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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防治停看聽

疼愛自己

守護乳房健康

註1

註2

註3

前陣子傳出 30 多歲女藝人罹患乳癌的消息，讓

各界震驚不已。根據今年 1 月衛福部公布的「108

年癌症登錄報告」顯示     ，新發生乳癌個案高達 

1 萬 4856 人，高居婦女癌症發生率首位！

哪些人是乳癌高危險群

乳癌對婦女健康造成嚴重威脅，讓許多女性

聞之色變。不過，乳癌雖然可怕，但只要提高警

覺，還是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存活率也相當

不錯。除了平時多注意乳房是否出現異狀之外，

也應多留意危險因子，才能有效降低風險。

台灣婦女乳癌發生高峰約在45歲至69歲，

發生年齡中位數為 53 歲，相較於美國的 61

歲，國人乳癌發生年紀確實較低       。

根據統計，約5~10%患者屬於遺傳性乳癌，

有家族遺傳傾向   。因此，若母親或姐妹

得過乳癌、卵巢癌或子宮內膜癌，應特別

當心。

未曾生育、第一胎大於 35 歲、初經小於

12 歲、停經年齡高於 55 歲、未曾哺乳、

有使用口服避孕藥、接受荷爾蒙替代療法

等，都可能增加罹患乳癌的風險。

過重、肥胖者罹患乳癌的風險較高，因為

肥胖會造成體內慢性發炎。保持理想身材

能降低致癌可能性，建議 BMI 值應小於

24，才能為防癌加分。

經常喝酒、常吃燒烤或油炸類食物、運動

量不足等因素，都易增加罹癌機率。
年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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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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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衛生福利部 https://www.mohw.gov.tw/cp-5264-65547-1.html

註 2　衛生福利部  https://www.mohw.gov.tw/fp-2641-21095-1.html

註 3　台灣癌症防治網  http://web.tccf.org.tw/lib/addon.php?act=post&id=4695php?act=post&id=4695

防治乳癌    須定期檢查

乳癌早期病灶較難靠自己觸摸的到，很多婦女因為沒有摸到硬塊，誤以為安

全無虞而錯失治療黃金時間。因此，唯有定期接受乳房 X 光攝影檢查，才能

及早揪出乳癌。台灣目前補助 45 至 69 歲，以及 40 至 44 歲具乳癌家族史

的婦女，每 2 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攝影，期望更多女性能遠離乳癌威脅。

預防乳癌這樣做

想要避免乳癌找上門，飲食

及生活型態的調整也是非常

重要的，建議可以從下列幾

個原則做起：

4. 減少高油脂、高糖食物

脂肪和荷爾蒙分泌息息相關，而

精緻糖類會降低免疫細胞的活

性。此外，高脂肪及高糖食物熱

量都不低，吃多了易造成肥胖。

3. 彩虹蔬果

蔬菜水果含豐富的植化素，具超

強抗氧化力，建議蔬菜水果攝取

的種類越多元越好，才能發揮最

佳抗癌效果。

1. 規律運動

每週至少 3 次、每次 30 分鐘以

上的運動量，除了有助於維持理

想體重之外，也能促進血液循

環，並且達到紓壓效果，對健康

好處多多。

5. 正常的生活作息

睡眠充足、不熬夜、避免壓力等，

對於預防癌症都有正面作用。

2. 高纖飲食

膳食纖維能降低飲食中脂肪的吸

收率，避免肥胖上身。建議平時

應以糙米等全穀類來取代精製的

白米飯或麵條，增加膳食纖維的

攝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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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了，又到了家長傷腦筋的時候，不知道要如何安排孩子的漫漫長假。其實，台灣有不少別具特色的觀

光工廠，除了可以一窺各個產業的樣貌，也能讓小朋友從做中學。趕快利用暑假，從北到南全部體驗一遍吧！

全台特色觀光工廠推薦

體驗產業文化  
親子創意 DIY  

專人導覽，讓孩子輕鬆了解鐘錶的原理及運作

方式。此外，還能藉由 DIY 課程，讓他們挑選

喜歡的錶帶、錶殼，並且一步步慢慢組裝完成，

製作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手錶。

以現代美感設計的互動式美術館，以美學體驗、

互動概念為出發點，讓大人及小孩藉由多元展

區創玩探索色彩學、手作課程觸發五感多重創

意。還有戶外小森林可以漫游尋找自然靈感。

新北市土城區大暖路 136 號

02-2268-2999

週一至週日9:00-17:00（採預約制）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二段 188 號

