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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心過好年

親愛的保戶您好！

時值歲末年終之際，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疫情帶來的衝擊，不只是健康方面，包括社交、經濟及居家生活，也都

受影響。今年三月康健人壽舉辦了「防疫大作戰」問卷調查，結果顯示6成

保戶對疫情非常擔憂，七月時，我們也舉辦「健康金頭腦問卷」抽獎活動，

以全新關懷方式，鼓勵民眾們更重視自己的健康。此外，為了陪伴民眾安然

渡過疫情，我們免除多張醫療險保單「法定傳染病」30天疾病等待期的限

制，讓民眾安心接受治療。

康健人壽總是透過洞察消費者需求，提供更完善防護網，這樣的用心，

獲得外界多方肯定。今年，康健人壽再度從市場上眾多保險商品中脫穎而

出，連續第二年榮獲《Money錢》雜誌「2020保險AI大賞」三項大獎，以

及權威人力資源刊物HR Asia主辦的「2020亞洲最佳企業雇主獎」殊榮！

根攄衛生福利部107年統計，事故傷害是國人第六大死因，在25-44歲

的青壯年族群中，更高居第三位　。為幫助青壯年族群補強失能保障缺口，

我們推出「康健人壽鍾愛意生終身傷害保險」，每個月只要平均1,000元，

就可打造最高1,200萬元的意外傷害保障。此外，新推出的「康健人壽心滿

醫足特定傷病健康保險」，除了廣泛保障33種疾病，並提供「免費健康檢

查」及「保費折扣」，以實際行動，支持保戶做好健康管理。 

康健人壽也尋求異業合作，例如，與董氏基金會攜手推出「玩轉動，拋

出好心情」計劃，以推廣親子飛盤運動，來提升家庭健康與幸福感。同時，

我們也與Costco大賣場合作，推出「康健人壽銀領好健康定期健康保險」

　商品，以低保費高保障，讓新熟齡族群擁有安心與健康。

新的一年，我們將繼續守護大家的生活。

康健人壽祝福您

註 1　衛福部　https://dep.mohw.gov.tw/dos/cp-4472-48034-113.html
註2　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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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響，短期內想出國旅遊

並不容易，既然出不了國，不如來場

國內溫泉輕旅行吧。台灣溫泉蘊含量

豐富，全台都有泡湯的好去處，想來

趟溫泉輕旅行，不怕找不到地方喔！

環島特色溫泉巡禮

冬季泡湯好去處

療癒身心輕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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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身心靈的溫泉之旅

