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大企業

職場健康大調查
完整解析報告

立即掃描 報告書電子檔下載

為什麼照顧員工健康愈來愈重要？
健康是 1，事業、家庭、感情是後面的 0。
沒照顧好健康，一切都是零。
但現實中，有多少人能實現？
尤其支撐台灣經濟命脈的 1100 萬名上班族，每天花最長時間在
工作，運動量最不足，健康提早拉警報，20 ∼ 40 歲已有四分之
一處於高血壓前期。
沒有健康的員工，企業的競爭力也會大減。當新世代人才更重視
工作生活平衡，打造友善職場環境，亦是企業塑建品牌價值、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新方向。
《康健雜誌》早在 2008 年，首次進行「樂活企業」調查與評選，
促成企業重視及珍惜員工的健康。2018，康健 20 週年，希望做
更大的夢想，推動「健康台灣，讓改變發生」計畫，號召政府、
企業、全民一起參與，發動一場以「健康」為核心的社會改革新
力量。所以，再次聚焦「職場健康」議題，進行 2000 大企業照
顧員工健康大調查。
「健康」議題，國際趨勢早已跨出個人領域，擴大到從社會環境、
氛圍的打造、健康識能教育提升、企業參與，到政策制定，世界
衛生組織（WHO）甚至提出 Health in All Policies 的新思維。
努力打拼經濟，最後的目的，是為了追求更美好幸福的生活。重
視員工健康，打造幸福軟實力，讓企業經營有了新格局、新價值 !
再次謝謝企業分享寶貴經驗，《康健》也誠摯與企業結伴，在面
對市場快速變化與高度競爭挑戰之際，協助企業促進員工健康，
攜手同行。
康健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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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摘要：員工健康，企業更有幸福永續競爭力
二大現況

1 員工工時依舊過長：近八成企業員工總是加班
2 排擠社交生活與運動時間：每 4 位上班族就有 1 人經常為了工作犧牲其他活動
三大挑戰

1 企業不夠重視員工健康照顧
• 僅有一成企業將「身心靈健康管理課程」，納入教育訓練主題
• 近四成企業，沒有鼓勵員工規律運動的設備或制度
• 超過五成的企業，沒有健康促進負責人員

2 企業健康促進仍以「基本款」居多，制度與環境方面的改善仍較缺乏
• 僅有 14% 企業，將健康促進措施納入年度計畫，並編列預算
• 近 4 成企業的員工運動參與率在 20% 以下，有超過 3 成企業，根本沒有掌握員工使用情況
• 不到兩成（17.9%）的企業提供心理諮商服務，僅 6% 企業有壓力管理計畫

3 企業推動健康促進的最大困難不是沒有錢，而是「企業氛圍」與「員工參與意願低」
三大發現

1 規模較大的公司，健康促進的措施（含設備與制度）比較多
將「員工人數」與「企業有無推動健康促進」交叉分析，沒有任何運動或身體活動措施的企業，
100 人以下的小公司占 63.7%；1000 人以上的企業，則僅有 19.1%

2 獲利率愈高的公司，通常健康措施也較多
與「企業獲利率」交叉分析，獲利率高的公司，對員工健康也較重視

3 企業規模不同，推動健康促進的困難點也不一樣，
小公司難在沒氛圍，大公司難在員工參與度低

Action 與新思考
1 高層帶頭做
2 各階層主管要有健康意識
3 員工要有發言權
4 生活化的推動，融入制度而不只是辦活動
5 不只打造生產力，更要讓員工成為「健康的生產力」
6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成為一股改變社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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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現況：員工工時依舊過長、排擠社交生活與運動時間
人資統計：近八成上班族總是加班
貴公司員工過去一週總工作時數，平均是多少？
含正常上班與加班時數

40小時以下_22%
41∼50小時_69.8%
51∼60小時_7.3 %
61小時以上_1%

｝

78%

近 8 成企業的員工每天上班超過 8 小時，甚至有
1％的公司已超過勞基法「連同正常工時每日不得
超過 12 小時」的規範。

每4人就有1人經常為了工作犧牲其他活動
您會為了工作犧牲其他活動嗎？
經常_26.4%
有時_50.4%
很少_21.8%
從未_1.4%

沒有充足運動的主因：工作太忙

OECD國家2017年度平均每人工時，
台灣居第3 全年工時（單位：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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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全球工時，勞動部統計 2017 年勞工全年工時為
2035 小時，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近 40 個
主要國家當中，排名第 3。

