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各醫院特色健康檢查方案說明 

 

一、 本方案配合醫院如下： 

本縣員榮醫院及員生醫院、秀傳紀念醫院、彰濱秀傳紀念醫院、衛生福

利部彰化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員林基督教醫院及鹿港基督教醫院等

8家醫院。 

二、本次健檢方案提供 2 種選擇(2 擇 1)，每方案 3500 元： 

方案1：單選套餐式特色健檢方案(如附件 1)。 

方案2：一般綜合性健檢方案(如附件 2) 

    三、 健檢方案內容如下圖： 

 

 

 

 

  2 選 1 
 

 

 

 

 

 

 

四、 配合國民健康署免費提供四癌篩檢服務，欲檢查者請攜帶健保卡查詢

是否符合下列資格： 

※子宮頸抹片：30 歲以上婦女每年一次 

※乳房攝影：(1)45-69 歲女性每 2 年一次 

(2)40-44 歲二等血親有乳癌病史 

※糞便潛血篩檢：50-69 歲每 2 年一次(大腸癌篩檢) 

※口腔癌篩檢：(1)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吸菸者每 2 年一次

(2)18-29 歲有嚼檳榔之原住民每 2 年一次 

五、 欲受檢同仁可逕與各醫院窗口聯繫並攜帶識別證與健保卡前往 

醫院受檢。 

一般綜合性健檢方案:各醫院檢查項
目不同，請參照附件 2。 

    

健檢 

方案 

單選套餐式特色健檢方案:本方案係針對國

人常見疾病規劃 7項檢查項目(低劑量肺癌

篩檢高階電腦斷層、胃鏡、大腸鏡、超音波

心臟圖、頸動脈超音波檢查、運動心電圖檢查、

腹部超音波)，各醫院檢查項目不同，請參照附

件1。 



彰化縣各醫院單選套餐式特色健檢方案 
 

醫院名稱 特色健檢項目 健檢窗口及電話 

員榮醫院 

3 選 1 

3500 元 

1. 低劑量肺癌篩檢高階電腦斷層。 

2. 胃鏡或大腸鏡(二選一，不含靜脈麻

醉)。 

3. 超音波心臟圖、頸動脈超音波檢查、 

運動心電圖檢查、腹部超音波。 

健檢中心/張燕寧護理

04-8326161 分機 3030 

員生醫院 

3 選 1 

3500 元 

1. 低劑量肺癌篩檢高階電腦斷層。 

2. 胃鏡或大腸鏡(二選一，不含靜脈麻

醉)。 

3. 超音波心臟圖、頸動脈超音波檢查、 

運動心電圖檢查、腹部超音波。 

健檢中心/張燕寧護理

04-8326161 分機 3030 

秀傳紀念醫院 

3 選 1 

3500 元 

1. 低劑量肺癌篩檢專案。 

2. 心臟超音波檢查專案(可加腹部超音

波或頸動脈超音波檢查或運動心電圖

其中一項(三選一) 

3. 胃鏡檢查 (不含麻醉)。 

4. 大腸鏡檢查 (不含麻醉)。 

健檢中心 

/04-7123456/彰化縣

彰化市南平街 61 巷 6 

號 

彰濱秀傳

紀念醫院 

3500 元 

1. 低劑量肺癌電腦斷層攝影檢查。 高檢中心/黃惠珍護理

師 7813888#76022； 

7073255 

衛生福利部

彰化醫院 

2 選 1 

3500 元 

1. 胃鏡及大腸鏡(不含無痛)。 

2. 160 列低劑量肺癌電腦斷層攝影檢

查。 

3 樓健康管理中心 

/04-8298686 轉

3311、3322 

彰化基督教醫院 

3500 元 

肝臟超音波、腎臟超音波及頸動脈超音

波。 

教學研究大樓 3 樓 

/04-7238595 分機 4352 

或 7277984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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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健檢方案 

□ E方案：3500元 

檢查項目 內容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BMI、視力、色盲、血壓、脈搏 

醫師檢查 含頸部、胸部、心臟、腹部、四肢等 

無痛內視鏡 胃鏡或大腸鏡(二選一) 

