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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美國健康城市運動來跟各位談說我們所學習到的一些經驗，說明

說哪些是可行的經驗，目前的狀況是如何？我們有一些經驗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有些地方我們還是有面臨到一些挑戰。 

在美國目前有超過 1500 個健康城市的計畫。在 1989 年的時候，我就職

於全國公民活動組織，它是一個 110 年的一個組織，是由前總統羅斯福總統

所創立的，是一個漸進式的改革活動。當時的總統主要是由公民選出，當時

總統認為，人民剛剛選出的總統就讓他進入白宮是不足夠的，或我們選出的

民意代表把他送到國會，這是不夠的。我們在每一個基層、每一個公民都應

該身體力行來執行民主以及健康的生活，因此美國政府就開始去研究歐洲的

一些作法。 

所以美國健康城市的構想，並不是從學術界、醫學界開始、也不是從公

共健康這個領域開始，而是從民主領域開始，是從非營利組織、宗教組織等

等開始推動的，因此美國健康城市開始的起源是非常不一樣的。我們雖然從

WHO 學習到許多的經驗，但美國的健康城市計畫其實並沒有採用 WHO 的

認證方法，而是採用自己的作法，我想這也是美國的特徵之一。美國的作法

是以符合美國民情的方式來進行。 

接下來我將利用這個機會跟各位說明，美國這 1500 個城市或社區的經

驗。我在其中 400 個社區裡面服務，我過去 15 年在這 400 個社區服務，開

始推動他們的健康城市。首先我們先就問自己一個問題，到底哪些是可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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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或方案呢？我們有許多方案、許多活動，到底哪些是可行、哪些是有效

果的呢？要如何才能夠讓我們改善社區裡面的生活品質，來促進人民的生活

呢？ 

我們從一個觀點來思考，美國作者 Alvin Toffler 說二十一世紀的文盲，

不是那些不會讀或者不會寫的人，而是那些沒有辦法學習、不能夠捨棄惡習

以及難以重新學習的人（The illiterate of the 21st century will not be those who 

cannot read or write, but those who cannot learn, unlearn and relearn）。所以我們的

責任就是讓我們的領導者以不同的思維來進行他的工作；如何讓這些組織領

袖重新思考，讓他們的城市變為更具競爭力；如何讓這些教職人員重新再思

考，讓他們了解可以利用健康城市的推動來提升他們的工作呢？我們如何讓

媒體了解到說他們不僅是要報導新聞，讓政治人物了解他們的工作不僅是要

能夠獲選、能夠勝選，而是要支援並且推動整個社區的成長。因此，社區在

許多層面其實是所有工作的根本，我們花了很多的時間去想，如果要有一個

有效率的組織，他的主要的因素是哪些？我們研究許多非政府組織、企業，

去瞭解他們的一些特徵，我們發現那些表現最好的組織其實是學習最好的組

織，他們知道要如何學習、如何變得更為聰明。他們的特徵包含他們接收新

的能力，也就是說他們延續以前的作法，但是他們也會學習一些新的做法，

比如說：政治領導人，他們會採用合作領導，不會是一個人領導其他就跟隨，

他們透由實踐中來學習。不僅是理論、也會把理論加以實踐、創新，進而去

了解說該怎麼做，哪些行得通、哪些是行不通的。同時，他們將過程跟內容

視為一體，不僅是想要做什麼，也會想說該如何去做要做的事。因此，許多

的社區知道他們要做什麼，但是世界上其實有各種不同的解決方案，我們所

面對的問題都有解決的方法。去詢問所有的健康城市，很多在某些地方都做

得非常好，因此我們的重點並不是說我要怎麼做，而是該如何去實踐我們的

一些理論、一些最好的作業方法。 

接下來介紹領導的定義，由右邊這張美國的地圖，可以看到在美國各地

的健康城市的計畫，其實還有更多，但我的重點是在美國我們已經不談健康

城市了，我們不把他認為是一個健康城市的計畫，在 1989 年、90 年初期的

時候我們會談健康城市，那個時候我們有一千五百個健康城市的存在，我們

將來再談到這些城市或者是社區，我們會講社區，因為不僅是都市，也會在

偏遠地區，其實他是一個運動，是一個永續性的運動。這些社區主要是要促

進經濟的繁榮、保護社會的安全，讓人們有一個適合居住的一個地方，讓人

們可以在一個地方安居樂業並且是無憂無慮的，同時也包含了人們在這個社

區裡面的交通，也有建築師等等，因此他是一個全民運動。在美國可以說是

一個宗教信仰，類似這樣子的運動，許多的教職人員、教堂也參加了這個運

動，我們有十個目標，不僅是社區方面的運動，這個運動其實是各種不同領

域運動的一個綜合，這個綜合的目的就是要達到共同的目標---也就是一個健

康的城市。我覺得健康城市這個名字、標題不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工作的內

容。 

The US Communities Movement:
“Civic Gemstones”

