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        容內        容內        容內        容病歷工本病歷工本病歷工本病歷工本‧‧‧‧身高    身高    身高    身高    ‧‧‧‧體重    體重    體重    體重    ‧‧‧‧血壓血壓血壓血壓‧‧‧‧全身理學檢查全身理學檢查全身理學檢查全身理學檢查（（（（包括頭包括頭包括頭包括頭、、、、眼眼眼眼、、、、耳耳耳耳、、、、鼻鼻鼻鼻、、、、口口口口、、、、頸頸頸頸、、、、皮膚皮膚皮膚皮膚、、、、淋巴結淋巴結淋巴結淋巴結、、、、胸腔胸腔胸腔胸腔、、、、心臟心臟心臟心臟、、、、神經神經神經神經、、、、肺肺肺肺、、、、乳房乳房乳房乳房、、、、四肢四肢四肢四肢、、、、腹部腹部腹部腹部、、、、疝氣疝氣疝氣疝氣、、、、直腸直腸直腸直腸、、、、肛檢肛檢肛檢肛檢））））‧‧‧‧白血球計數 白血球計數 白血球計數 白血球計數 WBCWBCWBCWBC‧‧‧‧紅血球計數 紅血球計數 紅血球計數 紅血球計數 RBCRBCRBCRBC‧‧‧‧血色素檢查 血色素檢查 血色素檢查 血色素檢查 HBHBHBHB‧‧‧‧血球比容值 血球比容值 血球比容值 血球比容值 HCTHCTHCTHCT‧‧‧‧平均紅血球容積 平均紅血球容積 平均紅血球容積 平均紅血球容積 MCVMCVMCVMCV‧‧‧‧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MCHMCHMCHMCH‧‧‧‧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MCHCMCHCMCHCMCHC‧‧‧‧血小板計數 血小板計數 血小板計數 血小板計數 PLTPLTPLTPLT‧‧‧‧白血球分類計數 白血球分類計數 白血球分類計數 白血球分類計數 DIFFDIFFDIFFDIFF‧‧‧‧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Glucose, FastingGlucose, FastingGlucose, FastingGlucose, Fasting‧‧‧‧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  HbA1CHbA1CHbA1CHbA1C‧‧‧‧膽固醇總量 膽固醇總量 膽固醇總量 膽固醇總量 Chol.Chol.Chol.Chol.‧‧‧‧高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HDLHDLHDLHDL‧‧‧‧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LDLLDLLDLLDL‧‧‧‧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TGTGTGTG‧‧‧‧尿素氮 尿素氮 尿素氮 尿素氮 BUNBUNBUNBUN‧‧‧‧肌酐酸 肌酐酸 肌酐酸 肌酐酸 CreatinineCreatinineCreatinineCreatinine‧‧‧‧尿酸 尿酸 尿酸 尿酸 Uric AcidUric AcidUric AcidUric Acid‧‧‧‧全蛋白 全蛋白 全蛋白 全蛋白 TPTPTPTP‧‧‧‧白蛋白 白蛋白 白蛋白 白蛋白 AlbuminAlbuminAlbuminAlbumin‧‧‧‧球蛋白 球蛋白 球蛋白 球蛋白 GlobulinGlobulinGlobulinGlobulin‧‧‧‧鹼性磷酸   鹼性磷酸   鹼性磷酸   鹼性磷酸   Alk.PAlk.PAlk.PAlk.P‧‧‧‧膽紅素總量 膽紅素總量 膽紅素總量 膽紅素總量 Bili TBili TBili TBili T‧‧‧‧直接膽紅素 直接膽紅素 直接膽紅素 直接膽紅素 Bili DBili DBili DBili D‧‧‧‧麩氨酸草醋酸轉氨   麩氨酸草醋酸轉氨   麩氨酸草醋酸轉氨   麩氨酸草醋酸轉氨   GOTGOTGOTGOT‧‧‧‧麩氨酸丙酮酸轉氨   麩氨酸丙酮酸轉氨   麩氨酸丙酮酸轉氨   麩氨酸丙酮酸轉氨   GPTGPTGPTGPT‧‧‧‧麩丙氨轉太脢 麩丙氨轉太脢 麩丙氨轉太脢 麩丙氨轉太脢 r-GTr-GTr-GTr-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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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安醫院<男性>  臺安醫院<男性>  臺安醫院<男性>  臺安醫院<男性>  

8.8.8.8.   痛風檢查痛風檢查痛風檢查痛風檢查 ‧‧‧‧痛風痛風痛風痛風、、、、關節腫脹變形檢查關節腫脹變形檢查關節腫脹變形檢查關節腫脹變形檢查9.9.9.9.   肝功能檢查肝功能檢查肝功能檢查肝功能檢查 ‧‧‧‧了解肝功能的狀況及病症如肝了解肝功能的狀況及病症如肝了解肝功能的狀況及病症如肝了解肝功能的狀況及病症如肝炎炎炎炎、、、、肝硬化肝硬化肝硬化肝硬化、、、、肝功能異常肝功能異常肝功能異常肝功能異常、、、、膽道膽道膽道膽道阻塞等阻塞等阻塞等阻塞等

5.5.5.5.   血糖檢查血糖檢查血糖檢查血糖檢查 ‧‧‧‧糖尿病之檢查糖尿病之檢查糖尿病之檢查糖尿病之檢查6.6.6.6.   血脂肪檢查血脂肪檢查血脂肪檢查血脂肪檢查 ‧‧‧‧血液循環血液循環血液循環血液循環、、、、血管硬化病變血脂血管硬化病變血脂血管硬化病變血脂血管硬化病變血脂分析分析分析分析、、、、脂肪代謝異常等心臟血管脂肪代謝異常等心臟血管脂肪代謝異常等心臟血管脂肪代謝異常等心臟血管方面之檢查方面之檢查方面之檢查方面之檢查7.7.7.7.   腎功能檢查腎功能檢查腎功能檢查腎功能檢查 ‧‧‧‧腎炎腎炎腎炎腎炎、、、、腎障礙腎障礙腎障礙腎障礙、、、、腎衰竭之檢查腎衰竭之檢查腎衰竭之檢查腎衰竭之檢查

