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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 中原大學[實驗室人員]健康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臨床意義 

1.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體溫、脈搏、呼吸、血

壓、腰圍、BMI 

基本理學檢查 

2.視力檢查 視力、辨色力 雙眼視力、紅綠色盲 

3.聽力檢查 基本聽力檢測 聽力檢查 

4.醫師問診 
各身體系統之理學檢查(呼吸、皮膚、

神經等系統) 

 

5.尿液檢查 

尿蛋白、尿潛血、外觀、比重、酸鹼

值、尿膽素原、尿糖、酮尿、尿膽紅

素、白血球、亞硝酸鹽、尿沉渣 

尿路感染、腎病變、尿糖、

潛血 

6.血液常規檢查 

血色素（HB）、 白血球（WBC）、紅

血球（RBC）、 血球容積比（Hct）、

平均血球容積（MCV）、平均紅血球

血色素量（MCH）、平均紅血球血色

素濃（MCHC）、血小板（PLT） 

發炎、缺鐵性貧血、血友

病、紅血球增多症、敗血

症、凝血機轉是否正常、

營養不良 

7.肝能檢查 
血清丙胺酸轉胺脢(SGPT） 

天門冬胺酸轉胺酵素(SGOT） 

急慢性肝炎、肝硬化或肝

功能障礙、肝膽疾病 

8.腎功能檢查 

肌酸酐（Crea） 

尿素氮（BUN） 

腎絲球過濾速率（eGFR） 

急慢性腎炎等腎臟疾病檢

查 

9.胸部 X光檢查 CHEST PA（數位式 X 光大片） 
肺結核、支氣管炎、心臟

肥大、肺癌等胸部病變 

10.糖尿病檢查 飯前血糖（AC sugar） 潛伏性糖尿病篩檢 

11.血脂肪檢查 

 

膽固醇（CHOL） 

三酸甘油脂（T-G） 

高密度脂蛋白（HDL） 

低密度脂蛋白（LDL） 

血管硬化、血管病變等心

臟血管疾病方面之檢查 

12.心血管危險因子 
血管硬化危險評估

Risk-Factor( T-CHO/HDL) 

心血管危險評估 

餐點一份 麵包 2 個+飲料 1 瓶 

以上項目每人健檢專案價 1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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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檢查項目: 

作業項目 備註 價格/元 

02 (噪音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450元 

03 (游離輻射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1700元 

05 (鉛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550元 

07 (1,1,2,2-四氯乙烷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150元 

08 (四氯化碳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150元 

09 (二硫化碳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300元 

10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200元 

11 (二甲基甲醯胺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100元 

12 (正己烷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100元 

14 (鈹及其化合物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500元 

16 (苯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100元 

17 (2，4-二異氰酸甲苯)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250元 

19 (砷及其化合物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4000元 

20 (錳及其化合物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200元 

21 (黃磷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250元 

23 (粉塵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500元 

24 (鉻酸及其鹽類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800元 

25 (鎘及其化合物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780元 

26 (鎳及其化合物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1400元 

27(乙基汞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900元 

28 (溴丙烷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400元 

30 (甲醛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800元 

31 (銦及其化合物作業)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1100元 

98(長期夜間作業)-45歲以下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700元 

98a(長期夜間作業)-45歲以上 依法規項目辦理 公費 0元、自費 8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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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署癌症篩檢(符合資格者，持健保卡免費) 

1.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45-69 歲婦女、40-44 歲二等血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每 2 年 1 次。 

2. 子宮頸抹片檢查：30 歲以上婦女，每年 1 次。(建議最少每 3 年接受 1 次) 

3. 糞便潛血檢查：50 至未滿 75 歲民眾，每 2 年 1 次。 

4. 口腔黏膜檢查：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或吸菸者、18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

榔）原住民，每 2 年 1 次。 

  

  聯新國際醫院 統編：7881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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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 中原大學[動物實驗]健康檢查項目 

檢查項目 內              容 臨床意義 

1.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體溫、脈搏、

呼吸、血壓、腰圍、BMI 

基本理學檢查 

2.視力檢查 視力、辨色力 雙眼視力、紅綠色盲 

3.聽力檢查 基本聽力檢測 聽力檢查 

4.醫師問診 
身體系統之理學檢查(呼

吸、皮膚、神經等系統) 
 

5.尿液檢查 

尿蛋白、尿潛血、外觀、比

重、酸鹼值、尿膽素原、尿

糖、酮尿、尿膽紅素、白血

球、亞硝酸鹽、尿沉渣 

尿路感染、腎病變、尿糖、潛血 

6.血液常規檢查 

血色素（HB）、  白血球

（WBC）、紅血球（RBC）  

、 血球容積比（Hct）、平

均血球容積（MCV）、 

平 均 紅 血 球 血 色 素 量

（MCH）、平均紅血球血色

素濃（MCHC）、血小板

（PLT） 

發炎、缺鐵性貧血、血友病、紅血

球增多症、敗血症、凝血機轉是否

正常、營養不良 

7.肝膽功能檢查 

血清丙胺酸轉胺脢(SGPT） 

天 門 冬 胺 酸 轉 胺 酵 素

(SGOT） 

總膽紅素(T-BIL) 

急慢性肝炎、肝硬化或肝功能障

礙、肝膽疾病 

8.腎功能檢查 

肌酸酐（Crea） 

尿素氮（BUN） 

腎絲球過濾速率（eGFR） 

急慢性腎炎等腎臟疾病檢查 

9.胸部 X 光檢查 
CHEST PA（數位式 X 光大

片） 

肺結核、支氣管炎、心臟肥大 

10.糖尿病檢查 飯前血糖(AC sugar) 

潛伏性糖尿病篩檢 

 

 

11.血脂肪檢查 膽固醇（CHOL） 血管硬化、血管病變等心臟血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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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酸甘油脂（T-G） 

高密度脂蛋白（HDL） 

低密度脂蛋白（LDL） 

病方面之檢查 

12.心血管危險因子 
血管硬化評估

Risk-Factor( T-CHO/HDL) 

心血管危險評估 

13.痛風檢查 尿酸 UA  

14.過敏反應測試 免疫球蛋白測試(IgE) 免疫球蛋白監測 

15.糞便檢查 
大腸直腸癌篩檢(FOBT) 

腸內寄生蟲卵 

免疫法糞便潛血反應，篩檢大腸直

腸出血判斷是否疑似腸道癌症 

餐點一份 麵包 2 個+飲料 1 瓶 

以上項目每人健檢專案價 600 元 

國民健康署癌症篩檢(符合資格者，持健保卡免費) 

5. 乳房 X 光攝影檢查：45-69 歲婦女、40-44 歲二等血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每 2 年 1 次。 

6. 子宮頸抹片檢查：30 歲以上婦女，每年 1 次。(建議最少每 3 年接受 1 次) 

7. 糞便潛血檢查：50 至未滿 75 歲民眾，每 2 年 1 次。 

8. 口腔黏膜檢查：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或吸菸者、18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

原住民，每 2 年 1 次。 

 

  聯新國際醫院 統編：78817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