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2017 年台中、彰化、南投律師公會（精華專案）費用 16,000元       

檢    查     項    目    及    類    別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血壓、脈搏、腰圍 身體功能是否正常 

 體脂肪檢查 
身體組成分析、身體狀態評估、腹部肥胖分

析、四肢軀幹肌肉、水腫分析、基礎代謝率 
 體內脂肪蓄積程度 

耳鼻喉科醫師檢查 耳鼻喉科檢查—含鼻咽鏡 耳、鼻、鼻咽、口咽、喉、頸    

家醫科醫師檢查 全身物理性評估 
一般內科、外科、皮膚科等疾病

檢查 

眼科檢查 視力、眼壓、辨色力、驗光 青光眼疾病篩檢 

尿液常規 

（女性請避開生理期） 

尿蛋白 PRO、酸鹼值 PH 

尿糖 GLU 、膽紅素 BIL 

尿膽元 URO 、尿中潛血 OB  

尿中酮體 KET 、尿中亞硝鹽 NIT 

白血球酯酵素 LEU、尿比重 SG  

腎病變症候群、泌尿道感染、肝

膽之疾病篩檢、腎炎、腎硬化症、

溶血性黃疸、閉塞性黃疸、糖尿

病、尿崩症、細菌感染、發高燒、

充血性心臟衰竭 

 尿液沉渣鏡檢查 

尿液紅血球 RBC、尿液白血球 WBC、尿液表皮

細胞 Epi-cells、尿圓柱 Casts、結晶

Crystals、細菌 Bacteria 

腎病變症候群、泌尿道感染、肝膽

之疾病篩檢 

血液常規檢查 

白血球 WBC、紅血球 RBC 

血色素 Hb、血球容積 HCT 

平均血球容積 MCV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量 MCH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濃度 MCHC 

紅血球大小分布寬度 RDW血小板 PLT 

人體關於貧血問題、炎症反應、

凝血問題評估、血球分佈、再生

不良性貧血等血液值檢測 

血糖檢查 
飯前血糖 Ac Sugar、 

糖化血色素 HbAlc  

血糖值變化可供醫師初期的判讀 

過去三個月血糖變化 

肝膽功能檢查 

白蛋白 ALB、血清蛋白 TP 

總膽紅素 Total BIL、 

直接膽紅素 Direct BIL 

鹼性磷酸脢 ALP、麩氨基轉移脢 r-GT 

血清麩草酸轉氨基酶 SGOT 

血清麩丙酮酸轉氨基酶 SGPT 

胰澱粉脢 Amylase 

營養狀況評估、 

肝膽功能篩檢以及急慢性肝炎                           

腎功能檢查 

尿素氮 BUN 、 

肌酸酐 Creatinine 

腎絲球過濾率 GFR 

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 

尿酸檢查 尿酸 Uric Acid 痛風危險因子的高低 



 

血脂肪檢查 

三酸甘油脂 T-G、總膽固醇 CHO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C 

心肌梗塞、肥胖症 

動脈硬化 

脂肪代謝異常 

B、C型肝炎檢查 

B型肝炎抗原 HBsAg、 

B型肝炎抗體 HBsAb 

C型肝炎抗體 HCV Ab 

是否感染 B肝炎、 

是否具有 B肝抗體 

是否感染 C肝炎          

腫瘤標誌篩檢 

胎兒蛋白 AFP 

癌胚抗原 CEA 

攝護腺癌 PSA（男性） 

肝癌指數                  

大腸直腸癌的指數 

攝護腺癌指數篩檢       

胸部 X光檢查 胸部 X光檢查 CXR、胸部左側位 X光 
無肺部病變、腫瘤、肺結核、心

臟肥大 

腹部 X光檢查 腹部 X光檢查 KUB 有無結石、腸阻塞、骨刺         

無痛式胃鏡 食道、胃、十二指腸 食道、胃、十二指腸是否潰瘍     

無痛式大腸鏡 直腸、乙狀結腸、升降結腸、橫結腸等 
大腸癌篩檢、大腸瘜肉及其他疾

病篩檢 

無痛內視鏡麻醉 
麻醉科醫師執行麻醉 

Painless Endoscopy Anesthesia 

在做胃鏡及大腸鏡前給予少量的

麻醉鎮靜劑，並能降低檢查時的

痛苦及不適 

婦科超音波 子宮、卵巢、子宮頸抹片檢查（女性） 婦科疾病篩檢 

腹部超音波檢查 肝、膽、脾、胰等器官檢查 肝膽脾胰等疾病篩檢        

靜式心電圖 心肌功能 EKG 心室肥大、心肌梗塞、心律不整 

腎臟超音波檢查 腎、膀胱、男性攝護腺等泌尿系統        檢查腎臟膀胱等泌尿道系統 

 周邊血管動脈檢查 

 周邊動脈硬化 Ankle-Brachial index 

 上臂與腳踝血壓比值 Ankle-Brachial 

 脈波傳播速率 Pules Wave Veloctiy 

 周邊動脈硬化程度測定 

＊乳房攝影 
乳癌篩檢（女性須符合國健局篩檢專案-45

歲以上；2年一次，刷健保卡免費加做）        
乳癌篩檢 

 原價18,900元，中彰投執業律師專案價＄16,000元/每人，對象限律師本人與配偶、公會會

務人員。 

 請於受檢日21天前以電話預約，預約專線04-7238595分機4357。 

 體檢費用可以以刷卡或付現繳納。 

 

