窄、動脈瘤及動靜脈畸形，可早期發現因腦血管疾病引起的微小梗塞、腦萎縮以及腦瘤和其他

腦實質病變等

乳房磁振造影(女)(施打對比劑)
乳房磁振造影無輻射，不須強力擠壓乳房，減少疼痛及恐懼感，可輕鬆完成乳癌篩檢

，是篩檢早期乳癌最佳工具

肝臟動態顯影磁振造影(男)

(施打對比劑)
運用細切面0.3-0.4cm動態顯影方式進行肝臟檢查，是篩檢早期肝癌的最佳方法

肝脂肪定量分析磁振造影
針對中年以上好發之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等評估肝組織脂肪比例，並作為生活型態調

整之指引

肺部電腦斷層(LDCT)
不需施打顯影劑，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橫膈膜下方及肝臟前後方的

肺部小腫瘤，為偵測早期肺癌最快且精確的最佳工具

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CAC)
CAC score被視為是一個反應冠狀動脈粥狀硬化程度的指標，可做為發生冠狀動脈血

管疾病風險預測及預後評估，並據此調整後續生活型態，或進一步檢查及治療

舒眠胃鏡

舒眠大腸鏡

胃幽門螺旋桿菌

高級代餐包 檢前搭配高級代餐，不須煩惱低渣飲食問題

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頸動脈有無粥狀硬化斑塊、頸動脈狹窄，以了解中風及腦血管疾病風險

甲狀腺超音波 評估甲狀腺是否腫大、發炎及腫瘤

上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

(囊腫、膽結石、膽瘜肉、腎結石、血管瘤等)

骨盆腔超音波 可了解是否有膀胱結石，男性是否有攝護腺肥大，女性是否有子宮肌瘤、卵巢腫瘤

乳房超音波 (女) 檢查女性乳房有無腫塊、纖維囊腫、乳管擴張等異常

細胞代謝&營養指標(14種)

維生素B群指標(7種)

神經傳導物代謝指標(6種)

肝毒素與肝解毒指標(7種)

腸道吸收不良、腸道菌叢失衡指標

(12種)

男性荷爾蒙評估(男)

測量腦下垂體、腎上腺皮質、性腺荷爾蒙和完整類固醇荷爾蒙代謝等21種荷爾蒙與平

衡比值。這些荷爾蒙的分泌量與平衡關係與男性之活力、生育能力、心血管健康、認

知與情緒、禿髮、前列腺健康等皆息息相關

停經前/後荷爾蒙評估(女)

測量腦下垂體、腎上腺皮質、性腺荷爾蒙與完整性固醇類荷爾蒙代謝流程共23/21種荷

爾蒙與平衡比值。這些荷爾蒙的分泌量與平衡關係與女性卵巢週期、生育能力和婦科

相關疾病、心血管健康、認知與情緒等皆息息相關

晶鑽首璽  NT$ 93,800

心動全餐+全套有機酸代謝分析+全套荷爾蒙評估+雌激素代謝分析+抗氧化維生素分析+甲狀腺荷爾蒙分析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胃、大腸內視鏡檢查是診斷胃潰瘍、胃癌、大腸內腫瘤、息肉等病灶最好之工具。運

用最先進內視鏡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NBI, Narrow Band Imaging)，早期辨識粘膜表

層最早期癌病變，精確檢查食道、胃、十二指腸之腫瘤、潰瘍、發炎、息肉、糜爛狀

況及腸道痔瘡、息肉、腫瘤、潰瘍、發炎、憩室狀況

評估尿液中四十餘種有機酸(Organic acids)，這些有機酸是體內脂肪酸、碳水化合

物、細胞粒腺、體能量生成、維生素B群、神經傳導物質、肝毒素、腸道吸收不良、有

害菌滋生等經過代謝所產生的酸性產物，藉以瞭解體內主要代謝途徑是否正常運作

零輻射磁振造影

極速低劑量

電腦斷層

舒眠腸胃內視鏡

全套有機

酸代謝分析

全套荷爾蒙檢查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2-羥基雌酮(2-OHE1)

4-羥基雌酮(4-OHE1)

16α-羥基雌酮(16α-OHE1)

2-甲氧基雌酮(2-MeOE1)

4-甲氧基雌酮(4-MeOE1)

2-OHE1/16α-OHE1比值

2-MeOE1/2-OHE1比值

4-MeOE1/4-OHE1比值

健康型雌激素代謝物%

風險型雌激素代謝物%

維生素A(Retinol)

茄紅素(Lycopene)

維生素D 25-OHD)

B-葫蘿蔔素(B-Carotene)

葉黃素(Lutein)

δ-維生素E(δ-Tocopherol)

γ-維生素E(γ-Tocopherol)

α-維生素E(α-Tocopherol)

輔酵素Q10(CoQ10)

維生素C(Vitamin C)

甲狀腺刺激素(TSH)

游離甲狀腺素(FT4)

甲狀腺素(T4)

游離三碘甲狀腺素(FT3)

三碘甲狀腺素(T3)

逆三碘甲狀腺素(RT3)

抗甲狀腺球蛋白(Anti-TG)

抗甲狀腺過氧化物酶(Anti-TPO)

健康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生活型

態史
了解個人健康史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呼

吸、體溫
評估體格狀況、生命徵象及代謝症候群指標

周邊血管動脈檢查(ABI)
定量分析全身血管的僵硬度和彈性，並透過周邊血管動脈檢查反應下肢動脈阻塞或狹

窄程度。為防止血管硬化功能之指標，反應心血管疾病發生之風險程度

骨質密度檢查(BMD)
X光骨質密度分析儀，測量腰椎及兩側髖關節，精準且快速的偵測骨質密度，可診斷未

來發生骨折的風險，以及評估骨質疏鬆症治療的效果

全身體脂肪分析 透過全身體脂肪含量分析，了解內臟脂肪比例，為生活型態調整之指引

聽力 氣導聽力檢測 氣導聽力檢測

肺功能 肺活量、最大吐氣量 肺部功能評估，了解肺活量、有無阻塞性、侷限性肺疾病

心電圖 靜態十二導程心電圖(Resting EKG) 心跳節律(心律不整脈)、心肌缺氧(心肌梗塞)、心臟電位傳導(房室支束傳導阻斷)

