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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 教職員工巡迴健康檢查體檢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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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提供參考之意義

1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血壓

身體初步評估，以瞭解身體基本功能之正常性

2

眼科檢查

視力、辨色力

是否有視力衰減、紅綠色盲、色弱等

3

聽力檢查

聽力檢測

兩耳聽力衰減檢測

4

BMI檢測

身體質量指數Body

5

腰

反應腹部脂肪囤積的程度。 可以提早預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壓

項

6

7

圍
目

尿液十項常規檢查

血液十八項檢查

Mass Index

尿液、血液檢查
1.尿 糖
6.白血球
2.尿蛋白
7.尿膽素原
3.酸鹼值
8.尿膽紅素
4.尿潛血
9.尿比重
5.尿酮體
10.亞硝酸鹽
白血球計數 (WBC)
紅血球計數 (RBC)
血色素計數 (Hb)
血球容積比值 (HcT)
血小板計數 (PLT)
紅血球平均分佈(RDW)

體內脂肪基標與基礎代謝和肥胖危險因子有相關之
指數參考。

臨床上提供參考之意義
肝性疾病、膽道阻塞、腎臟症候群、糖尿病、
尿毒症、泌尿道疾病及泌尿系統結石或出血。
(糖尿病為十大死因第五名)

平均紅血球體積值 (MCV)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MCH)
平均血色素濃度 (MCHC)
淋巴球百分比 (LYM-L%)
不成熟細胞 (LIC)
單核球百分比 (Mono%)

嗜鹼性白血球 (Baso%)
嗜伊紅白血球 (Eosin%)
嗜中性白血球 (NET-s%)
血小板平均寬度 (PDW)
平均血小板體積 (MPV)
平均血小板容積(P-LCR)

血液十八項檢查臨床意義

病毒感染、急慢性白血病、急慢性感染、組織壞死、敗血症、貧血及惡性貧血、
再生不良性貧血、缺鐵性貧血、紫斑症、營養不良及發炎、凝血機轉是否正常

8

肝臟功能檢查

丙酮轉胺基酵素(SGPT） 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臟病變、脂肪肝、
草酸轉胺基酵素(SGOT) 脫水症、肝功能異常。

9

尿酸檢查

10

腎功能檢查

11

血糖測定

12

副甲狀腺與腎功能
血清電解質檢測

尿酸（UA）

腎功能衰竭、痛風、尿酸症。

肌酸酐（Crea）
尿素氮（BUN）

瞭解是否有腎炎、腎衰竭、腎功能障礙。
(腎炎、腎症候群及腎病變為十大死因第九名)

血糖（AC-Glucose）

血糖值若過高，極可能為糖尿病。
(糖尿病為十大死因第五名)

血清磷(P)
血清氯(CL)

腎病症候群、副甲狀腺功能亢進或低下、滲透壓
腎上腺皮質亢進、慢性腎功能不全等電解質參考數值。

2014年起台灣癌症新發生人數首破10萬人大關，又以大腸癌發生人數1萬5764人最多，其次肝癌、肺癌。
2018年衛福部國健署公布癌症時鐘快轉 5分鐘1人罹癌，因此早期癌症篩檢是預防保健之道。

《預 防 醫 學：血 液 癌 症 篩 檢 項 目》
13

早期癌症篩檢-1

癌胚胎抗原（CEA）

大腸癌、發炎性大腸疾病、大腸息肉最佳參考指標。

14

早期癌症篩檢-2

胎兒球蛋白（AFP）

早期肝癌、肝硬化、急性肝炎、肝組織病變篩檢。

15

早期癌症篩檢-3

非小細胞肺癌(CY 21-1)

空汙、粉塵、汽機車廢氣、廚房油煙造成之肺上皮細胞
癌與肺線細胞癌等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指標。

16

早期癌症篩檢-4

腫瘤多胜脢抗原(TPA)

