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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幸福生活超前部署

親愛的保戶您好！

新冠疫情蔓延已超過一年，我們的生活也因此發生變化，觀念也隨之改

變。根據康健人壽「360°康健指數」調查結果顯示，疫情衝擊導致半數國

人對維持當前生活水準產生疑慮，職場生態也受影響，尤其是「隨時待命」

及「周末工作」等情況，讓職場女性倍感壓力。值得鼓勵的是，不管是年輕

世代或準退休族，皆因此新增運動習慣，為守護健康超前部署。

根據壽險公會資料顯示，2020年1月到10月壽險市場較前年同期衰退三

成，健康險卻逆勢成長9%，可見民眾意識到醫療保障的重要性。針對民眾

需求，康健人壽也量身打造新一代「醫定健康」定期健康保險，醫療保障完

整涵蓋住院、手術、法定傳染病及負壓隔離病房　。因疫情影響，網路投保

成為新趨勢，康健人壽也和保險科技公司OneDegree Global合作，共同打

造保險數位平台，並推出「e元好康」意外傷害險方案，讓保戶體驗更流

暢、更便利的投保流程　。

國人普遍有蛀牙及牙周病等問題，而治療牙齒通常所費不貲。康健人

壽再度攜手Costco，推出其會員皆可投保的「從齒好健康」定期保險，提

供更親民的保費及完善的保障　。有鑑於現代人因職業、環境及生活習慣

等影響，聽力受損的人數越來越多，康健人壽也和科林助聽器合作，提供

保戶免費聽力檢測及加值服務方案。此外，康健人壽也攜手台灣安進 

(AMGEN) 和台灣美國商會 (AmCham Taiwan) ，共同舉辦2020年「高

齡化社會論壇2.0」，邀請產官學界專家領袖，共同探討如何為銀髮族建

構出更健康的環境，為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做準備。

我們無法預估疫情何時止息，唯有為自己及家人建構更完善防護網，才

能擁有更安心、更幸福的明天！

康健人壽祝福您

註 1　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　https://bit.ly/35bzpZh
註2　康健人壽網路投保專區　http://bit.ly/35SpesZ
註3　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　https://bit.ly/3hRyd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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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澎湖花火節攻略

欣賞璀璨煙火

體驗水上活動

炫麗的煙火搭配美麗的海灣，營造出浪漫又夢幻的氛圍，多麼令人心動！每年的「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總是特別讓人期待。2021 年澎湖花火節預計於 4 月 22 日展開，一路施放到 6 月 28 日閉幕，總共有 23

場表演，想必精彩可期。

澎湖花火節絢爛煙火秀，成為許多人每年必定

朝聖的行程，也為澎湖縣帶來 20 多億的產值，但

眾所矚目的花火節，其實源自於一段悲傷的故事。

2002 年 5 月，華航在澎湖外海發生嚴重空

難，重創當地旅遊產業。為了振興觀光、拚經濟，

2003 年澎湖縣政府和華航共同舉辦了「千萬風

情在菊島」活動，除了有精采表演之外，接近尾

聲時還施放了半小時煙火，結果大受歡迎。從此，

澎湖花火節一年接著一年舉辦，成為台灣夏天特

有的海上盛宴。

近距離欣賞驚奇煙火秀

澎湖花火節煙火施放的地點跟觀眾距離相當

靠近，只有 300 公尺，視覺效果相當震撼！今年

除了延續以往的煙火結合無人機科技燈光秀之外，

也邀請歌手及表演團體進行演出，為澎湖花火節

增添不少亮點。

除了每週一、四在主場地馬公市觀音亭休閒

園區施放之外，週末還加碼了三場離島場次，分

別是七美、望安及吉貝，讓觀眾以不同的角度，

觀賞澎湖煙火秀之美。

澎湖國際海上火花節

主場地：馬公市觀音亭

4/22（開幕）、4/26、4/29

5/3、5/6、5/8（ 七 美 場 ）、

5/10、5/13、5/17、5/20、5/22

（望安場）、5/24、5/27、5/31

6/3、6/5（ 吉 貝 場 ）、6/7、

6/10、6/14、6/17、6/21、

6/24、6/28（閉幕）

四月

五月

六月

註1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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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https://reurl.cc/2bLXV6
註 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相關資訊請參閱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 https://reurl.cc/dVDKbV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臉書 https://reurl.cc/e9Dj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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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間歇性斷食法正夯

