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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肺癌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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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學校最熱門



讓生活更輕盈　身心更自在

親愛的保戶您好！

新冠肺炎延燒近兩年，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型態，也讓大家對健

康產生更深切地渴求。康健人壽在服務保戶的過程中，發現國人越來越

嚮往擁有輕鬆與自在的身心，但生活的壓力，卻讓人不知如何擺脫肩上

的重擔。

為了幫助民眾找回更健康、更輕鬆的生活，康健人壽特別推出「康健

人壽啟動你的健康。輕。生活」全新年度品牌行動，期望透過更正向的輕

生活推廣運動，為民眾的生活「減重」。

了解壓力來源，才能將其轉化為自我提升的動力。康健人壽與

Yahoo!奇摩攜手調查，進一步解析不同年齡層的「不確定感」排名。調查

結果發現，除了25至29歲的年輕族群最憂心工作之外，其它族群皆將疫

情所帶來的不確定感列為第一名。由此可見，新冠肺炎疫情確實影響民眾

生活甚多。面對未知的改變，不管是身心靈皆須做好足夠的準備，才能減

輕生活的壓力與負擔。

今年春假台鐵發生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事故，讓人再度感受到世事無

常。康健人壽在第一時間成立緊急應變關懷小組，並且迅速掌握事故資訊

及主動查詢事故名單，提供保戶最快速、最符合需求的理賠。

面對生活中隨時可能發生的天災人禍，比別人多一分準備，就多一分

保障。康健人壽推出「康健人壽e元好康網路投保傷害保險」　，協助國

人輕鬆補足意外保障缺口，平均一天只要花費不到1元，就可以擁有一整年

的保障，讓生活更加安心。此外，康健人壽也提供流暢的網路投保介面，

以及友善便利的操作流程，讓民眾3至5分鐘就可輕鬆完成投保。為自己買

份保障，再也不是件難事。

讓我們共同珍惜幸福，守護彼此的生活！

康健人壽祝福您

註 　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 https://bit.ly/3mrR9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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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生活更輕盈　身心更自在

親愛的保戶您好！

新冠肺炎延燒近兩年，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型態，也讓大家對健

康產生更深切地渴求。康健人壽在服務保戶的過程中，發現國人越來越

嚮往擁有輕鬆與自在的身心，但生活的壓力，卻讓人不知如何擺脫肩上

的重擔。

為了幫助民眾找回更健康、更輕鬆的生活，康健人壽特別推出「康健

人壽啟動你的健康。輕。生活」全新年度品牌行動，期望透過更正向的輕

生活推廣運動，為民眾的生活「減重」。

了解壓力來源，才能將其轉化為自我提升的動力。康健人壽與

Yahoo!奇摩攜手調查，進一步解析不同年齡層的「不確定感」排名。調查

結果發現，除了25至29歲的年輕族群最憂心工作之外，其它族群皆將疫

情所帶來的不確定感列為第一名。由此可見，新冠肺炎疫情確實影響民眾

生活甚多。面對未知的改變，不管是身心靈皆須做好足夠的準備，才能減

輕生活的壓力與負擔。

今年春假台鐵發生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事故，讓人再度感受到世事無

常。康健人壽在第一時間成立緊急應變關懷小組，並且迅速掌握事故資訊

及主動查詢事故名單，提供保戶最快速、最符合需求的理賠。

面對生活中隨時可能發生的天災人禍，比別人多一分準備，就多一分

保障。康健人壽推出「康健人壽e元好康網路投保傷害保險」　，協助國

人輕鬆補足意外保障缺口，平均一天只要花費不到1元，就可以擁有一整年

的保障，讓生活更加安心。此外，康健人壽也提供流暢的網路投保介面，

以及友善便利的操作流程，讓民眾3至5分鐘就可輕鬆完成投保。為自己買

份保障，再也不是件難事。

讓我們共同珍惜幸福，守護彼此的生活！

康健人壽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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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不斷放送各國緊張的疫情，以及居高不下的

死亡率，相信大家都感同身受。近來，不乏天災

人禍的新聞，像是車禍或火災等重大公安事故，

總是讓人心情大為低落。負面新聞看多了，情緒

難免受影響，在意外頻傳的年代，該如何安頓自

己及家人的身心呢？

水逆，是這兩年經常出現的名詞，當出現令

人難以接受的意外時，一定會有人大嘆水逆到底

何時結束？其實，除了怪罪遙不可及的水星逆行

之外，還可以利用更正向的方法，來消除心中憂

傷或煩躁不安的情緒。

安頓自己及親友身心

擺脫擔憂

讓不安漣漪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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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情緒異常警訊