03-411-6888

09:00-17:00（週三公休）

圖片來源 王鼎時間科藝體驗館

https://reurl.cc/k1MrVG

圖片著作 樸實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圖片來源 雄獅文具想像力製造所

https://simbalionartstudio.com/

地 址

電 話

營業時間

地 址

電 話

營業時間

王鼎時間科藝體驗館 雄獅文具想像力製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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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都愛玩氣球，卻不知道氣球是怎麼生產

出來的。台灣氣球博物館不只告訴小朋友氣球

產業文化，還讓他們親自體驗如何把氣球做出

來。最重要的是，還有專人教大家如何折出造

型千變萬化的氣球，達到親子同樂的效果！

因為疫情無法出國遊玩，不如來一趟萬國通路

創意觀光工廠，感受旅遊的美好。這裡不但是

以行李箱為主的觀光工廠，還有築夢碼頭及整

艘遊艇、行動體驗館等，以及世界各國著名景

點的縮影，即使不能出國，也能過一下乾癮。

以「最好玩的蜡筆城堡」為訴求，讓小朋友從

塗鴨、彩繪中激發出潛能，並且從中找到樂趣。

觀光工廠內設有「玩色工坊」、「彩色筆工坊」、

「蠟筆工坊」、「人體彩繪工坊」、「變裝區

及星光大道」等，每個主題都十分有趣。

帶有童趣風格的建築及設計，每一面牆都像網

美拍照景點般漂亮。在這裡，不只能欣賞獨特

的建築，還能實際試吃，感受千層蛋糕的幸福

滋味。到觀光工廠當然少不了 DIY，親自製作

甜點料理，並且將好吃的千層蛋糕帶回家。

台中市神岡區大豐路 5 段 505 號

04-2528-4525

7 月起閉館商店維持開放，開館時間請見官網

圖片來源 台灣氣球博物館

https://www.prolloon.com.tw/

圖片來源  萬國通路創意觀光工廠

                 https://reurl.cc/6ZjvQkDyKoz6
圖片來源 蜡藝蜡筆城堡  https://luckyart.com.tw/

圖片來源 塔吉特千層蛋糕大使館

https://reurl.cc/A764rp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二段 1 號

06-700-7600

8:00-17:00 （週四公休）

宜蘭縣蘇澳鎮海山西路 500 號

03-9907-101

假日 8:30-18:00（詳情請見官網）

雲林縣斗六市榴中里工業路 118 號

05-557-4516

週二至週日 09:30-17:00

地 址

電 話

地 址

電 話

營業時間

地 址

電 話

營業時間

地 址

電 話

營業時間

台灣氣球博物館

萬國通路創意觀光工廠 蜡藝蜡筆城堡

塔吉特千層蛋糕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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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鐵道之旅懶人包

感受各地風情

細品台灣之美   

新冠疫情讓出國遊玩變得困難，不過，幸好台灣各地都有迷人風采，而利用鐵道旅遊，不但能好好欣賞沿

途的風光，心情也更加輕鬆愜意。趕快來一趟鐵道之旅，細細品味寶島台灣的獨特風情。

平溪線山城鐵道

位於新北市的東北區，是有名的山城。平溪線原本是為了運輸

煤礦而興建，現今煤礦業雖已沒落，但因為獨特的歷史人文，

反而讓平溪線搖身一變，成為最熱門的觀光旅遊鐵路。平溪線

沿途有十分瀑布、猴硐貓村、平溪老街及菁桐天燈館等，每個

景點都非常具特色。

三貂嶺車站

如果不想到熱門的平溪線去人擠人，建議不妨到瑞芳、平溪線

車站附近的三貂嶺，觀賞幽靜的山林之美。三貂嶺雖然不像平

溪線那麼有名，但同樣擁有瀑布群、壺穴及岩窟等多樣景觀，

並且兼具歷史人文的知性。因為人煙較少，遊客可靜心感受這

個獨特的秘境，享受一趟與眾不同的小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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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鐵道追風線