17

早期癌症篩檢-5

鱗狀細胞癌抗原(SCC）

膀胱癌、前列腺肥大(男)35 歲以上需每年定期檢查
(膀胱癌與前列腺肥大的盛行率和年齡三者呈現正相關)

子宮頸癌、陰道癌(女) 子宮頸癌目前是國內女性癌症
發生率的第一位，可以說是女性健康的隱形殺手。

《預防醫學：心血管疾病、代謝症候群、腦血管疾病等之血液篩檢項目》
總膽固醇（T-CHO）
三酸甘油脂（T-G）

血脂分析、代謝、血液循環等心血管疾病之檢查，
過高易引起高血壓、動脈硬化、腦中風、糖尿病等。
(心臟疾病十大死因第二名、高血壓疾病為第八名)

18

血脂肪檢查

19

腦、心血管疾病
風險因子

危險因子指數 (Risk)

動脈硬化指數分析檢查、中風先兆風險指數
(心臟疾病十大死因第二名、腦血管疾病為第四名)

20

心臟循環檢查

高密度脂蛋白（HDL）
低密度脂蛋白（LDL）

血液循環功能、動脈硬化、心肌缺氧
心臟病、血管硬化、高血壓
(心臟疾病十大死因第二名、高血壓疾病為第八名)

21

平均動脈壓指數

心搏週期輸出負荷量(MAP)

評估器官缺氧、休克、內出血、腎衰竭
腦中風、顱內壓升高、經常性頭痛等指標

《多 項 儀 器 檢 查》
22

X 光攝影檢查

數位胸部 X 光大片（CHEST）

23

高層次全彩腹部
超音波掃瞄

全新探頭高畫質高感應解析

24

微電腦超音波
骨質密度檢查

電腦超音波
影像定位骨密度檢測 B.M.D

25

電腦肺功能檢測

26

微電腦動靜脈
循環顯微掃描儀

27

醫師理學問診

瞭解胸腔、肺部器官是否有肺結核、鈣化、肺葉侵
潤、脊柱側彎、心臟肥大。
(教育部﹝局﹞指定教職員工之健檢項目)
提早發現腫瘤、息肉、結石、結節性增生、出血、

肝臟、膽囊、腎臟等重要系統 阻塞、組織發炎等影像掃描。

空汙電腦肺功能檢查
（Pulmonary Function Test，PFT）

骨質疏鬆程度檢測、營養流失、骨質脫礦化程度。
肺功能檢查是一項能夠偵測呼吸時的肺部生理變
化，且安全可靠的檢查。【留底備查】

高解析顯微鏡頭可觀看血流、 提早發現動脈硬化、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缺血
血球、循環、動脈硬化、心血 性疾病、供血不足、血流緩慢瘀滯、高血脂、自主
管疾病、系統性硬化症等
神經調節異常、代謝性疾病、血管增生曲張
循環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代謝系統、泌尿生殖系統

28

諮詢衛教服務

提供醫療、就診、營養、保健諮詢衛教等服務。

29

肥胖與代謝性
系統之統計表

供健康管理者追蹤異常員工

參依職安法之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相關
風險因子機率統計。

♕❤以上二十九大項檢查配合本院巡迴醫療車到場服務以專案優待❤♕
本 院 之 健 康 檢 查 服 務
◎重大異常

1、5天內通知個人重大異常，安排門診就醫、轉診及本院預約服務。
2、X光重大異常個人光碟燒錄。

◎健檢結果
【勞動部、教育部(局)
評鑑或備查專用總表】

1、提供衛教健康手冊完整密封報告書一份，並於25個工作天內送達貴校。
2、提供學校全體受檢員工之健檢總表、健檢總冊。

◎二年比對

若由本院連續服務，報告內容可將二年健檢報告同時列印，以利同仁參考比對。

◎免掛號費

持本院健康檢查報告書，免掛號費用。
聯合醫療網均可受理服務。

◎解說報告

健檢報告發送完畢，專業醫檢護人員到場諮詢解說，並設有諮詢專線供同仁利用。

※ 以上項目配合本院到校巡迴健檢，予以專案優待免費教職員工健檢服務。
※ 歡迎學校辛苦的志工同仁一起加入健康體檢之活動。
※ 推廣「健康 99 全國公教健檢」專案：凡年滿 40 歲公教職人員另享 VIP 健檢福利項目$3500 元 (可向人事室申辦)。

