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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體檢化驗優惠項目教育工作者聯會體檢化驗優惠項目教育工作者聯會體檢化驗優惠項目教育工作者聯會體檢化驗優惠項目 

(優惠期由優惠期由優惠期由優惠期由 2018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019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一一一一) 全身化驗檢查全身化驗檢查全身化驗檢查全身化驗檢查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760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480  ≧≧≧≧60 歲歲歲歲：：：：$420 

 

測試目標測試目標測試目標測試目標 化驗項目化驗項目化驗項目化驗項目 

肝功能 ALT, AST, GGT 及 ALP 等四種肝酵素 

腎功能 尿素及肌酐 

糖尿病* 血糖 

痛風病 尿酸 

血脂狀況* 總膽固醇、三脂甘油*、高密度及低密度膽固醇 

貧血及血球狀況 全血圖：紅、白血球, 血色素, 血小板, 血球分類及計數 

乙型肝炎帶菌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腎/尿道狀況 小便常規 

肺功能 胸肺 X 光照片 

詳細報告分析  

 

 

(二二二二) 癌症篩檢化驗檢查癌症篩檢化驗檢查癌症篩檢化驗檢查癌症篩檢化驗檢查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1,900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660  ≧≧≧≧60 歲歲歲歲：：：：$620 

 

測試目標測試目標測試目標測試目標 化驗項目化驗項目化驗項目化驗項目 

貧血/血球狀況 全血圖：紅、白血球、血色素、血小板、血球分類及計數 

鼻咽癌 EB 病毒抗體 (EBV) 

乙型肝炎/肝癌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及甲胎蛋白 (AFP) 

大腸息肉/大腸癌 大便潛血(高特異性及高敏感度)、癌胚抗原 (CEA) 

胃炎/潰瘍 (可引致胃癌) 胃幽門彎菌抗體 (Anti-H, pylori) 

 

(三三三三) 全身化驗檢查全身化驗檢查全身化驗檢查全身化驗檢查 + 癌症篩檢化驗檢查癌症篩檢化驗檢查癌症篩檢化驗檢查癌症篩檢化驗檢查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3,660  特價特價特價特價：：：：$1,100  ≧≧≧≧60 歲歲歲歲:：：：：$990 

 

(四四四四) 心臟檢查心臟檢查心臟檢查心臟檢查 

 

化驗項目化驗項目化驗項目化驗項目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 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 ≧≧≧≧60 歲歲歲歲 

a. *血脂檢查：總膽固醇、HDL 膽固醇、LDL 膽固醇、三

脂甘油 

$330 $120 $100 

b. 靜態心電圖 (ECG) $280 $160 $130 

c. 動態心電圖 (Treadmill) $2,000 $1,600 $1,550 

d. 超聲波心電圖 (Echocardiography) $2,200 $1,600 $1,600 

 
* 註：需空腹八至十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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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胃炎胃炎胃炎胃炎 / 潰瘍檢查潰瘍檢查潰瘍檢查潰瘍檢查 

 

胃幽門彎菌吹氣測試 $900 $600 $600 

按：能更準確測試出胃幽門彎菌感染，但須空腹 6 小時及逗留半小時 

 

 

(六六六六) 腸癌檢查腸癌檢查腸癌檢查腸癌檢查 

 

大便隱血檢查 $240 $130 $120 

(高特異性及高敏感度-共檢查兩次) 

此方法現為香港各大醫院及衛生署採用。不需要戒口，按日常飲食便可。 

 

 

(七七七七) 下列為額外的優惠化驗項目下列為額外的優惠化驗項目下列為額外的優惠化驗項目下列為額外的優惠化驗項目：：：：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 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 

a) 
**雙能 X 光骨質密度測試  **Bone Density by DEXA  

$900 $675 

b) 前列腺特異抗原 (男性) PSA (Male) $420 $180 

c) 鼻咽癌基因測試 EBV DNA $750 $600 

d) 肝癌血清測試 AFP $320 $160 

e) 卵巢癌抗原 125 (女性) CA125 (Female) $480 $200 

f) 胰臟癌抗原 19.9 CA19.9 $480 $200 

g) 胃幽門彎菌抗體 G 型蛋白-胃癌 Anti-H. Pylori, lgG $440 $180 

h) 胃癌抗原 72.4 CA72.4 $480 $200 

i) 癌胚抗原 – 腸癌 CEA $390 $190 

j) 抗核因子 – 紅斑狼瘡 ANA $360 $200 

k) 類風濕性關節炎因子 RA Factor $180 $90 

l) 甲型肝炎 IgG 抗體 Hepatitis A IgG antibody $430 $150 

     

除上述化驗項目外，一般化驗項目將按 “健康化驗” 原來的價目表 6 折收費。 

X 光及超聲波等項目 8 折收費。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雙能雙能雙能雙能 X 光骨質密度測試光骨質密度測試光骨質密度測試光骨質密度測試 (DEXA)及超聲波檢查服務及超聲波檢查服務及超聲波檢查服務及超聲波檢查服務，，，，只適用於中環只適用於中環只適用於中環只適用於中環

及旺角及旺角及旺角及旺角。。。。  敬請於敬請於敬請於敬請於 5 個工作天前預約個工作天前預約個工作天前預約個工作天前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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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Up Locations 驗身中心驗身中心驗身中心驗身中心  

(Diagnostix Medical Centre Ltd. 健康化驗中心有限公司健康化驗中心有限公司健康化驗中心有限公司健康化驗中心有限公司) 

 

 
Central 中環中環中環中環 

Room 705, Melbourne Plaza, 33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中環皇后大道中 33 號萬邦行 7 樓 705 室 

Tel: 2877 9329 
 
 

MongKok 旺角旺角旺角旺角 

Room 911, Phase 1, Argyle Centre, MongKok, Kowloon  

旺角彌敦道 688 號 旺角中心 9 摟 911 室 

Tel: 2392 3886 
 
 

Kornhill 康山康山康山康山 

Room 505, Office Tower, Kornhill Plaza (North), Quarry Bay 

鰂魚涌康怡廣塲北座康怡商業中心 5 樓 505 室 

Tel: 2904 6576 
 
 

Tsuen Wan 荃灣荃灣荃灣荃灣 

Room 733, Nan Fung Centre, 64-98 Sai Lau Kok Road, Tsuen Wan 

荃灣西樓角路 64-98 號南豐中心 7 數 733 室 

Tel: 2412 7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