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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　讓身心更安適

親愛的保戶您好！

全球新冠疫情延燒多時，全球各國民眾的身心狀態也跟著起伏。今年

4月康健人壽母公司美國信諾保險集團進行全球各國生活型態調查，期望

從身體、家庭、財務、社交、工作等五個面向，了解全球和台灣民眾的健

康狀態。結果發現台灣不但整體指數在亞太地區位居倒數，多數女性受訪

者壓力指數更是高出全球不少。

國人身心的壓力不只來自於疫情，許多事件都可能造成生活中的壓

力。當負面情緒來襲時，除了自我紓壓之外，有時也需要專業人士的協

助。康健人壽在提供國人多元保障方案之餘，也不斷透過跨界合作，協助

台灣民眾重拾健康。為了讓需要專業協助的民眾不受空間及時間限制，康

健人壽與FarHugs遠距抱抱平台合作，只要透過APP即可完成媒合，並進

行線上諮詢，提供保戶更加便利、簡單，同時零接觸的數位服務。

因為疫情衝擊，許多民眾的收入也大受影響，有鑑於此，康健人壽主

動提供多項彈性方案及服務，讓保戶得到快速、實在的幫助。例如「續期

保費及保單借款利息緩繳3個月」、「經濟弱勢保戶保單借款紓困專

案」，以及啟動「快速理賠」、「同享完整保障」、「法定傳染病從寬理

賠」、「入住負壓隔離病房比照加護病房」等措施，讓民眾憂心疫情時，

也能稍微喘口氣。此外，為了體恤一家之主打拼事業的辛勞，康健人壽也

依照保戶經濟條件及需求，規劃適合不同年齡層父親的保障方案，幫爸爸

們撐起堅固的防護傘。例如，肩負家庭重擔的三明治爸爸，建議選擇有癌

症保障和實支實付的保單來補強醫療缺口，同時以外溢功能鼓勵爸爸們積

極維持健康，以享續期保費折扣。

無論疫情何時晴朗，康健人壽對台灣民眾的關懷不中斷，持續的陪

伴，讓保戶享有更幸福、更安心的未來！

康健人壽祝福您

康健人壽　總經理

邵駿崴 Tim Shields

打造更幸福的未來



離島金門曾經過許多戰役的洗禮，留下不少戰後遺跡，是別具特色的景點。戰地金門一年四季皆有不同風

情，而每年十月到十一月初是高粱成熟的季節，黃澄澄的高粱隨風搖曳，形成一片壯觀的高粱田，是秋天

裡最美麗的風景！

秋季限定美景推薦

台灣離島之美

金門戰地風情

大金門 金城鎮

1. 莒光樓─名列「金門十景」第一名的

莒光樓，是當地的重要地標，而「毋忘

在莒」四個字更是精神象徵。

2. 翟山坑道─翟山坑道總長 357 公尺，

呈 A 字型，原本是因應戰爭所需而挖掘

的水道。現被打造成「光影隧道」，並

且有「金門最美的水上坑道」之稱。

3. 金城老街─金城鎮是金門第一大鎮，

而金城老街則是鎮上最熱鬧的地方。街

道上各種懷舊的老房及店舖林立，展現

出金門人日常的風景。

走過

戰地歲月

曾經歷近 50 年烽火歲月

的金門，無論是建築或歷

史文物，都像在訴說著

過往的戰地史蹟，而大、

小金門各地的風土民情，

也保留了無可取代的人

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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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門 金寧鄉

