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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白皮書建構理念、原則、架構、機制與期望
壹 、前言
肥胖的健康危害是 21 世紀全球性公共衛生議題的焦點，不但先進國家的肥
胖盛行率居高不下，開發中及未開發國家的盛行率也快速增加中。以全球的角
度來看，臺灣人平均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縮寫為 BMI）及肥胖盛
行率，並不及西方國家高，但卻居亞洲人群中較高者。臺灣目前面臨挑戰為靜
態生活的人口偏高，偏好油炸油炒、精製醣類食品；在 BMI 相同分佈下，平均
體脂肪百分率與其它人群相比亦偏高，因此國人極具代謝疾病易感性，臺灣糖
尿病盛行率和美國不相上下。此外，國人十大死因中，癌症、冠狀動脈疾病、
腦中風、糖尿病、高血壓、腎臟病變等，多和肥胖及肥胖所引發危險因子及慢
性疾病徵兆有關。肥胖所導致之健康危害大，肥胖防治乃國家公共衛生當前要
務。依據臺灣健保資料的數據估計，成人的花費中 6%可歸因於身體體位不當
（不在理想範圍內）
；隨著肥胖盛行率與日增加，人口逐漸老化，此數據有可能
會逐年提高。
維護全民健康，最符合成本效益的疾病防治方法，是導正其源頭，從改善
生活型態著手，減少過重與肥胖的發生。肥胖防治和非傳染病防治的基本原則
不謀而合，因此，從疾病預防的觀點上，肥胖防治與維持健康體位已然是防治
多種慢性疾病的重要契機。世界各先進國家為促進國民健康，長期以來「肥胖
防治」工作始終列為最重要的健康促進項目之一，亦投入相當的人力、物力與
財力，推動各式以強調個人行為改變為主的健康促進活動，然而至今成效有限。
文獻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結果與專家論述，直指現今的肥胖問題已超越個人健
康行為改善的範疇，社會型態與生活環境改變所形成的不利因素，導致促發肥
胖的成因與防治肥胖的困境，這些不利因素包括：久坐的工作與就學型態、步
行交通與運動空間的擠壓、垃圾食物商業行銷的充斥、健康食物市場通路與競
爭力不足等；這些靜態生活型態與所處環境為主的高層次致胖因素，扭轉不易，
更加重了肥胖防治的困境。
以肥胖盛行率居世界之首的美國為例，目前已將「積極推進肥胖防治
(accelerating progress in obesity prevention)」列為肥胖防治的方針，該書強調「任
何肥胖防治策略若各自單獨存在，都無法解決複雜的肥胖防治問題」
，必須以「策
略統合(meta-strategies)」的概念來加速肥胖防治的效果。同樣的，我國政府對
於肥胖防治十分重視，除早期的 1824 健康體位推動計畫，100 年起更積極推動
「健康體重管理計畫」
，包括「健康 100 臺灣動起來」
、
「臺灣 101 躍動躍健康」、
「臺灣 102 邀您愛健康」
、
「2014 健康一世」
、
「2015 與健康為伍」及「好（猴）
年『行』好運 躍動舞健康」等。國民健康署有鑑於肥胖防治的高難度，有效
的肥胖防治政策必須針對關鍵問題，設計全面性且多層次的實證導向策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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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協同全國專家學者，建構「臺灣肥胖防治白皮書」
，作為政
府施政之參考。

貳、建構理念
肥胖防治的最終極目標，在於維護國人健康，減少慢性病的發生，因此肥
胖防治中應首重帶出全民慢性病風險的降低。
耗費國家整體健保花費極多的代謝疾病風險，主要來自 BMI 略微偏高、風
險輕度上升的大比例人口群，因此以公共衛生以及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肥胖
防治不應只是著重在 BMI 分布的右端（即減少肥胖盛行率），而是應著重人群
整體 BMI 的分布向理想體重靠攏。
過去的肥胖管理策略，主要強調教導個人維持熱量攝入與消耗的平衡，以
「少吃多動」的方式使體重降低，在介入其間確實達到體重控制的成效，但是
肥胖防治涉及一種能長期維持健康體位的生活習慣養成功夫，除了必須繼續提
升個人素養與能力外，更需要整體環境的支持與文化的塑造，使肥胖防治成為
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本白皮書期望能從生活文化與社會常態之重建或調
整著手，以實證為基礎，找出「健康體位」的關鍵生活型態因素；著重「動態
人生」，強調吃的「內涵、品質與型態」；帶動每一個人實踐優質飲食、舒活生
活，自然而然的達到熱量平衡，導引整體人群體重與健康的理想化。
本白皮書研議團隊的共識是，要促成全民邁向健康體位之路，不應再只是
衛生單位或機構的業務、或是學者或 NGO 的理想抱負；而是有計畫的、以全
面性的目標與策略，有系統性的持續推動，引導整個臺灣進入「創意動態生活，
飲食文化更新」的新價值觀，使概念深入民心、社會及機構核心價值裡，更於
政府各樣政策中，無所不在。

参、建構原則
本白皮書的建構原則，係以「全面性、全方位」的防治策略，「系統性、
持續性」的推動出發，並以達到「創意動態生活，健康飲食文化」的「完全實
踐」為願景目標；在此前提下，如何規劃與推動，實為成敗的主要關鍵。在考
量政府為國家社會常態的主要影響者的前提下，依據以下原則進行建構：
一、 白皮書係就國家的層面做總體性的政策規劃，因此主要的閱讀對象將包
括：中央與地方之政府相關執行部門、立法部門、資源配合與推廣有關
之民間團體，以及策略有關之所有對象。
二、 肥胖關鍵問題的剖析與策略文獻之回顧，必須從多重因子的角度探討；
不僅著眼在個人，而是考慮到整個社會生態系統，從生命歷程觀點（由
孕產期、嬰幼兒、學齡期、…老年人口群）、群體的特殊性（原住民、
男性、女性…）、場域策略的專屬性與個別性（家庭、學校、社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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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醫療機構…）進行探究，同時考量現況趨勢、醫療經濟、肥胖決定
因子與健康不平等，並著重相互間可能產生的牽引與各種交互作用所造
成的效應。
三、 白皮書在策略的規劃上必須突破以往的瓶頸，以科學實證充分檢視政策
的有效性與可及性，強調「質」的整體改善；不但著重個人層次的健康
知能素養的提升、健康行為的實踐、更重視支持性環境的營造以及社會
文化氛圍的全面重塑，並參酌有關的理論，使肥胖防治策略，有根有基，
面面俱到。即：正確的介入內容，全面性與紮根性的規劃、持續的行銷
與動員。
四、 對於肥胖防治策略的探討上，非關群體政策之個人特殊病態型肥胖醫療
處置問題，則不含括在本白皮書的討論範疇。
五、 白皮書在規劃執行的角度上，涵括由中央到地方，以及產官學研民媒之
結合。中央應處於帶領的位置協助地方貫徹，所有的權責執行單位應在
現有既存的基礎上，有效結合相關資源、團體及各式的社區力量，做永
續性的推廣與經營。
六、 為強化政策的有效性，本白皮書除了建立國家總體肥胖防治目標與策略
導向外，並依族群與場域特色，規劃研訂短、中、長程分期目標與重點
策略；並對系統性的監測機制提出建議，依據各策略目標訂定監測指標，
評價政策執行過程的成效及進行政策影響的評估，並藉以分析問題的演
變，做為持續精進的依據。

