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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碌的工作中，雖然得到了掌聲、報酬，但，總好像缺了點什麼； 

等到擁有財富以後，回頭又發現：總是要身體健康才能享受。 

無論什麼職位，無論什麼年齡，幸福，都要從現在開始經營。 

到北投健康管理醫院，來一次健康微旅行，探索身體的狀態， 

在問診與檢查的過程中所得到的專業建議，等同預約未來幸福力。 

健康的身體，是幸福生活的唯一必需品。

只有在身體健康的基礎下， 

才能自在分享、自在生活， 

才能預約未來，掌握幸福。

2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Taipei Beitou Health Mangement Hospital

幸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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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新北投捷運站旁的臺北國際醫旅， 
結合北投老爺酒店與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是臺北市政府委託民間法人營運的OT（Operate and Transfer）案。 
而北投健康管理醫院以醫學中心級的團隊及設備， 
提供高階健康檢查、美容醫學服務， 
是您及家人的健康好朋友，長期健康管理的好夥伴。

「精確找出健康危機，有效管理」是健康檢查的精髓。

北投健康管理醫院，擁有榮總、長庚、北醫等醫學中心主任級醫師及放射師、護理師、

藥師、營養師、醫檢師、物理治療師等專業人員，結合高科技精密儀器，提供長期健康

管理服務。

根據統計，一般健康檢查如基礎血液生化檢查、胸部 X光檢查、基礎理學檢查、眼科

牙科會診等項目，癌症篩檢率約可在 0.3到 0.5%，相當於每千名健康受檢者，可發現 3

到 5人罹癌。

根據本團隊 5萬名高階健康檢查的臨床經驗，在搭配新型醫學影像技術，如：磁振造

影、低劑量電腦斷層、高解析度超音波等高科技影像掃描儀機器，及高精密電子內視鏡

設備，進行全身的腫瘤篩檢、腦神經血管、心血管篩檢及腸胃內視鏡檢查，癌症篩檢率

可大幅提升到3%到 5%，意即每千名健康受檢者，可發現 30到 50人罹癌。

透過健檢結果的專業解讀與判斷以及後續的健康諮詢，對於提早發現，並處理腦血管

或心血管硬化，引起的早期中風、早期心血管阻塞疾病將有所助益，在自然療癒旅程中，

守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預約幸福力
健康指南

20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Taipei Beitou Health Mangement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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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總計 0-9 歲 10-19 歲 2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69 歲 70-79 歲 80 歲以上

個人醫療費用

(百萬元 )

總計

男

女

822,932

409,039

413,893

43,304

23,909

19,396

38,574
20,353
18,221

50,746

23,517

27,229

78,292

35,722

42,570

100,575

50,802

49,773

152,697

75,109

77,588

147,642

73,904

73,738

124,428

58,733

65,696

86,673

46,992

39,681

101 年

年中人口數

(萬人 )

總計

男

女

2,327

1,166

1,161

206

107

98

301

157

144

334

172

163

389

193

196

373

186

187

344

170

174

197

95

102

118

54

64

65

32

33

平均每人

醫療費用

(元 )

總計

男

女

35,364

35,082

35,647

21,035

22,252

19,707

12,807

12,986

12,613

15,178

13,709

16,726

20,124

18,477

21,751

26,964

27,321

26,609

44,365

44,185

44,541

75,104

77,844

72,545

105,373

108,519

102,711

133,888

147,274

120,876

 

走遍世界，吃盡美食，您熟悉各國名勝古蹟，

可是對每天 24 小時形影不離的身體，

又曾花了多少心思去了解？

身體，就像是個微型宇宙，

也是家庭幸福、事業穩健的根源。

找個週末安排一次健康微旅行，未來的幸福力就在這裡。

或許您知道自己身高、體重，但您可能不知道：如同筆記型電腦

重量般的成人腦部，有千億個神經元，在日夜不停的工作；人體血

管的長度，竟可整整圍繞地球二圈半；血液循環人體一整圈，僅需

20秒，比超級旅行家跑得又遠又快。而只要罷工 10分鐘，就會讓

每天跳動 10萬次的心臟，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

步入中年，常可聽到，前陣子見面時還好好的人突然意外倒下。

其實身體並沒有那麼未知，因為血管硬化是從年輕開始累積；即便

癌症，也不是突然發生。以近年蟬聯國人癌症發生人數最高的大腸

直腸癌為例，有九成是由正常黏膜，先發展成腺瘤狀瘜肉，再進展

成腺癌。只要及早篩檢，早日切除腺瘤狀瘜肉，就有機會避免罹患

大腸直腸癌。

與其發生重大疾病後，再找高明的醫師搶救，具有前瞻性的積極

健康管理，更能防患未然。根據 2012 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我國

50歲以上人口數，僅佔總人口數的 31.6%，卻有高達 62.1% 的個人

醫療費用是用在 50歲以上的國民。50歲到 59歲國民平均每人醫療

健康微旅行
預約幸福力

註：平均每人個人醫療費用=個人醫療費用 /年中人口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表一   2012 年各年齡層平均每人醫療費用