1. 北山古洋樓─歷史上有名的古寧頭戰役發生於

此。北山古洋樓是無情烽火下的見證者，村子古

厝還留有當年的傷口，例如彈孔牆等。

2. 安岐風獅爺─金門人認為風獅爺能夠鎮風辟

邪，是極富地方特色的信仰文化。位於金寧鄉的

安岐風獅爺身高 378 公分，是金門最大、最高的

一尊風獅爺神像。

大金門 金湖鎮

1. 陳景蘭洋樓─有金門第一洋樓的美名，由陳景蘭

先生出資興建，歷經四年多工程才建造完成。陳景

蘭洋樓是一棟美麗的學校，當年還特別從廈門聘請

老師來此教書，對當地教育貢獻良多。

2. 八二三戰史館─為了紀念八二三砲戰，民國

七十七年時於中正公園內興建了八二三戰史館。館

內展示了戰役相關文物及照片，讓民眾能更了解這

段歷史。

3. 金門陶瓷廠─台灣目前唯一官窯，除了生產金門

高粱酒及酒類容器之外，也產製各式陶瓷製品，展

現金門的陶藝之美。

小金門 烈嶼鄉

1. 八達樓子─仿城堡式的建築，當年國軍長城

部隊七人死守孤城，最後壯烈犧牲，為了紀念他

們的英勇事蹟，八達樓子樓頂建置了七勇士的塑

像，用來勉勵後人。

2. 雙口沙灘、上林海灘─金門擁有許多美麗的

沙灘，風景非常怡人。不過，和一般海灘不同的

是，為了防禦之用，沙灘上插了一根根的「軌條

砦」，成了當地特殊的景象。

大金門 金沙鎮

1. 西園鹽場文化館─金門的製鹽產業已有 700
多年的歷史，而西園鹽場是僅存的鹽場遺址。有

別於其它景點的戰地色彩，西門鹽場則具有獨特

的風情。

2. 陽翟聚落─已有千年的歷史，早期為了發展鹽

業而立村，823 砲戰之後，成為以服務阿兵哥為

主的熱鬧商圈。如今雖已人去樓空，但復古的老

街仍能窺見當年的繁華。 

3. 沙美老街─又稱為「小摩洛哥」，同樣也是當

年供應軍民民生物資及休閒娛樂的熱鬧景點。現

今街景仍停留在 2、30 年前的風貌，帶有頹廢風

格及歷史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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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保健 DIY

居家防疫傷視力

護眼這樣做

近視度數增加

疫情期間出門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居家防疫

時間增長，不管大人或小孩都可能 3C 產品不離

手，導致視力越來越模糊。長時間近距離使用 3C

產品，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視力。

如何預防或控制近視

 每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

避免近視度數不斷加深，最重要的是避免一

直盯著 3C 產品，記得用眼 30 分鐘，就要休息

10 分鐘，起身活動一下或看看遠方。如此，才能

避免睫狀肌因持續收縮而疲勞，進而讓視力變得

更差。

 治療勿中斷

為了怕染疫，很多人不敢到醫院或診所看病，

治療中斷可能也會導致度數增加。若已在進行視

力矯正，一定要持續點散瞳劑或戴角膜塑型片，

切勿因疫情中斷治療。

乾眼症上身
很多成人發現近來眼睛特別乾澀難受，甚至

出現視力模糊、看不清楚等情況，小心，乾眼症

已經悄悄找上你了！長時間用眼，會讓眨眼次數

降低，不管是油脂及淚水的分泌也會跟著減少，

眼睛就無法一直保持濕潤。當雙眼出現發紅、發

癢或刺痛等情況，表示可能已經罹患了乾眼症。

新冠肺炎疫情一波接著一波，全球的生活也隨之改變。除了擔心染疫之外，防疫生活也可能影響其他方面

的健康狀況。例如，不管是在家視訊工作或上課，以及利用紫外線燈殺菌等，都可能損傷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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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紫外線眼炎

