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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民眾不能因為怕染疫就放棄就醫，如同健檢也該如常進行。國泰綜合醫院

高階醫學影像健檢中心去年5-6月因疫情配合防疫政策暫停健檢作業，為持續提供健檢客戶更

好的檢查體驗與更精進的影像品質，去年10-12月更換核磁共振造影MRI新機(圖一)，超大的

70公分孔徑、短隧道的磁體設計，提供受檢者進行影像檢查時可自由呼吸和透過In-bore影音

指引系統，在環境動態照明、配合情境影片投影與受檢者智能引導系統顯示檢查進度下，能

在無壓迫感、放鬆下舒適地完成檢查。

　　同時亦更換正子/電腦斷層造

影PET/CT(圖二)，全新全數位Fully 

digital PET/CT數位化技術，採用

獨家半導體技術達成晶體與探測

器1：1對應，有效降低雜訊、提

供最佳精緻影像重建提升影像品

質(最高1 mm)，同時最快能讓掃瞄

時間降至2分鐘，大幅縮短檢查所

需時間亦讓檢查藥劑降低50%。搭

配128切CT，可執行低劑量肺部電

腦斷層檢查，以符合現代人對健

檢日新月異的需求。

▲圖二：正子/電腦斷層造影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還有人在健檢嗎？

大家都在做什麼高階健檢

文 / 黃馨美
國泰綜合醫院高階醫學影像健檢中心組長

以108、109年的檢查量統計來看，國泰綜合醫院最受民眾歡迎的

6大高階健檢項目依序為：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

●心臟冠狀動脈鈣化積分指數

●預防心血管疾病冠狀動脈電腦斷層

●全身磁振造影及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

●頭頸部腦血管磁振造影

●全身癌症篩檢正子/電腦斷層

　　依院方統計數據顯示，民眾對高階健檢的需求增加，使得健

檢預約須提早3個月至半年以上。且依來源分析顯示，現代人對高

階健檢的需求已不再是錦上添花，來源不再只有社會頂端人士，

公司團體預約與門診自費加選已為大宗，企業行號高科技公司

懂得重視員工健康為資產、越來越多人捨得自費去高規格面對

自我健康，確保生命價值，這是在疫情時代重視個人健康也不

容延緩的事實。

那麼多檢查項目，我該怎麼選？

　　基本上，40歲以上的民眾可依照家族是否有心血管疾病、腦中風、癌症等遺

傳史或個人作息不規律、飲食過油過剩、菸酒壓力大等不良習慣做先決，30歲以

上年輕人可選擇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補強胸部X光的不足。近年來時有所聞政

治名人罹患肺腺癌，筆者周遭也有許多喜歡戶外運動、生活規律不吸菸的朋友，

也罹患肺腺癌，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布的2020年國人十大癌症死因，肺癌再度高