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Freud）提出「情緒水庫」的理論，用來比喻如何處理負面情緒。每個人心

裡都有一座承載負面情緒的「情緒水庫」，當水位超過警戒線時就要趕快洩洪，否則會造成危險。負

面情緒如同水庫裡的水一樣，經由一點一滴累積，有時很難發現水量已經開始增多。當水位到達警戒

線時，表示負面情緒超出可承受範圍，此時可能出現一些警示訊號，只要用心留意，還是可以察覺。

擺脫負面情緒可以這樣做
如果長時間無法平復情緒，表示水庫水位（負面情緒）已經太滿，應該洩洪來調節水量。想要恢復正常生活，

可以從以下方式著手：

https://reurl.cc/W3aY3D

保戶加值服務
線上心理諮詢優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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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異常警訊

失眠、難以入睡或無法持續安睡

因為睡眠品質差或無法放鬆休
息，感覺精疲力盡 

容易受到驚嚇

心情影響胃口，讓食慾下降

呼吸困難、暈眩、頭痛、胃
痛……等

睡眠不佳

疲倦感

高度警戒

食慾變差

其它反應

生理反應 心理反應

易　怒

恐　懼

無　助

悲　傷

重複聯想

感覺無能為力而覺得生氣

擔心災難再發生、害怕獨處

感覺前途茫茫，不知未來如何

為災害中死傷的人感到悲痛、
難過

不斷想起災難畫面，令自己難受

趕快關機

一直觀看負面新聞，

會讓自己陷入負面情

緒的泥淖而無法自拔，

此時最應該做的就是

馬上關閉電視、電腦

或手機，停止接受負

面訊息。

轉化情緒

有些人會因為無能為

力而產生罪惡感，覺

得自己只能袖手旁觀。

此時可以學著在心中

傳送祝福給受難者，

有助於情緒轉化。

尋求協助

持續接收負面訊息，可

能勾起曾有的創傷記

憶，如果身心異常警訊

出現二週以上，建議

向精神科醫師、心理

師等專業人士求救。

尋求親友支持

因負面新聞而產

生負面情緒時，

可以試著跟親友

討論，除了能讓

思緒較清晰之外，

也能獲得安全感。

作息正常

充足的睡眠才能擁有

健康的身心，試著讓自

己保持正常的作息時

間，不要因觀看新聞而

擔誤用餐或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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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肺妙招全攻略

讓你不肺力

預防肺癌這樣做

前主播蕭彤雯日前傳出罹患肺腺癌，令許多人感

到震驚。由於她從不抽煙、很少下廚、不焚香拜

拜，更沒有家族病史，並非肺癌的高危險族群

想要預防肺癌找上門，到底該如何做？

肺癌在台灣發生率相當高，位居十大癌症第

二名，而且是死亡率第一名的癌症　。肺癌可分

為非小細胞肺癌及小細胞肺癌兩大類型　，肺腺

癌屬於前者，是肺癌中最常見的類型，而且患者

常是沒有抽煙的女性。

肺癌難早期揪出

肺癌較難早期發現，等到症狀明顯時，往往

病情已經很嚴重。很多肺癌患者都是像蕭彤雯一

樣，經由健檢才揪出早期病灶。除了定期檢查之

外，應多注意以下症狀，才能及早發現肺癌。

出現長達二週以上，而且難以改善

的咳嗽。

肺癌可能使呼吸道出血，即使是少

量咳血，都應當心。

氣管中若藏有腫瘤，可能會阻礙呼

吸道空氣流通，進而造成呼吸短促

困難，或發生一動就喘等情況。

時常感到疲倦、精神不濟。 

沒有刻意節食或減重的情況下，體

重莫名減輕。

咳嗽、多痰等情況皆會影響食慾，

進而影響體重。

註 1　Heho 健康  https://reurl.cc/xgzkWe

註 2　衛生福利部  https://reurl.cc/NXzEO9

註 3　馬偕紀念醫院  https://reurl.cc/ZQYzMa

久咳不癒

咳　血

易　喘

容易疲倦

體重減輕

沒有食慾

註1

註2

註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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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戴口罩、空污嚴重時不要待在戶外。此

