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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動起來 揪團來減重』報名簡章 

本院 102年度推出馬偕活力 2K系列活動，獲得院內同仁及社區民眾熱

烈迴響，參與情況踴躍。期望藉由職場及社區健康促進方案，帶動本院員工

及社區民眾共同利用個人空閒時間保持運動好習慣、健康自主管理。有鑑於

101~102年調查本院員工及社區民眾體重過重比例達二成五以上，表示將近

每 3個人之中就有 1個人是過重或肥胖體型。而體重已是研究證實影響心血

管疾病、高血壓、腦中風等的重要參考因子。 

馬偕醫院為關心員工、家屬、病人及社區民眾的健康，本年度特推出『馬

偕動起來 揪團來減重』活動，持續推廣利用創意十足的 2K步道，並以 2

人(含)以上為一組，組成揪團減重團隊，鼓勵共同養成運動的生活習慣，並

管理自我的健康狀況具體落實健康生活型態，提升員工健康與達到健康促進

醫院之核心理念。 

   主辦單位：台北社區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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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法 

1. 活動主題： 

『馬偕動起來 揪團來減重』：以 2人(含) 以上為一組，利用馬偕活力

2K步道，並定期量測個人體重及腰圍狀況，響應健康自主管理。 

2. 報名期間：103年 7月 1日~7月 30日 

3. 活動期間：103年 7月 1日~9月 30日(個人體位需於 9月 30日前回報) 

4. 參加對象：馬偕醫院員工(眷)、義工、社區民眾、來院病人 

參加者需年齡 16歲以上，符合 BMI≧20以上【BMI=體重(kg)/身高(m
2
)】，

以 2人(含)以上)為一組，組成減重支持團隊，共同勉勵督促。 

5. 活動流程： 

、 

 

 

 

 

 

 

 

 

6. 獎勵方式： 

 參加好禮： 

(1) 凡報名參加者即送減重好禮包每人一份。 

一 
•參加者電話或線上登記報名(分機02-25433535#2769、2770) 

二 

•至馬偕醫院台北院區福音樓1樓減重小站或台北社區醫學中
心，量測登錄首次體位資料、填寫報名表及活動問卷，並領
取精美禮物包每人一份 

三 
•每人利用活力2K步道健走至少三次                      
(院內外路線皆可，路線不重複) 

四 
•活動截止當月上網登錄個人體重及腰圍（http://ppt.cc/qCZC） 

五 
•成績統計，獲勝者於大禮拜中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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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教育訓練學分：活動期間利用活力 2K健走步道達 3次(含)

以上者，並於後測上傳個人體位及腰圍者，給予「安全衛生與

緊急應變」2學分鼓勵。(請以附件二為紀錄及申請依據) 

 

 活力好禮：凡成功利用活力 2K步道(院內外路線皆可，路線不重覆)，

完成至少 3次(含)健走運動，統計個人總次數達前五名者，可獲得

第一名 2,000元、第二名 1,000元、第三名 800元、第四名 500元、

第五名 300元等值禮券鼓勵。 

<加碼贈送>上述前五名者，若前測體位 BMI≧24以上者，每人可

另得加碼 1,000元等值禮券！ 

 

 減重好禮：經工作人員確認體位資料後，個人成功減重公斤數達前

三名者，可獲得第一名 10,000元、第二名 6,000元、第三名 3,000

元等值禮券鼓勵。 

 揪團好禮：單位主管鼓勵院內員工以揪團方式報名參加，凡單位內

報名人數比例達以下標準，每位參加者健走次數達 3 次(含)以上，

由院長於院內大禮拜中公開頒獎鼓勵 

(1) 單位參加比例達 30%(含)以上者，每單位可獲得 5,000元等值禮

券獎勵，並頒發健康促進最佳團隊獎狀一只表揚。 

(2) 單位參加比例 20%(含)以上者，每單位可獲得 3,000元等值禮券

獎勵，並頒發健康促進績優團隊獎狀一只表揚。 

(3) 單位參加比例 10%(含)以上者，每單位可獲得 1,000元等值禮券

獎勵並頒發健康促進樂活團隊獎狀一只表揚。 

（以成本中心計算，採四捨五入進位，每組最少 2人(含)以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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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報名方式/活動內容： 