★以上項目若需內容變更或修正，煩請來電告知，
我將為你量身訂做，給你最好的服務。
健康提早規劃，財富生活滿分！

德仁醫院

健檢中心

服務專員：王 星 淨
專線電話：03-3701586
e-mail：dazan1899@outlook.com

院址：桃園市桃鶯路245號
行動：0972-959-711
傳真：03-3701860

內壢國中
107 年度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尊重生命、關懷社會、真誠服務

德 仁 醫 訊

2017/12 月期刊

*本院最新門診科別：內科、外科、家醫科、泌尿科、復健科
*本院最新引進無痛體外震波碎石手術。
*一般病房、呼吸照顧病房。
*復健科(兒童復健中心 2F) (成人復健中心 4F)。

健檢中心

巡迴勞工健康檢查檢服務
凡本院服務之年度健康檢查勞工及其眷屬
持本院年度體檢報告書、健保卡回院
均可免費腎臟系統超音波檢查及心電圖檢查。

德仁醫院-健檢中心服務項目
(1)勞工一般體檢、巡迴體檢、X 光巡迴車、乳攝車
(5)婚前健檢

(6)全身健康檢查

(7)血液、尿液生化檢查

(8)學生健康檢查

(9)胃鏡、超音波、骨質密度、肺功能、心電圖檢查
(10)汽機車駕照人員體格檢查
(11)復健醫療 (包括感官統合.成長發育.體適能)

105 年 1 月 1 日起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規定-勞工一般健康檢查新增血液檢查項目：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與本院醫療特約廠商可巡迴到工廠(公司)舉辦健康講座。
德仁醫院

用心、認真、專業的健檢團隊為您服務

尊重生命、關懷社會、真誠服務

德仁醫院

宗

旨：尊重生命、關懷社區、真誠服務。

德仁醫院

願

景：全心的醫療服務、方便民眾就醫。

德仁醫院短期目標：通過地區醫院績優評鑑。
德仁醫院中期目標：建構優質的病人安全環境。
德仁醫院長期目標：成為社區信賴優質的醫院。
一、德仁醫院-簡 介：
本院成立於民國 79 年，為擴大對病人之服務，86 年搬遷至現址，
並增添 各項與台大醫院、榮總同步之精密醫療設備與儀器。
本院同仁在院長帶領之下，本著「醫術醫德、仁心仁術」之理念，
期以發揮「尊重生命、關懷社會、真誠服務」之目標精神。
二、本院社會責任功能：
1、尊重生命、關懷社區、真誠服務，是本院成立的宗旨，責無旁貸。
2、關懷弱勢兒童，發展兒童早期療育。
3、推動本院附近工廠勞工健康檢查及預防保健服務工作。
4、發展社區高齡民眾長期照護與保健常識之衛教。
5、配合政府衛生政策，成為社會安全網最堅強的一環，促進國民健康。
6、以病人為中心，建構安全的就醫環境，追求品質提昇，是社區信賴好鄰居。
三、本院總體營運目標 ：
1、實施專科經營，提高醫療品質 與服務。
2、發展重點醫療，開發新醫療項目 ，嘉惠社會大眾。
3、尊重病人權利及尊嚴，維護就醫安全走向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 。
4、發展慢性長期照護醫療以延續病人之照顧。
四、德仁醫院-健檢中心服務項目
(1)門急診

(2)各項手術

(5)全身健康檢查

(3)住院

(4)婚前健檢

(6)血液、尿液生化檢查

(7)學生健康檢查

(8)勞工體檢、巡迴體檢、汽機車駕照人員體格檢查
(9)復健醫療 (包括感官統合.成長發育.體適能)