4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Taipei Beitou Health Mangement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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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近 45,000 元，比起 40到 49歲的近 27,000 元，30到 39歲的 2

萬元左右，有明顯增加。60歲到 69歲，更躍升到 75,000 元，到了

70歲以上已破 10萬元大關。（表一）

由此可知，進入從四十歲到五十歲的中年時期，正是健康逐漸需

要被積極管理的關鍵十年；身處這關鍵十年的您我，雙肩正承擔家

庭與事業重擔，對於健康，更需妥善照顧。

而那些疾病會花掉比較高的個人醫療費用？包括消化系統疾病

（12.5%）、泌尿生殖系統疾病（12.5%）、呼吸系統疾病（12.0%）、

腫瘤（11.0%）及循環系統疾病（10.3%）等五大類疾病，約占個人

醫療費用的58.3%。（圖一）

這五大類疾病，涵蓋了十大死因（表二）

中的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肺

炎、慢性下呼吸道疾病、高血壓性疾病、慢

性肝病及肝硬化，以及腎炎、腎病症候群及

腎病變，可說是生命與財富的雙重殺手。

而 2013 年國人零歲平均餘命為 79.9 歲，

男性是 76.7 歲，女性是 83.3 歲，這代表的

是，要活得久又活得好，從中年時，就要懂

得做好身體的資產管理，開始努力累積健康

財富的本錢。

所以不妨從現在開始，挪出部份出國旅遊預算，讓您和您的長輩，

到位於臺北國際醫旅的北投健康管理醫院，來趟身體微旅行，在享

受舒服、優化健康假期的同時，也獲得可靠、真實、有效的健康保

障及風險評估。健康需要向上管理，您和長輩的健康，就是家庭與

事業無可取代的幸福基石。

圖一   2012 年個人醫療費用疾病類別

12.5％  消化系統疾病

12.5％  
泌尿生殖系統疾病

12.0％  
呼吸系統疾病

11.0％  腫瘤
10.3％  
循環系統疾病

6.9％ 
骨胳肌肉系統
及結構組織之
疾病

5.6％  
損傷及中毒

4.9％  
內分泌、營養及新
陳代謝疾病與免疫
性疾患

4.5％  
精神疾患

4.3％  
神經系統及感覺
器官之疾病

15.6％  
其他

表二   2013 年國人十大死因

順位 國人十大死因 男性十大死因 女性十大死因

1 惡性腫瘤 惡性腫瘤 惡性腫瘤

2
心臟疾病

（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心臟疾病

（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心臟疾病

（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3 腦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 糖尿病

4 糖尿病 肺炎 腦血管疾病

5 肺炎 事故傷害 肺炎

6 事故傷害 糖尿病 高血壓性疾病

7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8 高血壓疾病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事故傷害

9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高血壓性疾病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10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蓄意自我傷害（自殺） 敗血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5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Taipei Beitou Health Mangement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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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靠的不是流水線般的多站式檢查， 
以及，每年一次的健檢報告， 
而是以人為中心的健康照護。 
位於臺北國際醫旅內的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承接溫泉鄉撫慰身心的獨特魅力，關照您與長輩的健康。 
不只有醫學中心級的團隊及設備， 
連醫學中心很難做到的隱私保護，也兼顧。

蜿蜒北投的河流、氤氳蒸騰的溫泉、壯麗緜延的山陵，成為臺北

國際醫旅大廳的主題設計元素。

由荷蘭麥肯諾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室內空間，結合北投得天獨厚的

地理環境，一進入臺北國際醫旅一樓迎賓大廳，弧形裝置藝術由下

而上，勾勒出山脈、河流、輕煙的流動曲線；結合光影、花香、流

水聲，猶如北投自然風光的縮影。運用透明材質與開放空間導入明

亮的光線，讓您放慢腳步，降低壓力，調整身心，迎接即將來到的

身體健康微旅行。

6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Taipei Beitou Health Mangement Hospital

放鬆空間
預約幸福力
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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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與隱私兼顧的健康微旅行