肆、白皮書概念架構
依據前述的建構理念與原則，回顧諸多肥胖相關學術文獻、參考各國相關
政策白皮書、報告書，經專家群共同探討後，議定本白皮書概念架構，並簡述
如下：
一、 參採理論：
1. 以社會生態學模式(social ecological model)進行多層面之問題剖析
(multi-factorial approaches)，並考量社會認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與行為改變階段理論(stages of change model)於策略之設計
中。
2. 以曼谷憲章(Bangkok Charter)的健康促進策略與渥太華憲章(Ottawa
Charter) 5 大健康促進行動綱領，做為策略規劃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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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補強理論與概念架構則尚包括：社會行銷理論(social marketing)、
社 區 結 合 理 論 (social engagement) 、 衛 生 教 育 診 斷 評 價 模 式
(PRECEDE-PROCEED model)，以及美國 醫學研究院（ Institute of
Medicine，簡稱 IOM）所發表的系統觀(Integrated/Comprehensive levels
of engagement to mobilize change) 、 英 國 衛 生 部 所 採 用 的 radical
approaches 及部分我國現行之肥胖防治推動策略架構…等。
二、 概念架構規劃圖說：

此概念架構圖強調：有效的肥胖防治政策必須針對關鍵問題，有全面性且
多層次的策略，除了持續過去強調的個人健康知能提升與行為的改善之外，更
應從整體健康生活與環境的營造著手。因此，就執行的層面上應涵蓋小從個人、
家庭、社區，乃至擴大到國家相關政策法令。
三、 策略推動機制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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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略推動的機制上，更涉及不同專業領域、資源團體及政府部會，共同
建構一個能有效摒除致胖因素的健康環境、生活條件與文化氛圍，掌握關鍵賦
能，以持續性的社會行銷理論概念，催化健康行為的改變與重塑以外，需以社
區結合的概念，激勵社區領袖產生使命感，而能透過自發性社區動員的力量。
讓力行健康生活、健康飲食，及維持健康體位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習慣與
全民運動，進而達到健康體位之全民實踐與實現。
此推動機制建議邀請產官學研一同考量肥胖防治之推動主題，並依其難易
程度、嚴重性、影響範圍，訂定優先順序，並建議逐年加強推動的策略。
四、 工作架構：
透過委員會的研商過程，本計畫團隊根據渥太華憲章制定之健康促進基本
原則為核心理念（包括：建立公共政策創造先決條件、營造支持性環境、強化
社區行動、發展個人技能、重新定位衛生服務與邁向健康未來等）
，並參考先進
國家肥胖防治白皮書之規劃架構、參採理論、撰寫邏輯與國內白皮書運作經驗，
共同確立以社會生態學理論模式與多因子分析方式，系統性的剖析國人肥胖問
題，議定肥胖防治白皮書之初始架構（含：9 個章次、27 個節次）
，內容涵蓋：
白皮書建構理念原則、規劃架構、現況剖析、策略回顧與前瞻、生活型態介入
目標與行為改變策略指引、場域防治策略（含：家庭、社區、學校、職場、醫
療照護機構）
、特定族群防治策略（含：兒童與青少年、女性、男性、高齡人口、
5

原住民、中低社經人口群、身心障礙人士）
、健康體位環境營造、政策立法與評
估監測等。

圖 1-1、臺灣肥胖防治白皮書工作架構
五、 研議階段說明：
為積極進行肥胖防治有關的實證轉譯與策略研商，計畫團隊依據白皮書委
員會議決議、章節內容的安排與分工，集合本院相關領域研究者，並邀集近 80
位國內學者、跨部會與相關組織代表，組成研議團隊，就肥胖防治各個議題展
開實證策略文獻的剖析與系列的分組、跨組與專家大會。研議分工的進行方式，
共分成 3 個階段推動：
第 1 階段（圖左）：首先進行國際肥胖防治現況與防治政策回顧、臺灣肥
胖防治現況與防治政策回顧（包括：現況趨勢負擔、醫療費用問題、決定因子、
健康不平等、政策方案等），再針對身體活動、飲食、生活型態之介入方向及
行為改變策略，訂定總體目標與策略指引。
第 2 階段（圖中）：根據第 1 階段之剖析結果與總體目標，就族群屬性（原
住民、女性、男性、兒童、青少年、老人、中低社經人口群、身心障礙人士）
及場域屬性（家庭、社區、學校、職場、醫療照護機構）進行導向式的關鍵問
題剖析與肥胖防治策略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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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階段（圖右）：根據第 1 與第 2 階段的研議結論，就共同的課題與需
要，從環境營造、評估監測機制、政策立法及未來研究發展，進行總結性的剖
析與政策研擬。
期待透過此跨領域專業的集思廣益，以及跨部會於執行面的共同研商與合
作，就不同層面進行階段性目標設定與策略規劃，俾以增進個體健康之飲食、
身體活動與生活型態之知能與技巧，並且藉由改善個人每天接觸到的微觀環境
(micro environment)（例如家庭、學校、社區等）
、巨觀環境(macro environment)，
以及跨環境間的連結(meso environment)，達到全面性永續性的肥胖防治目的。
六、 白皮書之撰寫原則，包括：
1. 各章節之撰寫架構至少須包含：背景有關之前言引述、關鍵問題、策
略文獻回顧、防治目標、防治策略、監測指標、與未來研究方向。
2. 鑒於肥胖防治文獻資料之有限，採用 L.E.A.D.[1.]的模式，白皮書研議
資料以實證資料為優先基礎，但不僅拘泥於學術實證，任何相關的公
開調查資料、報告書與行政資料檔案，均可納入參考。
3. 關鍵問題之定位應以與肥胖問題有關的直接因素為主，並含括重要的
關聯因素及產生的各層面影響與效應。
4. 肥胖防治有關的策略文獻回顧，均參採學述上普遍採用之「SIGN 實
證標準」[2.]，就引述之文獻逐一標列，做為證據檢視與參採之數據。
（附
錄一）
5. 目標設立與策略之規劃必須掌握「白皮書概念架構」與參採理論之精
神，依各層次所涉及之關鍵問題與概念撰述，並依據課題之重要性、
目標之可及性及優先序位做建議。
6. 白皮書各章節之監測指標必須是清楚、可測量，且有明確效果之指標；
初步由第 1 階段與第 2 階段的專家群，就各章節之目標與策略提列於
章節末尾，並由第 3 階段的專家群依據整體提列之指標進行歸納與系
統化監測機制之規劃與建議。
7. 所有白皮書之內容必須經由多重共識過程產生，包括：架構定向之委
員會議、專家會議、分組專家會議、跨組專家會議、相關政府部會與
民間團體意見回饋，初稿之會議審議、定稿之會議審議、研議團隊內
部互審、研議團隊之外與主題有關的專家審查，以及委託機構邀請專
家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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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成果
希望透過長期的全方位策略經營與努力，達到「健康生活的完全實踐」，
進而能有效排除各種與肥胖有關的慢性病風險，確實體現「健康人生」的終極
目標。據此，本白皮書團隊提出以下 5 大總體目標做為各人群、場域設定目標、
策略之定向參考。
一、 成就創意動態生活。
二、 營造新飲食文化氛圍。
三、 BMI 分布範圍縮小，向理想範圍集中。
1. 肥胖盛行率下降。
2. 過重盛行率下降。
3. 正常體重人口增加。
四、 整體人口群體脂肪下降：意指不但人群之 BMI 趨向理想化，體脂肪百分
比亦愈趨理想。
五、 增進社會健康，預防肥胖及慢性病。