麗柏薄層子宮頸抹片(女) 透過特殊保存方式保留完整子宮頸細胞，可提升一般抹片檢查準確度

人類乳突病毒HPV篩檢(女)
檢測是否感染人類乳突病毒與病毒基因型態檢查。研究顯示子宮頸癌前病變與高危險

性HPV基因有關

視力、眼壓、色盲 評估是否有近視、青光眼、色盲

眼科醫師會診：眼底鏡、細隙燈檢查
「直接眼底鏡」直接對眼睛，檢查局部的黃斑部和視神經。高解析度細隙燈檢查儀，

可診斷角膜及白內障等疾病

維生素是維持身體健康的基本要素，身體無法自行製造，必須自飲食中獲得。如果沒

有足夠的維生素，會導致細胞無法正常運作、皮膚快速老化、視力減退等。與抗氧化

維生素不足的症狀有免疫功能失調、反覆感染、神經系統疾病、消化與吸收障礙、心

血管疾病、慢性疲勞症和氧化壓力增加等

針對甲狀線荷爾蒙代謝進行完整分析，包括：中樞甲狀腺控制及活性、荷爾蒙製造及

分泌、週邊甲狀腺素轉換及自體免疫抗體等

評估雌激素在肝臟兩個階段的代謝是否順暢

抗老化檢測

子宮頸癌篩檢

眼科

雌激素

代謝評估

抗氧化

維生素分析

甲狀腺

荷爾蒙分析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耳、鼻、喉部檢查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針對耳鼻喉之炎症反應、腫瘤、鼻中膈彎曲、鼻瘜肉進行檢查

鼻咽內視鏡檢查
以鼻咽內視鏡及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檢查鼻甲、鼻道、鼻中膈以及鼻咽處，對於早發

性癌症可更準確鑑別

尿液檢查

尿液生化分析：酸鹼度、比重、尿

糖、尿蛋白、尿潛血、尿膽紅素、尿

中白血球、尿酮體、尿沉渣顯微鏡檢

(Micro exam)

腎功能、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結石、糖尿病等

血液常規

白 血 球 計 數 (WBC) 、 紅 血 球 計 數

(RBC)、血色素檢查(Hgb)、血球比

容 值 (HCT) 、 平 均 紅 血 球 容 積

(MCV)、平均紅血球血紅素(MCH)、

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MCHC)、

血小板計數(PLT)、白血球分類計數

(DC)

檢測貧血、發炎、白血病、血液凝固功能等

空腹血糖(AC) 糖尿病、低血糖症的早期診斷

糖化血色素(HbA1c) 評估前三個月血糖平均值

血脂肪

膽固醇總量(T. Cholesterol)、三酸甘

油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與高

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比值(TC/HDL)、

低密度脂蛋白(LDL)

檢測動脈硬化風險、血脂分析、脂肪代謝異常、潛在性腦心血管病變之危險因子

肝膽功能

麩胺酸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胺

基丙酸轉氨酶(SGPT)、血清白蛋白

(Albumin) 、 血 清 總 蛋 白 (Total

Protein)、球蛋白(Globulin)、白蛋

白/球蛋白比率(A/G)、丙麩氨轉酶

(γ-GT)、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

直接膽紅素(Direct Bilirubin)、鹼性

磷酸酶(ALK-P)

檢測肝炎、肝功能異常、脂肪肝、膽道疾病及溶血性疾病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測是否有B肝帶原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測是否具B型肝炎之抵抗力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測是否感染C型肝炎

腎功能 尿素氮(BUN)、肌酸酐(Creatinine) 檢測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等

尿酸 尿酸(Uric Acid) 檢測高尿酸血症、痛風

心血管風

險因子評估
同半胱胺酸(homocystenin) 評估心肌梗塞、腦血管病變、動脈硬化等重要指標

大腸癌腫瘤標記(CEA) 消化系統腫瘤初步篩檢

甲型α胎兒蛋白(AFP) 肝腫瘤、生殖腺腫瘤等初步篩檢

胰臟癌標記(CA199) 胰臟癌、肺癌、胃癌、直腸癌初步篩檢

攝護腺癌特異抗原(PSA)(男) 攝護腺腫瘤初步篩檢

卵巢癌標記(CA125)(女) 卵巢及其他婦女生殖器腫瘤初步篩檢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糖尿病

肝炎篩檢

血液腫瘤標記

健康管理

加值服務

耳鼻喉科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頭頸部磁振造影
包含大腦、小腦、腦幹、眼球、鼻腔、鼻竇、中耳、內耳等部位，針對腦部疾病篩

檢如顱內腫瘤、中風、腦萎縮、腦室積水等腦部症狀

上腹部磁振造影
篩檢肝臟、膽囊、脾臟、胰臟、腎臟等器官是否有囊腫、腫瘤、息肉、肝硬化、肝

纖維化、脂肪肝、肝腫瘤等病變

骨盆腔磁振造影
篩檢後腹腔、膀胱、男性攝護腺病變及腫瘤、女性子宮肌瘤、巧克力囊腫、子宮內

膜增生、卵巢囊腫、卵巢癌等生殖器官病變

全脊椎磁振造影
篩檢頸椎、胸椎及腰椎是否有椎間盤突出、骨病變、骨刺、坐骨神經壓迫症及脊椎

移轉性腫瘤

腦血管磁振造影(施打對比劑)

顱內、頸動脈血管3D立體影像及頸動脈超音波檢查，完整呈現兩側內頸動脈與顱

內血管是否有狹窄、動脈瘤及動靜脈畸形，可早期發現因腦血管疾病引起的微小梗

塞、腦萎縮以及腦瘤和其他腦實質病變等

乳房磁振造影(女)(施打對比劑)
乳房磁振造影無輻射，不須強力擠壓乳房，減少疼痛及恐懼感，可輕鬆完成乳癌篩

檢，是篩檢早期乳癌最佳工具

肝臟動態顯影磁振造影(男)

(施打對比劑)
運用細切面0.3-0.4cm動態顯影方式進行肝臟檢查，是篩檢早期肝癌的最佳方法

肝脂肪定量分析磁振造影
針對中年以上好發之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等評估肝組織脂肪比例，並作為生活型態

調整之指引

肺部電腦斷層(LDCT)
不需施打顯影劑，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橫膈膜下方及肝臟前後方

的肺部小腫瘤，為偵測早期肺癌最快且精確的最佳工具

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CAC)
CAC score被視為是一個反應冠狀動脈粥狀硬化程度的指標，可做為發生冠狀動脈

血管疾病風險預測及預後評估，並據此調整後續生活型態，或進一步檢查及治療

心臟冠狀動脈血管攝影(CTA)
以極速非侵襲性的方式獲得高解析度冠狀動脈影像，可顯現血管的粥狀硬化與狹窄

的病變

舒眠胃鏡

舒眠大腸鏡

胃幽門螺旋桿菌

高級代餐包 檢前搭配高級代餐，不須煩惱低渣飲食問題

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頸動脈有無粥狀硬化斑塊、頸動脈狹窄，以了解中風及腦血管疾病風險

甲狀腺超音波 評估甲狀腺是否腫大、發炎及腫瘤

上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

(囊腫、膽結石、膽瘜肉、腎結石、血管瘤等)