沒有充足運動的主要原因為何？
工作因素（太忙、太累）_41.5%
個人因素（懶惰不想動）_35%
家庭因素（照顧小孩、陪伴長輩）_16.3%
天氣因素（下雨、太熱）_4.1%
身體因素（健康狀況不能運動）_3.1%

從《康健》「台灣上班族健康大調查」也能引證，當工
時長導致滿腦子只有工作，自然無法主動關注健康，也
沒時間運動。

專家點評與思考
．員工是「真忙」還是「瞎忙」? 例如，為了等主管下班才敢走，浪費公私時間和人力。
．員工工時長，有可能代表他不適任，或是雇主決策和行事能力，造成員工得花 2、3 倍時間才能完成工作。

4

義大利

員工健康照顧策略，企業三大挑戰
挑戰一：企業不夠重視員工健康照顧
企業未將健康管理列入教育訓練課程
貴公司推動教育訓練的主題有哪些？（至多複選3項）
管理課程_75.4%
產業趨勢類課程_51.1%
領導力課程_33.7%
其他_21.2%
策略力課程_17.6%
語言類課程_14.7%
身心靈健康管理課程_9.9%
世代溝通課程_6.3%

從推動教育訓練的主題，可看出企業對議題的重
視。目前僅有不到 1 成的企業，將身心靈健康管理
課程，納入教育訓練項目。

只有不到2成的企業認為照顧員工健康是永續經營的要事
請問貴公司認為，要提高企業競爭力、達到永續經營，對於員工的培育照顧策略上，
最重要的是哪一點？（至多複選3項）
提供員工職涯發展計畫_63.3%
提供適當升遷_58.5%
調整薪資報酬制度_53.1%
職務輪調_28.6%
接班人計劃_27.1 %
提供進修學習_21.3 %
員工的身心健康_17.8%

為提高企業競爭力，在員工的培育照顧上，企業的
重點仍放在員工職涯及升遷，「促進員工的身心健
康」敬陪末座，只有不到 2 成企業選擇。

近四成企業沒有鼓勵員工規律運動的措施
貴公司有哪些鼓勵員工運動

身體活動的設備或制度？（複選）

無_36.8%
固定補助運動性社團_39.8%
✽
推動生活化運動方式 _26.5%
公司設有健身設施_22.3%
定期開設免費運動課程_11%
其他（例如公司常規設備或措施） _8%
✽推動生活化運動方式
（例如爬樓梯運動、辦公室健康操、每週1、2次身體活動等）

36.8％的企業沒有提供任何促進員工健康及身體活
動的設備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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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健康照顧策略，企業三大挑戰
超過四分之一企業沒有促進員工健康飲食的措施
貴公司有哪些促進健康飲食的設備或制度？（複選）
無_27.4%
設有乾淨飲用水或無糖飲料_57.9%
提供員工食品準備和儲藏設備（例如餐點製作或加熱設備）_35.5%
健康飲食宣導（例如辦理輕食活動等）_22.8%
提供健康飲食設備和資訊（例如健康餐飲場所、熱量標示等）_19.9%
員工餐廳有熱量標示（例如依熱量高低以紅黃綠色標示）_10.5%
飲料販賣機有熱量標示_4.7%
其他特色或創新做法_2.2%

27.4％的企業沒有促進健康飲食的設備和制度。

過半企業沒有聘用專責健康促進人員
沒有健康促進負責人員_55%
有健康促進負責人員
他們需要負擔其他工作_34%
有健康促進負責人員
他們不必負擔其他工作
只要做健康促進相關工作_11%

