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公教員工及一般民眾公教員工及一般民眾公教員工及一般民眾公教員工及一般民眾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菁英菁英菁英菁英 AAAA    心血管心血管心血管心血管 BBBB    肺癌肺癌肺癌肺癌 CCCC    保腸健胃保腸健胃保腸健胃保腸健胃 DDDD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1.1.1.1.一般檢查一般檢查一般檢查一般檢查    
身高身高身高身高、、、、體重體重體重體重、、、、血壓血壓血壓血壓、、、、視力視力視力視力、、、、辨色力辨色力辨色力辨色力、、、、腰圍腰圍腰圍腰圍、、、、

體脂肪測試體脂肪測試體脂肪測試體脂肪測試    
＊＊＊＊    ＊＊＊＊    ＊＊＊＊    ＊＊＊＊    ＊＊＊＊    ＊＊＊＊    ＊＊＊＊    ＊＊＊＊    

2.2.2.2.眼科醫師眼科醫師眼科醫師眼科醫師專專專專

科檢查科檢查科檢查科檢查    
眼底眼底眼底眼底、、、、眼壓眼壓眼壓眼壓、、、、角膜瞳孔角膜瞳孔角膜瞳孔角膜瞳孔、、、、眼瞼結膜眼瞼結膜眼瞼結膜眼瞼結膜    ＊＊＊＊    ＊＊＊＊    ＊＊＊＊    ＊＊＊＊    ＊＊＊＊    ＊＊＊＊    ＊＊＊＊    ＊＊＊＊    

3333....醫師檢查醫師檢查醫師檢查醫師檢查    
含頸部含頸部含頸部含頸部、、、、胸部胸部胸部胸部、、、、心臟心臟心臟心臟、、、、腹部腹部腹部腹部、、、、四肢等理學四肢等理學四肢等理學四肢等理學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 ＊＊＊＊ ＊＊＊＊    ＊＊＊＊    ＊＊＊＊    ＊＊＊＊    ＊＊＊＊    ＊＊＊＊    

4444....血液檢查血液檢查血液檢查血液檢查    

紅血球紅血球紅血球紅血球、、、、血紅素血紅素血紅素血紅素、、、、血球容比血球容比血球容比血球容比、、、、平均紅血球平均紅血球平均紅血球平均紅血球

容積容積容積容積、、、、平均紅血球血色素平均紅血球血色素平均紅血球血色素平均紅血球血色素、、、、平均紅血球平均紅血球平均紅血球平均紅血球色色色色

素濃度素濃度素濃度素濃度、、、、白血球白血球白血球白血球、、、、血小板總數血小板總數血小板總數血小板總數、、、、嗜中性球嗜中性球嗜中性球嗜中性球、、、、

淋巴球淋巴球淋巴球淋巴球、、、、單核球單核球單核球單核球、、、、嗜伊紅性球嗜伊紅性球嗜伊紅性球嗜伊紅性球、、、、嗜鹼性球嗜鹼性球嗜鹼性球嗜鹼性球    

＊＊＊＊ ＊＊＊＊ ＊＊＊＊    ＊＊＊＊    ＊＊＊＊    ＊＊＊＊    ＊＊＊＊    ＊＊＊＊    

5555....尿液常規尿液常規尿液常規尿液常規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尿蛋白尿蛋白尿蛋白尿蛋白、、、、尿糖尿糖尿糖尿糖、、、、紅血球紅血球紅血球紅血球、、、、白血球白血球白血球白血球、、、、膿細胞膿細胞膿細胞膿細胞、、、、

上皮細胞上皮細胞上皮細胞上皮細胞、、、、圓柱體圓柱體圓柱體圓柱體、、、、酸鹼度酸鹼度酸鹼度酸鹼度、、、、尿潛血尿潛血尿潛血尿潛血、、、、膽膽膽膽

紅素紅素紅素紅素、、、、尿膽素原尿膽素原尿膽素原尿膽素原、、、、尿比重尿比重尿比重尿比重、、、、白血球酯酶白血球酯酶白血球酯酶白血球酯酶、、、、

亞硝酸亞硝酸亞硝酸亞硝酸、、、、酮體酮體酮體酮體    ＊＊＊＊ ＊＊＊＊ ＊＊＊＊    ＊＊＊＊    ＊＊＊＊    ＊＊＊＊    ＊＊＊＊    ＊＊＊＊    

尿沉渣鏡檢尿沉渣鏡檢尿沉渣鏡檢尿沉渣鏡檢((((尿紅血球尿紅血球尿紅血球尿紅血球、、、、尿白血球尿白血球尿白血球尿白血球、、、、上皮上皮上皮上皮

細胞細胞細胞細胞、、、、結晶體結晶體結晶體結晶體、、、、尿圓柱體尿圓柱體尿圓柱體尿圓柱體))))    