骨盆腔超音波 可了解是否有膀胱結石，男性是否有攝護腺肥大，女性是否有子宮肌瘤、卵巢腫瘤

乳房超音波(女) 檢查女性乳房有無腫塊、纖維囊腫、乳管擴張等異常

細胞代謝&營養指標(14種)

維生素B群指標(7種)

神經傳導物代謝指標(6種)

肝毒素與肝解毒指標(7種)

腸道吸收不良、腸道菌叢失衡指標(12

種)

男性荷爾蒙評估(男)

測量腦下垂體、腎上腺皮質、性腺荷爾蒙和完整類固醇荷爾蒙代謝等21種荷爾蒙與

平衡比值。這些荷爾蒙的分泌量與平衡關係與男性之活力、生育能力、心血管健

康、認知與情緒、禿髮、前列腺健康等皆息息相關

停經前/後荷爾蒙評估(女)

測量腦下垂體、腎上腺皮質、性腺荷爾蒙與完整性固醇類荷爾蒙代謝流程共23/21

種荷爾蒙與平衡比值。這些荷爾蒙的分泌量與平衡關係與女性卵巢週期、生育能力

和婦科相關疾病、心血管健康、認知與情緒等皆息息相關

尊爵御璽  NT$ 111,800
CEO頂級+全套有機酸代謝分析+全套荷爾蒙評估+雌激素代謝分析+抗氧化維生素分析+

甲狀腺荷爾蒙分析+營養與毒性元素分析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胃、大腸內視鏡檢查是診斷胃潰瘍、胃癌、大腸內腫瘤、息肉等病灶最好之工具。

運用最先進內視鏡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NBI, Narrow Band Imaging)，早期辨識粘

膜表層最早期癌病變，精確檢查食道、胃、十二指腸之腫瘤、潰瘍、發炎、息肉、

糜爛狀況及腸道痔瘡、息肉、腫瘤、潰瘍、發炎、憩室狀況

評估尿液中四十餘種有機酸(Organic acids)，這些有機酸是體內脂肪酸、碳水化合

物、細胞粒腺、體能量生成、維生素B群、神經傳導物質、肝毒素、腸道吸收不

良、有害菌滋生等經過代謝所產生的酸性產物，藉以瞭解體內主要代謝途徑是否正

常運作

零輻射磁振造影

極速低劑量

電腦斷層

舒眠腸胃內視鏡

全套有機

酸代謝分析

全套荷爾蒙檢查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2-羥基雌酮(2-OHE1)

4-羥基雌酮(4-OHE1)

16α-羥基雌酮(16α-OHE1)

2-甲氧基雌酮(2-MeOE1)

4-甲氧基雌酮(4-MeOE1)

2-OHE1/16α-OHE1比值

2-MeOE1/2-OHE1比值

4-MeOE1/4-OHE1比值

健康型雌激素代謝物%

風險型雌激素代謝物%

維生素A(Retinol)

茄紅素(Lycopene)

維生素D 25-OHD)

B-葫蘿蔔素(B-Carotene)

葉黃素(Lutein)

δ-維生素E(δ-Tocopherol)

γ-維生素E(γ-Tocopherol)

α-維生素E(α-Tocopherol)

輔酵素Q10(CoQ10)

維生素C(Vitamin C)

甲狀腺刺激素(TSH)

游離甲狀腺素(FT4)

甲狀腺素(T4)

游離三碘甲狀腺素(FT3)

三碘甲狀腺素(T3)

逆三碘甲狀腺素(RT3)

抗甲狀腺球蛋白(Anti-TG)

抗甲狀腺過氧化物酶(Anti-TPO)

營養元素分析

鈣Ca、鎂Mg、鉀K、鐵Fe、硒Se、銅

Cu、鋅Zn、錳Mn、鉻Cr、釩 V、鉬

Mo、鈷Co、鋰 Li、銅鋅比值

分析血清、紅血球及全血中的營養元素濃度，可作為評估體內確切礦物營養元素狀

態的重要指標

毒性元素分析

汞Hg、鉛Pb、鎘Cd、砷As、鎳Ni、

鋁Al、銻Sb、鋇Ba、鈹Be、鉍Bi、鉈

Tl、錫Sn、鈀Pd、鉑Pt、銀Ag

分析血清、紅血球及全血中的毒性元素濃度，可作為評估體內短期毒性元素曝露的

重要指標

健康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生活型態

史
了解個人健康史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呼

吸、體溫
評估體格狀況、生命徵象及代謝症候群指標

聽力 氣導聽力檢測 氣導聽力檢測

肺功能 肺活量、最大吐氣量 肺部功能評估，了解肺活量、有無阻塞性、侷限性肺疾病

心電圖 靜態十二導程心電圖(Resting EKG) 心跳節律(心律不整脈)、心肌缺氧(心肌梗塞)、心臟電位傳導(房室支束傳導阻斷)

周邊血管動脈檢查(ABI)
定量分析全身血管的僵硬度和彈性，並透過周邊血管動脈檢查反應下肢動脈阻塞或

狹窄程度。為防止血管硬化功能之指標，反應心血管疾病發生之風險程度

骨質密度檢查(BMD)
X光骨質密度分析儀，測量腰椎及兩側髖關節，精準且快速的偵測骨質密度，可診

斷未來發生骨折的風險，以及評估骨質疏鬆症治療的效果

全身體脂肪分析 透過全身體脂肪含量分析，了解內臟脂肪比例，為生活型態調整之指引

維生素是維持身體健康的基本要素，身體無法自行製造，必須自飲食中獲得。如果

沒有足夠的維生素，會導致細胞無法正常運作、皮膚快速老化、視力減退等。與抗

氧化維生素不足的症狀有免疫功能失調、反覆感染、神經系統疾病、消化與吸收障

礙、心血管疾病、慢性疲勞症和氧化壓力增加等

針對甲狀線荷爾蒙代謝進行完整分析，包括：中樞甲狀腺控制及活性、荷爾蒙製造

及分泌、週邊甲狀腺素轉換及自體免疫抗體等

評估雌激素在肝臟兩個階段的代謝是否順暢

抗老化檢測

雌激素

代謝評估

抗氧化

維生素分析

甲狀腺

荷爾蒙分析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麗柏薄層子宮頸抹片(女) 透過特殊保存方式保留完整子宮頸細胞，可提升一般抹片檢查準確度