 

□F方案：3500 元 

檢查項目 內容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腰圍、BMI、視力、色盲、血壓、脈搏 

醫師檢查 含頸部、胸部、心臟、腹部、四肢等 

超音波心臟圖 彩色杜卜勒心臟超音波 

頸動脈超音波檢查 頸動脈超音波 

馬斯特運動心電圖 運動心電圖檢查 

腹部超音波 
肝、膽囊、胰、脾、下腔靜脈、腹主動脈、腎臟 

及其他腹部超音波 

 

   連絡人：社區醫學部張燕寧護理師 

   連絡電話：04-8326161-3030或 0961226886 



[鍵入文字] 

 

 A 公務人員基礎專案 3,500元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意義 

疾病史評估 理學檢查 專科主治醫師為您作身體健康評估。 

一般體格檢查 

1.既往歷及作業經歷之調查。 

了解身體基本功能是否正常。 

2.各系統之物理檢查 

3.身高.體重.視力.色盲. 

4.血壓及聽力.腰圍. 

5.醫師問診。 

血液檢查 

1.白血球(WBC) 

了解有無白血病、身體造血功能、有無貧血或細菌感

染及血液凝固等機能。 

2.血色素(HGB) 

3.紅血球(RBC) 

4.紅血球容積比(HCT) 

5.紅血球平均體積(MCV) 

6.血小板(PLT) 

7.平均紅血球血紅素量(MCH) 

8.平均紅血球血紅素濃(MCHC) 

肝功能檢查 

1.血清麩草酸轉胺(GOT) 

檢查是否有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膽功能異常、肝

腫瘤及膽道阻塞、營養狀態等症狀。 

2.胺基丙酸轉胺酶(GPT) 

3.總膽紅素(T-BIL) 

4.直接膽紅素(D-BIL) 

腎功能檢查 

1.尿素氮(BUN) 

檢查腎臟有無代謝性功能障礙、尿毒症、痛風或腎炎。 2.肌酸酐(Blood Creatinine) 

3.尿酸(UA) 

尿液檢查 

1.硝酸鹽(NIT) 

檢查腎臟及泌尿道有無感染出血等方面的疾病。 

2.酸鹼值(PH) 

3.蛋白質(PRO) 

4.尿糖(GLU) 

5.酮體(KETRITE) 

6.尿膽素元(URO) 

7.膽紅素(BILIRUBIN) 

8.尿潛血反應(OB) 

9.白血球(WBC) 

10.比重 Sp.gr 

肝炎檢查 

1.A型肝炎抗體 

檢查有無 A、B、C 型肝炎感染及抗體。 
2.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 

3.B型肝炎表面抗體(HBsAb) 

4.C型肝炎檢查(Anti-HCV) 

心臟血管功能檢查 高敏感性 C反應蛋白(hs-CRP) 評估未來發生心血管疾病風險。 

血脂肪檢查 

1.血清總膽固醇(CHOL) 

了解體內脂肪代謝是否正常及是否有高血脂症。 
2.三酸甘油脂(TG) 

3.高密度膽固醇(HDL)       

4.低密度膽固醇(LDL)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意義 

心電圖 心電圖檢查 EKG 檢查有無心律不整或心臟方面等疾病。 

癌症檢查 

1.AFP－腫瘤標記 肝癌的篩檢。 

2.CEA－腫瘤標記 胃癌、大腸癌、直腸癌的篩檢。 

3.CA199—腫寮標記 胰臟癌的篩檢。   

4.PSA－腫瘤標記(男性) 攝護腺癌的篩檢。 

5.CA153-腫瘤標記(女性) 乳癌的篩檢。 

新陳代謝檢查 
1.血糖檢查-飯前 GLU 檢查血糖耐受度及有無糖尿病。 

糖化血色素(HbA1C) 了解 3個月內血糖控制情形。 

糞便檢查 糞便潛血檢查 檢查有無腸胃道出血、大腸癌及腸胃道癌的篩檢。 

X光檢查 1.胸部 X光 
檢查有無肺結核、肺炎、肺癌、肋膜積水或心臟肥大

等。 

超音波檢查                   
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脾、胰檢查) 

