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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全方位身心健康　是我們不變的方向

親愛的保戶您好！

時光如梭，又是一個新年度的開始。回顧2019，康健人壽運用實體及

虛擬並行的作法，提供各類創新關懷及保障商品，期望2020年，在康健

人壽的陪伴下，每一位客戶都能擁有更健康、更幸福、更安心的未來。

康健人壽自2015年起推出「360°康健指數」調查，今年調查結果發

現台灣民眾壓力指數全球排名第二高。為進一步了解台灣民眾的壓力狀

態，康健人壽委託天下雜誌於今年7月進行「壓力鍋世代大調查」，結果

發現不同年齡層中以35-54歲受訪者壓力最大，稱為「壓力鍋世代」。

壓力是全球性的健康議題，不僅會影響情緒，更會對身體健康造成影

響。康健人壽與信諾集團致力成為民眾全方位健康夥伴，發起「看見壓力

See Stress Di�erently」全球健康行動，幫助大眾正視壓力問題，壓力管

理刻不容緩，透過3分鐘「看見壓力」線上檢測http://bit.ly/2DNSSRD，

讓台灣民眾首次看見壓力的真實樣貌，每個人都可以上網檢測。

康健人壽在台灣長期用心經營，得到來自社會高度認同，2019年榮獲

《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2019保險品質獎」－知名度最高優等、HR 

Asia「2019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現代保險雜誌》「保險信望愛獎」

－最佳通路策略優選，以及《Money錢》雜誌「2019保險AI大賞」三項

肯定，包含「康健人壽保障輕鬆配一年定期壽險」男、女性保單，「康健

人壽一路相挺一年定期失能扶助保險附約」男性保單。

我們將持續洞察客戶需求，提供優質健康保障商品與保健服務滿足不

同消費者需求，成為符合台灣民眾心目中的良善企業。

冬天天氣較冷，不妨帶著一家人好好享受一下上天賜予人類的溫泉資

源，同時保持適度運動，讓身體由內而外暖和起來，平安健康過冬。本期

康健情還有更多與健康及如何善用樂齡科技照顧長者的精采內容，敬請參

考及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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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是地球賜予人類天然養生禮物，氣溫漸漸

轉涼，又到了泡溫泉的季節。台灣得天獨厚地

理的環境，擁有冷泉、熱泉、濁泉、海底泉等

多樣性泉質，準備好了嗎？快將特色溫泉列入

暖冬景點名單！

樂享氤氳暖湯　身心舒暢　怡然自得

環島 6 特色溫泉巡禮
泡湯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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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色溫泉景點　抗寒暖身好快活

北港溪
榮獲最佳 CP 值溫泉 No.1

金山／萬里
全球限定海底溫泉 南投新北

天然泉水與地熱景觀融合為一的溫泉區，可追溯清朝

同治年間，同時擁有海底溫泉、硫磺泉、碳酸泉及鐵

泉泉質，有滋潤皮膚、促進血液循環、多重功效。海

底溫泉源自大屯山硫磺泉，是全球 11處海底溫泉之一，

一路流經馬槽、金山、萬里，再與海沙岩層混合後湧

出，是有鹹味的酸性硫磺鹽泉。 

新北市金山區、萬里區

886-2-24985965 ( 金山區公所 )
全年開放，營業時間以店家公告為主

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https://tinyurl.com/vah7wto

南投縣國姓鄉北港村北原路

886-49-2222106
全年開放，營業時間以店家公告為主

南投縣政府

https://tinyurl.com/re3364t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資訊參考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資訊參考

綠島朝日溫泉與義大利北方與日本九州齊名，是罕見

的海底溫泉，地質景觀特殊，戶外泡湯樂趣無窮，早

晨迎接曙光，白日觀海聽濤，夜晚仰望星空，愜意享

受大自然絕妙節奏。泉質透明，屬於硫酸鹽氯化物，

泉水帶有海水鹹味，湧出口泉水溫度達 90 度，屬於

火成岩區溫泉，對皮膚無刺激性，也不會有黏澀感。

錦屏溫泉是尖石鄉新興溫泉區，泉質屬於無色、無味

碳酸氫鈉泉（俗稱美人湯），泡起來有潤澤水嫩感。

位於風景優美的山野，可享受「原」味嬉遊泡湯的自

然樂趣。過去是封閉山區，溫泉會館進駐後，吸引不

少人士體驗，成為人氣天然景觀溫泉區。

臺東縣綠島鄉公館村溫泉路 167 號

886-89-671133
08:00 ～ 24:00
台東觀光旅遊網

https://tinyurl.com/rwpccax

新竹縣尖石鄉錦屏村

886-3-5841001（尖石鄉公所）

全年開放，營業時間以店家公告為主

交通部觀光局

https://tinyurl.com/rrnj62e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資訊參考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資訊參考