3.3.3.3.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檢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檢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檢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檢查查查查 了解身體甲狀腺了解身體甲狀腺了解身體甲狀腺了解身體甲狀腺、、、、淋巴腺(乳房淋巴腺(乳房淋巴腺(乳房淋巴腺(乳房觸診)觸診)觸診)觸診)、、、、下肢水腫下肢水腫下肢水腫下肢水腫、、、、心雜音心雜音心雜音心雜音、、、、腹腹腹腹部腫瘤等檢查(含攝護腺檢查)部腫瘤等檢查(含攝護腺檢查)部腫瘤等檢查(含攝護腺檢查)部腫瘤等檢查(含攝護腺檢查)4.4.4.4.   血液常規檢驗血液常規檢驗血液常規檢驗血液常規檢驗 1. 是否有感染疾病1. 是否有感染疾病1. 是否有感染疾病1. 是否有感染疾病2. 是否貧血2. 是否貧血2. 是否貧血2. 是否貧血3. 測定貧血程度3. 測定貧血程度3. 測定貧血程度3. 測定貧血程度4. 血液凝固功能4. 血液凝固功能4. 血液凝固功能4. 血液凝固功能5. 血液疾病檢查5. 血液疾病檢查5. 血液疾病檢查5. 血液疾病檢查
2.2.2.2.   一般檢查一般檢查一般檢查一般檢查 了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了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了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了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

        世界先進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醫療聯盟代表)                   加拿大聯絡人:蔣德成 電話:416-625-6788     台灣聯絡人:楊大台  電話:0936-338-324
                                      E-Mail: HenryC.OMedicalTravel@gmail.com              E-Mail: Peter.OMedicalTravel@gmail.com

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臨床意義(可瞭解之症狀)臨床意義(可瞭解之症狀)臨床意義(可瞭解之症狀)臨床意義(可瞭解之症狀)1.1.1.1.   掛號掛號掛號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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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先進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醫療聯盟代表)                   加拿大聯絡人:蔣德成 電話:416-625-6788     台灣聯絡人:楊大台  電話:0936-338-324
                                      E-Mail: HenryC.OMedicalTravel@gmail.com              E-Mail: Peter.OMedicalTravel@gmail.com‧B‧B‧B‧B型肝炎表面抗原 型肝炎表面抗原 型肝炎表面抗原 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HBsAgHBsAgHBsAg‧B‧B‧B‧B型肝炎表面抗體型肝炎表面抗體型肝炎表面抗體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Anti-HBsAnti-HBsAnti-HBs‧C‧C‧C‧C型肝炎 型肝炎 型肝炎 型肝炎 Anti-HCVAnti-HCVAnti-HCVAnti-HCV‧‧‧‧四碘甲狀腺素 四碘甲狀腺素 四碘甲狀腺素 四碘甲狀腺素 T4T4T4T4‧‧‧‧甲狀腺刺激素 甲狀腺刺激素 甲狀腺刺激素 甲狀腺刺激素 TSHTSHTSHTSH‧‧‧‧梅毒梅毒梅毒梅毒（（（（VDRLVDRLVDRLVDRL））））測試測試測試測試‧‧‧‧後天後天後天後天免疫缺乏免疫缺乏免疫缺乏免疫缺乏症症症症候群候群候群候群（（（（愛滋愛滋愛滋愛滋病病病病））））檢檢檢檢驗 驗 驗 驗 HIVHIVHIVHIV‧‧‧‧外觀外觀外觀外觀 ‧‧‧‧尿糖尿糖尿糖尿糖‧‧‧‧尿膽紅素尿膽紅素尿膽紅素尿膽紅素‧‧‧‧尿比重尿比重尿比重尿比重 ‧‧‧‧尿蛋白尿蛋白尿蛋白尿蛋白‧‧‧‧尿膽原尿膽原尿膽原尿膽原‧‧‧‧尿血尿血尿血尿血 ‧‧‧‧酸鹼度酸鹼度酸鹼度酸鹼度‧‧‧‧亞硝亞硝亞硝亞硝酸酸酸酸鹽鹽鹽鹽‧‧‧‧白血球白血球白血球白血球 ‧‧‧‧尿尿尿尿沈渣鏡沈渣鏡沈渣鏡沈渣鏡檢檢檢檢‧‧‧‧尿酮體尿酮體尿酮體尿酮體‧‧‧‧潛潛潛潛血血血血反應反應反應反應‧‧‧‧顯微鏡顯微鏡顯微鏡顯微鏡檢檢檢檢（（（（寄寄寄寄生生生生蟲或寄蟲或寄蟲或寄蟲或寄生生生生蟲卵蟲卵蟲卵蟲卵））））‧‧‧‧肝肝肝肝癌癌癌癌測試 測試 測試 測試 AFPAFPAFPAFP‧‧‧‧癌胚胎癌胚胎癌胚胎癌胚胎抗原檢查 抗原檢查 抗原檢查 抗原檢查 CCCCEEEEA A A A ‧‧‧‧胰胰胰胰臟臟臟臟癌癌癌癌檢查 檢查 檢查 檢查 CA-199CA-199CA-199CA-199‧‧‧‧前列前列前列前列腺腺腺腺癌癌癌癌檢查 檢查 檢查 檢查 PSA PSA PSA PSA ‧‧‧‧胸部胸部胸部胸部XXXX光光光光    Chest PAChest PAChest PAChest PA‧‧‧‧腰椎腰椎腰椎腰椎XXXX光光光光    L-SL-SL-SL-Sppppine(ine(ine(ine(含腹部含腹部含腹部含腹部XXXX光光光光KKKKUB)UB)UB)UB)‧‧‧‧胃鏡胃鏡胃鏡胃鏡（（（（無無無無痛痛痛痛麻醉麻醉麻醉麻醉））））‧‧‧‧大大大大腸腸腸腸鏡鏡鏡鏡檢查檢查檢查檢查（（（（無無無無痛痛痛痛麻醉麻醉麻醉麻醉））））