為了防堵病毒，除了使用酒精及漂白水之外，很多人還會

額外利用紫外線燈殺菌。不過，沒想到高規格防疫，反而

造成眼睛傷害，出現灼熱、紅腫、畏光、疼痛、異物摩擦

感等情況。紫外線燈使用不當或長時間照射，可能造成眼

角膜及結膜淺層發炎，導致角膜表皮撕裂、破皮或神經外

露等症狀，也就是所謂的「紫外線眼炎」。

配合醫囑治療

當紫外線眼炎找上門時，當務之急就是盡快舒緩疼痛，若

出現上述症狀，可先使用冷毛巾來敷眼，以緩解雙眼的不

適。除了急救措施之外，也應盡可能立刻送醫，千萬不要

亂揉眼睛或自行點眼藥水。就醫後，醫師會根據患者情況，

使用表面麻醉劑以減輕疼痛，並且搭配抗生素眼藥水來避

免感染。一般而言，患者只要配合醫囑，並且讓雙眼多加

休息，大約三天左右皆可痊癒。

如何改善乾眼症

乾眼症又分為缺水型及缺油型二大類，如果是前者，只要使用傳統人

工淚液即可改善。不過，若是缺油型或是缺水又缺油的乾眼症患者，

就需使用含油人工淚液才有效果。此外，皮脂腺堵塞也可能讓雙眼缺

油，建議每天卸妝及洗臉等清潔工作一定要確實，尤其是有化眼妝的

人，記得一定要卸除乾淨。

如何避免紫外線傷眼

紫外線燈看似無害，卻容易灼傷眼睛，使用時一定要小心。

紫外線燈應使用於密閉空間內，當燈開著時，人應該離開

現場，而不是和紫外線燈共處一室，或直視它。紫外線眼

炎屬於「光照性眼炎」，除了紫外線燈使用不當之外，長

時間直視太陽或身處烈日下的雪地、沙灘等，都可能出現

類似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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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疫情拉遠彼此距離

恢復社交活動

讓生活回到正軌

「保持社交距離！」疫情讓生活受到限制，無

形中也拉遠了彼此的距離。當疫情嚴峻時期，

許多人甚至關在家中足不出戶，社交活動也跟

著暫停。疫情總有趨緩的一天，生活總會回到

常軌，但隨之而來的社會疏離及社交焦慮，要

如何改善呢？

註1

新冠肺炎對生活帶來的影響，可說是史無前例。

疫情期間，遠距工作（WFH）或分流上班成為趨勢，

人跟人之間的接觸變少，社交能力與溝通技巧也跟著

變弱。此外，面對無法預知的未來，就算疫情稍微趨

緩，不管是解封或降級，大家還是不敢群聚。這些變

化，可能會引起孤獨感，讓許多人出現社交疏離或社

交焦慮等障礙。

出現社交焦慮先別擔憂

回到久違的辦公室，免不了要跟同事們面對面交

流，一開始可能會感覺恐懼或不適應。如果出現焦慮、

冒汗、發抖或打冷顫等情況先別擔心，因為很多人都

有類似的狀況，你一點也不孤單。社交焦慮是因為進

入一個很久沒有接觸的環境，大腦所觸發的壓力反應。

此時，大腦正在提醒你：「這是新環境，要保持警覺！」

只要慢慢進入工作狀態，壓力就會逐漸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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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社交焦慮