外，晾曬在室外的衣服容易吸附懸浮微粒，

空污嚴重時不要曬衣服，衣服一乾也要盡快

收進來。

開空氣清淨機、勿在室內燒香或點蚊香。

只要開火，就一定打開排油煙機，並緊閉廚
房其它門窗，加強除油煙效果。

高風險族群 40 歲開始定期做「低劑量電腦

斷層」健檢，才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抽煙是最傷害肺臟的行為之一，

每次吸煙，都會讓呼吸系統反覆

暴露在大量的致癌因子中。想要

遠離肺癌，絕對要避免香煙及二

手煙。此外，空污對肺部的傷殺

力不小，不管是室內、室外，都

應盡可能避免空氣污染。生活

中，還可從以下方式來防範肺癌：

如何預防肺癌

護肺飲食對策

健康的飲食，對於保護肺

部很重要，不管中、西醫，

皆有防範肺癌的飲食妙

招。從現代營養學的觀點

來看，多吃五顏六色的天

然蔬果，攝取高抗氧化力

的植化素，有助於預防癌

症。中醫認為白色食物能

顧肺、清肺，增強肺部抵

抗疾病的能力。

防室外
空污

避免
室內空污

使用
排油煙機

定期
健康檢查

白色食物

山藥、杏仁、白蘿蔔、水梨、蓮子等，都具有滋潤

肺部的效果。

番茄、紅石榴、枸杞、辣椒

茄紅素具超強抗氧化力，也可降低肺癌罹患率，多

食用番茄、紅石榴、枸杞及辣椒等富含茄紅素的食

物，能為肺部的健康加分。

蘋果

蘋果中的多酚及黃酮類都是高效抗氧化劑，醫學研

究指出，多吃蘋果可以有效減少罹患肺癌的機率。

胡蘿蔔、南瓜、芒果

β胡蘿蔔素能轉化為維生素 A，保護呼吸道黏膜

健康，並且舒緩咳、喘等症狀。胡蘿蔔、芒果、南

瓜等，都是富含β胡蘿蔔素的好食物。

花椰菜、白菜、高麗菜

十字花科的蔬菜含抗癌活性成分，個個都是抗氧化

大軍。已有不少研究證實，花椰菜、白菜、高麗菜

等，能降低肺癌及腸胃相關癌症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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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輕生活哲學

4 招簡單瑜伽

釋放身心靈

突如其來的嚴峻疫情，讓大家的心情焦慮不已，身體也不自覺處於緊繃狀態。相信許多人都被生活中的不

確定感壓得喘不過氣來，就讓我們透過瑜珈，一起學習如何利用簡單的動作來紓壓。

簡單紓壓操做起來

雙手扣住往上推、伸直至耳朵兩側，手臂  

保持垂直不要往前。

如果手肘無法維持在耳朵後面，代表肩膀

需要再加強伸展。

1.

2. 

1.

2. 

在椅子上坐直，肩膀往後扭轉。

手扶住椅背，視線跟著肩膀、胸口做扭轉

的動作，停留 5 個呼吸，再慢慢回來換邊

施做，藉此找回脊椎的彈性，並釋放脊椎

的壓力。

招式一 / 測試肩膀活動度 招式二 / 找回脊椎活動力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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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雙腳站穩後，左腳膝蓋彎曲。

左手抓住左腳，腳跟頂住臀部。

換邊並伸展前側。

跪坐在瑜伽墊上，以高跪姿準備動作。

雙手在腳的後方輕輕一推，停留 5 到 10

個呼吸，伸展胸前、背部。

在康健人壽與 Yahoo 合作播出的節目「樂在當下！啟動你的

健康。輕。生活」當中，來賓宅女小紅以自身經驗，分享自己購買

保險的心得。她提到剛出社會時，就將第一份工作的薪水直接買了

醫療保險，就連後來小孩出生時，也是馬上購買醫療保險，目的是

透過財務轉價的方式，來降低生活中的不確定感。另外，她也建議

大家平時應準備一些緊急預備金（大約 6 個月家庭收入），並且在

結婚後重新審視保單，把實支實付醫療雜費和壽險拉高。

完整保險規劃　讓自己無後顧之憂

註　文章資料來源 :Yahoo TV「樂在當下！啟動你的健康。輕。生活」  https://reurl.cc/og1GeV

招式三 / 伸展大腿前側 招式四 / 伸展胸前及背部

節目中心理專家蔡宇哲也分享心理帳戶（2017 年由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行為經濟學教授理查‧泰勒提出）的概念，也就是將每