‧‧‧‧靜式靜式靜式靜式心心心心電圖電圖電圖電圖        ‧‧‧‧運動運動運動運動心心心心電圖電圖電圖電圖    ‧‧‧‧心臟心臟心臟心臟超超超超音音音音波波波波19.19.19.19. 心心心心電圖電圖電圖電圖 檢測心檢測心檢測心檢測心律不整律不整律不整律不整、、、、心肌心肌心肌心肌肥大肥大肥大肥大、、、、心肌心肌心肌心肌缺氧缺氧缺氧缺氧、、、、傳導傳導傳導傳導異常等疾病異常等疾病異常等疾病異常等疾病

17.17.17.17. 內內內內視鏡視鏡視鏡視鏡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食食食食道道道道、、、、胃胃胃胃、、、、十二指十二指十二指十二指腸等疾病檢查腸等疾病檢查腸等疾病檢查腸等疾病檢查肛肛肛肛門門門門、、、、直腸直腸直腸直腸、、、、乙乙乙乙狀結腸狀結腸狀結腸狀結腸、、、、降降降降結腸結腸結腸結腸、、、、橫橫橫橫結腸結腸結腸結腸、、、、升升升升結腸結腸結腸結腸、、、、盲盲盲盲腸接口等腸接口等腸接口等腸接口等下腸下腸下腸下腸胃胃胃胃道疾病檢查道疾病檢查道疾病檢查道疾病檢查18.18.18.18. 頸頸頸頸動脈超動脈超動脈超動脈超音音音音波波波波 ‧‧‧‧頸頸頸頸動脈動脈動脈動脈血管病變之檢測血管病變之檢測血管病變之檢測血管病變之檢測 幫助幫助幫助幫助瞭解瞭解瞭解瞭解供應腦供應腦供應腦供應腦內血內血內血內血流流流流之血管之血管之血管之血管硬化程度硬化程度硬化程度硬化程度以以以以及及及及粥樣粥樣粥樣粥樣化化化化、、、、狹窄狹窄狹窄狹窄之有之有之有之有無無無無及甲狀腺型及甲狀腺型及甲狀腺型及甲狀腺型態態態態的檢測的檢測的檢測的檢測。。。。

15.15.15.15. 防癌篩防癌篩防癌篩防癌篩檢檢檢檢 肝肝肝肝癌篩癌篩癌篩癌篩檢檢檢檢偵偵偵偵測測測測大大大大腸腸腸腸癌癌癌癌及及及及其他癌其他癌其他癌其他癌症症症症篩篩篩篩檢檢檢檢胰胰胰胰臟臟臟臟癌癌癌癌、、、、膽道膽道膽道膽道癌篩癌篩癌篩癌篩檢檢檢檢攝護腺攝護腺攝護腺攝護腺癌篩癌篩癌篩癌篩檢檢檢檢16.16.16.16. 胸部胸部胸部胸部XXXX光光光光 作作作作肺疾肺疾肺疾肺疾、、、、肺結肺結肺結肺結核核核核、、、、心臟心臟心臟心臟擴大擴大擴大擴大、、、、胸胸胸胸脊椎側彎脊椎側彎脊椎側彎脊椎側彎、、、、結結結結石石石石等檢查等檢查等檢查等檢查

12.12.12.12. 性病檢查性病檢查性病檢查性病檢查 是否感染性病是否感染性病是否感染性病是否感染性病協助協助協助協助瞭解瞭解瞭解瞭解免疫免疫免疫免疫方面之疾病方面之疾病方面之疾病方面之疾病13.13.13.13. 尿液分析尿液分析尿液分析尿液分析 簡易簡易簡易簡易腎腎腎腎、、、、膽膽膽膽、、、、肝肝肝肝、、、、泌泌泌泌尿道及糖尿尿道及糖尿尿道及糖尿尿道及糖尿等病之等病之等病之等病之篩篩篩篩檢檢檢檢
14.14.14.14. 糞便糞便糞便糞便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胃胃胃胃腸道腸道腸道腸道出出出出血血血血、、、、大大大大腸腸腸腸癌篩癌篩癌篩癌篩檢是否感檢是否感檢是否感檢是否感染染染染寄寄寄寄生生生生蟲蟲蟲蟲

11110000.... 肝炎檢查肝炎檢查肝炎檢查肝炎檢查 ‧‧‧‧查驗是否感染查驗是否感染查驗是否感染查驗是否感染BBBB肝肝肝肝或帶或帶或帶或帶原原原原及及及及確確確確定定定定已已已已否否否否具具具具BBBB肝抗體肝抗體肝抗體肝抗體‧‧‧‧是否感染 是否感染 是否感染 是否感染 CCCC型肝炎型肝炎型肝炎型肝炎11.11.11.11. 甲狀腺檢查甲狀腺檢查甲狀腺檢查甲狀腺檢查 ‧‧‧‧甲狀腺功能之檢查甲狀腺功能之檢查甲狀腺功能之檢查甲狀腺功能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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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MedicalTravelToTaiwan.com