人類乳突病毒HPV篩檢(女)
檢測是否感染人類乳突病毒與病毒基因型態檢查。研究顯示子宮頸癌前病變與高危

險性HPV基因有關

視力、眼壓、色盲 評估是否有近視、青光眼、色盲

眼科醫師會診：眼底鏡、細隙燈檢查
「直接眼底鏡」直接對眼睛，檢查局部的黃斑部和視神經。高解析度細隙燈檢查儀

， 可診斷角膜及白內障等疾病

耳、鼻、喉部檢查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針對耳鼻喉之炎症反應、腫瘤、鼻中膈彎曲、鼻瘜肉進行檢查

鼻咽內視鏡檢查
以鼻咽內視鏡及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檢查鼻甲、鼻道、鼻中膈以及鼻咽處，對早發

性癌症可更準確鑑別

尿液檢查

尿液生化分析：酸鹼度、比重、尿糖、

尿蛋白、尿潛血、尿膽紅素、尿中白血

球、尿酮體、尿沉渣顯微鏡檢 (Micro

exam)

腎功能、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結石、糖尿病等

血液常規

白 血 球 計 數 (WBC) 、 紅 血 球 計 數

(RBC)、血色素檢查(Hgb)、血球比容

值(HCT)、平均紅血球容積(MCV)、平

均紅血球血紅素(MCH)、平均紅血球血

色 蛋 白 濃 度 (MCHC) 、 血 小 板 計 數

(PLT)、白血球分類計數(DC)

檢測貧血、發炎、白血病、血液凝固功能等

空腹血糖(AC) 糖尿病、低血糖症的早期診斷

糖化血色素(HbA1c) 評估前三個月血糖平均值

血脂肪

膽固醇總量(T. Cholesterol)、三酸甘油

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與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比值(TC/HDL)、低密度

脂蛋白(LDL)

檢測動脈硬化風險、血脂分析、脂肪代謝異常、潛在性腦心血管病變之危險因子

肝膽功能

麩胺酸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胺基

丙 酸 轉 氨 酶 (SGPT) 、 血 清 白 蛋 白

(Albumin) 、 血 清 總 蛋 白 (Total

Protein)、球蛋白(Globulin)、白蛋白/

球 蛋 白 比 率 (A/G) 、 丙 麩 氨 轉 酶 ( γ -

GT)、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直接

膽紅素(Direct Bilirubin)、鹼性磷酸酶

(ALK-P)

檢測肝炎、肝功能異常、脂肪肝、膽道疾病及溶血性疾病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測是否有B肝帶原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測是否具B型肝炎之抵抗力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測是否感染C型肝炎

腎功能 尿素氮(BUN)、肌酸酐(Creatinine) 檢測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等

尿酸 尿酸(Uric Acid) 檢測高尿酸血症、痛風

心血管風

險因子評估
同半胱胺酸(homocystenin) 評估心肌梗塞、腦血管病變、動脈硬化等重要指標

大腸癌腫瘤標記(CEA) 消化系統腫瘤初步篩檢

甲型α胎兒蛋白(AFP) 肝腫瘤、生殖腺腫瘤等初步篩檢

胰臟癌標記(CA199) 胰臟癌、肺癌、胃癌、直腸癌初步篩檢

攝護腺癌特異抗原(PSA)(男) 攝護腺腫瘤初步篩檢

卵巢癌標記(CA125)(女) 卵巢及其他婦女生殖器腫瘤初步篩檢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糖尿病

肝炎篩檢

血液腫瘤標記

健康管理

加值服務

子宮頸癌篩檢

眼科

耳鼻喉科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頭頸部磁振造影
包含大腦、小腦、腦幹、眼球、鼻腔、鼻竇、中耳、內耳等部位，針對腦部

疾病篩檢如顱內腫瘤、中風、腦萎縮、腦室積水等腦部症狀

上腹部磁振造影
篩檢肝臟、膽囊、脾臟、胰臟、腎臟等器官是否有囊腫、腫瘤、息肉、肝硬

化、肝纖維化、脂肪肝、肝腫瘤等病變

骨盆腔磁振造影
篩檢後腹腔、膀胱、男性攝護腺病變及腫瘤、女性子宮肌瘤、巧克力囊腫、

子宮內膜增生、卵巢囊腫、卵巢癌等生殖器官病變

全脊椎磁振造影
篩檢頸椎、胸椎及腰椎是否有椎間盤突出、骨病變、骨刺、坐骨神經壓迫症

及脊椎移轉性腫瘤

極速低劑量

電腦斷層
肺部電腦斷層(LDCT)

不需施打顯影劑，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橫膈膜下方及肝臟

前後方的肺部小腫瘤，為偵測早期肺癌最快且精確的最佳工具

舒眠胃鏡

舒眠大腸鏡

胃幽門螺旋桿菌

高級代餐包 檢前搭配高級代餐，不須煩惱低渣飲食問題

甲狀腺超音波(搭配頭頸部磁振造影) 評估甲狀腺是否腫大、發炎及腫瘤

上腹部超音波(搭配任一部位磁振造影)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囊腫、膽結石、膽瘜肉、

腎結石、血管瘤等)

骨盆腔超音波(搭配骨盆腔磁振造影)
可了解是否有膀胱結石，男性是否有攝護腺肥大，女性是否有子宮肌瘤、卵

巢腫瘤

健康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生活型態史 了解個人健康史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呼吸、體

溫
評估體格狀況、生命徵象及代謝症候群指標

聽力 氣導聽力檢測 氣導聽力檢測

肺功能 肺活量、最大吐氣量 肺部功能評估，了解肺活量、有無阻塞性、侷限性肺疾病

心電圖 靜態十二導程心電圖(Resting EKG)
心跳節律(心律不整脈)、心肌缺氧(心肌梗塞)、心臟電位傳導(房室支束傳導阻

斷)

子宮頸癌篩檢 麗柏薄層子宮頸抹片(女) 透過特殊保存方式保留完整子宮頸細胞，可提升一般抹片檢查準確度

視力、眼壓、色盲 評估是否有近視、青光眼、色盲

眼科醫師會診：眼底鏡、細隙燈檢查
「直接眼底鏡」直接對眼睛，檢查局部的黃斑部和視神經。高解析度細隙燈

檢查儀， 可診斷角膜及白內障等疾病

耳、鼻、喉部檢查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針對耳鼻喉之炎症反應、腫瘤、鼻中膈彎曲、鼻瘜肉進行

檢查

鼻咽內視鏡檢查
以鼻咽內視鏡及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檢查鼻甲、鼻道、鼻中膈以及鼻咽處，

對於早發性癌症可更準確鑑別

尿液檢查

尿液生化分析：酸鹼度、比重、尿糖、尿蛋

白、尿潛血、尿膽紅素、尿中白血球、尿酮

體、尿沉渣顯微鏡檢 (Micro exam)

