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健康飲食及運動方式健康體重管理。
（四） 經醫師診斷不適參加體重管理者，不得參加。
二、 參加時機及組隊人數：

民國101年企業可配合國民健康局「臺灣101
躍動躍健康」全民健康減重600
民國 100 年企業可配合國民健康局「健康 100
臺灣動起來」全民健康減重
600 噸的活動，相關活動資訊如下，完整活動內容則可參閱下列章節說明。
一、報名時間
600
噸的活動，相關活動資訊如下，完整活動內容則可參閱下列章節說明。
100 年企業可配合國民健康局「健康 100 臺灣動起來」全民健康減重
噸的活動，相關活動資訊如下，完整活動內容則可參閱下列章節說明。
600 民國
噸的活動，相關活動資訊如下，完整活動內容則可參閱下列章節說明。
一、報名時間
民國
100
年企業可配合國民健康局「健康 100 臺灣動起來」全民健康減重
（一）報名開始時間：即日起。
600 噸的活動，相關活動資訊如下，完整活動內容則可參閱下列章節說明。
一、報名時間
一、報名時間
（一）報名開始時間：即日起。
600
噸的活動，相關活動資訊如下，完整活動內容則可參閱下列章節說明。
（二）報名截止時間：100 年 12 月 31 日。
（一）報名開始時間：即日起。
（一）報名開始時間：即日起。
一、報名時間
（一）報名開始時間：即日起。
（二）報名截止時間：100
年 12 月 31 日。
101年12月31日。
（二）報名截止時間：100年12月31日。二、減重資料上傳國民健康局網站
一、報名時間
二、減重資料上傳國民健康局網站（http://obesity.bhp.gov.tw）
（二）報名截止時間：100
年 12 月 31 日。
（一）報名開始時間：即日起。
（二）報名截止時間：100 年 12 月 31 日。
二、減重資料上傳國民健康局網站（http://obesity.bhp.gov.tw）
（一）報名開始時間：即日起。
（一）上傳表格如附件十：每月上傳一次。
（二）報名截止時間：100 年 12 月 31 日。
二、減重資料上傳國民健康局網站（http://obesity.bhp.gov.tw）
（一）上傳表格如附件十：每月上傳一次。
二、減重資料上傳國民健康局網站（http://obesity.bhp.gov.tw）
（一）上傳表格如附件十：每月上傳一次。
（二）報名截止時間：100
年 12 月 31 日。
（二）其他相關表格如附件十~十二：供企業內部彙整健康體重管理資料。
（一）上傳表格如附件十：每月上傳一次。
（二）其他相關表格如附件十~十二：供企業內部彙整健康體重管理資料。
二、減重資料上傳國民健康局網站（http://obesity.bhp.gov.tw）
（一）上傳表格如附件十：每月上傳一次。
（二）其他相關表格如附件十~十二：供企業內部彙整健康體重管理資料。
二、減重資料上傳國民健康局網站（http://obesity.bhp.gov.tw）
（二）其他相關表格如附件十~十二：供企業內部彙整健康體重管理資料。
除參加國民健康局全民減重 600 噸的活動外，企業內部不同部門、或聯合關
（一）上傳表格如附件十：每月上傳一次。
（二）其他相關表格如附件十~十二：供企業內部彙整健康體重管理資料。
（一）上傳表格如附件十：每月上傳一次。
除參加國民健康局全民減重
600 噸的活動外，企業內部不同部門、或聯合關
係企業間也可以互相競賽，甚至與外部的其他企業一起來比一比。例如除了減
（二）其他相關表格如附件十~十二：供企業內部彙整健康體重管理資料。
除參加國民健康局全民減重
600 噸的活動外，企業內部不同部門、或聯合關
（二）其他相關表格如附件十~十二：供企業內部彙整健康體重管理資料。
除參加國民健康局全民減重
600 噸的活動外，企業內部不同部門、或聯合關
係企業間也可以互相競賽，甚至與外部的其他企業一起來比一比。例如除了減