美國社區運動「城市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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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前，我們在美國 400 個社區做了一些做了一些評估、評鑑，我們問

說有哪些是導致社區成功的因素呢？在你們的社區裡面，你們看到了哪些因

素，讓你們在社區裡面能夠有明顯的改善呢？ 

我從最上面的開始。第一個，他們所提出的是可以創造出領導。譬如像

多倫多有各種不同的文化，在高中裡學生們的第一母語可能就有 70 種之

多，因為學校裡面是多元化的一個文化的學習地方。又如在愛達華州的一個

社區，我們會談說我們如何加強治安的維護，那麼當時的選擇方法就是要讓

學生來參與討論，選出誰是最適當的警察長的人選，當然這些高中學生並不

知道誰是最合適的人選，但是這些學生就在他們學校裡面，在 11 歲到 18 歲

的學生裡有三萬個人參與這個討論。社區裡面也有三萬個人參與選擇最佳警

長，那這個人是一個很好的警長。但他們在每一個學校討論，怎麼樣來維護

治安、希望他們的警長做些什麼事情、治安問題到底從哪裡來的、那身為學

生的角色又是如何呢？因此，這個目標並不只是理論上說如何找出一個領導

人員，而是如何讓這些年輕人去參與這個過程。因此在社區裡面，一定要找

這些青少年來參與，有任何活動青少年其實也可以幫忙做出一些貢獻的。 

我們繼續順時鐘來走，社區有一個自我認同，他會把所有的人跟資源

連在一起，Jackson 博士之前提到資源的對應，從美國的健康社區裡面所學

到的教訓就是我們要了解到有多少的資源。許多社區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

缺點在哪裡？我們的需求在哪裡？但是，在美國每一個社區都知道他們的問

題在哪裡，我想更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這個社區有哪一些資源？哪些是可以利

用的資源？那也許我們會在社區裡提出一些表格讓人們來填，這些資源到底

是什麼？有誰可以動用這些資源？這些資源可以怎麼用？社區的居民最了

解他們自己，最知道有哪些資源，資源可以怎麼來用。比如說：在治安、在

文化、在醫療、教育、娛樂、交通、經濟發展方面等各種不同的資源，他們

不僅是使用指標，使用指標的方法不一樣來確實知道他們的資源有哪些，該

怎麼來用。比如說像這衛生部門有一些資料，但這些資料通常是沒有人看

的，都是一些官方些數字，因此，我們找了一些當地的居民把一些指標，把

它變成共同的語言，讓一般的民眾了解這些資料所代表的涵義，這樣子的話

就算是一個 11 歲的兒童或者是 80 歲的年長者，不管他們的教育程度如何，

他們都會看這個指標，一目了然，知道這就是我們所要解決的一些議題。 

再來就是對話。面對面的開會是社區的根本，如果說我們可以面對面的

來傾聽對方、了解對方的問題，知道問題的所在，這是健康社區的一個根本，

換句話說，對話是健康社區最重要的一環，不僅是要談我們的社區是如何，

互相了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對話同時也要包容多元性，在社區裡面是不是會

想說我最不希望誰來參加我的會議呢？如果說我們今天開會，我最不希望誰

出席呢？也許有人會認為說這幾個人他們非常具有正義性、他們有很多的意

見，他們是一個麻煩製造者，我不希望他們來，但這是不對的，我們首先應

該要找他們。 

同時我們要確保各種種族、性別、年齡都不應該把他納入考量，因為我

美國死因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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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該包容，同時我們的社區應該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的願景，不僅是