        世界先進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醫療聯盟代表)                   加拿大聯絡人:蔣德成 電話:416-625-6788     台灣聯絡人:楊大台  電話:0936-338-324
                                      E-Mail: HenryC.OMedicalTravel@gmail.com              E-Mail: Peter.OMedicalTravel@gmail.com‧‧‧‧肺肺肺肺活活活活量 量 量 量 FVC   FVC   FVC   FVC   ‧‧‧‧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氣一氣一氣一氣一秒秒秒秒量 量 量 量 FFFFEEEEV 1V 1V 1V 1‧‧‧‧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氣一氣一氣一氣一秒率秒率秒率秒率    FFV 1FFV 1FFV 1FFV 1%%%% G G G G‧‧‧‧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氣氣氣氣中斷流速中斷流速中斷流速中斷流速    MMMMMMMMEEEEF LF LF LF L////SSSS‧‧‧‧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六個頻率六個頻率六個頻率六個頻率 ‧‧‧‧氣氣氣氣導導導導檢查檢查檢查檢查‧‧‧‧骨導骨導骨導骨導檢查檢查檢查檢查‧‧‧‧鼻鼻鼻鼻咽咽咽咽腔腔腔腔纖維纖維纖維纖維內內內內視鏡視鏡視鏡視鏡檢查檢查檢查檢查‧‧‧‧視力視力視力視力            ‧‧‧‧氣壓氣壓氣壓氣壓式式式式眼壓測定眼壓測定眼壓測定眼壓測定‧‧‧‧色色色色盲盲盲盲            ‧‧‧‧骨質骨質骨質骨質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腹腔腹腔腹腔腹腔：：：：肝肝肝肝、、、、膽膽膽膽、、、、胰胰胰胰、、、、腎腎腎腎、、、、脾脾脾脾‧‧‧‧頭頭頭頭、、、、頸頸頸頸、、、、胸腔胸腔胸腔胸腔、、、、腹腔腹腔腹腔腹腔、、、、骨盆骨盆骨盆骨盆腔腔腔腔、、、、頸頸頸頸椎椎椎椎、、、、胸胸胸胸椎椎椎椎、、、、腰椎腰椎腰椎腰椎, , , , 含含含含八大八大八大八大部部部部位位位位全身腫瘤全身腫瘤全身腫瘤全身腫瘤篩篩篩篩檢檢檢檢‧    兩側兩側兩側兩側肺臟肺臟肺臟肺臟縱膈縱膈縱膈縱膈腔腔腔腔加加加加LoLoLoLowwww Dose Lung  Dose Lung  Dose Lung  Dose Lung CTCTCTCT(低(低(低(低輻射輻射輻射輻射胸部胸部胸部胸部電腦斷層電腦斷層電腦斷層電腦斷層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由由由由醫醫醫醫師親自師親自師親自師親自解解解解說說說說、、、、醫醫醫醫療療療療轉轉轉轉介介介介、、、、轉診轉診轉診轉診‧‧‧‧健健健健檢檢檢檢手冊手冊手冊手冊‧‧‧‧保健指導保健指導保健指導保健指導‧‧‧‧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保健活動保健活動保健活動保健活動（（（（請看保健組資料請看保健組資料請看保健組資料請看保健組資料））））33330000.... 後後後後續服務續服務續服務續服務 全全全全人健康人健康人健康人健康，，，，積積積積極愉快極愉快極愉快極愉快的的的的人人人人生生生生                                                                                                                            特特特特        價價價價：：：：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55,  55,  55,  55,000元000元000元000元◎◎◎◎享享享享有專有專有專有專人帶人帶人帶人帶診診診診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體檢體檢體檢體檢時間需時間需時間需時間需1天1天1天1天半半半半，，，，無需住院無需住院無需住院無需住院。。。。1111天天天天整整整整天天天天須禁食須禁食須禁食須禁食，，，，時間為早上時間為早上時間為早上時間為早上8888:00:00:00:00---下---下---下---下午午午午15151515::::33330000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另半另半另半另半天天天天無須禁食無須禁食無須禁食無須禁食，，，，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全身全身全身全身磁振造影磁振造影磁振造影磁振造影及肺及肺及肺及肺電腦斷層電腦斷層電腦斷層電腦斷層，，，，時間約時間約時間約時間約3小3小3小3小時時時時。。。。

27.27.27.27. 營養早餐營養早餐營養早餐營養早餐 西式西式西式西式（（（（營養營養營養營養全全全全麥麵麥麵麥麵麥麵包三包三包三包三明治和鮮豆奶明治和鮮豆奶明治和鮮豆奶明治和鮮豆奶））））或中式或中式或中式或中式（（（（稀飯或稀飯或稀飯或稀飯或全全全全麥饅麥饅麥饅麥饅頭頭頭頭和任選和任選和任選和任選菜式菜式菜式菜式））））28.28.28.28. 解解解解說說說說結結結結果報告果報告果報告果報告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醫學醫學醫學醫學，，，，有病及有病及有病及有病及時就時就時就時就醫醫醫醫

23.23.23.23. 眼科檢查眼科檢查眼科檢查眼科檢查會會會會診診診診 視力不良視力不良視力不良視力不良、、、、色色色色盲盲盲盲、、、、青光青光青光青光眼等檢查眼等檢查眼等檢查眼等檢查

29.29.29.29. 健健健健檢檢檢檢手冊手冊手冊手冊 體檢結體檢結體檢結體檢結果果果果，，，，有病及有病及有病及有病及時就時就時就時就醫醫醫醫

25.25.25.25. 超超超超音音音音波波波波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瞭解腹部瞭解腹部瞭解腹部瞭解腹部器官器官器官器官是否正常是否正常是否正常是否正常26.全身26.全身26.全身26.全身磁振造影磁振造影磁振造影磁振造影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全身全身全身全身MRIMRIMRIMRI腫瘤腫瘤腫瘤腫瘤篩篩篩篩檢檢檢檢
‧‧‧‧肺部腫瘤肺部腫瘤肺部腫瘤肺部腫瘤篩篩篩篩檢檢檢檢

24.24.24.24. 骨質骨質骨質骨質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 骨鬆骨質骨鬆骨質骨鬆骨質骨鬆骨質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
22220000.... 肺功能檢查肺功能檢查肺功能檢查肺功能檢查 檢測肺功能檢測肺功能檢測肺功能檢測肺功能、、、、肺肺肺肺活活活活量量量量、、、、通通通通氣量氣量氣量氣量、、、、流速流速流速流速量量量量、、、、阻塞性肺疾阻塞性肺疾阻塞性肺疾阻塞性肺疾21.21.21.21. 聽力聽力聽力聽力測驗測驗測驗測驗 聽力聽力聽力聽力功能檢查功能檢查功能檢查功能檢查22.22.22.22. 鼻鼻鼻鼻咽咽咽咽內內內內視鏡視鏡視鏡視鏡檢檢檢檢 鼻鼻鼻鼻咽咽咽咽腔疾病病變檢查腔疾病病變檢查腔疾病病變檢查腔疾病病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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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MedicalTravelToTaiwan.com

        世界先進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醫療聯盟代表)                   加拿大聯絡人:蔣德成 電話:416-625-6788     台灣聯絡人:楊大台  電話:0936-338-324
                                      E-Mail: HenryC.OMedicalTravel@gmail.com              E-Mail: Peter.OMedicalTravel@gmail.com