德仁醫院

用心、認真、專業的健檢團隊為您服務

尊重生命、關懷社會、真誠服務

貳、德仁醫院-院本部醫療環境

德仁醫院

用心、認真、專業的健檢團隊為您服務

尊重生命、關懷社會、真誠服務

參、德仁醫院-員工在職訓練、期以提昇員工素質。

德仁醫院

用心、認真、專業的健檢團隊為您服務

尊重生命、關懷社會、真誠服務

肆、德仁醫院-巡迴勞工健康檢查服務
健檢中心服務專業服務項目：
＊勞工一般、到院及巡迴健康檢查

＊餐飲業-供膳健康檢查

＊公司團體健康檢查

＊各項健康管理及規劃

＊婚前健康檢查

＊愛肝健康檢查

＊男、女防癌篩檢

＊成人健康檢查

＊褓姆體格健康檢查

＊學生健康檢查

＊壽險公司特約健康檢查

＊各項健康管理及規劃

＊其他各項健檢檢查

＊各項疫苗施打

＊協助廠區醫務室成立

＊協助廠區醫療物品消毒

＊協助廠區代檢業務
體檢前事項說明-----------用心的服務
1 公司承辦人員於體檢日期確認後，先行將員工名冊 (EXCEL 電子檔) 轉寄醫院信箱。
2 本院會依 (部門、員編、序號) 製作一般體檢空白表單。
(依公司做的項目製作表單，可避免現場項目漏作情形發生)。

體檢前流程規劃設計-----認真的設想
健檢現場配置流程： 1、報到處、依序排列發放員工體檢問卷表，(編訂體檢號)。
2、巡迴車、數位胸部 X 光檢查 。
3、測量身高、體重、腹圍(體脂率)。
4、測量視力、辨色力檢查 。
5、測量聽力檢查。
6、尿液檢查 (現場全自動尿液分析儀檢查)
6、測量血壓及脈搏檢查 。
7、衛生教育、個人健康諮詢。
8、醫師診視：(理學檢查)既往病歷、自覺症狀、呼吸系統、
血液循環系統泌尿系統消化系統、神經系統皮膚等
9、檢驗、醫檢師抽血、(每人 5cc)
10、體檢問卷表收回整理核對，是否完全受檢完畢 。

德仁醫院

用心、認真、專業的健檢團隊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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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仁醫院-巡迴勞工健康檢查職安相關法令
重要的法令依據是「勞工安全衛生法」
(一) 第十二條規定摘要：
雇主於雇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
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康檢查。
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應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費用應由雇主負擔。
勞工對健康檢查、體格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二) 第三十四條規定摘要：
違反第十二條上列前五項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而不如期改善，
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三) 第三十五條規定摘要：
違反第十二條規定勞工拒不接受體格健檢者，處新台幣三仟元罰鍰。
勞工健康檢查實施目的：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創造良好的健康工作團隊，並提升整體工作效率。

107 年度勞動部新增法規
(一)勞職授字第 1060205113 號，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指定長期夜間工作之勞工為雇主應施行特定項目健康檢查之特定對象」，
夜間工作者需增加心電圖特殊項目檢查。
(二)職安衛生法四大指引：
因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2 條之要求，各事業單位需建置推動各類危害風
險評估(包括人因工程、過勞、職場暴力防制、母性保護)，規劃安全衛生自
主管理能力，並建立工作場所環境危害風險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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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健康保護措施推動之流程圖
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辨識與評估

依評估結果區分風險等級

告知評估結果並實施分級管理

是否有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勞工
是
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勞工個人健康風險評估

勞工健康狀況是否異常
是
是否需追蹤檢查或適性評估

是
轉介婦產科醫師

工作適性安排是否有疑慮
否

是
請職業醫學科醫師現場訪視
否
否

工作是否需調整

否

簽同意書

是
使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與勞工面談

調整或調換工作

定期追蹤管理與評估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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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健康保護及勞工工作場所環境與作業危害評估表
評估結果
危害類型