提升代謝又減脂

掌握秘訣輕鬆瘦

斷食法的數字密碼

熱衷於瘦身的人，對各種「間歇性斷食減肥

法」一定不陌生，像是「168 斷食法」、「186 斷

食法」或「52 斷食法」。簡單的說，這些間歇性

斷食法就是把時間分為「進食」及「禁食」二部分，

而根據施行的時間不同，名稱也有所差異。

168 斷食法

一天 24 小時中，禁食時間為 16 小時，可以吃東

西的進食時間為 8 小時。

186 斷食法

把可以進食的時間壓縮到 6 小時內，其餘 18 小時

皆不吃有熱量的食物。

52 斷食法

168 或 186 斷食是以一天 24 小時為單位來劃分，

而 52 斷食法則是以一週七天為週期，作法是一星

期五天正常飲食，另外二天只攝取 500-600 大

卡的食物。

斷食法能燃燒體脂肪

不管是哪一種斷食法，最重要的是「禁食」、

「斷食」的時間要充足，這樣才能燃燒到脂肪。

身體消耗能量時，首先會利用的是血液中的葡萄

糖（血糖），當血糖快用完時，身體就會開始分

解肝醣來釋出葡萄糖。若血糖、肝醣都被消耗完

時，就會開始分解脂肪，以作為身體活動的能量。

值得注意的是，肝醣消耗殆盡的時間為 8 至 12 小

時，因此空腹的時間要夠長，對減脂才有作用。

近來「168 間歇性斷食法」超流行，幾乎到了全民瘋狂的程度。雖然大家都說 168 斷食法能減重，而且有

益健康，但相信很多人還是對這樣的瘦身方式有許多疑問，就讓我們來一次搞懂 168 斷食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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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斷食法　這樣吃更有效