彰化縣二水鄉包含了八卦山和濁水溪等景觀，依山傍水、清新宜

人。集縱貫鐵路、集集線鐵路、台糖鐵路等三種鐵路於一鄉，二

水的發展，和鐵道有密切關係。「二水鐵道追風線」以二水火車

站為起點，八堡圳公園為終點，全長約 7 公里，騎著單車沿著鐵

道欣賞綠野田園風光，悠閒體會二水小鎮的懷舊之味。

南迴鐵路之旅

南迴鐵路途經最原始的山海，搭乘藍皮解憂號由屏東坊山站、台

東金崙站、台東太麻里，一路到達台東多良站，將全台最美四個

車站一網打盡。屏東坊山站是全台最南端的車站，擁有無敵海景；

台東金崙站除了海景之外，還有大武山及沙灘秘境；太麻里的「海

天一線」是不可錯過的知名美景，而多良車站的「台東藍」大海，

則是解憂的最佳景致。

苗栗舊山線

北起三義、南至后里，苗栗舊山線是台灣西部鐵路最高點，也是

昔日運輸樟木的主要管道。舊山線最著名的景點就是勝興車站，

具客家山城之美，而2號時光隧道則能感受百年鐵道故事的縮影，

此外，還能從高空觀看龍騰斷橋古蹟遺址，以及鯉魚潭水庫後池

堰，景色美不勝收。

阿里山森林鐵路

當年為了運輸木材及生活物資，因此才興建了阿里山森林鐵路，

隨著時間的轉變，如今已蛻變為觀光鐵路列車。阿里山森林鐵

路從海拔 30 公尺的嘉義，一路爬升至 2216 公尺的阿里山，全

程經過 47 個隧道及 72 座橋。隨著海拔不斷升高，沿途也隨之

出現不同的風景，遊客可將森林、山脈、溪谷等山林景緻，一

路盡收眼底。

台東縱谷生態之旅

行經整座花東縱谷平原，能飽覽台東縱谷山脈、台地及田野的自

然風光。台東縱谷是台灣最美麗的後山，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

加上藍天白雲相伴，讓人洗去都市塵囂。此外，玉龍泉自然生態

步道、卑南文化公園或台東鐵道藝術村的街頭藝人表演等，都是

值得造訪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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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陽氣最旺盛

三伏又分為初伏、中伏及末伏，其中初伏及

末伏各 10 天，而中伏依不同年份，可能為 10 天

或 20 天。「小暑不算熱，大暑三伏天」，可見三

伏酷暑炎熱。不過，從中醫的角度而言，氣溫高，

也代表陽氣旺盛，因此三伏天正是適合養生的好

時機。

古人認為三伏天是一年之中最炎熱的時節，進入七月之後，代表三伏天即將來臨。雖然大家常聽到「三伏

天」或「三伏貼」，卻可能不太了解「三伏」究竟是什麼？這段期間又該如何養生呢？

冬病夏治三伏貼

中醫有「冬病夏治」的概念，也就是利用陽

氣最充沛的夏季，好好調理虛弱的體質，有助於

冬季時遠離過敏性鼻炎、氣喘、慢性支氣管炎等

問題。冬病夏治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三伏貼」，

將白芥子、細辛、延胡索及乾薑等藥材製成膏藥，

貼敷於背部穴位上，經由熱能的刺激達到調理體

質、防治疾病的功效。不過，由於每個人體質不

同，三伏貼未必適合所有人，使用前一定要仔細

諮詢中醫師，敷貼時若出現嚴重過敏現象，也應

立即停止。

2022 年三伏天

7 月 16 日至 7 月 25 日

7 月 26 日至 8 月 14 日

8 月 15 日至 8 月 24 日

初 伏

中 伏

末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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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夏養生原則