這些企業理領袖、高官他們所提出的願景，而是每一個不管是幾歲的人都能

夠認同的一個願景，這樣子才有用，否則這個願景到頭來會變成多頭馬車、

什麼事都做不了。 

有非常明確的願景是我們的一個起點。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說廣義

健康的定義，我們要了解我們的思考方式，尤其是在美國，我們以為健康基

本上就是醫療保健，這是我們在美國的一個看法，對我們來講，要改變這樣

的一個看法，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由投影片知道美國的死因是哪些，但

是在死因後面的原因到底哪些呢？這些原因的後面的原因又是什麼呢？這

個就是我們要開始思考的一些問題了。那麼接下來我們有一個圖形，告訴我

們說其中 40%是我們的生活型態以及行為、20%是社會跟環境、30%是我們

的生活規律、10%是醫療照顧。但是在我們的 GNP 的 16％，其中 98％是來

解決我們 10％的醫療照顧問題。 

在健康社區的會議裡面，我發現 60％的解決方案在這裡，換句話說，

社區的每一員都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貢獻可以提供的。我們知道其實健康

社區的起點是在每一個個人，而不是在醫療保健這個領域，每一個人其實都

可以對於健康社區做出貢獻。換句話說，我們知道要改善我們的健康並不是

一種創新，而是我們應該做的一個過程。 

我想再次強調這一點，我們面臨的最大的其中一個挑戰就是，不要相信

健康的社區是有很多的計畫必須執行，其實健康的社區主要是在於我們的能

力、做這些決策、這些決策是怎麼做的、以及預算是如何花費的，我想這就

是一個健康社區的能力。換句話說，美國的目標就是不會再花很多時間來管

理疾病，而是如何去管理健康。 

我們工作的第二個主要的理念就是什麼是一個社區呢？我們有一個只

有是一條街的社區，有社區大概有 4.5 條街這麼大，有些社區可能是一個郡

或者是一個經濟區域，它由許多的主要城市集中、結合起來的，那有些社區

甚至會跨過我們的中線，因此，我們對於社區實際上的管轄、範圍其實不是

很在意，而是說我們生活的環境、周遭在哪裡？我們在哪裡生活？在哪裡工

作？在哪裡購物等等。換句話說，就是你的所在地就是社區，而不只是你生

活的地方，因此健康的社區有很多不同的定義，這是我們所要面對的。 

接下來是共享社區的所有權，我在這邊給大家一個例子，就是芝加哥

依利諾的例子，這可以讓我們了解，這樣的健康城市、健康社區在美國看起

來像什麼樣子，這是我們過去十年來合作過的一個社區，當我們在十年前衡

量評估的時候，大概有 33﹪的高中女生要不是就懷孕、要不就已經有小孩

子，這可是很高的少女懷孕率，而有六分之一的這些小孩子出生時，他們的

健康情況都不是很良好，這對於這些社區有很大的影響。這個社區基本上經

濟很不良，不過這個社區有很多的能力，也就是社區有很多的社會資本，不

過他們沒有經濟資本，他們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們到底要怎麼做？他們

做什麼呢？ 

11

健康領域模型圖
影響健康狀態的因素

40% 生活型態與行為

10% 醫療照顧
15% (社會) 
5% (環境)

30% 人類生活規律

Source: McGinnis, Russo, Knickman, 2002, Health Affairs, 21,3,83

影響健康的因素：個人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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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把這些男生、女生召集在一起，然後找來一些導師問這些高中生一