個帳戶賦予不同的意義，例如生活開支、旅遊開支或是不能動用的帳

戶，並且每個月持續、固定地將錢存進這幾個帳戶裡，這樣不僅可以

清楚自己收支平衡情況，當看到不能動用的帳戶金額漸漸增加時，也

能提高控制感。此外，他也提醒大家須好好把握當下，每天應撥出一

點時間，將手機放下，全心全意的與家人相處，慢慢將煩躁焦慮的感

覺釋放出去。藉由改變自己的想法，讓焦躁感消失，如此才能有助於

消除未來的不確定感，進而享受沒有負擔的人生。

釋放了身體的壓力，面對經濟壓力的不確定感，也應提早做好準備，而透過完整的醫療保險規劃，

將風險適度轉嫁給保險公司，也是讓自己無後顧之憂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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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選填志願可能影響一輩子，到底該怎麼選，才能最符合孩子的未來？不妨先參考大數據資料，讓數字

告訴您哪些大學系所最受歡迎，以及未來職涯發展的情況。

家長及孩子趕快看

大數據告訴你

哪個學校最熱門

學　　校 起　　薪

台灣大學、清華大學 40,000

成功大學、中央大學、

陽明交通大學
38,000

工程學群

註1

註2

10

企業最愛大學排名

根據 1111 人力銀行 2021 年的統計，企業最愛

的學校排名如下　：

從起薪趨勢看未來錢途

大學是進入職場的前哨戰，而文憑和未來職

涯發展有關，從新鮮人起薪高低，可推測未來就

業趨勢。《遠見》和 104 人力銀行合作調查，針

對台灣 2011~2021 年就業資料庫大數據進行分析，

進一步比對出各學群熱門學校起薪　。

工程學群以台灣大學及清華大學並列第一，

而成功大學、中央大學、陽明交通大學起薪也都

不差，可見傳統國立名校還是非常受歡迎。

名次 公立大學 私立大學
公立

科技校院
私立

科技校院

1 成功大學 輔仁大學
台灣

科技大學
致理

科技大學

2 台灣大學 淡江大學
台北

科技大學
德明財經
科技大學

3 交通大學 中原大學
高雄

科技大學
明新

科技大學

4 政治大學 東吳大學
台北

商業大學
龍華

科技大學

5 清華大學 逢甲大學
雲林

科技大學
明志

科技大學

6 中央大學 世新大學
虎尾

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
大學

7 台北大學 東海大學
屏東

科技大學
朝陽

科技大學

8 中山大學 銘傳大學
高雄餐旅
大學

中國
科技大學

9 中興大學 元智大學
台中

科技大學
景文

科技大學

10
台灣

師範大學
文化大學

台北護理
健康大學

醒吾
科技大學

大資工時代來臨，近年來，資訊科系入學分數

不斷往上攀升，未來出路一片看好。值得注意的是，

以文法商聞名的政大，在資工界也異軍突起。 



學　　校 起　　薪

台灣大學、陽明交通大學

成功大學、政治大學
40,000

中央大學、台北科技大學 38,000

學　　校 起　　薪

台灣大學、台灣科技大學 34,000

陽明交通大學、台北科技大學 33,000

政治大學、成功大學、

中央大學、清華大學
32,000

學　　校 起　　薪

台灣大學 40,000

政治大學 38,000

成功大學 37,250

清華大學 36,500

東吳大學、中央大學、

陽明交通大學
35,000

學　　校 起　　薪

台灣大學 35,000

政治大學 34,000

台北大學 32,000

成功大學 31,520

淡江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 31,000

資訊學群 人文社會學群

商管學群

法政學群

行業大調查　薪情比一比

近來勞動部也公布各學門平均工資，可做為

將來選擇科系或就業參考　。

排名
學門 /
行業

平均
薪資

排名
學門 /
行業

平均
薪資

1
物理、

化學及

地球科學
50,213 15

建築及

營建工程
37,610

2
工程及

工程業
46,538 16 環　　境 36,251

3 醫藥衛生 45,634 17
衛生及

職業衛生

服務
36,043

4 法　　律 43,220 18 人　　文 34,945

5 其　　他 42,279 19
新聞學及

圖書資訊
34,877

6
數學及

統計
42,164 20 漁　　業 34,760

7
資訊

通訊科技
41,639 21 林　　業 34,326

8 教　　育 40,097 22
製造及

加工
34,230

9
社會及

行為科學
39,804 23 語　文 33,684

10 運輸服務 39,657 24 社會福利 33,274

11 獸　醫 39,259 25 藝　　術 31,847

12
商業及