大板根
森林溫泉渡假村

花蓮蝴蝶谷
溫泉渡假村

台中谷關神木谷
假期大飯店

台南關子嶺
芳谷溫泉小棧

北 部

東 部

中 部

南 部

位於新北市三峽區大豹溪流域的「大板根森林溫

泉渡假村」，前身是日治時代台灣最大的第一座

茶廠，已經擁有百年的歷史。渡假村裡保存了台

灣唯一一片低海拔原生亞熱帶雨林，森林裡的植

物高達 600 多種，甚至還包括恐龍時代就有的

樹葉蕨。熱帶雨林有「地球之肺」的美譽，散發

怡人的芬多精，而渡假村裡擁有天然的碳酸氫鈉

泉，又名「美人湯」，來此泡湯還能享受森呼吸。

花蓮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有「蝴蝶谷」之稱，是

清代極具神秘感「關門古道」的東端終點。蝴蝶

谷裡擁有國家級最大片的樟樹林，環境十分清

幽，加上龍吟吊橋、富源瀑布等景點，以及台灣

藍鵲、畫眉等鳥類不時穿梭其中，適合來一趟知

性之遊。座落於富源國家森林遊樂區的「蝴蝶谷

渡假村」，擁有獨特的雙溫泉泉質～碳酸氫鈉泉

（俗稱美人湯）及碳酸鹽泉（俗稱黃金溫泉），

一次能享受多重泡湯樂趣。

谷關昔日是中橫門戶，四周風景秀麗，谷關七雄

是山岳旅遊著名的景點，加上天然溫泉，以及泰

雅族文化體驗等，讓旅遊呈現多樣化風貌。谷關

溫泉舊名為「明治溫泉」，屬於碳酸泉，相傳日

本明治天皇在此泡完湯後，一舉得子，因此有「生

男湯」的傳說。谷關風景區內的「神木谷假期大

飯店」，擁有百年湯與獨家國寶級千歲松，附近

還有溫泉文化館等景點，適合全家人一起尋訪。

關子嶺風景區四周群山環繞，風景賞心悅目。關

子嶺的溫泉屬於稀有的泥漿溫泉，因呈現灰黑色

及帶有小泥粒，又稱「黑色溫泉」，全世界只有

義大利西西里島、日本鹿兒島及台灣關子嶺有此

種泉質。關子嶺溫泉附近飯店及旅館眾多，而以

乾淨簡約著稱的「芳谷溫泉小棧」，是網路上高

CP 值的人氣旅社。旅館附近還有天梯、水火同

源，以及枕頭山、虎頭山等群峰，泡湯紓壓之餘，

還能到其它景點走走，享受悠閒的一天！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插角 79 號

02-2674-9228
https://www.thegreatroots.com/
定價 7000 元起 ( 可參考官網了解不定期房價

促銷優惠 )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廣東路 161 號
03-881-2377
https://www.bvr.com.tw/   
定價平日 5,400 元起、假日 5,800 元起

台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溫泉巷 7 號

04-2595-1511
http://www.utopia-holiday.com.tw/   
定價平日 2450 元起、假日 3,500 元起 

台南市白河區關子嶺 24-11 號 
06-682-2222
https://www.fungohouse.tw/   
定價平日 2,500 元起、假日 3,000 元起

地址

電話

網址

房價

地址

電話

網址

房價

地址

電話

網址

房價

地址

電話

網址

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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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慢性病根源

小心

睡眠呼吸中止症

很多人睡覺時都會打鼾，一般人對這樣的狀況也

都不以為意，卻不知這可能是危險訊號！睡覺時

鼾聲大作，除了可能發生睡眠呼吸暫停的情況，

長期下來還會引發心臟病、高血壓、中風等慢性

疾病，對健康造成威脅！

打鼾是警訊　嚴重者可能猝死

許多人以為打鼾表示睡得香、睡得沉，這是

一種錯誤觀念。呼呼大睡並不代表睡得好，相反

的，可能表示你沒有辦法進入深睡期。睡覺時上

呼吸道變狹窄，呼吸需要更費力，因此才會發出

鼾聲，而上呼吸道阻塞嚴重者，因為吸不到空氣，

可能導致缺氧、窒息等危險狀況，稱為「睡眠呼

吸中止症」，臨床上甚至出現因此猝死的案例。

身體長期缺氧　恐引發慢性病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每晚睡覺時皆發生

「暫時停止呼吸」的現象，每次持續時間從數秒

到數分鐘不等，發生次數可能高達數百次！若身

體長時間反覆缺氧，心血管疾病、代謝症候群及

頭痛等問題也會跟著來。

1. 心血管疾病    缺氧會增加心臟的負擔，也會

讓血管發炎，進而造成動脈粥狀硬化、高血壓、

腦中風、心臟衰竭等疾病。

2. 代謝症候群     睡眠呼吸中止症會讓交感神經

過度受刺激，以及增加胰島素抗性，這些問題會

提升代謝症候群的風險，造成肥胖、糖尿病、脂

肪肝等疾病。

3. 腦部疾病    缺氧易產生頭痛、暈眩、認知功

能及記憶力衰退等問題。

4. 憂鬱症    長期睡眠品質不佳易導致精神不

振，除了脾氣暴躁之外，也可能讓憂鬱症等問題

找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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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夜間頻尿
夜晚睡睡醒醒，會讓大腦無法切換至睡眠模式，泌尿系