臺北國際醫旅的健康微旅行健檢行程，皆由位於 2-5 樓的北投

健康管理醫院安排。在北投健康管理醫院的規劃下，您可根據自己

的步調與健康需求，透過全年無休的 call center，與專業護理師

預約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安排高階的磁振造影、電腦斷層、數位

乳房攝影、全自動乳房超音波、高解析超音波等檢查及醫學雷射美

容等客製化行程，和坊間多站式健康檢查中心大不相同。入住位於

6樓的北投老爺酒店後，您可以先到樓下北投健康管理醫院進行專

屬的健康諮詢。如您有特殊隱私需求，也可委請專屬健康管家代為

check in，再經由專屬通道入住客房，不必擔心會遇到隱私外流的

尷尬情境。 

不用浪費於不同科別來回移動的時間，不用和陌生人一起排隊等

待，在北投健康管理醫院進行的高階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少了醫

院常有的藥水味，多了度假緩步的悠閒。當身體微旅行一結束，專

屬健康管理師就會根據您的健檢結果，協調醫療整合小組（各科醫

師、護理師、放射師等專業團隊），於最短時間內，提供綜效整合

醫療服務，貼心提醒後續追蹤事項或治療安排建議，減輕您對檢查

報告的焦慮感。

預約專業團隊　預約未來幸福

健康檢查的前後空檔，您可以選擇於 6-12樓的北投老爺酒店客房

內休息，或享受泉療、芳療、泡湯、瑜珈課程、體適能運動指導，

也可安排北投景點的街道散步。客房內皆能享受北投特有的溫泉，

休憩時或至圖書館瀏覽閱讀，或至一樓開放廚房享受飯店主廚搭配

營養師團隊，設計兼具美味、營養、合適的專屬餐點；或是閒坐於

餐廳中，享受空間和照明的變化所帶來的不同情境感受。 

未來的幸福能量，就從拿起電話的這一刻，開始預約。

7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Taipei Beitou Health Mangement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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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不只是想要活得久，更想活得有品質。儘管隨著醫療照顧

的進步，因中風引起的腦血管疾病，已退居次於癌症、心臟疾病外

的第三大生命殺手，但中風後的肢體失能後遺症，以及腦內小血管

阻塞引起的血管性失智症，也是相當值得關注的健康議題。在臨床

上，嗅覺改變、消失，往往是失智的開端。

與其中風後，再尋覓最好的良醫，試圖亡羊補牢，事先防患未然，

利用短短30分鐘，以磁振造影來做個腦血管微旅行，輕鬆掌握腦血

管的現況，是更積極有效的健康管理技巧。

輕鬆找出腦部不定時炸彈

目前的磁振造影技術，已經可以不打顯影劑，運用非侵入性的方

式輕鬆檢查，就可清楚透視腦部，擷取並重組腦血管的影像，早日

發現鈣化、狹窄、畸型（如：動靜脈血管瘤）、腦瘤等異常，讓這

些原本潛藏在頭骨內的不定時炸彈，有機會在爆發之前，可以及早

被移除。

帶路達人｜蔡清標醫師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院長

經歷：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

心科主任、臺灣神經學會理

事長、亞澳神經學會理事長

專長： 神經退化疾病、腦血管疾病、

多發性硬化症、漸凍人

  健康微旅行第 1 站     腦血管

眼見為憑的磁振造影  揪出中風危機

堅硬頭骨下所包覆的腦部，是負責人類智能、人體平衡及生命中

樞的重要器官，一旦引發中風，就可能造成終生無法回復的傷害或

引發血管性失智症。

心臟只要停止十分鐘，就會造成腦部組織無可挽救的傷害；三高

疾病及肥胖問題，則是讓心臟的冠狀動脈血管，提早鈣化、狹窄、

阻塞的危險因子。

癌症是國人健康的頭號殺手，不到六分鐘，就有一人罹患；威脅

國人健康的常見癌症，包括女性乳癌、肺癌及消化道癌症。

這些身體裡的恐怖份子，必須及早掌握。現在，就由北投健康管

理醫院專業醫師群為您健康嚮導，透過健康微旅行分站解說，同時

說明如何運用精密的檢查儀器為您把關，讓您透視這些影響人生幸

放心專業
透視影響
幸福力
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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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40歲以上，有高血壓、高血糖、血脂異常等三高問題，肥

