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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選項目 請打勾 原價 專案價 檢查內容 臨床意義

糞便檢查 80 64 潛血(免疫法)
收費代碼:09134

腸胃道出血、痔瘡、腫瘤等。

50 40 麩丙酮酸轉胺酵素 SGPT
收費代碼:09026

50 40 麩草酸轉胺酵素 SGOT
健保代碼:09025

120 96
總蛋白、白蛋白、球蛋白、蛋

白比值(A/G)
收費代碼:09038、09039、09040、09039S

50 40 鹼性磷酸酵素(ALP)
收費代碼:09027

酒精性肝

炎檢查
70 56 麩胺酸轉移酶γ-GT

收費代碼:09031

常用於篩檢肝臟機能障礙、脂肪肝及

肝硬化，尤其是酒精性肝炎和藥物性

肝炎。
糖尿病檢

驗
200 160

醣化血色素HbA1C
收費代碼:09006

血糖高低、糖尿病之檢查。

50 40 總膽紅素 T-BIL
收費代碼:09029

40 32 直接膽紅素D-BIL
收費代碼:09030

40 32 肌酸肝 Creatinine
收費代碼:09015

40 32 血中尿素氮 BUN
收費代碼:09002

275 220 微白蛋白Microalbumin(尿)
收費代碼:12111

尿酸檢查 40 32 尿酸 Uric acid
收費代碼:09013

是否有高尿酸、痛風等疾病。

70 56 肌酸磷化酵素CPK
收費代碼:09032

60 48 乳酸去氫酵素LDH
收費代碼:09033

275 220 高敏感度C反應蛋白(hs-CRP)
收費代碼:120151

新型血管危險因子評估

400 320 同半胱胺酸Homocysteine
收費代碼:12151

心臟血管疾病之評估

240 192 A型肝炎抗體Anti-HAV IgM
收費代碼:14039

檢查目前是否感染 A 型肝炎

225 180 A型肝炎抗體 Anti-HAV IgG
檢查是否曾感染過 A 型肝炎者(或注射過 A

型肝炎疫苗)，對 A 型肝炎病毒是否已有免

疫力或抵抗力。

200 160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收費代碼:14033

是否已具有B型肝炎抗體。

160 128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收費代碼:14032

是否曾感染B型肝炎、帶原者。

250 200 B型肝炎e抗原HBeAg
收費代碼:14035

B型肝炎病毒高傳染力的指標。B型肝

炎ｅ抗原檢測為陽性時，表示病毒活

性大、傳染性高、肝炎發作及惡化的

機率會較大。

250 200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收費代碼:14051

是否感染C型肝炎或帶原。

2000 1600 HBV DNA(B肝病毒量檢測)
收費代碼:12184 ◎此項檢驗報告須較久

檢測血液中有沒有 B 肝病毒的存在

及偵測病毒的數量

2200 1760 HCV RNA(C肝病毒量檢測)
收費代碼:12185 ◎此項檢驗報告須較久

檢測血液中有沒有 C 肝病毒的存在

及偵測病毒的數量

特約健檢自費增加檢查項目表

肝炎篩檢

腎臟功能

檢查

1.腎臟功能障礙

2.腎衰竭、尿毒症、腎炎

肝功能檢

查

了解是否有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

癌…等疾病。

膽功能檢

查

☆儀器類的檢查需提前預約，如您要想要檢查的時間已額滿再協助安排他其適合的檢查時間☆

心肌梗塞、中風、肺栓塞、肌肉萎

縮、心臟血管病變等疾病之參考

瞭解是否有急慢性肝炎、溶血性黃

膽、膽結石、膽管炎、肝硬化、阻塞

性黃疸等病變。

心臟血管

疾病危險

因子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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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選項目 請打勾 原價 專案價 檢查內容 臨床意義

