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彩頤居綜合健康中心                                                     

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保良局美麗人生綜合健康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 341 號恒生北角大廈 1007-1008 室  電話︰35895088 

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醫療服務)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13 號 美葵樓平台 P 樓 101 舗  電話︰2390 2711 

 

 

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S415A 鑽石身體檢查計劃 Diamond Health Check-up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血液檢驗 

a. 血脂分析組合 

總膽固醇, 高密度膽固醇, 低密度膽固醇, 總/高密度膽固醇比率, 三酸甘油脂 

b. 肝功能組合 

鹼性磷酸酶, 總膽紅素, 總蛋白,  白蛋白, 球蛋白,  白蛋白及球蛋白比率, 谷丙轉氨酵素, 

谷草轉氨酵素, 丙種谷氨轉移酵素 

c. 肝炎組合 

總甲型肝炎抗體,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丙型肝炎總量抗體 

d. 糖尿組合 

血葡萄糖, 糖化血色素 

e. 腎功能組合 

尿素, 肌酸酐, 鉀, 鈉, 氯化物  

f. 甲狀腺組合 

促甲狀腺激素, 游離甲狀腺素(fT4) 

g. 梅毒血清測試  

VDRL 

h. 貧血檢查 

紅血球沉降率, 鐵, 血型及 Rh 因子 

全血計數 15 項 (白血球、紅血球、血色素、血小板、淋巴球、血片檢驗等) 

i. 類風濕及發炎組合 

類風濕關節炎因子, 高敏丙種反應蛋白 

j. 骨骼及肌肉組合 

總量鈣, 磷 

k. 癌症指標組合 

甲種胚胎蛋白(肝), 癌胚抗原(大腸), 癌抗原 19.9(胰), 鼻咽癌病毒抗體 (EBV 抗體)( 鼻咽) 

女性︰癌抗原 15.3 (乳房), 癌抗原 125 (卵巢) 

男性︰前列腺癌抗原(PSA Total) 

l. 痛風檢驗 

尿酸 

3. 尿液常規檢驗 

小便常規 12 項 (顏色、外觀、酸鹼度 PH、比重、尿糖，尿蛋白、血尿、尿酮類、尿膽紅素、尿

血、尿膽質原、尿亞硝酸鹽) 

顯微鏡檢查 9 項 (白血球、紅血球、結晶體、可見細菌、表皮細胞、透明管形、顆粒管形、細

胞管形、黏液) 

4. 大便常規檢驗 

大便常規(蟲卵及寄生蟲), 大便潛血 

$1480 



 

保良局彩頤居綜合健康中心                                                     

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保良局美麗人生綜合健康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 341 號恒生北角大廈 1007-1008 室  電話︰35895088 

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醫療服務)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13 號 美葵樓平台 P 樓 101 舗  電話︰2390 2711 

 

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S415B 黃金身體檢查計劃 Gold Health Check-up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血液檢驗 

a. 血脂分析組合 

總膽固醇, 高密度膽固醇, 低密度膽固醇, 總/高密度膽固醇比率, 三酸甘油脂 

b. 肝功能組合 

鹼性磷酸酶, 總膽紅素, 總蛋白,  白蛋白, 球蛋白,  白蛋白及球蛋白比率, 谷丙轉

氨酵素, 谷草轉氨酵素, 丙種谷氨轉移酵素 

c. 糖尿組合 

血葡萄糖 (空腹), 糖化血色素 

d. 腎功能組合 

尿素, 肌酸酐,  鉀, 鈉, 氯化物 

e. 甲狀腺測試 

游離甲狀腺素(fT4) 

f. 貧血檢查 

紅血球沉降率, 鐵 

全血計數 15 項 (白血球、紅血球、血色素、血小板、淋巴球、血片檢驗 等)  

g. 骨骼及肌肉組合 

鈣 (總量), 磷 

h. 癌症指標組合 

甲種胚胎蛋白(肝臟), 癌胚抗原(腸) 

女性︰癌抗原 125 (卵巢) 

男性︰前列腺癌抗原(PSA Total) 

i. 痛風檢驗 

尿酸 

3. 尿液常規檢驗 

小便常規 12 項 (顏色、外觀、酸鹼度 PH、比重、尿糖，尿蛋白、血尿、尿酮類、尿膽

紅素、尿血、尿膽質原、尿亞硝酸鹽) 

顯微鏡檢查 9 項 (白血球、紅血球、結晶體、可見細菌、表皮細胞、透明管形、顆粒管

形、細胞管形、黏液) 

4. 大便潛血檢驗 

 

 

$780 



 

保良局彩頤居綜合健康中心                                                     

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保良局美麗人生綜合健康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 341 號恒生北角大廈 1007-1008 室  電話︰35895088 