檢查肝、膽、腎、脾、胰等器官組織有無腫瘤、結石

或其他病變 

 
 



 
 

B 公務人員低劑量肺癌篩檢專案 3,500元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意義 

64切電腦斷層檢查 低劑量肺癌篩檢檢查 

肺部腫瘤及病變檢查。 

建議檢查族群： 

(1) 年齡介於 55～74歲，抽菸史超過 30包年（即每天抽 1

包菸，超過 30 年；或每天兩包，超過 15 年；或每天 3

包，超過 10 年等），目前仍在抽菸或戒菸尚未超過 15

年者年。 

(2) 有肺癌家族史的民眾 

自由基檢測 

氧化蛋白質 

了解體內氧化壓力變化，預防老化及動脈硬化。 

氧化基酸肝 

癌症檢查 肝癌檢查(AFP) 肝癌的篩檢。 

尿液檢查 尿生化檢查(十項) 檢查腎臟及泌尿道有無感染出血等方面的疾病。 

糞便檢查 糞便潛血檢查 檢查有無腸胃道出血、大腸癌及腸胃道癌的篩檢。 

 

 

C 公務人員心臟超音波檢查專案 3,500元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意義 

心臟超音波檢查專案 心臟超音波檢查 
此項檢查可進行心臟結構和功能的評估，瞭解心臟的

大小、收縮情形，判斷心臟瓣膜活動的情況。 

可加選 1項 

(三選一) 

                 

1.腹部超音波 

(肝、膽、腎、脾、胰檢查) 

檢查肝、膽、腎、脾、胰等器官組織有無腫瘤、結石

或其他病變 

2.頸動脈超音波檢查 

了解血管(頸部動脈、總頸、內頸及外頸動脈、脊椎

動脈)有無動脈硬化、狹窄，甚至阻塞，評估將來發

生腦中風的可能性。 

3.運動心電圖檢測 

藉由此項檢查評估心臟是否有心肌缺氧的情形，進而

瞭解冠狀動脈是否有阻塞。 

建議檢查族群： 

(1) 40 歲以上男性及 50 歲以上女性。 

(2) 日常生活中常發生心悸、胸悶、呼吸困難等症狀民眾。 

(3) 心血管疾病高危險群，如高血壓、高血脂症及心臟病

家族史民眾。 

※事前準備：請穿著運動鞋※ 

自費加項 

腹部超音波  +809元 

頸動脈超音波  +819元 

運動心電圖  +819元 

 



 
D 公務人員胃鏡專案 3,500元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意義 

胃鏡檢查專案 

胃鏡 確認有無食道、胃及十二指腸潰瘍、發炎或腫瘤等 

肝功能檢查 
檢查是否有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膽功能異常、肝腫瘤及

膽道阻塞、營養狀態等症狀。 

腎功能檢查 檢查腎臟有無代謝性功能障礙、尿毒症、痛風或腎炎。 

肝炎檢查(B.C型) 檢查有無B、C型肝炎感染及抗體。 

血脂肪檢查 了解體內脂肪代謝是否正常及是否有高血脂症。 

心電圖檢查 檢查有無心律不整或心臟方面等疾病。 

超音波檢查(腹部) 
檢查肝、膽、腎、脾、胰等器官組織有無腫瘤、結石或其他

病變 

癌症檢查

(AFP.CEA.CgA.CA72-4) 
肝癌、胃癌、大腸癌、直腸癌的篩檢。 

自費加項 

1.大腸鏡    +2,210元 診斷有無大腸道出血、息肉、腫瘤或痔瘡等。 

2.無痛麻醉  +3,200元 

(麻醉專科醫護團隊) 

麻醉專科醫護團隊全程陪同，隨時監控調整，經由靜脈給 

予短效之鎮靜及麻醉止痛藥物，減少檢查時的恐懼與痛楚，

提升檢查舒適度。 

 
 