重公斤數外，還可加入量測體重行為、規律運動行為、及健康飲食行為紀錄之
係企業間也可以互相競賽，甚至與外部的其他企業一起來比一比。例如除了減
除參加國民健康局全民減重 600 噸的活動外，企業內部不同部門、或聯合關
係企業間也可以互相競賽，甚至與外部的其他企業一起來比一比。例如除了減
重公斤數外，還可加入量測體重行為、規律運動行為、及健康飲食行為紀錄之
指標(可參閱附件一、員工健康狀況及需求問卷－四、飲食、運動、健康行為)，
除參加國民健康局全民減重 600 噸的活動外，企業內部不同部門、或聯合關
重公斤數外，還可加入量測體重行為、規律運動行為、及健康飲食行為紀錄之
係企業間也可以互相競賽，甚至與外部的其他企業一起來比一比。例如除了減
重公斤數外，還可加入量測體重行為、規律運動行為、及健康飲食行為紀錄之
指標(可參閱附件一、員工健康狀況及需求問卷－四、飲食、運動、健康行為)，
以瞭解員工健康狀況再參加健康體重計畫之前後測變化。歡迎企業各部門、各
係企業間也可以互相競賽，甚至與外部的其他企業一起來比一比。例如除了減
指標(可參閱附件一、員工健康狀況及需求問卷－四、飲食、運動、健康行為)，
重公斤數外，還可加入量測體重行為、規律運動行為、及健康飲食行為紀錄之
指標(可參閱附件一、員工健康狀況及需求問卷－四、飲食、運動、健康行為)，
以瞭解員工健康狀況再參加健康體重計畫之前後測變化。歡迎企業各部門、各
關係企業每週、每月、每季均可比一比，以達到全面健康生活動起來的目標！
重公斤數外，還可加入量測體重行為、規律運動行為、及健康飲食行為紀錄之
以瞭解員工健康狀況再參加健康體重計畫之前後測變化。歡迎企業各部門、各
指標(可參閱附件一、員工健康狀況及需求問卷－四、飲食、運動、健康行為)，
以瞭解員工健康狀況再參加健康體重計畫之前後測變化。歡迎企業各部門、各
關係企業每週、每月、每季均可比一比，以達到全面健康生活動起來的目標！
指標(可參閱附件一、員工健康狀況及需求問卷－四、飲食、運動、健康行為)，
關係企業每週、每月、每季均可比一比，以達到全面健康生活動起來的目標！
以瞭解員工健康狀況再參加健康體重計畫之前後測變化。歡迎企業各部門、各
二、
「健康
100躍動躍健康」企業參加規則
台灣動起來」企業參加規則
關係企業每週、每月、每季均可比一比，以達到全面健康生活動起來的目標！
二、
「健康
100
台灣動起來」企業參加規則
「臺灣101
ᵊƱ
Ƽ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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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員工健康狀況再參加健康體重計畫之前後測變化。歡迎企業各部門、各
關係企業每週、每月、每季均可比一比，以達到全面健康生活動起來的目標！
關係企業每週、每月、每季均可比一比，以達到全面健康生活動起來的目標！
一、
參與健康體重管理活動的員工與親朋好友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
參與健康體重管理活動的員工與親朋好友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
參與健康體重管理活動的員工與親朋好友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企業的員工與親朋好友。
（一）
（一）企業的員工與親朋好友。
企業的員工與親朋好友。
（一）
企業的員工與親朋好友。
」
（二）年齡6歲至64歲者。年齡6-17歲親朋好友依照「行政院衛生署兒童及青少年體位標準
（二）
6-17
歲親朋好友依照「行政院衛生署兒童
（二）年齡
年齡66歲至
歲至6464歲者。年齡
歲者。年齡
6-17
歲親朋好友依照「行政院衛生署兒童
（二）
年齡 6 歲至 64 歲者。年齡 6-17 歲親朋好友依照行政院衛生署兒童及