統運作的情況還是跟白天一樣，因此每隔幾小時就要起

床尿尿。

2. 白天嗜睡、精神差
夜晚總是睡不飽，白天就容易疲倦，導致精神不振，對

什麼事情都提不起勁，注意力也會變得不集中。

3. 早晨頭痛
睡眠時重度缺氧，睡醒後就易出現頭痛等症狀。

注意警訊　小心睡眠呼吸中止症

及早治療　不再越睡身體越差

根據臨床統計，男性罹患睡眠呼

吸中止症的機率為女性的二至八

倍，不過，女性更年期之後，罹

患此症的機率跟著提升，罹患率

幾乎跟男性差不多。此外，肥胖、

脖子粗短及上呼吸道結構異常者

（如鼻中膈彎曲、鼻息肉增加、

鼻甲肥大等），也都是高危險族

群。除了睡覺時鼾聲如雷之外，

當出現以下狀症，可能是睡眠呼

吸中止症，最好及早就醫。

睡眠呼吸中止症容易被輕忽，根據統計，患者治療的機率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左右。睡眠呼吸中止

症可說是百病的根源，當睡眠出現鼾聲震天、睡睡醒醒等狀況，一定要積極治療，而常見的治療方

式有下列幾種：

看似平常的睡覺打鼾，卻可能是危害健康甚鉅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不過，只要好好治療，就

可以改善睡眠品質，重拾健康人生！

2. 配戴正壓呼吸器

睡眠時使用正壓呼吸器，

可以提高含氧量，避免血

液缺氧導致的一連串問題。

3. 手術治療

情況較嚴重者，可能須進

行手術來改善症狀，包括

鼻部與口咽部手術、正顎

及牙齒矯正等。

1. 減重

肥胖、體重增加是引發睡

眠呼吸中止症的一大因

素，想要避免這樣的問題，

先從控制自身體重做起，

是最基本的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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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是人與外界聯繫的重要橋樑，當聽力受損時，溝通能力勢必跟著出問題。其實，聽力障礙不只影響人

際關係，還會大幅提高失智風險。值得注意的是，聽力障礙不只發生在老年人身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9 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全世界約 11 億年輕人是聽損的高危險族群！　當聽力出現問題時，千萬不能輕

忽，而平時也應做好保健才行。

「聽不清楚」是很多長輩共同的通病，隨著

年齡增長，聽力也一點一滴流失，根據調查統計，

65 歲以上的長者，大約 3 成聽力出現問題；70

歲以上約佔 4 成，而 85 歲以上更高達 5 成！

此外，年輕人喜歡戴耳機聽音樂，以及常去

夜店、演唱會、運動賽事，或在高分貝噪音的場

所工作，都會讓自己曝露在聽力受損的高危險中。

很多人意識到自己聽力變差，卻不以為意，

聽力差易導致大腦退化

聽不清楚別輕忽    
當心失智找上門

甚至當醫師建議須戴助聽器時，還會出現排斥、

不願配合的心理。聽不清楚，會讓聽力衰退得更

快，而當溝通不良時，對大腦的刺激會變少，認

知功能會逐漸變差，進而提升將來失智症發生的

風險！

註 1 　世界衛生組織　https://reurl.cc/av8OlY
註 2　衛生福利部　https://reurl.cc/OqLZ1R

註1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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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1　定期檢查 
一般人可能較難自我察覺聽力正在受損，為了避免聽力被

