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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積極防疫有成

親愛的保戶您好！

2020開春不久，新冠肺炎（COVID-19）席捲全球，台灣防疫表現有目

共睹，並榮登《CNN》新聞版面成為全球「台灣、冰島、南韓、德國四大

防疫成功國。」 

台灣防疫為什麼表現優異？康健人壽3月份針對保戶進行疫情問卷發現國

人防疫素質很高，落實戴口罩、勤洗手等個人防護措施，也願意遵守減少出

門規定，避免感染風險，更懂得靠飲食、運動健康管理對抗疫情。

康健人壽也是超前部署積極防疫，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DC）確

認今年首例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病例時，即刻啟動法定傳染病相關應變服務機

制，設定單一窗口及免付費諮詢專線0800-011-709，提供保費繳交、保全

作業及理賠服務彈性措施，讓保戶能夠從容應對因疫情衍生而來的保險相關

問題。之後又開放多張醫療保單可附加批註條款排除「法定傳染病」30天

疾病等待期的限制，投保後保障立即生效，同時提供「PLAN壓力管理方

案」，協助民眾紓壓。

康健人壽致力提供民眾更健康、更幸福、更安心的未來。康健人壽最新

「360°康健指數」調查發現，新時代女力崛起，常不能好好愛自己，像是

母兼父職的單親媽媽，一肩挑起家中經濟，又因預算有限，一旦風險來臨，

承受能力相對較低。康健人壽提供可以輕鬆組合保單專案，就是希望新代女

性要規劃適合自己的保單，才能在無後顧之憂下，照顧自己及家人。

康健人壽已察覺零工經濟（Gig Economy）是現在進行式，儘管彈性

工時令人羨慕，但收入及醫療保障卻不穩定，若因工作受傷或意外失能，往

往無法獲得足夠醫療費用支援生計，因此推出擁有高額保障的終生意外險及

失能險，及早規劃，可以為自己和家人盡到保障責任。

隨著夏日來臨，是親子出遊探索大自然奧妙的好時機，此外受到疫情影

響，生活、工作方式已有大幅度變革，在家辦公、線上學習蔚為趨勢，敬請

參考本期康健情的精采內容。

康健人壽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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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炸鍋號稱有烘、烤、炸各種功能，標榜方便、少油又能兼

顧美味的特點，風靡大街小巷，吸引不少美食愛好者的喜愛，

是近年來超夯的必備廚具。不過氣炸鍋屬於高溫、長時間的

烹調廚具，真的有這麼好嗎？又該如何聰明使用，才能吃出

美味，又能守護健康？

氣炸鍋原理是運用超高溫氣流的加熱方式烘烤食物，同

時將食材本身油脂逼出來，讓酥脆口感近似油炸食品，但又

不需額外添加食用油　。重點來了！利用高溫空氣在密閉空

間循環加熱方式煮熟食物，可能會破壞食物結構，產生影響

身體的不良物質，為了愛護身體健康，使用時需注意以下烹

調原則：

讓你輕鬆擁有大廚神技

氣炸鍋聰明烹調

享美味又顧健康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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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會破壞食物結構，

