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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爆發多氯聯苯。1985年驚爆餵豬餿水油混沙拉油。2013/10棉籽油銅

葉綠素。2014/9又爆餿水油 2014/10 又查出飼料油混充食用油。毒油因毒性

穩定不易分解，進入人體無法排除從脂肪，皮膚堆積，經由血液流經心,肺,

肝,腎影響全身免疫系統，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導致人體至少幾十種病

變。餿水油經反覆製造產生高酸性物質長期累積體內，其中又含鉻這個金屬

物質，鉻是致質…         

 

   誠毅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7-6916789-110                  公司承辦人:護士蔡小姐 
  地址: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 15號                      人數:470【巡迴】                    

項 檢查項目 檢 查 內 容 臨   床   意   義 

1 一般體格檢查 

身高、體重(全自動測量

儀)、血壓、聽力、腰圍

waist、BMI 

健康檢查之基本檢測。 

2 眼科檢查 視力、辨色力 視力、辨色力有無正常。 

3 

各項系統之物理

檢查（醫師問診） 

呼吸系統、消化系統、血液

循環系統、神經系統、泌尿

系統、皮膚 

醫師給予個人初步衛教諮詢與健康促進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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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常規檢查 

尿蛋白(PRO) 

泌尿系統方面篩檢，如腎臟、輸尿管及膀胱發炎指數或蛋白

系統是否感染。 

5 亞硝酸(NIT) 

6 尿潛血(OB) 

7 白血球(WBC) 

8 酸鹼值(PH) 

9 尿比重(S.G) 

10 酮體(KET) 

11 尿膽紅素(URO) 

12 尿膽素原(BIL) 

13 尿糖(GLO)   

14 血液常規檢查 WBC 白血球 感染、發炎、白血病 



15 RBC 紅血球 各種貧血、脫水現象 

16 HB 血色素 貧血、營養不良、懷孕 

17 HCT 血球容積比 貧血、脫水現象 

18 MCH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 小球性或正球性貧血 

19 MCV 平均紅血球容積 缺鐵性或地中海型貧血 

20 MCHC 平均血紅素濃度 後天性或先天性貧血 

21 PLT 血小板 血友病、凝固機轉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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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球分類檢查 

MPV 平均血小板容積 

病毒感染 

2.急慢性白血病 

3.急慢性感染 

4.組織壞死 

5.敗血症 

6.貧血及惡性貧血 

7.再生不良性貧血 

8.缺鐵性貧血 

9.地中海貧血 

10.紫斑症 

11.營養不良及發炎 

12.肺部氣體交換不良 

13.凝血機轉是否正常死 

23 PLCR 大型血小板比例 

24 PDW 血小板分佈寬度 

25 NEUT﹪ 嗜中性球百分比 

26 LYM﹪ 淋巴球百分比 

27 MONO﹪ 單核球百分比 

28 EO﹪ 嗜酸性球百分比 

29 BASO﹪ 嗜鹼性球百分比 

30 NEUT＃嗜中性球絕對計數 

31 LYM＃ 淋巴球絕對計數 

32 MONO＃ 單核球絕對計數 

33 EOS＃嗜酸性球絕對計數 

34 BASO＃嗜鹼性球絕對計數 

35 
RDW-SD紅血球分佈寬度標

準差 

36 

肝功能檢查 
草酸轉氨基酵素 SGOT 

主要存於心臟及肝臟細胞中，是肝細胞內的重要酵素。當肝

細胞受到損傷或壞死後，它會流失到血清中，造成血清中濃

度上升，為肝機能異常之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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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丙酮轉氨基酵素 S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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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功能檢查 

肌肝酸 Creatinine 
測定肌酸肝就可得知腎臟的排泄功能，偏高常見於尿毒症、

尿道阻塞、腎功能障礙、急慢性腎炎、腎衰竭等病變。 
39 尿素氮 BUN 

40 痛風檢查 尿酸 U-A 痛風、尿酸過高症等相關疾病檢查 

41 
腎臟功能精密檢

查 
腎絲球過濾率(eGFR)  