無聲無息的偷走，建議每年做一次檢測。

  方法 2　勿長時間戴耳機
建議使用耳機時，音量盡量不要超過 60%，每半小時最好

讓耳朵休息一下。

  方法 3　補充鎂、鋅等營養素
研究指出「鋅」可以預防聽力下降，而「鎂」可以緩解聽

覺細胞老化，多補充對保護聽力有所幫助。食物中含鋅較

多的為帶殼海鮮、五穀雜糧、南瓜籽等；而含鎂較多的食

物如堅果、菠菜等。

一直出現類似蟬叫聲或嗡

嗡聲等耳鳴現象。

常聽不清楚別人說的話，也

可能是單側耳朵出現問題，

像是一側耳朵比另一側聽得

清楚。

常要求對方重複剛剛說過

的話，或聽不懂與別人談

話的內容，而且經常答非

所問。

因為聽力變差，電視音量愈

調愈大聲，甚至導致家人或

鄰居抗議。

聽力退化盡早矯正

避免失智風險

當聽力出問題時，建議趕快尋求專業

醫師協助，才不會錯失矯正的黃金時

間。此外，根據醫囑，搭配使用助聽

器，不但能防止聽力持續變差，也能

避免因語言辨識能力喪失，而提高罹

患失智症的機率。2019 年 5 月世界

衛生組織公布的「降低認知功能衰退

與失智風險指南」，就建議有聽力障

礙時應配戴助聽器，並且配合定期篩

檢，才能達到保護聽力、降低失智症

風險等效用。此外，也可以透過以下

方式，降低聽力退化的可能性。

注意 4 徵兆　及早發現聽力退化
造成聽力障礙的成因眾多，較年輕的患者可能是先天基因遺傳或突發性聽神經受損導致，而 65 歲

以上的長者，除了慢性退化之外，早期中耳炎未完全治療妥善、生活壓力過大，都是聽力受損的元

兇！雖然聽力退化不易早期發現，但若出現以下徵兆，就應特別留意。

 徵兆 1   耳鳴

 徵兆 3
與別人溝通出現問題

 徵兆 4
電視愈開愈大聲

 徵兆 2　聽力變差

https://reurl.cc/9Xm6Vv

保戶專屬
免費聽力 / 睡眠呼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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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氣溫下降，讓人更難抵擋美食的誘惑，加上天氣寒冷，吃飽了就想窩在床上或椅子上不動，不知不覺

中體重漸漸增加！冬季身體的循環及代謝原本就比較差，如果再不好好動一動，很快體型就會變得圓滾滾。

為了身體健康及身材著想，趕快試試實用的伸展操吧！

運動是消耗卡路里最好的方法，還能增加免

疫力，提升對抗疾病的能力。不過，因為條件限

制，有時較難從事戶外運動，或因為難度較高，

不容易持之以恆。別擔心，即使宅在家，也能藉

拒絕冬季體重直直升

練習簡易伸展操

讓你減脂更健康

由伸展操，達到運動的效果。以下伸展操簡單易

學，不但有助於消滅脂肪，而且還能活絡筋骨、

緩解肩頸痠痛，不需要大空間就能做喔！

招
式
一
　
晚
安
伸
展
操

跪坐在床上（或瑜伽墊），膝蓋併攏，頭朝下、上半身往下，

雙臂往前伸展，手掌及下巴貼床。

雙臂緩緩往前滑動，下巴輕輕抬起，臀部慢慢翹起，相同姿勢

維持 10 秒鐘左右。

下半身維持不動，手臂慢慢往後收回至臀部兩旁，手肘貼地。

胸部、下巴盡量貼床，雙掌交握於背後，手臂盡可能向後伸直，

並且緩緩抬高。

相同姿勢維持 10 秒鐘左右。

效果
解析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靜態的伸展可放鬆頸肩肌肉，也能美化下巴線條，還具有改

善睡眠品質的功效，非常適合晚上睡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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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躺，雙腳朝天花板抬高，讓身體呈現 L 型。雙腿盡量