關子嶺泥漿溫泉由地層的石縫中流出，自日治時期開

始，就因不同於清澈泉水的泉質著稱，與陽明山、北

投、四重溪齊名，被喻為台灣四大溫泉名湯，屬於鹼

性碳酸泉質，浸泡泥漿泉水後，全身不僅舒暢，觸摸

肌膚還有種咕溜滑順感，有美肌之湯稱號。

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

886-6-6822344
全年開放，營業時間以店家公告為主

交通部觀光局

https://tinyurl.com/r68qgu5

瑞穗／瑞穗鄉；紅葉／萬榮鄉

886-6-6822344
全年開放，營業時間以店家公告為主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

https://tinyurl.com/r6e3j6b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資訊參考

地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資訊參考

尖石鄉錦屏
天然ㄟ尚好景觀溫泉

綠島朝日
島嶼風情罕見海底溫泉 新竹台東

瑞穗／紅葉
黃金之泉懷舊秘湯

關子嶺
黑色泥漿泉的溫柔 花蓮台南

北港溪位在南投國姓鄉惠蓀林場風景線上，是新開發

的溫泉區，屬弱酸性碳酸泉，PH值約8.4，水質透明，

在觀光局舉辦「金泉獎」溫泉區特色評比活動中，榮

獲全台溫泉區最佳 CP 值第一名。登上海拔 500 公尺

玻璃天空步道，眺望山巒美景盡收眼底。近年溫泉區

開發出特有冷泉，已成極具特色風景區。

瑞穗、紅葉溫泉為花蓮三大溫泉區之二，瑞穗溫泉於

日治時期開發，泉質屬弱鹼性氯化物碳酸鹽泉，泉中

鐵質遇氧後，水面會形成黃濁色結晶物。紅葉溫泉是

有歷史意義的溫泉旅社，曾為日治時期警察療養所，

光復後改建成目前樣貌，依舊保留日式建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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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好處要你外出動起來

天氣涼颼

不要躲在家

寒流來襲，氣溫下探 10 度，氣溫急凍，多半的人會多穿衣服、使

用暖暖包，然後縮著身體保暖，其實利用這種方式保暖，反而會加

速肌肉及軟組織的緊繃，無法促進血液循環，愈縮愈冷，而且會讓

體脂肪增加，所以即使氣溫降低，也應該保持適度運動、活動全身

筋骨，適時讓身體產生熱度，鍛鍊身體，也有降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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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脂速度快，有利減重
冬天在戶外運動，可以讓身體燃燒更多脂肪，身

