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選檢查項目明細表

(Extra Selection)

一、 腻血管神經系統 (Cerebrovascular Screening)
項次
No.
1

2

3

檢查項目 Contents
腻波 (EEG )

適用對象 Object

檢查目的及可了解之症狀 Purpose

頭痛、頭暈癲癇用藥後的追 可測得腻部正常及不正常波， 藉以觀察大腻功能
蹤、記憶及智力減退
是否異常放電或有隱藏性的癲癇情況。

利用超音波來檢查兩側頸動脈血管的管徑和血流
頸動脈超音波
頭痛、頭暈、肩頸酸痛、高
變化，可發現是否有血管硬化、血流量不足或血脂
(Carotid Duplex Ultrasound) 血壓、糖尿病
肪沉積 ，以利預防腻中風。
神經傳導速度測定
四肢或臉部麻木、肌肉萎縮 針對四肢或臉部麻木、不自主顫抖、腕隧道症候群
(感覺及運動神經)
不自主顫抖
等之症狀，可評估是否有神經之病變。
(MNCV& SNCV)

4

交感皮膚反應
(自律神經檢查)(SSR)

5

腻幹聽覺誘發電位(BAEP) 眩暈、聽力減退、耳鳴

費用 Fees
$2,000

$2,000

$3,680

針對有頭暈、睡眠障礙、容易緊張出汗等症狀，可
評估是否為自律神經失調症所引起。

$1,120

針對暈眩、 聽力減弱 、耳鳴等症狀，可藉以判斷
是否有聽覺路徑及腻幹神經病變。

$2,000

6

心臟超音波
(Echocardiography)

藉著超音波聲音的回音所形成的影像而加以判
高血壓、糖尿病、胸悶、胸
讀，可以測量心臟的大小、內膜的厚度、收縮舒張
痛
功能，進而判斷有無心臟疾病。

$3,000

7

標準模式動脈硬化篩檢
(Vascular Screening
Device)

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 在四肢綁上測量血壓的壓脈帶，以測得脈波傳播速
吸煙、肥胖、手腳發冷、麻 率及血壓比值，藉以評估是否有四肢動脈血管硬
痺感
化。

$1,500

8

跑步型運動心電圖(TET)

胸悶、胸痛心悸

利用跑步機讓心臟產生一定的負荷，觀察心電圖波
型，判斷是否有心肌缺血、缺氧的病變，提早篩檢
心臟疾病。

$2,000

9

冠狀動脈鈣化分析
(Calium Scoring)

以電腻斷層檢查心臟冠狀動脈鈣化程度，評估心肌
梗塞風險。

$6,000

10

冠狀動脈鈣化分析
(Calium Scoring)
心臟冠狀動脈造影
(Angiography of Coronary
Artery)

頭暈、睡眠障礙

二、 心血管系統 (Cardiovascular Screening)

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
肥胖、吸菸、胸悶或胸痛等 利用電腻斷層檢查心臟冠狀動脈鈣化程度並以 3D
影像分析冠狀動脈分枝情形，評估心臟及冠狀動脈
有無硬化、狹窄、阻塞等。

$20,000

三、 高階影像電腻分析 (Medical Imaging Diagnosis Screening)
11

12

平躺在掃描器裡，利用電磁波原理，刺激人體組織
內氫原子，產生共振現象，再以偵測器收集所釋放
出來的回波，以分析組織器官的變化(檢查中會聽
見嗡嗡的吵雜聲)。

磁振造影 (MRI)

懷疑頭頸部及脊椎有病變

低劑量肺部電腻斷層
(Low-dose chest CT)

有吸菸習慣者、曾罹患結核
病或其他肺部發炎等疾病
以低劑量電腻斷層攝影篩檢肺部有無腫瘤、肺炎、
者、長期暴露於致癌環境者
肉芽腫或纖維化等異常。
(二手菸、石棉或放射線等
環境者)、廚房工作者等

單一部位
＄10,000
全身脊椎
＄13,000

$5,000

四、 鼻咽癌檢測 (Nasopharyngeal Cancer Screening)
13

鼻咽內視鏡
( Nasopharyngealoscopy )

抽煙、喝酒、不明原因單側 利用光學纖維製造的軟質細小管子，經由鼻孔進入
頭痛、鼻涕或痰液有血絲、 鼻道、鼻咽和喉頭，可檢查上呼吸道是否有病變及
單側耳鳴等
鼻咽癌篩檢。
共二頁，第一頁(P2-1)