居死亡率第1位，共奪走9,629位國人的性命。以每10萬人口死亡率來看，男性是

51.6位、女性是30.2位，也是兩性十大癌症死因中，死亡率最高的癌症，這也是

這兩年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詢問量、檢查量暴增的原因。

一張胸部X光跟一次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掃描，你會選哪種？

　　一般健檢是用胸部X光來看肺部、心臟、胸椎是否異常，但因肺部重疊組織

器官太多，一張胸部X光的診斷資訊非常薄弱，往往腫瘤會被遮掩或發現時已經

過大，或已有遠處轉移而錯失了最佳的治療時機。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是利用低

輻射劑量來掃描肺部，以下圖影像實例介紹(圖三)，就像把胸部當成蘋果切成

3mm的薄片去細看有沒有結節，輻射線劑量只有1.6-1.8毫西弗，檢查只需5分鐘

方便快速，可偵查出細微及X光片看不到的病灶。

善用四癌篩檢及高階健檢

　　目前衛生福利部提供四項免費癌症篩檢，希望符合篩檢的民眾不要漠視自身

權益。善用政府提供的免費成人健檢、四癌篩檢，但也別輕忽自身的重要、多愛

自己跟關懷家人，善用高階醫學影像儀器彌補一般健檢的不足，有癌症

家族遺傳史或個人健康擔憂，想進一步檢查需求者再考慮加做高階健檢

。以下列表簡單介紹傳統健檢與高階健檢的項目和差異，給大家做參考

選擇，各項檢查都有其意義，能全面篩檢提高癌症發現率，選擇適合自

己的就是最好的健檢，再次提醒大家除了定期追蹤檢查，清淡的日常生

活飲食多吃蔬菜水果，避免加工、醃漬煙燻食品，減少刺激性飲食咖啡

、酒、辛辣等食物，每周1-3次運動習慣維護自己的健康，多按摩身體也

可以及早自覺身體的異狀提早就醫，最後祝福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做自己

喜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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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亦更換正子/電腦斷層造

影PET/CT(圖二)，全新全數位Fully 

digital PET/CT數位化技術，採用

獨家半導體技術達成晶體與探測

器1：1對應，有效降低雜訊、提

供最佳精緻影像重建提升影像品

質(最高1 mm)，同時最快能讓掃瞄

時間降至2分鐘，大幅縮短檢查所

需時間亦讓檢查藥劑降低50%。搭

配128切CT，可執行低劑量肺部電

腦斷層檢查，以符合現代人對健

檢日新月異的需求。

▲圖一：核磁共振造影新機

以108、109年的檢查量統計來看，國泰綜合醫院最受民眾歡迎的

6大高階健檢項目依序為：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

●心臟冠狀動脈鈣化積分指數

●預防心血管疾病冠狀動脈電腦斷層

●全身磁振造影及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

●頭頸部腦血管磁振造影

●全身癌症篩檢正子/電腦斷層

　　依院方統計數據顯示，民眾對高階健檢的需求增加，使得健

檢預約須提早3個月至半年以上。且依來源分析顯示，現代人對高

階健檢的需求已不再是錦上添花，來源不再只有社會頂端人士，

公司團體預約與門診自費加選已為大宗，企業行號高科技公司

懂得重視員工健康為資產、越來越多人捨得自費去高規格面對

自我健康，確保生命價值，這是在疫情時代重視個人健康也不

容延緩的事實。

那麼多檢查項目，我該怎麼選？

　　基本上，40歲以上的民眾可依照家族是否有心血管疾病、腦中風、癌症等遺

傳史或個人作息不規律、飲食過油過剩、菸酒壓力大等不良習慣做先決，30歲以

上年輕人可選擇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補強胸部X光的不足。近年來時有所聞政

治名人罹患肺腺癌，筆者周遭也有許多喜歡戶外運動、生活規律不吸菸的朋友，

也罹患肺腺癌，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布的2020年國人十大癌症死因，肺癌再度高