慢性腎臟病指標-於腎臟慢性病防治工作準則中指出，

eGFR為評估腎功能的最佳指標。 

42 血糖檢查 
飯前血糖 Ac Suger 

(空腹血糖) 

指空腹時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為篩檢是否罹患是否罹患糖

尿病或監測糖尿病病人的血糖控制情形最基本的方法。另測 

血糖高低、糖尿病 之檢查，血糖值若過高，極可能為糖尿

病。 



※ 肝:高居台灣死亡率前十名的肝病﹐每年都有超過一萬人因肝病喪命﹐平均約每 50 鐘

就有ㄧ人死於肝病﹐根據，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篩檢資料發現﹐青壯年(30-49 歲)

是罹患肝病比例最高的族群﹐而肝病是台灣最大的「本土病」也是我門的「國病」。 

※ 腎:國內尿毒症發生率自二千年以來，已連續七年居全球之冠﹐健保局統計﹐全球洗腎

病患約五萬人。 

幾乎大半的腎臟病人腎臟損壞過程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等到身體感覺到不適時﹐

很可能以到了腎臟病的末期。 

※糖尿病:糖尿病是現代社會文明病之ㄧ，而且台灣糖尿病死亡率位居亞洲第一，雖然目       

前台灣糖尿病患扔以 40 歲以上的民眾盛行率最高，近年來罹患糖尿病的年齡逐漸年輕

化，且盛行率年年增高，估計糖尿病患在台灣已超過一百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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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肪檢查 

膽固醇 CHO       

當血清中膽固醇含量過高，易導致動脈硬化、高血壓、腎病

變、膽道阻塞、中風的危險機率。也與血脂分析、脂肪代謝、

血液循環等有關。  

44 三酸甘油脂 T-G 

當三酸甘油脂指數偏高，會儲存為皮下脂肪變成動脈硬化疾

病的危險因子。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過多，易患糖尿病、動

脈硬化、心肌梗塞、肥胖症。 

45 
膽固醇精密分析

檢查 

高密度脂蛋白(HDL) 
俗稱「好」的膽固醇，對血管有保護的作用。所以血中含量

不可過低，否則易患血管硬化。 

46 低密度脂蛋白(LDL) 「不好」的膽固醇，易造成血管的阻塞。 

47 動脈硬化指數 CHO/HDL-C危險因子 

危險因子乃是測試期各方面之間的代謝作用運轉情

況、若其值低及膽固醇、肝功能執政長則可視為＊長壽

症候群＊若其值高、則意味對腦血管硬化疾病心臟冠狀

動脈硬化及缺血性疾病、將是一個最大的危險因子 

※高密度脂蛋白(HDL) 俗稱「好」的膽固醇，對血管有保護的作用。所以血中含量不可

過低，否則易患血管硬化。標準需>40以上 

※低密度脂蛋白(LDL) 「不好」的膽固醇，易造成血管的阻塞。<130 

目前是國人的通病.吃外食、缺乏運動、易造高密度偏低、低密度偏高、形成血管方面問

題 

                     供   膳   特   殊   檢   驗 

48 
A型肝炎  A型肝炎 HAV-IgM 是否感染到 A型肝炎 

49 
傷寒檢查 傷寒糞便 是否感染到傷寒 

50 
手部皮膚 皮膚外觀是否有異常、傷口或濕疹 



 本院實驗室能力試驗參加證書 

 

 

 

 

 

 

 

 

 

 

 

 

 

 

 

 

 

 

本院實驗室精密儀器簡介： 

● 本院設有多種同等醫學中心全新、全自動精密儀器及設備:、為員工做最嚴格的血液把關、

呈現最精準的整體報告、及兩年比對促進員工對健康的關注【如健檢未達兩年.貴公司提供

電子檔本院一樣可以提供兩年比對、做最好的健康促進】 



儀器檢查項目－胸部 X光 Chest-PA-（數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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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式 X光檢查 
Chest-PA (胸部)數位式 