僅 1 成企業有專職健康促進人員，一半以上（55％）
完全沒有聘用健促人員。

專家點評與思考
．根據國際社會保障協會（ISSA）研究指出，在職場上從預防角度出發，照顧員工身心健康，投資報酬率為 2.2 倍。
因為員工不健康而造成的生產力缺損、長期抱病工作導致疾病惡化產生的醫療費用和補償、請假等造成的間接成本，
是直接成本的 3 倍之多。
．企業營造運動友善環境，包括鼓勵成立運動社團、提供課程等；在健康飲食提供上，除設立員工餐廳外，更可考量
標示熱量、營養均衡等。
．公司可考量聘請健康促進專職人員，全心規劃、追蹤、執行員工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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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二：企業健康促進措施仍以「基本款」居多，制度或環境方面的改善仍較缺乏
企業的員工照顧措施，仍多為「基本款」
貴公司有哪些照顧員工和健康促進的制度或設備？健促措施前十名
員工旅遊_81.8%
留職停薪_72%
優於勞基法規定的健康檢查_65.9%
設有乾淨飲用水或無糖飲料_57.9%
定期舉辦健康講座_39.8%
固定補助運動性社團_39.8%
提供員工食品準備和儲藏設備（例如餐點製作或加熱設備）_35.5%
彈性工時_33.1%
休閒活動（例如電影欣賞等）_26.5%
推動生活化運動方式✽_26.5%
✽推動生活化運動方式：例如爬樓梯運動、辦公室健康操、每週1、2次身體活動等

調查結果顯示，員工旅遊、健康檢查、
提供乾淨飲用水等基本款居多。

貴公司有哪些推動工作生活平衡、員工關懷等心理健康相關做法？（複選）
員工旅遊_81.8%
留職停薪_72 %
家庭照顧假_69.5%
彈性工時_33.1%
休閒活動（例如電影欣賞等）_26.5 %
心理諮詢服務_17.9%
鼓勵員工投入社會參與或志工活動，並給予公假或獎勵_16.3%
提供托育服務_11.3%
調整工作形態（例如全職轉半職等）_7.6%
壓力管理計劃_6%
其他_3.1%
提供托老服務_0.1%

不到兩成企業提供心理諮詢，僅有 6%
企業有壓力管理計劃。

專家點評與思考
．「究竟同仁是沒空參加」
？「器材不好用」
？還是「提供的課程不是大家想要的」
？企業若能事前調查需求，將有更好成效。
．企業可善用員工健檢結果大數據，掌握員工的慢性病數值變化，擬定健康改善及管理方案。
．員工精神情緒、心理壓力的管理，是職場健康關注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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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企業沒有將健康促進措施納入年度計畫

超過七成公司未積極推廣規律運動
參與公司實施的規律運動措施的員工，比率約為多少？

有年度計畫 有編列預算 14%

20％以下_37.5%

有年度計畫 沒有編列預算26%
沒有年度計畫 60%

高達六成企業除了健康檢查和員工旅遊之外，並
未將其他健康促進措施納入年度計畫。僅 14％將
計畫編列預算。

20∼40％_19.3%
40∼60％_5%
60∼80％_2.5%
80％以上_2.6%
未統計或不知道_33.1%

近 4 成企業的員工運動參與率僅 20％以下，甚至有
1/3 的公司根本沒掌握員工使用情況。

近三成企業不知道員工是否有三高
貴公司是否掌握員工罹患慢性病狀況（如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高尿酸），
如何協助這些員工進行健康管理？請選出最符合貴公司現況的選項。
未掌握員工罹患慢性病的狀況_27.7%
已掌握知道員工罹患慢性病的狀況，無後續處理_10.7%
已掌握員工罹患慢性病的狀況，
並提醒員工自行就醫_34.7%
已掌握員工罹患慢性病的狀況，
由公司健康促進人員追蹤、諮詢、就醫轉介_18.6 %
已掌握員工罹患慢性病的狀況，並提供健康講座_8.2 %

近三成企業並未掌握員工罹患慢性病的狀況，
一成企業雖有掌握，卻沒有後續處理。

挑戰三：企業推動健康促進的最大困難不是沒錢，而是……
企業不是沒錢顧健康，而是缺氛圍
整體來說，貴公司在推動員工照顧和健康促進上最大
的困難是？
公司沒有這個氛圍_33.1%
員工參與意願低_30.5%
經費不足_16.3%
無公司高層支持_11.2%
不知道該做哪些措施_8.9%