居死亡率第1位，共奪走9,629位國人的性命。以每10萬人口死亡率來看，男性是

51.6位、女性是30.2位，也是兩性十大癌症死因中，死亡率最高的癌症，這也是

這兩年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詢問量、檢查量暴增的原因。

一張胸部X光跟一次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掃描，你會選哪種？

　　一般健檢是用胸部X光來看肺部、心臟、胸椎是否異常，但因肺部重疊組織

器官太多，一張胸部X光的診斷資訊非常薄弱，往往腫瘤會被遮掩或發現時已經

過大，或已有遠處轉移而錯失了最佳的治療時機。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是利用低

輻射劑量來掃描肺部，以下圖影像實例介紹(圖三)，就像把胸部當成蘋果切成

3mm的薄片去細看有沒有結節，輻射線劑量只有1.6-1.8毫西弗，檢查只需5分鐘

方便快速，可偵查出細微及X光片看不到的病灶。

善用四癌篩檢及高階健檢

　　目前衛生福利部提供四項免費癌症篩檢，希望符合篩檢的民眾不要漠視自身

權益。善用政府提供的免費成人健檢、四癌篩檢，但也別輕忽自身的重要、多愛

自己跟關懷家人，善用高階醫學影像儀器彌補一般健檢的不足，有癌症

家族遺傳史或個人健康擔憂，想進一步檢查需求者再考慮加做高階健檢

。以下列表簡單介紹傳統健檢與高階健檢的項目和差異，給大家做參考

選擇，各項檢查都有其意義，能全面篩檢提高癌症發現率，選擇適合自

己的就是最好的健檢，再次提醒大家除了定期追蹤檢查，清淡的日常生

活飲食多吃蔬菜水果，避免加工、醃漬煙燻食品，減少刺激性飲食咖啡

、酒、辛辣等食物，每周1-3次運動習慣維護自己的健康，多按摩身體也

可以及早自覺身體的異狀提早就醫，最後祝福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做自己

喜歡的事。



　　同時亦更換正子/電腦斷層造

影PET/CT(圖二)，全新全數位Fully 

digital PET/CT數位化技術，採用

獨家半導體技術達成晶體與探測

器1：1對應，有效降低雜訊、提

供最佳精緻影像重建提升影像品

質(最高1 mm)，同時最快能讓掃瞄

時間降至2分鐘，大幅縮短檢查所

需時間亦讓檢查藥劑降低50%。搭

配128切CT，可執行低劑量肺部電

腦斷層檢查，以符合現代人對健

檢日新月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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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X光 ▲圖三：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軸向切片(左)+橫向切片(右) 
            每張3mm厚度細切約300多張

以108、109年的檢查量統計來看，國泰綜合醫院最受民眾歡迎的

6大高階健檢項目依序為：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

●心臟冠狀動脈鈣化積分指數

●預防心血管疾病冠狀動脈電腦斷層

●全身磁振造影及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

●頭頸部腦血管磁振造影

●全身癌症篩檢正子/電腦斷層

　　依院方統計數據顯示，民眾對高階健檢的需求增加，使得健

檢預約須提早3個月至半年以上。且依來源分析顯示，現代人對高

階健檢的需求已不再是錦上添花，來源不再只有社會頂端人士，

公司團體預約與門診自費加選已為大宗，企業行號高科技公司

懂得重視員工健康為資產、越來越多人捨得自費去高規格面對

自我健康，確保生命價值，這是在疫情時代重視個人健康也不

容延緩的事實。

那麼多檢查項目，我該怎麼選？

　　基本上，40歲以上的民眾可依照家族是否有心血管疾病、腦中風、癌症等遺

傳史或個人作息不規律、飲食過油過剩、菸酒壓力大等不良習慣做先決，30歲以

上年輕人可選擇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補強胸部X光的不足。近年來時有所聞政

治名人罹患肺腺癌，筆者周遭也有許多喜歡戶外運動、生活規律不吸菸的朋友，

也罹患肺腺癌，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布的2020年國人十大癌症死因，肺癌再度高

