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16,000 元) 
 

 

健診套組 特 色 價格 桃園 

案一  

健診型 

一、全身系統性檢查 

二、特色項目：  

1.碳十三呼氣試驗 

2.(男性五選二、女性六選二) 

(1)動脈硬化檢測 

(2)骨質密度檢測  

(3)甲狀腺超音波 

(4)腎臟超音波 

(5)攝護腺超音波(男) 

(6)婦科超音波(女) 

(7)乳房超音波(女)  

3.營養諮詢 

4.全套癌症標記篩檢 

16,000 

週 一 ~ 週 五 

07：30~ 

16：00 

案二  

無痛鏡檢型 

一、全身系統性檢查  

二、特色項目：  

1.無痛胃鏡(含麻醉) 

2.無痛大腸鏡(含麻醉) 

16,000 

週 一 ~ 週 五 

07：30~ 

16：00 

案三  

心臟功能型 

一、全身系統性檢查 

二、特色項目： 

1.三擇一 

(1)心臟鈣化指數電腻斷層 

(2)心臟超音波 

(3)頸動脈超音波 

2.心血管篩檢 

3.基礎癌症標記篩檢 

4.營養諮詢 

16,000 

週 一 ~ 週 五 

07：30~ 

16：00 

附註： 

1.以上係檢查費用，如發現息肉經受檢者同意切除，費用另計。息肉切除另加切片化驗費另計。 

2.以上檢查套組為貴公司高階健診專案，非本中心制式套組，相關檢查時間彈性調整。 

3.以上檢查套組承做時間供預約參考，若有異動，以健診中心最新排程時間為準。 

4.為保障受檢貴賓權益並確使檢查流程順暢，請受檢貴賓依各檢查套組報到時間報到，如檢查當

天 08：00 前無法完成報到手續者，請另行預約受檢日期；如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前來或晚 

到者，請提早與健診中心聯繫。 

5.CTA、MRI、PET 等檢查含影像光碟，其它檢查若欲燒錄影像光碟需另酌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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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臨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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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格檢查 
身高、體重、體溫、脈搏、血壓、呼吸、 

腰圍、身體質量數(BMI) 瞭解身體基本功能及生命徵象 

血液檢驗 

紅血球、血色素、紅血球百分比、紅血球 

平均容積、紅血球色素、紅血球色素濃 

度、紅血球分布變異數、血小板、白血球 

計數、嗜中性球、嗜伊紅性球、嗜鹼性球、 

單核球、淋巴球 

瞭解有無貧血、血液病變、發炎、感

染及其他 血液方面疾病 

電解質檢驗 鈣、磷、鈉、鉀、氯 瞭解血中電解質是否帄衡 

肝功能檢驗 
白蛋白、總蛋白、總膽紅素、GOT、GPT、 

鹼性磷酸酵素 瞭解肝臟、膽道功能 

腎功能檢驗 尿素氮、肌酸矸、尿酸、腎絲球過濾速率 瞭解腎臟功能及痛風指標 

血脂肪檢驗 
總膽固醇、三酸甘油脂、心臟病變危險因 

子、高/低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血症、高血脂症、心臟血管、

動脈硬化 及心臟病變危險指標檢查 

血糖檢驗 飯前血糖、醣化血紅素 瞭解血糖的高低及有無糖尿病 

糞便檢驗 糞便潛血免疫分析 瞭解有無腸胃道出血 

尿液檢驗 

顏色、濁度、比重、尿糖、尿蛋白、尿膽 

素原、尿中白血球、尿潛血、膽紅素、酮 

體、亞硝酸鹽、顯微鏡檢查（尿沉渣-紅 

血球、白血球、扁帄上皮） 

瞭解有無尿道感染、發炎、糖尿、泌

尿疾病、腎臟病腎病症候群、細菌

感染等異常 

肺功能檢查 
包括肺活量、努力性肺活量、一分鐘用力 

吐氣量、最大吐氣中段流速 

瞭解肺活量，評估肺功能有無阻塞

性、侷限性肺疾病 

心電圖檢查 靜態心電圖 
瞭解有無房室束支傳導阻斷、心肌缺

氧、肥大或心律不整 

X 光檢查 胸部 X 光檢查、腹部 X 光檢查 瞭解胸部及腹部有無異常病變 

超音波檢查 腹部超音波 瞭解有無肝、膽、胰、脾等異常病變 

專科會診 眼科、耳鼻喉科、婦產科 由各專科醫師進行會診 

理學檢查 

醫師理學檢查（頭部、頸部、甲狀腺、淋 

巴腺、胸部、心臟、乳房、肺部、腹部、 

肝、脾、腎、四肢、關節、脊椎、步態、 

深部反應、皮膚） 

內科醫師全身綜合檢查，包含視診、

聽診、觸 診、扣診及問診（包括男

性攝護腺觸診、女性 乳房觸診、子

宮頸抹片檢驗）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16,000 元) 
 