三分之一認為主要困難是公司沒有氛圍，其次
是員工參與意願低，而認為經費不足的企業僅
有 16.3％。

專家點評與思考
．推動健康卻做不起來，「公司沒有氛圍」和「員工參與意願低」，代表企業缺乏職場健康文化。
．高階主管帶頭、跨部門推動，及各部門主管落實，才能更有效經營起企業運動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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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健康，企業得利
大公司困難處是員工參與低，小公司是沒氛圍
發現一、規模較大的公司，健康促進的設備和制度比較多
大公司比較照顧員工健康 （單位：％）
■無規律運動措施 ■無規律飲食措施 ■無規律管理措施

63.7 50 40.1

42.8 30 18.5

28.8 20.9 14.4

21.6 17.2 12.9

19.1 15.3 6.4

員工人數

100 人以下的小公司，沒有任何運動或身體活動措施的企業占 63.7%。1000 人以上的企業則僅有 19.1% 公司沒有鼓勵運動相關措施。
在促進健康飲食和健康管理方面也有同樣的趨勢。

專家點評與思考
專家觀察，大型和中型職場，提供健康促進設施的比例遠高於小型職場，尤其在設置哺集乳室、健康中心、休息室等
設施，或提供健康講座、體適能運動、體重管理的部分，近 10 年成長最明顯；但小型職場在各項活動推廣，卻幾乎沒
有成長。

發現二、獲利率愈高的公司，通常健康措施也較多
賺錢的企業較重視員工健康 （單位：％）
■無規律運動措施 ■無規律飲食措施 ■無規律管理措施

43.8 32.4 25.7

32.8 27.9 21.3

26.5 21.6 12.7

34.4 21.9 9.4

25.3 20.3 10.1

公司獲利率
對照企業的獲利率也能看出，獲利率高的公司，對於員工的健康也較為重視，以「企業有無規律管理措施」來看，
獲利率在 0％以下的公司，25.7% 選「無」，而獲利率 10％以上，選「無」的企業，則降到 1 成左右。

專家點評與思考
國外研究證實，企業安排運動，工作效率會變好，且運動讓員工不易生病，請假時間也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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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三、規模不同的企業，推動健康促進最大困難也不同，小公司難在沒氛圍，
大公司是員工參與率低
大小企業推動健康的最大困難都不是錢 （單位：％）
整體來說，貴公司在推動員工照顧和健康促進上最大的困難是？

公司規模

總和

100人以下 100∼300人

300∼500人

500∼1000人

1000人以上

經費不足

16.3

13.6

14.3

17.3

22.9

17.4

無公司高層支持

11.2

14.2

11.5

12.8

3.8

11.1

員工參與意願低

30.5

21.9

26.3

34.6

35.2

39.6

8.9

13

7.8

7.5

9.5

6.9

33.1

37.3

40.1

27.8

28.6

25

不知道該做哪些措施
公司沒有這個氛圍

專家點評與思考
善用政府資源，以鼓勵運動為例，中小型企業不必像大企業自設健身房、游泳池，可和各地運動中心合作，或善用社
區活動中心開辦健身課程。

調查說明
2018年「2000大企業承諾大調查」為《天下雜誌》群創新學院、《康健雜誌》委託《天下雜誌》群調查中心執行。調查期間從5月14日
至6月8日，邀請2018年《天下》兩千大企業人資部門參與調查，扣除拒絕與未聯絡上者，共發出問卷予2275家企業，有效回收840份
問卷，回覆率為36.92％。
調查執行：《康健雜誌》副主編林慧淳、《天下雜誌》群調查中心熊毅晰、蘇碧婷、伍詩婷

《康健》「台灣上班族健康大調查」採網路調查方式，針對《天下雜誌》群會員、《康健雜誌》等社群平台隨機寄發問卷，調查30∼

59歲上班族的健康狀況。調查期間為4月1日至4月30日，回收有效問卷共2439份。
調查執行：《康健雜誌》總編輯張曉卉、記者謝懿安、專案主任王姿尹、編輯張喻硯、《天下雜誌》群調查中心蘇碧婷

感謝以下專家諮詢
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陳叡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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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潘文涵