1. 飲食莫貪涼

4. 避免大量出汗3. 冷氣或風扇勿直吹身體

2. 多吃紅色及苦味食物

5. 晚睡早起

除了三伏貼之外，日常生活

也應注意養生，才能真正做

到冬病夏治。三伏天雖然是

每年最熱的日子，但以台灣

濕熱氣候而言，大約從 6 月

底的夏至開始，一直到 8 月

底，皆是酷熱難耐的天氣，

一定要做好防暑熱的工作，

才能健康一夏。建議，夏季

養生可以這樣做：

夏季吃冰最過癮，不過，常吃

寒涼、冰鎮的食物也易損傷脾

胃，對健康不利。因此，不要

為了貪圖一時涼快而多吃冰品

或猛灌冰水、冷飲，記得食物

入口的溫度最好和體溫接近，

甚至可以喝些熱水或熱薑茶出

出汗，如此才能幫助皮膚毛孔

張開，達到清熱的作用。

夏季高溫炎熱，隨便動一下就

出一身汗，不過，經常大汗淋

漓，可能也會讓陽氣、心氣受

損。中醫認為「汗為心之液」，

而夏季屬火、火氣通於心，大

量出汗易傷心。

中醫認為「風為百病之長」，

很多疾病都是由風所引起的。

夏季天氣炎熱，冷氣、電風扇

是必備物品，但若貪涼常讓冷

氣或電風扇直吹身體，易讓體

質變得更加虛弱。

中醫有五臟對應五色、五味及

五季（四季＋長夏）的概念，

而夏季對應的臟腑是心臟，對

應的顏色是紅色，味道則是苦

味。因此，利用夏季多吃紅色

或帶苦味食物，不只能安心

神，還能維護心血管健康。建

議可多吃西瓜、紅麴、紅豆、

紅棗、苦瓜、蓮子、芹菜等食

物，達到夏季養心的作用。

中醫養生的重要原則是「跟著

太陽順時養生」，夏季晝長夜

短，可以比其它季節稍微晚睡

早起，隔天中午再補個午覺養

神，就能元氣滿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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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網路成癮破解妙招

親子攜手

不再被 3C 綁架

註1

11

3C 科技為生活帶來許多便利，但也造就人人低頭

滑手機的習慣。令人擔憂的是，孩童投注於網路

的時間也越來越多，甚至因為網路上癮而影響生

活，對身心發展尚未成熟的小朋友，帶來許多負

面影響！

幼兒也是網路成癮受害者

2018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網

路遊戲成癮（Gaming disorder）」正式納入精

神疾病。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團隊也曾針對台

灣 8,110 位青少年玩家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符合網

路遊戲成癮定義者約佔 3.1%，盛行率略高於西方

國家   。其實不只是成年及青少年，現代父母習

慣用 3C 育兒，導致幼兒提早接觸網路，因此也

成為網路成癮的受害者。兒童若過度使用網路，

可能對身心造成重大影響。

孩童的雙手較成人短，使用 3C 產品

時眼睛距離螢幕更近，而藍光會對視

力造成傷害，讓近視提早來報到。

親子間真實的互動有利幼兒語言發

展，但現代父母常會用 3C 產品播放

影片給小朋友看，自己卻沒有實際參

與，可能導致孩子語言發展較緩慢。

3C 產品中的藍光會造成眼睛疲勞，

睡前看手機也會影響睡眠品質，並且

造成生理時鐘紊亂。

孩子從小習慣電子產品的感官刺激，

將來對靜態閱讀的專注力會變得不

足，影響日後學習效率。

視
力
受
損

其
它
影
響

影
響
語
言
發
展

變
差

睡
眠
品
質



除了建立使用原則之外，《手機還我孩子不哭－用教養妙招解鎖 3C 育兒困境》還收錄了育兒中常遇

到的各種情境，如「用餐配手機」、「孩子哭鬧時」、「孩子主動要求時」，並且由專家提供專業意見，

教父母如何一一破解各種困境，有興趣的家長，可以自行至衛福部網站下載    。

註 1　衛生福利部 https://reurl.cc/DyxanQl

註 2　下載「手機還我孩子不哭－用教養妙招解鎖 3C 育兒困境」書冊  https://reurl.cc/YvDL74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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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3C