腎功能、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結石、糖尿病等

血液常規

白血球計數(WBC)、紅血球計數(RBC)、血

色素檢查(Hgb)、血球比容值(HCT)、平均紅

血 球 容 積 (MCV) 、 平 均 紅 血 球 血 紅 素

(MCH) 、 平 均 紅 血 球 血 色 蛋 白 濃 度

(MCHC)、血小板計數(PLT)、白血球分類計

數(DC)

檢測貧血、發炎、白血病、血液凝固功能等

悠活進階  NT$ 32,800

零輻射磁振造影

(四選一)

舒眠腸胃內視鏡

胃、大腸內視鏡檢查是診斷胃潰瘍、胃癌、大腸內腫瘤、息肉等病灶最好之

工具。運用最先進內視鏡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NBI, Narrow Band Imaging)

，早期辨識粘膜表層最早期癌病變，精確檢查食道、胃、十二指腸之腫瘤、

潰瘍、發炎、息肉、糜爛狀況及腸道痔瘡、息肉、腫瘤、潰瘍、發炎、憩室

狀況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單部位磁振造影+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舒眠腸胃內視鏡+超音波+一日體檢

眼科

耳鼻喉科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空腹血糖(AC) 糖尿病、低血糖症的早期診斷

糖化血色素(HbA1c) 評估前三個月血糖平均值

血脂肪

膽固醇總量 (T. Cholesterol)、三酸甘油脂

(TG)、高密度脂蛋白(HDL)與高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比值(TC/HDL)、低密度脂蛋白(LDL)

檢測動脈硬化風險、血脂分析、脂肪代謝異常、潛在性腦心血管病變之危險

因子

組織發炎指數 高敏感性C反應蛋白(hsCRP) 評估體內組織是否發炎、預測動脈硬化引起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指標

甲狀腺功能 甲狀腺刺激素(TSH)、游離甲狀腺素(FreeT4) 檢測甲狀腺機能亢進症或甲狀腺機能低下症

肝膽功能

麩胺酸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胺基丙酸轉

氨酶(SGPT)、血清白蛋白(Albumin)、血清

總蛋白(Total Protein)、球蛋白(Globulin)、

白蛋白/球蛋白比率(A/G)、丙麩氨轉酶(γ-

GT)、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直接膽紅

素(Direct Bilirubin)、鹼性磷酸酶(ALK-P)

檢測肝炎、肝功能異常、脂肪肝、膽道疾病及溶血性疾病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測是否有B肝帶原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測是否具B型肝炎之抵抗力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測是否感染C型肝炎

腎功能 尿素氮(BUN)、肌酸酐(Creatinine) 檢測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等

尿酸 尿酸(Uric Acid) 檢測高尿酸血症、痛風

類風濕因子 類風濕因子(RF) 評估類風濕性關節炎及自體免疫相關疾病

大腸癌腫瘤標記(CEA) 消化系統腫瘤初步篩檢

甲型α胎兒蛋白(AFP) 肝腫瘤、生殖腺腫瘤等初步篩檢

胰臟癌標記(CA199) 胰臟癌、肺癌、胃癌、直腸癌初步篩檢

攝護腺癌特異抗原(PSA)(男) 攝護腺腫瘤初步篩檢

卵巢癌標記(CA125)(女) 卵巢及其他婦女生殖器腫瘤初步篩檢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加值服務

糖尿病

肝炎篩檢

血液腫瘤標記

健康管理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極速低劑量

電腦斷層
肺部電腦斷層(LDCT)

不需施打顯影劑，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橫膈膜下方及肝臟前後

方的肺部小腫瘤，為偵測早期肺癌最快且精確的最佳工具

舒眠胃鏡

舒眠大腸鏡

胃幽門螺旋桿菌

高級代餐包 檢前搭配高級代餐，不須煩惱低渣飲食問題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上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囊腫、膽結石、膽瘜肉、腎結

石、血管瘤等)

健康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生活型態

史
了解個人健康史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呼

吸、體溫
評估體格狀況、生命徵象及代謝症候群指標

聽力 氣導聽力檢測 氣導聽力檢測

肺功能 肺活量、最大吐氣量 肺部功能評估，了解肺活量、有無阻塞性、侷限性肺疾病

心電圖 靜態十二導程心電圖(Resting EKG) 心跳節律(心律不整脈)、心肌缺氧(心肌梗塞)、心臟電位傳導(房室支束傳導阻斷)

子宮頸癌篩檢 麗柏薄層子宮頸抹片(女) 透過特殊保存方式保留完整子宮頸細胞，可提升一般抹片檢查準確度

視力、眼壓、色盲 評估是否有近視、青光眼、色盲

眼科醫師會診：眼底鏡、細隙燈檢查
「直接眼底鏡」直接對眼睛，檢查局部的黃斑部和視神經。高解析度細隙燈檢查

儀， 可診斷角膜及白內障等疾病

耳、鼻、喉部檢查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針對耳鼻喉之炎症反應、腫瘤、鼻中膈彎曲、鼻瘜肉進行檢查

鼻咽內視鏡檢查
以鼻咽內視鏡及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檢查鼻甲、鼻道、鼻中膈以及鼻咽處，對於

早發性癌症可更準確鑑別

尿液檢查

尿液生化分析：酸鹼度、比重、尿糖、

尿蛋白、尿潛血、尿膽紅素、尿中白血

球、尿酮體、尿沉渣顯微鏡檢 (Micro

exam)

腎功能、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結石、糖尿病等

血液常規

白血球計數(WBC)、紅血球計數(RBC)、

血色素檢查(Hgb)、血球比容值(HCT)、

平均紅血球容積(MCV)、平均紅血球血

紅素(MCH)、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MCHC)、血小板計數(PLT)、白血球分

類計數(DC)

檢測貧血、發炎、白血病、血液凝固功能等

空腹血糖(AC) 糖尿病、低血糖症的早期診斷

糖化血色素(HbA1c) 評估前三個月血糖平均值

血脂肪

膽固醇總量(T. Cholesterol)、三酸甘油

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與高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比值(TC/HDL)、低密度脂蛋

白(LDL)

檢測動脈硬化風險、血脂分析、脂肪代謝異常、潛在性腦心血管病變之危險因子

組織發炎指數 高敏感性C反應蛋白(hsCRP) 評估體內組織是否發炎、預測動脈硬化引起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指標

甲狀腺功能 甲狀腺刺激素(TSH)、游離甲狀腺素(FreeT4) 檢測甲狀腺機能亢進症或甲狀腺機能低下症

肝膽功能

麩胺酸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胺基丙

酸 轉 氨 酶 (SGPT) 、 血 清 白 蛋 白

(Albumin) 、 血 清 總 蛋 白 (Total

Protein)、球蛋白(Globulin)、白蛋白/球

蛋白比率(A/G)、丙麩氨轉酶(γ-GT)、總

膽 紅 素 (Total Bilirubin) 、 直 接 膽 紅 素

(Direct Bilirubin)、鹼性磷酸酶(ALK-P)

