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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與NFT

你都搞懂了嗎



後疫情時代　讓身心更安適

親愛的保戶您好！

3月是春暖花開、美好的季節，無奈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民眾的生

活尚未回到常軌。病毒威脅我們的健康，疫情也影響了生活品質，此時

我們更應該重視自己的體況。

「健康」，是所有人都關心的議題，為了協助民眾維持健康的身

心，康健人壽已經多次跨產業合作，提供保戶更多重的加值服務。例

如，和「遠距抱抱」合作所提供心理諮詢服務、科林助聽器提供的聽力

／睡眠檢測、健康檢查服務等。疫情當下，許多民眾即使有醫療需求，

也不敢貿然至醫院求診，或受限於時間及空間限制，無法立即就醫。因

此，康健人壽再度跨產業合作，攜手醫聯網，提供種專科、超過

位專業醫師線上諮詢服務。更便利的方式，讓民眾有醫療相關問題時，

都能隨時隨地獲得建議及衛教資訊。

現代人聞癌色變，雖然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癌症已被視為慢性

病，而不是絕症。不過，治癌時龐大的花費，還是可能拖垮一個家庭的

經濟。為了協助國人建立更完善的防護網，康健人壽透過產品優化，於

年推出全新「醫起守護」防癌定期險。保戶無論是初次罹癌或是續

次罹癌都有提供相關保障，如罹患特定癌症更可獲得額外給付。為了提

升民眾健康意識，「醫起守護」防癌定期險保單還結合健康外溢概念，

只要保戶健檢結果達標，都能享有保費折扣　。

此外，2020年9月，康健人壽首次攜手董氏基金會，深入國小校園

推動「玩轉動，拋出好心情」親子康健身心計畫，獲得熱烈迴響。因

此，我們再度和董氏基金會聯手，推出第二波親子康健身心計畫，期望

透過一系列「親子共動康健身心」活動，讓民眾不但擁有健康，也能促

進親子關係！

讓我們一起守護健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康健人壽祝福您！

註 　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https://reurl.cc/Qj2L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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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一杯回甘好茶

以時光佐茶

品道地台灣味

被評為2021年台劇第一名的《茶金》，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劇集。《茶金》以台灣茶葉產業發展史為主題，

不但講述了茶商曾創下的經濟奇蹟，也讓大家對本土的茶文化更加好奇。其實，台灣不但茶葉品種眾多，

喝起來也是風味各異喔！

六大茶系

各有滋味

發酵程度為 80~90%，

採茶後不經過殺菁（炒

茶或蒸茶）。紅茶的口

感醇厚甘甜，層次豐富，

不管跟牛奶或各種香料

都能完美融合。

   
常見茶品

花蓮瑞穗蜜香紅茶、日

月潭紅玉紅茶、日月潭

紅韻紅茶、日月潭阿薩

姆紅茶等。

喝茶時，我們常會選擇紅茶、綠茶或青茶等，每一種茶都有獨特的香氣。不過，

除了口感不同之外，你知道各款茶葉之間的差異嗎？其實，茶葉的風味，不只

是和茶樹品種及產地（風土）有關，更重要的是製茶工藝（如烘培、發酵）。

一般而言，依據「茶葉製作」過程的不同，又分為六大茶系，台灣以生產紅茶、

綠茶及青茶為主，而白茶、黃茶及黑茶等，大多來自中國大陸。

紅 茶 青 茶 ( 又稱烏龍茶 )

發酵程度 30~60%，介

於紅茶與綠茶之間。烏

龍茶是聞名全世界的台

灣茶，其有綠茶的清爽，

又有紅茶的甘甜口感，

滋味變化多端。

常見茶品
鹿谷凍頂烏龍、文山鐵

觀音、文山包種茶、阿

里山烏龍茶、北埔東方

美人（膨風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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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茶葉中的兒茶素、咖啡因易刺激胃酸分泌，建議勿空腹喝茶。

2. 茶葉中的咖啡因成分具亢進、興奮作用，夜晚應避免飲用大量茶類或濃茶，

以免影響睡眠。

3. 腸胃不適者，如常腹瀉或習慣性便秘者，不宜多喝茶。

4.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甲狀腺亢進及肝臟疾病患者，皆不適合飲用濃茶。
飲茶注意事項