使用原則

網路一旦成癮，想要戒除就會變得困難，最好的方法就是提早預防。如何引

導孩子正確使用 3C 產品，是父母責無旁貸的責任，建議可參考衛福部《手機

還我孩子不哭－用教養妙招解鎖 3C 育兒困境》書冊，協助小朋友建立良好的

3C 使用習慣。

1.3C 使用時間限制

3. 規定 3C 產品放公共空間

2. 逐漸減少使用時間

4. 培養新興趣

長時間 3C 產品不離

手，一旦要開始縮減

使用時間，可能會造

成孩子情緒反彈。

建議父母不要操之過

急，先每天縮短一些

使用時間，一直到正

常為止。

沒有手機的陪伴，孩子可能會覺得無聊，建

議可以讓他們多運動或學習才藝，才不會一

直對 3C 產品念念不忘。

讓孩子在公共空間使用 3C，例如家裡的客

廳，這樣不但有利家長掌握情況，也能避免

小孩一直關在房間裡。

0~2 歲
父母多和孩子說話、互動，以完全不讓

他們接觸 3C 為原則。

使用時間控制在 15 分鐘內，父母也須

全程陪伴使用。

使用時間建議為 30 分鐘內，父母要全

程陪伴使用。此外，爸媽也可以和孩子

一起討論影片內容或遊戲戰術。

一天使用時間勿超過 1 小時，每 30 分

鐘就要讓眼睛休息 10 分鐘；父母應陪伴

使用，並且從旁把關孩子的觀看內容。

2~3 歲

3~4 歲

4~6 歲



買新保險如何檢視保障

保單健檢 DIY  
找出自身缺口

人生每個階段面對的風險不同，需要的保障也可能不一樣。購買保險，就如同為生活撐起防護傘，須符合

各階段的需求才行。建議應定期檢視保障內容，滾動調整自己及整個家庭成員的保險規劃，當意外不幸來

臨時，家庭經濟才不會受到重大影響。

從呱呱墜地之後，人生就開始面對一連串

的意外、病、老、死及失能、失智等風險，考量

每個階段的需求，規劃出相應的保額，才更無後

顧之憂。建議應掌握「先求有，再求好」原則，

將最可能遇到的風險，列為優先購買的重點，之

後再根據人生各個階段的需求來補強。例如，

二十多歲年輕人，應優先購買意外險及醫療險，

先做好基本防護之後，若還有餘力，建議趁年輕

規劃壽險商品，保費會相對便宜。

原則 1 / 先求有，再求好

13



小朋友經常跌跌撞撞，意外險絕對是必買重點，而醫療險也是不可

或缺的保障，建議購買定期實支實付類型；對於大學生或社會新鮮

人而言，意外險及實支實付的醫療險，仍然是必買險種；此外，由

於癌症有年輕化的趨勢，若經濟能力許可，應投保癌症險來增加防

護；青、壯族群的家庭責任重大，一定要及早規劃壽險及意外險，

當意外發生時，才能避免家計陷入困境；五十歲以上族群，更應著

重在醫療險及失能扶助險，才能為人生下半場做好準備。

購買保險是為了讓生活更加安心，應衡量自己的收入來進

行規劃，才能避免造成經濟負擔。究竟每個人或每個階段該花

多少錢買保險？其實並沒有標準答案，不過為了讓消費者投保

時有所依據，保險業提出「雙十原則」，或許可供參考。第一

個「十」，建議年繳保險不要超過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才能避

免保額過高；第二個「十」，建議壽險保額至少是年收入的十倍。

例如，你的年收入為 80 萬元，換算下來，每年所繳的保費應控

制在 8 萬元以內，壽險保額則為 800 萬元左右。

原則 2 / 檢視必買險種

原則 3 / 依經濟能力購買保險

不要輕易放棄既有保障

保單中途解約，損失會十分慘重，因為既有

保單解約後，未必等於已繳保費，而新購買保單

可能要重新計算等待期。當你發現原本的保險內

容不如預期、保障不適合自己、想選擇其它的商

品，甚至是保費繳不出來時，建議可以考慮辦理

「減額繳清」，以免喪失既有的保障。減額繳清

是指將保單目前所累積的「保價金」，作為一次

繳清的費用，因為保額降低了，因此不必再繳納

保費。減額繳清雖然會讓保障金額減少，但保單

並不會因為解約而失效，當你想選擇其它商品時，

可當成另一種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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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險
方
程
式

保險規劃

人生階段 出生～青少年
大學生～

社會新鮮人

上班族、為人父母、

家庭支柱

中年以上～

銀髮族

意外險、醫療險 意外險、醫療險、

壽險、癌症險

意外險、醫療險、

壽險、失能扶助險、

癌症險

意外險、醫療險、

失能扶助險、癌

症險

建議購買

險種



E紙環保愛地球
電子單據辦起來

月月抽全聯千元商品禮券

康健人壽將分別在8/5（五）、9/7（三）、10/7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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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獎項公告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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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全聯福利中心1,000元商品禮券抽獎機會！ 

市價新台幣1,000元，使用規範依全聯福利中心公告為主。

獎品請以實物為主。

康健人壽保戶

2022.7.1~9.30

每月10名，共30名

全聯福利中心

1,000元商品禮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