E 公務人員大腸鏡專案 3,500元 
 

大腸鏡檢查專案 

大腸纖維鏡 

(含清腸藥劑) 
診斷有無大腸道出血、息肉、腫瘤或痔瘡等 

CO2 充氣系統使用 

運用二氧化碳可快速被腸道吸收的原理，有效降低使用空氣

傳統鏡檢後腹部脹痛的不適，搭配無痛大腸鏡進行檢查，在

您甦醒之際，已迅速消脹。 

自費加項 

1.胃鏡      +1,260元 確認有無食道、胃及十二指腸潰瘍、發炎或腫瘤等。 

2.無痛麻醉  +3,200元 

(麻醉專科醫護團隊) 

麻醉專科醫護團隊全程陪同，隨時監控調整，經由靜脈給 

予短效之鎮靜及麻醉止痛藥物，減少檢查時的恐懼與痛楚，

提升檢查舒適度。 

【彰化秀傳醫院高級健康檢查中心：彰化市南平街 38號(延平大樓 11樓) 】 

電話:04-7256166轉 66277、66231專線:04-7119119 

※預做檢查請提前兩個禮拜來電預約並出示公務人員識別證※ 



檢查項目 低劑量肺癌電腦斷層

價格 3500元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高檢中心聯絡人 黃惠珍 護理師

電話：7813888#76022；7073255

彰化縣政府公務人員健檢專案(3500元)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彰化醫院彰化醫院彰化醫院    
    2017201720172017----2019201920192019「「「「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99999999----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健檢健檢健檢健檢 AAAA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3500350035003500 元元元元    序序序序號號號號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血壓、視力、辨色力、眼壓、體脂肪測試 

2 醫師檢查 含頸部、胸部、心臟、腹部、四肢等理學檢查 

3 血液常規 

紅血球、血紅素、血球容比、平均紅血球容積、平均紅血球血色素、平均紅

血球色素濃度、白血球、血小板總數、嗜中性球、淋巴球、單核球、嗜依紅

性球、嗜鹼性球 

4 腸癌篩檢 大腸癌篩檢 CEA 

5 攝護腺癌篩檢 攝護腺癌篩檢 PSA（男） 

6 卵巢癌篩檢 卵巢癌篩檢 CA125（女） 

7 肝癌篩檢 胎兒蛋白檢查 AFP 

8 肝功能檢查 SGOT、SGPT、ALK-p 

9 A 型肝炎檢查 A 型肝炎抗體 IGM 

10 B 型肝炎檢查 B 型肝炎表面抗原檢查 HbsAg、B 型肝炎表面抗體檢查 Anti-HBs 

11 C 型肝炎檢查 C 型肝炎病毒抗體檢查 Anti-HCV 

12 膽紅素檢查 T-Bili 

13 酒精性肝炎篩檢 r-GT 

14 血清蛋白檢查 albumin、T-protein 

15 脂蛋白檢查 高密度膽固醇 HDL、低密度膽固醇 LDL  

16 血脂肪檢查 膽固醇總量、三酸甘油脂 

17 腎功能檢查 Creatinine (肌酸酐)、BUN 

18 痛風檢查 Uric acid（尿酸） 

19 血糖檢查 飯前血糖測定 

20 甲狀腺檢查 TSH 及 Free T4 

21 類風濕性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檢查 

22 抗核抗體 抗核抗體檢查 ANA 

23 尿液常規 尿蛋白、糖、紅血球、白血球、膿細胞、上皮細胞、圓柱體 

24 微蛋白尿檢查 Microalbuminuria、肌酸酐、總蛋白（早期腎功能病變檢查） 

25 胸部 X 光檢查 胸部 X 光檢查 

26 腹部 X 光檢查 腹部 X 光檢查 

27 腹部超音波檢查 腹部超音波檢查（含肝、膽、胰、脾、腎超音波檢查） 

28 靜式電圖檢查 心電圖檢查 

29 骨質疏鬆檢查 骨質密度檢查(含腰椎、大腿骨) 

上述共 29 項適合公教人員工作特色之健檢、另可依個人需求加項其專案項目(詳見下頁) 

適用對象遍及全國各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暨公營機構員工、退休人員及眷屬(父母親、子女、配偶) 