為體重過重或肥胖者。親朋好友為孕婦及年齡18-64歲BMI小於20kg/m2者，不予納
及青少年體位標準為體重過重」或肥胖者。親朋好友為孕婦及年齡
及青少年體位標準為體重過重」或肥胖者。親朋好友為孕婦及年齡
2 2
青少年體重過重或肥胖者。親朋好友為孕婦及年齡
18-64 歲 BMI 小
入。 18-64
小於
18-64歲歲BMI
BMI
小於20kg/m
20kg/m者，不予納入。
者，不予納入。
2
於 20kg/m 者，不予納入。
（三）以健康飲食及運動方式進行健康體重管理。
（三）
（三）以健康飲食及運動方式進行健康體重管理。
以健康飲食及運動方式進行健康體重管理。
（三）
以健康飲食及運動方式健康體重管理。
（四）經醫師診斷不適參加體重管理者，不得參加。
（四）
（四）經醫師診斷不適參加體重管理者，不得參加。
經醫師診斷不適參加體重管理者，不得參加。
經醫師診斷不適參加體重管理者，不得參加。
二、 （四）
參加時機及組隊人數：
二、 參加時機及組隊人數：
二、（一）
參加時機及組隊人數：
員工與親朋好友可隨時加入健康體重管理活動。可以組隊參加，人
（一） 員工與親朋好友可隨時加入健康體重管理活動。可以組隊參加，人
（一）員工與親朋好友可隨時加入健康體重管理活動。可以組隊參加，人數不限。
（一）數不限。
員工與親朋好友可隨時加入健康體重管理活動。可以組隊參加，人
數不限。
數不限。
（二）團隊報名者，可自行組成一參加團隊，或依其意願與其他團隊合併組隊參加。
（二） 團隊報名者，可自行組成一參加團隊，或依其意願與其他團隊合併
（二）
團隊報名者，可自行組成一參加團隊，或依其意願與其他團隊合併
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組隊參加。
（二）
團隊報名者，可自行組成一參加團隊，或依其意願與其他團隊合併28
組隊參加。
28
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組隊參加。
三、 報名地點及方式：報名地點為北、中、南三區健康職場推動中心、各縣市
28
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三、衛生局、衛生所及縣市衛生局公布報名地點，可以親至報名地點，或透過
報名地點及方式：報名地點為北、中、南三區健康職場推動中心、各縣市
28
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三、
報名地點及方式：報名地點為北、中、南三區健康職場推動中心、各縣市
衛生局、衛生所及縣市衛生局公布報名地點，可以親至報名地點，或透過
傳真、e-mail、電話、網路等方式報名。
28
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衛生局、衛生所及縣市衛生局公布報名地點，可以親至報名地點，或透過
28
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傳真、e-mail、電話、網路等方式報名。
四、 報名企業應收集之資料：接受報名的企業應收集報名日期、姓名、性別、
傳真、e-mail、電話、網路等方式報名。
四、出生年月日(民國)、年齡、縣市、鄉鎮、聯絡電話、身高、體重、BMI
報名企業應收集之資料：接受報名的企業應收集報名日期、姓名、性別、
等，
四、 報名企業應收集之資料：接受報名的企業應收集報名日期、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齡、縣市、鄉鎮、聯絡電話、身高、體重、BMI
等，
資料可以書面抄寫、excel
檔案建檔或上網登錄。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齡、縣市、鄉鎮、聯絡電話、身高、體重、BMI 等，

