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愛』 體檢項目說明表
臺安醫院
1.
2.
3.
4.

項
目
掛號
一般檢查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檢查
血液常規檢驗

5. 血糖檢查
6. 血脂肪檢查

7. 腎功能檢查
8. 痛風檢查
9. 肝功能檢查

10. 肝炎檢查

11. 甲狀腺檢查
12. 性病檢查
13. 尿液分析

14. 糞便檢查
15. 防癌篩檢

內
‧病歷工本
‧身高
‧體重
‧全身理學檢查

容

臨床意義(可瞭解之症狀)

‧血壓

了了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
了了解身體甲狀腺、淋巴腺、下肢
水腫、心雜音、腹部腫瘤等檢查
1. 是否有感染疾病
2. 2.是否貧血
3. 3.測定貧血程度
4. 4.血液凝固功能
5. 5.血液疾病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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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血球分類計數 DIFF
‧ 空腹血糖 Glucose, Fasting
‧ 糖化血色素 HbA1C
‧膽固醇總量 Chol.
‧高密度脂蛋白 HDL
‧低密度脂蛋白 LDL
‧三酸甘油脂 TG
‧尿素氮 BUN
‧肌酐酸 Creatinine
‧尿酸 Uric Acid
‧全蛋白 TP
‧白蛋白 Albu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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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B 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HBs
‧C 型肝炎 Anti-HCV
‧游離四碘甲狀腺素 free T4
‧甲狀腺刺激素 TSH
‧梅毒（VDRL）測試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檢驗 HIV
‧外觀
‧尿糖
‧尿膽紅素
‧尿比重
‧尿蛋白
‧尿膽原
‧尿血
‧酸鹼度
‧亞硝酸鹽
‧白血球
‧尿沈渣鏡檢 ‧尿酮體
‧潛血反應
‧肝癌測試 AFP

‧糖尿病之檢查
‧監測近 3 個月血糖值之變化
血液循環、血管硬化病變血脂分
析、脂肪代謝異常等心臟血管方面
之檢查
腎炎、腎障礙、腎衰竭之檢查
痛風、關節腫脹變形檢查
了解肝功能的狀況及病症如肝炎、
肝硬化、肝功能異常、膽道阻塞等

查驗是否感染 B 肝或帶原及確定已
否具 B 肝抗體
是 是否感染 C 型肝炎
‧甲狀腺功能之檢查
是 是否感染性病
協 幫助瞭解免疫方面之疾病
簡易腎、膽、肝、泌尿道及糖尿等
病之篩檢

大腸癌篩檢
肝 肝癌篩檢

16.Ｘ光檢查

‧癌胚胎抗原檢查 CEA
‧胰臟癌檢查 CA-199
‧前列腺癌檢查 PSA (男)
‧子宮卵巢癌篩檢 CA-125 (女)
‧胸部 X 光 Chest PA

17.頸動脈超音波

‧腰椎 X 光(含腹部 X 光)
‧頸動脈血管病變之檢測

18.心電圖
19.肺功能檢查

20.眼科檢查
21.骨質密度檢查
22.超音波檢查
23.營養早餐

偵 大腸癌及其他癌症篩檢
胰 胰臟癌、膽道癌篩檢
攝 攝護腺癌篩檢
子 子宮卵巢癌篩檢
作 肺病、肺結核、心臟擴大、胸腔
疾病之檢查
脊 腰椎側彎及結石篩檢
1.幫助瞭解供應腦內血流之血管硬
化以及粥樣化、狹窄之情形
2.甲狀腺型態的檢測
檢測心律不整、心肌肥大、心肌缺
氧、傳導異常等疾病
檢 檢測肺功能、肺活量、通氣量、
流速量、阻塞性肺疾

‧靜式心電圖
‧運動心電圖
‧肺活量 FVC
‧最大吐氣一秒量 FEV 1
‧最大吐氣一秒率 FFV 1% G
‧最大吐氣中斷流速 MMEF L/S
‧視力
‧眼壓
‧色盲
‧骨鬆症骨質密度檢查(正確三部位)
‧腹腔：肝、膽、胰、腎、脾

視力不良、色盲、青光眼等檢查
骨鬆骨質密度檢查
瞭解腹部器官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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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健檢手冊

‧健檢手冊

體檢結果，有病及時就醫
定價：新台幣 9,800 元

年滿 30 歲以上的女性可持健保卡至健診家醫科做免費子宮頸抹片檢查 (每年一次)
◎ 年滿 45 歲以上的女性可持健保卡做乳房攝影(每兩年一次)，請先電話至放射科預約
(02)27718151-2737 ，當天請先至影像醫學科報到(醫院大廳右轉)，需過健保卡並填寫資料。
◎

注意事項：
1. 請於檢查當日凌晨 12 時後空腹，包括水、食物、飲料、藥物及菸酒至當日早上。
2. 請於受檢當日早上 8：30 至健診中心並請攜帶健保卡備用。
3. 受檢當日請攜帶糞便檢體(糞便檢體可於受檢日前一晚或於當日採檢)及健診費用，可刷卡或付現。
4. 若有服用慢性藥物之習慣(如糖尿病、高血壓等)，於檢查當日凌晨 12 時後停止服用，並在受檢當日
攜帶藥物至本中心。
5. 受檢當日請以一般眼鏡代替隱形眼鏡，以便檢查眼壓。
6. 當日有安排跑步運動心電圖，請著球鞋或輕便運動鞋以方便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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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女性受檢者如遇生理期間，請更改受檢日期。
9. 需事先預約：02-27718151#2667、27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