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04:04:04:04----8298686829868682986868298686 轉轉轉轉 3333311311311311、、、、3322332233223322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808080 號號號號/3/3/3/3 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彰化醫院彰化醫院彰化醫院    
2020202017171717----2019201920192019「「「「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99999999----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健檢健檢健檢健檢」」」」加購方案加購方案加購方案加購方案    

加購加購加購加購檢查項目則由個人依需求額外增加檢查項目則由個人依需求額外增加檢查項目則由個人依需求額外增加檢查項目則由個人依需求額外增加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健保價健保價健保價健保價    專案價專案價專案價專案價    

糞便常規檢查 糞便潛血免疫分析檢查 80 80 

超音波檢查    
心臟超音波檢查 3,200 2,880 

頸動脈超音波檢查(含顱內) 3,700 3,330 

內視鏡檢查 

無痛式胃鏡 3,500 3,150 

無痛式大腸鏡 4,250 3,400 

碳 13呼氣檢查                                            

(不須經由內視鏡檢查，即可檢驗幽門桿菌測試) 
   1,300 1,150 

放射科檢查 

乳房攝影檢查 1,245 1,100 

160列冠狀動脈電腦斷層攝影檢查 15,000 13,500 

160列腹部電腦斷層攝影檢查 15,000 13,500 

160列骨盆腔及下肢血管電腦斷層攝影檢查 15,000 13,500 

160列低劑量肺癌電腦斷層攝影檢查 7,000 6,300 

頭部核磁共振掃描儀檢查 6,500 5,800 

頸椎核磁共振掃描儀檢查 6,500 5,800 

腰椎核磁共振掃描儀檢查 6,500 5,800 

胸椎核磁共振掃描儀檢查 6,500 5,800 

整合型健檢專案 平安、吉祥、如意、喜樂、福氣、永保安康健檢套餐 
參考目錄 

(另洽) 

依團體價 

(另洽) 

專案型健檢專案 
寶貝辛肝、心心相惜、寵愛女人、保 ME 防癌、嬌身慣

癢健檢套餐 

參考目錄 

(另洽) 

依團體價 

(另洽) 

◎整合型、專案型健檢套餐請參考本院提供之健康套餐目錄 

◎本中心健康檢查皆採預約制 

◎本院配合國民健康署免費提供四癌篩檢服務，欲檢查者敬請攜帶健保卡查詢是否符合下列資格： 

  ※子宮頸抹片：30歲以上婦女每年一次 

  ※乳房攝影：(1)45-69歲女性每 2年一次  

              (2)40-44歲二等血親有乳癌病史 

  ※糞便潛血篩檢：50-69歲每 2年一次(大腸癌篩檢) 

  ※口腔癌篩檢：(1)30歲以上有嚼檳榔、吸菸者每 2年一次 

                (2)18-29歲有嚼檳榔之原住民每 2年一次 
 
 

    

    

    

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04:04:04:04----8298686829868682986868298686 轉轉轉轉 3311331133113311、、、、3323323323322222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808080 號號號號/3/3/3/3 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彰化醫院彰化醫院彰化醫院    
    2017201720172017----2012012012019999「「「「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99999999----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健檢健檢健檢健檢 BBBB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3500350035003500 元元元元    序序序序號號號號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 胃鏡(不含無痛) 

2 下消化道內視鏡檢查 大腸鏡(不含無痛) 

另可依個人需求加項其專案項目(詳見下方) 

適用對象遍及全國各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暨公營機構員工、退休人員及眷屬(父母親、子女、配偶) 

    

    

    

    

    

    

    

    

    

2012012012017777----2012012012019999「「「「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99999999----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健檢健檢健檢健檢 BBBB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加購方案加購方案加購方案加購方案    
加購加購加購加購檢查項目則由個人依需求額外增加檢查項目則由個人依需求額外增加檢查項目則由個人依需求額外增加檢查項目則由個人依需求額外增加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健保價健保價健保價健保價    專案價專案價專案價專案價    