溫度宜控制＜ 180℃以下

超過 100℃就是高溫烹調，雖然高溫烹調會使

食物產生梅納反應（Maillard reaction），一種食

物中含有的還原糖（葡萄糖、果糖、麥芽糖、乳糖

等）與蛋白質或胺基酸在烹調過程所發生的複雜反

應，最後讓食物變為褐色，同時散發出香氣，就像

烘烤麵包時，外層出現的酥脆外皮，有增添色澤及

香味作用，但高溫也會改變食物中碳水化合物、蛋

白質、脂質的分子結構，產生有礙健康的產物，澱

粉類食物會產生丙烯醯胺、蛋白質類食物容易產生

異環胺（HCAs）、油脂類食物會生成多環芳香烴

化合物（PAHs）。

使用氣炸鍋製作食物，烹調時間會比傳統鐵鍋

來得長，高溫時間過長，產生有礙健康化合物的機

率會增高，建議溫度越低越好，控制在 180 度以

下。使用氣炸鍋次數宜少不宜多，一個月以 2 次為

原則。

氣炸鍋並非萬用鍋，

不適合燉、煮、蒸料理

氣炸鍋是用熱風烘烤食物原理，可以取代油炸

食物，適合脂肪量高的肉類、魚類食物，例如：帶

皮雞腿、雞翅、雞塊、雞排、鮭魚、鱈魚、虱目魚、

蝦子等。另外氣炸鍋的升溫快，聚熱效果好，也非

常適合講求酥脆口感的薯條、地瓜、豆腐。

至於需長期燉、煮的湯類食物，由於料理期間

並非全程使用高溫，仍需搭配中、小火溫度，不太

適合使用氣炸鍋。氣炸鍋也不適合料理蔬果食材，

高溫可能會使所含的水溶性維生素等營養素流失。

此外，不要頻繁使用氣炸鍋烹煮香腸、貢丸、花枝

丸等加工食品，裡面含有很多添加物，高溫可能

產生有礙健康物質，建議挑選原型食物、新鮮的食

材，儘量不要添加或少加食用油，使用食物本身的

油脂烹調。

安全使用氣炸鍋，

讓美味加分

氣炸鍋超便利，可以增加料理樂趣，不過想用

氣炸鍋吃出健康，安全使用的烹飪重點，可千萬別

忽略！

初次使用氣炸鍋，開箱後常會散發塑膠異

味，需先將內、外雙鍋洗淨擦乾，再放些

柑橘類果皮，使用 200 度空燒 10 至 20

分鐘，可輕鬆去除異味。

放進氣炸鍋內的食材體積不要太滿，1/3

為佳，不宜超過鍋具 1/2。料理計時鐘響

起後，因仍處高壓狀態，請勿打開鍋蓋，

冷卻後再行打開較為安全。

料理後，內、外鍋一定要清洗乾淨，避免

殘留底部油脂及食物殘渣，經過反覆高溫

烹煮，可能產生致癌物。使用一段時間後

（約兩個月），需檢視洩壓裝置的洩壓功

能是否正常，以利氣炸鍋正常運作。

註 1  Line today　https://reurl.cc/E74rD0

註2 ETtoday 新聞雲　https://reurl.cc/O1GA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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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將食物先蒸半熟、汆燙後，再放到氣

炸鍋，高溫烹煮可減少 1/3 時間。

馬鈴薯、地瓜氣炸以前，可先用流動水洗

掉小量澱粉，擦乾表面後再氣炸，可以減

少澱粉量，降低氣炸過程中丙烯醯胺不良

物質的生成量　 。註2

使
用
前

使
用
中

使
用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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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新聞報導，世界知名籃球、足球運動員相繼得到新冠肺炎，引起熱烈討論，運動員抵抗力不是很

強，也敵不過病毒侵襲？難道運動不會提高免疫力，反而會下降？ 

這是一個講求科學的世代，根據研究，運動

是可以平衡免疫力系統，但只有在「中等強度運

動」中發生，從事劇烈運動反而會讓免疫力下降。 

規律運動可提升免疫力，動一動吧！

美國加州洛馬林達大學一項研究中發現，從

事馬拉松的運動員完賽後，會增加 100 ～ 500%

上呼吸道感染機率，稱為「免疫空窗期」，原因

規律活動筋骨有益身心

提升免疫這樣做

4 運動有幫助

可能是做劇烈運動時，身體會分泌壓力荷爾蒙皮

質醇，以利快速產生能量，但是過高皮質醇會導

致身體內分泌調節混亂，反而提升感染風險。從

事輕到中等強度運動不同，感染機率會下降，美

國南卡羅來納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以 6 公里 /

小時速度規律快走，1 秒鐘約走 2 ～ 3 步速度，可

以增強免疫細胞數量，提升免疫力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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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跑
可以鍛鍊心肺功能及意志力、增強腰腿部肌