什麼人不適合 168 斷食法

168 斷食法執行容易　易成功 
雖然禁食的時間越長，燃脂的效果越好，但曾經嘗試減肥的人都知道，最困難

的就是「持之以恆」，剛開始可能很認真執行，但沒幾天又因為無法挨餓而破功。

相較於其它減重方式，168 斷食法屬於「輕斷食」，例如只要將早、午餐合併

為一餐，晚餐時間可以正常進食，要規律執行並不困難，因此也較容易成功。

很多人以為只要在固定

的 8 小時內進食，就

可以肆無忌憚的亂吃，

其實這是錯誤的。實行

168 斷食法時，千萬不

能存有補償心理，在進

食時大吃大喝，這樣只

會讓減重失敗。

執行 168 斷食法，最好選擇低

醣飲食，才能讓血糖保持穩定。

因此，最好減少澱粉的攝取，並

且不碰高熱量或油炸食物。很多

人會選擇 168 斷食法搭配「211
餐盤」，也就是每餐 1/2 蔬菜、

1/4 全穀類、1/4 蛋白質，效果

更立竿見影。

斷食有助於提升新陳代謝，因此水分的

攝取量也要充足。一般人平時喝水量

為「體重（公斤）x30c.c.」，而執行

168 斷食法時，建議可將喝水量提高至

「體重（公斤）x40~45c.c.」，例如

體重 50 公斤的人，原本一天水分攝取

量為 1500c.c.，進行斷食法時，喝水量

可達 2000~2250c.c.。

3. 多喝水2. 選對食物1. 不吃過量

想要實踐 168 斷食法的人，除了依照自己的生活作息習慣，選擇每天容易執行的 8 小時來進食之

外，記得遵守以下原則，可以讓效果事半功倍！

只要身體狀況能接受長時間斷食的人，原則上都可以執行 168 斷食法，但孕

婦、幼兒及發育中青少年，因為比一般人需要更多的熱量及營養，因此不建

議。患有腸胃道疾病者，例如胃潰瘍或胃食道逆流者，也不適合嘗試。此外，

糖尿病、腎臟病或高血壓患者，若要實施間歇性斷食法，最好先請教醫師或

營養師，評估之後再進行。

註　168 斷食法相關資料可參　https://www.lianan.com.tw/drliananepaper/Article/377-2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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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長照需求的家庭不少，為了讓民眾更了解

相關資源，各縣市都設立了長照管理中心，只要

一通電話，就能得到協助。記得多諮詢、多比較，

才能找出最適合的方式。

全天候機構式照顧

如果需要人手全天候幫忙照顧長輩，可以選

擇機構式照護。不過，依被照顧者身心情況的不

同，可以選擇的機構也不一樣。

一、生活能自理者

1. 老人住宅（老人公寓）：縣市政府立案，提供

住宿及餐食等服務，以租賃方式出租給需要者。

2. 安養機構：安養院、養生村或養老院等自費安

養機構，除了住宿之外，也提供基本保健服務。

善用照護資源喘口氣

減輕照護者壓力

不再身心俱疲

二、生活需要他人協助者

1. 長期照護機構：又分為「養護機構型」及「長

期照護型」。養護機構型適合有意識但無自主

生活能力的長者，可服務 2 管患者（鼻胃管及

導尿管）；長期照護型可服務3管患者（鼻胃管、

導尿管、氣切管），適合罹患慢性病，需要長

期醫療照顧的長者。

2.護理之家：醫師定期診療，提供 3 管、護理照

護及生活照顧等服務。因為服務對象沒有年齡

限制，適合慢性病、需長期護理的患者。

3. 身心障礙服務機構：適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4. 榮民機構（榮民之家）：提供一般榮民或失能

榮民自費養護機構。部分榮民之家也開放給有

機構入住需求的一般民眾自費申請。

＊相關照護問題，可至衛福部長照專區查詢。

隨著人口快速老化、慢性病盛行率上升等趨勢，需要被長期照顧的人數不斷攀升。當家裡有人需要被照護

時，家庭負擔也會增重不少，甚至可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其實只要善用資源，不但能找到最適合的照顧

服務，也能讓壓力減輕不少！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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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活
探
索  