 

 

 

案一:健診型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臨床意義 

特 

色 

項 

目 

碳十三呼氣試

驗 
胃幽門桿菌檢驗 

藉由吹氣之方式瞭解胃腸道是否存在

胃幽門旋桿菌 

男性五選二  

女性六選二 

動脈硬化檢測 
藉測量血壓脈波波速判斷血管壁硬化

程度 

骨質密度檢測 (骨質密度攝影暨風險分析) 評估是否有骨質疏鬆及骨折危險程度 

甲狀腺超音波 

以超音波掃描甲狀腺，瞭解甲狀腺結

構有無異常病變(囊腫,結節腫,腫瘤

等)，為甲狀腺疾病 重要檢查之一 

腎臟超音波 
以超音波進一步瞭解，腎臟有無異常

病變，為腎臟疾病重要檢查之一 

攝護腺超音波(男) 
以超音波進一步瞭解，有無攝護腺肥

大或腫瘤等異常病變 

婦科超音波(女) 
以超音波進一步瞭解評估，子宮及卵

巢大小及有無腫瘤等病變 

乳房超音波(女) 
以超音波進一步評估，有無乳癌或細

胞病變 

營養諮詢 專業營養師健康飲食諮詢 
依結果提供個人化飲食指導與營養諮

詢 

癌症標記篩檢 
甲型胎兒蛋白、癌胚抗原、CA19-9（男）、 

PSA（男）、CA15-3（女）、CA125（女） 

肝癌、直腸癌、胰臟癌、胃癌、肺

癌、攝護腺 癌（男）、乳癌（女）、卵

巢癌（女）篩檢 
甲狀腺功能 促甲狀線激素 瞭解有無甲狀腺功能亢進或異常 

血清檢驗 

B 型肝炎表面抗原感染、抗體檢驗 

瞭解有無 B 型、C 型肝炎帶原、抗體 
C 型肝炎表面抗體檢驗 

報告解說諮詢 各項檢查完成後內科醫師為您解說健檢報告，並提供建議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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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二:無痛鏡檢型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臨 床 意 義 