力、肌耐力及關節靈活度，有效促進身體各個

系統協調力，同時有提高免疫細胞功能，降低

感染風險。

慢跑前要熱身，慢跑後要收操，避免

運動傷害。跑者必須準備好肌力，注意姿勢、心

跳、呼吸節奏，以及跑步的次數、頻率、速度，

才能享受慢跑樂趣。

爬山
提高心肺功能，並能強化腿部肌肉，讓腰部、背

部、頸部肌肉、韌帶得到鍛鍊。此外在森林中散

步，可以吸收到植物釋放的芬多精，提升自然殺

手細胞活性，增強身體抵抗力　。

爬山是耐力運動，一個月登一次山，

不疾不徐，速度慢一點，使用登山杖，步伐小一

點，講話少一點，體力多練一點，食物熱量攝取

多一點，可以好好領略登山好心情。 

騎自行車
輕鬆自在的有氧運動，可以鍛鍊心臟肺功能、增

強腿部手臂肌肉力量。無論騎乘都會自行車步

道、山野、公園或崎嶇山林，都可以感受多種風

貌景觀，有助身心靈的放鬆。 

建議初學者可以先挑選道路平坦的自

行車步道騎乘，一個月騎 2 次，每次騎乘 60 ～

90 分鐘，若要挑戰崎嶇山路或環台圓夢，需鍛

練體能及學習更多騎乘技術後，再行出發。

健康操
不受場地、服裝限制，簡單易學的運動，隨時隨

時都可以起身動一動，有利肩頸部伸展，改善僵

硬痠痛、平衡胸肌與背部肌力、提升心肺功能，

同時有促進免疫細胞活化功能。

健康操大人小孩都適合，但仍需循序漸

進，先做 5 分鐘暖身運動，慢慢讓身體增溫、再

從事 5 分鐘主要運動，有效提升心肺功能。最後

5 分鐘從事緩和運動，讓身體回到安穩狀態。

多做 4 中等運動　健康常在

什麼是中等強度運動？有點喘，可以跟同伴聊天，但沒辦法唱歌

小叮嚀 

小叮嚀 小叮嚀 

小叮嚀 

運動強度是「從事某項活動的費力程度」，運動醫學通常用代謝當量（MET）說明，一般人不

容易理解，若用說話測試（talk test），就淺顯易懂。邊運動，還可以跟旁邊的人聊天，但是沒辦法

唱歌，就是中等強度運度，如果跟別人說話覺得很困難，上氣不接下氣，就是高等強度運動。

註 1.HeHo https://heho.com.tw/archives/73366

註 2. 健行筆記 https://hiking.biji.co/index.php?q=news&act=info&id=14271

註 3. 照護線上 https://www.careonline.com.tw/2017/09/exercise.html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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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帶孩子來趟生態旅遊，才能暢快

一「夏」！隨著天氣逐漸炎熱，全台

生態探索旅遊區陸續開放，爸爸媽

媽準備好了嗎？趁著炎夏高漲之際，

帶著孩子全家來趟在地生態探索，體

驗大自然的奧妙！

全台 6 生態親子探索趣

與自然萬物

暢遊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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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海與大自然同樂

石門區
阿里磅生態農場

八斗子
潮境公園潮間帶 新北基隆

帶著孩子觀察海洋生態，到最美麗的八斗子潮境公

園潮間帶準沒錯。這裡有蔚藍夢幻海景及帶狀岩礁

海岸，可以觀察到很多潮間帶生物，有螃蟹、海螺、

海膽、球藻、褐綠色海藻，保證會讓孩子玩得開心，

留連往返。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69 巷

https://reurl.cc/4Rj09K
02-24696000
無時間限制

免費，備有收費停車場

新北市石門區阿里磅 84 號

www.albefarm.idv.tw/index.htm
02-26382745、02-26369122
假日開放需事先預約

成人 170 元，3 ～ 15 歲 120 元

地　　址

網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費　　用

地　　址

網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費　　用

來到四方鮮奶牧場，不僅可以喝到優質香醇的牛奶、

牛奶冰淇淋，還能近距離觀察乳牛的生活型態，包含

吃的食物、居住環境，或用奶瓶餵養小牛，牧場場地

寬敞，另設有滑草、露營、烤肉區，可以讓一家大小

在大自然懷抱中玩得盡興。

隱身於仁德一甲工業區的自然生態農場，場地規模雖

然不大，功能卻樣樣俱全，設有蝴蝶生態園區、昆蟲

標本館、可愛動物區、貝殼化石玩沙區、農作物採摘

區、DIY 昆蟲教室、焢窯教學及實做區等，非常適合

親子生態一日遊。

苗栗縣竹南鎮崎頂里 12 鄰東崎頂 9-6 號

https://reurl.cc/kdrx1b
037-584743
平日 09:00~18:00，假日 08:00~18:00
全票 100 元、優待票 60 元

台南市仁德區一甲里忠義一街 38 巷 26 號

06-2796037
http://www.butterflyfarm.com.tw/
週二～週日 09:00 ～ 16:00
成人 150 元、優待票 100 元