茶葉採摘後立刻殺菁，

利用高溫停止茶葉發

酵。綠茶沒有經過發酵

製程，直接揉捻及乾燥，

保留最多茶葉原本的滋

味。綠茶口感清爽宜人，

是去油解膩的好選擇。

常見茶品
三峽碧螺春茶及三峽龍

井茶等，都是最具台灣

風味的綠茶。

20~30% 發酵，製茶過

程中不殺菁也不揉捻，

製作工法著重於萎凋及

乾燥，讓茶葉產生微發

酵。白茶口感清淡爽滑，

非常獨特。

常見茶品
白茶產區不多，大多集

中於中國福建一帶，以

白毫銀針聞名。

發酵程度為 10~20%，

屬於微發酵茶。黃茶製

茶流程和綠茶雷同，但

須多經過一道悶堆渥黃

的工序。黃茶的特點是

「黃葉黃湯」，口感清

香甘甜。

常見茶品
代表茶品為湖南岳陽的

君山銀針及蒙頂黃芽等。

屬於後發酵茶款，發酵

度為 100%。黑茶進行

加工後堆積發酵（稱為

「渥堆」）的時間較長，

茶葉也會因此呈現暗褐

色。黑茶不只茶湯顏色

深，口感也較濃郁厚實，

屬於越陳越香的茶款。

常見茶品
普洱茶是大眾最熟悉的

黑茶。

綠 茶

黃 茶

白 茶

黑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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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3 月至 4 月左右櫻花盛開，是賞櫻的最佳季

節。阿里山櫻花品種多元，除了著名的吉野櫻之

外，還有緋寒櫻、枝垂櫻、牡丹櫻及千島櫻等，

雖然 3 月初是櫻花花期最集中的時候，但其實每年的 12 月

中旬，阿里山櫻花就陸續盛開，一路美到 4 月之後。阿里山

公路沿途隨處可見櫻花美景，整個山頭被點綴得既繽紛又浪

漫，想上山追櫻的人，不妨參考以下景點：

絕美賞櫻路線攻略

阿里山櫻花季

必去景點特搜

漫步阿里山

最美賞櫻地點

1. 阿里山工作站櫻花園

著名的百年吉野櫻～「櫻王」，

就在阿里山工作站內，只要它

開花了，其它吉野櫻也會跟著

陸續綻放。因此，櫻王也成為

櫻花的重要指標，更讓工作站

成為最熱門的賞櫻景點。

2. 三代木

三代木是指一棵三代同株的老

紅檜樹，並且生成一個獨特的

愛心形狀，成為情侶及拍攝婚

紗照的人氣景點。由阿里山工

作站往三代木的步道，更有「櫻

木花道」之美譽。

3. 阿里山賓館

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飯店，周

圍除了吉野櫻之外，還有巨木

群等獨特景色。日式風格建築

搭配櫻花，讓人感覺彷彿置身

日本般幸福。

各種櫻花接力綻放，增添不少春季氛圍。雖然疫

情可能影響賞櫻行程，若無法出門享受賞櫻趣，

不妨先透過紙上饗宴，一探櫻花盛開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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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活
探
索  4. 彌陀禪寺