檢測肝炎、肝功能異常、脂肪肝、膽道疾病及溶血性疾病

胃、大腸內視鏡檢查是診斷胃潰瘍、胃癌、大腸內腫瘤、息肉等病灶最好之工

具。運用最先進內視鏡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NBI, Narrow Band Imaging)，早期

辨識粘膜表層最早期癌病變，精確檢查食道、胃、十二指腸之腫瘤、潰瘍、發

炎、息肉、糜爛狀況及腸道痔瘡、息肉、腫瘤、潰瘍、發炎、憩室狀況

健康腸在  NT$ 24,800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舒眠腸胃內視鏡+上腹部超音波+一日體檢

眼科

耳鼻喉科

糖尿病

舒眠腸胃內視鏡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測是否有B肝帶原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測是否具B型肝炎之抵抗力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測是否感染C型肝炎

腎功能 尿素氮(BUN)、肌酸酐(Creatinine) 檢測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等

尿酸 尿酸(Uric Acid) 檢測高尿酸血症、痛風

類風濕因子 類風濕因子(RF) 評估類風濕性關節炎及自體免疫相關疾病

大腸癌腫瘤標記(CEA) 消化系統腫瘤初步篩檢

甲型α胎兒蛋白(AFP) 肝腫瘤、生殖腺腫瘤等初步篩檢

胰臟癌標記(CA199) 胰臟癌、肺癌、胃癌、直腸癌初步篩檢

攝護腺癌特異抗原(PSA)(男) 攝護腺腫瘤初步篩檢

卵巢癌標記(CA125)(女) 卵巢及其他婦女生殖器腫瘤初步篩檢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加值服務

肝炎篩檢

血液腫瘤標記

健康管理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頭頸部磁振造影
包含大腦、小腦、腦幹、眼球、鼻腔、鼻竇、中耳、內耳等部位，針對腦部疾病篩檢如

顱內腫瘤、中風、腦萎縮、腦室積水等腦部症狀

上腹部磁振造影
篩檢肝臟、膽囊、脾臟、胰臟、腎臟等器官是否有囊腫、腫瘤、息肉、肝硬化、肝纖維

化、脂肪肝、肝腫瘤等病變

骨盆腔磁振造影
篩檢後腹腔、膀胱、男性攝護腺病變及腫瘤、女性子宮肌瘤、巧克力囊腫、子宮內膜增

生、卵巢囊腫、卵巢癌等生殖器官病變

全脊椎磁振造影
篩檢頸椎、胸椎及腰椎是否有椎間盤突出、骨病變、骨刺、坐骨神經壓迫症及脊椎移轉

性腫瘤

腦血管磁振造影(施打對比劑)

顱內、頸動脈血管3D立體影像及頸動脈超音波檢查，完整呈現兩側內頸動脈與顱內血管

是否有狹窄、動脈瘤及動靜脈畸形，可早期發現因腦血管疾病引起的微小梗塞、腦萎縮

以及腦瘤和其他腦實質病變等

乳房磁振造影(女)(施打對比劑)
乳房磁振造影無輻射，不須強力擠壓乳房，減少疼痛及恐懼感，可輕鬆完成乳癌篩檢，

是篩檢早期乳癌最佳工具

肝臟動態顯影磁振造影(男)

(施打對比劑)
運用細切面0.3-0.4cm動態顯影方式進行肝臟檢查，是篩檢早期肝癌的最佳方法

肝脂肪定量分析磁振造影
針對中年以上好發之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等評估肝組織脂肪比例，並作為生活型態調整

之指引

肺部電腦斷層(LDCT)
不需施打顯影劑，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橫膈膜下方及肝臟前後方的肺

部小腫瘤，為偵測早期肺癌最快且精確的最佳工具

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CAC)
CAC score被視為是一個反應冠狀動脈粥狀硬化程度的指標，可做為發生冠狀動脈血管

疾病風險預測及預後評估，並據此調整後續生活型態，或進一步檢查及治療

舒眠胃鏡

舒眠大腸鏡

胃幽門螺旋桿菌

高級代餐包 檢前搭配高級代餐，不須煩惱低渣飲食問題

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頸動脈有無粥狀硬化斑塊、頸動脈狹窄，以了解中風及腦血管疾病風險

甲狀腺超音波 評估甲狀腺是否腫大、發炎及腫瘤

上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囊腫、膽結石、膽瘜肉、腎結石、血管瘤等)

骨盆腔超音波 可了解是否有膀胱結石，男性是否有攝護腺肥大，女性是否有子宮肌瘤、卵巢腫瘤

乳房超音波(女) 檢查女性乳房有無腫塊、纖維囊腫、乳管擴張等異常

健康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生

活型態史
了解個人健康史

一般檢查
身 高 、 體 重 、 腰 圍 、 血 壓 、 脈

搏、呼吸、體溫
評估體格狀況、生命徵象及代謝症候群指標

骨質密度檢查(BMD)
X光骨質密度分析儀，測量腰椎及兩側髖關節，精準且快速的偵測骨質密度，可診斷未

來發生骨折的風險，以及評估骨質疏鬆症治療的效果

全身體脂肪分析 透過全身體脂肪含量分析，了解內臟脂肪比例，為生活型態調整之指引

聽力 氣導聽力檢測 氣導聽力檢測

肺功能 肺活量、最大吐氣量 肺部功能評估，了解肺活量、有無阻塞性、侷限性肺疾病

心電圖
靜 態 十 二 導 程 心 電 圖 (Resting

EKG)
心跳節律(心律不整脈)、心肌缺氧(心肌梗塞)、心臟電位傳導(房室支束傳導阻斷)

麗柏薄層子宮頸抹片(女) 透過特殊保存方式保留完整子宮頸細胞，可提升一般抹片檢查準確度

人類乳突病毒HPV篩檢(女)
檢測是否感染人類乳突病毒與病毒基因型態檢查。研究顯示子宮頸癌前病變與高危險性

HPV基因有關

視力、眼壓、色盲 評估是否有近視、青光眼、色盲

眼科醫師會診：眼底鏡、細隙燈

檢查

「直接眼底鏡」直接對眼睛，檢查局部的黃斑部和視神經。高解析度細隙燈檢查儀， 可

診斷角膜及白內障等疾病

心動全餐  NT$ 65,800

零輻射磁振造影

極速低劑量

電腦斷層

舒眠腸胃內視鏡

胃、大腸內視鏡檢查是診斷胃潰瘍、胃癌、大腸內腫瘤、息肉等病灶最好之工具。運用

最先進內視鏡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NBI, Narrow Band Imaging)，早期辨識粘膜表層最