體為維持恆溫，會釋放體內更多脂肪進行燃燒，

在氣溫較低的環境下運動，可幫助消耗更多熱

量，有利減掉多餘脂肪。

消除疲勞，提振精神
天氣變冷，許多人喜歡窩在被子裡，反而導致精

神渙散、備覺疲乏，冬天到戶外運動，有增強血

管彈性、促進血液循環、提高體內含氧量作用，

可以緩解身心勞累感，讓自己更有精神。

提高心肺功能，增強心臟肌肉強度
天冷運動可刺激肌肉和血管收縮，提高心臟跳動

速度，加強體內新陳代謝，一般民眾可透過定期

鍛鍊心血管耐力，來增強心臟肌肉強度。不過對

於心血管疾病患者來說，建議做輕度運動，避免

帶來身體額外的負擔，不宜劇烈運動，運動前做

熱身，運動後做伸展，可提高運動效果。

增強對冷空氣耐受度，改善怕冷體質
冬天在戶外運動，有助於訓練身體對冷空氣的忍

受度，是冬季運動的第四個好處。雖然天冷還要

外出是件十分痛苦的事，只要慢慢訓練，冬天戶

外運動會變得一次比一次容易，讓自己身體學會

去適應環境，而不是找舒適環境來配合，但每次

運動的時間也應循序漸進，不應勉強進行。

讓人愉悅有精神
冬天運動會讓人更開心，也更有元氣，因為冬天

天氣較乾，當身體透過運動、健身來提高體溫

時，腦中的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的產量也會升

高，讓心情更快樂。

天冷別躲在家　愈動愈健康　不怕冷　精神好

冬天外出運動　安全第一別逞強

衣物要穿暖，適合洋蔥式穿法，最內層穿

排汗衣、中間層可穿保暖衣，最外層穿透

氣防水、防風外套。選擇亮色、鮮明或反

光衣物為佳。

攜帶水壺，適時補充適當水分。冬天運動

常不覺口渴，若未適時補充水分，容易有

脫水現象。

運動前一定要做好暖身運動，例如：開合

跳、抱膝操、原地小跑步、抬腳等，可以

降低運動傷害的發生。

盡量結伴運動，若獨自一人運動，應告知家人

或朋友路線，且要攜帶手機，以提高運動安全。 

有氣喘、心血管疾病、慢性支氣管炎等疾病的

人，建議先與醫師討論適合的運動方式及備妥

藥物，運動時若有身體不適，應立即停止。

                                                                                   
冬天天色較昏暗，避免夜晚或晨間運動，挑選

早上及下午時段較佳。

隨時注意氣象報導，觀察早晚溫差，避免寒流

來襲或下雨天外出運動，可改在室內運動。

好處 1

好處 4

好處 5

好處 2

好處 3

天一冷，許多人不想出門，只想賴在家、其實愈冷愈要運動，

身體暖呼呼，不怕冷，精神也會變好。

提醒您！冬天到戶外運動，更需注意安全，別逞強，量力而為！

1 4

5

6

7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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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愈來愈依賴數位科技，生活中早已脫離不了

電腦、平板及手機，尤其是現在人手一台智慧型手

機，全球各地所有資訊佈滿小小螢幕中，讓生活變

得多采多姿，但在眼科醫師的眼裡，長期近距離盯

著 3C 螢幕，可是會危害眼睛健康。

每年 10 月第二個星期四是世界視覺日

（World Sight Day, WSD），就是呼籲民眾要正

確使用雙眼，不要因為疏忽讓眼睛生病了的重要日

子。依據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公布「2019 全台護

眼趨勢調查」顯示，國人在每日3C（電視、電腦、

智慧型手機）用眼的總平均使用時數達 10.7 小時

　，首度飆破 10小時，也就是說，扣掉睡眠時間，

國人一天有2/3的時間，眼睛都是泡在3C產品上，

近距離用眼的時間過長，導致忽略眼睛也是要看遠

方的重要性，難怪眼科醫師會用數據提醒民眾眼睛

的健康。 

更要顧到眼睛健康

數位生活多采多姿  

小螢幕嗑影音擋不住

小孩老人視力健康堪虞

到底大家使用手機都在做些什麼？許多人會

以為是搜尋網路資訊或是玩手機遊戲，答案揭曉，

觀看網路影音名列手機使用目的第一名。年輕人用

手機瘋影音已然成為最夯的趨勢，訂閱影音頻道超

過 10 個以上的人比比皆是，10 ～ 19 歲有 4 成的

青少年每天看影音超過 3 小時，一部接一部看的

結果，讓許多年輕人變成高度近視族群，他們容

易發生早發性白內障、青光眼、視網膜剝離等影

響視力的眼疾。老人家也一樣愛用手機追劇，有 8

成的老年族群是 3C 產品重度使用者，忙於使用手

機、iPad 觀看網路影音、上網路社群，也會動手

製作、轉發長輩圖　。

註 1    聯合新聞網 https://reurl.cc/oDYOrV
註 2   元氣網 https://reurl.cc/D1OW3R

註２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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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緊盯螢幕　眼睛好疲累　眼疾提早發生