特 

色 

項 

目 

無 痛 內 視 鏡 

檢查 

無痛胃鏡檢查（含麻醉） 

採用安全麻醉方式深入食道、胃、
十二指腸，檢查有無潰瘍、息肉、
糜爛等異常 

無痛大腸鏡檢查（含麻醉） 

採用安全麻醉方式深入乙狀結腸、
直腸 120 公分，檢查有無息肉、腫
瘤等異常病變 

報告解說諮詢 各項檢查完成後內科醫師為您解說健檢報告，並提供建議諮詢 

案三:心臟功能型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臨床 意義 

特 

色 

項 

目 

三擇一 

心臟冠狀動脈電腻斷層鈣化指數評估 

（未顯影） 

提供 640 多層切面電腻斷層掃描儀，針對心

臟 冠狀動脈作無顯影劑之掃瞄，配合專用鈣

化分 析軟體予以評分，評估個人心臟冠狀動

脈鈣化 情形，提供個人心臟健康情形參考 

心臟超音波 

利用超音波反射形成之回音及長短時間，經

重 建血管動向後放大顯示於螢幕上，以作為

判斷 心臟血管疾病的檢查 

頸動脈超音波 
以超音波掃描頸部動脈血管，評估血管硬化

或 狹窄程度，為腻中風篩檢重要檢查之一 

心血管篩檢 同半胱胺酸、A 型脂蛋白 
高血脂、冠狀動脈疾病、高血壓、中風及糖尿 

病等疾病的檢測是一項重要指標 

營養諮詢 專業營養師健康飲食諮詢 依結果提供個人化飲食指導與營養諮詢 

基礎癌症 

標記篩檢 
甲型胎兒蛋白、癌胚抗原 肝癌、直腸癌、胰臟癌、胃癌、肺癌篩檢 

甲狀腺功能 促甲狀線激素 瞭解有無甲狀腺功能亢進或異常 

血清檢驗 
B 型肝炎表面抗原感染、抗體檢驗 

瞭解有無 B 型、C 型肝炎帶原、抗體 
C 型肝炎表面抗體檢驗 

報告解說諮詢 各項檢查完成後內科醫師為您解說健檢報告，並提供建議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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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諮詢：桃園院區：(03)3196200 轉 2886-2888；傳真：03-3196011；e-

mail:ladwen@cgmh.org.tw 

 報到地點：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 123 號 9 樓(長庚醫院桃園分院北棟 9 樓) 

 預約說明 ： 

1.為維護健診中心服務品質，各項檢查套組每日名額有限，請盡早預約以免向隅。 

2.考量受檢貴賓權益與公平性，本院採優先預約制，恕不提供名額預佔。 

3.於預約時需提供個人完整資料（姓名、身份字號、出生年月日、聯絡電話），始算完成

預約手續。 

4.健診貴賓請於三週前完成預約作業，取消或修改請於一週前通知。 

 報到說明：為保障您的權益，請依各套組時間報到，若逾時恐影響受檢資格 

1.檢查當日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前來或晚到者，請提早與健診中心聯繫。 

2.檢查當日請攜帶個人身份證件、健保卡、員工識別證報到。 

3.若為惡意臨時取消、無故未報到，恐影響您之後的預約權益。 

 注意事項 ： 

●受檢貴賓前一日請多喝水，晚上 12 點起禁食、水。 

●若有服用高血壓、心臟病、抗癲癇、糖尿病等藥物，檢查前請繼續服用。檢查當日，請喝

少量（一小口） 開水將藥物服下，降血糖藥物則暫勿服用，並請攜帶平日使用的藥物供

醫師參考。 

●三個月內曾進行手術、患有心臟病、糖尿病、腎臟病、青光眼等任何疾病史者請事先告

知。 

●檢查當日請勿化妝、配戴隱形眼鏡、項鍊、首飾等；婦女懷疑或確定懷孕請延期做健康

檢查。女性受檢者於月經期間請勿做糞便及尿液、子宮頸抹片檢查，待經期完畢後再補

檢。 

●如有感冒、發燒或身體不適者請延期做健康檢查，並與本中心聯絡改期。 

●無痛內視鏡健診限 20 歲(含)以上~75 歲以下。85 歲以上：不接受無痛內視鏡檢查。不合

作或意識不清者、近三個月有急性心肌梗塞者、嚴重心肺疾病病史者、曾有主動脈瘤或

主動脈剝離病史者、正值氣喘 發作期者、嚴重心衰竭者、睡眠呼吸暫止症者、嚴重肝硬

化者不適安排無痛內視鏡檢查。 

●檢查項目包含腸鏡檢查者，於檢查前二日請採低渣飲食，如白飯、稀飯、麵條、蛋花

湯、魚肉、碎肉或白土司，勿食任何高纖食物（青菜、水果），忌食牛奶及其他乳製品。

一日無痛內視鏡型受檢者，並請於 檢查前一日晚餐只能喝清流質飲食，如粥湯、魚湯、

運動飲料或無渣果汁（葡萄汁、胡蘿蔔汁、蕃茄汁、 西瓜汁等深色果汁除外）。 

●檢查項目包含無痛內視鏡受檢者，預約時需提供您的郵寄地址，本中心將於檢查前一週
以掛號方式寄送 

相關檢查單張、清腸劑及檢體盒，倘於檢查前四日尚未收到，煩請撥冗致電本中心。 

●檢查當日進行麻醉檢查之受檢者，應有家屬陪同，麻醉當日受檢者請勿自行開車，如開車者

則無法執行 麻醉檢查。 

mailto:ladwen@cgmh.org.tw
mailto:ladwen@cgm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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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院區： 

