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胃腸病精選套餐        1700   mop 

大便潛血 FOB  

結腸癌CEA  

胰癌Ca19-9 

胃癌Ca72-4 

胃幽門螺旋桿菌呼氣測試(13C-UBT)                           

 貧血篩檢精選套餐    990 mop  

血常規CBC                                                                                         

血清鐵 FE  

鐵蛋白FE-PROTEIN  

總鐵結合力TIBC 

血紅蛋白電泳(地中海貧血症篩檢            

Hb Electrophorsis)   

 肝病精選套餐                                  1190 mop       

谷草轉氨酶 AST , 谷丙轉氨酶 ALT  

γ谷氨酸轉肽酶 γ-GT  

鹼性磷酸酶 ALP  

膽紅質總量 TBIL ,直接膽紅質 DBIL ,間接膽紅質 IBIL 

總蛋白 Protein Total ,白蛋白 Alb,球蛋白 Globulin, A/G比例 
A/G Ratio  

甲型肝炎總抗體 Anti-HAV (IgM+IgG) 

乙肝表面抗原+抗體  HBsAg Ag+Ab  

胎甲球蛋白AFP             

 乙型肝炎定期套餐                        3560 mop   

乙肝表面抗原HBsAg  

乙肝e抗原HBeAg  

乙肝病毒DNA( HBV-DNA ) 

谷丙轉氨酶 ALT  

胎甲球蛋白AFP 

肝膽脾胰雙腎超聲波 Abdominal ultrasound 

肝臟纖維化掃描 Liver Fibroscan 

 男「性」精選套餐                      1920  mop      

梅毒試驗VDRL  

愛滋病病毒抗體Anti-HIV  

抗疱疹病毒抗體I,II型IgM&IgG  (Anti-HSV I+II IgM&IgG) 

衣原體淋菌滴蟲DNA(尿)  ChlamydiaGonococcus-

Trichomonas DNA(Urine) 

支原體培養(尿) ( Culture of M.hominis and U.urealyticum, 

Urine) 

 女「性」精選套餐                       1950  mop 

梅毒試驗VDRL  

愛滋病病毒抗體Anti-HIV  

抗疱疹病毒抗體I,II型IgM&IgG (Anti-HSV I+II IgM&IgG) 

衣原體淋菌滴蟲DNA(分泌物)  ChlamydiaGonococcus-

Trichomonas DNA(Secretion) 

陰道分泌物支原體培養( Culture of M.hominis and 

U.urealyticum) 

 簡單化驗A              460 mop 

血常規  CBC 

谷丙轉氨酶ALT  

肌酐Cr  

尿酸UA  

空腹血糖 Glu(F) 

總膽固醇 CHOL  

甘油三酯 TG      

 簡單化驗B              720 mop     

血常規 CBC  

尿常規 Urine Rt 

谷丙轉氨酶ALT 

肌酐Cr 

尿酸UA  

空腹血糖 Glu(F) 

總膽固醇 CHO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C  

甘油三酯 TG      

 心血管病精選套餐      530 mop 

空腹血糖 Glu 

總膽固醇 CHO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C  

甘油三酯 TG  

常規心電圖檢查 ECG 

 腎病精選套餐           720 mop 

     血常規CBC 

肌酐Cr , 尿素Urea  

尿酸UA  

鈉Na ,鉀K ,氯化物Cl  

尿常規 Urine Rt  

尿微白蛋白mAlb 

 糖尿病精選套餐      520  mop 

空腹血糖 Glu(F) 

糖化血紅蛋白 HbA1c  

肌酐 Cr  

尿微白蛋白 mAlb 

   為使閣下之健康報告完整性，以上所有優惠檢查計劃均不建議減項，但受檢者可按個別需要或由醫生

推薦增加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眾多，未能盡錄，詳細資料可向本中心職員查詢或瀏覽本中心網頁。 

2022 年 7 月家庭醫學科製作更新；所有費用如有調整，當以本院收費為準。本中心保留最終解釋權。 以上套餐檢查均需預約進行檢查；檢查時間按付款日約定為準；於付款日起計兩個月內需完成相關檢查項目，逾期將不予退款及檢查。 