如果社交焦慮已經影響到正常生活，例如不敢去上班，建議最好尋求

專業協助，或是試著自我調整。記得，重拾社交生活要慢慢來，千萬

不要操之過急，否則可能會讓身心失調的情況更加嚴重。

每個人恢復社交生活的步調不一樣，有些人可

能很快就適應，但也有人要多花一些時間。不管如

何，記得多給自己一些時間，才有助於慢慢回歸正

常生活。

很多人不敢和別人接觸，擔心會被傳染病毒、

會染疫。這樣的想法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

雖然很正常，但卻不一定正確。如果對恢復

社交活動有所疑慮，不妨把自己擔憂的寫下

來，然後靜下心來思考：「出門很危險？和

別人接觸就會染疫？」當發現想法不等於事

實，有助於化解焦慮。

發現自己有社交焦慮時，最重要的是不要逃

避，否則只會讓情況變得更嚴重。擺脫社交

焦慮並不難，只要行動起來，就會有所改善。

建議不妨先從小事做起，從簡單的事情出發。

習慣了離群索居的日子，連出門都變得意興

闌珊，此時不妨逐步增加外出時間，例如原

本只出門 5 分鐘或 10 分鐘買便當，可以漸

漸拉長時間，除了購物之外也到附近逛逛，

讓外出時間盡可能延長。

疫情之後的生活肯定和以前不一樣，別急

著馬上改變，請給大腦一點時間來適應。

此時不妨保持一顆正向的心，多看一些正

面的新聞或資訊，讓疫情所帶來的不確定

感逐漸遠離。

STEP 1 / 寫下自己的擔憂

STEP 3 / 先從小事做起

STEP 2 / 給大腦一點時間適應

STEP 4 / 多跟熟悉的朋友聊天

註2

註 1　康健網站  https://reurl.cc/vqVX5y    註 2　康健網站 https://reurl.cc/eE1amK

4 招幫你重回正常生活

「習慣成自然」，當我們熟悉某件事之後，

就不會再心生恐懼。建議先主動連繫熟悉

的朋友，用自己感到安心的方式進行社交

活動，像是找個時間一起聊聊。當然，聚

會也別忘了遵守規定，戴口罩並保持安全

的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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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產業轉型

線上教學新浪潮

進修資源更多元

1.綜合課程平台

以「最有趣的線上平台」為號召，

強調只有擁有知識技能，任何人都

可以上架開課。不過，平台還是會

主動審核內容，以保障課程品質。

Hahow 每個月的課程高達數千堂，

包括行銷、企劃、設計、理財投資、

攝影、語言、烘焙等應有盡有，想

再充電的人，一定能從中找到自己

有興趣的項目。

隨課程內容不同，費用也有

所差異，大約在新台幣 ( 以下

同 ) 數千元左右。

hahow.in

隨課程內容而收費，

平均價位多在新台幣

1,000~2,000 元之間。

www.tibame.com

每 個 主 題 價 格 多 在

1,190 ～ 1,690 元。

www.cwlearning.
com.tw

費用

網址

費用

網址

費用

網址

以培育數位人才為目標，強

調課程設計符合職場需求。

緯育 TibaMe 與資訊工業策

進會合作，課程內含包含人

工智慧、雲端科技、數位商

務、遊戲設計等，讓學員透

過線上學習強化實務能力。

天下雜誌於 2021 年成立的

新平台，以各類型的「工作

人」為目標族群，包含上班

族、主管、創業族、SOHO
族等。天下學習利用集團本

身優勢，邀請各領域專家齊

聚一堂開課，教學內容也都

是教師們多年的實務心得。

Hahow 好學校 TibaMe 緯育

今年 5 月台灣爆發大規模疫情，不只有些上班族改成 WFH（居家辦公），連學生也開始遠距教學。隨著疫

情改變生活，線上教學也將成為常態，更多元化的教學課程，讓民眾進修時也能有更多選擇。

線上課程的時間及空間限制較少，學員上課也更有彈性。相較於傳統進修方式，線上課程的內容可說是

五花八門，建議多方比較，才更能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課程。

天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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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ng+ engoo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博物館線上展覽

Hi 家教

除了英文課程之外，也提供海

外職缺等訊息。Winning+ 教

學重點強調邏輯思維的重要

性，並協助學員進行系統思維

教育。此外，Winning+ 也和

各國學習機構合作，舉辦國際

文化體驗營等活動，讓學員從

中獲得溝通技巧。

首 創 藝 文 展 演 Live「 藝 直

播」，讓民眾透過網路，也能

參與藝文饗宴。若錯過 Live
時間也不用惋惜，到網站點選

藝直播年度成果影片，一樣能

無時差欣賞藝文作品。

文化部集結了國立歷史博物

館、國父紀念館、國立台灣史

前文化博物館……等九家博物

館展覽作品，讓民眾不用出門，

也能透過線上飽覽藝術之美。

教學團隊由來自世界 60 多個

國家、數千名英文教師所組

成。engoo 認為進步最快的

方式就是天天開口說英文，因

此捨棄傳統教學方式，以 1 對

1 的「真人線上英文家教」為

主，無固定教師，24 小時皆

可上課。

1 對 1 線上學習平台，教學內

容包含英語、日語、韓語、法

語、德語及西文等外語課程。

強調學生才是課堂主角，依照

個人需求來塑造教學情境，並

以價格平民、隨時隨地自由上

課等特色來吸引學員。

依課程內容及教學堂數，

可 分 為 月 付 999 元、

1,999 元、2,999 元等套

裝方式。

tw.hitutoracdm.com

費用

網址

免費

www.cksmh.gov.tw/

submenu_421.html

免費

www.moc.gov.tw/

informationlist_331.

