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 元 加值 - 商務套餐
專案 1：腹部 X 光、胃鏡、乙狀結腸鏡
專案 2：頸動脈超音波、腦波

3000 元 加值 - 中醫套餐
中醫舌象儀、中醫脈波儀、經絡能量儀
此項限林森 ( 中醫 ) 門診中心加選

3500 元 加值 - 癮君子套餐
專案 1：頸動脈超音波、心臟超音波
專案 2：低 劑量胸部電腦斷層 ( 加選專案 2 則不再檢查套餐內的胸部 X
光 )、鼻咽癌腫瘤標記

3500 元 加值 - 玫瑰套餐
乳房超音波、骨盆腔超音波、辛柏抹片、人類乳突病毒檢測 (HPV)、女性賀
爾蒙 ( 催乳激素 PRL、濾泡刺激素 FSH、黃體激素、二氫基春情素 E2)

4500 元 加值 - 寵愛關心套餐
專案 1：運動心電圖、動脈硬化分析、心臟超音波
專案 2：電腦斷層鈣化指數、心臟功能檢查 ( 肌酸磷化 CPK、乳酸脫氫
LDH、同半胱胺酸 Homocysteine)

5500 元 加值 - 尊榮專業套餐

中興院區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 號
電話：(02)2552-3234 轉 3123、3127

仁愛院區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 段 10 號
電話：(02)2709-3600 轉 1061、1063

陽明院區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 號
電話：(02)2835-3456 轉 5183、 5198

忠孝院區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 87 號
電話：(02)2786-1288 轉 6984、6973

單部位磁振造影檢查

6500 元 加值 - 腸胃機能套餐
無痛鏡檢，包含胃鏡、全大腸鏡、無痛麻醉 ( 須有家屬陪同 )

30000 元加值 - 正子造影套餐
正子造影檢查對於多數惡性腫瘤細小病灶，能有效的偵測，提供臨床醫師
正確的診斷及分期資訊，協助選擇最佳之治療方式，提高治愈率。
正子電腦斷層掃描儀擁有最先進掃描及影像重建技術，在檢查速度、精準
度上均有所提升，掃描藥物注射劑量更可減少約 50％。

41000 元加值 - 正子 + 頭、腹部磁振造影檢查套餐
頭、腹部磁振造影檢查
( 正子造影檢查限至仁愛院區施作 )

心血管健檢專案 專案價 16000 元
項目：電腦斷層冠狀動脈攝影 + 腎功能檢查
臨床意義：冠狀動脈疾病佔所有心臟死亡原因的 75%，64 列冠狀動脈電腦斷
層醫學影像以 3D 立體顯示讓冠狀動脈病灶更清楚。

全身腫瘤篩檢專案 專案價 23800 元
項目：低劑量胸部電腦斷層、全身磁振造影檢查包含頭部、腹部、骨盆腔、
頸椎、胸椎、腰椎。
臨床意義：近年來磁振造影是臨床診斷上相當重要的影像工具。使用準確
而不必侵入人體的方法為人體內部器官造影，對醫學的診斷、
醫療和後續工作都十分重要。MRI 醫學影像對癌症敏感度高，
磁振造影優點為提供病灶良好的組織對比，包括腦部脊髓神經
系統、脊椎、骨骼關節肌肉、腹腔、骨盆腔的實質器官、女性
醫學的乳房及生殖系統等。

和平婦幼院區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2 段 33 號
電話：(02)2388-9595 轉 2732

林森中醫門診中心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530 號
電話：(02)2591-6681 轉 1290

社區好鄰居
健康關心您

為促進市民健康照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特別推出健康專案 NT$4,500 內容涵蓋
了一般健檢內容。除了基本的健檢內容，也可以針對自己需求，增加檢查項目。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好健康專案 加選檢查項目

視力、辨色力、眼壓
了解視力基本狀況，眼睛有無病變
白血球計數 WBC
紅血球計數 RBC
血色素 Hb
1. 是否有感染疾病
血球比容值 Hct
2. 是否貧血 
全套血液檢查 血小板計數 platelet count
3. 測定貧血程度
平均紅血球容積 MCV
4. 血液凝固功能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MCH
5. 血液疾病檢查
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MCHC
白血球分類計數 WBC differential count
血糖檢查
飯前血糖 Glucose
了解血糖高低，糖尿病之檢查

血脂肪檢查

肝炎篩檢

膽固醇 Chol.
三酸甘油脂 TG
高密度脂蛋白 HDL

血管硬化因子
動脈硬化及心肌梗塞因子
了解良好脂蛋白的高低

低密度脂蛋白 LDL

了解不好脂蛋白的高低

全蛋白 TP、白蛋白 Albumin
膽紅素總量 Bili T、直接膽紅素 Bili D
麩氨酸草醋酸轉氨 GOT、麩氨酸丙酮酸轉
氨 GPT
麩丙氨轉太脢 r-GT
鹼性磷酸 Alk.P

了解體液是否平衡，有無水腫或脫水
了解膽道是否正常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B 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 HBs
C 型肝炎抗體 Anti-HCV

了解有無 B 型肝炎感染
了解有無 B 型肝炎抗體產生
了解有無 C 型肝炎感染

尿素氮 BUN
腎功能檢查
肌酐酸 Creatinine
痛風檢查 尿酸 Uric acid
甲狀腺

0
0
元

甲狀腺刺激素 TSH
肝癌篩檢 - 胎兒蛋白 AFP

大腸癌篩檢 - 癌胚胎抗原 CEA
胰臟癌篩檢 -CA-199
癌症腫瘤標記
子宮卵巢癌篩檢 -CA-125( 女 )
乳癌篩檢 -CA-153( 女 )
前列腺癌篩檢 -PSA( 男 )
尿液檢查
糞便檢查
超音波
肺功能檢查
X 光檢查
骨質密度
心臟檢查
家醫科會診
健康管理
健康餐點

