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107 年度本校教職員工健康檢查實施計畫

一、依據法令:
為保障本校教職員工健康及安全，防止職業災害，自 107 年起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規定，對現職勞工應施行一般健康檢查及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第 15 條規定，勞工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
次。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之規定，本校依最高標準，每三年辦
理一次勞工一般體格檢查。若違反第 20 條之規定者，處受雇者及雇主雙方
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為避免受罰以及依法辦理全校性教職員工健康檢
查，檢查項目註 1。
二、本校補助健康檢查費用:
(一)適用對象：
本校健康檢查費用支應現職之勞工(含約用、約僱人員)、代理及兼任教
練、技工、工友及專任計畫人員(含助理及博士後研究)，不含未滿 40 歲之
公教人員、兼任助理及 107 年後到職新進人員。
(二)依年度之得標醫院價錢補助健康檢查費用：
上述人員(除已符合滿 40 歲之教師及公務人員健檢規定對象外）每人補助
金額為 750 元，另自行至校外健檢者憑健康檢查費用收據補助最高 750
元，若已完成規定檢查項目者：得於 107 年 11 月底前至人事室提出申請。
三、健康檢查規劃辦理方式如下：
(一)實施方式：
1、自行選擇醫院體檢：依規定時間於 107 年 9 月 28 日(五)前至勞動符合
醫院自行受檢註 2，並繳交資料。
步驟一：自行選擇醫院體檢之報告有效期限為: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第
15 條:一、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二、滿四十歲未滿
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三、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
一次，且檢查項目應依附表八及附表十符合勞工一般健康檢查。
步驟二：於醫院現場繳費後，可依收據於人事室進行補助作業(依當學年
度校內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款同，若超額需自行負擔額外費用)。
步驟三：繳交體檢報告至健康中心承辦人執行資料登錄。
2、自行前往特約醫院：請依規定時間於 107 年 9 月 6 日至 10 月 6 日(六)
前自行前往今年特約醫院做檢查註 3。
步驟一：採事先電話預約，費用與項目方可與校內舉辦相同(750 元/人)，
於醫院現場繳費，後可依收據於人事室進行補助作業。

步驟二：統一發放體檢報告訂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請親自至本組健康中
心領取並簽名。
3、參加本校舉辦之健康檢查：
步驟一：準時參加於 107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7 點至上午 11 點
30 分舉辦之健康檢查，(如遇颱風及其它天災，經公告停止上
班上課，則檢查日期順延 1 週，詳細請見本組公告。)
地點－教學大樓 2F 207、209 教室。
步驟二：除本校現職之勞工(含約用、約僱人員)、代理及兼任教
練、技工、工友及專任計畫人員(含助理及博士後研究)，不需繳
交費用，但不包含未滿 40 歲之公教人員、兼任助理及 107 年後到
職新進人員 (請於報到時即繳交勞檢報告於本組健康中心)。
步驟三：若校內符合公教人員規定受檢者(滿 40 歲以上)，欲一併進行參加
一般勞工一般健康檢查者，亦可先繳交費用及領取收據後，再至
依公教人員相關健檢辦法依規本校人事室進行核銷及補助。
步驟四：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統一發放體檢報告。
4、自行提交體檢報告：先前已自行接受勞工健康檢查者註 4、5，請於本校全
校性健康檢查前繳交報告至本組健康中心承辦人，得免進行校內健康檢
查。
(二) 未完成健檢者：於本校規定辦理健檢年度仍未完成勞工健檢項目者(需於
健康中心簽立切結書)，並請自行於一個月內完成檢查，並仍需參加下一
輪(3 年後，即民國 110 年)全校性團體健康檢查。
四、依上述法規之規定，本校教職員工有接受健康檢查之義務，請務必配合辦
理。如有相關問題，請洽學務處生健組:承辦人徐薇萍（分機 2015）。
五、本校教職員相關健康檢查注意事項請詳見本校學務處-生健組網頁-教職員
健康檢查專區查詢。