內        容內        容內        容內        容病歷工本病歷工本病歷工本病歷工本‧‧‧‧身高    身高    身高    身高    ‧‧‧‧體重    體重    體重    體重    ‧‧‧‧血壓血壓血壓血壓‧‧‧‧全身理學檢查全身理學檢查全身理學檢查全身理學檢查（（（（包括頭包括頭包括頭包括頭、、、、眼眼眼眼、、、、耳耳耳耳、、、、鼻鼻鼻鼻、、、、口口口口、、、、頸頸頸頸、、、、皮膚皮膚皮膚皮膚、、、、淋巴結淋巴結淋巴結淋巴結、、、、胸腔胸腔胸腔胸腔、、、、心臟心臟心臟心臟、、、、神經神經神經神經、、、、肺肺肺肺、、、、乳房乳房乳房乳房、、、、四肢四肢四肢四肢、、、、腹部腹部腹部腹部、、、、疝氣疝氣疝氣疝氣、、、、直腸直腸直腸直腸、、、、肛檢肛檢肛檢肛檢））））‧‧‧‧白血球計數 白血球計數 白血球計數 白血球計數 WBCWBCWBCWBC‧‧‧‧紅血球計數 紅血球計數 紅血球計數 紅血球計數 RBCRBCRBCRBC‧‧‧‧血色素檢查 血色素檢查 血色素檢查 血色素檢查 HBHBHBHB‧‧‧‧血球比容值 血球比容值 血球比容值 血球比容值 HCTHCTHCTHCT‧‧‧‧平均紅血球容積 平均紅血球容積 平均紅血球容積 平均紅血球容積 MCVMCVMCVMCV‧‧‧‧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MCHMCHMCHMCH‧‧‧‧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平均紅血球血色蛋白濃度 MCHCMCHCMCHCMCHC‧‧‧‧血小板計數 血小板計數 血小板計數 血小板計數 PLTPLTPLTPLT‧‧‧‧白血球分類計數 白血球分類計數 白血球分類計數 白血球分類計數 DIFFDIFFDIFFDIFF‧‧‧‧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 Glucose, FastingGlucose, FastingGlucose, FastingGlucose, Fasting‧‧‧‧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  HbA1CHbA1CHbA1CHbA1C‧‧‧‧膽固醇總量 膽固醇總量 膽固醇總量 膽固醇總量 Chol.Chol.Chol.Chol.‧‧‧‧高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白 HDLHDLHDLHDL‧‧‧‧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LDLLDLLDLLDL‧‧‧‧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TGTGTGTG‧‧‧‧尿素氮 尿素氮 尿素氮 尿素氮 BUNBUNBUNBUN‧‧‧‧肌酐酸 肌酐酸 肌酐酸 肌酐酸 CreatinineCreatinineCreatinineCreatinine‧‧‧‧尿酸 尿酸 尿酸 尿酸 Uric AcidUric AcidUric AcidUric Acid‧‧‧‧全蛋白 全蛋白 全蛋白 全蛋白 TPTPTPTP‧‧‧‧白蛋白 白蛋白 白蛋白 白蛋白 AlbuminAlbuminAlbuminAlbumin‧‧‧‧球蛋白 球蛋白 球蛋白 球蛋白 GlobulinGlobulinGlobulinGlobulin‧‧‧‧鹼性磷酸   鹼性磷酸   鹼性磷酸   鹼性磷酸   Alk.PAlk.PAlk.PAlk.P‧‧‧‧膽紅素總量 膽紅素總量 膽紅素總量 膽紅素總量 Bili TBili TBili TBili T‧‧‧‧直接膽紅素 直接膽紅素 直接膽紅素 直接膽紅素 Bili DBili DBili DBili D‧‧‧‧麩氨酸草醋酸轉氨   麩氨酸草醋酸轉氨   麩氨酸草醋酸轉氨   麩氨酸草醋酸轉氨   GOTGOTGOTGOT‧‧‧‧麩氨酸丙酮酸轉氨   麩氨酸丙酮酸轉氨   麩氨酸丙酮酸轉氨   麩氨酸丙酮酸轉氨   GPTGPTGPTGPT‧‧‧‧麩丙氨轉太脢 麩丙氨轉太脢 麩丙氨轉太脢 麩丙氨轉太脢 r-GTr-GTr-GTr-GT

全日富貴型-全身健康檢查項目說明表全日富貴型-全身健康檢查項目說明表全日富貴型-全身健康檢查項目說明表全日富貴型-全身健康檢查項目說明表

臺安醫院<女性> 臺安醫院<女性> 臺安醫院<女性> 臺安醫院<女性> 

8.8.8.8.   痛風檢查痛風檢查痛風檢查痛風檢查 ‧‧‧‧痛風痛風痛風痛風、、、、關節腫脹變形檢查關節腫脹變形檢查關節腫脹變形檢查關節腫脹變形檢查9.9.9.9.   肝功能檢查肝功能檢查肝功能檢查肝功能檢查 ‧‧‧‧了解肝功能的狀況及病症如肝了解肝功能的狀況及病症如肝了解肝功能的狀況及病症如肝了解肝功能的狀況及病症如肝炎炎炎炎、、、、肝硬化肝硬化肝硬化肝硬化、、、、肝功能異常肝功能異常肝功能異常肝功能異常、、、、膽道膽道膽道膽道阻塞等阻塞等阻塞等阻塞等

5.5.5.5.   血糖檢查血糖檢查血糖檢查血糖檢查 ‧‧‧‧糖尿病之檢查糖尿病之檢查糖尿病之檢查糖尿病之檢查6.6.6.6.   血脂肪檢查血脂肪檢查血脂肪檢查血脂肪檢查 ‧‧‧‧血液循環血液循環血液循環血液循環、、、、血管硬化病變血脂血管硬化病變血脂血管硬化病變血脂血管硬化病變血脂分析分析分析分析、、、、脂肪代謝異常等心臟血管脂肪代謝異常等心臟血管脂肪代謝異常等心臟血管脂肪代謝異常等心臟血管方面之檢查方面之檢查方面之檢查方面之檢查7.7.7.7.   腎功能檢查腎功能檢查腎功能檢查腎功能檢查 ‧‧‧‧腎炎腎炎腎炎腎炎、、、、腎障礙腎障礙腎障礙腎障礙、、、、腎衰竭之檢查腎衰竭之檢查腎衰竭之檢查腎衰竭之檢查