腎功能檢查 
肌酸酐(Creatinine) 40 40 

尿素氮(BUN) 40 40 

麻醉前評估 
靜式心電圖 150 150 

胸部 X 光 200 200 

無痛式麻醉    兩部位 4000 3150 

◎本中心健康檢查皆採預約制 

◎本院配合國民健康署免費提供四癌篩檢服務，欲檢查者敬請攜帶健保卡查詢是否符合下列資格： 

  ※子宮頸抹片：30 歲以上婦女每年一次 

  ※乳房攝影：(1)45-69 歲女性每 2 年一次  

              (2)40-44 歲二等血親有乳癌病史 

  ※糞便潛血篩檢：50-69 歲每 2 年一次(大腸癌篩檢) 

  ※口腔癌篩檢：(1)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吸菸者每 2 年一次 

                (2)18-29 歲有嚼檳榔之原住民每 2 年一次 
 
 

    

    

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04:04:04:04----8298686829868682986868298686 轉轉轉轉 3311331133113311、、、、3322332233223322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808080 號號號號/3/3/3/3 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彰化醫院彰化醫院彰化醫院    
    2017201720172017----2012012012019999「「「「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99999999----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全國公教健檢健檢健檢健檢 BBBB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3500350035003500 元元元元    序序序序號號號號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放射科檢查 160 列低劑量肺癌電腦斷層攝影檢查 

2 醫師檢查 含頸部、胸部、心臟、腹部、四肢等理學檢查 

 

適用對象遍及全國各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暨公營機構員工、退休人員及眷屬(父母親、子女、配偶) 

    

    

    

    
◎本中心健康檢查皆採預約制 

◎本院配合國民健康署免費提供四癌篩檢服務，欲檢查者敬請攜帶健保卡查詢是否符合下列資格： 

  ※子宮頸抹片：30 歲以上婦女每年一次 

  ※乳房攝影：(1)45-69 歲女性每 2 年一次  

              (2)40-44 歲二等血親有乳癌病史 

  ※糞便潛血篩檢：50-69 歲每 2 年一次(大腸癌篩檢) 

  ※口腔癌篩檢：(1)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吸菸者每 2 年一次 

                (2)18-29 歲有嚼檳榔之原住民每 2 年一次 
 
 

    

    

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預約及諮詢專線:04:04:04:04----8298686829868682986868298686 轉轉轉轉 3311331133113311、、、、3322332233223322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二段 80808080 號號號號/3/3/3/3 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樓健康管理中心    



 

2019年彰化縣公務人員健檢專案 

檢  查  項  目  及  類  別 

A 

專案 

B 

專案 

超音波 

專案 

3500 3500 3500 

 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血壓、脈博、腰圍 ◎ ◎ ◎ 

 家醫科  全身物理性評估、醫師問診 ◎ ◎ ◎ 

 眼科  視力、辨色力檢查、眼壓檢查 ◎ ◎ ◎ 

 尿液常規 

 尿蛋白 PRO、膽素原 URO、尿糖 GLU、亞硝鹽 NIT 

 膽紅素 BIL、潛血 OB、酮體 KET、酸鹼值 PH 

 白血球 LEU、比重 SG、尿液沉渣鏡檢查六項 

◎ ◎  

 血液常規檢查 

 白血球 WBC、紅血球 RBC、血色素 Hb、血小板 PLT 

 血球容積 HCT、紅血球大小分佈寬度 RDW 

 平均血球容積 MCV、平均紅血球血紅素量 MCH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濃度 MCHC 

◎ ◎  

 糞便檢查  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 ◎ ◎  

 血糖檢查  飯前血糖 Ac Suger、 糖化血色素 HbA1C ◎ ◎  

 肝膽功能檢查 

 血清麩草酸轉氨基酶(SGOT) 

 血清麩丙酮酸轉氨基酶(SGPT) 
◎ ◎  

 總膽紅素 T-Bil ◎ ◎  

 腎功能檢查  肌酸酐 Creatinine  ◎ ◎  

 尿酸檢查  尿酸 Uric Acid ◎ ◎  

 血脂肪檢查 

 三酸甘油脂（triglycerin）、總膽固醇（cholestero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C 

