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偕活力健康明星ＳＨＯＷ 活動簡章 

一、 活動前言： 

擁有良好規律的運動習慣，不僅在生理上能有增加心肺功能、促進新陳代

謝、降低各種慢性疾病的合併症及體重控制等效果，在心理上也能減緩壓力，

有助於社交生活。 

醫院平時以醫療服務為主，為了破除民眾對於醫院嚴肅、冰冷的刻板印象

及推廣健康職場與健康社區，馬偕醫院特別製作「馬偕活力運動操」影片，邀

請醫師及物理治療師針對身體各部位介紹適合的運動，融入簡單輕鬆的喜樂操，

將運動與生活結合，以利達到運動 333的真諦。本單位以此理念，特別舉辦運

動健康明星 SHOW，邀請院內同仁、病人、家屬及社區好厝邊們共襄盛舉，體

會運動的好處，進而建立良好之運動生活習慣。 

二、 主辦單位：台北社區醫學中心 

三、 協辦單位：醫務、行政職系、護理部、勞安室、贊助會、院牧部、促進會 

四、 活動時程： 

(一) 報名日期：自 2015 年 3月 10日(二)起至 5月 15日(五)止 

(二) 彩排日期：2015年 7月 11日(六)下午 13：00-16：00 

(三) 比賽日期：2015年 7月 25日(六)下午 12：30-17：30 

五、 活動地點： 

馬偕紀念醫院台北院區福音樓 9樓大禮堂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號 9樓 

六、 報名方式： 

(一) 請於 104 年 5月 15日前將附件之報名表填妥以電話、傳真或 email 方式報名： 

1. 電話報名(02)2543-3535 分機 2770  

2. 傳真報名(02)2571-9781 

3. EMAIL信箱 mmh1089@mmh.org.tw 

(二) 報名完成後主辦單位將聯繫參賽隊伍完成賽前各項準備(含參賽者之健康調查、肌握力、

體重、及腰圍量測) 

(三) 報名成功即贈送神秘健康好禮包乙份(含馬偕活力運動操 DVD示範光碟) 

七、 參加對象： 

馬偕醫院員工(含外包工作人員)、病人及家屬、志工與社區民眾等，年齡不限，每組五人以

上。為鼓勵長者共襄盛舉，設有額外加分項目詳見九、評選標準說明。 

  



八、 競賽規則： 

(一) 比賽辦法與說明： 

1. 比賽參賽隊伍最多僅開放 25隊報名參加，欲報名請從速。 

2. 比賽出場順序，依報名順序為準。若特殊狀況者，主辦單位得依其需要作必要

之調整。 

3. 主辦單位為記錄本屆賽事得將比賽全程錄影；表演優異或具特色隊伍，主辦單

位得邀請為下屆明星秀之錄製，以利下屆活動宣傳與賽事推廣。 

4. 鼓勵服裝道具創意設計，以達運動娛樂創新活力之效果。  

5. 表演前或後每隊需進行 1 分鐘內之自由表演(以歡呼、唱歌、演戲、加油口號等

才藝均可)，形式不拘，每隊可自由發揮。 

6. 為力求比賽公平，凡參與 DVD演出錄製者，本次活動不得以原錄製曲目參賽。 

7. 若參與名單有異動，最晚請於比賽演出前一週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逾期不受

理。 

(二) 表演方式：以「馬偕活力運動操」DVD之六首健康操選一首進行比賽。 

1.喜樂的心是良藥 2.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3.上帝阿爸父 4.把愛傳出去 

5.一領一 6.耶和華祝福滿滿 

(三) 彩排日期：104/7/11(六)下午一點至四點，需要隊伍請與主辦單位聯絡預約安排。 

(四) 比賽時程：104/7/25(六)(主辦單位得依實際情況作調整) 

時間 內容 備註 

12:30-13:00 報到 
1. 報到時該隊須全體隊員到齊 

2. 敬請來賓、參賽隊伍按照現場座位安排入座 

13:00-13:10 活動開幕致詞 

13:10-16:30 各隊表演賽 

16:30-17:30 評審講評、頒獎 

九、評選標準： 

1. 評審委員：邀請公部門衛生單位、院內主管、健康促進及運動領域等專家。 

2. 評分項目如下： 

評分項目 配分 說明 

團隊精神 

與 

表演技巧 

30分 團隊表演流暢度 

25分 團隊默契與表現力 

20分 笑容與精神 

15分 衣著服裝及創意道具 

10分 
團隊支持氣氛，表演前之隊伍加油口號等加分表演展現 

(形式不拘) 

特別加分項目 

最多 3 分 
鼓勵 65 歲以上長者及 18 歲以下青少年參與，每一位參與可

額外加總分 0.5分。以 3分為上限 

3分 
參賽隊伍人數達十五人以上(含 15人)可額外加總分 3分 

(依實際上台人數為準) 



十、獎勵辦法： 

  團隊成員必須是報名表上所具名且完成賽前報到與賽事者為主。 

1. 表演比賽冠軍：獎盃乙座，等值禮券 10,000 元。 

2. 表演比賽亞軍：獎盃乙座，等值禮券 8,000 元。 

3. 表演比賽季軍：獎盃乙座，等值禮券 6,000 元。 

4. 團隊精神榮譽獎：錄取一名，團隊獎狀乙只，等值禮券 3,000元。 

5. 舞步整齊統一獎：錄取一名，團隊獎狀乙只，等值禮券 3,000元。 

6. 服裝魅力四射獎：錄取一名，團隊獎狀乙只，等值禮券 3,000元。 

7. 創意無限非凡獎：錄取一名，團隊獎狀乙只，等值禮券 3,000元。 

8. 最佳人氣表演獎：錄取經所有參賽者與現場觀眾投票後票數最高之隊伍一名，團隊

獎狀乙只，大倉久和飯店「下午茶招待券」六張。 

9. 隊長領導有功獎：完成比賽隊伍之隊長可獲等值禮券 500元。 

10. 參加獎：茲鼓勵報名且全程完成前後測及表演者，可獲等值禮券 300 元。 

11. 體能 super大躍進獎：依個人報名與表演後所測量之肌握力進步成果，取進步比率

幅度最佳三名。第一名：等值禮券 3,000元；第二名：等值禮券 2,000 元；第三名：

等值禮券 1,000元。 

12. 輕 light 體重飛躍獎：取團體減重比率幅度最佳前三名。第一名：等值禮券 3,000

元；第二名：等值禮券 2,000元；第三名：等值禮券 1,000元。 

十一、注意事項： 

（一） 活動內容以主辦單位解釋說明為主，若有其他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修改活動辦法，

並公告於台北社區醫學中心網頁。 

（二） 為具體評量本次活動成果所進行之前後健康資料，僅作為本活動與主辦單位使用，

不另作他途。 

（三） 本次活動主辦單位不另補貼服裝道具費用，依各隊創意並自行發揮。  

（四） 比賽過程全程錄製，主辦單位保有該活動影片修改及非商業用途權利。 

 



馬偕活力健康明星 SHOW報名表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編號:    ） 

 

 

隊伍名稱  隊長姓名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E-mail  

請勾選參賽曲目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一領一 □上帝阿爸父 □喜樂的心是良藥 

 □把愛傳出去 □耶和華祝福滿滿 

參賽團體介紹 

(50～100字) 
 

附件 



 

隊伍名冊（含隊長） 

編 

號 
姓名 

單位/員編 

(無則免填) 

出生 

年月日 

性別 

連絡電話 

身份別 

男 女 
員工 

(眷屬) 
義工 

社區 

民眾 

來院 

病人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