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醫療服務)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13 號 美葵樓平台 P 樓 101 舗  電話︰2390 2711 

 

 

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S415C 黃金身體檢查計劃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a. 血脂分析組合 

總膽固醇, 高密度膽固醇, 低密度膽固醇, 總/高密度膽固醇比率,三酸甘油脂 

b. 肝功能組合 

鹼性磷酸酶, 總膽紅素, 總蛋白,  白蛋白, 球蛋白,  白蛋白及球蛋白比率, 谷丙 

氨酵素, 谷草轉氨酵素, 丙種谷氨轉移酵素 

c. 糖尿組合 

血葡萄糖 (空腹), 糖化血色素 

d. 腎功能組合 

尿素, 肌酸酐, 鉀, 鈉, 氯化物 

e. 甲狀腺測試 

游離甲狀腺素 (fT4) 

f. 貧血檢查 

紅血球沉降率, 鐵, 血型及 Rh 因子 

全血計數 15 項 (白血球、紅血球、血色素、血小板、淋巴球、血片檢驗 等) 

g. 骨骼及肌肉組合 

鈣 (總量), 磷 

h. 癌症指標組合 

甲種胚胎蛋白(肝臟), 癌胚抗原(腸) 

女性︰癌抗原 125 (卵巢) 

男性︰前列腺癌抗原(PSA Total) 

i. 痛風檢驗 

尿酸 

2. 尿液常規檢驗 

小便常規 12 項 (顏色、外觀、酸鹼度 PH、比重、尿糖，尿蛋白、血尿、尿酮類、尿膽

紅素、尿血、尿膽質原、尿亞硝酸鹽) 

顯微鏡檢查 9 項 (白血球、紅血球、結晶體、可見細菌、表皮細胞、透明管形、顆粒管

形、細胞管形、黏液) 

 

 

 

$780 



 

保良局彩頤居綜合健康中心                                                     

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保良局美麗人生綜合健康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 341 號恒生北角大廈 1007-1008 室  電話︰35895088 

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醫療服務)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13 號 美葵樓平台 P 樓 101 舗  電話︰2390 2711 

 

 

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S415D 黃金健康檢查計劃+心電圖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血液檢驗 

a. 血脂分析組合 

總膽固醇, 高密度膽固醇, 低密度膽固醇, 總/高密度膽固醇比率,  三酸甘油脂 

b. 肝功能組合 

鹼性磷酸酶, 總膽紅素, 總蛋白,  白蛋白, 球蛋白,  白蛋白及球蛋白比率, 谷丙轉

氨酵素, 谷草轉氨酵素, 丙種谷氨轉移酵素 

c. 糖尿組合 

血葡萄糖 (空腹), 糖化血色素 

d. 腎功能組合 

尿素, 肌酸酐,  鉀, 鈉,  氯化物 

e. 甲狀腺測試 

游離甲狀腺素 (fT4) 

f. 貧血檢查 

紅血球沉降率, 鐵 

全血計數 15 項 (白血球、紅血球、血色素、血小板、淋巴球、血片檢驗 等) 

g. 骨骼及肌肉組合 

鈣 (總量), 磷 

h. 癌症指標組合 

甲種胚胎蛋白(肝臟), 癌胚抗原(腸) 

女性︰癌抗原 125 (卵巢) 

男性︰前列腺癌抗原(PSA Total) 

i. 痛風檢驗 

尿酸 

3. 尿液常規檢驗 

小便常規 12 項 (顏色、外觀、酸鹼度 PH、比重、尿糖，尿蛋白、血尿、尿酮類、尿膽

紅素、尿血、尿膽質原、尿亞硝酸鹽) 

顯微鏡檢查 9 項 (白血球、紅血球、結晶體、可見細菌、表皮細胞、透明管形、顆粒管

形、細胞管形、黏液) 

4. 大便潛血檢驗 

5. 靜態心電圖 + 報告分析 

 

$980 



 

保良局彩頤居綜合健康中心                                                     

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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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角英皇道 341 號恒生北角大廈 1007-1008 室  電話︰3589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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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13 號 美葵樓平台 P 樓 101 舗  電話︰2390 2711 

 

 

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S415P9 婚前身體健康檢查 (女士) 計劃 

 

a. 肝炎組合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b. 性傳播疾病組合 

梅毒血清測試(VDRL), 愛滋病毒抗體 

c. 貧血檢查 

血型及 Rh 因子 

全血計數 15 項 (白血球、紅血球、血色素、血小板 

、淋巴球、血片檢驗 等) 

d. 荷爾蒙 

(黃體生成激素, 卵胞刺激素, 催乳激素, 雌二醇, 黃孕酮) 

e. 德國痳疹抗體 IgG 

 

 

 

 

 

 

 

 

 