 



 

2016 年-2017 年台中、彰化、南投律師公會（寶肺專案） 費用 10,000元       

檢    查     項    目    及    類    別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血壓、脈搏、腰圍 身體功能是否正常 

 體脂肪檢查 

身體組成分析、身體狀態評估、腹部肥胖

分析、四肢軀幹肌肉、水腫分析、基礎代

謝率 

 體內脂肪蓄積程度 

耳鼻喉科醫師檢查 耳鼻喉科檢查—含鼻咽鏡 耳、鼻、鼻咽、口咽、喉、頸    

家醫科醫師檢查 全身物理性評估 
一般內科、外科、皮膚科等疾病檢

查 

眼科檢查 視力、辨色能力、驗光、眼壓 青光眼疾病篩檢 

尿液常規 

（女性請避開生理

期） 

尿蛋白 PRO、酸鹼值 PH 

尿糖 GLU 、膽紅素 BIL 

尿膽元 URO 、尿中潛血 OB  

尿中酮體 KET 、尿中亞硝鹽 NIT 

白血球酯酵素 LEU、尿比重 SG  

腎病變症候群、泌尿道感染、肝膽

之疾病篩檢、腎炎、腎硬化症、溶

血性黃疸、閉塞性黃疸、糖尿病、

尿崩症、細菌感染、發高燒、充血

性心臟衰竭 

 尿液沉渣鏡檢查 

尿液紅血球 RBC、尿液白血球 WBC、尿液表

皮細胞 Epi-cells、尿圓柱 Casts、結晶

Crystals、細菌 Bacteria 

腎病變症候群、泌尿道感染、肝膽之

疾病篩檢 

糞便篩檢 糞便潛血檢查 Occult  blood 簡易下腸道癌症篩檢 

血液常規檢查 

白血球 WBC、紅血球 RBC 

血色素 Hb、血球容積 HCT 

平均血球容積 MCV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量 MCH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濃度 MCHC 

紅血球大小分布寬度 RDW血小板 PLT 

人體關於貧血問題、炎症反應、凝

血問題評估、血球分佈、再生不良

性貧血等血液值檢測 

血糖檢查 飯前血糖 Ac Sugar 血糖值變化可供醫師初期的判讀 

肝膽功能檢查 

白蛋白 ALB、血清蛋白 TP 

總膽紅素 Total BIL、 

直接膽紅素 Direct BIL 

鹼性磷酸脢 ALP、麩氨基轉移脢 r-GT 

血清麩草酸轉氨基酶 SGOT 

血清麩丙酮酸轉氨基酶 SGPT 

胰澱粉脢 Amylase 

營養狀況評估、 

肝膽功能篩檢以及急慢性肝炎                           

腎功能檢查 

尿素氮 BUN 、 

肌酸酐 Creatinine、 

腎絲球過濾率 GFR 

急慢性腎炎、腎衰竭、尿毒症 



 

尿酸檢查 尿酸 Uric Acid 痛風危險因子的高低 

血脂肪檢查 

三酸甘油脂 T-G、總膽固醇 CHO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C 

心肌梗塞、肥胖症 

動脈硬化 

脂肪代謝異常 

B、C型肝炎檢查 

B型肝炎抗原 HBsAg、 

B型肝炎抗體 HBsAb 

C型肝炎抗體 HCV Ab 

是否感染 B肝炎、 

是否具有 B肝抗體 

是否感染 C肝炎          

腫瘤標誌篩檢 

胎兒蛋白 AFP 

癌胚抗原 CEA 

攝護腺癌 PSA（男性） 

肝癌指數                  

大腸直腸癌的指數 

攝護腺癌指數篩檢       

 肺部電腦斷層 
800切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 

 (全台最新機種，最佳影像、最低輻射) 

利用電腦斷層儀器掃描檢測肺腫

瘤、縱膈腔腫瘤等，為偵側早期肺癌

的最佳利器（建議對象：家族史、有

吸菸習慣、長期吸二手菸、油煙者） 

婦科超音波 子宮、卵巢、子宮頸抹片檢查（女性） 婦科疾病篩檢 

腹部超音波檢查 肝、膽、脾、胰等器官檢查 肝膽脾胰等疾病篩檢        

靜式心電圖 心肌功能 EKG 心室肥大、心肌梗塞、心律不整 

＊乳房攝影 
乳癌篩檢（女性須符合國健局篩檢專案

-45歲以上；2年一次，刷健保卡免費加做）       
乳癌篩檢 

 原價12,000元，中彰投執業律師專案價＄10000元/每人，對象限律師本人與配偶、公會會務

人員。 

 請於受檢日21天前以電話預約，預約專線04-7238595分機4357。 

 體檢費用可以以刷卡或付現繳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