如果只是白天需要照顧，晚上家屬可自行照

顧，可以選擇利用這類照顧資源。

1. 日間照顧中心：失能、失智長輩收托服務。

＊相關照護資源，可至失智症社會支持中心查詢。

2. 家庭托顧：於照顧服務員家中，提供失能

長者身體及生活照顧。每日以 10 小時為基

準，不超過 12 小時。

3. 交通接送：提供預約叫車服務，方便居家

往返醫療院所。

4. 社區關懷據點：由當地民眾擔任志工，提

供老人關懷訪視等服務。

1. 醫事服務 ：由專業醫護人員到宅提供居家

醫生、居家護理、居家藥事照護、居家復健、

居家呼吸治療及居家營養等服務。

2. 生活照顧服務：由專業照顧服務員到府協

助沐浴、如廁、口腔清潔、進食、服藥、

翻身、拍背及代購生活必需品、陪同就醫

等服務。

3. 居家喘息服務：家庭照顧者臨時有事無法

照顧時，可申請服務員到宅協助照顧失能

者，但依服務對象情況，有服務時數限制。

4. 輔具租借：失能、有輔具或居家無障礙環

境改善需求者，可補助租借輔具，以及協

助加裝扶手及防滑設備等修繕住宅服務。

＊各縣市長照資源，可至衛福部長期照顧司查詢。

若政府提供的資源及補助無法滿足家庭需求

時，也可以尋求民間照顧資源的協助，讓照

顧長者的工作更有彈性。

1. 外籍看護：經長照管理中心審核通過後，可

透過直聘管道自費申請。

2. 民間照顧服務：無須經過審核，可自行自

費申請服務。

＊民間照顧資源資訊，可至「家天使」網站查詢

註 1　衛福部長照專區  https://reurl.cc/E2oG8K

註 2　失智症社會支持中心  https://reurl.cc/E2oG81

註 3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https://reurl.cc/R6zvn9

註 4　家天使  https://ghsha.com/

短 期 照 護 預 約 優 惠

https://reurl.cc/5o186q

保戶

專屬

註2

註3

註4

社區式照顧服務

居家式照顧

民間照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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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哲跟明麗是典型的三明治族，他們在婚後第二

年迎來了自己的寶寶，同時也承擔著照顧長輩的

壓力。由於二人都是領死薪水的上班族，經濟上

並不寬裕，所幸明麗非常會精打細算，每個月扣

掉日常開銷及孝親費之後，還能有些存款。

天有不測風雲　提早做好規劃

阿哲在公司擔任小主管，明麗只是一般行政

人員，每年加薪的幅度有限。有了孩子之後，明

麗更覺得只靠節儉度日來存錢是不夠的，萬一有

人生病，勢必讓家裡的經濟大受影響。沒有人能

避免疾病或意外的發生，但要如何才能讓生活更

有保障呢？明麗將自己的擔憂告訴同事小珍，原

以為她應該會和自己有相同的煩惱，沒想到小珍

卻說自己早已做好準備。

原來，小珍前陣子投保了「康健人壽醫定健

銅板價也能享健全保障

世事無常

為未來做好防護

康定期健康保險」　，只要銅板價，就享有完整

保障，理賠範圍完整涵蓋住院、手術、處置、法

定傳染病及負壓隔離病房等。明麗聽了之後，也

迫不及待想為自己和阿哲都投保。

每天銅板價也有大保障

明麗算了算，今年 30 歲的她，保險及繳費

期間為 10 年，保額 1,000 元，年繳保險費 9,880

元，平均一天只要繳 27 元，而 40 歲的阿哲，同

樣也是保險及繳費期間為 10 年，保額 1,000 元，

年繳保險費 12,390 元，平均一天只要繳 34 元左

右。更讓明麗開心的是，他們二人投保後，經免

費體檢皆評定為 A+ 等級，除了第二年可領取「健

康促進獎勵金」之外，還享有 10% 保費折扣！原

來有這麼多好康優惠，難怪小珍早早就投保了。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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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保險之後，明麗心中的大石也就稍微放下，不過為

了讓全家人過上更好的日子，她還是不斷叮嚀阿哲絕不

可以懈怠，要更加努力工作掙錢才行。

天有不測風雲，也許是經常熬夜加班，阿哲總感

覺精神不濟，某天上班途中，竟然發生了車禍，而且傷

勢非常嚴重，除了手術之外，還入住了加護病房，整整

住院治療二週。明麗非常心疼老公，不過也十分慶幸自

己投保了「康健人壽醫定健康定期健康保險」，因為阿

哲住院超過 11 天，除了有 30,000 元（1,000 元 x30

倍）的「住院慰問保險金」，還有 30,000 元（1,000

元 x30 倍）的「住院手術或處置慰問保險金」。此外，

由於阿哲曾入住加護病房，還能額外給付 30,000 元

（1,000 元 x30 倍）的「特殊病房住院慰問保險金」。

不過也許是時運不濟，隔年竟換明麗生病住院，雖然不

像阿哲經歷重大車禍的生死關頭，但新冠肺炎也讓明麗

吃足了苦頭。這次明麗在醫院待了十四天，並且入住「負

壓隔離病房」。

同樣的，康健人壽也給付明麗完善的理賠保險金，

除了和阿哲一樣可以領 30,000 元（1,000 元 x30 倍）

的「住院慰問保險金」，以及 30,000 元（1,000 元

x30 倍）的「特殊病房住院慰問保險金」，因為新冠肺

炎屬於第五類法定傳染病，還能領取 10,000元（1,000
元 x10 倍）的「法定傳染病慰問保險金」。

 經過了這二次事件，明麗領悟到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資產，除了做好自我健康管理之外，面對變化