些問題，問他們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想自己的未來是什麼？對未來到底懷抱

著什麼樣的夢想？他們幫助這兩所學校的男生和女生直接和未來聯繫，讓他

們看見未來。他們最主要是希望讓他們了解自己的志向是什麼，有的人可能

想要當建築師，有的人想要當卡通繪畫師。所以，基本上這些小孩子，他們

了解自己是有未來的，而不只是吸毒或只是發生性關係而已。之後懷孕率就

大大降低了，在四年內大大降低到幾乎是零，所以這是金錢沒有辦法做的，

沒有任何的專案可以這麼成功，這是社區自己達成的，這樣子的模式非常地

讓人驚嘆。 

基本上這個模式就是說，你只要會呼吸你就是這個團隊的一部分，意思

是社區裡頭的每一個成員都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這個方案非常成功，因為

這個方案是由社區所擁有的，而不是由創辦這個方案的人所擁有的，因此地

方的所有權是從資本主義者手中轉移到社區的人手中，各位可能會問到底是

誰來主管？誰來負責這整個方案呢？沒有人負責，沒有人專門負責，當然會

有一個組織來發動，不過這個運動已經遍佈在整個社區，是由社區裡的所有

人進行，這就是所謂的社區所有權，因此這就是方案和社區運動的差別，社

區全面的運動才可以促成長期的成功。所以一個健康的社區，必須有很多社

會資本，社會資本包括了信任還有互相合作、協助，一個社區能夠有更多的

信任和合作就越能夠成功。 

我們了解美國有很大的不平等，事實上我相信社會的不平等，不管是種

族還是經濟，我們只不過是面臨道德挑戰的一部分，但它卻大大限制了美國

人潛能的發展，限制了我們未來十年的發展。舉例來說，我之前跟 GM 的商

業人士合作，他們說在底特律有很多窮人，他們在底特律製造汽車的成本大

概是二十萬左右，他們沒有辦法跟韓國還有亞洲地區的汽車製造業競爭，美

國如果要有辦法競爭的話，必須要能夠處理自己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基本上

是健康的差距所引起的，所以這並不只是健康議題也是國家福祉的問題，這

樣子才能夠讓美國在未來下一個世紀繼續的繁榮發展。 

所以，我們了解這是從內部開始發展的，在美國可能有很好的醫療服

務、醫療院所，不過在預防方面並沒有做的很好，像芝加哥所面臨的問題，

我們到底有沒有幫助人民實現他們的潛能，這是長期發展社區所需要面臨的

議題。而我們到底要如何建立跨部門合作，要推動健康社區的領導人必須要

融合經濟發展、教育、健康、交通運輸、警察、住宅這些要素，這個領導人

必須要跨部門，不可以只是單一部門的領導人，他必須要擔任橋樑的角色，

因為我們所面臨的議題是很多方面的，而不是受某一個單一區域侷限的。這

樣子的合作有很多的挑戰，可能會有摩擦、可能有人參加會議有了摩擦之後

就再也不來了，而結果也很難衡量，要很長的時間才可以知道結果到底是怎

麼樣。而組織有時候可能不願意改變現狀，譬如說在美國有 1.8 兆的健康預

算，有相當多部分是注重在醫療照護，不過卻沒有太重視其他的健康要素，

最主要是因為很多企業的營業狀況還是不太一樣，而且我們了解健康城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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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了許多經濟、財政的困難。在美國有兩百多個城市裡頭，某項研究發現了

一個合作的前提，如果把一組多樣而且適切的人結合在一起，給他們很好的

資訊、是他們可以了解的指標，然後再給他們一個有效率的工作程序讓他們

去執行，他們最後會把這整個計畫執行的很好，這都是經過實驗證實的。 

目前在健康城市、健康社區裡，我們看到一個情況就是這些健康城市、

健康社區的會議裡會有一些做法，就是必須要改變自己的方法、好好的改

變，並不只是要讓人家參與這些社區會議，還有就是要如何去參加別人的會

議。譬如說我們到底如何在學校、工作場所、執法單位、交通運輸這些不同

的地方跟他們合作，譬如說交通運輸他們可能在想說如何建立新的道路、新

的運輸方式等，我們必須要去參與這些交通運輸單位的會議幫他們解決困

難。基本上這些社區領導人必須要參與很多城市或郡的主要計畫，讓他們了

解如何建造自己社區的基礎建設。所以，我們不可以只單純要求這些城市或

郡的主要計畫者來參加我們的會議，我們也要幫他們解決問題，而不是只要

這些不同單位的人參加衛生部門、健康部門的會議。 

Union Pacific 是一個很大的美國鐵路公司，有四萬名員工而且貨運量相

當的大，Union Pacific 也應用了健康城市的方法，他們認為未來的城市跟自

己的員工的健康有很大的關係。在這邊我可以給大家一些網站參考，這裡有

3：1 的投資回饋比例是跟健康促進有關的，也就是投資健康促進教育只要

投入 1 分就可以看到 3 分的成果。譬如說，要教導員工避免菸害還有酗酒等

等，最主要就是改善員工的健康狀況，這樣子對他們的生產力也有很大的促

進。最後，我們看到還有一個因應變遷的一致程序，我們問的問題就是說這

整個過程在最高的層次看起來到底是怎樣，這些在美國的改變願景到底是什

麼？到底有哪些資產可以應用？我們又如何衡量改變？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投影片，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看更仔細一點，這個模