管理
39,031 26 安全服務 31,368

13 生命科學 37,772 27
餐旅及

民生服務
31,163

14 農　　業 37,672

註 1　1111 人力銀行  https://reurl.cc/R6Kr4D

註 2　遠見  https://reurl.cc/4yk1mv

註 3　聯合新聞網  https://reurl.cc/o9N19v

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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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第一名仍是台大，而政治大學及成功大

學分別以二、三名緊追在後。

法政學群前三名分別為台大、政大及台北

大學，淡江、東吳及中原等私校表現也不差。

人文社會學群一向被視為起薪較差的學科，

由台大及台灣科技大學奪冠。比較令人意外的是，

台灣科技大學、陽明交通大學及台北科技大學皆

非以人文社會領域見長的學校，可見該領域學校

背景越來越多元化。

https://reurl.cc/R6Kr4D
https://reurl.cc/4yk1mv
https://reurl.cc/o9N19v


小錢買到大保障

意外保險規劃

怎麼買才安心

隨時做好防護　輕鬆投保不麻煩

明瑜是大學生，趁著學習空檔在升大四之前

和同學出遊聯絡感情。一大早，明瑜跟同學們搭

客運南下，所有人在車裡開心的聊個不停。就在

大家熱烈討論行程時，突然傳來一聲巨響，明瑜

感覺到身體劇烈的疼痛，接著就不省人事了。

醒來時已經在醫院，這時她才知道車子在高

速公路時發生了車禍，明瑜雖然幸運逃過死劫，

但雙腳卻傷勢嚴重，治療後仍造成兩下肢足踝關

節缺失，屬於第一級失能。不過，令人欣慰的是，

當她剛過完二十歲生日後，媽媽就叫她投保「康

健人壽 e 元好康網路投保傷害保險」　。原本明

瑜還擔心買保險太貴、太麻煩，所以想作罷。了

解後才發現，原來一年的保費只要 365 元，換算

下來一天只要 1 元，而且用手機上網就可以輕鬆

投保，大約五分鐘左右就完成了。

突如其來的意外事件，康健人壽給付了 25

萬元（25 萬 x 第一級失能給付 100%）的「意外

失能保險金」，而且給付保險金後，這張保單還

持續提供意外保障。沒想到當時不以為意的一件

事，為明瑜的生活帶來安心保障！

註　資料來源：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 

https://bit.ly/3mrR9Wu

無論出差或外出旅遊，平平安安的回家是最重要的事。不過，天有不測風雲，即使是國內小旅行，也要做

好風險管理規劃，才能更加安心。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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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行程選擇保險方案

險了實支實付、意外住院、意外失能、意外身故等基本項目

之外，部分意外險商品也有針對陸上大眾交通運輸增加給付，讓保

障更加周全。

旅平險並不是有保就好，很多人投保時未看清內容，以致於

意外發生時，沒有相對應的理賠項目。建議每次出遊時，最好依旅

程內容挑選不同的旅平險。例如，若需搭乘高鐵、火車或公車等大

眾交通工具，就要選有「大眾運輸意外」的方案；活動地區若在山

上或海域，最好搭配「緊急救援」的項目。除了基本的身故失能、

傷害醫療保障之外，很多旅平險還會附加旅行責任保險、燒燙傷、

食物中毒、急難救助等方案，消費者可視需求作選擇。

挑對保險　保障才夠完整

意外傷害險或旅行平安保險，都是出遊時的重要防線。經常旅遊、

出差或通勤的民眾，建議可選購一年期的意外傷害險；或是出遊前，直

接提高個人保單裡的意外險保額，隨時隨地撐起保護傘。

很多人出國時會購買旅平險，但國內旅行時卻往往忽略了。其實，

國內旅平險的保費非常便宜，當意外來臨時，才能更有保障。

公共意外頻傳，出門前一定要選購足夠的保險，才能為自己及家人

建構完善的防護網。建議投保前，先做好重點規劃：

二、保障期間要夠長

旅平險可多投保幾天，萬一臨時須延長旅程時間，才能玩得

更安心。

三、比較保費及保額

考量保費時，也須注意保額，有時增加一點保費，保額就差

很多。購買保險前應仔細比較，千萬不要為了省小錢而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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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你的健康。輕。生活