伸直，腳掌往前勾、腳後跟對齊併攏，雙手放置至身體

兩旁、手心朝下。

雙腳慢慢往外打開，再慢慢閉合至原來位置。相同動作，

重複 30 次。

回到 step 1 的姿勢，接著將雙手往上抬握住右腳，記得

手臂要打直，背部也盡可能伸直，維持 30 秒左右。

相同動作，換邊再做一次。

坐在椅子上，背部盡量挺直，腳掌自然著地。

雙手合掌，接著緩緩向前伸直，眼睛看著膝蓋，維持這個

姿勢 10秒鐘左右。

將手掌緩緩往外翻，手臂繼續保持伸直，停留 10秒左右。

讓身體放鬆，回到最自然的狀態。整組動作重複做 10次。

坐著椅子上，背部盡量挺直，雙手放在大腿上，腳掌自

然著地。

臉及腰部同時往左邊緩緩扭轉過去，雙手跟著順勢放在

椅背上，維持 10 秒左右。

身體回到 Step 1 的姿勢。換成臉及腰部同時往右邊緩緩

扭轉，雙手順勢放在椅背上，腰部旋轉幅度盡可能加大，

維持 10 秒左右。左、右可交替各進行 10 次。

STEP 1

STEP 2

STEP 3

效果
解析

效果
解析

效果
解析

這是日本瘋傳的伸展操，不但有助於消除水腫，還可

以有效伸展雙腿肌肉，讓腿部變得更加纖細。此外，

這組動作也可以訓練到腹部肌肉，讓下半身看起來更

結實健美。

這組動作雖然簡單，但可以伸展到上半身的肌肉，達

到緩解肩頸及腰部痠痛不適的效果，非常適合上班

族。因為只需要坐在椅子上就能進行，建議大家每工

作一段時間，都可以偷閒練習一下喔！

長時間坐著打電腦，容易有肩頸僵硬或腰痠背痛等問

題，扭腰收腹的動作，不但有助於消除腰部贅肉，還

能活動肩胛骨，改善身體不適症狀。

以上這些伸展操難度皆不高，又可以伸展平時較少運動到的肌肉，不但具提升新陳代謝的功效，

也能讓身體線條更優美。每天只須花數分鐘練習，就能達到不錯的效果喔！

招
式
二
　
剪
刀
腳

招
式
三
　
背
部
伸
展
操

招
式
四
　
扭
腰
收
腹
伸
展
操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1

STEP 2

ST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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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創新服務比一比

純網銀時代來臨

三強鼎立拼商機  

金管會核准了「將來銀行（NEXT BANK）」、

「連線商銀（LINE BANK）」，以及「樂天銀行 
（Rakuten BANK）」等三家純網銀，正式宣告

台灣進入純網銀時代！純網銀提供的服務和傳統

銀行到底有什麼不同？哪一家才最適合自己呢？

趕快一起來了解！

很多人對「網銀」或「數位銀行」都不陌生，

卻不知道「純網銀」跟它們有什麼不同。網銀是

透過網路，進行簡單的金融服務，例如轉帳、餘

額查詢等，而數位銀行則多了定存、買基金及貸

款等服務。相較於前二者，純網銀的服務就複雜

多了，最好先仔細比較，將來純網銀上路時，才

知道要選擇哪一家。

股東橫跨多領域　各具優劣勢 
來勢洶洶的純網銀大軍，三家銀行股東結構

特性迥異，每家團隊皆橫跨多個領域，若能將資

源整合成功，將為台灣金融服務業提供全新面貌。

由中華電信、兆豐銀行、全聯及新光集團

等股東所組成的將來銀行，股東涵蓋最廣，

被稱為純網銀國家隊。將來銀行的優勢是

「本土團隊」，更了解台灣人的實際需求。

不過，將來銀行缺乏純網銀及網路生態圈

等相關經驗，等於是從零基礎開始。

連線商銀的股東結構為 LINE 及富邦、中

信、聯邦、渣打等四家銀行，加上台灣大

哥大及遠傳等電信，是三家純網銀中，

擁有最多消金銀行的團隊。擁有 2,100 萬

LINE用戶為基礎，加上 LINE Pay的成功

經驗，是連線商銀最大的優勢，不過是否

能因此轉為獲利，還有待觀察。

樂天銀行的股東為國票金控及樂天集團，

是三家中唯一具純網銀經驗的團隊。樂天

集團已經深耕日本純網銀近 20 年，是全

球少數已經開始獲利的業者。不過，台灣

樂天銀行股東結構較單純，而國票金並非

消金，被認為金融戰力較薄弱。

本
土
國
家
隊 

將
來
銀
行

龐
大
用
戶
基
礎

連
線
商
銀

唯
一
有
純
網
銀
經
驗

樂
天
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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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 LINE 用戶，挾帶社群通訊及結合生活圈等優勢，有助於連線商銀