 

$880 

         ***夫妻即日同行優惠價$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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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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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13 號 美葵樓平台 P 樓 101 舗  電話︰2390 2711 

 

 

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HK8M 婚前身體健康檢查 (男士) 計劃 

a. 肝炎組合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b. 性傳播疾病組合 

梅毒血清測試(VDRL), 愛滋病毒抗體 

c. 貧血檢查 

血型及 Rh 因子 

全血計數 15 項 (白血球、紅血球、 

血色素、血小板、淋巴球、血片檢驗 等) 

d. 精液分析 

 

 

 

 

 

 

 

 

 

 

 

 

 

         ***夫妻即日同行優惠價$118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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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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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身體檢查計劃 A  

$2680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量度血壓 

3. 血液測試 

a)  血全像 

 ( 白血球計數、白血球五項分類、

紅血球計數、血色素、紅血球壓

積量、平均紅細胞體積、平均紅

細胞紅蛋白量、平均紅細胞紅蛋

白量濃度、血小板 ) 

b)  空腹血糖 

c)  總膽固醇 

d)  腎功能 ( 肌酸酐 ) 

e)  肝功能 ( 谷丙轉氨酶 ) 

4. 尿液常規檢查 

5. 靜態心電圖   

6. 胸肺 X 光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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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身體檢查計劃 B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量度血壓 

3. 血液測試 

a)  血全像 

 ( 白血球計數、白血球五項分類、紅血球計數、血色素、紅

血球壓積量、平均紅細胞體積、平均紅細胞紅蛋白量、平

均紅細胞紅蛋白量濃度、血小板 ) 

b)  空腹血糖 

c)   總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三酸甘油脂 

d)  腎功能 ( 肌酸酐 ) 

e) 肝功能 ( 谷丙轉氨酶 ) 

f) 痛風症 ( 尿酸 ) 

4. 尿液常規檢查 

5. 大便隱血檢查 

6. 靜態心電圖   

7. 胸肺 X 光 

  

 

$880 



 

保良局彩頤居綜合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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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身體檢查計劃 C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量度血壓 

3. 血液檢驗 

a)  血全像 

 ( 白血球計數、白血球五項分類、紅血

球計數、血色素、紅血球壓積量、平均

紅細胞體積、平均紅細胞紅蛋白量、平

均紅細胞紅蛋白量濃度、血小板 ) 

b)  血型、恆河猴因子 

c)  空腹血糖 

d)  總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

醇、三酸甘油脂 

e)  腎功能 ( 肌酸酐、尿素 ) 

f) 肝功能 ( 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鹼

性磷酸酶 ) 

g) 痛風症 ( 尿酸 ) 

h)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4. 尿液常規檢查 

5. 大便常規檢查 

6. 靜態心電圖   

7. 胸肺 X 光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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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身體檢查計劃 D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量度血壓 

3. 血液檢驗 

a)  血全像 

 ( 白血球計數、白血球五項分類、紅血球計數、血色

素、紅血球壓積量、平均紅細胞體積、平均紅細胞紅

蛋白量、平均紅細胞紅蛋白量濃度、血小板 ) 

b)   血球沉降率 

c)   血型、恆河猴因子 

d)   空腹血糖 

e)   總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三酸甘

油脂 

f) 腎功能 ( 肌酸酐、尿素、鉀、鈉、氯、重碳酸鹽 ) 

g) 肝功能 ( 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鹼性磷酸酶、總

膽紅素、總蛋白、白蛋白及球蛋白 ) 

h) 痛風症 ( 尿酸 ) 

i)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及抗體 

j) 甲狀腺功能 ( 甲狀腺素 ) 

4. 尿液常規檢查 

5. 大便常規及隱血檢查 

6. 靜態心電圖   

7. 胸肺 X 光 

  

 

$1280 



 

保良局彩頤居綜合健康中心                                                     

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保良局美麗人生綜合健康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 341 號恒生北角大廈 1007-1008 室  電話︰35895088 

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醫療服務)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13 號 美葵樓平台 P 樓 101 舗  電話︰2390 2711 

 

 

  

 

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1680 
身體檢查計劃 E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量度血壓 

3. 血液檢驗 

a)  血全像 

 ( 白血球計數、白血球五項分類、紅血球計數、血色素、紅血球

壓積量、平均紅細胞體積、平均紅細胞紅蛋白量、平均紅細胞

紅蛋白量濃度、血小板 ) 

b)   血型、恆河猴因子 

c)   空腹血糖 

d)   總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三酸甘油脂 

e)  腎功能 ( 肌酸酐、尿素) 

f) 肝功能 ( 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鹼性磷酸酶、總膽紅素、丙種谷氨

酰轉肽酶、總蛋白、白蛋白、球蛋白、白蛋白及球蛋白 A/G ratio ) 

g) 痛風症 ( 尿酸 ) 

h) 甲、乙型肝炎 ( 總甲型肝炎抗體、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及抗體 ) 

i) 甲狀腺功能 ( 甲狀腺素 ) 

j) 梅毒血清測試 

k) 癌症指標 ( 肝癌 : AFP 甲種胎兒蛋白 ； 大腸癌 : CEA 癌胚抗原 ) 

