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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仕健康檢查-超值(NGW)、尊貴(NGDF) 、優越(WD)、尊尚(WP)、及至尊(W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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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女仕健康檢查計劃的注意事項 

一般健康檢查計劃 

 超值(NGW)

 尊貴(NGDF)

1. 驗身前禁食 6 – 8 小時，只可飲清水 [影響項目: 糖尿、血脂檢驗、膽臟超

聲波]

2. 須定時服藥之人仕可繼續時服藥 (糖尿病藥除外)。

3. 婦女須月經完結後七日才可參與所有驗身計劃<影響項目: 子宮頸塗片檢

查、小便常規檢查>

4. 須在檢查前 1 小時前喝大約 1 – 2 杯水 " <只適用於女仕尊貴計劃>"

5. 大便常規檢查需帶驗身前一日或驗身當日之大便 "<只適用於女仕尊貴計劃

>"

婦科身體檢查計劃 

 標準(WS)

 優越(WD)

 尊尚(WP)

 至尊(WX)

1. 驗身前禁食 6 – 8 小時，只可飲清水 [影響項目: 糖尿、血脂檢驗、膽臟超

聲波]<不適用於女仕標準計劃>

2. 須定時服藥之人仕可繼續時服藥 (糖尿病藥除外)。

3. 婦女須月經完結後七日才可參與所有驗身計劃<影響項目: 子宮頸塗片檢

查、小便常規檢查>

4. 須在檢查前 1 小時前喝大約 1 – 2 杯水 "<不適用於女仕標準計劃>"

5. 大便常規檢查需帶驗身前一日或驗身當日之大便"' <只適用於女仕至尊計劃>,

<不適用於女仕標準計劃>""

* X 光乳房檢查適合 40 歲或以上之女士， 40 歲以下之女士轉為乳房超聲波檢

查

*柏氏子宮頸細胞塗片檢查只適合有性經驗之女性

＊ 懷孕者不宜參加所有驗身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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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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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仕健康檢查計劃詳情 

第一部分：一般健康檢查 

*只適合有性經驗之女士。

檢查項目 超值/NGW 尊貴/NGDF 

上腹腔超聲波 - 肝、胰、脾、膽、腎

盤腔超聲波 (子宮、卵巢、膀胱) 

*柏氏子宮頸細胞塗片檢查

腫瘤測試 - 癌胚抗原、鼻咽癌病毒抗體、甲種胎兒蛋白

全血球計算

血球沉降率

血型及 R h 因子

腎功能 - 尿素、肌酸酐

肝功能 - 總及直接膽紅素、谷草轉氨酵素、谷丙轉氨酵素、白蛋白

肝炎檢驗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肝炎檢驗 - 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血脂分析 - 總膽固醇

血脂分析 - 高、低密度膽固醇

血脂檢驗 - 三酸甘油脂

糖尿病檢驗 - 空腹血糖

糖尿病檢驗 - 糖化血色素

甲狀腺功能測試 - 甲狀腺素 T4

痛風症測試 - 尿酸

梅毒血清測試

胸肺部 X 光(報告由放射診斷專科醫生簽署)

靜態心電圖 (報告由心臟專科醫生簽署)

小便常規檢查

大便常規 / 隠血檢查

量度身高、體重、脈搏及血壓

電話解釋報告及詳細身體檢查報告一份 

原價 $4930 $8290 

優惠價 $2280 $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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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附加項目 

結腸鏡 (由專科醫生負責) 只需 $8000 

胃鏡 (由專科醫生負責) 只需 $4000 

運動心電圖 (由專科醫生負責) 只需 $1900 

骨質密度檢查(Bone DEXA) 只需 $800 

第二部分：婦科健康檢查 

檢查項目 
 

優越

WD 

尊尚

WP 

至尊

WX 
乳房 X 光造影 (適合於 40 歲或以上的女仕) 或 乳房超聲波 

盤腔超聲波 (子宮、卵巢、膀胱) 

*柏氏子宮頸細胞塗片檢查

血液中的骨質流失

上腹腔超聲波 - 肝、胰、脾、膽、腎 

腫瘤測試 - 癌胚抗原、鼻咽癌病毒抗體、甲種胎兒蛋白 

全血球計算

血球沉降率

血型及 R h 因子 

糖尿病檢驗 - 空腹血糖 

糖尿病檢驗 - 糖化血色素 

血脂檢驗 – 總膽固醇，三酸甘油脂

血脂分析 - 高、低密度膽固醇 

肝炎檢驗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肝炎檢驗 - 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肝功能 -總及直接膽紅素、谷草轉氨酵素、谷丙轉氨酵素、白蛋白 

腎功能 - 尿素、肌酸酐 

甲狀腺功能測試 - 甲狀腺素 T4

痛風症測試 - 尿酸 

乳房檢查 (觸診) 

梅毒血清測試 

胸肺部 X 光 

(報告由放射診斷專科醫生簽署) 

靜態心電圖 (報告由心臟專科醫生簽署) 

小便常規檢查 

大便常規 / 隠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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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身高、體重、脈搏及血壓 

電話解釋報告及詳細身體檢查報告一份 

原價            $4930 $6110 $10560 

優惠價            $2480 $2880 $4480 

*只適合有性經驗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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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附加項目 

乳房 X 光造影 只需 $1900 

結腸鏡 (由專科醫生負責) 只需 $8000 

胃鏡 (由專科醫生負責) 只需 $4000 

運動心電圖 (由專科醫生負責) 只需 $1900 

骨質密度檢查(Bone DEXA) 只需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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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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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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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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 驗身中心 

地址： 太子彌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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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