推出更個人化的金融服務。

樂天集團旗下企業眾多，包含銀行、電子商務、休閒娛樂、證券及保險

等，將相關企業連結成生態圈，提供連鎖優惠，對消費者的吸引力大增。

整合股東資源　提供多元服務 
三家純網銀皆在起飛初期，若能成功整合資源，滿足消費者多元需求，才能成為真正的贏家。

由中華電信領軍的將來銀行，股東結構橫跨電信、金融、零售及能源多

個領域，能提供的資源非常多元。

將線上金融服務與線下的零售及物流等產業

相結合，為顧客帶來更便利的生活。

透過手機行為模式分析，建立個人信用分

數，提供「信用小白」等族群，包括信用卡、

信貸等服務。

應用 5G 帶來的高頻寬、低延遲等優點，讓

金融服務無所不在。

包括存款、小額貸款、轉帳、匯款、Debit 卡（簽

帳金融卡）等。

利用數據分析，為客戶量身訂做個人財務管理系

統，以及主動提醒繳費等服務。

初期先以存款、信貸為主，之後陸續導入個人房貸

及法人信貸等業務。

建立會員 ID 制度，提供 EC 電子商務、旅遊及信用

卡等服務。

1. 線上結合線下服務

2. 擴大金融服務客群

3. 優化金融服務體驗

1. 基礎金融產品

2. 客製化服務

1. 金融產品

2. 樂天生態圈

跨業合作

提供接地氣服務

將來銀行

連線商銀

樂天銀行

客製化的金融服務

 眾多合作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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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健康省保費又安心

為幸福生活

做好萬全準備

小潔從小對婚姻就十分憧憬，有一個愛她的老公，加上生幾個活潑可愛的孩子是她的夢想。很幸運的，小

潔在 30 歲的那年順利把自己嫁掉，老公阿偉不但對她非常疼愛，婚後的第 2 年，他們也迎來兩人第一個

孩子，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滿。

加強疾病及意外防護，

為生活做好保障

由於小潔跟阿偉都是上班族，有了小孩之

後，二人除了白天工作之外，晚上及假日還要輪

流育嬰，尤其是小潔，幾乎是公司及家庭二頭燒。

漸漸的，小潔感到體力大不如前。看著一暝

大一寸的兒子，小潔覺得再辛苦都值得，不過，

也就是在此時，她意識到萬一自己或阿偉兩人生

重病或出什麼意外，小孩該怎麼辦。思來想去，

小潔領悟到人生總是充滿變數，雖然無法預料明

天或意外哪個會先來，但可以幫生活做好防護，

盡量做到萬全的準備，也是給自己及家人更好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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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獎勵金，越健康保費越便宜

小潔及老公阿偉投保「康健人壽心滿醫足特定傷病健康保險」後，兩人皆參加

了康健人壽提供的免費健康檢查。從小就是健康寶寶，並且一直維持運動習慣

的阿偉，體檢的結果被評定為 A+ 等級，因此可領取「健康促進獎勵金」，而

且從第二保單年度起還享有約 10% 的保險費折扣。健康獎勵制度的回饋，讓阿

偉好開心，也更加激勵自己好好保持下去，因為投保 20 年，最高可以節省 2

年保費，真的非常划算。

廣泛保障 33 種疾病，讓生活更加安心

保險可以轉嫁疾病或意外帶來的風險，小潔想起自己跟阿偉的保險都是婚前買

的，當時還是單身，對未來也沒有做好完整規劃，屬於較陽春型的保險，很多

情況並無法申請理賠。她參考了許多資料後，發現「康健人壽心滿醫足特定傷

病健康保險」，是一張兼顧 4 項特定輕度傷病，以及 29 項特定重大傷病的健

康外溢保單，而且最高可給付 300 萬元的保險金　，保險的保障內容及範圍，

讓她覺得十分安心。

註 1 　《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健康人壽 　https://reurl.cc/Q3xAo2

就醫免煩惱，還提供生活照護金

不過，小潔就沒有老公這樣幸運了。37 歲時，她意外發現自己罹患了第二期乳

癌。面對突如其來的病變，她感到驚慌與不知所措，不過在阿偉的安撫之下，

以及為了年幼的兒子，也只能振作起來，好好對抗病魔。經過了手術及多次化

療後，小潔的健康情況逐漸好轉，體力也慢慢恢復。乳癌的治療花費了約 40

萬，一次整筆給付的特定重大傷病保險金，讓她完全不用為這筆費用擔憂。罹

癌後，小潔跟阿偉也重新審視生活，兩人一致認為也許是工作壓力太大，加上

為孩子及家庭操勞，不斷疲於奔命的結果，才讓病魔找上小潔。於是，他們決

定讓小潔先申請留職停薪，專心在家好好休養，讓身體慢慢找回健康。小潔很

感謝自己當初的決定，因為「康健人壽心滿醫足特定傷病健康保險」，不但讓

她生病時，不用為錢煩惱，而且還有保證給付 60 個月的生活照護保險金，讓

她可以在這段期間安心治療及休養，生活更無後顧之憂。

註1

-10%

60 
MONTHS

《康健情》2020 冬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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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金頭腦問卷結果