式是追蹤了三百個社區、橫跨了城鄉，我們建立了一個動態的模式，我們可

能會說 ABCD 這是垂直的方式，這個在紙上看起來可能很好，不過我們希

望做的是到底社區是如何建立改變的？ 

我們知道說社區有很好的領導力，我們也知道他們必須要贏在起跑點

上，必須要有廣大社區民眾的參與，有好的改變方向、好的政策，也必須要

好好的執行、長期持續的執行，不過我們必須要了解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並不是一個平面的過程，並不是教科書上可以看到的，這三百個社區必須在

這整個過程當中有三個大的永續動力，而學習是最重要的，還有就是溝通也

是很重要，要不斷的把訊息溝通出去，同時學習領導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

必須了解學習、領導還有溝通是三個主要的動力。 

我接下來想要問一個問題，各位有沒有看過羚羊？非洲羚羊有三十英吋

高，跳起來大概有十英呎高，而且往前一跳、一躍有三十英呎長、三十英呎

遠，在動物園裡這些動物通常用五英呎的灌木叢就可以把他們困起來、包圍

起來，到底他們如何用這些很矮的灌木就把他們困起來？羚羊的跳躍能力不

是很強嗎？動物園到底是怎麼做到的，他們是用什麼方式呢？原因是羚羊如



 203

果沒有辦法看到自己可以登陸的地方，他們是不敢跳躍的。所以，當我們談

到願景時除非多元的社區居民有共同的故事、了解自己前進的方向，否則居

民是不會大步邁進的，除非這個故事可以帶來商機、教育，還有本土化的領

導、藝術、娛樂等等，他們就會像多頭馬車朝不同方向前進。 

俄亥俄這個城市有位市長在競選連任前夕，他說我認為我們的城市快要

崩潰了，我們的城市有點失序，他的幕僚聽到這樣子的話很緊張，他說我一

個禮拜參加 30-40 個會議，我看到同樣的專業人士談的議題都一樣，門牌不

一樣、告示不一樣不過內容都一樣。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們有很多進行的事做

得很好，不過他們並沒有很好的連結，我們認為美國社區所面臨的挑戰就是

他們所做的並不是好的事情而已，最重要的問題是他們到底有沒有辦法共同

分享這些成果？這些是領導所面臨的挑戰，他們到底有沒有辦法帶領整個社

區朝前邁進？我們現在要努力建立的就是指標，這些指標並不只是就疾病來

看而已，這些指標是一般市民也會感興趣的，一般居民也會想要了解的，我

們要了解這些指標到底對一個有三十萬人的地區來說有什麼樣的影響。 

我們了解在好幾年前，有這個地區的人大概有十種不同的願景，市政府

有自己的願景、經濟發展局有一個願景，很多的非政府組織有自己的願景，

而當時也有很多的不同的指標、測量不同的事情，所以這些社區的領導最主

要就是要把這些指標看一看，然後要為未來找出一個共同的願景。譬如說有

32 個願景呢，他們要衡量出一個指標，然後讓自己知道說這是社區要努力

的方向，如果我們找任何一個部門的領導人來訪談，他們了解自己工作的目

標、應該要在哪方面負責任，不過這並不是他們一剛開始的起點，他們創造

了一種契約，不同的社會、不同的企業組織會採取很多不同的指標。他們有

了一個協定，就是這些不同的組織可能會去找一些電力公司或者什麼。他們

會說這裡有一張表上面有 32 個指標，電力公司可能會對一些指標有興趣，

電力公司看看這些指標就找出來，房屋處理所有權是他們感興趣的指標。所

謂的居民所有權是指到底有哪些人是擁有自己的房子，而電力公司採取這項

指標就跟其他的銀行還有其他的單位合作，讓一些低所得的民眾可以取得低

率貸款，這樣子的承諾大大提升了房屋所有比例。不過在剛開始的時候，電

力公司看到這樣子的清單覺得很奇怪，這跟健康城市專案有什麼關係，不過

他們現在了解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了解在這個城市有好幾百個像這樣子的協定，不同的部門、