胖、冠狀動脈心臟病患者，或有無法解釋的神經學症狀，像是噁心、

嘔吐、打嗝不止、眩暈、暈倒或抽搐、長期頭痛或頭痛的型態改變

（如：痛的位置改變、痛到會醒過來、嚴重嘔吐或是脖子僵硬）、

單眼視力模糊或複視、半邊臉或手腳麻木等等，建議可做腦部的磁

振造影檢查。

此外，單耳聽到像有如流水般的腦部雜音，有可能是動靜脈的血

管瘤或畸型，或是完全沒有症狀，有年輕腦中風、血管瘤家族史的

健康者，也建議可做腦部的磁振造影檢查。

至於現代人最擔心的失智症，則可透過磁振造影檢查，看到腦萎

縮、腦溝變深的具體影像。而腦神經細胞的持續發炎，引起的多發

性硬化症，在磁振造影檢查下，則可以看到廣泛性或瀰漫性的白色

斑點。

對受檢者來說，磁振造影與其它例行性的量血壓、抽血檢查，最

大的不同是，檢查結果，不再只是冷冰冰、不痛不癢的數據，而是

清晰可見的明確影像，能讓受檢者親眼見證自己的腦血管狀態，經

由規律的運動（如：快走或慢跑），強化做好健康管理的意願，也

能透過明確的影像，直接驗收平日保健的成效。

放心檢查　報告不必久候

若有明顯的血管狹窄，可運用支架撐開；有血管瘤，則可做栓塞、

結紮治療，避免無預警阻塞、爆裂、出血的危機，更積極預防危及

生命、致殘的意外發生。



3030
10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Taipei Beitou Health Mangement Hospital

帶路達人    錢政平醫師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影像醫學部主任

經歷： 中心診所醫院心盛影像中心主任

醫師、臺北榮總放射線部特約主

治醫師

專長： 全身磁振造影腫瘤篩檢

             腦、心血管影像檢查

要特別提醒的是，若體內有心臟節律器，曾放過心臟支架、心臟

瓣膜、腦血管支架或夾子的民眾，在受檢前，務必先告知，以便確

認是否會受到磁振造影的高磁場影響其功能。

到底磁振造影檢查，怎麼做呢？以往最傳統的磁振造影，艙體口

徑僅有60公分左右，受檢時，鼻子幾乎要頂到艙體的頂端，難免會

覺得空間狹隘、壓迫感大，體重超過100公斤，就很難接受檢查。

目前的新機型，空間加大，艙體口徑達73公分，體重在 130公斤

內，都可受檢，配合舒適的情境，讓您有如在太空艙內，享受高科

技精密的檢查，且可立即看報告，不需再花時間久候。腦血管的情

況如何？透過腦血管的微旅行，立即無所遁形，不再費疑猜。

如王冠般，環繞在心臟表面的三條冠狀動脈是負責供應心臟肌肉

所需氧氣及養份的重要血管。當血管壁有動脈鈣化斑塊，或含膽固

醇的軟斑塊破裂產生血栓，導致冠狀動脈狹窄、阻塞，血流量減少，

會讓心臟肌肉缺血、缺氧，影響心臟功能，嚴重時，會導致急性心

肌梗塞或心律不整而有猝死的危險性。

然而，這些足以致命的危機，為何往往在無聲無息中發生？是因

為人體的設計很奇妙，尤其是像心臟這種攸關生死的重要器官，必

定擁有備載的容量，讓身體在極端的狀況下，仍能維持正常的運作。

舉例來說：在休息狀態時，心臟每分鐘約會打出 5公升的血液，而

在激烈運動時，每分鐘打出的血液量，則甚至可增加到20公升左右。

留意胸悶胸痛帶來的警訊

如果是平常很少激烈運動的人，就算心臟的冠狀動脈血管，已經

開始有鈣化、狹窄的情況，在日常的活動中，往往也還足夠應付日

常所需，也就不容易察覺到異常。然而一旦產生阻塞或增加心臟負

荷的狀況下，沒有辦法供應足夠的血量，就有可能引起立即而嚴重

的後果，造成極大的遺憾。

  健康微旅行第 2 站     心血管

掌握鈣化指數、透過電腦斷層造影
降低冠心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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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醫學研究顯示，患有糖尿病的女性約比一般人增加 2到 4倍心