(1) 請電話登記報名（分機 2769、2770）或線上填寫報名表(網址

http://ppt.cc/yEg7) 

(2) 報名完成後，凡參加人員請至馬偕醫院台北院區福音樓 1樓廣場或

台北社區醫學中心現場量測登錄首次體位狀況，未完成上述程序者，

為求比賽公平，恕不得參加後續競賽活動。完成報名手續者可領取

減重好禮包一份（每人 1份）。 

※量測地點及時間： 

○1馬偕醫院台北院區福音樓 1樓廣場 

 (103年 7月每周一~五中午 12:30~17:00) 

○2台北社區醫學中心：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6巷 9號 3樓 

  (103年 7 月每周一~五 8:00-12:00、13:00-17:00) 

若時段因故調整，請詳大禮拜公告或台北社區醫學中心網頁

http://chc.mmh.tw/ 

(3) 響應「我的健康-自主管理」，活動截止當月(9月)請於活動網址

(http://ppt.cc/qCZC)上傳目前個人體重及腰圍。 

(4) 報名活動期間請利用「馬偕活力 2K步道」進行運動健走，每人至

少 3次以上，並紀錄健走時間及路線、拍攝健走照片(依活力 2K

步道手冊照片地點為主)，格式如附件三。請於活動截止當月(9月)

以電子檔回覆至 mmh1089@mmh.org.tw 或書面繳交至台北社區醫

學中心。 

※為求比賽公平，減重公斤數前 3名且利用活力 2K健走達 3次(含)

以上者，需於活動結束後(預計 10月份），經由工作人員確認體位，以

利統計排名。 

http://ppt.cc/yEg7
http://chc.mmh.tw/
http://ppt.cc/qCZC
mailto:以電子檔回覆至mmh1089@mm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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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限參加一組團體，不得重覆報名。 

8. 洽詢電話：台北社區醫學中心 分機 2769、2770 

9. 注意事項：活動內容以主辦單位解釋說明為主，若有其他未盡事宜，

亦保有修改活動辦法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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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動起來 揪團來減重』報名表 

編號 
第______團 

(由主辦單位填寫) 

團隊名稱  

團長姓名  聯絡電話  

團隊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名稱 

(無免填) 

員工編號 

(無免填) 
身份/E-mail 出生年月日 

1 
 

(團長) 

  

□馬偕員工□馬偕義工 

□馬偕外包人員□來院病人 

□來院家屬□社區民眾 

E-mail：            

 

 

2    

□馬偕員工□馬偕義工 

□馬偕外包人員□來院病人 

□來院家屬□社區民眾 

E-mail：           

 

3    

□馬偕員工□馬偕義工 

□馬偕外包人員□來院病人 

□來院家屬□社區民眾 

E-mail：           

 

4    

□馬偕員工□馬偕義工 

□馬偕外包人員□來院病人 

□來院家屬□社區民眾 

E-mail：           

 

5    

□馬偕員工□馬偕義工 

□馬偕外包人員□來院病人 

□來院家屬□社區民眾 

E-mail：           

 

6    

□馬偕員工□馬偕義工 

□馬偕外包人員□來院病人 

□來院家屬□社區民眾 

E-mail：           

 

7    

□馬偕員工□馬偕義工 

□馬偕外包人員□來院病人 

□來院家屬□社區民眾 

E-mail：           

 

8    

□馬偕員工□馬偕義工 

□馬偕外包人員□來院病人 

□來院家屬□社區民眾 

E-mail：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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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動起來~揪團來減重」活動問卷 
 

 

 

 