上百棵八重櫻（牡丹櫻）齊力

盛開，將園區染成一片嫣紅景

象。彌陀禪寺供俸釋迦摩尼佛、

藥師琉璃光佛、阿彌陀佛等三

寶佛，寺前群山圍繞，幽靜美

景是賞櫻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7. 迷糊步道

阿里山鄉公所前的步道，因為

連接米洋溪和湖底溪，被當地

居民稱為「迷糊步道」。除了

整排的櫻花之外，還有翠綠的

竹林及一座樂米吊橋，風景相

當優美。

5. 阿里山派出所

全台灣海拔最高的派出所，除

了吉野櫻之外，廣場前還種植

了高砂櫻。阿里山派出所地點

和沼平車站相連，在所前的階

梯上小憩，等待阿里山小火車

通過，將美景一次盡入眼簾。

8. 隙頂河津櫻花園

隙頂觀景台下方有數十棵河津

櫻，雖然樹齡不大，同時盛開

時景色也是非常迷人。當地人

都知道隙頂有三寶：茶園步道、

雲瀑雲海及二延平夕照，若再

加上櫻花綻放，正好將美景一

網打盡。

6. 沼平車站櫻木鐵道

沼平車站的鐵道原本就是熱門

景點，若幸運剛好碰上對的時

間，小火車通過加上櫻花林，

或鐵道兩側搭配櫻花雨，都是

拍照的夢幻美景。

9. 頂石棹步道群

位於頂石棹旅客服務中心旁，

雖然總長度只有 130 公尺，但

兩旁栽種了昭和櫻及山櫻，小

而美的景色，一樣帶來滿滿的

春意。除了賞櫻之外，春天時

還有杜鵑、海芋等，初夏開始

還能賞螢，CP 值相當高。 

10. 祝山觀日平台

祝山是觀看日出的重要景點，

但賞櫻的知名度不高。由於花

況絕佳，加上遊客較少，讓賞

櫻更加輕鬆及愜意。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註 1　圖片來源：13'S 幸福食光　https://reurl.cc/X42WX3

註2　門票收費標準詳見林務局　https://www.forest.gov.tw/0000184

阿里山賞櫻資訊

全票 300 元 / 一般優待票及半票 150 元 /
優待票 10 元 
24 小時開放

白天 05-2679917、夜間 05-2679715

收費標準

服務時間

聯絡資訊

註1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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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人壽攜手醫聯網

線上醫師諮詢

守護保戶健康

美琳最近老是失眠、睡不好，經常覺得全身乏力、倦怠。先生發

現她睡眠品質變差後，認為可能是工作壓力太大所造成的，於是

勸她要學會紓壓。沒想到，除了失眠之外，美琳又陸續出現頭痛、

眼睛乾澀、異常咳嗽、肩頸痠痛、手腳發麻及呼吸不順等種種問

題。由於症狀實在太複雜了，這下可把美琳跟先生考倒了，到底

應該看哪一科醫師呢？幸好，美琳跟先生都是康健人壽的保戶，

剛好前陣子看到康健人壽跟醫聯網合作，提供線上醫師諮詢服務。

經由一對一的通話與即時互動，醫師評估美琳應該是自律神經失

調，並且提供後續就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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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服務多元化　打造健康生活圈

康健人壽的保戶加值服務除了有醫聯網提供的線上醫師諮詢服務，還有包括

遠距抱抱所提供心理諮詢服務、科林助聽器提供的免費聽力 / 睡眠檢測，以

及健康檢查服務、短期照顧服務、和終身學習課程等，藉由全方位面面俱到

的設計，為保戶的生活品質加分，提升身心靈的健康和滿足。

36 種專科　超過 1800 位醫師提供全天候服務

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帶來的警訊，促使民眾更加關注自己及親友的健康狀況，

而面對身體出現的各式疑難雜症，為避免病急亂投醫，如何在第一時間找到

有效的解決資源，自然成為後疫情時代的重要課題。康健人壽長期關注國人

身心健康，自 2021 年 12 月起透過跨產業策略合作攜手醫聯網推出全新線上

醫師諮詢服務，凡康健人壽保戶可透過手機 APP，隨時獲得 36 種專科、超

過 1800 位醫師的專業建議及衛教資訊，過程零接觸降低染疫風險，就連身

在海外的保戶都可以零距離享有台灣醫師專業又安心的服務，獲得醫療專業

解答。

多種線上諮詢方案　貼近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為因應保戶不同的需求，本服務也提供多樣化的線上醫師諮詢方案，除了有