早期癌病變，精確檢查食道、胃、十二指腸之腫瘤、潰瘍、發炎、息肉、糜爛狀況及腸

道痔瘡、息肉、腫瘤、潰瘍、發炎、憩室狀況

全套磁振造影+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舒眠腸胃內視鏡+全套超音波+一日體檢

抗老化檢測

子宮頸癌篩檢

眼科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耳、鼻、喉部檢查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針對耳鼻喉之炎症反應、腫瘤、鼻中膈彎曲、鼻瘜肉進行檢查

鼻咽內視鏡檢查
以鼻咽內視鏡及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檢查鼻甲、鼻道、鼻中膈以及鼻咽處，對於早發性

癌症可更準確鑑別

尿液檢查

尿液生化分析：酸鹼度、比重、

尿糖、尿蛋白、尿潛血、尿膽紅

素、尿中白血球、尿酮體、尿沉

渣顯微鏡檢 (Micro exam)

腎功能、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結石、糖尿病等

血液常規

白血球計數(WBC)、紅血球計數

(RBC)、血色素檢查(Hgb)、血球

比容值 (HCT)、平均紅血球容積

(MCV) 、 平 均 紅 血 球 血 紅 素

(MCH)、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

度(MCHC)、血小板計數(PLT)、

白血球分類計數(DC)

檢測貧血、發炎、白血病、血液凝固功能等

空腹血糖(AC) 糖尿病、低血糖症的早期診斷

糖化血色素(HbA1c) 評估前三個月血糖平均值

血脂肪

膽固醇總量 (T. Cholesterol)、三

酸 甘 油 脂 (TG) 、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HDL)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比值

(TC/HDL)、低密度脂蛋白(LDL)

檢測動脈硬化風險、血脂分析、脂肪代謝異常、潛在性腦心血管病變之危險因子

組織發炎指數 高敏感性C反應蛋白(hsCRP) 評估體內組織是否發炎、預測動脈硬化引起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指標

甲狀腺功能
甲狀腺刺激素(TSH)、游離甲狀腺

素(FreeT4)
檢測甲狀腺機能亢進症或甲狀腺機能低下症

肝膽功能

麩胺酸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

胺基丙酸轉氨酶(SGPT)、血清白

蛋 白 (Albumin) 、 血 清 總 蛋 白

(Total Protein) 、 球 蛋 白

(Globulin)、白蛋白/球蛋白比率

(A/G)、丙麩氨轉酶(γ-GT)、總膽

紅素(Total Bilirubin)、直接膽紅

素(Direct Bilirubin)、鹼性磷酸酶

(ALK-P)

檢測肝炎、肝功能異常、脂肪肝、膽道疾病及溶血性疾病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測是否有B肝帶原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測是否具B型肝炎之抵抗力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測是否感染C型肝炎

腎功能
尿 素 氮 (BUN) 、 肌 酸 酐

(Creatinine)
檢測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等

尿酸 尿酸(Uric Acid) 檢測高尿酸血症、痛風

類風濕因子 類風濕因子(RF) 評估類風濕性關節炎及自體免疫相關疾病

大腸癌腫瘤標記(CEA) 消化系統腫瘤初步篩檢

甲型α胎兒蛋白(AFP) 肝腫瘤、生殖腺腫瘤等初步篩檢

胰臟癌標記(CA199) 胰臟癌、肺癌、胃癌、直腸癌初步篩檢

攝護腺癌特異抗原(PSA)(男) 攝護腺腫瘤初步篩檢

卵巢癌標記(CA125)(女) 卵巢及其他婦女生殖器腫瘤初步篩檢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血液腫瘤標記

健康管理

加值服務

耳鼻喉科

糖尿病

肝炎篩檢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頭頸部磁振造影
包含大腦、小腦、腦幹、眼球、鼻腔、鼻竇、中耳、內耳等部位，針對腦部疾病篩檢如

顱內腫瘤、中風、腦萎縮、腦室積水等腦部症狀

上腹部磁振造影
篩檢肝臟、膽囊、脾臟、胰臟、腎臟等器官是否有囊腫、腫瘤、息肉、肝硬化、肝纖維

化、脂肪肝、肝腫瘤等病變

骨盆腔磁振造影
篩檢後腹腔、膀胱、男性攝護腺病變及腫瘤、女性子宮肌瘤、巧克力囊腫、子宮內膜增

生、卵巢囊腫、卵巢癌等生殖器官病變

全脊椎磁振造影
篩檢頸椎、胸椎及腰椎是否有椎間盤突出、骨病變、骨刺、坐骨神經壓迫症及脊椎移轉

性腫瘤

腦血管磁振造影(施打對比劑)

顱內、頸動脈血管3D立體影像及頸動脈超音波檢查，完整呈現兩側內頸動脈與顱內血管

是否有狹窄、動脈瘤及動靜脈畸形，可早期發現因腦血管疾病引起的微小梗塞、腦萎縮

以及腦瘤和其他腦實質病變等

乳房磁振造影(女)(施打對比劑)
乳房磁振造影無輻射，不須強力擠壓乳房，減少疼痛及恐懼感，可輕鬆完成乳癌篩檢，

是篩檢早期乳癌最佳工具

肝臟動態顯影磁振造影(男)(施打對比劑) 運用細切面0.3-0.4cm動態顯影方式進行肝臟檢查，是篩檢早期肝癌的最佳方法

肝脂肪定量分析磁振造影
針對中年以上好發之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等評估肝組織脂肪比例，並作為生活型態調整

之指引

肺部電腦斷層(LDCT)
不需施打顯影劑，可偵查隱藏在胸椎、心臟前後、肋骨、橫膈膜下方及肝臟前後方的肺

部小腫瘤，為偵測早期肺癌最快且精確的最佳工具

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CAC)
CAC score被視為是一個反應冠狀動脈粥狀硬化程度的指標，可做為發生冠狀動脈血管

疾病風險預測及預後評估，並據此調整後續生活型態，或進一步檢查及治療

心臟冠狀動脈血管攝影(CTA)
以極速非侵襲性的方式獲得高解析度冠狀動脈影像，可顯現血管的粥狀硬化與狹窄的病

變

舒眠胃鏡

舒眠大腸鏡

胃幽門螺旋桿菌

高級代餐包 檢前搭配高級代餐，不須煩惱低渣飲食問題

頸動脈超音波 檢查頸動脈有無粥狀硬化斑塊、頸動脈狹窄，以了解中風及腦血管疾病風險

甲狀腺超音波 評估甲狀腺是否腫大、發炎及腫瘤

上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臟、胰臟、脾臟等腹部器官疾病的檢查(囊腫、膽結石、膽瘜肉、腎結石、血管瘤等)