（二） 團隊報名者，可自行組成一參加團隊，或依其意願與其他團隊合併
組隊參加。
三、 報名地點及方式：報名地點為北、中、南三區健康職場推動中心、各縣市
衛生局、衛生所及縣市衛生局公布報名地點，可以親至報名地點，或透過
自
傳真、e-mail、電話、網路等方式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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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健康體重比一比
伍、健康體重比一比
伍、健康體重比一比
一、健康體重比一比
伍、健康體重比一比
一、健康體重比一比
伍、健康體重比一比
᷋Ʊἣ榒悋㪒Ჾ㪒
一、健康體重比一比
一、健康體重比一比
民國 100 年企業可配合國民健康局「健康 100 臺灣動起來」全民健康減重
一、健康體重比一比
民國
100 年企業可配合國民健康局「健康 100 臺灣動起來」全民健康減重
600
噸的活動，相關活動資訊如下，完整活動內容則可參閱下列章節說明。
一、健康體重比一比
民國 100 年企業可配合國民健康局「健康 100 臺灣動起來」全民健康減重

（一） 員工與親朋好友可隨時加入健康體重管理活動。可以組隊參加，人
數不限。

四、 報名企業應收集之資料：接受報名的企業應收集報名日期、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齡、縣市、鄉鎮、聯絡電話、身高、體重、BMI 等，
資料可以書面抄寫、excel 檔案建檔或上網登錄。
五、 成績計算方式：參加期間前測及後測體重之差為參加成果，前測為報名時
第一次測量的體重，後測為至 101
100 年底最後一次測量的體重，兩次測量結
果作為減重成績，前後測間隔必須超過 1 個月。如減重至 BMI 小於 18.5kg/m2
成績不納入計算，希望員工與親朋好友能以健康飲食及規律運動，達到健
康體重管理目標，切勿過度減重，影響健康。
六、 報名者身高、體重之測量
參加者可至報名地點測量體重及身高、或由接受報名單位派人至參加單位
測量、或自行測量，但資料一定要於測量日起一週內送到報名單位。自行
測量者，由報名地點於 2 週內以隨機抽樣 10%，驗證資料正確性，若抽測
資料差距 5%以上者，則整團隊由報名單位重新測量，另衛生局亦會派員抽
測參加者的體重及身高。
七、 體重監測：參加者除登錄第一次體重外，建議至少每個月於健康生活動起
來手冊或上網登錄體重，自我監測及控制體重並回報報名地點，以利北、
中、南三區健康職場推動中心、及衛生局掌握縣巿體重管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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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健康
100 台灣動起來」企業之責任
參與「臺灣101
躍動躍健康」企業之責任
一、 邀請員工及親朋好友結伴或組隊報名參加。
一、 邀請員工及親朋好友結伴或組隊報名參加。

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二、 報名時自訂個人及團隊健康減重目標公斤數。

二、 報名時自訂個人及團隊健康減重目標公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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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參加企業應妥善運用「健康生活動起來」個人手冊，透過健康飲食及
參加企業應妥善運用「健康生活動起來」個人手冊，透過健康飲食及
規律運動達到健康體重管理，
規律運動達到健康體重管理，
四、
四、企業負責人應辦理團隊健康飲食及生活化運動等體重管理活動，鼓勵
企業負責人應辦理團隊健康飲食及生活化運動等體重管理活動，鼓勵
參加者力行健康生活，並隨時相互激勵。
參加者力行健康生活，並隨時相互激勵。
五、參加企業應鼓勵員工與親朋好友自我體重管理，最好每天測量與記錄
參加企業應鼓勵員工與親朋好友自我體重管理，最好每天測量與記錄
五、
體重，並回報參加企業負責人或聯絡人。
體重，並回報參加企業負責人或聯絡人。
六、 參加企業建議每月將體重管理成效回報報名地點，回報資料包括：報

六、 參加企業建議每月將體重管理成效回報報名地點，回報資料包括：報
名日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年齡、縣市、鄉鎮、聯絡電話、
名日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年齡、縣市、鄉鎮、聯絡電話、
前後測身高、體重、BMI 等，資料可以書面製作、excel 檔案建檔或
前後測身高、體重、BMI
等，資料可以書面抄寫、excel 檔案建檔或
上網登錄。
上網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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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一、
受理報名單位必須驗明參賽者的身份證明，收集報名資料，並以書面登錄、電腦
一、受理報名單位必須驗明參賽者的身份證明，收集報名資料，並以書面登錄、電腦

企業

!!!!!!!!!!