免費的一般文字諮詢外，針對突發身體狀況需要緊急諮詢，或因工作忙碌、

交通不便等因素，而無法即時就醫的保戶，亦可選擇指定醫師圖文諮詢、快

速電話諮詢，以及指定醫師視訊諮詢等付費項目，使絕大部分的問題都能在

24小時內獲得解答，並且可在時間內來回諮詢衍伸性問題，有效解決就診前、

後的困擾。

康健人壽保戶專案禮遇　疾病風險 AI 智能評估 
康健人壽保戶於本服務合作期間除可享有快速電話諮詢專案價，首次完成任

何一種付費諮詢，更額外享有一次免費疾病風險 AI 檢測。透過輸入日常行為

作息、個人化健檢數據等資訊，系統即可評估出未來十年內罹患各種慢性疾

病的風險程度，並給予健康建議及後續追蹤的項目。例如腦中風機率較高者，

除了建議積極控制三高之外，也會叮嚀須調整生活習慣及維持健康飲食，達

到降低罹患中風的可能性；而高血壓性疾病風險較高者，則提供減鹽、減重、

戒菸、規律運動及節制飲酒等飲食方針，鼓勵保戶更加重視自身狀態，也清

楚下一步檢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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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底，Facebook 執行長祖克柏宣布公司將從社交媒體公司，轉型為「元宇宙」公司，並且更名為

Meta Platforms。正當許多人還搞不清楚什麼是元宇宙時，近來 NFT 話題又起。究竟元宇宙跟 NFT 是

什麼？兩者之間又有什麼關聯？

虛擬世界與我們的距離

元宇宙與 NFT
你都搞懂了嗎

元宇宙就是超越宇宙
元宇宙 (Metaverse) 的概念最早源於美國科幻

作家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 的小說《潰雪》 

(Snow Crash, 1922) ，內容講述現實世界的人類可

以使用虛擬化身 (Avatar)，沉浸在 3D 虛擬空間，並

且自由互動。如果從字面上的意義來看，Metaverse
是由「meta 」和「verse 」組成，meta表示「超越」，

verse 指的是 universe，意思為「宇宙」，二者組合

起來就是「超越宇宙」。簡單來說，元宇宙是一個平

行於現實世界的「虛擬世界」，現實生活中人類可以

做的事，也都可以在元宇宙中實現。只要使用高科技

產品（例如 AR 眼鏡、VR 頭盔），就可以利用虛擬

化身在元宇宙裡和別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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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T　非同值化代幣
搞懂元宇宙及區塊鏈之後，我們再進一步來了解目前最熱門