居死亡率第1位，共奪走9,629位國人的性命。以每10萬人口死亡率來看，男性是

51.6位、女性是30.2位，也是兩性十大癌症死因中，死亡率最高的癌症，這也是

這兩年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詢問量、檢查量暴增的原因。

一張胸部X光跟一次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掃描，你會選哪種？

　　一般健檢是用胸部X光來看肺部、心臟、胸椎是否異常，但因肺部重疊組織

器官太多，一張胸部X光的診斷資訊非常薄弱，往往腫瘤會被遮掩或發現時已經

過大，或已有遠處轉移而錯失了最佳的治療時機。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是利用低

輻射劑量來掃描肺部，以下圖影像實例介紹(圖三)，就像把胸部當成蘋果切成

3mm的薄片去細看有沒有結節，輻射線劑量只有1.6-1.8毫西弗，檢查只需5分鐘

方便快速，可偵查出細微及X光片看不到的病灶。

善用四癌篩檢及高階健檢

　　目前衛生福利部提供四項免費癌症篩檢，希望符合篩檢的民眾不要漠視自身

權益。善用政府提供的免費成人健檢、四癌篩檢，但也別輕忽自身的重要、多愛

自己跟關懷家人，善用高階醫學影像儀器彌補一般健檢的不足，有癌症

家族遺傳史或個人健康擔憂，想進一步檢查需求者再考慮加做高階健檢

。以下列表簡單介紹傳統健檢與高階健檢的項目和差異，給大家做參考

選擇，各項檢查都有其意義，能全面篩檢提高癌症發現率，選擇適合自

己的就是最好的健檢，再次提醒大家除了定期追蹤檢查，清淡的日常生

活飲食多吃蔬菜水果，避免加工、醃漬煙燻食品，減少刺激性飲食咖啡

、酒、辛辣等食物，每周1-3次運動習慣維護自己的健康，多按摩身體也

可以及早自覺身體的異狀提早就醫，最後祝福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做自己

喜歡的事。



　　同時亦更換正子/電腦斷層造

影PET/CT(圖二)，全新全數位Fully 

digital PET/CT數位化技術，採用

獨家半導體技術達成晶體與探測

器1：1對應，有效降低雜訊、提

供最佳精緻影像重建提升影像品

質(最高1 mm)，同時最快能讓掃瞄

時間降至2分鐘，大幅縮短檢查所

需時間亦讓檢查藥劑降低50%。搭

配128切CT，可執行低劑量肺部電

腦斷層檢查，以符合現代人對健

檢日新月異的需求。

傳統健檢與高階健檢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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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血液檢查、

抹片、超音波

一般健檢、消化道

內視鏡檢查
PET/CT MRI MSCT

0.2-0.3% 0.50% 1.55% 2.00%

血液腫瘤約只有30%

整體準確度60-80%

準確度可高達90% 診斷的準確率為
87%-90%

準確度可高達95% 肺癌95%

心臟血管狹窄的準確

度80%

癌症篩檢 癌症篩檢 癌症篩檢 癌症篩檢

腦血管疾病

癌症篩檢

心臟血管疾病

謝率較高的惡性腫瘤

．可偵測某些葡萄糖代

．用於癌症的分期、轉

移病灶的偵測、治療

追蹤

．能發現0.1公分左右
   的腫瘤

．無輻射線

．可偵測任何解剖結

構異常，包括惡性

、良性腫瘤、發炎

、退化等

．能發現0.5公分以下

的腫瘤

．掃描時間短

．診療心血管狹窄與阻

塞情形，與肺部疾病

檢查

．解析度達3mm (10年

存活率提高到90%
以上)

．胸部X光檢查：可見80

％的肺癌，但有20％

的肺癌被其他器官遮

   住看不見

．超音波檢查：易受空

氣、骨頭影響觀測，

太小的腫瘤不易發現

(5年存活率只有11%)

隨檢查前清腸準備與

個人身體構造不同，

檢查易有死角

．無法檢測葡萄糖代
   謝率較低的惡性腫
 瘤或良性腫瘤

．腦瘤、胃癌、肝癌
、前列腺癌、腎臟
癌及膀胱癌敏感度
較低

．會因為發炎反應而
引起的偽陽性結果

口腔癌、食道癌、胃

癌及大腸癌初期癌症

敏感度較低

心律不整、心血管有

裝人工支架會影響檢

查準確性

11,000 22,000 33,000-68,000 22,000-48,000 6,500-25,000

冠狀病疾管血心防預．

動脈電腦斷層：7-12

毫西弗的輻射線劑量

．低劑量肺部電腦層：

1.6-1.8毫西弗的輻射

線劑量

．靜脈注射顯影藥物

高階影像健檢

．約3-6毫西弗的輻射

線劑量

．靜脈注射顯影藥物

　傳統健檢

基本健康檢查項目

．生命徵象

．器官的功能性

．器官的結構性

由此三大方向，來鑑定受檢者的健康狀況是否

有潛在的疾病

．侵入性檢查

．靜脈注射麻醉藥物

副作用和風險

．胸部X光：0.06毫西

弗的輻射線劑量

．靜脈注射顯影藥物

項目

癌症發現率

準確度

適用範圍

優點

缺點

參考費用(元)