4. 尿液常規檢查 

5. 大便常規及隱血檢查 

6. 靜態心電圖    

7. X 光檢查 : 胸肺 X 光 + 泌尿科系統 X 光 

  

 



 

保良局彩頤居綜合健康中心                                                     

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保良局美麗人生綜合健康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 341 號恒生北角大廈 1007-1008 室  電話︰35895088 

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醫療服務)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13 號 美葵樓平台 P 樓 101 舗  電話︰2390 2711 

 

 

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身體檢查計劃 X 

$580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量度血壓 

3. 血液檢驗 

a)  血全像 

 ( 白血球計數、白血球五項分類、紅血球計數、血色

素、紅血球壓積量、平均紅細胞體積、平均紅細胞紅

蛋白量、平均紅細胞紅蛋白量濃度、血小板 ) 

b)  血球沉降率 

c)  空腹血糖 

d)  總膽固醇、三酸甘油脂 

e)  腎功能 ( 肌酸酐、尿素 ) 

f) 肝功能 ( 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 

g) 痛風症 ( 尿酸 ) 

h)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i) 甲狀腺功能 ( 甲狀腺素 ) 

4. 尿液常規檢查 

5. 大便常規檢查 

  

 



 

保良局彩頤居綜合健康中心                                                     

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保良局美麗人生綜合健康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 341 號恒生北角大廈 1007-1008 室  電話︰35895088 

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醫療服務)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13 號 美葵樓平台 P 樓 101 舗  電話︰2390 2711 

 

 

  

 

$2280 

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身體檢查計劃 Y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量度血壓 

3. 血液檢驗 

a)  血全像 

 ( 白血球計數、白血球五項分類、紅血球計數、血色素、紅血球壓積量、平

均紅細胞體積、平均紅細胞紅蛋白量、平均紅細胞紅蛋白量濃度、血小板 ) 

b)   血球沉降率 

c)   血型、恆河猴因子 

d)   空腹血糖 

e)   總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三酸甘油脂 

f) 腎功能 ( 肌酸酐、尿素、鉀、鈉、氯、重碳酸鹽 ) 

g) 肝功能 ( 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鹼性磷酸酶、總膽紅素、丙種谷氨酰轉肽酶、總

蛋白、白蛋白、球蛋白) 

h) 痛風症 ( 尿酸 ) 

i) 甲、乙型肝炎 ( 總甲型肝炎抗體、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及抗體 ) 

j) 甲狀腺功能 ( 甲狀腺素 ) 

k) 梅毒血清測試 

l) 愛滋病病毒抗原及抗體 

m) 癌症指標  -  肝癌 : AFP； 大腸癌 : CEA； 鼻咽癌 EBV Antibody 

                           -    男士 : 前列腺癌 PSA 或  女士 : 卵巢癌 CA125 

n)     鈣、無機磷 

4. 尿液常規檢查 

5. 大便常規及隱血檢查 

6. 靜態心電圖    

7. X 光檢查 : 胸肺 X 光 + 泌尿科系統 X 光 

  

 



 

保良局彩頤居綜合健康中心                                                     

九龍牛頭角彩霞道 55 號彩頤居 一樓  電話︰2713 1128 

保良局美麗人生綜合健康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 341 號恒生北角大廈 1007-1008 室  電話︰35895088 

深水埗區議會保良局石硤尾社區服務中心(醫療服務)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13 號 美葵樓平台 P 樓 101 舗  電話︰2390 2711 

 

 

請於抽血前 8 小時停止進食 

 

 

1. 量度身高、體重及 BMI 分析 

2. 量度血壓 

3. 血液檢驗 

a)  血全像 

 ( 白血球計數、白血球五項分類、紅血球計數、血色

素、紅血球壓積量、平均紅細胞體積、平均紅細胞

紅蛋白量、平均紅細胞紅蛋白量濃度、血小板 ) 

b)  空腹血糖 

c)  總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三酸

甘油脂 

d) 腎功能 ( 肌酸酐 ) 

e) 肝功能 ( 谷丙轉氨酶) 

f) 痛風症 ( 尿酸 ) 

g) 甲狀腺功能 ( 甲狀腺素 ) 

4. 尿液常規檢查 

5. 大便常規檢查 

6. 胸肺 X 光 

  

 

$680 身體檢查計劃 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