陸、備註
國民健康署有鑑於肥胖防治的高難度，有效的肥胖防治政策必須針對關鍵
問題，設計全面性且多層次的實證導向策略，特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協同全國
專家學者，建構「臺灣肥胖防治白皮書」，作為政府施政之參考。此肥胖防治
白皮書計畫期程為 100 年 11 月 3 日至 102 年 3 月 31 日，為將此白皮書作為各
政府機關施政參考及提供相關部門參考，105 年 1 月 29 至 30 日於國民健康署
召開「肥胖防治白皮書」（草案）專家會議。會議決議請白皮書原撰寫委員於
白皮書各章節內容標註文獻實證標準分級以及建議策略等級，並審視新增及修
改內容，部分內容已更新至 105 年初為止，於今（105 年）6 月底彙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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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肥胖防治策略彙整
各種證據指出肥胖會造成許多慢性疾病，並導致心理社會問題，世界衛生
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因而視「肥胖為一種疾病」，並
宣告肥胖為 21 世紀重要的公共衛生及醫療問題。聯合國於 2011 年 9 月召開非
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簡稱 NCD）高峰會議，討論「慢性疾病
防治」
，其將肥胖（含飲食平衡、運動充足）與菸害並列為慢性疾病最重要的根
源，菸害問題在先進國家已獲有效控制；肥胖卻至今仍令各國束手無策，需要
整個國家跨體系的行動。
目前全球有 15 億成年人過重，另有 5 億人肥胖。全球範圍的兒童肥胖率也
在升高。有大約 1.7 億兒童過重及肥胖。依據 2010 年 7 月份美國疾病預防管制
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 CDC）公布的肥胖數據
顯示：各州的肥胖盛行率均大於 20%，且有 12 個州的肥胖盛行率超過 30％。
在目前的趨勢下，2030 年美國的肥胖成人將超過 6 千 5 百萬，英國的肥胖成人
將超過 1 千 1 百萬，在英國的肥胖成人中將會有 600 至 850 萬的糖尿病患，570
至 730 萬的心臟疾病患者，49.2 萬至 66.9 萬的癌症患者[1.]。澳洲的肥胖問題也
相當嚴重，在澳洲地區 2020 年將有 600 萬的肥胖者，2025 年則可能增加到 690
萬人，全澳洲的過重及肥胖的比例將高達 73%，其中包含 1/3 的兒童及 3/4 的
成人[2.]。全球肥胖流行程度，在過去 40 年來一直不斷上升，但持續的預防工作
才剛剛開始[3.]。

壹、國際肥胖防治策略
肥胖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是全球各國均面臨的重要公共衛生議題，所以，許
多國家針對其國情，提出肥胖防治白皮書引導國家肥胖防治方向，多數採用社
會生態學模式為肥胖防治主要策略推動模式，我們回顧多數先進國家[3-11.]等多
國所發表的肥胖防治報告書，並將內容進行比較整理。
各個國家的肥胖防治白皮書雖有其特點，但亦有許多共同之處，包括幾個
主要面向（表 2-1）：
一、 陳述肥胖現況（包含流行病學、肥胖併發症、肥胖對社會經濟的影
響、飲食與運動對於肥胖的影響、未來趨勢）。
二、 指出特定場域（家庭、學校、社區、職場、醫療照護機構）、特定
族群（例如原住民、中低社經群體、身心障礙人士、性別、年齡層
別等）的肥胖的決定因子。
三、 提出介入方法，以期減緩及抑制肥胖盛行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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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立監測系統，定期評估肥胖防治策略的成效，必要時改變肥胖防
治策略以符合實際需要。

貳、先進國家著重之肥胖防治飲食、運動與生活型態策略取
向
各國肥胖防治多著重在飲食（表 2-2）、體能活動與生活型態（表 2-3）之
改變。
一、 飲食改變之重點綜合如下：
1. 制定國家飲食指引或標準。
2. 強調高糖、高油、高鹽、含糖飲料之攝取應減少；飲用水、高纖蔬果、
全穀類、豆莢類食品、魚類、堅果之攝取量應增加。
3. 鼓勵母乳哺育。
4. 重視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確保食物之可近性(accessibility)、可獲
性(availability)以及民眾的負擔能力(affordability)。
5. 保證食品安全性(food safety)。
6. 營養資訊透明化：藉由媒體廣告、教育課程、營養標示提升國人的健
康素養以及公眾意識。
二、 體能活動之重點可分為個人、環境、政策 3 個層次：
1. 個人層次：以教育提升個人身體活動與生活習慣與能力。
2. 環境層次：提供足夠的活動時間與多元的活動型態機會，也建造安全、
低消費（或是免費）的運動設備與社團。
3. 政策方面：以支持性大環境鼓勵各場域、人群以多元性身體活動之管
道提升國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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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各國肥胖及非傳染性疾病相關白皮書及政策建言內容主題匯整
肥胖防治白皮書主題／國家

WHO

澳洲

荷蘭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歐盟

丹麥

[7.]

