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院區 健康檢查中心聯絡人： 許曉雯、陳美鈴
電話：(03)6119595分機3330.3331
電子郵件：hc757a@mmh.org.tw

單位名稱：國立交通大學
電話：03-5712121*51104

單位聯絡人：黃欣怡小姐
Mail：cindy51104@nctu.edu.tw

3500元
項目

內容

一般身體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
眼科檢查
視力、辨色力及眼壓
X-光攝影

胸部 X光 Chest PA
腰椎X光L-spine 2views

超音波檢查

腹部超音波
Abdomen Ultrasonography

心電圖檢查

靜式心電圖 Resting E.K.G.
空腹血糖 Glucose AC

血清丙酮酸轉移酶 SGPT
總膽固醇 Total Cholesterol
三酸甘油酯 Triglyceride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
尿素氮 BUN
血液檢查
肌酸酐 Creatinine
尿酸 Uric Acid
血紅素 Hb、紅血球數目 RBC、血
球容積比 Ht、平均血球容積
MCV、平均紅血球色素 MCH、平
均血色素濃度 MCHC、白血球總
數 WBC count、血小板數目
Platelet
比重 Specific Gravity、酸鹼度
pH、尿蛋白 Protein、尿糖
Glucose、酮體 Ketone Body、膽紅
素 Bilirubin、尿潛血反應 Occult
全套尿液檢查
Blood、尿膽素原 Urobilinogen、
白血球價數 Leukocyte、硝酸鹽
Nitrite、紅血球 RBC、白血球
WBC、上皮細胞 Epithelial cell
主治醫師提供公司行號健檢客戶
主治醫師問診
問診、理學檢查等服務

臨床意義

了解身體基本功能及正常性
了解是否有視力不良或青光眼可能
診斷有無心臟擴大、肺臟及胸部腫
瘤等之異常
檢查腰椎有無移位、滑脫、關節病
變
肝、膽、胰、脾、腎檢查
診斷心律不整及各種心臟疾病所引
起變化
血液中葡萄糖濃度數值，為糖尿病
診斷依據
肝臟疾病及肝炎診斷參考指標
心臟血管動脈硬化的危險參考指標
為體內最具代表性的脂質，動脈硬
化的參考
腎臟機能及痛風的診斷參考指標

套檢

◎
◎
◎
◎
◎
◎
◎
◎
◎
◎
◎
◎
◎
◎
◎

了解是否貧血、感染、發炎、凝血
等功能

◎

肝、膽、腎及糖尿病、尿道發炎、
感染參考指標

◎

頭頸部、呼吸系統、循環系統、消
化系統、神經等各系統檢查，解說
心電圖、腹部超音波報告結果

◎

附加服務

合約價

舒適健檢服更換
提供健康餐盒一份(可提供素食)
體檢後14個工作天，提供個人健檢報告書一份
健檢報告電話諮詢，諮詢時間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3:00~17:00
健檢結果異常追蹤者，協助門診掛號處理
眷屬健檢項目及自費加選比照員工合約

◎

3500元

新竹院區 健康檢查中心聯絡人： 許曉雯、陳美鈴
電話：(03)6119595分機3330.3331
電子郵件：hc757a@mmh.org.tw

單位名稱：國立交通大學
電話：03-5712121*51104

單位聯絡人：黃欣怡小姐
Mail：cindy51104@nctu.edu.tw

5000元
項目

內容

一般身體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血壓、脈搏
視力、辨色力及眼壓
間接式眼底鏡檢查INDIRECT
OPHTHALMOSCOPY
眼科檢查
細隙燈顯微鏡檢查SLIT LAMP
EXAM

X-光攝影

胸部 X光 Chest PA

臨床意義

套檢

了解身體基本功能及正常性
視網膜是十分細緻的神經組織，發
生剝離就會逐漸因喪失養分供給而
開始萎縮，接著逐漸喪失視覺的功
能。若不及早治療，一旦神經組織
已經受損，即使能夠成功地以手術
將視網膜復位，視覺功能也會大打
折扣，故須提早發現提早治療以降
低視力的受損情形。
診斷有無心臟擴大、肺臟及胸部腫
瘤等之異常
診斷心律不整及各種心臟疾病所引
起變化

◎
◎
◎

◎

◎

心電圖檢查

靜式心電圖 Resting E.K.G.

超音波檢查

腹部超音波
Abdomen Ultrasonography

肝、膽、胰、脾、腎檢查

◎

空腹血糖 Glucose AC

血液中葡萄糖濃度數值，為糖尿病
診斷依據

◎

血液檢查

直接膽紅素 Direct Bilirubin
總膽紅素 Total Bilirubin
鹼性磷酸酶 Alkaline phosphatase
血清麩氨酸轉移酶 SGOT
血清丙酮酸轉移酶 SGPT
總膽固醇 Total Cholesterol
三酸甘油酯 Triglyceride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
澱粉酵素Amylase
尿素氮 BUN
肌酸酐 Creatinine
尿酸 Uric Acid
血紅素 Hb、紅血球數目 RBC、血
球容積比 Ht、平均血球容積
MCV、平均紅血球色素 MCH、平
均血色素濃度 MCHC、白血球總
數 WBC count、血小板數目
Platelet
甲型胎兒蛋白 AFP