50 40 澱粉脢Amylase
收費代碼:09017

150 120 解脂酶 Lipase
收費代碼:09064

風濕檢查 275 220 類風濕性關節炎RA-factor
收費代碼:12011

類風濕性關節炎、自體免疫性疾病篩

檢。

200 160 甲型胎兒蛋白(AFP)
收費代碼:12007

慢性肝病、肝硬化、及早期肝癌之初

步篩檢。

400 320 癌胚胎抗原(CEA)
收費代碼:12021

大腸癌之初步篩檢。

400 320 胰臟癌(CA-199)
收費代碼:12079

胰臟癌、膽道癌初步篩檢。

400 320 攝護腺特異性抗原(PSA)男性
收費代碼:12081

前列腺(攝護腺)癌之初步篩檢。

400 320 卵巢癌(CA-125)女性
收費代碼:12077

卵巢癌之初步篩檢。

400 320 乳癌(CA-153)女性
收費代碼:12078

乳癌之初步篩檢。

540 432 鼻咽癌(EBV-IgA)
收費代碼:140462

檢驗血清中病毒抗體作為鼻咽癌篩檢

及診斷的方法。

400 320 麟狀上皮細胞癌(SCC)
收費代碼:12080

麟狀上皮細胞癌、食道癌、子宮頸癌

篩檢。

400 320 肺癌檢測(Cyfra21-1)
收費代碼:120802

肺扁平細胞癌之參考指標

1100 880 人類乳突病毒檢查
收費代碼:08083S

可精準檢測出造成子宮頸癌之危險因

子。

240 192 甲狀腺刺激素免疫分析(TSH)
收費代碼:09112

250 200 三碘甲狀腺素(T3)
收費代碼:09117

280 224 四碘甲狀腺素(T4)
收費代碼:09010

200 160 游離甲狀腺素(Free T4)
收費代碼:09106

過敏原檢

測
1620 1296 40項過敏原檢查

收費代碼:30022B
檢測容易引發過敏症狀的物質

150 120
睪 固 酮 免 疫 法

Testosterone(EIA/LIA)男性
收費代碼:09121

180 144 E2女性荷爾蒙女性
收費代碼:09127

180 144 FSH女性荷爾蒙女性
收費代碼:09125

180 144 黃體素(LH)女性
收費代碼:09126

地中海型

貧血
300 240 血清電泳 (Hb)

收費代碼:08030
地中海型貧血(海洋性貧血)篩檢。

90 72 鐵檢查 (Fe)
收費代碼:09020

630 504
總鐵蛋白(TIBC)+未飽和鐵結

合能(UIBC)+鐵(Fe)
收費代碼:09035、090351、09020

300 240 運鐵蛋白 Ferritin(EIA)
收費代碼:12116

梅毒檢查 70 56 梅毒檢查(STS)
收費代碼:12001

是否感染梅毒之初步篩檢

愛滋篩檢 225 180
後天免疫不全症侯群(Anti-

HIV)免疫酵素法
收費代碼:14049

檢測是否感染受滋病

防癌篩檢

甲狀腺低下或亢進、異常之早期篩

檢。

了解胰臟的機能與異常，是否有急、

慢性胰臟炎，胰癌等。

荷爾蒙檢查

甲狀腺檢

查

胰臟檢查

荷爾蒙檢

查

貧血檢查 了解是否有缺鐵性貧血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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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選項目 請打勾 原價 專案價 檢查內容 臨床意義
麻疹抗體

篩檢
240 192 Measles virus IgG

收費代碼:14070
檢查是否曾經罹患麻疹，抵抗力

德國麻疹

抗體
240 192 Rubella Ab IgG

收費代碼:14044
檢查是否曾經罹患德國麻疹，抵抗力

水痘 200 160 水痘病毒抗體IgG
收費代碼:14068

是否具有水痘抗體，抵抗力

血型 120 96 血型、RH(D)型
收費代碼:11001、11003

A、B、O、AB血型及RH因子

維生素 800 640 血中維生素D3(VitaminD3)
收費代碼:08104S

瞭解維生素D3是否缺乏。

聽力檢測 405 324 精密聽力儀(七頻)檢查
收費代碼:22001X

兩耳聽力之精密檢測。

眼晴光學

電腦斷層

檢查

1697 1358
眼晴光學電腦斷層檢查、眼

壓、驗光

黃斑部病變、視網膜神經層檢查及青

光眼。

心電圖檢

查
150 120 靜態心電圖檢查

收費代碼:18001S2

心律及心臟構造，是否有心肌缺氧、

傳導阻滯等心臟功能缺損之檢查。

200 160 腹部X光檢查 瞭解有無結石、腸阻塞、脊椎骨刺。

250 200 腰椎X光檢查L-Spine

評估是否有腰椎間盤突出症、腰椎退

化性脊柱炎、腰椎關節突關節的退變

等情形。

200 160 胸部側面X光(CXR LAT)<一側 >
檢查是否有肺結核、肺炎、肺氣腫等

異常情況。

250 200 頸椎X光C-Spine(正面)

250 200 頸椎X光C-Spine(側面)