護眼現在做  健康顧得到

眼睛是靈魂之窗，為不讓視力提早老化，從現在起，必須時刻照顧眼睛健康。提供中華民

國眼科醫學會的「護眼 SOP －懂看 321」口訣，讓眼睛亮晶晶，看見明亮世界。

縮 短
Shorten

近距離用眼時間，

用眼 30 分鐘，休息

10分鐘 

走 出
Outdoor

戶外讓眼睛適度休

息，每週至少 2 次戶

外活動

預 防
Prevention

眼疾定期健檢，每年

眼睛檢查至少 1次

眼睛疲勞
因睫狀肌長期緊繃，眼睛

備覺疲勞。

眼睛乾澀
長時間沒眨眼，淚液分泌

不均勻或淚液品質不佳。

你知道長時間緊盯螢幕，

一方面眼睛睫狀肌容易緊

繃，一方面螢幕藍光照射

關係，眼睛會出現各種

不適症狀，若沒有適時眨

眼、休息、眺望遠方放鬆

眼睛肌肉，眼睛恐陷入生

病危機。

眼睛痠痛
整天緊盯螢幕，過於疲勞

會引起痠痛及乾澀感。

眼睛發紅
過度勞累，眼睛未得充分

休息，也未獲得足夠養分。

視線模糊
長時間看螢幕，眼睛過度

疲勞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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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減輕壓力

善用樂齡科技  
長者舒適過活

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

人口比率 14.05%，也就是說每 7 人中有 1 人是老人 　，

小林面對的長期照顧問題也是你我必須面對的課題。該

如何做，才能減輕照顧的壓力？

小林諮詢照護專家之後，認識了「老人福祉科技

（gerontechnology）」資訊，這是整合跨領域資源的

新興照顧科技，針對老化現象，研究開發創新科技和產

品，涵蓋範圍廣，不只有醫療器材或輔具產業，更涵蓋

健康樂齡的住家、行動力、通訊等方面，可以依據病人

情況及照顧者的需求進行規劃，擁有科技業背景的小林

發現，善用數位科技不僅可以協助他照護父親的醫療與

生活，也可以讓他兼顧工作。

在台灣有不少人要肩負照顧家中生病長者的責任，小林的故事就是這些人的寫照。37歲的他，獨子、未婚，

在科技公司上班，72 歲的父親突然罹患帕金森氏症，必須長期臥床，照顧的重任落到了小林身上。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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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雲端健康管理 APP
時時關心好方便

透過具有互聯網功能的醫療器材，搭配雲端

資訊數據串聯，居家照顧 APP 功能愈來愈成

熟，透過偵測、感應、數據分析、傳輸、連

線等一系列功能，可以讓親屬、健康管理師

同步接受到 APP 的測量結果，數據異常時就

會即時通報，健康管理師 v 也能透過智慧音

響立即做關懷及後續處置　，例如：智抗糖，

是管理糖尿病、高血壓 APP，不僅記錄、儲

存病人的血糖、血壓指數，還有關心、提醒、

鼓勵的衛教作用，可以協助糖尿病、高血壓

患者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目前更應用在保險

的風險評估。

雲端居家照顧 APP
提供短期照護人力

家人住院回到家裡，需要短期照顧，人手又

不足時，可以透過短期居家照護人力平台

APP，例如優照護，下載後，就能線上預約

短期照護服務及付款，專業照護人員就會按

約定上門提供協助。

備妥安全性偵測器

讓操心減半

老人最怕跌倒、迷路，或是不當使用熱水器、

瓦斯爐，造成意外，許多照顧者已在家裝設

防滑墊、防滑把手、煙霧偵測器，一氧化碳

偵測器，開門警示等安全設備，目前更有新

型態的安全性偵測器，例如：跌倒偵測器、

音聲擴音器、光控感應器、移動偵測器等，

可發揮預警通報功能，提高安全防護。

居家照護偵測器

提高安心照顧

有照護需求的人，生活大小事常需要他人協

助處理，像提醒用藥、更換紙尿褲、入睡後

的心跳異常等，目前有不少照護感應裝置，

例如：離床偵測系統、尿濕感測器則、床墊

偵測器，能幫助照顧者提供病人更好的協助

也更安心　。

遠端照護網

提升照顧效益

智慧雲端照護網是智慧雲端居家照顧的延伸，

目前已經有不少醫療院所使用雲端健康管理

APP，例如：臺大醫院、三軍總醫院、秀傳

醫療體系等，可以提供病人專屬的服務窗口，

隨時都能獲得專業醫療諮詢，疾病發生時也

能及早應變，掌握最佳就醫時間，還可以隨

時了解醫療照護資源。

註 1　老伴兒  https://reurl.cc/Ob64Q9
註2　匯流新聞網  https://reurl.cc/oD6Wo3
註3　智抗糖  https://reurl.cc/M7gq5X
註4　工商時報  https://reurl.cc/b6g0r6
註5　好宅設計  https://reurl.cc/rl2Mqb