肝臟膽道疾病及肝炎診斷參考

心臟血管動脈硬化的危險參考指標
為體內最具代表性的脂質，動脈硬
化的參考
胰臟炎診斷指標
腎臟機能及痛風的診斷參考指標

◎

◎
◎
◎
◎
◎
◎
◎
◎
◎
◎
◎
◎
◎

了解是否貧血、感染、發炎等因子

◎

篩檢肝癌的參考指標

◎

甲狀腺刺激素TSH

了解甲狀腺功能是否正常

比重 Specific Gravity、酸鹼度
pH、尿蛋白 Protein、尿糖
Glucose、酮體 Ketone Body、膽紅
素 Bilirubin、尿潛血反應 Occult 肝、膽、腎及糖尿病、尿道發炎、
全套尿液檢查
Blood、尿膽素原 Urobilinogen、 感染參考指標
白血球價數 Leukocyte、硝酸鹽
Nitrite、紅血球 RBC、白血球
WBC、上皮細胞 Epithelial cell
糞便檢查

糞便潛血反應檢查--(免疫定量法)

主治醫師問診

主治醫師提供公司行號健檢客戶
問診、理學檢查等服務

附加服務

合約價

診斷消化器官潰瘍、癌症腫瘤出血
參考
頭頸部、呼吸系統、循環系統、消
化系統、神經等各系統檢查，解說
心電圖、腹部超音波報告結果

舒適健檢服更換
提供健康蔬食餐盒一份(可提供素食)
體檢後14個工作天，提供個人健檢報告書一份
健檢報告電話諮詢，諮詢時間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3:00~17:00
健檢結果異常追蹤者，協助門診掛號處理
眷屬健檢項目及自費加選比照員工合約

◎

◎

◎

◎

◎

5000元

加選套組
檢查套組

內容
冠狀動脈鈣化評估
A.心血管
高敏感度C-反應性蛋白HSCRP
系統套組
同半胱胺酸Hemocystine
頸椎X光Cervical spine 2view+頸椎
磁振造影檢查C-Spine MRI
B.神經系統 套 腰椎X光 Lumbar-spine 2views +腰
組
椎磁振造影檢查L-Spine MRI
腦部磁振造影檢查Brain MRI
C.呼吸
系統套組

肺部結節篩檢
胃鏡Gastroscope

D.消化
系統套組

大腸纖維鏡Colonoscope
胃幽門桿菌血液檢查
Helicobacter pylori IgG
E.婦女系統套 乳房超音波
醣鎖抗原-199-男性
前列腺特異性抗原 PSA-男性
醣鎖抗原-153（CA-153）-女性

F.癌症篩檢套
醣鎖抗原-125（CA-125）-女性
組
醣鎖抗原-724（CA-724）
-724 CA-724
鼻咽癌EBV抗體篩檢EBV
(EA+EBNA-1)IgA
G.甲狀腺
甲狀腺刺激素TSH
游離甲狀腺素Free T4
功能篩檢
三碘甲狀腺素T3
套組
A型肝炎G抗體Anti-HAV IgG
B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H.肝炎
篩
B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HBs
檢套組
B型肝炎核心抗體Anti-HBc
C型肝炎抗體 AntiHCV
眼壓 Intraocular pressure
間接式眼底鏡檢查INDIRECT
OPHTHALMOSCOPY
I.眼科檢查
(星期六除外)
細隙燈顯微鏡檢查SLIT LAMP
EXAM

J.周邊血管狹 周邊血管狹窄篩檢ABI、Ankle
Brachial Index
窄篩檢
※以上套組細項可單項加選

臨床意義
評估冠狀動脈是否有鈣化狹窄情形
心臟發炎或冠狀動脈危險因子
測心肌梗塞之危險因子
針對手部、肩頸酸痛檢查頸椎有無
移位、滑脫、關節病變
針對下半身腰酸背痛檢查有無椎間
盤移位、滑脫、關節病變
篩檢有關腦部有無腫瘤、變性或血
管病變
低輻射劑量肺部腫瘤篩檢，可提升
早期肺癌的診斷率
觀察食道、胃、十二指腸有無息肉
病變、發炎、潰瘍
觀察大腸直腸有無發炎、息肉及腫

套組金額
5967元

三選一
11768元

4950元

5446元

與消化性潰瘍有密切關係
女性乳房是否有異常腫塊
篩檢胰臟及膽道癌症之參考指標
篩檢男性前列腺之參考指標
篩檢女性乳癌之參考指標
篩檢女性卵巢癌之參考指標
篩檢胃癌之參考指標
篩檢鼻咽癌之參考指標
了解甲狀腺功能是否正常
是否有A型肝炎抗體
是否感染B型肝炎或為帶原者
是否有B型肝炎抗體
早期測定是否感染B型肝炎
是否感染C型肝炎
視網膜是十分細緻的神經組織，發
生剝離就會逐漸因喪失養分供給而
開始萎縮，接著逐漸喪失視覺的功
能。若不及早治療，一旦神經組織
已經受損，即使能夠成功地以手術
將視網膜復位，視覺功能也會大打
折扣，故須提早發現提早治療以降
低視力的受損情形。
判斷由粥樣動脈硬化引起的下肢動
脈狹窄、阻塞的指標；心腦血管疾
病有密切關係的動脈壁硬化程度的

900元
男性四
項 :2914
元 女
性四項
:2914元

747元

1269元

621元

1350元

※健保免費關懷方案【需攜帶健保卡辦理】：
癌症種類
大腸癌
乳癌
子宮頸癌
口腔癌

篩檢對象
50~75歲民眾
45~69歲女性
40~44歲具乳癌家族史且二等親以
內血親曾患有乳癌之婦女之高危
30歲以上婦女(限有性行為者)
30歲以上吸菸或嚼檳榔民眾

篩檢方式
糞便潛血免疫法檢查
(轉介院內癌篩窗口統一辦理)
轉介院內癌篩窗口統一辦理)

篩檢頻

須事先預約)
乳房X光攝影(須事先預約
須事先預約

2年1次

子宮頸抹片檢查(
(須事先預約)
須事先預約)

每年1次

2年1次

口腔黏膜檢查(
(轉介院內癌篩窗口統
2年1次
一辦理)
一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