一分鐘檢測壓力

擊退不確定感  

人生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挑戰，也會有不同的壓力。讀書時，有升學壓力；出社會後，有工作壓力；開始

步入家庭後，經濟壓力也會隨之而來。不同的年齡層，壓力源可能不一樣，你的又是屬於哪一種？ 

高 CP 值保險　讓小資族更輕鬆

擔任保全的戴雲龍，雖然也想為生活做好防

護，卻擔心購買保險會造成經濟上的重擔。當他

接觸康健人壽後才恍然明白，原來保險也有更聰

明的買法。只要慎選 CP 值高的保險商品，就連

小資族也能輕鬆入手，進而減輕壓力。

與時俱進的保險　不再擔憂新疾病

任智維是典型的三明治族，肩負著照顧兩代

的責任，壓力十分沉重。近年來，各種新型病毒

及細菌不斷出現，疾病的型態也跟著轉變，像是

SARS、新冠肺炎等，都是前所未聞的疾病。除了

擔心自己之外，他也憂慮一家老小，萬一有人不

幸罹患新型態疾病，以前購買的保險保障是否足

夠？後來，他發現康健人壽的保險內容會隨著醫

療進展而更新，隨時與時俱進，提供保戶最新的

保障。現在他經常評估自己及家人的狀況與需求，

隨時輕鬆補足保險缺口。因為有了足夠的醫療後

盾，他不再擔心未知的明天，可以全心全力的為

生活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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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銷輕鬆買　投保無壓力

你的生活指數夠輕嗎

擔任護理師的陳漢澤最害怕人情壓力。俗話說見面三分情，

每當保險業務員親訪，他常不好意思拒絕，但又不想為此購入不

符合自身需求的保單。康健人壽採取電銷模式，不但保單資訊透

明，輕鬆上網就可以了解保障內容，有理賠需求時也可透過電話

快速解決。陳漢澤決定從此都選擇康健人壽，再也不必承受過多

的人情壓力！

生活中原本就充滿壓力，這二年又加上疫情衝擊，全球民

眾對未來更充滿了不確定感，健康、輕鬆的生活，成為大家渴求

的目標。因此，康健人壽於 2021 年全新品牌活動，定調為「康

健人壽　啟動你的健康。輕。生活」　，期望透過更正向的輕生

活推廣，帶領民眾無憂成就每個人生階段。康健人壽也同步推出

「輕。生活指數」線上檢測工具，只要短短一分鐘，就能測出自

己的輕生活指數，並且得到康健人壽量身訂製的健康保障建議。

了解自己的壓力源，才能進一步破解，並且將其轉化為提

升自我的動力。為此，康健人壽與 Yahoo! 奇摩攜手合作，調查

不同年齡層的「不確定感」排名。調查結果發現，25-29 歲年輕

族群不確定感來源前三名依序為：工作、疫情與經濟壓力、身體

健康；30-39 歲的三明治族群，則是疫情、經濟壓力、工作；

45 歲以上族群已邁入熟齡，除了疫情排名第一之外，二、三名

分別為身體健康及經濟壓力。

為了提供民眾全方位的健康保障方案，康健人壽也將陸續

打造一系列的線上課程，讓民眾理解如何建立更好的生活方式，

減輕對未來的焦慮，讓生活更輕！

註

註　更多關於年度品牌活動「康健人壽 啟動你的健康。輕。生活」

        https://reurl.cc/9ZvvMV

掃描 QrCode
立即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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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母親節
投稿活動抽好禮

佳作作品分享

掃描右側看

完整得獎公告

感謝保戶熱情的支持康健人壽於4/30~5/16在LINE官方帳號舉辦的「2021母親節投稿抽好禮」活

動。我們收到了70多位保戶分享與子女/媽媽/阿嬤親暱的互動、美麗的手作、小朋友創意的母親節裝

扮及感人的思念文，透過照片/文字傳達對媽媽滿滿的愛。讓我們一起欣賞本次活動的佳作作品，再

次感謝所有保戶熱情參與並恭喜以下五位得獎者！

作品一   葉O蓉 作品二    高O瓊 作品三    莊O珊 作品五    潘O如作品四   羅OO斯

掃描加入LINE
活動不漏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