本院所提供巡迴 X 光檢查車為 DR 數位系統，

非一般 CR 數位系統。 

DR數位系統優點:成像不失真、影像畫素較高

相對解析度較好為醫學中心放射科指定規格。 

瞭解胸腔、肺部、心臟等器官是否有

肺結核、肺癌、心臟擴大等情形 

                             儀器檢查項目－電腦眼壓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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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壓檢查 

 

氣壓式眼壓測定(請勿配戴

硬式隱形眼鏡) 

利用氣體吹到角膜、視其對角膜之抗力來測量眼壓，臨

床上可作為是否有初期篩檢青光眼.檢測眼球房水壓力

的重要參考 

儀器檢查項目－骨密度儀檢查 

不論男女在正常的老化過程中，大約從 35 歲起，隨著年齡的增長及受身體其他各因素的影響，骨質開

始流失，若未能長期補充鈣質、注意營養等，骨質疏鬆產生之併發症一骨折，便在您的日常生活中，造

成潛在的威脅故瞭解自身的骨質密度，是預防骨質疏鬆，保障健康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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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骨密度 

骨密度儀檢查 BMD 

 

骨質流失的程度是否造成疏鬆  

 

                     儀器檢查項目-末銷血氧濃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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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銷血氧濃度檢

測 
 血液中血氧濃度，評估是否有血氧低下讓身體器官組織細胞供氧不足進而引發心

血管疾病或長期器官供氧不足情況下導致慢性細胞破壞、血氧量一般代表的意義:  

是指人體血液中的含氧量、. 一般正常範圍是>95. 、太高好像會引起心臟及呼吸

系統急促、. 太低表示含氧量不夠.相對的對於心臟也是個負擔. 、若要談<危險>

應是太低比較危險. 

儀器檢查項目【電腦超音波】 

56 超音波檢查 肝臟---脂肪肝 肝囊腫 肝腫瘤 肝結石 肝血管瘤 肝實質病變 肝粗糙 

57 膽----膽囊瘜肉  結石  膽管瘜肉 

58 腎----腎結石  腎囊腫  腎萎縮  腎盂積水  多囊腎 

59 胰----胰臟腫大   鈣化   腫瘤 

60 脾----脾腫大 



超音波重要性 ；現代的文明病隨著社會的進步，也跟隨著一直不斷的攀升，超音波檢查是針對病灶的

偵查，可說是醫師相當敏銳的第三隻眼睛，像是腫瘤、腺瘤、鈣化點、結石、硬塊等¡K，許多症狀在

初期是不易被察覺，需藉由超音波去掃瞄看器官的實質上有無異常，一般抽血檢查，只能知指數是否異

常並不知自己器官中是否有不正常細胞生長，故除了抽血檢查，最好是配合超音波檢查來做追蹤，才能

達到更完整的檢查。 

                                 專科醫師診察 

61 醫師理學檢查 
家醫科醫師進行重要部位之理學檢查（含頭頸部、胸部、心臟、腹部、四肢等），並根據

個人初步檢查報告彙整解說總評，予以衛教諮詢及健康促進等建議。 

                            儀器檢查項目【心房顫動檢測】 

心房顫動檢測 高血壓與心房顫動，是造成腦中風,心肌梗塞主要

因素之一,心房顫動為心房進行高速但無效的收

縮,因此心房內血液流動不順暢,易產生血栓,血

栓卡在腦血管內造成腦細胞缺氧壞死,就是所謂

腦中風,心房顫動呈陽性者中風與心肌梗塞風險

為常人的 5倍,早期發現透過治療加以預防,可避

免家庭             的醫療照顧與經濟負擔 

                               