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鄭雅文

沐懷Life Design團隊創辦人︱紀俊麟

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林文政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人類發展與健康學院院長︱李玉嬋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林煜軒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理事長︱鍾文雄

輔仁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教授︱陳富莉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許志成

Action：投資員工健康，生產力加倍奉還
高層帶頭做
「主管承諾」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企業主本身有健康意識，並認
同照顧員工健康，那已成功一半。
各階層主管都要有健康意識
光是高層想健康還不夠，因為基層員工的壓力大多來自中階主管，
因此若不能讓跨部門的所有主管認清員工健康的重要性，各項措施
就無法貫徹。
員工有發言權
台大公衛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鄭雅文也提醒，有時也要
注意，職場健康促進的活動是誰來規畫？因為有些措施到最後反而
成為一種壓迫。例如要員工用自己的假日安排活動、卻不予補假，
反而剝奪同仁的家庭時間，與工作生活平衡大相違背。
因此，在規劃健促活動時必須尊重員工意見，大家都願意做的
事，參與率才會高。
生活化的推動，融入制度而不只是辦活動
大中小型公司推動員工健康促進應有不同策略，中小型公司或許靠
著高層帶頭，一呼百應就能做到，大公司推動時更須夾帶在公司制
度中，有計畫地將必做的事項納入，而不能只用辦活動的方式推
動，否則參與的人少、而且常是一次性的，無法長久改變職場文化。
推動身、心、靈的全方位健康
「幸福感」是健康職場關鍵。照顧員工健康，除了身心紓壓、吃得
健康等比較具體的項目之外，還有一個關鍵，就是「滿意度」。
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林文政也呼籲企業思考，如
何為同仁創造幸福感。
從身體面的健康促進到心靈層次的幸福感，營造友善職場，讓全
台上班族都能達到工作與生活平衡、身體健康、心靈富足，多數企
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11

Action：企業╳上班族 15 分鐘微行動
拚工作、顧家庭，你乏了嗎？

我要變健康！運動 15 分鐘╳定時量血壓╳飲食要減糖
晨讀喚醒思考力

談心抒發壓力

正確量血壓

晨讀能溫和、確實地搖醒沉睡中

企業與心理諮商師合作，提供抒

量血壓前要靜待3∼5分鐘，若是

的思考力。不論是讀本書或是學

發管道，同仁在工作、生活上的

運動、飯後或泡澡後，則要休息

習一種新語言都很好。

煩心事都能聊一聊，宣洩壓力。

15分鐘再量。

步行到公司微暖身

下午伸展紓緩肌肉

無論是騎車上班，還是搭大眾交

簡單伸展動作，紓緩肌肉緊繃引

通工具，提前下車走路15分鐘，

起的頭痛和眼部不適，消除長期

輕鬆運動。

坐姿導致的駝背、縮胸，記得搭

站著開會

配緩慢呼吸。

若有高血壓、家族史，40歲後應
每天量；有心血管疾病者則需天
天量。

晚上泡腳消除疲勞
一天久站、久坐，腿部循環差，

研究指出，坐著開會平均比站著

挑一天提早下班

開會多花34％的時間，大夥兒試

每週選 1 天提早下班，提醒同仁

試站起來吧！不但效率好、還能

早點回家和家人吃飯，拚工作之

避免久坐傷身。

餘也要有好生活。

曬太陽製造維生素D

跳繩燃燒熱量

每天日曬，有助於人體自行製造

跳繩屬高強度有氧運動，全身肌

維生素 D ，可加強腸胃對鈣質的

肉都能動到， 15 分鐘就能燃燒

吸收。但避免在空污、正午時曬

125 卡熱量。器材簡單、隨時隨

躺在床上腹式呼吸

太陽，容易傷害肌膚。

地都能動，家裡、辦公室都可準

就寢前15分鐘練習腹式呼吸，讓

備一條。

思緒慢慢沉澱，幫助情緒放鬆，

午茶選擇無糖飲料、蔬果小點
下午昏昏欲睡？企業不妨提供無

飯後散步

糖咖啡、茶、健康的蔬果等小點

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研究發

心，提振大夥兒的精神吧！

現，代謝症候群或糖尿病前期患
者，飯後以一般速度15分鐘，就
能大幅降低血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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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1∼2個月量一次即可；