肌梗塞的風險，同時長期糖尿病患的神經系統較不敏感，無法察覺

輕微的胸痛。曾有一位體型稍胖、也有糖尿病病史多年的鄰居太太，

某天早晨爬山時，由一開始的冒冷汗及臉色發白，在不到２分鐘的

時間內，演變成急性心肌梗塞而昏迷；所幸事發地點離山下的醫院

距離不遠，立即迅速將她送到醫院急救，才沒有造成憾事。

事實上，胸痛、胸悶是人們常見的症狀，造成的原因很多，即使

是醫生也不見得能準確分辨是否起因於心臟血管阻塞。若以文字形

容，心絞痛比較類似突然激烈運動後，感覺喘不過氣來，持續有東

西壓在心口的感覺。如果運動

時或運動後，偶爾有胸悶、胸

痛症狀，且有肥胖、高血壓、

血脂異常、糖尿病，心血管家

族史的人士，或合併之前冠狀

動脈鈣化檢查有鈣化發現者，

建議考慮施打顯影劑，做冠狀

動脈電腦斷層血管造影，可直接看到血管內狹窄狀況及病灶位置，

這才是能夠正確診斷心臟血管是否阻塞的方法。

但是腎功能不良患者，或對含碘顯影劑有嚴重不良反應者，不建

議做此檢查。而心跳超過每分鐘90下的受檢者，可能需服用藥物降

低心跳速率，以增加影像的清晰度及降低檢查時的輻射劑量。但若

是心衰竭、心肺功能不佳的患者，就不建議服用此類藥品降低心跳

做此檢查，建議由心臟科醫師來決定檢查方式。

檢查冠狀動脈　確保心臟健康

此外，若是運動時，不曾有胸悶、胸痛症狀，但有男性50歲以上、

女性 55歲以上或停經後，抽菸，以及肥胖、患有糖尿病、高血壓、

血脂異常、少運動，具有心肌梗塞家族史者，可以先做不施打顯影

劑的篩檢，輻射劑量僅有 2到 3毫西弗的冠狀動脈的鈣化指數，也

是有效預測冠心病風險程度的工具。當鈣化指數大於 400，即有中

度冠心症的風險。如果已有症狀，且合併鈣化指數大於零，可以建

議加做冠狀動脈電腦斷層血管造影，了解狹窄的程度及位置。若鈣

化指數大於 1,000 以上，代表血管壁內有相當嚴重的鈣化，阻塞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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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達人    蔡聰聰醫師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胸腔

內科主治醫師

經歷： 臺北榮總胸腔部特約主治醫師，

臺北榮總放射部 -榮科醫學影

像中心顧問主治醫師

專長： 肺部腫瘤、氣喘、肺炎、慢性

阻塞性肺病、呼吸衰竭

率已非常高，建議直接做心導管檢查，必要時可以一併置放血管支

架，能夠達到確診及治療的目的。

鈣化指數檢查，沒有侵入性，躺在檢查台上約 3到 5分鐘，即可

完成檢查。冠狀動脈電腦斷層血管造影，需施打含碘顯影劑，由電

腦同步偵測顯影劑到達心臟時，立即做血管的掃描，掃瞄時間僅約

5到 10秒。檢查時，配合閉氣 10秒鐘，全程約需 15分鐘左右。檢

查後，再等待電腦後處理所得到的影像及分析，約30分鐘後便可以

看到當天檢查的結果。

肺癌的每年新增病例已超過 1萬 1千人，且約 7成的肺癌患者，

一發現已是晚期的肺癌。

這是因為肺臟本身沒有痛神經，早期肺癌根本沒感覺，等到咳

嗽或喘起來，往往已經是晚期。根據研究，肺部斷層掃描發現小於

0.4 公分惡性的機會幾乎是零；0.4 到 0.7 公分惡性的機會約 1%；

0.8到 2公分就有 1成 5的機會是癌症；而 2公分以上，則有 7成 5

的機會是癌症。

但若以傳統正面 X光篩檢為例，2公分大小的腫瘤，也只有 50%

有幸被發現，主要是死角太多。若是腫瘤長在心臟、橫膈膜及肋骨

後面，則容易被蓋住，往往不容易察覺。曾有一位76歲的老奶奶，

因為背痛，一年前到骨科做復健，但沒有明顯改善。後因慢性咳嗽，

肺部 X光檢查沒有發現異狀，安排肺臟電腦斷層掃描，才發現心臟

後面已有3.5公分的肺癌，剛好是 X光檢查的死角。

另一位中年男性氣喘病人，接受例行性胸部 X光時，發現左下葉

有個病灶，經電腦斷層後發現左下葉的病灶是跟肺癌無關的肺部塌

陷，但在右上葉，意外發現有個0.6公分邊緣不清晰的毛玻璃病灶，

疑似肺癌。由於其父有肺癌病史，再加上自己曾有抽菸的習慣，患

者無法高枕無憂，經外科手術後證實是肺癌。在手術切除後，沒有

其它治療，目前已追蹤5年，無復發的跡象。

事實上，正在抽菸者及過去曾抽菸者，足足包辦了 8成 5的肺癌

  健康微旅行第 3 站     肺  臟

用斷層掃描 掌握 0.4 公分的幸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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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其中，3成 5是正在抽菸，5成是曾抽過菸。 建議有超過 30