勞 工 保 險 預 防 職 業 病 健 康 檢 查 項 目 

特殊噪音作業
（02） 

約 100位內 

1. 作業經歷之調查。  

2. 服用傷害聽覺神經藥物（如水楊酸或鏈黴素類)、外傷、耳部感染及遺傳所引起之

聽力障礙等既往歷之調查。  

3. 耳道物理檢查。  

4. 聽力檢查(audiometry) 。(測試頻率至少為五百、一千、二千、三千、四千、六千、

八千赫之純音，並建立聽力圖)。(提供聽力車，以提高聽力檢查之準確度)                              

醫院資格 

1、行政院勞委會與衛生署認可辦理一般體格及特殊（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 

2、行政院衛生署新制評鑑合格醫院。 

 



金額

糖尿病(紫管) 1108 醣化血色素(HbA1c) 監控2 - 3 個月血糖的平均值，早期糖尿病優良指標 $500

肝功能
ALK-P、T-P、ALB、

GLO、A/G、r-GT
$400

1120 總膽紅素T-BIL

1121 直接膽紅素D-BIL

1519 I-BIL間接膽紅素

1126 CPK肌酸磷化脢

1127 LDH乳酸脫氫脢

1134 Amylase澱粉酵素

1142 Lipase脂解脢

類風濕性關節炎 1147 類風濕性關節炎RA

組織發炎 1148 CRP炎症反應

幽門桿菌 1178 HP胃幽門桿菌 $500

1591 TSH 甲狀腺促進素 $500

1143 T4  四碘甲狀腺素 $400

1144 T3  三碘甲狀腺素 $400

肝癌 1161 胎兒球蛋白AFP $700 肝癌 1161 胎兒球蛋白AFP $700

大腸癌 1175 CEA 癌胚抗原 $700 大腸癌 1175 CEA 癌胚抗原 $700

肺癌 1170 NSE肺癌 $700 肺癌 1170 NSE肺癌 $700

肺腺癌 1348 Cyfra21-1肺腺癌 $700 肺腺癌 1348 Cyfra21-1肺腺癌 $700

胃癌 1174 Ca72-4胃癌 $700 胃癌 1174 Ca72-4胃癌 $700

胰臟癌 1169 Ca199 胰膽道腫瘤 $700 胰臟癌 1169 Ca199 胰膽道腫瘤 $700

睪丸癌 1171 β-HCG 絨毛膜性腺激素 $700 子宮內膜癌 1171 β-HCG 絨毛膜性腺激素 $700

鼻咽癌 1595 EB IgA鼻咽癌 $700 乳癌 1163 CA153 女-乳癌 $700

攝護腺 1167 PSA男-攝護腺癌 $700 卵巢癌 1162 CA125 女-卵巢癌 $700

檢測是否有自體免疫疾病類風濕性關節炎

體內各項組織炎症

胃炎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消化不良、胃癌

$400

甲狀腺功能亢進或低下、甲狀腺治療狀況。

心肌梗塞、中風等

心肌梗塞、中風、肺栓塞等

C項-癌症篩檢-優惠價三項1800元/六項3300元/九項4000元

胰臟炎、膽結石造成之腹痛、內臟穿孔、腸絞扼或腸梗

塞、胰囊腫或假性囊腫、腹膜炎。

以上A＋B＋C項【三項】血液全方位檢查原優惠價5500元特惠價4000元
以上A＋B＋C項【六項】血液全方位檢查原優惠價7000元特惠價5000元
以上A＋B＋C項【九項】血液全方位檢查原優惠價7700元特惠價6000元