地　　址

網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費　　用

地　　址

網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費　　用

在鸞山，有一大片白榕森林，是台灣中低海拔保留上

千棵珍貴原生白榕樹的區域，有如置身阿凡達夢幻情

境之中。由於白榕氣根不斷延伸及擴展，原生枝幹枯

萎後，新氣根又會接續再生，就像樹木不斷在移動，

所以有「會走路的樹」封號。

台東縣延平鄉鸞山村鸞山路 21 號 
www.forestculturemuseum.com.tw
0911-154-806 （聯絡時間 07:00~21:00）
因沒有路標，採事先預約，切勿自行前往

免費、200 元、400 元（視年齡不同）

花蓮縣鳳林鎮永福街 20 號

http://www.skcf.com.tw/
03-877-2666
每日 08:00~17:00
免費、200~350 元 ( 視年齡不同 )

地　　址

網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費　　用

地　　址

網　　址

電　　話

開放時間

費　　用

仁德區
亞力山大蝴蝶生態農場

竹南鎮
四方鮮乳牧場 台南苗栗

鳳林鎮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延平鄉
鸞山森林博物館 花蓮台東

秉持「自然復育、低度開發」原則，園區維持自然原

始風貌，這裡有濕地、溪流、草原生、池塘（湖泊）、

森林生態系，孕育出多樣性動、植物，讓久未親近自

然的人們及下一代，輕易融入大自然，用心觀察及體

會原始物種面貌。

適合大、小朋友一起開心遊玩的休閒農場，裡面設有

多種遊樂設施、放牧區、生態鳥園、鸚鵡園等，可以

近距離看見孔雀開屏，拿著奶瓶餵小牛，遠眺遼闊的

青青草原，儘情奔跑、嬉戲。夏日還有戲水區，玩水、

打水仗，開心好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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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路蓬勃發展，在家、遠距工作者愈來愈多，

為了減少防疫期間的接觸感染，不少人也開始選

擇遠距或在家工作。但是少了管理者的督促，加

上太多分心的因素，如果不能培養個人紀律與堅

持，很容易在工作時不專注。該怎麼做才能做好

時間管理？不妨嘗試「番茄鐘工作法（Pomodoro 

Technique）」。

「維基百科」中文版解釋，番茄鐘工作法是

一種超過 30 年的時間管理工具，由義大利弗朗西

斯科．西里洛（Francesco Cirillo）開發的時間

整理方法　，連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都愛用，顯

見番茄鐘工作的作用，可以幫你重新找回專注力。

番茄鐘是一種類似常在廚房使用的烹調計時

註1

註2

蕃茄鐘工作法可改善

遠距工作

容易分心有方法

器，因外表長得像番茄，有此稱號。一個番茄鐘

只有 25 分鐘，不可打斷、不可分割，沒有半個或

1/4 個番茄鐘。

管理有限專注力　番茄鐘工作法有一套

為什麼番茄鐘工作法可以提高專注力？因為

一個人的專注力有限，孩童約 20 ～ 30 分鐘，成

人約 30 ～ 45 分鐘，接近臨界點時，意力就會開

始下滑，番茄鐘工作法是幫助我們管理專注力的

時間，確保當前工作不會被受到干擾，在最短的

時間之內完成目標的時間管理法，提升效率與效

能。一個番茄鐘工作法的時間設定為 25 分鐘，之

後會設定 5 分鐘休息時間，目的是強迫工作者進

行休息，以舒緩專注力的平衡　。

10



決定今日待完成的任務

展開工作前，先寫下今天需要完成的工作，再區分優先順序，定

出今天的工作表。

設定 25 分鐘，從第 1 項待辦事情開始做

將鬧鐘設定二十五分鐘，專注一件事情上。

當計時器響了後，徹底休息 5 分鐘

一旦番茄鐘響起，就將所做的事項畫 X，然後休息 5 分鐘，可趁

機起來走一走、放空、喝點東西等，就是要讓頭腦獲得喘息機會。

再重新開始另一個二十五分鐘的專注工作。

休息 5 分鐘的鐘聲響起，再繼續下一個 25 分鐘的專注工作。

做完 4 個番茄鐘，進行一次較長時間的休息

4個番茄鐘，約工作了 2個小時，可以進行一次較長的時間休息，

約 15 ～ 30 分鐘，會有助下一個階段的精神恢復　。

找回專注力急不得　慢慢學習很重要
番茄鐘工作法是可以協助找回專注力的一個簡易工具，但

是數位時代的干擾有增無減，開始學習時，仍然會覺得有

太多因素讓我們分心，無法感受番茄鐘工具的好處，不要

著急，慢慢學習 25 分鐘專注工作，5 分鐘放鬆的節奏，等

到掌握訣竅後，大腦就不再輕易受到干擾。

註 1　維基百科中文版  https://reurl.cc/pd311b
註2　商業周刊  https://reurl.cc/MvO0X4
註3　 Vogue  https://reurl.cc/kdO1qx