作伙保健管理

健康免擔憂

高齡化社會來臨，隨著人類平均壽命延長，醫療成本也跟著日益增加。預防重於治療，若民眾能做好健康

管理，不但有助於緩解醫療資源壓力，對自己的生活也更有利。為此，康健人壽於今年 7 月透過保戶電子

報以及 LINE 帳號，進行「誰是健康金頭腦？填問卷送 AirPods Pro」活動，協助民眾提升健康意識，同

時推動健康的生活型態。藉由此次問卷調查結果，也有助於康健人壽了解民眾對健康的擔憂，提供最適切

的醫療保障。

三成民眾對健保未來憂心

只要是人都有可能生病或發生意外，而健保

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服務，讓國人能安心就醫。不

過，近年來台灣健保瀕臨破產危機，讓不少人感

到十分憂心。根據調查結果指出，三成民眾對於

健保財務狀況抱持悲觀態度，認為健保在 2021 年

將面臨破產窘境，比政府預估的年限還早一年。

同樣的，也有三成民眾估計國人醫療費用每年以

8-10% 成長，比現況的 5% 高出許多。

民眾樂於保持健康習慣

 台灣民眾健康意識抬頭，調查結果顯示大部

分受訪者對於保持健康習慣相當積極，較常使用

的方式依序為：正常規律的日常作息、營養均衡

的飲食攝取、固定適當的運動習慣、定期做全身

檢查、自己下廚減少外食，以及戒菸戒酒等。相

較於年長者，年輕族群建立健康生活型態的方式

更多元，例如攝取營養補充品，以及新型態的運

動等，都是他們維持健康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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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40-59
歲

為了預防健康出狀況時所衍生的風險，很

多人會選擇購買保險來加強健康防護網，

而調查結果發現，多數消費者年度醫療保

險預算大約落在5千到2萬元之間。此外，

約 60% 消費者認為一旦罹患重大疾病，

每年醫療支出將高達 50 萬元以上。隨著

年齡的增長，對於保險的需求也增高，而

長照險、重大疾病險與實支實付這一類較

新型的商品，是消費者較會考慮購買的三

大保險商品。不過年輕族群可能自恃健康

情況較佳，對於重大疾病的重視程度較差，

反而對投資型保險興趣較高。此外，八成

民眾對健康促進概念商品，例如維持身體

健康可享保費折扣等，持正面購買意願，

尤其對銀髮族來說，更具吸引力。另一項

有趣的現象則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

「網路投保」成為保險通路新寵兒，是消

費者近來考慮保險通路重要選擇。

健保年年虧損，而治療重大疾病太燒錢，

是拖垮台灣健保最大的問題之一。在關於

重大疾病的認知方面，癌症、老人癡呆及

中風是受訪民眾最擔憂疾病的前三名。不

過令人憂心的是，雖然近年來名人心肌梗

塞的事故頻傳，但民眾還是忽略其嚴重

性，其實心肌梗塞就像不定時炸彈一樣，

防不勝防，而且健保給付的醫材與手術種

類有限，一旦罹患，自付額最少 10 至 30

萬起跳　。註1

註2

註 1  資料來源：好險在這裡　https://goodins.life/hci/17172/heart-ins-cost
註2 康健人壽網路投保平台網址　https://direct.cigna.com.tw/zh-tw/ope-product

重大疾病令人擔憂

選購保險補足健保缺口

民眾對重大疾病認知及擔憂

考慮購買保險商品

最擔心會罹患的疾病 一旦罹患會對經濟造成重擔的疾病

癌症 老人痴呆 中風 心肌梗塞

55
36 31

22

88

47 54

27

長照險

長照險

實支實付

失能看護險

失能看護險

長照險

實支實付

實支實付

失能看護險

25%

28%

37%

22%

25%

36%

19%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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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族群」，因為肩負奉養父母及養育孩