C項男性防癌套餐

B項-健康檢查原價2200元，本院優惠價＄1900元

胰臟功能 $400

誠毅紙器(股)-員工加項檢查項目表：員工可自由參加
表單各項檢查非公司體檢項目，經貴公司同意員工自由參加。費用由員工自付，與公司無關，並請簽名確認無訛

預防醫學是提醒自己，重視健康與延長壽命最好、也最必要的方法。 ★愛家人就先讓自己健康 ★

A項-健康檢查原價2000元，本院優惠價＄1800元

檢查內容 檢查意義

心臟功能

急慢性肝炎、肝硬化、阻塞性黃疸、膽道阻塞、酒精性肝炎

黃疸、膽汁滯留、溶血、急慢性膽道炎

黃疸、膽汁滯留、溶血、急慢性膽道炎

膽結石、膽管炎、膽道阻塞、黃疸症等

C項女性防癌套餐

甲狀腺

$400膽功能

$300



誠毅紙器(股)-員工加項檢查項目表：員工可自由參加

血型檢查 ABO+RH $200

1479  HBsAg B肝抗原

1480  Anti-HBs B肝抗體

C型肝炎 1481  HCV C型肝炎抗體 $500

1129 NA血中鈉

1130 K血中鉀

1131 C1血中氯

1592 P血中磷

1518 Mg血中鎂

甲狀腺 1146 Free T4 游離甲狀腺素 $500

電泳 6666 Hb-Ep 血色素電泳 $600

1128 高敏度蛋白 hs-CRP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評估 $800

1521 Hcy同半胱胺酸 評估冠狀動脈心臟病、中風的風險性。 $800

1570 超壞膽固醇SD-LDL $800

鱗狀細胞癌 1593 SCC 上皮鱗狀細胞癌 $1,000

β2-微球蛋白 1184 β2-微球蛋白 $1,000

膀胱癌 1339 TPA膀胱癌 $1,000

維生素D3 1529 維生素D3 $1,000

過敏原 1540 55種過敏原檢查 $3,500

1336 濾泡刺激素FSH $500

1337 黃體激素LH $500

1338 雌激素E2 $500

1185泌乳激素Prolactin $500

1406 頸動脈超音波 瞭解頸椎動靜脈血管有無狹窄，阻塞、斑塊及對腦動脈供血的判斷

1236 甲狀腺超音波 甲狀腺囊腫.結節.腫瘤等檢測

1235 攝護腺超音波(男性) 檢查攝護腺是否肥大、鈣化、腫瘤

1436 骨盆腔超音波(女性) 檢查子宮、卵巢、畸瘤、囊腫、子宮內膜是否病變等檢查

1232 乳房超音波(女性)

有無感染C型肝炎(易導致肝硬化)

$500
是否有B型肝炎抗體

是否感染B型肝炎

血型共有A、B、AB、O型四種類型,

分為Rh陽性(Rh+)和Rh陰性(Rh-)兩種

其他項目

$500

心血管疾病

危險因子

B型肝炎

值高可能是停經、原發性卵巢衰竭、原發性閉經，多囊卵

巢綜合徵、促性腺功能低下症

上升:女性可能是原發性或續發性卵巢功能亢進,男性可能是男性乳房發育。

下降:女性可能是卵巢生成缺乏或下視丘腦下垂體損傷。

高泌乳激素血症主要常造成無月經、溢乳症、不孕等

甲狀腺功能低下，以及腎衰竭也容易引起高泌乳激素血症

潛在性心臟血管病變危險因子

電解質

超音波檢查

(單項500元)

檢查乳房組織，乳腺管是否病變如硬塊、纖維化病變等

評估甲狀腺；升高於甲狀腺功能亢進，降低於甲狀腺功能低下。

可診斷出大多數的地中海貧血及血色素異常的疾病。

在人體細胞的內液(含鈉、鉀、鈣等)和外液(含氯、磷等)中

，均含有不同之電解質，這些一解質有一定的量存在，是

人類維持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質。電解質檢查，便是在了解

人體內離子平衡狀態是否發生異常，以便找出疾病的徵

兆。

↓↓↓超音波檢查-三項優惠1300元/四項1600元↓↓↓

子宮頸癌、口腔癌、食道癌、肺癌、頭頸部上皮細胞癌等

B2M腎臟癌.淋巴癌

膀胱癌

檢測身體維生素D3含量的最佳評估依據

篩檢過敏來源如：花粉、昆蟲、塵埃、食物等

荷爾蒙

更年期、原發性的生殖腺體缺陷或卵巢切除均會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