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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顧問有限公司 

癌症檢查 －女仕及男仕計劃 

一、 本公司簡介 

本公司（健康醫療顧問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在香港成立，一向以合理的價錢提供可靠、高

質素及全面之服務。其聯營公司為”時代體檢診斷中心”，成立於一九九二年分店遍佈北角、香

港仔、旺角及荃灣，體檢中心環境舒適，設備完善及先進 (包括：超聲波掃描器、肺功能測試

機、Ｘ光機、骨質密度雙能量機等)，而且擁有經驗豐富的醫護人員及技術人員，務求令顧客

可享受全面及優質的驗身服務。 

 

二、 參加癌症檢查計劃的注意事項 

＊ 所有身體檢查均於獨立及註冊之時代體檢中心進行並由註冊西醫負責。 

＊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我們作進一步的查詢。 

  



P. 2

更新日期: 27-06-2019 

網頁: www.hmchk.com 
電郵: info@hmchk.com 

健康醫療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 3162 3968 / 3165 8919 

三、 癌症檢查計劃詳情 

A. 女仕癌症檢查計劃(CSF1)

＊ 升級優惠

現凡參加 HK$3580 女仕健康檢查 - 尊貴計劃(NGDF)“或 HK$4480 女仕健康檢查 - 至尊計劃

(WX)“；可以另加 HK$2800 (優惠價) 參加升級優惠 – 女性癌症檢驗(UCF1)。 

升級優惠 - 女性癌症檢驗(UCF1)** 

鱗狀細胞癌抗原 SCC

原價$3860 

特價$2800 

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定量） Beta-HCG (Quantitative)

癌抗原 CA 19.9（胰臟） 

癌抗原 CA 72.4 (胃、腸) 

癌抗原 CA 15.3（乳房） 

癌抗原 CA 125（卵巢） 

小細胞肺癌 NSE (Lung)

非小細胞肺癌 CYFRA211 (Lung) 

檢查內容 

甲種胎兒蛋白 AFP (肝) 鼻咽癌病毒抗體 EBV (NPC) 

癌胚抗原 CEA 癌抗原 CA 15.3（乳房）

鱗狀細胞癌抗原 SCC 癌抗原 CA 125（卵巢）

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定量）Beta-HCG (Quantitative) 小細胞肺癌 NSE (Lung) 

癌抗原 CA 19.9（胰臟） 非小細胞肺癌 CYFRA211 (Lung) 

癌抗原 CA 72.4 (胃、腸)

優惠價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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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男仕癌症檢查計劃 (CSM1)

檢查內容 

甲種胎兒蛋白 AFP (肝) 鼻咽癌病毒抗體 EBV (NPC) 

癌胚抗原 CEA 前列腺癌抗原 PSA 

鱗狀細胞癌抗原 SCC 游離前列腺癌抗原 Free-PSA 

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定量）Beta-HCG (Quantitative) 小細胞肺癌 NSE (Lung) 

癌抗原 CA 19.9（胰臟） 非小細胞肺癌 CYFRA211 (Lung) 

癌抗原 CA 72.4 (胃、腸)

優惠價 $3500 

＊升級優惠

現凡參加 HK$3580 “男仕健康檢查 - 尊貴計劃(NGDM)“可以另加 HK$2600 (優惠價) 參加升級優惠 

–男性癌症檢驗(UCM1)。

升級優惠 - 男性癌症檢驗(UCM1)** 

鱗狀細胞癌抗原 SCC 

原價$3540 

特價$2600 

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定量） Beta-HCG (Quantitative) 

癌抗原 CA 19.9（胰臟）

癌抗原 CA 72.4 (胃、腸)

游離前列腺癌抗原 Free-PSA 

小細胞肺癌 NSE (Lung) 

非小細胞肺癌 CYFRA211 (Lung) 



 

 

 

P. 4 

更新日期: 27-06-2019 

網頁: www.hmchk.com 
電郵: info@hmchk.com 

 

健康醫療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 3162 3968 / 3165 8919 

四、 驗身中心地址 

 
香港地區 

 

北角 － 驗身中心 

地址： 北角堡壘街 10-16 號華曦大廈地下 C 舖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9:00 a.m. - 1:00 p.m. 及 2:00 p.m. - 7:00 p.m. 

 星期六：9:00 a.m. - 1:00 p.m. 及 2:00 p.m. - 4:00 p.m.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香港仔－ 驗身中心 

地址： 香港仔大道 208 號裕輝商業中心 9 樓 901 室 （永隆銀行對

面）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9:00 a.m. - 1:00 p.m.  

 星期六：休息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九龍地區 

 

旺角－ 驗身中心 

地址： 彌敦道 750 號始創中心 11 樓 1123 室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9:00 a.m. - 1:00 p.m. 及 2:00 p.m. - 7:00 p.m. 

 星期六：9:00 a.m. - 1:00 p.m. 及 2:00 p.m. - 4:00 p.m.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新界地區 

 

荃灣－ 驗身中心 

地址： 眾安街 68 號千色匯一期 12 樓 1202-03 室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9:00 a.m. - 1:00 p.m. 及 2:00 p.m. - 7:00 p.m. 

 星期六：9:00 a.m. - 1:00 p.m. 及 2:00 p.m. - 4:00 p.m.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