有

無

可能有
影響

物理性危害
1. 工作性質須經常上下階梯或梯架
2. 工作性質須搬抬物件上下階梯或梯架
3. 工作場所可能有遭遇物品掉落或移動性物品造
成衝擊衝撞
4. 暴露於有害輻射散布場所之工作
5. 暴露於噪音作業環境(TWA≧85dB)
6. 暴露於會引發不適之環境溫度 (熱或冷)
7. 暴露於高溫作業之環境
8. 暴露於極大溫差地區之作業環境
9. 暴露於全身振動或局部振動之作業
10.暴露於異常氣壓之工作
11.作業場所為地下坑道或空間狹小
12.工作場所之地板、通道、樓梯或台階有安全防
護措施
13.其他：
化學性危害
1. 暴露於依國家標準 CNS 15030 分類屬生殖毒性
物質第一級之作業環境：
（請敘明物質）
2. 暴露於依國家標準 CNS 15030 分類屬生殖細胞
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之作業環境：
（請敘明物
質）
3. 暴露於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作業環境
4. 暴露於製造或處置抗細胞分裂及具細胞毒性藥
物之作業環境
5. 暴露於對哺 乳 功 能 有 不 良 影響致危害嬰兒
健康之作業環境：（請敘明物質）
6. 其他：
生物性危害
1. 暴露於感染弓形蟲之作業環境
2. 暴露於感染德國麻疹之作業環境
3. 暴露於具有致病或致死之微生物：如 B 型肝炎
或水痘、C 型肝炎或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或肺結
核等
4. 其他：
人因性危害
1. 工作性質為處理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理作業
2. 工作須經常提舉或移動（推拉）大型重物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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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 搬抬物件之作業姿勢具困難度或經常反覆不正
常或不自然的姿勢
4. 工作姿勢經常為重覆性之動作
5. 工作姿勢會受空間不足而影響（活動或伸展空
間狹小）
6. 工作台之設計不符合人體力學，易造成肌肉骨
骼不適症狀
7. 其他：
工作壓力
1. 工作性質須輪班或夜間工作
2. 工作性質須經常加班或出差
3. 工作性質為獨自作業
4. 工作性質較無法彈性調整工作時間或安排休假
5. 工作性質易受暴力攻擊
6. 工作性質屬工作負荷較大或常伴隨精神緊張
7. 其他：
其他
1. 工作中須長時間站立
2. 工作中須長時間靜坐
3. 工作需頻繁變換不同姿勢，如經常由低位變換
至高位之姿勢
4. 工作中須穿戴個人防護具或防護衣或制服
5. 工作性質須經常駕駛車輛或騎乘摩拖車外出
6. 作業場所對於如廁、進食、飲水或休憩之地點
便利性不足
7. 工作場所未設置哺乳室或友善度不足
8. 其他：
評估結果(風險等級)
□ 第一級管理 □ 第二級管理 □ 第三級管理
評估人員簽名及日期：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勞工代表：

□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人資部門人員：
□受評估單位主管簽名：

評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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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德仁醫院-巡迴勞工健康檢查-X 光醫療巡迴車

視力、辨色力檢查

醫學為我們的生命增加歲數
健康檢查給予歲數添加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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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德仁醫院-勞工巡迴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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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健康檢查得於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
(內含醫院名單連結)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日期:106-04-27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為兼顧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品質
及便利性，放寬一般健康檢查得於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
查之醫療機構實施之，並溯自 104 年 1 月 1 日生效；另為保障公務人員權
益，各機關辦理 104 年度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費用補助，無須限定受檢之
醫療機構範圍。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醫院評鑑合格名單 ：
http://www.mohw.gov.tw/cht/DOMA/DM1.aspx?f_list_no=608&fod_list_no=897
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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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
醫療機構代碼