6666....糞便檢查糞便檢查糞便檢查糞便檢查    潛血反應檢查潛血反應檢查潛血反應檢查潛血反應檢查((((定性定性定性定性))))    ＊＊＊＊ ＊＊＊＊ ＊＊＊＊    ＊＊＊＊    ＊＊＊＊    ＊＊＊＊    ＊＊＊＊    ＊＊＊＊    

7777....肝功能肝功能肝功能肝功能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丙酮轉氨基脢丙酮轉氨基脢丙酮轉氨基脢丙酮轉氨基脢 SSSS----GPTGPTGPTGPT    

草酸轉氨基脢草酸轉氨基脢草酸轉氨基脢草酸轉氨基脢 SSSS----GOTGOTGOTGOT    

鹼磷鹼磷鹼磷鹼磷酵素酵素酵素酵素 ALKALKALKALK----PPPP    

丙丙丙丙----麩氨酸轉氨酶麩氨酸轉氨酶麩氨酸轉氨酶麩氨酸轉氨酶 rrrr----GTGTGTGT    

總蛋白總蛋白總蛋白總蛋白 Total proteinTotal proteinTotal proteinTotal protein    

白蛋白白蛋白白蛋白白蛋白 AlbuminAlbuminAlbuminAlbumin    

球蛋白球蛋白球蛋白球蛋白 GlobubinGlobubinGlobubinGlobubin    

白蛋白白蛋白白蛋白白蛋白////球蛋白球蛋白球蛋白球蛋白    

＊＊＊＊ ＊＊＊＊ ＊＊＊＊    ＊＊＊＊    ＊＊＊＊    ＊＊＊＊    ＊＊＊＊    ＊＊＊＊    

8888....血糖檢查血糖檢查血糖檢查血糖檢查    
飯前血糖飯前血糖飯前血糖飯前血糖 Glu ACGlu ACGlu ACGlu AC    

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HbA1CHbA1CHbA1CHbA1C    
＊＊＊＊ ＊＊＊＊ ＊＊＊＊    ＊＊＊＊    ＊＊＊＊    ＊＊＊＊    ＊＊＊＊    ＊＊＊＊    

9999....膽功能膽功能膽功能膽功能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總膽紅素總膽紅素總膽紅素總膽紅素 TTTT----BILBILBILBIL    

直接膽紅素直接膽紅素直接膽紅素直接膽紅素 DDDD----BILBILBILBIL    
＊＊＊＊ ＊＊＊＊ ＊＊＊＊    ＊＊＊＊    ＊＊＊＊    ＊＊＊＊    ＊＊＊＊    ＊＊＊＊    

10101010....腎功能腎功能腎功能腎功能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尿素氮尿素氮尿素氮尿素氮 BUNBUNBUNBUN    

肌酸酐肌酸酐肌酸酐肌酸酐 CrCrCrCr    

腎絲球過濾率腎絲球過濾率腎絲球過濾率腎絲球過濾率 eeee----GFRGFRGFRGFR    

尿酸尿酸尿酸尿酸 UAUAUAUA    

＊＊＊＊ ＊＊＊＊ ＊＊＊＊    ＊＊＊＊    ＊＊＊＊    ＊＊＊＊    ＊＊＊＊    ＊＊＊＊    

11111111....血脂肪血脂肪血脂肪血脂肪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總膽固醇總膽固醇總膽固醇總膽固醇 CHOCHOCHOCHO    

三酸三酸三酸三酸甘油酯甘油酯甘油酯甘油酯 TGTGTGTG    

高密度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 HDLHDLHDLHDL    

低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 LDLLDLLDLLDL    

＊＊＊＊ ＊＊＊＊ ＊＊＊＊    ＊＊＊＊    ＊＊＊＊    ＊＊＊＊    ＊＊＊＊    ＊＊＊＊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菁英菁英菁英菁英 AAAA    心血管心血管心血管心血管 BBBB    肺癌肺癌肺癌肺癌 CCCC    保腸健胃保腸健胃保腸健胃保腸健胃 DDDD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男性男性男性男性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    