[2.]

[9.]

[8.]

[12.]

[13.]

[6.]

[10.]

1.流行病學／盛行率

O

O

O

O

O

O

2.健康合併症

O

O

O

O

O

O

3.經濟成本

O

O

O

O

1.營養

O

O

O

O

O

2.身體活動

O

O

O

O

O

3.母乳哺育

O

O

O

O

O

O

原住民

移民

老年人

參考文獻
一、負擔

O
O

O

O

O

二、介入目標
O
O

O

三、特定族群
1.特定族群
2.高風險及目標族群

O

O

O

O

四、設定方向
1.使命、目標
2.主題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中程/

O

O

O

長程

五、場域
1.社區環境

O

O

O

O

O

O

2.工商企業

O

O

O

O

O

O

3.家庭與社區

O

O

O

O

O

O

4.健康照護

O

O

O

O

O

O

5.學校社區

O

O

O

O

O

O

6.公共政策

O

O

O

O

O

O

六、監測與評估

O

O

O

O

O

O

O

七、肥胖防治現況

O

O

O

O

O

八、計畫推廣

O

O

O

O

O

九、行動方案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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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O

表 2-2、各國白皮書摘要－飲食相關策略方向
國家
WHO

英國

歐
盟

美國

策略方向

加
拿
大

[9.]

[10.]

[13.]

澳
洲

參考文獻

[7.]

[14.]

[5.]

[8.]

[4.]

[11.]

[12.]

全國膳食指南／標準

O

O

O

O

O

O

O

O

O

降低高油食品攝
取量

O

O

O

O

O

O

O

O

O

O

降低高糖食品攝
取量

O

O

O

O

O

O

O

O

O

O

降低高鹽食品攝
取量

O

O

O

O

O

O

O

O

O

O

降低飲料攝取量

O

O

O

O

O

O

O

O

O

O

增加飲水量

O

O

O

O

O

O

增加高纖蔬果攝
取量

O

O

O

O

O

增加豆莢類食品
攝取量

O

飲
食
內
容
建
議

O

O

[6.]

丹
麥

荷
蘭

O

O

食
物
保
障

O

O

增加全穀類攝取
量

O

O

增加堅果類攝取
量

O

O

O

O

O

O

O

O

O

O

O

可近性
（accessibility）

O

O

O

O

可獲性
（availability）

O

O

O

O

O

O

購買力
（affordability）

O

O

O

O

O

O

O

食品安全性

O

O

O

增加魚類攝取量

母乳哺育

O

[2.]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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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O

O

O

O

O

國家
WHO

英國

美國

策略方向

歐
盟

荷
蘭

丹
麥

加
拿
大

澳
洲

（food safety）
營
養
資
訊
透
明
化

市場行銷、廣
告、贊助、推廣

O

O

O

O

O

O

O

O

O

O

健康素養

O

O

O

O

O

O

O

O

O

O

教育、交流、
提高公眾意識

O

O

O

O

O

O

O

O

O

營養標示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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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各國白皮書摘要－運動相關策略方向
個
人
層
次

分類

活動時間

項目








增加動態活動時間
增加學校體育活動
時間
增加課後體育活動

國家

增加職場動態活動時間
增加休閒動態活動時間

美國[7,12,14.].
澳洲[2.].

時間
活動類型




WHO[2,3.].

丹麥[10.].



增加適度的運動
動態平衡訓練

增加肌、耐力運動
增加有氧運動

WHO[2, 3.].
美國[7, 12, 14.].
丹麥[10.].

生活型態

體育教育








增加步行、爬樓梯
運動
增加自行車運動
善用運動設施與休




降低螢幕時間（電視、手
機、電腦）
降低靜態活動時間
增加體能活動程度



充足的睡眠





閒空間
善用大眾運輸工具
步行上班日
步行上學隊




增加每日學校體育課程
提高學校體育課品質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
澳洲[2.].
荷蘭[9.].
丹麥[10.].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
澳洲[2.].

健康知識




提升父母身體活動之知能
提升身體活動知能與技巧

WHO[2, 3.].
美國[7,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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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層
次

分類

項目

國家

丹麥[10.].
健康意識





提升個人健康意識、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提升雇主與員工健康意識
提升父母健康意識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
荷蘭[9.].
丹麥[10.].

社會與行
為支持





健康諮詢服務
個人支持/同儕支
持/家人支持
社區聯盟或合作夥
伴關係





職場支持
角色典範
為睡眠障礙患者尋找醫療
支援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
澳洲[2.].
丹麥[10.].

安全性



個人安全性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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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層
次

分類

建立健康
體位支持
性環境

項目






增加步行、
爬樓梯運動
的環境
增加自行車
運動的環境



增加綠美化
環境





增加學校下
課活動時間
在公共場所
限制螢幕時
間

國家






健康社區環境
運動友善環境
大眾運輸工具
增加非機動性
運輸工具

建立天然／健
康環境

WHO[2, 3.].
美國
[7, 12, 14.]

.

英國[5, 13.].
澳洲[2.].
丹麥[10.].

體育教育



建構體育課程（增加每日體育教育；提昇學校體育課程
質量）

WHO[2, 3.].
美國
[7, 12, 14.]

身體活動
計畫









設計



增加低消費
或是免費體



增加職場身
體活動計畫



增加學校體育
時間

育活動
增加具有實
證基礎的身
體活動計畫
增加大眾身
體活動計畫
增加社區活
動
增加園藝活
動



執照之孩童
照顧者提供
孩童身體活
動計畫
家庭身體活
動計畫
托兒所／幼
稚園提供孩
童身體活動
計畫



增加課後體育
活動
增加具有質量
與競爭力的學
校體育課
鼓勵雇主贊助
健身活動








促進身體活動之建築設計、公共空間規劃、城市計畫設
計

.

WHO[2, 3.].
美國
[7, 12, 14.]

.