4.4.4.4.   血液常規檢驗血液常規檢驗血液常規檢驗血液常規檢驗 1. 是否有感染疾病1. 是否有感染疾病1. 是否有感染疾病1. 是否有感染疾病2. 是否貧血2. 是否貧血2. 是否貧血2. 是否貧血3. 測定貧血程度3. 測定貧血程度3. 測定貧血程度3. 測定貧血程度4. 血液凝固功能4. 血液凝固功能4. 血液凝固功能4. 血液凝固功能5. 血液疾病檢查5. 血液疾病檢查5. 血液疾病檢查5. 血液疾病檢查

1.1.1.1.   掛號掛號掛號掛號2.2.2.2.   一般檢查一般檢查一般檢查一般檢查 了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了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了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了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3.3.3.3.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檢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檢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檢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檢查查查查 了解身體甲狀腺了解身體甲狀腺了解身體甲狀腺了解身體甲狀腺、、、、淋巴腺(乳房淋巴腺(乳房淋巴腺(乳房淋巴腺(乳房觸診)觸診)觸診)觸診)、、、、下肢水腫下肢水腫下肢水腫下肢水腫、、、、心雜音心雜音心雜音心雜音、、、、腹腹腹腹部腫瘤等檢查(含攝護腺檢查)部腫瘤等檢查(含攝護腺檢查)部腫瘤等檢查(含攝護腺檢查)部腫瘤等檢查(含攝護腺檢查)
    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臨床意義(可瞭解之症狀)臨床意義(可瞭解之症狀)臨床意義(可瞭解之症狀)臨床意義(可瞭解之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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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MedicalTravelToTaiwan.com

        世界先進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醫療聯盟代表)                   加拿大聯絡人:蔣德成 電話:416-625-6788     台灣聯絡人:楊大台  電話:0936-338-324
                                      E-Mail: HenryC.OMedicalTravel@gmail.com              E-Mail: Peter.OMedicalTravel@gmail.com‧B‧B‧B‧B型肝炎表面抗原 型肝炎表面抗原 型肝炎表面抗原 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HBsAgHBsAgHBsAg‧B‧B‧B‧B型肝炎表面抗體型肝炎表面抗體型肝炎表面抗體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Anti-HBsAnti-HBsAnti-HBs‧C‧C‧C‧C型肝炎 型肝炎 型肝炎 型肝炎 Anti-HCVAnti-HCVAnti-HCVAnti-HCV‧‧‧‧四碘甲狀腺素 四碘甲狀腺素 四碘甲狀腺素 四碘甲狀腺素 T4T4T4T4‧‧‧‧甲狀腺刺激素 甲狀腺刺激素 甲狀腺刺激素 甲狀腺刺激素 TSHTSHTSHTSH‧‧‧‧梅毒梅毒梅毒梅毒（（（（VDRLVDRLVDRLVDRL））））測試測試測試測試‧‧‧‧後天後天後天後天免疫缺乏免疫缺乏免疫缺乏免疫缺乏症症症症候群候群候群候群（（（（愛滋愛滋愛滋愛滋病病病病））））檢檢檢檢驗 驗 驗 驗 HIVHIVHIVHIV‧‧‧‧外觀外觀外觀外觀 ‧‧‧‧尿糖尿糖尿糖尿糖‧‧‧‧尿膽紅素尿膽紅素尿膽紅素尿膽紅素‧‧‧‧尿比重尿比重尿比重尿比重 ‧‧‧‧尿蛋白尿蛋白尿蛋白尿蛋白‧‧‧‧尿膽原尿膽原尿膽原尿膽原‧‧‧‧尿血尿血尿血尿血 ‧‧‧‧酸鹼度酸鹼度酸鹼度酸鹼度‧‧‧‧亞硝亞硝亞硝亞硝酸酸酸酸鹽鹽鹽鹽‧‧‧‧白血球白血球白血球白血球 ‧‧‧‧尿尿尿尿沈渣鏡沈渣鏡沈渣鏡沈渣鏡檢檢檢檢‧‧‧‧尿酮體尿酮體尿酮體尿酮體‧‧‧‧潛潛潛潛血血血血反應反應反應反應‧‧‧‧顯微鏡顯微鏡顯微鏡顯微鏡檢檢檢檢（（（（寄寄寄寄生生生生蟲或寄蟲或寄蟲或寄蟲或寄生生生生蟲卵蟲卵蟲卵蟲卵））））‧‧‧‧肝肝肝肝癌癌癌癌測試 測試 測試 測試 AFPAFPAFPAFP‧‧‧‧癌胚胎癌胚胎癌胚胎癌胚胎抗原檢查 抗原檢查 抗原檢查 抗原檢查 CCCCEEEEAAAA‧‧‧‧胰胰胰胰臟臟臟臟癌癌癌癌檢測 檢測 檢測 檢測 CA-199 CA-199 CA-199 CA-199 ‧‧‧‧乳乳乳乳癌癌癌癌檢測 檢測 檢測 檢測 CA-153CA-153CA-153CA-153‧‧‧‧子宮卵巢癌子宮卵巢癌子宮卵巢癌子宮卵巢癌檢查 檢查 檢查 檢查 CA-125 CA-125 CA-125 CA-125 ‧‧‧‧胸部胸部胸部胸部XXXX光光光光檢查 檢查 檢查 檢查 Chest P-AChest P-AChest P-AChest P-A‧‧‧‧腰椎腰椎腰椎腰椎XXXX光光光光    L-SL-SL-SL-Sppppine ine ine ine (含腹部(含腹部(含腹部(含腹部XXXX光光光光))))‧‧‧‧乳房攝乳房攝乳房攝乳房攝影影影影    MammograMammograMammograMammograpppphhhhyyyy‧‧‧‧胃鏡胃鏡胃鏡胃鏡（（（（無無無無痛痛痛痛麻醉麻醉麻醉麻醉））））‧‧‧‧大大大大腸腸腸腸鏡鏡鏡鏡檢查檢查檢查檢查（（（（無無無無痛痛痛痛麻醉麻醉麻醉麻醉））））