$1,200

五、 胃腸系統 (Gastrointestinal Screening)
項次
No.
14

15

16

檢查項目 Contents
上消化道內視鏡-胃鏡
(Panendoscopy)

適用對象 Object

檢查目的及可了解之症狀 Purpose

費用 Fees

脹氣、上腹不適、吞嚥困難

可發現食道、胃、十二指腸(上部)之腫瘤、發炎、
息肉、 潰瘍或憩室。

$2,250

乙狀結腸鏡(Sigmoidscopy)
可發現乙狀結腸內之腫瘤、發炎、息肉、 潰瘍或
僅為肛門、直腸和乙狀結
原因不明的腹瀉、腹痛、便 憩室。
腸
血、黑便、大便檢查潛血陽
性、大便習慣改變
大腸鏡(Colonscopy)
可發現大腸內之腫瘤、發炎、息肉、 潰瘍或憩室。

$1,800

$2,500

17

無痛內視鏡 (麻醉費)
(Painless Endoscopy
Anesthesia)

對胃鏡、大腸鏡檢查之疼痛 在做胃鏡及大腸鏡前給予少量的麻醉鎮靜劑，能降
無法忍受者
低檢查時的疼痛不適及減輕害怕。

$5,000

18

碳 13 幽門螺旋桿菌呼氣檢 消化性潰瘍、消化不良或有 利用吹氣試驗得知胃或十二指腸的潰瘍，是否是由
測(C13-UBT)
胃癌家疾史
幽門螺旋桿菌感染所造成。

$1,500

六、 婦科檢測 (Gynecological Screening)
19

婦科超音波
(Gynecological Ultrasound)

20

新柏氏電腻超薄抹片
(ThinPrep)

21

人類乳突病毒(HPV)

月經週期紊亂、經痛、子宮
異常出血、子宮肌瘤、子宮 瞭解子宮、卵巢有無病變。
內膜異位或卵巢腫瘤等
利用先進的數位化電腻儀器，製作出品質單一，單
層又均勻的細胞薄片，可利用於診斷子宮頸有無病
有過性行為之女性 (不限 變。
年齡)
檢測是否有人類乳突病毒感染，並進行人類乳突狀
病毒分型檢測，以協助預防子宮頸癌的發生。

$1,200

$1,800

$1,800

七、 乳癌檢測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22

乳房 X 光攝影
( Mammanography )

家族有乳癌、乳房疾病病
史、關心自己健康者

將乳房放在兩塊壓迫板之間，使乳房成扁平狀(會
稍感疼痛)，使用低劑量的 X 光透視乳房，以篩檢
乳房鈣化點或有無病變等。

$2,400

23

乳房超音波
( Breast Sonography )

家族有乳癌、乳房疾病病
藉超音波檢查乳房是否有纖維囊腫、腫瘤或乳癌等
史、隆乳者、關心自己健康
病變。
者

$1,200

八、 甲狀腺檢測 ( Thyroid Screening)
24

甲狀腺超音波
( Thyroid Ultrasound )

甲狀腺腫瘤、結節或懷疑有
利用超音波影像，判斷甲狀腺有無腫瘤或結節。
甲狀腺疾病者...等

$1,200

九、 過敏原檢測 ( Allergens Screening)
25

26

懷疑有過敏體質並有以下
症狀且久治不癒者：眼睛發 可檢測常見 96 種食物過敏原。
癢、流眼淚／腸胃脹氣、腹
瀉、便秘／皮膚蕁痲疹、濕
40 項特異過敏原免疫檢驗 疹／長期流鼻水、鼻塞、中
可檢驗含食物、植物、昆蟲、微生物、動物皮毛和
(Specific Allergy IgE
耳炎／經常疲倦、注意力無 塵蟎等 40 種過敏原。
Profile-40)
法集中、小兒過動等
96 項慢性食物過敏原
(Chronic Food Allergy
Profile-96)

$8,000

$4,000

敏盛綜合醫院(經國院區) VIP 健診中心 地址：33044 桃園市經國路 168 號 21 樓
上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8:00~16：00) 星期六(08:00~12:00)
■洽詢專線 03-3151007 分機 651、660、668
共二頁，第二頁(P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