風險
以108、109年的檢查量統計來看，國泰綜合醫院最受民眾歡迎的

6大高階健檢項目依序為：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

●心臟冠狀動脈鈣化積分指數

●預防心血管疾病冠狀動脈電腦斷層

●全身磁振造影及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

●頭頸部腦血管磁振造影

●全身癌症篩檢正子/電腦斷層

　　依院方統計數據顯示，民眾對高階健檢的需求增加，使得健

檢預約須提早3個月至半年以上。且依來源分析顯示，現代人對高

階健檢的需求已不再是錦上添花，來源不再只有社會頂端人士，

公司團體預約與門診自費加選已為大宗，企業行號高科技公司

懂得重視員工健康為資產、越來越多人捨得自費去高規格面對

自我健康，確保生命價值，這是在疫情時代重視個人健康也不

容延緩的事實。

那麼多檢查項目，我該怎麼選？

　　基本上，40歲以上的民眾可依照家族是否有心血管疾病、腦中風、癌症等遺

傳史或個人作息不規律、飲食過油過剩、菸酒壓力大等不良習慣做先決，30歲以

上年輕人可選擇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補強胸部X光的不足。近年來時有所聞政

治名人罹患肺腺癌，筆者周遭也有許多喜歡戶外運動、生活規律不吸菸的朋友，

也罹患肺腺癌，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布的2020年國人十大癌症死因，肺癌再度高

居死亡率第1位，共奪走9,629位國人的性命。以每10萬人口死亡率來看，男性是

51.6位、女性是30.2位，也是兩性十大癌症死因中，死亡率最高的癌症，這也是

這兩年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詢問量、檢查量暴增的原因。

一張胸部X光跟一次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掃描，你會選哪種？

　　一般健檢是用胸部X光來看肺部、心臟、胸椎是否異常，但因肺部重疊組織

器官太多，一張胸部X光的診斷資訊非常薄弱，往往腫瘤會被遮掩或發現時已經

過大，或已有遠處轉移而錯失了最佳的治療時機。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是利用低

輻射劑量來掃描肺部，以下圖影像實例介紹(圖三)，就像把胸部當成蘋果切成

3mm的薄片去細看有沒有結節，輻射線劑量只有1.6-1.8毫西弗，檢查只需5分鐘

方便快速，可偵查出細微及X光片看不到的病灶。

善用四癌篩檢及高階健檢

　　目前衛生福利部提供四項免費癌症篩檢，希望符合篩檢的民眾不要漠視自身

權益。善用政府提供的免費成人健檢、四癌篩檢，但也別輕忽自身的重要、多愛

自己跟關懷家人，善用高階醫學影像儀器彌補一般健檢的不足，有癌症

家族遺傳史或個人健康擔憂，想進一步檢查需求者再考慮加做高階健檢

。以下列表簡單介紹傳統健檢與高階健檢的項目和差異，給大家做參考

選擇，各項檢查都有其意義，能全面篩檢提高癌症發現率，選擇適合自

己的就是最好的健檢，再次提醒大家除了定期追蹤檢查，清淡的日常生

活飲食多吃蔬菜水果，避免加工、醃漬煙燻食品，減少刺激性飲食咖啡

、酒、辛辣等食物，每周1-3次運動習慣維護自己的健康，多按摩身體也

可以及早自覺身體的異狀提早就醫，最後祝福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做自己

喜歡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