html

費用

網址

費用

網址

2.語文教學

3.藝術展演

270~360 元／堂；

每堂 50 分鐘左右。

reurl.cc/MAnjGW

最低每月 1,380 元；

平均一堂課不到 100元。

engoo.com.tw

費用

網址

費用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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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的保障內容

醫療險聰明買

滿足各族群需求

銅板價也有完整保障

Betty 是一名白領上班族，平時努力工作之

餘，也喜歡假日時和朋友一起出遊或享受美食。

今年 30 歲的她，意識到自己年紀漸增，逐漸成

為別人眼中的「大齡單身女性」。為了讓生活更

加安心，她決定幫自己買份醫療險，多方比較各

家保險細節之後，發現「康健人壽醫定健康定期

健康保險」   內容完整涵蓋住院、手術、處置、

法定傳染病及負壓隔離病房，最符合現今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每日只要銅板價就能享有百萬保障

　，甚至連一杯飲料的錢都不到，對 Betty 這樣

的小資族而言，幾乎完全不會影響到生活品質。

註1

註2

註2

為了鼓勵保戶們更加重視健康，康健人壽除

了提供免費健檢之外，若體檢評定為 A ＋等級，

第二年可領取「健康促進獎勵金」990 元　，還

享有續期保費約 10% 保費折扣。沒想到花小錢也

能有大保障！ Betty 十分慶幸自己買對了保險，

可以繼續享受快樂的單身生活。

註 1　康健人壽 https://reurl.cc/MAYoDv

註 2　以30歲女性，繳費 /保障 10年期，保額 1,000元為例，

年繳保險費為 9,880 元，平均一天只要 27 元。若符合

A+ 級優良體位，年繳保險費為 8,890 元，健康促進獎

勵金為 990 元 (9,880 元 -8,890 元 )

從單身、結婚生子到退休，人生的每個階段，都必須面對不同風險。例如，年輕時打拼事業，發生意外的

機率相對提升，上了年紀之後可能因身體走下坡，住院及手術的可能性較高。購買醫療險，是為了萬一健

康遭遇風險時，可以有所保障，而內容涵蓋範圍越完整的保單，越能為民眾帶來更健全的防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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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個月台灣疫情繄張時，Betty 雖十分小心防範，卻還是出現