年抽菸習慣者或有肺癌家族病史者 , 中年後，可考慮每年做一次的

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

胸部 X光的輻射量，約 0.1亳西弗。低劑量肺部

電腦斷層，則約是 0.3-0.5 毫西弗，也就是 3-5 張

胸部 X光的輻射劑量。比起傳統電腦斷層，約是 70

張胸部 X光的輻射量，以及傳統 PET正子攝影，約

80張的輻射量，低劑量電腦斷層輻射量都少很多。

低劑量電腦斷層跟胸部 X光比較起來，可以看到

X光看不到的毛玻璃狀病灶。多方研究已證實低劑

量電腦斷層能早期診斷肺癌，因而降低 2成肺癌患

者的死亡率，是有效的篩檢工具。檢查方式也很簡

單，只要躺好，花幾秒鐘，就可完成掃描。由於呼

吸時，胸腔會有2到3公分的起伏，需配合閉氣，才能有清晰的影像。

乳癌的發生與基因、基因突變、月經來得早、停經得太晚、太晚

生育及哺育母乳、抽菸、喝酒、肥胖，都有關係。

但談到「乳房 X光檢查」，本身就不是一個令人舒服的檢查。檢

查前，須將乳房以透明的壓克力板夾住後，再利用低能量的 X光檢

查乳房，但由於東方人的乳房較嬌小、皮下脂肪少、組織緻密，在

夾住乳房固定時會比較疼痛，宛如酷刑，即便知道乳房健康很重要，

仍讓人忍不住望之卻步。

運用磁振造影檢查乳房，沒有侵入性，也不會疼痛，而且因為乳

癌常伴隨著很多的新生血管，在打了顯影劑的狀況下，這些新生血

管很容易被發現，因此，敏感度很高，但缺點是即將面臨更年期的

女性，體內的黃體激素，有可能會讓血管擴張，而有比較高的偽陽

性被誤判是新生血管。

因此，需搭配乳房超音波做鑑別診斷。方法是在乳房上塗上凝膠，

以超音波的探頭掃描乳房，增加精確度，篩檢出乳房的囊腫、腫瘤，

以及鈣化點。

帶路達人    韋朝榮醫師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副院長

經歷： 台中榮總磁振造影健檢中心主

任、臺北榮總放射部主治醫師

專長： 磁振造影影像診斷、骨骼肌肉

系統影像放射檢查、乳房影像

檢查

  健康微旅行第 4 站     乳  房

免受夾刑之苦　檢查不再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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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達人    羅鴻源醫師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副院長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消化內

科主治醫師、內視鏡暨超音波

中心主任

專長：胃腸肝膽腫瘤、消化道潰瘍

但超音波檢查的缺點是易受人為操作的經驗值影響，如果呼吸動

作太大，影像也會有模糊的現象。因此，再發展出全自動乳房超音

波，每個乳房以全自動的掃描探頭，跟著呼吸一起上下律動，做 2

到 4次的音波掃描，約需 10分鐘，共 20分鐘，即可完成掃描，再

由電腦進行3D的影像重組，減少誤差，增加精確度。

隨著食安事件頻傳，臨床上，有越來越多人，罹患了消化道癌症。

根據最新的癌症登記報告，國人新發生的大腸癌人數是 1萬 4千多

人，肝癌是1萬1千人，胃癌則是3千8百多人，平均不到18分鐘，

就有一位國人罹患消化系統的癌症。

飲食西化、纖維的攝取量下降，也讓大腸癌節節上升。根據 2004

到 2011年的一些前瞻性研究，光是每天多吃 100公克紅肉，即會增

加 14%罹患大腸直腸癌的機率，每天喝超過 45公克的酒精，也會增

加1.47倍罹患大腸直腸癌的風險。抽菸，則有1.21倍的危險機率。

若是有大腸癌家族史，建議可提早在40歲左右，開始以消化道內

視鏡進行大腸癌篩檢。以大腸直腸癌為例，有近 9成 5是由正常的

黏膜，先發展成腺瘤型瘜肉，再逐漸進展成腺癌。

有一位身材微胖，平常應酬多的41歲上班族，沒有任何腸胃道不

適，在公司健檢時經消化性內視鏡檢查，意外發現一顆 1.5公分的

大腸腺瘤型瘜肉，沒想到病理檢查，竟然就是早期的大腸腺癌。這

  健康微旅行第 5 站     消化道

新式內視鏡  有助凸顯初期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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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在健檢中，意外發現罹癌的案例，並不少見。