步
驟
2

步
驟
3

步
驟
4

步
驟
5

步
驟
1

25

掌握 5 步驟　有效改善分心
番茄鐘工作法是簡單、有效的時間管理養成工具，但是要如何開始，才能改善分心缺失？

註3

11

《康健情》2020 夏季號

數
位
點
滴



影音教學多元廣泛

學習隨時隨地！

線上課程好有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在家上課、遠距教學愈來愈普及。在

家防疫不只可以降低傳染風險，大、小朋友在家線上學習更

能讓學習不中斷，隨時隨地與全世界接軌。

線上學習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展開，礙於要改變學習習

慣，未能贏得學生及家長青睞。隨著新冠肺炎爆發及確診案

例增加，各級學校不得不延後開學 2 週，意外促成線上學習

成長的契機。家長發現，就算沒有辦法到校上課，藉由學校

老師引導，善用線上學習資源銜接課綱，國文、數學、英語

一科都不少，孩子也能「停課不停學」，達到自主學習目的，

不會因此中斷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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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臺北酷課雲
綜合類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達學堂

國家教育研究院

愛學網
綜合類 綜合類

信望愛文教基金會

LearnMode 學習吧

紅點子公司

VoiceTube 看影片學英語
綜合類 英文類

OiKID 兒童英文線上學習

OiKID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自然科學典藏
英文類 科普類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建置的雲端學習平台，提供國小、

國中到高中師生各類相關 學科、考試 ( 會考、學測、

指考 ) 課程，可在縣上學習，適用全國。

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建置，整合各種型態網路學習資

源平臺，可提供學生豐富學習資源，也能協助教師

挑選多樣性教材，讓全國師生透過平臺多元學習。

由台灣團隊開發的看影片學英語社群，提供

YouTube 平台上大量的英文新聞、廣告、微電影變

成英文學習內容，邊吸收新知，邊練習英語。

針對國小師生，適合年齡 6 歲以上學習各類科普學

習資源，分為科普學習、主題學習、熱門動漫 3 大

區塊，透過有趣味的網頁設計，提供孩子輕鬆享受

主動探索、多元學習的樂趣！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打造結合直播、遊戲與數位學習

的前瞻平臺。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將自主學習、翻

轉學習等不同學習融入教學課程，教師可選擇線上

教學，讓學生感受到是在課堂上受教情況。

由信望愛文教基金會開發的數位教育平臺，結合國

小、國中、高中教育階段主要學習的學科為主，讓

學生在家學習，家長也能參與，協助孩子做功課。

針對 3 ～ 15 歲打造的線上兒童英文課程，讓孩子渴

望學習，啟蒙期兒童也可以參與，可先選擇雙語教

學，提高學習意願，在現實生活中活用英文。

免費

02-2753-5316 轉 246

https://reurl.cc/vDv1Ky

費 用

聯絡電話

網 址

免費

02-7740-7872、7740-7677
https://reurl.cc/ZOVXAp

需繳費

02-2377-0893

https://tw.voicetube.com

免費

https://reurl.cc/E76GOR

費 用

聯絡電話

網 站

費 用

聯絡電話

網 址

費 用

網 址

免費

http://drlive.kh.edu.tw/drlive/

免費

service@dopod.com

https://www.learnmode.net/

需繳費

0800-010-920

https://reurl.cc/qdvklE

費 用

網 址

費 用

E - m a i l
網 址

費 用

客服電話

網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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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自己也是守護一家人

讓雙肩重擔

有靠山

阿泰 38 歲，是一家公司的採購主管，8 月份生的他，每年都會對自己及

家人做件有意義的事。3 個月前，他有了第二個小孩，肩上責任加劇，因

此，決定重新檢視保單，不只為自己補足保障缺口，更是要守護一家人。

阿泰是支撐這個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者，拚事業，也要顧家庭，對

於一名父親來說，擁有完整家庭保障十分重要，由於人生階段不同，必須

定期檢視及了解自身需求，才能撐起一支保護大傘，照顧一家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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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繳保障高，終身傷害保險增強意外防護
阿泰是典型 30 至 40 歲打拚型爸爸，負擔家庭生活費、房貸壓力，經濟負擔