無常的世事，也應提早做好完整的規劃，才能讓日子過得更加安心！

住院保險金增倍

保障更完善

更符合需求的

防護傘 

註　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  https://bit.ly/35bzp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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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為通勤族量身打造  

一天不到一元

低保費高保障

根據衛福部公布的資料顯示，「事故傷害」已經連續多年位居

國人死因第 6 名，以 108 年為例，事故傷害死亡人數以「運輸

事故」為最大宗，佔 46.4%　。此外，台北市政府公布的統計

資料也指出，光是 2020 年 1 至 11 月間，聯營公車肇事件數就

高達 680 件，造成 480 人受傷、7 人死亡的慘劇　。

交通意外頻傳　通勤族風險高

交通事件及事故傷害頻傳，每天通勤的上班族可說是經常

暴露於風險中。像宥宇這樣每天通勤上、下班的年輕人，就是

最好的例子。原本宥宇對於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可能會發生的風

險，並沒有太大的感覺。不過，媽媽每天耳提面命，叮嚀他要

多加小心，加上同事及親友們接二連三發生交通事故，他才感

受到生命的無常。「你永遠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一個會先到！」

每次看見別人發生事故時，這句話就會浮現在他的腦海中。雖

然也想幫自己買份保險，但每個月薪水扣掉開銷後，根本所剩

無幾，幾乎是月光族的他，擔心自己無法負擔保費。

註1

註2

12



CP 值超高　輕鬆投保無負擔

銅板價即享全方位保障

宥宇有一個非常善於規劃的母親，在多方打聽之後，她發

現康健人壽推出的「康健人壽 e 元好康網路投保傷害保險」，實

在太適合像宥宇這樣的通勤族了！年繳保費只要 292 元，就可

輕鬆享有最高意外總保障240萬元，將通勤族所需之意外身故、

意外失能，通通涵蓋在一張保單內，等於每天只要花不到 1 元，

就可以讓自己過得更加安心　。母子二人仔細研究之後，發現含

「傷害醫療實支實付」的升級方案保障更完整，於是宥宇馬上拿

出手機，利用康健人壽的網路投保平台，輕輕鬆鬆完成線上投保。

半年後，宥宇和朋友騎摩托車出遊，沒想到竟發生車禍，

導致雙腿嚴重骨折，治療後仍造成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第一級

失能）。由於傷勢較為嚴重， 宥宇除了擔心自己的身體之外，也

害怕會因此影響到工作及生活。好在之前在媽媽的勸告之下買了

「康健人壽 e 元好康網路投保傷害保險」，除了實支實付的「醫

療傷害保險金」之外，還額外給付了 20 萬元（20 萬 x 第一級

失能給付 100%）的「意外失能保險金」。

「康健人壽 e 元好康網路投保傷害保險」的保障還不只於

此，以宥宇投保的方案為例，若親友也選擇和他一樣的保單，萬

一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身故的話，可額外獲得 10 倍保障。

例如，搭乘捷運上班不幸遇到重大事故導致意外身亡，除了 20
萬元的「意外身故保險金」之外，還給付 200 萬元的「陸上大

眾運輸交通意外身故保險金」200 萬元（20 萬 x10 倍），合計

達 220 萬元。

面對生活中不知何時會到來的意外，如果不想再提心吊膽，

建議像宥宇一樣的通勤族，應該提早做好風險管理，未來才更有

保障。

註 1　資料來源：國情統計通報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081716413N41PKGNS.pdf