英國[5, 13.].
澳洲[2.].
丹麥[10.].

WHO[2, 3.].
美國
[7,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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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境
層
次

分類

項目

國家

英國[5, 13.].
丹麥[10.].
設備

安全性





增加活動空間
增加戶外體育娛樂設施
增加學校運動相關設備




增加放學後運動環境
運動設施與空間使用公平
化





增加大眾運輸工具
增加非電機動性交通工具
職場體能活動支持設備




安全路線與空間
步行上學之安全路線



增加社區、職場、公
共自行車道與相關設
施

WHO[2, 3.].
美國
[7, 12, 14.]

.

英國[5, 13.].
澳洲[2.].
丹麥[10.] .



社區安全
交通安全

WHO[2, 3.].
美國
[7, 12, 14.]

.

英國[5, 13.].
丹麥[10.] .
健康意識
與文化







社區健康意識
雇主與員工健康意識

社會凝聚力
社會文化支持

WHO[2, 3.].
美國
[7, 12, 14.]

.

英國[5, 13.].
丹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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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層
次

分類

社會與行
為支持環
境

項目






推廣（傳
播）





社會支持
職場支持
健康促進組織與體育協
會
社會團體

媒體宣導
社會行銷計畫
健康促進行銷

國家







步行上學
同儕步行社團
肌力訓練社團
步行人聯盟
員工健康社團





社區運動社團
職場健康委員會
學校夥伴關係



健康專業人士提供建
議
社區計畫與資源
社區推廣網絡




WHO[2, 3.].
美國
[7, 12, 14.]

.

英國[5, 13.].
澳洲[2.].
丹麥[10.].
WHO[2, 3.].
美國
[7, 12, 14.]

.

英國[5, 13.].
澳洲[2.].
丹麥[10.].
評估與監
測




制定評估標準
建立最適宜的監測平台

WHO[2, 3.].
美國
[7,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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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策
層
次

分類

生活型態

項目






步行上班日政策
每週一日步行活
動政策
增加身體活動的
水平政策
提昇健康生活型

國家



減少螢幕時間政
策（電視、電動、
手機、電腦）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歐盟[6.].
澳洲[2.].丹麥[10.].

態政策
體育教育

提昇日常體育教



育
增加體育課程之
質量

身體活動
計畫




增進以實證為基礎的方案
建立健康城鎮政策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
荷蘭[9.].澳洲[2.].
丹麥[10.].歐盟[6.].

工時課程
規劃




增加學校課間休息時間政策
建立職場彈性工作時間政策

WHO[2, 3.].
美國[7, 12, 14.].

空間規劃




室內健康建築設計政策
城市空間規劃設計政策

WHO[2, 3.].
美國[7, 12, 14.].
歐盟[6.].

環境設計




綠美化政策
健康公共設施政
策

運輸系統




運輸與旅遊政策
非機動性大眾運



輸政策
土地使用政策



身體活動安全相關政策

交通安全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歐盟[6.].
荷蘭[9.].丹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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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體能培訓課程

街道規劃政策
社區規劃政策

公共自行車（自行
車架與自行車道）
推廣相關政策
無車空間規劃

美國[7, 12, 14.].
丹麥[12.].
歐盟[6.].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丹麥[10.].
歐盟[6.].
WHO[2, 3.].
美國[7, 12, 14.].
丹麥[10.].

政
策
層
次

分類

項目

社會與
行為支持





步行上學隊
合作與夥伴關係
公共衛生團體

推廣
(傳播)




推廣政策
促進步行與騎自行

國家




職場支持政策
社區支持政策




車政策

大眾媒體宣傳
社會行銷計畫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
澳洲.歐盟[6.].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丹麥[10.].
澳洲[2.].歐盟[6.].

評估與
監測




監測工具
身體活動指引、建立規範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丹麥[10.].
荷蘭[9.].歐盟[6.].

稅收




大樂透資金
國家稅收優惠

WHO[2, 3.].
美國[7, 12, 14.].
英國[5, 13.].
澳洲.歐盟[6.].

21

参、參考文獻
[1.]

Urgently needed: a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obesity control. Lancet 2011;
378: 741.

[2.]

Moodie AR. Australia: the healthiest country by 2020. Med J Aust 2008;
189: 588-90.

[3.]

Gortmaker SL, Swinburn BA, Levy D et al. Changing the future of obesity:
science, policy, and action. Lancet 2011; 378: 838-47.

[4.]

Institute of Medicine. Accelerating Progress in Obesity Prevention: Solving
the Weight of the N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nationalacademies.org/hmd/%20hmd/~/media/Files/Report%2
0Files/2012/APOP/APOP_rb.pdf

[5.]

NHS. Choosing Health: Making healthy choices easier– Executive
Summary. Available
at:http://www.nhshistory.net/choosing%20health%20summary.pdf

[6.]

EC. WHITE PAPER ON: A Strategy for Europe on Nutritio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related health issues. Available
at:http://ec.europa.eu/health/ph_determinants/life_style/nutrition/document
s/nutrition_wp_en.pdf

[7.]

WHO. Global Strategy on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Available
at:http://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strategy/eb11344/strategy_engli
sh_web.pdf

[8.]

Department of Health, UK. Healthy Lives, Healthy People: Our strategy
for public health in England.30 November 2010.Available
at: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
a/file/216096/dh_127424.pdf

[9.]

Healthy Nutrition, from Start to Finish. Policy Document on Nutrition and
Health.

[10.] 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Denmark. National Action Plan Against Obesity:
Recommendations and Perspectives. Available at:
http://www.sst.dk/~/media/681E3288F0A14C2EAA71ED9C4866D01F.ash
x
22

[11.] White Paper – Action on Obesity. Available at:
http://obesitywhitebook.nhri.org.tw/whitepaper_doc/%E7%BE%8E%E5%
9C%8B/2005%20White%20Paper%20_%20Action%20on%20Obesity.pdf
[12.] Maryland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 Maryland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Plan 2006 – 2016: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o Create
a Healthier Tomorrow. Available
at:http://phpa.dhmh.maryland.gov/ccdpc/Reports/Documents/Maryland%2
0Nutrition%20and%20Physical%20Activity%20Plan%202006-2016.pdf
[13.] PHAC. Obesity In Canada: A Joint Report from the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and the 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Information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phac-aspc.gc.ca/hp-ps/hl-mvs/oic-oac/assets/pdf/oic-oac-eng.pd
f
[14.] WHO. 2008-2013 Action Plan for the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nmh/publications/ncd_action_plan_en.pdf