的 NFT 是什麼。遊客至遊樂園遊玩時，都會使用專屬的代幣來消

費，這些代幣在園內等同於現金。不過，代幣在遊樂園外面是無

法使用的，除非將它們兌換回現金。同樣的，在虛擬世界使用的

代幣也是這樣的概念，而我們常聽到的比特幣 Bitcoin）與以太幣

（Ethereum）都是虛擬代幣的一種。

比特幣與以太幣都屬於「同值化（fungible）代幣」，而

NFT（Non-fungible Token）則是「「非同質化（non-fungible）
代幣」。同值化的意義是「互相等值」、「可以互換」，例如兩

個人各持一枚代幣，因為價值一樣，雙方互換後不會有任何損失。

相反的，非同值化就是獨一無二，無法以同類資產來互換，例如

球星親自簽名的棒球，不能跟一顆普通棒球等價互換。

元宇宙裡　所有東西都能成 NFT
今年元旦，流行音樂天王周杰倫旗下的潮牌「PHANTACi」與

Ezek 平台聯名推出「Phanta Bear（幻想熊）」 NFT，雖然一隻起價

高達 0.26 枚以太幣，價值約 2.8 萬台幣，還是 40 分鐘左右就完售。

NFT 的作法其實並不新穎，早在實體藝術品拍賣場就有這樣的機制，只

不過變成虛擬世界（元宇宙）中的數位競標。在虛擬世界中，任何東西

都可能變成 NFT，即使是一張球員卡、一首歌曲或一段影片。不過，值

得注意的是，我們持有一個東西的 NFT，並不是擁有它本身，而是持有

它的「代幣」。因此，即使某首歌 NFT 的持有者，也無法禁止別人合

法下載或觀賞，但還是可藉由轉賣、兌現，讓NFT的實際價值展現出來。

元宇宙拉近了我們和虛擬世界的距離，藉由虛實整合的技術，

科幻也能變成現實，更讓人生充滿無限可能！

使用區塊鏈技術記帳
在元宇宙的虛擬世界中，人們擁有另一個不同於現實的身分，可以

進行社交、消費以及生產…等種種和現實世界相同的行為。不過，在虛

擬世界中的經濟行為不必透過實體銀行，而是使用「區塊鏈技術」來確

認各種數位資產的擁有權。區塊鏈是一種龐大的數據庫，運用密碼學為

基礎，可以保存數據的完整，並且具有「不被篡改」的特性。因此，我

們可以將區塊鏈想像成虛擬世界中的記帳本，它只屬於自己，不需要特

定單位就可以運作，和傳統須透過銀行或交易所的作法不同。

11

《康健情》2022 春季號

數
位
點
滴



為生活拉起層層保護網

防癌定期保險

滴水不漏的防護

註1

志雄的個性大而化之，對金錢沒什

麼概念，平時總是將薪水交給太太

秀齡管理。幸好，秀齡很會打理生

活，並且將部分收入用來購買保險。

39 歲那年，志雄因為久咳不癒至

醫院檢查，沒想到竟然罹患了肺癌

第二期！獲知自己罹癌，志雄感覺

就像晴天霹靂般震撼，除了擔心影

響工作及收入，也煩惱龐大醫療費

用可能拖垮生活。令人慶幸的是，

秀齡早就幫二人都購買了康健人壽

「醫起守護」防癌定期健康保險，

不但能讓生活獲得補助，有了保險

金當後盾，志雄也能選擇最有利的

治療方式，不必擔憂影響家庭經濟。 

癌症時鐘快轉　防癌險有保障

根據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公布的最新資料顯示，國人癌症罹

患率年年攀升，108 年新發癌症人數為 12 萬 1,254 人，較前一

年增加 5,123 人，平均每 4 分 20 秒就有一人罹癌　。癌症時鐘

不停的快轉，而且已經連續 39 年蟬連十大死因首位　。雖然隨

著醫療科技的進步，癌症有逐漸慢性病化趨勢，但罹癌後對身

心健康造成的影響，以及治療期間的醫療費用，已成為許多家

庭的重擔。

聞癌色變的時代，買對保險才能預防因自己或家人罹癌，

進而造成家庭巨變。有鑑於國人對防癌險的需求，康健人壽於

2022 年推出全新「醫起守護」防癌定期健康保險，無論是初次

罹癌或是續次罹癌皆有提供相關保障。此外，如罹患特定癌症

更可獲得額外給付，保單同時結合健康外溢概念，鼓勵保戶維

持健康，以享有保費折扣　。

註2

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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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人壽不斷致力關懷國人健康，並且透過產品優化，

為民眾建構更完善的防護網。「醫起守護」防癌定期健

康保險，將罹患癌症所需的保障一次補足，讓民眾更無

後顧之憂。以保額 100 萬為例，投保第二年起罹患初期

或輕度癌症，可獲整筆給付 10 萬元保險金；如罹患重度

癌症，可獲整筆給付 50 萬元保險金，若罹患特定重度癌

症，像是大腸癌、攝護腺癌、子宮頸癌、卵巢癌等，還

可另獲額外整筆給付的50萬元保險金，以及每月1萬元、

保證給付 60 個月的照護保險金。此外，凡罹患重度癌

症，立即豁免續期保險費且保單持續有效，減輕罹癌後

的負擔。從初次確診重度癌症起，每經過二年（含）以

上再次確診重度癌症，無論是原有癌症持續、復發，或

轉移至其他部位，甚至確診新癌症，都可獲得續次重度

癌症保險金 10 萬元。

為了鼓勵保戶維持健康體況，康健人壽不

僅提供免費健康檢查 1 次，更特別於保單內

加入健康外溢概念。只要保戶健檢結果達

標，還可享高達 10%的保費折扣，作為「健

康促進獎勵金」。一張保單可獲得保障、

促進健康，還可因此享受保費折扣，真的

一舉多得。

層層防護網　生活更安心

體況越健康　保費越便宜

註 1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76&pid=14938
註 2　109 年國人死因統計結果  https://www.mohw.gov.tw/cp-5017-61533-1.html
註 3　詳細保險內容請參照康健人壽保單條款之規定  https://www.cigna.com.tw/pc/tck/indemnit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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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快放下手機動起來