重，又經常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南北出差奔波，風險相對較高，他決定將即將到期的

定期意外險，改為終身意外險，經評估後，「鍾愛意生終身傷害保險」最符合他的

需求，每月保費平均支出新台幣 1,000 元左右，就有 1,200 萬元意外傷害保障，包

含因意外導致的身故、失能、住院、手術、重大燒燙傷等都有保障　，可以輕鬆繳

保費，享有高額保障，而且還能保障終身，阿泰覺得很划算。 

癌症有年輕化趨勢，實支實付加上癌症險不可少 
癌症連續 37 年高居國人十大死因首位，且有年輕化趨勢，比阿泰年長 6 歲的

表哥半年前不幸因癌症過世，花費不少醫療費，讓他決定一併規劃癌症險，避免籌

措自費醫療支出的壓力。他評估多種癌症保單後，發現結合實支實付保障，又有健

康外溢保單的「愛要及實防癌定期健康保險」，是張優質癌症險，保戶可選擇較高

的一次性給付金額，搭配按月給付的癌症保障，用於前期治療費用，再加上實支實

付保險，降低自費醫療風險。此外，還有健康促進、預防疾病的外溢效果，鼓勵保

戶做自主健康管理，投保後第一年享有一次免費健康檢查，如果檢查結果符合保單

條款約定之體況條件，每年可享有最高 20％保費回饋　，兼顧省保費賺健康作用。

擺脫照顧悲歌，失能扶助險保障一輩子
原先阿泰對失能險沒有概念，覺得中老年人才會失能臥床，但最近聽到同事講

述媽媽年輕時發生一場車禍意外，雖然搶救了生命，卻從此失能臥床，家人辛苦照

顧，所以很早就規劃了失能扶助保險，這番話提醒了阿泰，「是不是也該買張失能

扶助險，擺脫照顧悲歌？」若有因疾病或意外傷害事故導致失能，就可以減輕家人

沉重負擔。以「一路照護終身健康保險」為例，是會依照 1-11 級失能的嚴重程度，

按比例提供單筆給付的失能保險金，若不幸嚴重程度達 1-6 級失能，除豁免繳費期

間內應繳保費，每月還可領取保險金額 2%的失能扶助保險金，保證給付 120個月、

最長達 240 個月，可減輕長期醫療開銷的經濟壓力　。

註 1 　康健人壽　https://www.cigna.com.tw/pc/whole-life-accident-insurance/index.php
註 2　康健人壽　https://www.cigna.com.tw/pc/cancer-reimbursement/index.php
註 3　康健人壽　https://www.cigna.com.tw/pc/wia/index.php

註1

註2

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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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抗疫一起來

康健人壽

防疫關懷調查

2020 年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席捲全球，全球社會籠罩在不安與恐慌之中，台灣良好防疫工作在國際之

間有目共睹，相較疫情嚴重的國家，雖然國人生活受到的影響層面較少，但真實情況為何？康健人壽為瞭

解國人對於疫情的隱憂程度，3 月份針對保戶進行「填問卷送 AirPods Pro」活動，本次總共回收 1,038
份保戶回填的有效問卷，以下是四個主要提問及結果，與讀者分享之際，並寄望疫情早日趨於穩定，回歸

正常生活作息。

超過 6 成保戶擔憂新冠肺炎疫情
調查顯示，有 61% 保戶非常擔憂新冠肺炎疫

情，無論是 20 多歲年輕人或 60 多歲年長者都持相

同觀念。

擔憂程度高，

覺得有衝擊生活及心理層面
保戶擔憂新冠肺炎會帶來哪些影響？調查發現

最擔憂的是對自身健康造成的危害，也擔心會傳染

給親朋好友，而且會影響日常生活，同時衝擊到心

理層面，擔心疫情持續擴散，不知何時才會結束。

各個年齡層都擔憂新冠肺炎疫情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64%

61%

62%

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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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防疫觀念
雖然疫情持續升溫讓國人擔憂不已，幸賴具備