 癌症篩檢精選套餐                     1880  mop   

肝癌AFP 

結腸癌CEA  

胰腺癌Ca19-9 

胃癌Ca72-4  

鼻咽癌NPC  

前列腺癌抗原組合PSA Profile…...男士 

乳腺癌Ca15-3    卵巢癌Ca12-5….女士 



健康檢查中心  
H E ALT H  C A RE  C E NTER  

標準健康檢查計劃  2            1210 MOP  
        

體格評估：身高、腹圍、體重、脂肪比例、血壓 

醫生診視及檢查 

血常規 

小便常規檢查 

空腹血糖、總膽固醇、甘油三酯 

肝功能(谷丙轉氨酶)、腎功能(肌酐、尿酸)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抗體檢測 

 胸部 x 光正位片檢查 
 

婦科健康檢查計劃  1                   2570  MOP   
        

體格評估：身高、腹圍、體重、血壓、脂肪比例 

醫生診視及檢查 

血常規 

小便常規檢查 

空腹血糖 

乳腺癌 CA15.3、卵巢癌 CA12.5 腫瘤篩查 

胸部 x 光正位片檢查 

婦科項目 ： 

包括：乳腺觸診、婦科檢查 

柏氏子宮頸細胞塗片檢查 

液基細胞學內 HPV 分型 

陰道分泌物念珠菌塗片(滴蟲) 

盆腔超聲波檢查 

婦科健康檢查計劃  2                      630 MOP   
        

乳腺觸診檢查 

婦科檢查 

柏氏子宮頸細胞塗片檢查 

陰道分泌物念珠菌塗片(滴蟲) 

公司入職健康檢查計劃            670 MOP  
      體格評估：身高、體重、血壓 

醫生診視及檢查 

血常規 

小便常規檢查 

肝功能 (谷丙轉氨酶) 

胸部 x 光正位片檢查 
 

出入境簽證健康檢查計劃     1090 MOP               

體格評估：身高、體重、血壓 

醫生診視及檢查 

血常規 

小便常規檢查 

肝功能(谷丙轉氨酶)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愛滋病 I + II 型抗體 

梅毒測試(定性) 

胸部 x 光正位片檢查 

家務助理入職健康檢查計劃           950 MOP                

血常規 

小便及大便常規檢查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愛滋病 I + II 型抗體 

梅毒測試(定性) 

胸部 x 光正位片檢查 

念珠菌塗片(滴蟲) 

標準健康檢查計劃  1                    1830 MOP  
        

體格評估：身高、腹圍、體重、脂肪比例、血壓 

醫生診視及檢查 

血常規 

小便常規、大便常規、糞潛血檢查 

空腹血糖、血脂膽固醇 3 項(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

白膽固醇、甘油三酯) 

肝功能(谷丙轉氨酶)、腎功能(肌酐、尿酸) 

肝癌、結腸癌腫瘤篩查 

胸部 x 光正位片檢查 

常規心電圖檢查 

    為使閣下之健康報告完整性，以上所有優惠檢查計劃均不建議減項，但受檢者可按個別需要或由醫生

推薦增加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眾多，未能盡錄，詳細資料可向本中心職員查詢或瀏覽本中心網頁。 

2022 年 7 月家庭醫學科製作更新   所有費用如有調整，當以本院收費為準。本中心保留最終解釋權。 

兒童健康檢查計劃              1110 MOP  
(4-14 歲)                    
      體格評估：身高、體重、脂肪比例、血壓 

醫生診視及檢查(男外生殖器檢查) 

口腔科檢查 

血常規、血型(ABO+Rh 因子) 

大、小便常規檢查 

肝功能 (谷丙轉氨酶)、腎功能(肌酐)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抗體檢測 

營養師諮詢及評估     

男性婚前健康檢查計劃              1600 MOP  
        

體格評估：身高、腹圍、體重、脂肪比例、血壓 

醫生診視及檢查 

視力及色覺檢查 

血常規、血型(ABO+Rh 因子) 

血紅蛋白電泳(地中海貧血)檢查 

小便常規檢查 

空腹血糖 

肝功能(谷丙轉氨酶) 

梅毒測試(定性)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抗體檢測 

胸部 x 光正位片檢查 

女性婚前健康檢查計劃                1930 MOP  
        

體格評估：身高、腹圍、體重、脂肪比例、血壓 

醫生診視及檢查 

視力及色覺檢查 

血常規、血型(ABO+Rh 因子) 

血紅蛋白電泳(地中海貧血)檢查 

小便常規檢查 

空腹血糖 

肝功能(谷丙轉氨酶) 

梅毒測試(定性) 

德國麻疹抗體-IgG 

念珠菌塗片(滴蟲)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抗體檢測 

胸部 x 光正位片檢查 

以上套餐檢查均需預約進行檢查；檢查時間按付款日約定為準；於付款日起計兩個月內需完成相關檢查項目，逾期將不予退款及檢查。 

地址 Add ：澳門鏡湖醫院門診樓 5 樓健康檢查中心 

電話 Tel ：(853)82958501  82958502 

傳真 Fax ：(853)82958512 

電郵 E-mail ： health@kwh.org.mo 

網址 ： www.kwh.org.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