NGO 還有政府的組織、企業組織都採取了他們自己認同的指標，有特定的

預算、有特定的專業人士，來幫助建立整個健康城市願景，他們綜合這些指

標然後把這些指標當作催化的要素來實現城市共同的願景。所以，如果我們

再度問這樣子的方案到底是什麼，他們可能不會把這個方案叫做健康城市或

者健康社區，沒有一個正式名稱，不過他們實際上所做的就是在建立一個健

康的城市，他們基本上就是要確立所有權。 

這是美國總統 Thomas Jefferson 所講的一句話，他說：「我知道除了群眾

自身之外，社會的基本權利並沒有可靠的受託者，即使我們認為他們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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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不足以謹慎考量健康利益、行使控管行動，補救的方法也不是要拿走他

們的權利而是要（如透過教育）告訴他們謹慎。」 

我想我們最大的挑戰就是要考量我們的健康政策並不只是要提供醫療

照護，他必須要超越醫療照護的提供，我們其中百分之八十、九十的預算是

在於治療，而在於預防方面其實是蠻少的，我想這個就是我們的健康政策的

一個辯論—我們希望強調預防優於治療的觀念。 

接下來跟各位談美國健康方面最大的挑戰，那就是肥胖問題。肥胖是美

國可以預防死亡的第二個原因，不管是否治療或者如何，這個跟我們的生活

型態是有關係的，這跟環境也有關係、跟人造環境也有關，因為我們這個環

境其實是讓人家少運動的，換句話說我們在這個環境裡面，每天都搭車，吃

了什麼東西、在電視上看到的節目，花那麼多時間坐在電視前面，這些都會

使我們肥胖、影響我們的生活，這些都是人為因素造成的肥胖。 

美國現在越來越多的廣告行銷，都是有關於垃圾食物，同時美國有太多

垃圾食物大量的行銷，很多的民眾都非常喜歡這種垃圾食物，而我們的身體

其實並沒有辦法負擔這些垃圾食物，因此在美國有一個共識就是社會上必須

要有一個根本的改變，來改變這個垃圾食物的習慣。在美國新英格蘭醫學雜

誌，上面有一句話是非常具有影響力的，就是說：「在過去兩個世紀美國生

命值雖然成長了二十五年，但是過去兩個世紀所達到的生命期的延長可能會

馬上就結束。」換句話說，在經過了兩世紀之後，我看到了美國的兒童們活

得比他們的家長來得長，以後趨勢可能就會反過來了，反而是這些家長可能

會比這些孩子活得更長，那這個是一個非常悲哀的狀況。 

什麼是積極生活呢？積極生活不僅是說我們必須要運動，這裡的選擇是

在於我們可以如何把運動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譬如說我們去上班、去購

物，如何把運動融入在這些活動裡，我們現在所做的這些投資很多都是如何

去建造一個讓人家可以運動的場所。 

在美國這種現象會發生，這個人是開車帶狗狗在走路，這是一個真的照

片，真的有人這麼做，你覺得這是不是很荒繆？在美國有太多的汽車、電視、

電腦、便利工程，27％美國成人都常常坐在電視前面，64％的成年人都過重，

三個成年人就有一個是肥胖的，目前我們預期美國可能會花費 1170 億美元

來治療肥胖，到了這個世紀結束可能會高達 2500 億美元。2500 億美元可以

做太多事情了，與其把他花費在這個治療，倒不如把它用到防治，我不會花

很多的時間來談肥胖的趨勢，我相信很多人對 BMI 都非常熟悉，1991 年時

這些州都是淺藍色的，就是這些州裡面 10-14％的人的 BMI≧30，但 2003 年

時這些本來是 10-14％的州已經攀升到 20-25％，同時現在我們必須要增加另

外一個顏色，就是有些州他們人口肥胖的比例已經超過 25％。 

這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令人驚訝的一個狀況，我們在慢性的自殺。這個

是美國一些州的種族分布狀況、收入狀況，美國在 1996 年到 2000 年建議成

人要活動的趨勢是如何呢？其實有活動的人是非常少的，從 1986 到 2000 年

缺乏盛行活動的趨勢是一個平穩的線，就是說政府提倡了這麼多但沒有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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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何反應。三位高中生中，有一個就不從事運動，其中有少於 30％的人

