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新婚健檢體檢項目
臺安醫院
項
目
1.掛號
2.一般檢查
3.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檢查
4.血液常規檢驗

5. 血清檢驗:

6. 血清檢驗
7. 性病檢查
8. 血糖檢查
9.血脂肪檢查

10.腎功能檢查
11.痛風檢查
12.肝功能檢查

13.肝炎檢查

14.甲狀腺檢查

內
‧病歷工本
‧身高
‧體重
‧全身理學檢查

容
‧血壓

‧白血球計數 WBC
‧紅血球計數 RBC
‧血色素檢查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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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國麻疹抗體(Rubela IgG)(女性)
‧ 麻疹抗體(女性)
‧ 水痘抗體檢查(女性)
‧ 紅斑性狼瘡檢測 (女性)
‧葡萄糖-6-磷酸去氫脢 G-6-PD(女性)

臨床意義(可瞭解之症狀)
了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
了解身體功能檢查
貧血（缺鐵、海洋性貧血）、血
液凝固功能、白血病及其他血液
癌症、細菌性感染、初步地中海
型貧血篩檢

是否具有德國麻疹抗體
是否具有麻疹抗體
是否具有水痘抗體
了解免疫系統代謝方面之疾病
蠶豆症檢測
‧血型
‧RH
了解所屬的血型及 RH 因子
‧梅毒（VDRL）測試
是否感染性病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檢驗 HIV 協助瞭解免疫方面之疾病
‧空腹血糖 Glucose, Fasting
糖尿病之檢查
‧糖化血色素 HbA1C
‧膽固醇總量 Chol.
血液循環、血管硬化病變血脂分
‧高密度脂蛋白 HDL
析、脂肪代謝異常等心臟血管方
‧低密度脂蛋白 LDL
面之檢查
‧ 三酸甘油脂 TG
‧尿素氮 BUN
腎炎、腎障礙、腎衰竭之檢查
‧肌酐酸 Creatinine
‧尿酸 Uric Acid
痛風、關節腫脹變形檢查
‧全蛋白 TP
了解肝功能的狀況及病症如肝
‧ 白蛋白 Albumin
炎、肝硬化、肝功能異常、膽道
‧ 球蛋白 Glbulin
阻塞等
‧ 鹼性磷酸
Alk.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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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型肝炎 Anti-HAV IgG
是否感染 A 型肝炎
‧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是否感染 B 肝帶原
‧ B 型肝炎核心抗體 HBcIgG
確定是否具 B 肝核心抗體
‧ B 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HBs
確定是否具 B 肝抗體
‧ C 型肝炎 Anti-HCV
是否感染 C 型肝炎
‧ 游離四碘甲狀腺素 Free T4
甲狀腺功能之檢查

15.尿液分析

16.Ｘ光檢查
17.眼科檢查
18.婦科檢查
19.精蟲分析
20.卵子庫存量
21.營養早餐

‧ 三碘甲狀腺素 T3
‧甲狀腺刺激素 TSH
‧外觀
‧尿糖
‧尿膽紅素 簡易腎、膽、肝、泌尿道及糖尿
‧尿比重
‧尿蛋白
‧尿膽原
等病之篩檢
‧尿血
‧酸鹼度
‧亞硝酸鹽
‧白血球
‧尿沈渣鏡檢 ‧尿酮體
作肺病、肺結核、心臟擴大、胸
‧ 胸部 X 光 Chest PA(男性)
腔疾病之檢查
‧視力
‧色盲
‧ 子宮卵巢超音波檢查(女性)

視力不良、色盲等檢查
子宮肌瘤、卵巢囊腫之檢查，若
無性行為者，請自行漲尿檢查
‧ 男性精蟲分析
男性精蟲數及活動能力
‧ 抗 穆 勒 氏 賀 爾 蒙 Anti-Mullerian 卵子庫存量，卵巢年齡
Hormone(女性)

可二擇一選擇：臺安醫院自助式中式菜餚或 Burger King 漢堡
‧臺安醫院主要是提供全穀類、堅果種子類、黃豆及其製品、蔬菜類、水果類等
四無一高，自然且溫和的新鮮素材(無蛋、無奶、無提煉油、無精緻糖、高纖維)。
。Burger King 素吉士小華堡+薯球(小)+蘋果汁(7oz)

22.健檢手冊
23.後續服務

◎
◎
◎
◎
◎
◎
◎
◎

‧健檢手冊
‧保健活動（請看保健組資料）

體檢結果，有病及時就醫
全人健康，積極愉快的人生
男性定價：新台幣 3,800 元
女性定價：新台幣 5,500 元
年滿 30 歲請持健保卡至健診家庭醫學科做免費子宮頸抹片檢查(一年一次)。
婚檢套裝需空腹 8 小時，請事先預約。
體檢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 09：00--10：30。
建議加選項目：
新柏氏抹片檢查 Thin prep ：子宮頸癌篩檢
HPV 抹片檢查：子宮頸人類乳突病毒篩檢
葉酸基因檢測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基因檢測

體檢注意事項說明
1. 請於檢查當日凌晨十二時開始空腹，包括水、食物、藥物及菸酒。
2. 請於受檢日當天早上 09:00 至臺安醫院一樓健診中心報到，如當日需就診其他科別，
請自行攜帶健保 IC 卡。
3. 女性受檢者如遇生理期間，請更改受檢日期。
4. 男性因精液檢查，需禁慾 3-7 天。
5. 若有服用慢性藥物之習慣(如糖尿病、高血壓等)，在受檢日凌晨十二時後停止服用，
並在受檢當日攜帶藥物至本中心。
6. 若受檢當日尚有項目未完成者，請於二週內至本院完成，逾時視同自動放棄。
7. 懷孕婦女或不確定是否懷孕者請事先告知本中心，並避免接受含放射線檢查的項目
(如 X 光攝影、骨質密度檢查等)。
8. 如曾接受手術或患有青光眼、糖尿病及甲狀腺疾病，亦或對藥物有過敏者，請於受
檢當日主動告知醫生。
9. 如欲更改受檢日期，請於一星期前來電通知本中心。
10.如欲自費加做項目，請事先來電預約，以便安排在同一日受檢。

報到處:台北市八德路二段 424 號 臺安醫院健康管理中心 1 樓健診中心
聯絡電話：2771-8151 轉 2773、2667、2316、2317

臺安醫院
關心您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