12121212....心臟血管心臟血管心臟血管心臟血管    

疾病危險疾病危險疾病危險疾病危險    

因子篩檢因子篩檢因子篩檢因子篩檢    

肌酸激酵素肌酸激酵素肌酸激酵素肌酸激酵素 CPKCPKCPKCPK    

乳酸脫氫酵素乳酸脫氫酵素乳酸脫氫酵素乳酸脫氫酵素 LDHLDHLDHLDH    

高敏感度高敏感度高敏感度高敏感度 CCCC 反應蛋白反應蛋白反應蛋白反應蛋白 HSCRPHSCRPHSCRPHSCRP    

＊＊＊＊ ＊＊＊＊ ＊＊＊＊    ＊＊＊＊    ＊＊＊＊    ＊＊＊＊    ＊＊＊＊    ＊＊＊＊    

13131313....肝炎篩檢肝炎篩檢肝炎篩檢肝炎篩檢    

BBBB 型肝炎表面抗原檢查型肝炎表面抗原檢查型肝炎表面抗原檢查型肝炎表面抗原檢查 HbsAgHbsAgHbsAgHbsAg    

BBBB 型肝炎表面抗體檢查型肝炎表面抗體檢查型肝炎表面抗體檢查型肝炎表面抗體檢查 AntiAntiAntiAnti----HBsHBsHBsHBs    

CCCC 型肝炎病毒抗體檢查型肝炎病毒抗體檢查型肝炎病毒抗體檢查型肝炎病毒抗體檢查 AntiAntiAntiAnti----HCVHCVHCVHCV    

＊＊＊＊ ＊＊＊＊                 ＊＊＊＊    ＊＊＊＊    

14141414....甲狀腺甲狀腺甲狀腺甲狀腺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甲狀腺促進素甲狀腺促進素甲狀腺促進素甲狀腺促進素(TSH)(TSH)(TSH)(TSH)    

游離四碘甲狀腺素游離四碘甲狀腺素游離四碘甲狀腺素游離四碘甲狀腺素 Free T4Free T4Free T4Free T4    
＊＊＊＊ ＊＊＊＊                 ＊＊＊＊    ＊＊＊＊    

15151515....防癌篩檢防癌篩檢防癌篩檢防癌篩檢    

甲型胎兒蛋白檢查甲型胎兒蛋白檢查甲型胎兒蛋白檢查甲型胎兒蛋白檢查 AFPAFPAFPAFP    ＊＊＊＊ ＊＊＊＊         ＊＊＊＊    ＊＊＊＊    ＊＊＊＊    ＊＊＊＊    

癌胚抗原檢查癌胚抗原檢查癌胚抗原檢查癌胚抗原檢查 CEACEACEACEA    ＊＊＊＊ ＊＊＊＊         ＊＊＊＊    ＊＊＊＊    ＊＊＊＊    ＊＊＊＊    

攝護腺癌標記檢查攝護腺癌標記檢查攝護腺癌標記檢查攝護腺癌標記檢查 PSAPSAPSAPSA ((((限男性限男性限男性限男性))))    ＊＊＊＊                                

卵巢癌標記檢查卵巢癌標記檢查卵巢癌標記檢查卵巢癌標記檢查 CACACACA----125125125125 ((((限女性限女性限女性限女性))))        ＊＊＊＊                            

胰臟癌標記檢查胰臟癌標記檢查胰臟癌標記檢查胰臟癌標記檢查 CACACACA----199199199199    ＊＊＊＊ ＊＊＊＊                 ＊＊＊＊ ＊＊＊＊ 

16161616....心電圖心電圖心電圖心電圖    靜式心電圖靜式心電圖靜式心電圖靜式心電圖    ＊＊＊＊    ＊＊＊＊    ＊＊＊＊    ＊＊＊＊    ＊＊＊＊    ＊＊＊＊    ＊＊＊＊    ＊＊＊＊    

17171717. . . . XXXX 光檢查光檢查光檢查光檢查    胸部胸部胸部胸部 XXXX 光檢查光檢查光檢查光檢查    ＊＊＊＊    ＊＊＊＊    ＊＊＊＊    ＊＊＊＊            ＊＊＊＊    ＊＊＊＊    

11118888....骨質骨質骨質骨質密度密度密度密度    XXXX 光骨骼密度測定光骨骼密度測定光骨骼密度測定光骨骼密度測定    ＊＊＊＊    ＊＊＊＊                    ＊＊＊＊    ＊＊＊＊    