‧‧‧‧子宮子宮子宮子宮頸頸頸頸抹片抹片抹片抹片檢查檢查檢查檢查‧‧‧‧子宮卵巢超子宮卵巢超子宮卵巢超子宮卵巢超音音音音波波波波檢查 檢查 檢查 檢查 GGGGyyyyn. Sono.n. Sono.n. Sono.n. Sono.19.19.19.19. 婦婦婦婦科檢查科檢查科檢查科檢查 子宮子宮子宮子宮頸頸頸頸癌癌癌癌之之之之篩篩篩篩檢檢檢檢22220000.... 婦婦婦婦科科科科超超超超音音音音波波波波 子宮卵巢子宮卵巢子宮卵巢子宮卵巢疾病等檢查疾病等檢查疾病等檢查疾病等檢查
18.18.18.18. 頸頸頸頸動脈超動脈超動脈超動脈超音音音音波波波波 ‧‧‧‧頸頸頸頸動脈動脈動脈動脈血管病變之檢測血管病變之檢測血管病變之檢測血管病變之檢測 幫助幫助幫助幫助瞭解瞭解瞭解瞭解供應腦供應腦供應腦供應腦內血內血內血內血流流流流之血之血之血之血管硬化程度管硬化程度管硬化程度管硬化程度以以以以及及及及粥樣粥樣粥樣粥樣化化化化、、、、狹狹狹狹窄窄窄窄之有之有之有之有無無無無及甲狀腺型及甲狀腺型及甲狀腺型及甲狀腺型態態態態的檢的檢的檢的檢測測測測。。。。

16.16.16.16. XXXX    光光光光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作作作作肺病肺病肺病肺病、、、、肺結肺結肺結肺結核核核核、、、、心臟心臟心臟心臟擴大擴大擴大擴大、、、、胸胸胸胸脊椎側彎脊椎側彎脊椎側彎脊椎側彎、、、、結結結結石石石石等檢查等檢查等檢查等檢查乳房腫瘤乳房腫瘤乳房腫瘤乳房腫瘤、、、、硬硬硬硬塊塊塊塊等檢查等檢查等檢查等檢查17.17.17.17. 內內內內視鏡視鏡視鏡視鏡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食食食食道道道道、、、、胃胃胃胃、、、、十二指十二指十二指十二指腸等疾病檢查腸等疾病檢查腸等疾病檢查腸等疾病檢查肛肛肛肛門門門門、、、、直腸直腸直腸直腸、、、、乙乙乙乙狀結腸狀結腸狀結腸狀結腸、、、、降降降降結腸結腸結腸結腸、、、、橫橫橫橫結腸結腸結腸結腸、、、、升升升升結腸結腸結腸結腸、、、、盲盲盲盲腸接口等腸接口等腸接口等腸接口等下腸下腸下腸下腸胃胃胃胃道疾病檢查道疾病檢查道疾病檢查道疾病檢查

14.14.14.14. 糞便糞便糞便糞便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胃胃胃胃腸道腸道腸道腸道出出出出血血血血、、、、大大大大腸腸腸腸癌篩癌篩癌篩癌篩檢是否感檢是否感檢是否感檢是否感染染染染寄寄寄寄生生生生蟲蟲蟲蟲15.15.15.15. 防癌篩防癌篩防癌篩防癌篩檢檢檢檢 肝肝肝肝癌篩癌篩癌篩癌篩檢檢檢檢偵偵偵偵測測測測大大大大腸腸腸腸癌癌癌癌及及及及其他癌其他癌其他癌其他癌症症症症篩篩篩篩檢檢檢檢胰胰胰胰臟臟臟臟癌篩癌篩癌篩癌篩檢檢檢檢乳乳乳乳癌篩癌篩癌篩癌篩檢檢檢檢卵巢癌篩卵巢癌篩卵巢癌篩卵巢癌篩檢檢檢檢

11.11.11.11. 甲狀腺檢查甲狀腺檢查甲狀腺檢查甲狀腺檢查 ‧‧‧‧甲狀腺功能之檢查甲狀腺功能之檢查甲狀腺功能之檢查甲狀腺功能之檢查12.12.12.12. 性病檢查性病檢查性病檢查性病檢查 是否感染性病是否感染性病是否感染性病是否感染性病協助協助協助協助瞭解瞭解瞭解瞭解免疫免疫免疫免疫方面之疾病方面之疾病方面之疾病方面之疾病13.13.13.13. 尿液分析尿液分析尿液分析尿液分析 簡易簡易簡易簡易腎腎腎腎、、、、膽膽膽膽、、、、肝肝肝肝、、、、泌泌泌泌尿道及糖尿尿道及糖尿尿道及糖尿尿道及糖尿等病之等病之等病之等病之篩篩篩篩檢檢檢檢
11110000.... 肝炎檢查肝炎檢查肝炎檢查肝炎檢查 ‧‧‧‧查驗是否感染查驗是否感染查驗是否感染查驗是否感染BBBB肝肝肝肝或帶或帶或帶或帶原原原原及及及及確確確確定定定定已已已已否否否否具具具具BBBB肝抗體肝抗體肝抗體肝抗體‧‧‧‧是否感染 是否感染 是否感染 是否感染 CCCC型肝炎型肝炎型肝炎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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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MedicalTravelToTaiwan.com