了解肝臟功能是否正常
了解酒精、藥物對肝臟傷害程度
了解肝膽功能是否正常

上述檢查無休息室提供

項目
一般檢查
眼科檢查

了解大腸癌指數
了解胰臟癌指數
了解子宮卵巢癌指數

血糖檢查

血脂肪檢查

了解乳癌指數
了解前列腺癌指數

肝功能檢查

痛風檢查

0
0
元

臨床意義
了解身體基本狀況
了解聽力功能
了解視力基本狀況，眼睛有無病變
1. 是否有感染疾病
2. 是否貧血 
3. 測定貧血程度
4. 血液凝固功能
5. 血液疾病檢查

飯前血糖 Glucose

了解血糖高低，糖尿病之檢查

膽固醇 Chol.

血管硬化因子

三酸甘油脂 TG

動脈硬化及心肌梗塞因子

高密度脂蛋白 HDL

了解良好脂蛋白的高低

低密度脂蛋白 LDL

了解不好脂蛋白的高低

全蛋白 TP、白蛋白 Albumin、球蛋白
Globulin

了解體液是否平衡，有無水腫或脫水

膽紅素總量 Bili T、直接膽紅素 Bili D 了解膽道是否正常

腎功能檢查

專
案 8
價 0

視力、辨色力、眼壓

白血球計數 WBC
紅血球計數 RBC
血色素 Hb
血球比容值 Hct
全套血液檢查 血小板計數 plate let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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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血球分類計數 WBC differential count

肝炎篩檢

了解甲狀腺功能是否正常
了解肝癌指數

說明
身高、體重、血壓、脈搏、腰圍

耳鼻喉科檢查 聽力

了解尿毒素代謝是否正常
了解腎臟功能是否正常
了解痛風危險因子的高低

尿液檢查
簡易腎、膽、肝、泌尿道及糖尿等病之篩檢
糞便一般檢查 ( 外觀、潛血反應、硬度、
有無腸胃道出血
顏色、消化能力、紅白血球、黏液等 )
腹部超音波
了解腹部：肝、膽、胰、腎、脾有無異常
檢測肺活量大小即有無氣道阻塞性疾病，
肺活量測定
如評估氣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肺功能
障礙。
胸部 X 光 ( 正面 )
有無心臟肥大、肺癌、肺結核
骨質密度檢查
了解骨質密度狀況有無疏鬆可提早作預防
靜式心電圖
綜合理學檢查、綜合評估、諮詢與建議
健檢報告解說諮詢及後續異常追蹤與衛教
服務
提供營養均衡之膳食

立肝見影 健康檢查項目一覽表

眼科檢查

肝功能檢查

專
案 4
價 5

臨床意義
了解身體基本狀況
了解聽力功能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好健康 健康檢查項目一覽表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健康檢查項目一覽表
項目
說明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血壓、脈搏、腰圍
耳鼻喉科檢查 聽力

胰臟功能

麩氨酸草醋酸轉氨 GOT、麩氨酸丙酮酸轉
了解肝臟功能是否正常
氨 GPT
麩丙氨轉太脢 r-GT

了解酒精、藥物對肝臟傷害程度

鹼性磷酸 Alk.P

了解肝膽功能是否正常

A 型肝炎抗體 Anti-HAV IgG

了解有無 A 型肝炎抗體產生

B 型肝炎核心抗體 HBcIgG

了解是否曾經感染 B 型肝炎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了解有無 B 型肝炎感染

B 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 HBs

了解有無 B 型肝炎抗體產生

C 型肝炎抗體 Anti-HCV

了解有無 C 型肝炎感染

尿素氮 BUN

了解尿毒素代謝是否正常

肌酐酸 Creatinine

了解腎臟功能是否正常

尿酸 Uric acid

了解痛風危險因子的高低

澱粉酶

了解胰臟功能

胰島素免疫分析 Ins

了解胰臟功能，有無胰臟腫瘤或糖尿病

肝癌篩檢 - 胎兒蛋白 AFP

了解肝癌指數

癌症腫瘤標記 大腸癌篩檢 - 癌胚胎抗原 CEA

了解大腸癌指數

胰臟癌篩檢 -CA-199

了解胰臟癌指數

尿液檢查

尿液檢查

簡易腎、膽、肝、泌尿道及糖尿等病之篩檢

糞便檢查

糞便一般檢查

有無腸胃道出血，寄生蟲感染

腹部超音波

了解腹部：肝、膽、胰、腎、脾有無異常

X 光檢查

胸部 X 光 ( 正面 )

有無心臟肥大、肺癌、肺結核

骨質密度

骨質密度檢查

了解骨質密度狀況有無疏鬆可提早作預防

磁振造影

腹部磁振造影無顯影劑

了解腹部：肝、膽、胰、腎、脾有無發炎腫瘤或
囊腫形成

家醫科會診

綜合理學檢查、綜合評估、諮詢與建議

家醫科醫師綜合評估、諮詢與建議

綜合諮詢、異常追蹤、衛教服務

健康管理

健檢報告解說諮詢及後續異常追蹤與衛
教服務

綜合諮詢、異常追蹤、衛教服務

提供營養均衡之膳食

健康餐點

提供營養均衡之膳食

提供營養均衡之膳食

了解心臟有無傳導缺損或心肌缺氧
家醫科醫師綜合評估、諮詢與建議

超音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