臺灣的肝癌，有 8成患者與 B型肝炎有關，為最大宗，C型肝炎

次之，以往臺灣人的 B型肝炎帶原率，約在 15% 到 20% 左右，C型

肝炎的帶原率約 2%到 4%，自從 1984年開始施打 B型肝炎疫苗後，

在那時出生的世代，B型肝炎的帶原率已降低到 1%以下。

B型肝炎的三部曲，往往是 30歲肝炎、40歲肝硬化、50歲步入

肝癌。C型肝炎引起肝癌平均年齡稍晚，約 60歲步入肝癌。中年是

肝臟逐漸步入肝硬化的關

鍵點，要把握在40歲前，

定期做腹部超音波跟抽血

檢查，必要時，以藥物阻

斷肝發炎壓制病毒，就有

機會避免肝硬化，甚至惡

化為肝癌。

但由於做腹部超音波

檢查時，接近肝臟的邊

緣，有可能會被腸胃道或

肺部氣體遮住，若有明顯

的脂肪肝、肝硬化，也有

可能造成診斷的困難。此

時，可考慮打顯影劑，做

磁振造影或電腦斷層檢查，得到較明確的影像品質。有位49歲男性，

在例行的抽血及腹部超音波檢查後，發現 1.2公分的結節，進一步

打顯影劑做磁振造影時，懷疑是肝癌；手術切除化驗後確診，目前

已追蹤5年。

至於介於食道及十二指腸間的胃部，有幽門螺旋桿菌感染時，有

可能導致消化性潰瘍反覆發作，與胃癌也有關係。若能接受幽門螺

旋桿菌的殺菌治療，雖有部分抗藥性細菌，經由適當藥物組合，絕

大多數患者可以痊癒。

同樣的，可透過消化道內視鏡檢查，尤其是配備有特殊光學輔助

設計的新式內視鏡診斷工具，如：窄頻影像，讓不明顯的初期病變，

突顯出來，有助於疾病的早期診斷；篩檢效果也較傳統的白光內視

鏡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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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如何結合醫院（Hospital）
與旅館（Hotel）功能與服務，創造「2H 體驗經濟」？

健康檢查如何將健康（Health）與假期（Holiday）
結合在一起，讓商務人士更能有效運用時間？

透過智融集團董事長施振榮伉儷，

與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許文通的分享，

將能找到答案。

從智融集團董事長施振榮伉儷臉上的笑容、輕鬆自在的神情來

看，兩天一夜的健康檢查完全沒有以往經驗中的嚴肅感，而是一次

在北投的健康微旅行。

「程序很細膩，標準作業步驟完整，把每個人當貴賓，醫師諮詢

訪談後才開檢查處方，貼心又周到」，是施振榮伉儷在北投健康管

理醫院完成檢查後的共同感想。因為心血管宿疾，施振榮 1995年就

以心導管進行氣球擴張術，後來又裝了心臟支架；2005年時輕微中

風，之後長期在醫院追蹤治療。

提供個別檢查處方　掌握真實需求

16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Taipei Beitou Health Mangement Hospital

怡然自在
健康微旅行
幸福初體驗

  智融集團董事長   施振榮

這是臺灣值得發展的新方向

北投健康管理醫院客製化且

具彈性的健檢流程，讓智融

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右二）、

夫人葉紫華（右一）不但兼

顧公私行程，也同時擁有度

假的悠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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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院健檢不陌生的施振榮，這次體驗北投健康管理醫院的高階