        世界先進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醫療聯盟代表)                   加拿大聯絡人:蔣德成 電話:416-625-6788     台灣聯絡人:楊大台  電話:0936-338-324
                                      E-Mail: HenryC.OMedicalTravel@gmail.com              E-Mail: Peter.OMedicalTravel@gmail.com‧‧‧‧靜式靜式靜式靜式心心心心電圖電圖電圖電圖        ‧‧‧‧運動運動運動運動心心心心電圖電圖電圖電圖    ‧‧‧‧肺肺肺肺活活活活量 量 量 量 FVC   FVC   FVC   FVC   ‧‧‧‧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氣一氣一氣一氣一秒秒秒秒量 量 量 量 FFFFEEEEV 1V 1V 1V 1‧‧‧‧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氣一氣一氣一氣一秒率秒率秒率秒率    FFV 1FFV 1FFV 1FFV 1%%%% G G G G‧‧‧‧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最大吐氣氣氣氣中斷流速中斷流速中斷流速中斷流速    MMMMMMMMEEEEF LF LF LF L////SSSS‧‧‧‧鼻鼻鼻鼻咽咽咽咽腔腔腔腔纖維纖維纖維纖維內內內內視鏡視鏡視鏡視鏡檢查檢查檢查檢查‧‧‧‧視力視力視力視力                ‧‧‧‧氣壓氣壓氣壓氣壓式式式式眼壓測定   眼壓測定   眼壓測定   眼壓測定   ‧‧‧‧色色色色盲盲盲盲                ‧‧‧‧骨質骨質骨質骨質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腹腔腹腔腹腔腹腔：：：：肝肝肝肝、、、、膽膽膽膽、、、、胰胰胰胰、、、、腎腎腎腎、、、、脾脾脾脾‧‧‧‧頭頭頭頭、、、、頸頸頸頸、、、、胸腔胸腔胸腔胸腔、、、、腹腔腹腔腹腔腹腔、、、、骨盆骨盆骨盆骨盆腔腔腔腔、、、、頸頸頸頸椎椎椎椎、、、、胸胸胸胸椎椎椎椎、、、、腰椎腰椎腰椎腰椎, , , , 含含含含八大八大八大八大部部部部位位位位全身腫瘤全身腫瘤全身腫瘤全身腫瘤篩篩篩篩檢檢檢檢‧    兩側兩側兩側兩側肺臟肺臟肺臟肺臟縱膈縱膈縱膈縱膈腔腔腔腔加加加加LoLoLoLowwww Dose Lung  Dose Lung  Dose Lung  Dose Lung CT CT CT CT (低(低(低(低輻射輻射輻射輻射胸部胸部胸部胸部電腦斷層電腦斷層電腦斷層電腦斷層檢查)檢查)檢查)檢查)‧‧‧‧由由由由醫醫醫醫師親自師親自師親自師親自解解解解說說說說、、、、醫醫醫醫療療療療轉轉轉轉介介介介、、、、轉診轉診轉診轉診‧‧‧‧健健健健檢檢檢檢手冊手冊手冊手冊‧‧‧‧保健指導保健指導保健指導保健指導‧‧‧‧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保健活動保健活動保健活動保健活動（（（（請看保健組資料請看保健組資料請看保健組資料請看保健組資料））））33.後33.後33.後33.後續服務續服務續服務續服務 全全全全人健康人健康人健康人健康，，，，積積積積極愉快極愉快極愉快極愉快的的的的人人人人生生生生                                                                                                                                特特特特        價價價價：：：：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55,  55,  55,  55,000000000000        元元元元    ◎◎◎◎享享享享有專有專有專有專人帶人帶人帶人帶診診診診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體檢體檢體檢體檢時間需時間需時間需時間需1天1天1天1天半半半半，，，，無需住院無需住院無需住院無需住院。。。。1111天天天天整整整整天天天天須禁食須禁食須禁食須禁食，，，，時間為早上時間為早上時間為早上時間為早上8888:00:00:00:00---下---下---下---下午午午午15151515::::33330000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另半另半另半另半天天天天無須禁食無須禁食無須禁食無須禁食，，，，安排安排安排安排全身全身全身全身磁振造影磁振造影磁振造影磁振造影及肺及肺及肺及肺電腦斷層電腦斷層電腦斷層電腦斷層，，，，時間約時間約時間約時間約3小3小3小3小時時時時。。。。                            

33330000....營養早餐營養早餐營養早餐營養早餐 西式西式西式西式（（（（營養全麥麵包三明治和鮮豆奶營養全麥麵包三明治和鮮豆奶營養全麥麵包三明治和鮮豆奶營養全麥麵包三明治和鮮豆奶））））或中式或中式或中式或中式（（（（稀飯或全麥饅頭和任選菜式稀飯或全麥饅頭和任選菜式稀飯或全麥饅頭和任選菜式稀飯或全麥饅頭和任選菜式））））31.解31.解31.解31.解說說說說結結結結果報告果報告果報告果報告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醫學醫學醫學醫學，，，，有病及有病及有病及有病及時就時就時就時就醫醫醫醫32.32.32.32.健健健健檢檢檢檢手冊手冊手冊手冊 體檢結體檢結體檢結體檢結果果果果，，，，有病及有病及有病及有病及時就時就時就時就醫醫醫醫

23.23.23.23. 鼻鼻鼻鼻咽咽咽咽內內內內視鏡視鏡視鏡視鏡檢檢檢檢 ‧‧‧‧鼻鼻鼻鼻咽咽咽咽腔疾病病變檢查腔疾病病變檢查腔疾病病變檢查腔疾病病變檢查
29.全身29.全身29.全身29.全身磁振造影磁振造影磁振造影磁振造影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全身全身全身全身MRIMRIMRIMRI腫瘤腫瘤腫瘤腫瘤篩篩篩篩檢檢檢檢

‧‧‧‧肺部腫瘤肺部腫瘤肺部腫瘤肺部腫瘤篩篩篩篩檢檢檢檢
25.25.25.25. 骨質骨質骨質骨質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 骨鬆骨質骨鬆骨質骨鬆骨質骨鬆骨質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密度檢查26.26.26.26. 超超超超音音音音波波波波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瞭解腹部瞭解腹部瞭解腹部瞭解腹部器官器官器官器官是否正常是否正常是否正常是否正常24.24.24.24. 眼科檢查眼科檢查眼科檢查眼科檢查會會會會診診診診 視力不良視力不良視力不良視力不良、、、、色色色色盲盲盲盲、、、、青光青光青光青光眼等檢查眼等檢查眼等檢查眼等檢查
21.21.21.21. 心心心心電圖電圖電圖電圖 檢測心檢測心檢測心檢測心律不整律不整律不整律不整、、、、心肌心肌心肌心肌肥大肥大肥大肥大、、、、心肌心肌心肌心肌缺氧缺氧缺氧缺氧、、、、傳導傳導傳導傳導異常等疾病異常等疾病異常等疾病異常等疾病22.22.22.22. 肺功能檢查肺功能檢查肺功能檢查肺功能檢查 檢測肺功能檢測肺功能檢測肺功能檢測肺功能、、、、肺肺肺肺活活活活量量量量、、、、通通通通氣量氣量氣量氣量、、、、流速流速流速流速量量量量、、、、阻塞性肺疾阻塞性肺疾阻塞性肺疾阻塞性肺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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