參加每日的體育課。在美國很多人都把體育課以成績來評分，我們都說學科

比較重要，體育課不重要，這就是我們目前的結果，同時兒童也看太多電視，

這對一些經濟發展的專家來講，也許是一個令人很訝異的一些數字。 

我二十五年前唸高中時，我看到這個肥胖率已經成長三倍數了，起先我

們致力做的就是讓我們談的運動不僅是空談、不只是體育而已。我們知道很

多人都不會成為職業運動員，但是我們對於體育的推展是以要我們成為一個

頂尖運動選手的方向推展。譬如我有一個 10 歲的小孩，他是一個非常好的

足球員，也是非常好的棒球球員，當他看到這些頂尖的職業球員，他會說太

棒了我要跟他們一樣；但是我女兒運動不太好，她喜歡踢球、喜歡排球，但

是她不可能成為一個頂尖的足球員或者是排球員，但對我的兒子來講，他在

運動發展上有很多空間，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運動員，但我女兒過了

十四歲以後，她就不喜歡運動了，但是我該怎麼跟她講？我會跟她說運動很

重要。 

這是我們報紙上寫的一句話「我沒辦法帶我的女兒去購物，因為每次去

購物的時候，他們就買很多的東西，像這些水果跟蔬菜我都買不起。」另外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食品方面的政策，緬因州的一個政策就是要跟農民制訂一

個協約，就是把他們的蔬菜跟水果送到學校、送到養老中心裏讓這些孩童及

這些年長者能夠有蔬菜及鮮果可以吃，那這是一個政策，重點就是非常積極

的讓人多吃蔬菜水果。 

Kaiser Permanent 是一個私人的健康機構，他有九百萬個會員，我也在這

個機構裡服務，它基本上有一個長期的計畫，這個計畫是長達 7-10 年，而

不是短短的 2、3 年，因為一般來講兩到三年的計畫是沒辦法達成任何健康

方面的目標的，那這個 7-10 年的目標，主要是要注重環境的改善，讓這些

人可以生活在更好的環境裡，同時可以增進人們的健康，透過計畫的執行希

望能夠執行我們的政策。這裡要給各位看的就是我們的成果，.其實這對我

們的健康及我們的民族是有幫助的，換句話說，之前 Jackson 博士也提到了

我們在社區能力方面的投資會促進我們的健康，會讓我們的社區有更完善的

機制。 

在結束之前我想再跟各位提醒，美國健康社區的狀況是這樣，我們知道

問題在哪，你如果把一些審慎思考的人聚集在一起，他們會告訴你問題到底

再哪裡。第二，我們知道一些解決方案到底是什麼，我們面對許多的挑戰，

但我們知道這些解決方法是什麼。第三，我知道我們有足夠的預算，因為我

看到政府是如何花費他們的預算在醫療保健方面的，我們也知道說這個預算

是如何花費在我們的司法系統上面的。 

因此，我們都有解決問題的方法，並不是說我們不知道問題所在、沒有

解決的方法、沒有預算解決，我們的問題是在於說我們是否有以上社區的這

種意志力或者是決心，或者是有沒有政治上的決心去做我們該做的事情，這

並不是說我們「應該」做什麼，而是說我們該如何去做，我們如何讓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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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及領導人來參與，讓他們有決心來帶頭、來支持我們應該建立的一些政