1532011163

認可年度

104

醫療機構名稱

德仁醫院

原醫療機構名稱

德仁醫院

郵遞區號

330

機構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２４５號

開業執照字號
代表人/負責醫師

劉錦勳

聯絡電話

03-3666491

勞工體檢聯絡人

胸腔科專科醫師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劉錦勳

耳鼻科專科醫師
認可醫療機構證明字號

德仁醫院

有效無效認可

有效

備註

醫院評鑑有效日期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健檢類別項目

認可醫療機構有效期限

一般健檢

1050101~1071231

巡迴一般健檢

1050101~10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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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仁醫院特約學校合約書
特約學校
特委託

（以下簡稱甲方），為維護員工暨眷屬健康，
德

仁

醫

院

（以下簡稱乙方），為甲方之特約醫院，

經雙方協議訂立內容如下：
一、 甲方之員工暨直系親屬（含配偶）
，到乙方就診時須出示服務證明（眷屬需
出示蓋有甲方印信之就診單或甲方員工陪同並出示服務證明），得享門診、
急診掛號費收費減免 50 元。
二、 甲方員工到乙方進行新進人員體檢項目與收費標準，依據附件一進行。甲方
年度勞工體檢項目與費用，雙方另行議定之。
三、 甲方新進人員到乙方進行體檢時，應出具身份證明供乙方核對（識別證）
，
並由受檢人員當場支付費用或承辦人代收。乙方應於三周內(含假日)完成體
檢及出具體檢報告，體檢報告應據實將受體檢人之各項告知、陳述及檢查結
果（含數據資料）詳細記錄於體檢報告上並簽註相關必要之意見。並將報告
以掛號方式郵寄送或親送給甲方。
乙方體檢承辦電話： 03-3701586
甲方體檢承辦人員：

電話：

分機：

甲方收件地址：
四、 甲方人員體格檢查若有重大異常情形，乙方應於七日內(含假日)通知甲方承
辦人，請承辦人盡速通知受檢人；若有群體傳染之虞或重大疾病，應在三個
工作日內以書面知會甲方承辦人。
五、 乙方可配合甲方需求，到甲方所在地進行員工四癌篩檢（乳癌、子宮頸癌、
大腸癌與口腔癌）服務，時間、場地與人數需配合國健局派車服務，乳癌需
15 人參與、子宮頸癌需 30 人參與，並持健保卡等，雙方另行協議之，相關
設備由乙方負責。甲方因業務需要醫師到場執行時，乙方同意協助派遣合格
醫師進行法令規定之業務，相關費用由甲方負擔之。
六、 乙方人員至甲方指定地點提供服務時，應遵守甲方相關環保、工安、門禁管
理規章之規定，並佩戴乙方識別證件供甲方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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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乙方切實遵守個資法相關規定，未經當事人以書面授權，不得將甲方員工相
關個人資料與檢查報告透露給無關之第三人。
八、 本合約書有效期間 一 年，自 107 年

月

日至

107

年

月

日止。本

合約到期前一個月，由雙方進行續約協商，如作業不及換約，有效期可順延
壹個月。
九、 如有未盡事宜經雙方同意協議修訂之，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
份。
十、 關於本合約之解釋及履行，雙方同意以桃園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 合 約 書 人 :
方：

(簽章)

乙

負責人（代表人）：

(簽章)

負 責 人：劉錦勳

甲

(簽章)

(簽章)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01885008

地

址：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 245 號

電

話：

電

話：03-3701586

聯 絡 人：王星淨

聯 絡 人：

中

德仁醫院

方: 德仁醫院

華

民

國

107 年

月

日

用心、認真、專業的健檢團隊為您服務

血液生化健康檢查同意書

肝、膽、胃、消化系統
A項健康檢查套组門診收費標準3700元，優待團體員工每名收費1900元

A項
A 型肝炎檢查
B型肝炎病毒檢查
C 型肝炎檢查

肝臟功能檢查

膽功能檢查
胃潰瘍檢查
腎臟功能檢查
胰臟功能檢查

內-107學(特)