◎ ◎  

 腫瘤標記 
 甲型胎兒球蛋白 AFP ◎ ◎  

 攝護腺特異抗原 PSA(男性)、乳腺癌 CA153 (女性) ◎   

 其他血液檢查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  

 X 光檢查 
 胸部 X 光檢查 CXR ◎ ◎  

 腹部 X 光檢查 KUB  ◎  

 超音波檢查 

 肝臟超音波 ◎ ◎ ◎ 

 腎臟超音波   ◎ 

 頸動脈超音波   ◎ 

 靜式心電圖  心臟功能檢查 EKG ◎ ◎  

 電腦斷層檢查  肺臟電腦斷層 CT    

 無痛內視鏡檢查 
 無痛胃鏡檢查    

 無痛大腸鏡檢查    

 







     公 務 人 員  3500 元 方 案 1 

檢 查 項 目 檢   查   內   容 臨  床  意  義 
疾病史評估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健康行為 健康評估及有無家族病史 

一般理學檢查 身高、體重、體脂肪率、血壓、脈搏、
視力、色盲 

評估體重是否過重或過輕、體脂肪過
高、肥胖、心律不整、高血壓、檢查視
力情形、色盲 

健康評估 專業醫師理學檢查 
(含頭頸部、胸部、心臟、腹部、四肢等) 全身物理性評估 

血液常規檢查 

(1)血液常規檢查 
紅血球計數、白血球計數、血色素檢查、
紅血球容積、平均血球容積、平均紅血
球血紅素、平均紅血球血紅素濃度、血
小板計數 
(2)白血球分類檢查 
鹼性球、顆粒球、淋巴球、單核球、酸
性球 

評估有無貧血、再生不良性貧血、地中
海型貧血、淋巴性白血病、慢性骨髓性
白血病、血小板過多症、血小板減少症 
 
評估有無細菌性感染、敗血症、白血病
及其他血液癌症 

尿液常規檢查 

外觀、顏色、酸鹼值、蛋白質、尿糖、
酮體、圓柱體、尿結晶體、細菌、尿膽
原、膽汁色素、潛血反應、白血球酯、
紅血球、白血球、上皮細胞 

評估有無尿路感染、尿路結石、蛋白尿、
腎功能不良、糖尿病、腎病症候群、膽
道阻塞等 

糞便潛血檢查 免疫法糞便潛血 評估有無腸胃道出血、潛血反應 

糖尿病檢查 飯前血糖 檢查血糖耐受度及有無糖尿病 

肝功能檢查 草醋酸轉氨基酶（SGOT） 
丙酮酸轉氨基酶（SGPT） 評估有無肝功能異常 

肝炎檢查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 Ag）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C型肝炎抗體（Anti-HCV） 

評估有無感染 B 型肝炎、B 肝帶原者、
是否有 B 型肝炎抗體 
評估是否感染過或帶原 C型肝炎 

血脂肪與心血
管風險因子檢
查 

三酸甘油脂（TG）、膽固醇（CHOL） 
高密度膽固醇（HDL-C） 
低密度膽固醇（LDL-C） 

心血管病變危險因子檢驗( 脂肪代謝異
常、血液循環功能、動脈硬化症、潛在
性心臟血管病變危險因子之評估) 