骨盆腔超音波 可了解是否有膀胱結石，男性是否有攝護腺肥大，女性是否有子宮肌瘤、卵巢腫瘤

乳房超音波(女) 檢查女性乳房有無腫塊、纖維囊腫、乳管擴張等異常

健康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生活型態

史
了解個人健康史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呼

吸、體溫
評估體格狀況、生命徵象及代謝症候群指標

周邊血管動脈檢查(ABI)
定量分析全身血管的僵硬度和彈性，並透過周邊血管動脈檢查反應下肢動脈阻塞或狹窄

程度。為防止血管硬化功能之指標，反應心血管疾病發生之風險程度

骨質密度檢查(BMD)
X光骨質密度分析儀，測量腰椎及兩側髖關節，精準且快速的偵測骨質密度，可診斷未來

發生骨折的風險，以及評估骨質疏鬆症治療的效果

全身體脂肪分析 透過全身體脂肪含量分析，了解內臟脂肪比例，為生活型態調整之指引

聽力 氣導聽力檢測 氣導聽力檢測

肺功能 肺活量、最大吐氣量 肺部功能評估，了解肺活量、有無阻塞性、侷限性肺疾病

心電圖 靜態十二導程心電圖(Resting EKG) 心跳節律(心律不整脈)、心肌缺氧(心肌梗塞)、心臟電位傳導(房室支束傳導阻斷)

麗柏薄層子宮頸抹片(女) 透過特殊保存方式保留完整子宮頸細胞，可提升一般抹片檢查準確度

人類乳突病毒HPV篩檢(女)
檢測是否感染人類乳突病毒與病毒基因型態檢查。研究顯示子宮頸癌前病變與高危險性

HPV基因有關

全套磁振造影+心臟冠狀動脈血管攝影+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舒眠腸胃內視鏡+全套超音波+一日體檢

抗老化檢測

子宮頸癌篩檢

彩色杜普勒

高解析度超音波

CEO頂級  NT$ 79,800

零輻射磁振造影

極速低劑量

電腦斷層

舒眠腸胃內視鏡

胃、大腸內視鏡檢查是診斷胃潰瘍、胃癌、大腸內腫瘤、息肉等病灶最好之工具。運用

最先進內視鏡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NBI, Narrow Band Imaging)，早期辨識粘膜表層最

早期癌病變，精確檢查食道、胃、十二指腸之腫瘤、潰瘍、發炎、息肉、糜爛狀況及腸

道痔瘡、息肉、腫瘤、潰瘍、發炎、憩室狀況



檢查類別 項目 說明

視力、眼壓、色盲 評估是否有近視、青光眼、色盲

眼科醫師會診：眼底鏡、細隙燈檢查
「直接眼底鏡」直接對眼睛，檢查局部的黃斑部和視神經。高解析度細隙燈檢查儀， 可

診斷角膜及白內障等疾病

耳、鼻、喉部檢查 耳鼻喉科專科醫師針對耳鼻喉之炎症反應、腫瘤、鼻中膈彎曲、鼻瘜肉進行檢查

鼻咽內視鏡檢查
以鼻咽內視鏡及窄頻早期癌辨識系統檢查鼻甲、鼻道、鼻中膈以及鼻咽處，對於早發性

癌症可更準確鑑別

尿液檢查

尿液生化分析：酸鹼度、比重、尿糖、

尿蛋白、尿潛血、尿膽紅素、尿中白血

球、尿酮體、尿沉渣顯微鏡檢 (Micro

exam)

腎功能、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結石、糖尿病等

血液常規

白 血 球 計 數 (WBC) 、 紅 血 球 計 數

(RBC)、血色素檢查(Hgb)、血球比容值

(HCT)、平均紅血球容積(MCV)、平均

紅血球血紅素(MCH)、平均紅血球血色

蛋白濃度(MCHC)、血小板計數(PLT)、

白血球分類計數(DC)

檢測貧血、發炎、白血病、血液凝固功能等

空腹血糖(AC) 糖尿病、低血糖症的早期診斷

糖化血色素(HbA1c) 評估前三個月血糖平均值

血脂肪

膽固醇總量(T. Cholesterol)、三酸甘油

脂(TG)、高密度脂蛋白(HDL)與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比值(TC/HDL)、低密度

脂蛋白(LDL)

檢測動脈硬化風險、血脂分析、脂肪代謝異常、潛在性腦心血管病變之危險因子

組織發炎指數 高敏感性C反應蛋白(hsCRP) 評估體內組織是否發炎、預測動脈硬化引起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指標

甲狀腺功能
甲 狀 腺 刺 激 素 (TSH)、 游離 甲狀 腺素

(FreeT4)
檢測甲狀腺機能亢進症或甲狀腺機能低下症

肝膽功能

麩胺酸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胺基

丙 酸 轉 氨 酶 (SGPT) 、 血 清 白 蛋 白

(Albumin) 、 血 清 總 蛋 白 (Total

Protein)、球蛋白(Globulin)、白蛋白/

球 蛋 白 比 率 (A/G) 、 丙 麩 氨 轉 酶 ( γ -

GT)、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直接

膽紅素(Direct Bilirubin)、鹼性磷酸酶

(ALK-P)

檢測肝炎、肝功能異常、脂肪肝、膽道疾病及溶血性疾病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檢測是否有B肝帶原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檢測是否具B型肝炎之抵抗力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測是否感染C型肝炎

腎功能 尿素氮(BUN)、肌酸酐(Creatinine) 檢測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等

尿酸 尿酸(Uric Acid) 檢測高尿酸血症、痛風

類風濕因子 類風濕因子(RF) 評估類風濕性關節炎及自體免疫相關疾病

心血管風險因子

評估
同半胱胺酸(homocystenin) 評估心肌梗塞、腦血管病變、動脈硬化等重要指標

大腸癌腫瘤標記(CEA) 消化系統腫瘤初步篩檢

甲型α胎兒蛋白(AFP) 肝腫瘤、生殖腺腫瘤等初步篩檢

胰臟癌標記(CA199) 胰臟癌、肺癌、胃癌、直腸癌初步篩檢

攝護腺癌特異抗原(PSA)(男) 攝護腺腫瘤初步篩檢

卵巢癌標記(CA125)(女) 卵巢及其他婦女生殖器腫瘤初步篩檢

由專業主治醫師解說報告 當日檢查後即時解說，即時掌握個人健康資訊

健康管理定期追蹤 專屬健康管理師提供個人與家庭的健康諮詢與管理追蹤

活力健檢餐 營養師精心規劃五色能量活力餐

貴賓專屬停車位 本中心提供健檢客戶專屬停車位

血液腫瘤標記

健康管理

加值服務

眼科

耳鼻喉科

糖尿病

肝炎篩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