400 320 腰椎X光骨質密度測定

400 320 左側髖骨骨質密度測定

400 320 右側髖骨骨質密度測定

600 480 骨質密度測定選二個部位

800 640 骨質密度測定選三個部位

肝臟:脂肪肝、肝囊腫、肝腫瘤、肝

結石、肝實質。
膽囊:膽囊瘜肉、結石、膽管瘜肉。
腎臟:腎結石、囊腫、萎縮、腎盂積

水、多囊腎。
胰臟:胰臟腫大、鈣化、腫瘤。
脾臟:脾腫大。

600 480 攝護腺超音波(男性)
收費代碼:19005S1

了解攝護腺有無肥大或腫瘤等情形。

610 488 甲狀腺超音波
收費代碼:19012

甲狀腺腫瘤、甲狀腺發炎、頸部腫

塊、甲狀腺疾病等。

588 470 乳房超音波(女性)
收費代碼:19014

可偵測出在臨床上觸診不到之乳房早

期病變。

450 360 婦科超音波(女性)
收費代碼:19003

子宮、卵巢等器官是否異常之檢查。

3200 2560 杜卜勒氏心臟超音波
收費代碼:18005、18007

評估心臟潛在之疾病之可能性。

1700 1360 頸動脈超音波
收費代碼:20013、18010

了解血管有無阻塞或硬化情形。

1160 928 碳十三尿素呼氣試驗
收費代碼:30512

376 301
幽門螺旋桿菌抗原 (Helico

pylori Ag)糞便檢查
收費代碼:30522

420 336 幽門桿菌檢查(H.Pylori)抽血
收費代碼:30544S1

胃幽門桿

菌篩檢
胃潰瘍高危險群檢查。

882 706 腹部超音波
收費代碼:19001

超音波檢

查

骨質密度

檢查
骨質流失、骨質疏鬆症等之篩檢。

X光檢查

檢查頸椎有無移位、滑脫、關節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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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選項目 請打勾 原價 專案價 檢查內容 臨床意義

2918 2334 大腸鏡(需先服瀉劑)
可觀察全大腸之病變，例如腫瘤、痔

瘡、瘜肉、發炎等。

1500 1200 胃鏡
可觀察到胃及十二指腸是否有發炎、

潰瘍、瘜肉、腫瘤等情形。

6129 4903 無痛大腸鏡(需先服瀉劑)
可觀察全大腸之病變，例如腫瘤、痔

瘡、瘜肉、發炎等。

4630 3704 無痛胃鏡
可觀察到胃及十二指腸是否有發炎、

潰瘍、瘜肉、腫瘤等情形。

7629 6103 無痛胃鏡大腸鏡(需先服瀉劑)
可觀察到大腸、胃及十二指腸是否有

發炎、潰瘍、息肉、腫瘤等情形。

920 736 鼻咽喉鏡檢查
收費代碼:28002、54019

檢查鼻腔內黏膜狀況疾病，包含鼻竇

炎、鼻中膈彎曲、鼻咽腫瘤、鼻咽癌

等。

肺功能檢

查
305 244 肺功能檢查

收費代碼:17003

肺活量、肺擴張檢查，了解是否有阻

塞性肺疾病、侷限性肺功能異常等現

象。

乳房檢查 1245 996
數位式乳房X光攝影 (由女性

放射師檢查)
偵測及診斷是否罹患乳癌

3800 3040
電腦斷層檢查

(頭、胸、腹三選一)

腦部、胸部、腹腔等部位器官有無病

變及腫瘤。

6600
4800

(專案價)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檢查

能早期發現0.2公分～0.3公分以下的

肺部結節，且比胸部X光更容易偵測

出早期小型肺癌。

6000 4800 冠狀動脈鈣化指數分析

顯示冠狀動脈鈣化斑塊所在的位置及

程度，正常人鈣化指數應為零分，倘

若鈣化指數愈高，冠狀動脈狹窄機率

愈高。

6500 5200 頭部核磁共振檢查

偵測是否有腦腫瘤、腦出血、梗塞及

萎縮退化，血管瘤與動、靜脈畸形等

病變。

6500 5200 頸椎核磁共振檢查
可清楚了解頸椎是否有骨刺、神經壓

迫或頸椎轉移性腫瘤等。

6500 5200 腰椎核磁共振檢查

可清楚診斷脊椎病變，如：腫瘤、椎

間盤突出(骨刺)、脊椎骨折、韌帶鈣

化、血管瘤、脊椎側彎等病變、長期

腰酸背痛懷疑神經壓迫者。

核磁共振

檢查

(MRI)

內視鏡檢

查

電腦斷層

檢查(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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