透過泡腳刺激血液循環，消除水
腫和疲勞。

睡前寫下待辦事項
研究發現，睡前寫下待辦事項，
有助於卸下心中大石頭，寫得愈
仔細，愈快能入眠！

能更順利入眠。

CSR 新格局：企業追求經濟價值，也為社會創造新價值
企業的發展必須將公司成就，
與社會進步重新連結起來。
── 麥可．波特 Michael E. Porter
2018 年《哈佛商業評論》創造共享價值

重新審視及定義企業競爭力
企業面臨人才斷層
英國研究機構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2013 年公布人
才競爭力調查，預測台灣將在 2021 年成為人才供需落差最嚴重的國
家之一。珍惜現有員工，打造友善健康職場環境，留住好人才。
打造員工身心平衡的「健康生產力」
國際社會保障協會（ISSA）數據指出，從預防角度出發，照顧員工
身心健康，投資報酬率為 2.2 倍；員工不健康造成的生產力缺損，是
直接成本的 3 倍之多。從生產力到「健康生產力」，是企業投資的新
方向。
吸引新世代人才
根據《Cheers》雜誌 2017 年「青世代工作幸福感萬人大調查」發現「有
助於工作、生活平衡的制度」，成為新世代選擇企業的首選特質。
企業社會責任 CSR 再升級
創造員工幸福感
員工身心健康、家人沒有後顧之憂，員工會更認同企業，更投入工作。
成為一股改變社會的力量
根據國衛院研究，肥胖、三高、慢性疾病，好發在職場人口。職場健
康促進，不僅是企業永續之道，亦是推動全民健康的新施力點。
幫助台灣解決或預防超高齡社會問題

30-59 歲上班族，是家庭、職場的中堅份子，也是未來高齡社會最主
要的組成人口；現在忽略健康，未來步入慢性病或失能，將對家庭、
企業及社會，帶來重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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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 = 企業最佳健康夥伴
照顧員工、服務客戶、拓展合作
歡迎與康健同行！
衷心感謝您的參與，與《康健》共同關切台灣工作人的健康！
一同為員工福祉、企業進步邁開腳步。
《康健》成立 20 年來，致力推廣健康普及，從閱讀到實踐，從知識
到生活，成為華人世界最值得信賴的健康生活平台，當然更是企業最
佳健康夥伴。
《康健》自去年起開始與各大企業聯名推廣健康服務，對象包含企業
人資為員工開設健康講座或實體課程；企業主採購健康產品致贈重要
合作夥伴與 VIP 客戶；以及跨界產品內容合作等。
目前《康健》 除了雜誌及出版外，服務項目已拓展至實體課程、影
音產品、數位出版、熟齡社群及自有電商平台、健康知識庫等多元項
目，若您有相關健康主題需求，歡迎洽詢。

企業 ╳ 康健 健康服務合作項目
健康講座

實體課程

健康禮品

內容合作

企業內部員工
講座或客製品
牌活動

企業員工運動
課程或品牌團
體專班

企業採購雜誌
書籍或相關產
品贈禮

康健內容可重
製為企業產品
服務之一

更多企業服務與合作，歡迎洽詢服務專員康健行銷企劃部

曾小姐 02-2507-8627* 125

歡迎加入康健社群，隨時掌握健康第一手資訊

康健官網

1

康健 LINE

康健 FB

康健雜誌

康健出版

想健康，找康健！
從閱讀到實踐，從知識到生活 華人世界最值得信賴的健康生活平台

康健雜誌
健康生活類雜誌
第一品牌

康健出版

運動課程

閱讀好生活

大人運動學院

康健影音

搜尋值得信賴的
醫藥疾病健康解答

高品質健康生活
影音頻道

最值得信賴的健康生活平台

嚴選產品與服務
大人專屬電商平台

台灣最大、最專注
熟齡的 O2O 社群

康健官網

健康學習平台

輕鬆掌握健康生活
知識與資訊

線上影音課程

以上健康服務項目皆可為企業提供客製化專案

大人的社團

大人的好物

康健知識庫

康健影音

大人運動課程

2

《康健雜誌》版權所有
轉載引用，請務必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