正確防疫觀念，才能繳出防疫亮眼成績單。調查顯

示，保戶會從注重個人與居家衛生的小地方做起，

也願意配合限制自身行動的規定，減少出門避免感

染風險，同時懂得培養均衡飲食、規律運動等健康

管理作法，提升自身免疫力，持續對抗疫情。

在「罹病會對健康造成重大的損害」選項中，

擔憂比例前三高分別為 60 歲以上 , 50-59 歲及

20-29 歲。

擔憂新冠肺炎疫情原因

若是罹病會對健康造成重大的損害

若是罹病會傳染給親朋好友

日常生活受到影響

疫情持續擴散，不知何時才會結束

醫療保險可以提供相關保障
新冠肺炎是法定傳染病，面對傳染病威脅，保

戶了解醫療險可以提供相關保障，建議藉此疫情發

展，檢視人身保障是否完整。

查詢 AirPods Pro
中獎名單

掃描 QrCode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53%

63%

62%

50%

44%

43%

57%

75%

69%

你我都有正確防疫觀念

加強個人衛生習慣，勤洗手

出入公共場所戴口罩

盡量在家，減少外出活動

均衡飲食及規律的運動

加強居家環境清潔

實支實付醫療保險

住院醫療保險

重大疾病保險

失能看護險

意外保險

95%

89%

82%

87%

57%

33%

48%

13%

47%

10%

各個年齡層擔憂罹病後對健康危害比例 針對新冠肺炎
你知道有哪些保險可以提供人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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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幫助年輕人、中壯年兩大族群補強失能保

障缺口，康健人壽推出「康健人壽鍾愛意生終身

傷害保險」，提供終身型意外傷害保障。

意外失能險功能在於保障因意外降臨，可能

導致無法工作而收入中斷，甚至造成失能需要的

長期照護。康健人壽總經理暨執行長邵駿崴（Tim 

Shields）建議應及早善用保險轉嫁風險，利用保

險金補貼工作中斷時開銷，守護自己及家人。

「康健人壽鍾愛意生終身傷害保險」可以用

相當於定期險的保費輕鬆擁有終身保障，適合初

入社會的年輕族群、擔負家庭經濟重任的三明治

族群，或經常出差的高階白領族群，有加強意外

防護作用。

五大特色超優值

1. 意外身故額外給付最高保額 8,000 倍：因

意外傷害事故身亡，除了提供保額 100 倍的意外

身故保險金外，若於假日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發生

事故身亡，額外給付最高保額 8,000 倍保險金。

2.小零錢大保障，輕鬆打造終身意外防護網 : 

以 25 歲女性每月投保 1,000 元為例，年繳 9,450

元，日平均不到 28 元，就能打造 1,200 萬元終身

意外傷害保障。

3. 全方位意外險，守護家庭無後顧之憂：因

意外引起住院、手術、重大燒燙傷、失能及身故

皆有保障，保障後續復健及家庭生活、孝順父母

及教養孩子費用，讓家人無後顧之憂。 

4. 失能扶助金按月給付最安心： 因意外傷害

事故造成 1 ～ 6 級失能者，每月按保險金額 10 倍

給付失能扶助保險金，保證給付 100 個月，用於

補償照護及生活費用支出。

5. 失能後豁免保費，保障持續有效：如因意

外傷害事故造成 1～6級失能，自診斷確定日起，

毋需再繳剩餘期數保費，保障持續終身有效。〈詳

細保險內容請參考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

註 1　https://www.mohw.gov.tw/cp-16-48057-1.html

註1

千元享 1,200 萬保障

107 年衛生福利部公佈死因統計顯示，意外事故占國人十大死因第六名，在 25 ～ 44 歲人口死因排名高

居第三名　 ，顯見意外傷害保障的必要性。

康健人壽

鍾愛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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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1（三）- 2020/8/31（一）

登入「好在康健會員」，檢測「360°康健

指數-家庭面向」即享抽獎資格。

全家禮券  $500一張，共計5名

2020/9/7（一），公告於『好在康健會員平台』最新消息

活動日期

參加方式

好禮內容

線上檢測

360康健指數

再抽全家500元禮券

你已經準備好要帶小朋友，一起渡過這個短暫卻充實的暑假了嘛！線上檢測「360°康健指數

─家庭面向」，除了可以了解家庭健康，還有機會帶走全家$500元禮券！

國內旅遊除了保持安全距離，下載「康健人壽APP」，

內建「院所查詢」功能，補充臨時需要的健康備品。

好在康健
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