23

第三章
臺灣肥胖現況與防治政策回顧
第一節 肥胖之現況、負擔與趨勢
肥胖的定義
肥胖指的是身體處於體脂肪比例過高，已達到損及健康的狀態，目前最常
用的體脂肪過高的切點男性為 25%、女性為 35%[1.]。然而由於體脂肪測量不易
精準，缺乏廉價物美標準化的測量儀器。目前世界各國多數仍以體重、身高導
出的 BMI 『體重（公斤）／身高 2（公尺 2）』作為判定肥胖的依歸（表 3-1-1）。

壹 、肥胖的健康負擔
肥胖是許多非傳染性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國人十大死因中，即有 7 項死
因與肥胖有關（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壓、慢性肝
病及肝硬化、慢性腎臟病），此外，肥胖還可導致退化性關節炎、代謝症候群、
血脂異常等。研究指出，肥胖與過重所引發的疾病占醫療支出相當可觀[2.]（在
第三章第二節「肥胖有關之醫療費用問題」設有專章討論），其所造成的失能
及對生產力的影響，更是難以計數。因此，如何促進國人身心健康，有效控制
逐年惡化的肥胖問題，減少社會負擔，是目前極為迫切公共衛生議題。
表 3-1-1、兒童、青少年與成人之過重與肥胖定義

體位標準
過輕
正常
過重
肥胖

輕度
中度
重度

成人

學童與青少年

身體質量指數 BMI

性別-年齡別
百分位
低於 5%
5% 到 84.9%
85% 到 94.9%
95%及以上

(body mass index, kg/m2)
低於 18.5 kg/m2
18.5 到 23.9 kg/m2
24 到 26.9 kg/m2
27 到 29.9 kg/m2
30 到 35 kg/m2
35 kg/m2 及以上

參考資料：Obesity reviews. 2008;9(Suppl 1):2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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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及其趨勢
近年來，臺灣地區的兒童、青少年、成人與老人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都有
顯著增加的趨勢。教育部針對兒童與青少年的學童成長與肥胖監測調查顯示[1.]，
國小男童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從 1991 年的 22.7%，增加到 2003 年的 26.1%；
國小女童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從 1991 年的 18.2%，增加到 2003 年的 21.4%
（表 3-1-2）
；13 至 18 歲國高中男生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從 1991 年的 16.4%，
增加到 2003 年的 25.2%；國高中女生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從 1991 年的 8.9%，
增到 2003 年的 15.2%（表 3-1-2）。
根據國際肥胖任務小組定義(International Obesity Task Force criteria)，臺灣
7 年級至 12 年級學生之過重及肥胖盛行率為 20.5%，且 10 年級至 12 年級學生
之過重及肥胖盛行率為 23.3%。
2 次臺灣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資料(1993-1996  2005-2008)顯示，成人、
中老年人、老人族群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均有增加的趨勢[3.]；19 至 30 歲成人
女性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從 90 年代的 4.7%增加到近年的 11.3%，31 至 44 歲成
人女性由 9.9%增加到 18.2%，45 至 64 歲中老年女性由 19.2%增加到 21.4%；
1993-1996 與 2005-2008 老人的過重盛行率分別為 21.8%與 32.6%；肥胖盛行率
分別為 18.8%與 22.0%。在特殊族群方面，原住民的青少年與成人相較於非原
住民有普遍較高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低收入戶的男性學童與青少年之過重及
肥胖盛行率與全國差異不大，然而，女性學童有較低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但
是，青少年女性卻有較高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相對於全國）（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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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兒童、青少年過重及肥胖盛行率(%)
兒童／
青少年

調查單位
／研究

族群

調查
年份

男性
過
重

女性

肥
胖

過
重

肥
胖

6-12 歲[1.]

教育部

全國

1991

22.7

18.2

6-12 歲

[1.]

教育部

全國

1997

24.0

18.1

6-12 歲[1.]

教育部

全國

2003

26.1

21.4

2007

20.5

9-12 歲

[4.]

6-12 歲[5.]

NAHSIT

6-12 歲

全國

2001-2003

15.5

14.7

14.4

9.1

全國／低收入戶

2009

8.8

13.2

7.7

8.8

13-15 歲[6.]

教育部

全國

2007

16.4

8.9

16-18 歲

教育部

全國

2007

16.4

8.9

13-18 歲[1, 7.]

教育部

全國

1991

16.4

8.9

13-18 歲

[1, 7.]

教育部

全國

1997

19.1

12.2

13-18 歲[1, 7.]

教育部

全國

2003

25.2

15.2

全國／低收入戶

2009

機構／智能障礙者

---

[6.]

13-18 歲
18 歲以下[8.]

10.4

14.8

9.0

11.6

4.8-12.6

 NAHSIT：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
 NHIS：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低收入戶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灣兒童與家庭扶助基金會臺灣貧窮兒少
資料庫：2009 年
 職場資料來源：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全國職場健康促進與菸害防制現況調
查 99-100 年
 智能障礙者：家庭社區中全年齡的智能障礙肥胖盛行率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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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成人之過重及肥胖盛行率(%)
成人

調查單位／
研究

族群

調查年份

男性

女性

過重 肥胖 過重 肥胖
19-30 歲[9.]
19-30 歲[9.]
31-44 歲[9.]
31-44 歲[9.]
45-64 歲[9.]
45-64 歲[9.]

NAHSIT
NAHSIT
NAHSIT
NAHSIT
NAHSIT
NAHSIT

18 歲以上[9.]
19-24 歲
20-64 歲[10.]
20-64 歲[10.]
老人

NHIS
NHIS
調查單位／
研究

全國
全國
全國
全國
全國
全國

1993-1996
2005-2008
1993-1996
2005-2008
1993-1996
2005-2008

機構／智
能障礙者
全國／

---

低收入戶
原住民
非原住民
職場員工
族群

2009
2001
2001
2010
調查年份

14.9
13.3
20.3
25.3
30.6
33.2

4.7
11.3
9.9
18.2
19.2
21.4
20.5-26.3

16.3

14.3

44.2 28.8
27.3 15.4
31.2 17.9
男性

6.8

9.7

24.4 31.1
19.1 10.2
14.0 7.0
女性

過重 肥胖 過重 肥胖
65 歲以上[3.]
[3.]