19191919....超音波超音波超音波超音波    

腹部超音波腹部超音波腹部超音波腹部超音波    ＊＊＊＊ ＊＊＊＊ ＊＊＊＊ ＊＊＊＊ ＊＊＊＊ ＊＊＊＊ ＊＊＊＊ ＊＊＊＊ 

頸動脈超音波頸動脈超音波頸動脈超音波頸動脈超音波    ＊＊＊＊    ＊＊＊＊                            

心臟超音波心臟超音波心臟超音波心臟超音波    ＊＊＊＊ ＊＊＊＊                         

攝護腺超音波攝護腺超音波攝護腺超音波攝護腺超音波    ＊＊＊＊                                

婦科超音波婦科超音波婦科超音波婦科超音波        ＊＊＊＊                            

20202020....電腦斷層電腦斷層電腦斷層電腦斷層    

心臟冠狀動脈血管造影加心臟冠狀動脈血管造影加心臟冠狀動脈血管造影加心臟冠狀動脈血管造影加    

冠狀動脈鈣化分析冠狀動脈鈣化分析冠狀動脈鈣化分析冠狀動脈鈣化分析 CTACTACTACTA    
        ＊＊＊＊    ＊＊＊＊                    

低劑量胸部低劑量胸部低劑量胸部低劑量胸部 CTCTCTCT                    ＊＊＊＊    ＊＊＊＊            

21212121....內視鏡內視鏡內視鏡內視鏡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大腸鏡大腸鏡大腸鏡大腸鏡                            ＊＊＊＊ ＊＊＊＊ 

胃鏡胃鏡胃鏡胃鏡((((加作加作加作加作胃幽門桿菌檢測胃幽門桿菌檢測胃幽門桿菌檢測胃幽門桿菌檢測))))                            ＊＊＊＊ ＊＊＊＊ 

營養餐點營養餐點營養餐點營養餐點    早餐餐點提供一早餐餐點提供一早餐餐點提供一早餐餐點提供一份份份份    ＊＊＊＊ ＊＊＊＊ ＊＊＊＊    ＊＊＊＊    ＊＊＊＊    ＊＊＊＊    ＊＊＊＊    ＊＊＊＊    

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元元元元////人人人人）：）：）：）：7900790079007900 元元元元    
◎◎◎◎持健保卡可提供免費四癌篩檢持健保卡可提供免費四癌篩檢持健保卡可提供免費四癌篩檢持健保卡可提供免費四癌篩檢    

1.1.1.1.子宮頸抹片檢查子宮頸抹片檢查子宮頸抹片檢查子宮頸抹片檢查(30(30(30(30 歲以上每歲以上每歲以上每歲以上每 1111 年一次年一次年一次年一次，，，，有性經驗者有性經驗者有性經驗者有性經驗者，，，，限女性限女性限女性限女性))))    

2.2.2.2.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乳房攝影檢查(45(45(45(45----70707070 歲每歲每歲每歲每 2222 年一次年一次年一次年一次，，，，限女性限女性限女性限女性))))    

3.3.3.3.大直腸癌篩檢大直腸癌篩檢大直腸癌篩檢大直腸癌篩檢----定量免疫法定量免疫法定量免疫法定量免疫法(50(50(50(50----75757575 歲每歲每歲每歲每 2222 年一次年一次年一次年一次))))    

4.4.4.4.口腔癌篩檢口腔癌篩檢口腔癌篩檢口腔癌篩檢(30(30(30(30 歲以上有現吸菸者歲以上有現吸菸者歲以上有現吸菸者歲以上有現吸菸者、、、、嚼食檳榔嚼食檳榔嚼食檳榔嚼食檳榔或檳榔已戒或檳榔已戒或檳榔已戒或檳榔已戒者者者者，，，，每每每每 2222 年一次年一次年一次年一次))))    

＊＊＊＊本健康檢查採本健康檢查採本健康檢查採本健康檢查採預約方式預約方式預約方式預約方式，，，，檢查異常者檢查異常者檢查異常者檢查異常者，，，，協助安排門診掛號及附回診卡協助安排門診掛號及附回診卡協助安排門診掛號及附回診卡協助安排門診掛號及附回診卡，，，，本院可優免部分掛號費本院可優免部分掛號費本院可優免部分掛號費本院可優免部分掛號費，，，，以達以達以達以達早期發現早期發現早期發現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早期治療早期治療早期治療之之之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諮詢時間諮詢時間諮詢時間諮詢時間：：：：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00~1100~1100~1100~11：：：：33330  0  0  0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30~430~430~430~4：：：：30303030    

＊＊＊＊健檢預約專線健檢預約專線健檢預約專線健檢預約專線：：：：07070707----7511131751113175111317511131 轉轉轉轉 2345234523452345、、、、5555111111118888        社區醫療部社區醫療部社區醫療部社區醫療部                傳真電話傳真電話傳真電話傳真電話：：：：07070707----7116160711616071161607116160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1.1.1.1.檢查時間為每周二檢查時間為每周二檢查時間為每周二檢查時間為每周二、、、、三三三三、、、、四上午四上午四上午四上午 2.2.2.2.需空腹需空腹需空腹需空腹 6~86~86~86~8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3.3.3.3.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 4.4.4.4.本院無提供刷卡服務請務必攜本院無提供刷卡服務請務必攜本院無提供刷卡服務請務必攜本院無提供刷卡服務請務必攜

帶現金帶現金帶現金帶現金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院址院址院址院址：：：：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4134134134 號號號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