親子一起動一動  
身心都健康

不論大人或小孩，越來越多人放假時喜歡宅在家，

不是上網聊天就是打電玩，不但對健康不利，體

重也跟著失控。為了提升親子共同運動的好習慣，

自2020年9月，康健人壽首次攜手董氏基金會，

深入國小校園推動「玩轉動，拋出好心情」親子

康健身心計畫。結果發現，不但七成的學童喜歡

跟父母一起運動，而且超過一半的孩子表示，若

有父母陪伴會讓自己更想運動。

為了增進民眾親子共動的好習慣，康健人壽

跟董氏基金會日前宣布第二波親子康健身心計畫

正式開跑。透過一系列「親子共動 x 康健身心」

親子運動紓壓系列線上活動，鼓勵家長從現在開

始建立親子共同運動的好習慣。親子一起動一動，

不僅能提升免疫力，還能維持彼此的好心情，進

而增進親子關係。

疫情影響生活 更應該多動

疫情持續衝擊生活，增添國人更多的不確定

感，最新的 360°康健指數調查也發現，國人壓

力指數持續偏高。親子一起運動，是 CP 值最高的

紓壓方式，而且還能增進家人間的關係及親密感。

因應疫情影響，除了實體活動之外，康健人壽更透

過數位線上方式擴大及深化影響力，期望能協助

民眾建立積極健康的生活習慣。透過實體或線上活

動，以及相關資源的提供，讓親子活動不受時間、

空間與疫情的限制，隨時隨地想動就動。

今年的「親子共動 x 康健身心」活動，更邀

請《一袋女王》主持人巴鈺和她的大兒子恩典，

一起公益代言「玩轉動，拋出好心情」親子康健

身心計畫。她分享，自己生孩子前沒有運動習慣，

不過在主持節目的過程中，發現原來推廣運動不

只是為了體態，也能和孩子創造有品質的親子時

光。因此，她現在也會帶著小女兒恩雨一起上寶

寶游泳課，增加與孩子的親密時刻。現在起，趕

快放下手機，與孩子一起建立運動紓壓的習慣吧！

增進親子關係讓身心更健康，可參考由巴鈺

代言拍攝的影音　。

註　「邊玩邊跳，親子共動好心情」影音

　　https://reurl.cc/6EG2Ab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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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作品分享

2022 親子運動照片

投稿抽好禮活動

感謝 LINE 好友熱情支持

於 2/11~2/20 在 康 健 人

壽 LINE 官方帳號舉辦的

「2022 親子運動照片投稿

抽好禮」活動。

我們收到了多位好友分

享與子女一起運動的精彩畫

面，透過照片紀錄一起運動

的時光，過程使親子關係大

大增溫， 更了解彼此。讓我

們一起欣賞與大家分享本次

投稿活動的精彩作品，再次

感謝所有好友熱情參與 !

請持續關注康健人壽

LINE 官方帳號，尚未加入

LINE 好友可掃描下方 QR 

code 加入，活動訊息不漏

接。

登山 / 沈 O 玲

腳踏車 / 林 O 慧

游泳 / 廖 O 津

掃描下方觀看
完整得獎公告

掃描加 LINE
活動不漏接

完整得獎公告

https://reurl.cc/dXlge8

康健人壽 LINE 官方帳號

https://maac.io/1ho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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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紙環保愛地球
電子單據辦起來

月月抽Apple Watch

康健人壽將分別在4/11、5/9、6/10、7/11於官方網

站公布得獎名單，後續將透過電子郵件或簡訊之方

式寄送得獎通知及領獎確認書給得獎人，得獎人須

於獎項公告當月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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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獎項公告

隔月15號前寄出活動獎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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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保戶專區
申辦抽好禮

掃描觀看

注意事項

只要在活動期間內，完成電子單據服務申辦，即

享Apple Watch S7（市價13,500元）抽獎機

會！您可透過紙本申請書，客服專線與保戶專區

進行申請！

市價新台幣13,500元，使用規

範依全國電子公告為主。

圖片僅供參考，獎品請以實物

為主。

康健人壽保戶

即日起~ 2022.6.30

Apple Watch S7
全國電子提貨券

共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