65 歲以上

NAHSIT
NAHSIT

全國

1993-1996
2005-2008

全國

17.4
33.1

13.6
14.7

26.7
32.0

24.7
29.5

 NAHSIT：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
 NHIS：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低收入戶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灣兒童與家庭扶助基金會臺灣貧窮兒少
資料庫：2009 年
 職場資料來源：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全國職場健康促進與菸害防制現況調
查 99-100 年
 智能障礙者：家庭社區中全年齡的智能障礙肥胖盛行率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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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肥胖有關之醫療費用問題
壹 、肥胖導致世界各國醫療費用逐年上升
肥胖導致世界上約 3%的醫療費用[1.]。在美國，2003 年則約有 4%至 7%的
醫療費用是因為肥胖所導致[2, 3.]；近年來，此比率上升至 5%至 10%[4.]。若肥胖
趨勢沒有改善，到 2030 年，此比率可能再上升 2%至 3%，導致美國必須使用
超過 10%的醫療費用醫治肥胖帶來之疾病[5.]。就全世界資料而言，一個肥胖者
花費的醫療費用約比正常體重者多了 30%[1.]。在美國，相對於一個正常體重者，
肥胖者花費的住院費用多了 46%，花費的門診費用則多了 27%[6.]。有一些研究
顯示，針對肥胖者的減重計畫適合施行於中、老年人的群體，而且必須顯著降
低 BMI 才可能帶來經濟的淨效益[7.](level of evidence 2+)。

貳 、肥胖導致之醫療費用以門診為多
臺灣研究顯示，就每年平均醫療費用而言，過重及肥胖者在高血壓、糖尿
病、高血脂、缺血性心臟病、充血性心臟衰竭、腦血管疾病這些疾病上的醫療
花費，有 10%以上可歸因於過重及肥胖；肥胖者的可歸因比率則達到 15%以上；
這些可歸因於過重及肥胖的醫療費用耗用約 3%的健保總支出[8.]。臺灣研究顯
示，肥胖導致較高醫療費用的情形主要是發生在門診服務上，而不是住院服務
[9.](level of evidence 2+)
。

參 、偏離健康體位導致的醫療花費
我們利用臺灣資料進一步分析，結果顯示，整體社會成年人口的每人每一
年平均醫療總費用為 20,549 元；若整體成年人口都為健康體位 (BMI=18.5-24)，
則每人每一年平均醫療總費用下降為 19,372 元，亦即整體社會成年人口一年的
醫療總支出可下降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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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肥胖之決定因子
肥胖的成因十分複雜且多元，不同性別與年齡層的肥胖致因也有所差異[1-5.]。
因此，肥胖的防治策略上，針對不同的性別、年齡與種族應要有不同的策略與
方法。
幼兒時期的肥胖往往會延續到兒童時期，因此，肥胖防治應於幼兒時期即
要開始。了解嬰幼兒時期的家庭、飲食與體能活動等致胖因素對兒童其體位的
影響是兒童肥胖防治的重點之一。學齡前幼兒過重及肥胖的因素包括，母親妊
娠糖尿病（Gestational Dibetes Mellitus，簡稱 GDM）、母親孕期抽菸、未接受
母乳哺育、嬰兒期快速成長、嬰兒期較短的睡眠時間、體能活動較少、過早食
用固體食物。
學齡期兒童肥胖的相關決定因素可以區分為學校環境與家庭生活之飲食與
體能活動。學齡期兒童主要的生活空間為學校環境與家庭生活。因此，學校環
境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課間與課後體能活動課程與硬體設施提倡與促進學童體
能活動，家庭照顧者對於孩童飲食與生活型態的正確認知與關心，是學童肥胖
與否的重要關鍵問題。
青少年時期是同時面臨升學壓力、體能活動與熱量需求迅速增加，這些因
素都與青少年是否發展成肥胖有相關。青少年肥胖的相關因子包括飲食、體能
活動及睡眠。青少年的飲食與運動行為易受到同儕的影響；因此學校的飲食、
運動環境與課業安排將影響肥胖的發展。
成人肥胖的風險與個人生活型態及職業型態息息相關。在飲食習慣方面，
如不吃早餐、常飲用含糖飲料、高熱量食物與常常外食是成人肥胖的主要成因；
在體能活動方面，低身體活動量之工作者，
（如久坐辦公室者、職業駕駛者等），
可能有較高的肥胖風險。成年女性容易因為懷孕時，體重增加過多，以及產後
無哺育母乳與飲食控制，而導致過重及肥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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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肥胖相關因子 (Level of evidence 表示 SIGN 的實證等級)

分類

危險因子

嬰幼兒

國小學童

成人

●[7.] Level of evidence 1+

●[7.]Level of evidence 1+

攝取高熱量的食物

●[8.]Level of evidence 2+

●[8.]Level of evidence 2+

個人（飲食）

沒有吃早餐的習慣

●[9.]Level of evidence 2+

●[9.]Level of evidence 2+

個人（飲食）

吃檳榔的習慣

●[11.] Level of evidence 2+

個人（飲食）

較常外食

●[12.] Level of evidence 2+

個人（飲食）

較早食用固體食物

●[13.]Level of evidence 2+

個人（體能活動）

較少的體能活動時間

●[14.]Level of evidence 2+

●[15.]Level of evidence 2++

●[2.]Level of evidence 2+

個人（生活型態）

看電視時間過長

●[14.]Level of evidence 2+

●[4.]Level of evidence 1+

●[2.]Level of evidence 2+

個人（生活型態）

沒有足夠的睡眠時間

●[16.]Levels of evidence 1+

●[17.] Level of evidence 1+

●[17.] Level of evidence 1+

個人（飲食）

飲用過多含糖飲料

個人（飲食）

●[6.]Level of evidence 2+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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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evel of evidence 1+