六、疾病追蹤矯治-嚴重異常通知、辦理免費重大複檢與健康諮詢服務：
1. 有參加今年特約醫院舉辦之健康檢查者，請收到電話通知或通知單之人
員撥空參加複檢，以維護您的健康。
2. 若屬體檢嚴重異常者將於 107 年 9 月 21 日前緊急電話通知並追蹤。
3. 屬重大複檢者於 107 年 12 月 4 日下午 1:30-4:00 參加複檢(將發出個別
通知)，公告本校重要異常項目複檢項目為：GOT、GPT 任何一項大於 100
U/L(免費到院做肝臟超音波檢查及抽血檢驗 AFP 胎兒蛋白)、腎功能異常

(複檢後仍異常提供免費到院做腎臟超音波檢查) 、尿酸大於 10 mg/dL、
白血球數低於 2,500 個/mm3 或高於 13,000 個/mm3、紅血球數低於 350 萬
個/mm3、血小板數低於 10 萬個/mm3、血色素低於 10 g/dL、胸部 X 光異
常（心臟肥大、陰影、腫塊、肺結核）、心電圖異常（異常 Q 波、WPW 症
候群、LAH）、膽固醇大於 300 mg/dL、空腹血糖值大於 126 mg/dL 當日
有醫師評估與諮詢服務。
若您健康檢查數據有不正常之項目，請您不要過於擔憂，但也不能輕視忽略，
請您攜帶健康檢查報告，本組將安排臨場服務醫師提供免費健康諮詢(時間另行
於本組健康促進業務網頁公告)。
※ 洽詢電話：(03)-328-3201 轉分機 2015(徐薇萍護理師)
※ E-mail：vivian51032@ntsu.edu.tw
註 1：勞工健康檢查項目，如附件一。
註 2：到院健康檢查注意事項，如附件二。
註 3：宏恩醫院交通資訊圖，如附件三。
註 4：符合勞動部規定之勞檢醫院名單，如附件四。
註 5：勞工健康檢查適用年齡及定期受檢時間一覽表，如附件五。

附件一、

勞工健康檢查項目
一、體格檢查項目：
適用對象：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始辦理聘任程序之本校現職之勞工(含約
用、約僱人員)、代理及兼任教練、技工、工友及專任計畫人員(含助理及博士
後研究)。
編號

項目

1

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2

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力、聽力、血壓。
身體各系統或部位之理學檢查：

3

(1)頭頸部（結膜、淋巴腺、甲狀腺）、(2)呼吸系統、(3)心臟血管系統（心律、心
雜音）、(4)消化系統（黃膽、肝臟、腹部）、(5)神經系統、(6)肌肉骨骼（四肢）
(7)皮膚

4

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5

尿液檢查：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6

血液檢查：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7

生化血液檢查：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SGPT/ALT）、肌酸酐（creatinine）、膽
固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之檢查。

二、健康檢查項目：
適用對象：於本校受雇之現職公教人員、專任教職員工(含約用、約僱人
員)、代理及兼任教練、技工、工友及專任計畫人員(含助理及博士後研究)及兼
任助理。
編號

項目

1

作業經歷、既往病史、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2

身高、體重、腰圍、視力、辨色力、聽力、血壓。

3

身體各系統或部位之理學檢查：
(1)頭頸部（結膜、淋巴腺、甲狀腺）、(2)呼吸系統、(3)心臟血管系統（心律、
心雜音）、(4)消化系統（黃膽、肝臟、腹部）、(5)神經系統（感覺、睡眠）、(6)
肌肉骨骼（四肢）、(7)皮膚

4

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5

尿液檢查：尿蛋白及尿潛血之檢查。

6

血液檢查：血色素及白血球數檢查。

7

生化血液檢查：血糖、血清丙胺酸轉胺酶（SGPT/ALT）、肌酸酐（creatinine）、
膽固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之檢查、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附件二、