健檢，就是希望能清楚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由於心臟部分已經在

長期追蹤治療中，因此這次施振榮的檢查，著重在肝膽部位，並在

醫師問診後的建議下，加做頸動脈與腦血管的斷層掃描。「一般醫

院的健檢沒有這麼深入，所以這次的檢查結果都會帶回去給主治醫

師參考。」施振榮笑著表示。

陪著施振榮打天下的施夫人葉紫華身體相當健朗。她笑著說，因

為只有膝蓋和腸胃有些老毛病，「所以健康檢查能躲就躲。」葉紫

華接著指出，一般常見的健檢都是先勾一勾要做什麼項目，就去醫

院檢查看報告；但北投健康管理醫院則是醫師先問診後再開健檢菜

單，真正掌握不同受檢者個別需求。

從飯店 check in、健檢報到，到完成所有檢查項目，「醫旅一條

龍」服務的高隱密性，讓施振榮伉儷相當稱道。此外，施振榮也讚

許北投健康管理醫院放射師與護理師在進行 MRI（磁振造影）前的

仔細說明，「讓檢查者有心理準備，不會太緊張。」而 MRI儀器所

設計的客製的情境和音樂，可依個人喜好選擇，讓受檢者能放鬆心

情，一邊看歐洲的風景，一邊做檢查；他也建議，或許未來可以增

加一些交響樂或耳熟能詳的音樂，就能更讓人輕鬆了。

施振榮認為，影響身體健康有四大要素：遺傳基因、壓力、飲食

和運動。心臟和輕微中風的問題，他認為跟壓力脫不了關係，現在

退休了，壓力小了；吃素以後也沒有腸道瘜肉的問題，運動方面則

力行每日一萬步。施振榮看著葉紫華笑說：「我拉著她一起走。」

用口碑行銷　創造醫療體驗經濟

對於醫療觀光的新經營模式，施振榮指出，「這種體驗經濟，是

臺灣值得發展的新方向。」透過細膩的研發及現場的運作，尤其是

專業的訓練提供人性的服務，就能提供好的體驗，創造好的口碑。

觀光醫療無論是國際人士、商務人士，退休的人都有需求，是符合

未來市場的，對的模式不斷複製，讓人感到物超所值，而這個「值」

是指無形的價值感。

施振榮也直言，新的產業在起步階段，挑戰一定很大；但臺灣製

造業的成長有限，服務業帶動的經濟潛能，才是臺灣未來的發展機

17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Taipei Beitou Health Mangement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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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過程中，因為對營運模式不了解，一定會有一些雜音，但他認

為，「對的東西不必怕雜音，只要精益求精並且完善溝通，透過國

內消費者的口碑擴散，建立國際間的信心，臺灣的國際醫療觀光產

「以前做健檢，心情都很差、很不想去，在大型醫院做 MRI（磁

振造影），還得打顯影劑，搞得身體不舒服、頭也很暈，還要排隊

檢查等很久，每次做下來至少要花掉三個小時的時間。」保險代理

人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許文通搖頭苦笑地說。

體格健碩高大的許文通，其實很重視健檢。即使心情上有些抗拒，

但是平均每三到六個月，他就會前往住家附近的診所，做血液檢查；

每兩年則固定到大型醫院接受全身體檢。雖然報告從未顯示許文通

的健康狀況出現大異常，他卻總是害怕自己會被檢查出罹患嚴重的

病症。加上一般醫院空間較為剛硬不柔和，氣氛嚴肅緊繃，醫護人

員匆忙無表情，等待時間又長，讓他只要踏進醫院做健檢，心情立

刻低落無法放鬆。

從不安到心安的健康微旅行

然而北投健康管理醫院的健檢行程，卻顛覆了許文通的過往經

18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Taipei Beitou Health Mangement Hospital

  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許文通

一趟值得做的健檢行程

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許文通（右一）認為，

在北投健康管理醫院做健

檢，時間運用相當靈活，十

分適合商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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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下午 2點同時完成健檢報到與飯店 check in，隨後接受醫師的

問診諮詢，隨即開出加做檢查項目；從 2點 30分起，在不到 90分

鐘的時間內，許文通做完上腹部、肝脂肪定量分析的 MRI檢查、電

腦斷層掃描，以及上腹部超音波檢查。

檢查結束後的醫師解說中，許文通聽到自己只有脂肪肝的老問

題，其他身體狀況都正常時，原本一直緊繃不安的他，笑容再度重

現。「整體環境氣氛很輕鬆，就像來飯店度假一樣，服務好，還有

飯店美食可以享用，晚上泡湯做 SPA，隔天還可以去北投附近景點

走走逛逛。」醫護人員細心親切的服務，加上盆栽花卉、西洋繪畫

烘托下的溫馨優雅，讓他甚至笑著要回家告訴太太：「以後不要怕

做健檢，來這裡做就好了！」

許文通強調，商務人士重視效率；北投健康管理醫院運用比許多

醫院更加先進的儀器設備，加上客製的檢健流程，減少多人共同等

待做同一項檢查的排隊狀況。「像我人一到，馬上就能做 MRI，進

去檢查室一下子就做好了，不像以前得花很多時間打顯影劑、排隊

等檢查。」他認為這樣的規劃，的確可以提昇商務人士時間運用的

彈性。

健康就是未來競爭力

健檢的目的，主要是落實預防醫學的概念，從「預防勝於治療」

著手降低風險；許文通從事的保險業，也同樣具備對生命健康展開

防範未然的保障措施，因此他建議，保險公司應該與金管會一同設

計和健康檢查有關的保單商品，帶動民眾重視健檢的重要性；民眾

透過健檢，及早發現疾病，及早治療，一來可以保障健康，二來也

能避免全民健保的醫療資源被過度浪費。

他更呼籲企業應該重視員工的健康。「與其全部拿去遊山玩水，

不如把部分員工旅遊的經費，補助到健檢假期來。」許文通認為，

一間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就是「人」，而公司編列預算讓員工接受健

檢，不僅展現對員工的關懷，更可以激勵員工重視自己的價值，進

而留住人才，健全營運體質。對於企業發展，他笑著說，「有健康

的員工，企業才有健康的競爭力」；對於北投健康管理醫院提供的

服務，許文通更稱讚：「這是一趟值得做的健檢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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