A型肝炎(HAV-IgM)
B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C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CV)
鹼性磷酸酶 (ALK-P)
丙種球蛋白 (r-GPT)
總蛋白 (TP)
白蛋白 (ALB)
球蛋白 (GLO)
白蛋白/球蛋白比 (ALB/GLO)
總膽紅素 (T-Bil)
直接膽紅素 (D-Bil)
幽門螺旋桿菌 (HP)
腎絲球過濾速率(EGFR)
胰澱粉酵素 (Amylase)

曾經感染肝炎病毒檢查
B型肝炎帶原者檢查
是否具有B型肝炎抗體
是否具有C型肝炎抗體、對C型肝炎免疫
肝功能系統臨床綜合分析：阻塞性黃疸、藥物性肝炎、
酒精性肝炎、肝病變、肝癌、急慢性肝炎、肝腫瘤、實
質肝疾病、傳染性肝炎、肝硬化
黃膽、膽結石、肝細胞破壞
溶血、病毒肝炎、中毒性肝炎
此菌易造成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胃癌
腎臟損傷、尿毒症、腎功能障礙
急性胰臟炎、胰島功能受損、糖尿病症

心肌血管疾病與自體免疫系統之預防篩檢套組
B項健康檢查套组門診收費標準4000元，優待團體員工每名收費2000元
免疫功能異常、類風濕性關節炎
過敏免疫風濕因子 類風濕性自體免疫疾病 (RA)

B項

乳酸托氫酶 (LDH)
氨基轉移酶 (CPK)
動脈栓塞危險指數 同半胱胺酸 (HCY)
心肌梗塞初期指數 全肌肝酸脢 (CK-MB)
血清鉀 (K)
細胞調節平衡功能
血清鈣 (Ca)
特異性發炎指標 C-反應蛋白(CRP)
心血管梗塞風險

癌症指數篩檢套組
C項健康檢查套组門診收費標準4000元，優待團體員工每名收費2000元

C項
♂男性檢驗項目♂
鼻 咽 癌 檢 查
胰 臟 癌 檢 查
肺 癌 檢 查
胃 癌 檢 查
攝護腺癌檢查
*

癌症指標篩檢套組
鼻咽癌指標（EBV）
醣質抗原(CA-199)
肺癌檢查 (NSE)
癌症指標 (CA72-4)
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
腫瘤抗原（CA-125）

貧血檢查
凍齡基因檢測

♀女性檢驗項目♀
鼻 咽 癌 檢 查
胰 臟 癌 檢 查
肺 癌 檢 查
胃 癌 檢 查
*
卵 巢 癌 檢 查

單 價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抗老化、好氣色、好健康套組
D項健康檢查套组門診收費標準4000元，優待團體員工每名收費2000元

D項
甲狀腺機能檢查

心臟機能、心肌梗塞
中風、腦組織病變
腦血管、冠狀動脈硬化、心臟病等指標
反應心肌受損程度
心肌損傷、心律不整、神經肌肉震顫高低血鉀、
高低血鈣診斷指標、神經傳導之電解質參考
早期組織發炎之反應

四碘甲狀腺素（T4)
三碘甲狀腺素（T3）
甲狀腺激素（TSH）
地中海型貧血 (Hb-EP)
抗衰老指數 (SOD-RBC)

甲狀腺機能亢進或低下、急性甲狀腺炎、
甲狀腺腫瘤、毒性甲狀腺腫
遺傳性貧血、紅血球攜氧不足評估、染色體遺傳缺陷評估
檢測細胞衰老程度、自由基清除能力評估指標

高階精緻健檢項目自 以上A、B、C、D任兩項組合健康檢查標準收費7700~8000元，優待團體員工價為2900元
任三項組合健康檢查標準收費11700~12000元，優待團體員工為3500元
由配(健檢補助費用
請至人事室申請)
任四項組合健康體檢標準收費15700元，優待團體員工為5000元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編 號：

護 理 人 員：

姓 名：

先生

小姐

金 額：

飯前

飯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