腎臟功能檢查 血中尿素氮（BUN）、 
肌酸酐（Creatinine）、尿酸（UA） 

評估有無腎臟功能障礙、腎衰竭、尿毒
症、腎炎評估有無痛風 

X光檢查 胸部正面 X光(CXR PA view) 評估有無肺腫、肺炎、肋膜積水、心臟
擴大、肺癌等 

心電圖檢查 靜式心電圖(EKG) 評估有無心律不整、心肌缺氧、傳導異
常 

腹部超音波 肝臟、膽囊、胰臟、脾臟 評估有無脂肝、肝腫瘤、膽結石、膽囊
瘜肉、胰臟、脾臟病變等 

骨質密度攝影 骨質密度檢查（Bone Density） 評估有無骨質流失、骨質疏鬆 

身體質量指數
及體脂肪檢測 

體脂肪檢測 
身體質量指數 BMI 

精確計算出全身脂肪組成成份分析，進
一步提供醫師診斷慢性病及肥胖原因 

醫師總結 由醫師健康諮詢並針對個人講解檢查報
告 

由專業醫師根據個人初步檢查報告彙整
解說，予以衛教諮詢及健康促進等建議 

   健康檢查注意事項 
   1、檢查前必須空腹 8小時 
   2、請攜帶您的證件至健康檢查中心報到 
   3、平日服用藥物可於完成飯前檢查後服用 
   4、檢查當天請穿著寬鬆衣物，避免帶貴重物品及濃妝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地下一樓)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480號   
              健康諮詢電話：7779595分機 7030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8：00-11：30  13：30~17：00星期六： 8：00-11：30 
 
54730-11-201705 

鹿港基督教醫院 



 

0公務人員體檢—方案 2 

檢查項目 

疾病史評估 

一般理學檢查 

眼科檢查 

健康評估 

檢查內容 

疾病史、過敏史、家族病史、健康行為 

身高、體重、血壓、脈搏、腰圍 

視力、色盲 

臟、腹部、四肢等) 

心血管因子檢查 ＣＰＫ值、乳酸脫氫脢、高靈敏性 CRP 

甲狀腺功能檢查 甲狀腺刺激素（TSH） 

游離甲狀腺素(Free T4) 

內分泌檢查 血清磷 P、血清鈣 Ca 體內骨質的形成、能量儲存與釋出 
評估有無副甲狀腺功能低下、甲狀腺功能亢進、腎臟 
病 

評估有無腸胃道出血、潛血反應 

評估有無阻塞性或侷限性肺功能異常 

評估有無肺氣腫、肺炎、肋膜積水、心臟擴大、肺癌 

等 

心電圖檢查 

腹部超音波 

腎臟超音波 

骨質密度攝影 

體脂肪檢查 

醫師總結 

靜式心電圖(EKG) 

肝臟、膽囊、胰臟、脾臟 

腎臟(kidney) 

膀胱(urinery bladder) 

骨質密度檢查（Bone Density） 

體脂肪 

由醫師健康諮詢並針對個人講解檢查報 

告 

評估有無骨質流失、骨質疏鬆 

評估體脂肪重量、肌肉重量 

由專業醫師根據個人初步檢查報告彙整解說，予以衛 

教諮詢及健康促進等建議 

評估有無心律不整、心肌缺氧、傳導異常 

評估有無脂肪肝、肝腫瘤、膽結石、膽囊瘜肉、胰臟、 

脾臟病變等 

泌尿道組織腫瘤、囊腫、結石、其他病變 

心血管組織炎症篩檢 

評估有無甲狀腺機能亢進或低下 

臨床意義 

健康評估及有無家族病史 

評估體重是否過重或過輕、肥胖、心律不整、高血壓 

檢查視力情形、色盲、青光眼 

CCH  

專業醫師理學檢查(含頭頸部、胸部、心 全身物理性評估 

糞便潛血檢查 

肺功能 

X 光檢查 

免疫法糞便潛血 

肺功能檢查（PFT Exam） 

胸部正面 X 光(CXR PA view) 

鹿基醫院提供健康服務項目為:注意事項： 

1.提供健康檢查報告一份。1.於受檢日前一天晚上12點以後禁食。 

2.提供每人早餐一份2.請攜帶健保卡至地下室健康檢查中心報到。 
3.健康檢查報告說明，專科醫師與護理師解說與衛教。3.平日服用藥物可於完成空腹檢查後服用。 

聯絡人:施麗君聯絡電話:7779595分機7030  .受檢日提供醫院停車場免費停車。 

備註：辦理口腔癌、大腸癌、女性子宮頸癌及女性乳癌之篩檢者，得經篩檢者同意執行，其檢查結果不列入健康檢查紀錄表，認 
可醫療機構應依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規定之篩檢對象、時程、資料申報、經費及其他規定事項辦理檢查與申報資料，篩 
檢經費由國民健康署支付。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480 號 地下一樓健康檢查中心 專線電話（04）：7840770 傳真號碼（04）：7840300 

鹿港基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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