策，讓民眾可以變得更為健康，這其實就是我們美國人所面對的問題，就是

我們如何建立一個政治的決心來達成我們的目標，以上就是美國的一些狀

況，謝謝大家。 

 
現場問答 

問：我是台南市的市民，許市長上任以後推動了許多的活動也投入了許多的

經費來推展健康城市。當然我們看到了許多正面的改革，之前您也提到

會在我們學習伸展及溝通方面都有些進展，那我的問題是在於您認為我

們應該如何讓台南的市民對這些活動更有興趣，這樣子政府才能夠事半

功倍？ 

答：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如何讓人們自願自發地願意去參與這

樣子的活動，讓推展這樣子的城市，不再是政府的工作，而是每個

市民的工作。我們發現縱然在一個社區有非常好的數據，我們都會

從市民認為的健康議題開始，因此我們會跟市民報告目前的狀況，

但是我們還是有菸害、青少年懷孕的問題。那我會問這些市民，你

覺得你的問題是什麼？這些解決方案應該是什麼？同時我們會邀請

市民來參與他們想做的事情。我們會利用目前既有的一些資產，不

僅是這些醫療保健專業人士，我們在獲得一些成果之後，在建立起

信心、建立市民的參與之後，再來看這些數據。 

我們看來也許菸草是一個問題，那這是我們應該改善的地方，

這樣子我們可以逐漸的把市民參與的力量逐漸的轉移到說要去減少

菸害。開始的時候應該先從這個市民切身的問題開始，而不是由這

些專家所設定的議題，要先讓市民去參與解決他們切身的議題，我

想這是一個帶動市民意願的一個方法，讓市民可以逐漸從自己切身

的問題開始去關心週遭的問題。剛剛舉芝加哥市的例子，這些民眾

開始去關心議題，因為這些議題跟他們切身有關，而不是因為這是

政府領導人告訴他們必須要去關注的，謝謝。 

 
問：從您的演講當中發現說大部分的時間都在說明說參與的重要性，也就是

說社區每一個成員參與的重要性，是不是可以請你跟我們說明身為一個

政策的制定者，你認為或者說你可不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告訴我們說

制定政策者的主要角色是什麼？那麼身為領導者應該如何帶領所有社

區居民來改善他們的生活或說改善他們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動，那在這方

面的話，一個政策制定者能夠扮演什麼樣的角色？他應該給予民眾什麼

樣的支援？ 

答：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也認為在未來幾天我們可以花時間來討

論這個議題。在台灣我沒有什麼的經驗，我舉美國的例子來講，就

是在美國常常看到社區民眾所談的議題跟政策制定者所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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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脫節的、中間有很大的落差。舉例來說，我常看到就是政策

的制定者他們在召集對話，他們在互相交流部分非常厲害，他們會

去聽社區民眾要做的事情。 

譬如民眾說他們需要無菸的環境，他們希望在餐廳、在飯店裡

面不准吸菸，讓人們有好的環境，但是民眾他們在獲得政治方面的

支持方面是很弱的，美國在這方面其實是有脫節的，換句話說社區

民眾關心的議題跟這個政策擬定者之間其實是有落差的。 

但當他們在傾聽之後，美國在吸菸方面通過了許多的法案，我

們不可以在任何公共場所、公園、餐廳或者店裡面抽菸，那我們可

以達成這種立法的原因，就是我們透過政策擬定者跟民眾之間進行

了對話，讓這些政策擬定者獲得足夠的支持來制定這樣子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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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能力的改變

過程 結果
短期 中程 長期

健康推廣系統的改變

充滿活力的社區

永續性

設計原則

‧多層面的改變
‧關注於環境與政

策的改變
‧學習與評估的義

務
‧關注於各項差距
‧多部門合作
‧地方基礎的
‧長期夥伴關係
‧社區參與與主導

權
‧資產基礎的

有效率的介入策略

‧介入的品質
(例如引用證
據)

‧混和介入(例
如不同社會生
態學層級與部
門的介入)

‧密集且聚焦的
介入

‧行動的產出
(例如夥伴關
係)

社區能力建立
的策略

‧建立夥伴關係
‧發展領導才能
‧倡議訓練
‧其他策略

(在定義與聚焦於介入策略的過程中發展社
區的能力= KP的 “第三條路＂; 我們要如
何將概念轉化為行動

我們與夥伴做的事

(我們與夥伴如何去做)

(健康的居民可以主動從事行動; 
參加的居民也會因此而健康; 社區
能力也在每次達到目標後重新聚
焦)

KP的健康社區倡議 以評估為目的的行動層級邏輯模型

投入

現存的社區資產
與能力

KP的資產與能力

‧政策
‧組織實踐
‧建立環境
‧食物系統

‧堅強持久的健康夥伴關係
‧在組織間增強信任與連結的

關係
‧有效率的領導力與倡議能力

DRAFT: 7-20-05

‧ 基金
‧ 科學專門知識
‧ 研究
‧其他
‧義工
‧ 技術支援

‧個人與組織
‧行動與服務
‧ 夥伴關係

基礎環境

‧社區健康狀態
‧社區意願

健康
‧ 慢性的情況
‧ 其他健康的衡
量

個人的改變

‧意識
‧知識
‧態度
‧自我成效

活動力

滋養

(人口資料的收
集)

生理上的增進
（例如BMI）與
生理上的衡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