發高燒、呼吸道不適等症狀，經過篩檢後確診為新冠肺炎，不但

住院，而且還入住負壓隔離病房。30天之後，她終於痊癒出院。

針對 Betty 這次住院，康健人壽除了給付法定傳染病慰問保險

金 10,000 元（1,000 元 x10 倍）、住院慰問保險金 30,000
元（1,000 x30 倍）之外，由於她入住負壓隔離病房，因此還

提供了特殊病房住院慰問保險金 30,000（1,000 x30倍）元。

有康健人壽當自己的後盾，Betty 不用為醫療及生活費用而煩

惱，更可以安心對抗疾病。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民眾對健康也有不同的體

悟，尤其是以往較少人注意的「法定傳染病」，

也逐漸被重視。為了對抗未來的不確定性，需

要有一張涵蓋範圍更周全的保單，來補足民眾

醫療的缺口。針對國人在健康方面的需求，康

健人壽於 2021 年推出「康健人壽醫定健康定期

健康保險」，提供法定傳染病免等待期、10 倍

保險金額之法定傳染病慰問保險金等保障。

多重保障更貼心

不確定的未來　更需做好保險規劃

康健人壽注意到常有民眾手術後卻無法申請理賠，原因是不符合保險

公司的手術理賠項目。原來，許多醫療項目被列為「處置」而非「手

術」，例如大腸息肉切除術、尿路結石體外震波碎石術、黃斑部雷射

術、動脈導管置放術等。有鑑於此，「康健人壽醫定健康定期健康保

險」將高達 81 項處置項目列入理賠範圍，以符合現今台灣民眾醫療

需求。此外，住院期間進行手術或處置治療，另依照住院天數給付 5
至 30 倍保險金額之住院手術或處置慰問保險金之給付，讓保戶都能

得到最完整的醫療照護。

《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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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壓力與挑戰

360°健康指數

台灣倒數第 3

新冠肺炎發展至今，仍未看見隧道盡頭的曙光，民眾擔心疫情隨時可能捲土重來，身心也不斷承受壓力。

康健人壽母公司美國信諾保險集團已第 8 年針對全球及台灣民眾的健康狀態進行調查，並且發布「360°

康健指數」。從今年調查結果中的 5 大發現，可明顯感受到民眾的心情及生活皆因疫情而受衝擊。

「360°康健指數」調查 5 大發現

 1. 整體指數僅贏韓、日

台灣 5 大面向指數從低至高分別為：財務指

數 47.3，亞太區倒數第 3；身體指數 51.8，為亞

太區中最低；社交指數 57.2、家庭指數 58.5，皆

為倒數第 3；工作指數 63.1，倒數第 4。綜合以上

結果，. 台灣整體指數為 55.9，在亞太地區中排名

倒數第 3，只贏過韓國及日本。

 2. 5 大面向指數皆下滑

相較於 2020 年 11、12 月的「新冠肺炎疫情

調查報告」第 5 波數據，此次調查結果顯示，台

灣 5 大面向指數皆呈現下滑趨勢，尤其是家庭、

工作和財務指數下滑幅度最大。

 3. 財務指數居末位

結果顯示，18 ～ 24 歲族群的壓力最大，而

50-64 歲屆退族中僅 16% 對財務狀態有信心，65

歲以上的退休族群只有 13% 的人感到財務自由。

整體而言，只有 10% 的人覺得擁有足夠資金迎接

退休生活。

 4. 台灣女性壓力大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91% 台灣女性受訪者感

到壓力，高出全球平均 83% 不少，而台灣男性受

訪者也有 88% 覺得有壓力。

 5. 有小孩的父母 身心健康較佳

以往外界總認為「有小孩的上班族父母比較

崩潰」，但實際調查卻發現，有小孩的家庭，特

別是需要工作的上班族父母，疫情期間反而展現

出較佳的健康狀態和心理韌性。

以上都顯示國人需要更正視生活中面臨到的

壓力和挑戰，並尋求適當的專業協助，讓自己和

家人都可以擁有更健康、更幸福、更安心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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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保戶
加值服務啟動

伴您打造健康生活圈

保戶專屬
優惠 保戶專屬優惠

使用方式 使用方式

更多資訊 更多資訊

即日起~2022/05/31即日起~2022/06/30

臨櫃報名課程享88折優惠
獨享專案價

服務期間

服務內容

服務期間

服務內容

完整服務訊息 索取優惠碼 下載遠距抱抱APP完整服務訊息

1.健康運動　2.語文教育

3.工商管理4.文創藝能

5.兒童成長

至全台62個終身學習中心，
出示手機簡訊優惠碼，現場
報名即享優惠。

遠距諮詢

手機視訊方式、省去交通時間、自由

選擇安心舒適的諮詢地點。

實體諮詢

與全台多家心理醫療機構合作，提供

沉浸式諮詢體驗。

手機下載遠距抱抱APP，註冊時輸入

企業用戶認證碼「Cigna2021」即可

進入康健人壽特約專區，享受專屬方

案及價格。

五大學院

救國團終身學習課程 遠距抱抱心理諮詢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