感謝您參加本次活動，請協助回答以下問題： 

1. 性別: □1男□2女 

2. 我目前的健康情形為何？ 

□1很不健康  □2不健康  □3普通    □4健康  □5很健康 

3. 和一年前自身比較，我目前的身體健康狀況是？ 

□1差很多    □2差一些  □3一樣    □4好一些□5好很多 

4. 和一年前自身比較，我目前的心理快樂程度是？ 

□1差很多    □2差一些  □3一樣    □4好一些□5好很多 

5. 和同儕相比，我目前的心理快樂程度是？ 

□1差很多    □2差一些  □3一樣    □4好一些 □5好很多 

6. 健走活動能夠適時增進體能?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   □3普通    □4同意   □5非常同意 

7. 健走活動能夠適時紓解生活壓力?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   □3普通    □4同意   □5非常同意 

8. 我的飲食偏好？(可複選)□1喜歡米飯或麵食□2喜歡肉類□3喜歡甜點 

                      □4喜歡蔬菜□5喜歡水果 

9. 我的烹調習慣？(可複選)□1喜歡煎或炒□2喜歡油炸□3喜歡清蒸或水煮 

10. 我吃早餐的習慣？□1每天□2每週 3~6天□3每週 3天以下□4不吃 

11. 我吃消夜的習慣？□1每天□2每週 3~6天□3每週 3天以下□4不吃 

12. 我吃零食的習慣？□1每天□2每週 3~6天□3每週 3天以下□4不吃 

13. 我喝飲料的習慣？□1每天□2每週 3~6天□3每週 3天以下□4不吃 

14. 我選購餐飲或食品、食物時會檢視其中標示成分？□1會□2不會 

15. 我會選購低熱量、低鹽標誌的餐飲或食品、食物？□1會□2不會 

16. 請問是否常吃青菜？(生菜100公克或煮熟半碗/份) 

□1很少吃，一周吃不到一份□2偶爾吃(2-3天吃一份) □3經常吃(1天約1-2份)  

□4一天約吃3份以上 

<請翻面續答> 

填寫人：＿＿＿＿＿＿＿＿＿＿＿（請親簽名） 

說 明：參加者報名時每人需填寫一份繳回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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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請問是否常吃水果？(約小型蘋果一個或切塊一碗/份) 

□1很少吃，一周吃不到一份□2偶爾吃(2-3天吃一份) □3經常吃(1天約1份)  

□4一天約吃2-3份 

18. 請問是否有運動習慣？ 

□1沒有□2每星期1-2次□3每星期3-4次□4每星期5-7次，每次運動_____分鐘 

19. 我平時運動的方式?(無運動者免填)□跑步□健走□騎自行車□游泳□跳舞□球類運動□

健身器材□其他______________持續時間：_______分鐘或_____小時 

20. 在您運動時，是否感覺呼吸有點喘、有點出汗，但尚未精疲力竭(屬於中度運動)？□1

是□2否 

21. 是否有吸菸習慣？□1沒有□2每日<10支□3每日10-20支□4每日>20支 

22. 是否有喝酒習慣？□1沒有□2每星期1-2次□3每星期3-4次□4每星期5-7次 

23. 是否有嚼檳榔的習慣？□1沒有□2每日10-20顆□3每日>20顆  

24. 本次活動的總體滿意度？ 

   □1非常不滿意□2不滿意□3普通□4滿意 □5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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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動起來~揪團來減重」健走活動照片紀錄 

<每人至少需健走 3次(含)以上> 

※健走日期：103年   月   日   
※步道編號：＿＿＿＿__ 步道名稱 ：＿＿＿＿＿＿＿＿＿＿＿ 
※拍攝地點：＿＿＿＿＿＿＿＿＿＿＿＿_____＿＿＿＿＿＿＿ 

團體或個人照片(1) 

※健走日期：103年   月   日   
※步道編號：＿＿＿＿__ 步道名稱 ：＿＿＿＿＿＿＿＿＿＿＿ 
※拍攝地點：＿＿＿＿＿＿＿＿＿＿＿＿_____＿＿＿＿＿＿＿ 

團體或個人照片(2) 

※健走日期：103年   月   日   
※步道編號：＿＿＿＿__ 步道名稱 ：＿＿＿＿＿＿＿＿＿＿＿ 
※拍攝地點：＿＿＿＿＿＿＿＿＿＿＿＿_____＿＿＿＿＿＿＿ 

團體或個人照片(3)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