子的責任，因此生活壓力特別沉重，根據這份調查顯示，三明治族有

75% 感到有壓力。不只大人承受著壓力，小孩的壓力也不小，78%

的父母察覺到自己的學齡孩童承受著同儕、課業壓力，而且數值相較

於全球平均 56% 高出許多。不過，如果父母願意多花時間陪伴，孩

子的壓力就可以有效降低二成左右。面對不同的人生壓力，親子之間

的陪伴，是最有效的紓壓方式。不過，台灣的家長常因工作忙碌而疏

忽孩子，根據調查，約 70% 的父母每週陪伴孩子運動不到一次。

親子康健身心計畫

推動飛盤運動　

親子同樂益身心

台灣人幸福嗎？根據康健人壽「360°康健指數調查」發現，台灣的家庭幸福指數，已經連續五年位居全

球倒數第二，僅贏過韓國。為促進家庭幸福與健康，康健人壽與董氏基金會攜手合作，推動「玩轉動，拋

出好心情」親子康健身心計劃，以運動及增進親子間互動的方式，來提升家庭幸福指數。

18



前進校園及社區　協助親子紓壓

康健人壽一向致力於全方位守護民眾身

心健康，長期透過 360°康健指數深入調查

台灣民眾的健康狀態，並且提供各項健康促

進活動，而董氏基金會則是常年關心國人身

心健康，並且經常舉辦各項預防及宣導活動，

與康健人壽的目標一致。此次共同發起的親

子飛盤運動，以社區與學校為基礎，第一年

計劃前進大台北地區四所小學（古亭、信義、

三重與力行國小），預計可為 5,000 個家庭

的父母及孩童，帶來正向的影響。

親子飛盤運動益處多 
孩童時期生理及心理的養成，對日後身

心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而運動能穩定情

緒，具有紓壓效果，不但能增加睡眠品質，

在提升孩童專注力方面，也很有助益。

飛盤是相當容易取得的運動器材，飛盤

運動能達到雙人同樂的作用，而且不受時空

限制，若能再輔以專業教練設計的飛盤運動

套餐，更具有訓練核心肌群、敏捷力、柔軟

度、協調性、平衡感及臂力等多重效果，此

外，藉由飛盤拋接活動，也能促進親子間的

情感與信賴。

快放下 3C 產品　親子一起玩飛盤

為了鼓勵親子建立運動習慣，讓更多家

庭響應飛盤運動，此次活動也特別邀請形象

良好的中職先生彭政閔擔任代言人，並且示

範如何跟孩子一起玩飛盤。對於親子互動的

重要性，已經為人父的彭政閔也有感而發。

他提到小時候和父親相處時間很少，不過幸

好開始打棒球後，彼此之間有了共同興趣及

話題，父親不但成為自己職棒生涯中的重要

支柱，兩人的關係也更加緊密。

現代人 3C 產品不離手，缺少實際的人

際互動，而父母為了方便，也是經常拿出 3C

產品來育兒，漸漸的，親子之間的互動越來

越少，關係也變得越來越生疏。為了家庭幸

福著想，別再讓 3C 產品成為孩子的保母，快

放下手上的手機或平板，帶著孩子一同到戶

外玩飛盤吧！

註 1 　「玩轉動，拋出好心情」親子康健身心計劃內容請

至　https://bit.ly/30yvC5Y

註 2　觀賞彭政閔親自示範的「親子運動套餐」六招教學

影片，請至　https://bit.ly/3iaqi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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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人壽
好友大募集

有朋自遠方Line

加入康健人壽LINE好友　保戶優惠、健康樂活資訊不間斷

康健人壽將在2021.3.8於官網公告得獎名單，並

透過電子郵件或簡訊寄送得獎通知及領獎確認書給

得獎人，得獎人須於2021.3.31（三）前以掛號方

式填妥並寄回領獎確認書，康健人壽於確認相關資

料後，將於2021.4.9（五）前寄出活動獎品。逾

期未寄回領獎確認書者，視同放棄中獎資格，恕不

另行通知。

於2021年2月28日前，掃描QR code加入康健人

壽LINE好友並完成資料表單填寫，即可得全國電

子提貨券抽獎機會！

康健人壽保戶雜誌讀者

即日起~ 2021.2.28

獎品項目
【共一名】

全國電子

16,000元

提貨券

立即加入

抽好禮

掃描觀看

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