註 2　資源來源：台北市政府  https://www.dot.gov.taipei/News.aspx?n=5FE5C3026DAC5AB8&sms=16AEB72D30618272

註 3　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  https://bit.ly/3mrR9Wu

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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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一起運動好處多

改善負面情緒

別讓孩子不開心

根據衛福部 2017 年公布的台灣第一份兒

少心智調查資料顯示，近 1/3 的孩子有精神疾患

需要專業的協助，更驚人的是 3% 曾有自殺的念

頭　！康健人壽在了解相關數據與關懷保戶的

過程中，發現台灣的父母及兒童都處於高壓的狀

態，於是起心動念想幫助更多的家庭，期望大人

及小孩都能擁有更健康的身心。

早上七點出門上學，晚上七、八點才回到家，是許多孩子每天的生活寫照。學校、安親班、英文班、才藝

班……，各種課程排得滿滿的，滿足了父母的期待，但是孩子真的開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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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  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疾患研究相關報導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07170040.aspx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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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一起運動　快樂得到共鳴

和孩子一起運動　大人小孩都開心

運動能夠放鬆緊繃的肌肉，並且促進腦內啡

（又稱快樂荷爾蒙）、血清素及多巴胺的分泌，具

有紓壓及預防憂鬱情緒的效果。父母和孩子一起運

動，也有助於提升親子關係。不過，康健人壽和董

氏基金會共同進行的調查結果發現，近六成受訪者

皆沒有親子一起運動的習慣，而平均每週與孩子一

起運動超過 3 天以上者，只有 6.6%。

康健人壽「親子幸福指數大調查」同樣也發現，

若家長和孩子常一起運動，相處陪伴時間越長，親

子相處狀態滿意度也越高。有定期和孩子一起運動

的家長，高達 60% 對親子相處狀態感到滿意，其中

32% 的父母覺得「非常滿意」。相反的，沒有跟孩

子一起運動的父母，只有 13% 對親子相處感到非常

滿意。此外，每週親子相處時間超過4小時的父母，

74% 表示滿意和孩子的相處狀態，其中回答「非常

參與調查的父母認為運動能為孩子帶來好處，

包括「紓解孩子的壓力」、「增加孩子的體能狀況，

身體健康」以及「增加孩子的專注度、自信心」等。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親子一起運動頻率越高的父

母，越相信運動有助於改善孩子的課業表現。不過，

這份調查也指出，看電視、玩電玩是許多家庭最常

一起做的事，且大部分的親子活動還是以室內為主。

走出戶外享受運動更有益身心，因此 2020 年 9 月

康健人壽和董氏基金會共同推出「玩轉動，拋出好

心情」親子飛盤計畫，深入大台北地區四所小學，

倡導親子建立共同運動習慣。為期三個月的活動，

共有超過 5000 個家庭參與，一起為親子關係朝正

向發展而努力！

註2　更多康健人壽親子康健身心計畫

https://bit.ly/30yvC5Y

最常從事的親子活動

親子相處狀態滿意度

52%

32%

28% 28%

13%

44%

39%

27% 22%打
電
動
或
看
電
視

如
跑
步
、
健
走
、
爬
山

騎
車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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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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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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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
等

益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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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者高達 45%。結果顯示願意花更多時間陪伴

孩子的父母，對親子關係滿意度也越高。

有一起運動 沒一起運動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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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電子信箱
享全家購物金

活動訊息不漏接

康健人壽將於隔周二統

一發送購物金兌換序號

至符合領取資格者留存

於康健人壽之手機號碼

立即設定

兌換好禮

掃描觀看

注意事項
50

於活動區間內，註冊成為康健人壽網路保險服務

（保戶專區）會員，並透過線上申請功能新增電

子信箱即得全家超商50元購物金

從未設定電子信箱之康健人壽保戶

2021.1.1~ 2021.6.30

全家超商

50元購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