樂齡科技處處有巧思　照顧起來更得心應手

1

2

3

4

5

巧思

巧思

巧思

巧思

巧思

註2

註3

註5

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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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在外奔波工作、辛苦養家的人嗎？

你的家人、朋友有從事食物外送員、

快遞、業務、建築、或司機等工作嗎？

在賺錢之餘，是否有注意風險管理？

事前積極預防、補強風險缺口，比事

後消極承擔來得好，也讓家人安心。

日前發生三位食物外送員騎車送

單時，因發生車貨不幸往生及受傷的社

會新聞，他們都是青壯族群，在社會

大眾開始討論安全風險問題時，才發

現公司與外送員之間非「僱傭關係」，

因此，未加入勞保，無法獲得理賠，

也沒有任何保險保障，令人鼻酸！

補強4保障讓防護網堅固如金

揮汗養家
風險顧全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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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保險轉嫁風險　扛得起家庭責任
新聞背後彰顯的是社會寫實縮影，人生風險無所不在，除了盡己之力規避、降低風險外，

辛苦養家的你我更應積極規劃保險來轉嫁不可測的風險，建議可以加強 4 大保障，讓風險

防護網更為堅固。

保障 1 意外險

保障 3  失能扶助

保障 2  醫療險

保障 4  定期壽險

補強4保障讓防護網堅固如金

身為家庭經濟支柱，若發生無法工作狀況，

就會讓家庭陷入收入中斷窘境，建議應先檢

視自身的意外保障，包含傷害險及傷害醫療，

一定要為自己規劃完備，若不慎發生意外或

因意外住院時，能夠透過保險減輕醫療財務

負擔，也可以降低家人籌措醫藥費的壓力。

人吃五穀雜糧，難免會因意外或疾病入住醫

院、門診治療，對家庭經濟支柱來說，建議

可投保醫療險，目前險種有定期、終身醫療

險，可以支應住院、門診時需自費的部分，

建議依個人需求投保，提升健康保障。

定期壽險具有低保費、高保障特色，小錢也

能買到高保障，可以幫助身為家庭經濟支柱

的族群補強風險缺口，若是想以有限預算買

到高保障，定期壽險就是很好的選擇，發生

不幸時，能夠幫助家人度過難關。然而定期

壽險和終身壽險不同，若繳費期滿時沒有發

生事故，繳交的保費不會退回，保障也會隨

保單期滿而終止，投保之前，應瞭解及釐清

保障範圍與相關契約內容，讓小錢發揮最大

效益。

若不幸於年輕時失能，後續照護時間長達數

十年，加上又是家庭經濟支柱的話，失能對

自己和家人損害程度甚巨，影響甚至比高齡

失能還要嚴重，因此青壯年族群不可忽視失

能保障規劃。除了政府長期照護保險以及全

民健保的基本醫療保障，在國人購買長期照

護保險比例仍然偏低的現況下，建議民眾在

年紀輕、體況佳時，用失能扶助保險來分攤

失能照護費用，讓保單照顧自己和家人的生

活。規劃時最好搭配現有的保單項目補足缺

口，以免保障範圍重複，並應考量個人需求

的醫療照護品質及財務狀況等因素，可優先

選擇有保證給付、給付期間較長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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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完成好在康健新會員，立即

簡訊發送蝦皮購物金$50元序號

至你的手機，康健人壽保戶還加

碼抽空氣清淨機。

登入會員，輸入生日參加「新春

測手氣」活動，即刻簡訊隨機發

送中獎人蝦皮購物金$600，共

計20名。

參加「新春測手氣」活動的會

員，我們將於2/5加碼抽出3名
開運紅家電幸運得主。

60050

好在康健會員平台祝大家鼠年行大運，我們

也準備了「新春測手氣　好禮三重送」活

動，讓大家新年開始就能沾喜氣、開好運。

2020年2月5日發佈於「康健人壽粉絲團」、

「好在康健會員平台」。

更多活動注意事項請上好在康健會員平台查看。

2020年1月2日─2月2日（日）截止
活動

日期

得獎

公告
立即領蝦皮購物

金$50，再抽空

氣清淨機

掃描QrCode
保戶註冊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