1.搭乘汎航通運： 可於(1)台北長庚、(2)台北車站北一門、(3)桃園火車站、(4)中壢火

車站搭乘至林口長庚，再於林 口長庚醫學大樓西側門(林口長庚郵局對面等候區)轉

搭免費接駁車前往桃園長庚。 

2.自行開車：走國道一號高速公路。 

■南下車輛：請於國道一號高速公路林口第一交流道下，左轉往文化一路行至復

興一路右轉到底， 左轉忠義路請往林口工四工業區方向，往頂湖路，

直行約五分鐘車程即可至桃園長庚。 

■北上車輛：請於國道一號高速公路林口第二交流道下，右轉至忠義路，行駛至忠義

路二段，請往 林口工四工業區方向，往頂湖路，直行約五分鐘車程即

可至桃園長庚。 

3.停車服務：桃園分院地下停車場提供免費停車服務（健檢完成前請攜磁卡至報到櫃台蓋

章）。 驅車離開時可走 B1 或 B5 人工收費車道，出示蓋章之磁卡離場。 

 

 

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分院健診中心交通路線圖 ： 

 

 
 

http://www.cgmh.org.tw/frms/frms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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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臨床意義 相關事宜 

1. 骨質密度檢測 

(骨密度攝影暨骨折風險分析) 
評估是否有骨質疏鬆及骨折危險程度 870 元（週一~週五） 

2.婦科超音波（女） 
以超音波進一步瞭解評估，子宮及卵巢

大小及有無腫瘤等病變 
1,000 元（一~五） 

3.乳房超音波（女） 
以超音波進一步評估，有無乳癌或細胞病

變 
1,500 元（一~五） 

4.攝護腺超音波（男） 
以超音波進一步瞭解，有無攝護腺肥大

或腫瘤等異常病變 
2,000 元（一~五） 

5. 人 類 乳 突 病 毒 檢 測 

HPV 

結合抹片與人類乳突病毒 DNA 檢驗，對子

宮頸病變的偵測率可大幅提升達 97.2﹪ 
2,000 元（一~五） 

6.心臟冠狀動脈電腻 斷

層鈣化指數評估 

（未顯影） 

提供 640 多層切面電腻斷層掃描儀，針對

心臟冠狀 動脈作無顯影劑之掃瞄，配合

專用鈣化分析軟體 予以評分，評估個人

心臟冠狀動脈鈣化情形，提供個人心臟

健康情形參考 

4,560 元（一~五） 

（名額有限，採預約制） 

7.低劑量肺部電腻斷  層

掃瞄（未顯影） 

提供 640 多層切面電腻斷層掃描儀，針對

肺部作無 顯影劑之掃瞄，可掃瞄 0.3 公

分之腫瘤，提供個人肺部健康情形參考 

6,000 元(一~五) 

（名額有限，採預約制） 

8.無痛內視鏡 

（胃鏡及大腸鏡） 

採用安全麻醉方式深入胃部、乙狀結

腸、直腸、 大腸 120 公分，以了解有無

食道、胃、十二指腸 潰瘍、息肉、腫瘤、

息肉等異常病變（如有糖尿病、 高血

壓、心臟病等慢性疾病者，不適合接受

無痛內視鏡檢查） 

9,500 元（一~六） 

（名額有限，採預約制） 

9.核磁共振造影 

（未顯影） 

以影像醫學磁振造影 MRI 之方式，針對

六大部位 擇一（腻部、腹部、骨盆腔、

頸椎、胸椎、腰椎） 進行腫瘤癌症及腻

部疾病之篩檢，為一非侵襲性檢查 

每部位 6,500 元（一~五） 

1.名額有限，取消預約請

於一週前通知 2.如檢查

影像鑑別診斷需要，使用

顯影劑費用另計 

10.正子掃瞄 PET 

Scan 

利用正子同位素氟-18 標示的去氧葡萄

糖代謝圖 原理，診斷各項癌症及心臟疾

病之病變大小與旺 盛的惡性程度，是一

種最正確且有效的非侵入式的高科技醫

學影像檢查 

36,500 元（一~五） 

1.此檢查需另外搭配一天

行程 

2.名額有限，取消預約請

於一週前通知 

 

 

 

附註： 

1. 建議加選項目依個人健康情況，或於預約時洽服務人員諮詢建議。 

2. 以上加選項目承做時間，需視健診中心流程安排而訂。 

3. 以上加選價格若有異動，以預約時健診中心最新收費金額為準。 

4. 繳費可提供現場付現或刷 VISA、MASTER，加選項目費用另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