!!!!!
!!!!!

四、「臺灣101
四、「健康 100 躍動躍健康」報名流程
台灣動起來」報名流程

建檔或上網登錄。
建檔或上網登錄。
1.
2.
3.
4.
5.
6.

報名
受理報名單位第一階段為各縣市衛生局所
報名企業需收集報名者姓名、性別、年齡、前測身高、體重及 BMI 等資料
受理報名單位提供至少1小時體重管理講座及發放宣導資料
受理報名單位於報名後兩週內抽測自行測量體重的團隊
受理報名單位亦可組隊參賽
參賽隊伍自訂目標

二、
身高、體重計使用前應校正、調整，並求精確。
二、身高、體重計使用前應校正、調整，並求精確。
三、
測量身高時，受測者脫鞋站在身高器上，兩腳踵密接、直立，使枕骨、背部、臀
三、測量身高時，受測者脫鞋站在身高器上，兩腳踵密接、直立，使枕骨、背部、臀
部及腳踵四部分均緊貼量尺。受測者眼向前平視，身高器的橫板輕微接觸頭頂和
部及腳踵四部分均緊貼量尺。受測者眼向前平視，身高器的橫板輕微接觸頭頂和
身高器的量尺成直角。眼耳線和橫板平行。測量結果以公分為單位，以下四捨五
身高器的量尺成直角。眼耳線和橫板平行。測量結果以公分為單位，以下四捨五
入。
入。
四、
測量體重時，受測者最好在餐畢兩小時後測量，並著輕便服裝，脫去鞋帽及厚重
四、測量體重時，受測者最好在餐畢兩小時後測量，並著輕便服裝，脫去鞋帽及厚重

組隊參賽
企業報名者，可自行組成一隊參賽，或依其意願與其他企業合併。

衣物。測量結果以公斤為單位，以下四捨五入。
衣物。測量結果以公斤為單位，以下四捨五入。
五、
報名後給予參賽者一本「健康生活動起來」各人手冊及相關資料。
五、同一參賽企業請於同一地點報名。
個
六、
同一參賽企業請於受理單位報名。
六、受理報名單位應於報名當時或擇期提供企業、企業員工與親朋好友至少1小時的

建議參賽者參與下列體重管理活動
1. 參賽者自我體重管理
2. 參賽企業自行辦理的活動
3. 體重管理諮詢
4. 體重管理講座
5. 減重門診
6. 減重班

七、 受理報名單位應於報名當時或擇期提供企業、企業員工與親朋好友至少
1 小時的
體重管理講座；或轉介至其他醫療院所提供減重班、講座、諮詢及宣導等服務。
體重管理講座；或轉介至其他醫療院所提供減重班、講座、諮詢及宣導等服務。

定期收集減重成效

企業每月 3 日前回傳受理報名單位截至上個月底參加人數及減重公斤數
受理報名單位
受理報名單位每月 5 日前回傳衛生局截至上個月底參加人數及減重公斤數
衛生局窗口
衛生局負責各場域之窗口承辦人每月 7 日前回傳衛生局總彙整窗口
衛生局總彙整窗口
衛生局總彙整窗口每月 10 日前回傳國民健康局（http://obesity.bhp.gov.tw）
盧志昇先生，電話：02-2997-8616 轉 145、e-mail：winkle1226@bhp.doh.gov.tw
曾凱琳小姐，電話：02-2997-8616 轉 112、e-mail：karen@bhp.doh.gov.tw
傳真：02-2994-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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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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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局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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