到院健康檢查注意事項

健檢時間：
(1)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時段 08:00-11:00 ；星期六，上午時段 08:00-10:00
(2)採預約制 (至少需一天前預約)
檢查地點：本院 5 樓健檢中心

(現場收費)

檢查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61 號 5 樓

教職員:
新臺幣 750 元整
(107 年 10 月 6 日前)

預約專線︰02-27713161 轉 268
健檢注意事項
1

報到：
請攜帶健保卡及職員證現場核對資料後領取體檢表格。
飲食：

2 1.檢查前請空腹 8 小時，前一晚 12 點後請勿進食(少量開水可)。
2.有服用慢性病藥物者，如心臟病、高血壓、降血糖等藥物請於抽血後服用。
衣著：
3 1.請著輕便服裝受檢，上衣請勿含有亮片及金屬扣子(物品)。
2.上衣口袋請勿放置項鍊、識別證等物品。
尿液採樣：
4 1.請留中段尿至杯中，後再倒入八分滿至尿管。
2.女生遇生理期者，請告知醫護人員，並註明在體檢流程單上。
5

心電圖:
女性同仁請勿著連身絲襪及調整型內衣受檢。
X 光：

6 1.上衣含有金屬物品或佩戴項鍊者，請先脫去該物品，以免影響 X 光檢查。
2.懷孕或疑似懷孕者，請勿照射 X 光，並請告醫護人員。
其他：
1.量血壓及抽血時，請保持心情輕鬆。
7 2.抽血完畢後，請立即於抽血處按壓 5 分鐘，請勿揉搓抽血處。「若有血腫或瘀青者，請加壓
並通知醫護人員，48 小時後，再用熱毛巾熱敷數日即可。」
3.檢查前請核對資本資料是否正確，並帶著飽足的精神受檢。

附件三、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位置圖及交通路線
醫院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位置圖：

61 號

交通資訊：

公車指南
公車車種

車號

下車站名

聯營公車

0 東.285.292.902.903.630.278.275.905.9.6

仁愛國中

仁愛幹線

263.36.37.245.270.621.630.

大安路口

捷運指南
捷運路線
板南線

轉乘公車

抵達站別

無須轉乘

忠孝復興站

無須轉乘

忠孝復興站

木柵線
出口步行至本院只需 5-10 分鐘

附件四、

查詢新北市林口區、桃園市龜山區、桃園市桃園區勞動部認可之健康檢查醫療機構
醫療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醫療機構地址

大明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龜山里萬壽路二段964號、966號

03-3202792

大魏診所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102號1、2樓

03-3596838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5之7號、文化一路15號 03-3281200*8987
紀念醫院
宏達國際電子附設醫務室

桃園市桃園區興華路23號

03-3753252-38561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
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123號
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33613141

桃新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95號

03-3325678*1337

敏盛綜合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168號

03-3337520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100號

03-3384889*1200

德仁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245號

03-3666491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1154

其餘縣市勞動部認可之勞檢機構網址：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附件五、
勞工健康檢查適用年齡及定期受檢時間一覽表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5 條之規定:雇主對現職勞工，應
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對象

費用支應

是否需參與今年本
校健康檢查

※一般勞工
1.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
檢查一次。
2.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本校

是

本校依最高標準每三年辦理一次全
校性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符
合
※大於 40 歲，每兩年補
公
助 3500 元健康檢查費用
教
人
員
※未滿 40 歲
法
※本校兼任助理、工讀生
※新進人員

否，但需依公教人員法
需先自墊，憑收據
規定兩年受檢一次，另
於人事室核銷(兩年
一般健康檢查報告需繳
內已申請過者則不
交至健康中心執行資料
可再補助)
登錄。

自付

是

自付

是

報到時即需繳交

否

自費健檢金額依當年度規定之費用繳納，107 年為新臺幣 750 元整。

教職員健康檢查專區網址：
https://student.ntsu.edu.tw/files/11-1003-1930.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