●[10.]Level of evidence 2+

●[3.]Level of evidence 1+

●[17.]Level of evidence 1+

分類

危險因子

嬰幼兒

國小學童

青少年

成人

個人（孕產期）

產後無哺育母乳

●[5.]Level of evidence 2+

個人（孕產期）

孕產期體重增加過多

●[5.]Level of evidence 2+

個人（早期童年）

較高的出生體重

●[18.]Level of evidence 1+

個人（早期童年）

嬰兒期快速成長

●[19.]Level of evidence 2+

個人（早期童年）

沒有接受母乳哺育

●[1.]Level of evidence 1+

家庭

母親孕期抽菸

●[20.]Level of evidence 2+

家庭

職業婦女母親

家庭

雙親肥胖

家庭

高社經地位家庭

●[21.] Level of evidence 2+

家庭

家長較不關心孩童的飲食狀況

●[21.]Level of evidence 2+

●[21.]Level of evidence 2+
●[22.]Level of evidence 2+

●[22.]Level of evidence 2+

33

●[22.]Levels of evidences 2+

分類
學校

危險因子

嬰幼兒

國小學童
●[14.]Level of evidence 2+

學校提供較少體能活動選項與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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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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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健康不平等
壹 、國內外實證研究
許多健康不平等的因素皆可能導致肥胖的發生，國外研究證實包含社會階
級（如收入、教育程度高低等）[1-5.] (level of evidence 2+, C)、性別[4, 6.] (level of evidence 2+, C)、
種族[4, 6, 7.](level of evidence 2+, C)、文化及環境的差異[8, 9.](level of evidence 2+, C)、肢體或智能
上的障礙[10-14.] (level of evidence 2+, C)、基因等健康上的不平等皆會對肥胖造成影響[1, 2,
6-16.]( level of evidence 2+, C)
。
國內已有許多研究發現肥胖盛行率在各種健康不平等因素上有差異性存在，
包括：地理位置、社經狀況（教育程度、與收入）、性別、種族、身心障礙人
士等。重要參考文獻（如表 3-4-1）所示：
表 3-4-1、肥胖盛行率在各種健康不平等因素上之實證結果
類別
社會
經濟
狀態

實證
教
育

實證等級

參考文獻

2+

[12.]

根據 2001 年臺灣社會發展調查資料分析，只在較低開發區域發
現貧窮與肥胖有顯著的相關性，這也說明了貧窮對於肥胖的影
響是有區域上的分別的。

2+

[17.]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根據民國 98 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畫出
臺灣肥胖地圖，兒童以嘉義縣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居冠，其次為
台南縣、新竹縣；成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前 3 名則為台東縣、
高雄市、及屏東縣。

2-

[18.]

臺灣各縣市 97 到 99 年，18 歲以上成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最高
為台東縣，男性以雲林縣最高，女性則為台東縣。

2-

[19.]

根據 2001 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中有將近
10.5%的男性及 14.5%女性屬於肥胖 (BMI≧ 27)，而非原住民
中，男、女性肥胖的比率分別為 4.1%及 3.5%；原住民中有將

2-

[20.]

針對 2001 年 7 月至 12 月至臺北市立馬偕紀念醫院接受成人免
費健康檢查的民眾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愈瞭
解肥胖可能引發諸多疾病的民眾，肥胖的傾向愈低，證實了健
康知識對健康行為的重要性。而教育程度愈高的女性，肥胖的
機率明顯較低。

收
入

地理環境

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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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肥胖盛行率在各種健康不平等因素上之實證結果
類別

實證

實證等級

參考文獻

臺灣原住民兒童與漢民族相比有較低的身高，但卻沒有較輕的
體重。

2-

[15.]

民國 97 到 99 年 18 歲以上成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男性為

2-

[19.]

男性方面，分別有 17%的青年、35.4%的壯年、39%的中年及
34.3%的老年人有過重(24≦BMI<27)的情形，其中以中年所占
的比例最高；女性在青年、壯年、中年及老年的過重盛行率分
別為 9.8%、12.1%、27.6%及 32%，過重的情況隨著年齡增加
而上升。調查結果發現，各年齡層的男性過重比例皆高於女性。

2-

[21.]

國內長期趨勢分析研究發現，機構內的成年智能障礙者的肥胖
盛行率約為 20.5-26.3%，正常或過瘦則各占 3-4 成；智能障礙

2+

[17.]

近 45.1%的男性及 33.3%女性屬於過重(24≦BMI<27)，而非原
住民中，男女性過重的比率則分別為 27.6%及 17.7%。

性別

47.6%，女性為 28.8%。

身心障礙
人士

之兒童及青少年約有 50%過輕及過瘦、30-40%正常、4.8-12.6%
過重及肥胖。

貳 、近期國內大型調查數據
一、 不同性別及年齡層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在不同地理環境下的差異。
以 2009 年國民健康訪問暨藥物濫用調查分析各縣市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並
繪製肥胖地圖（如圖 3-4-1、圖 3-4-2），結果顯示 6-12 歲兒童肥胖盛行率以嘉
義縣及台南縣為最高，18 歲成人則以台東縣最高。進一步利用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簡稱 GC）觀察過重及肥胖盛行率是否有地理上的不平等，發現 6-12
歲兒童之健康不平等現象(GC=0.209) 較成人 (GC=0.057)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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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2009 年臺灣各縣市 6 至 12 歲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之肥胖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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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2009 年臺灣各縣市 18 歲以上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之肥胖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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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住民人口肥胖盛行率與全國之差異。
利用 2001-2002 年臺灣營養健康狀況變遷國小學童調查及 2005-2008 年家
戶調查數據[22.]，分析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學童及 19 歲以上成人肥胖盛行率，結
果發現山地鄉原住民成人男性或女性肥胖盛行率皆顯著高於全國肥胖盛行率；6
至 12 歲山地鄉原住民男童肥胖盛行率則顯著低於非原住民男童；學齡前（2 至
6 歲）山地鄉原住民女童肥胖盛行率雖高於全國，但未達統計上顯著意義。顯
示健康不平等隨年齡改變之動態現象以及肥胖成因的複雜。
三、 情緒障礙兒童肥胖問題。
以 2001-2002 年臺灣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中的情緒障礙量表（教師問卷），
分析有情緒障礙問題之學童是否有較高的肥胖盛行率。結果發現可能有人際關
係問題(Relationship Problems, RP)的男童肥胖盛行率顯著高於沒有問題者；而有
不當行為(Inappropriate Behavior, IB)傾向的女童之肥胖盛行率也顯著高於正常
組。此資料除了指出身心障礙人士可能面臨之健康不平等，也顯示肥胖與其他
障礙與疾病共存現象。
上述所指出的重要健康不平等之因素，如：中低社經族群、特定族群（原
住民、女性、男性、老人、兒童與青少年、身心障礙人士等）、環境等，皆會
於後續肥胖防治策略中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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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內肥胖防治政策回顧
（過去完成、現在進行、未來工作）
壹 、國內肥胖防治政策回顧
一、 訂定過重及肥胖標準：
為遏止全球性的肥胖問題逐步惡化，WHO 於 1997 年提出以 BMI 為主，
並以腰圍為輔，提出一全球性的肥胖定義及肥胖處理原則，訂定成人 BMI 大於
或等於 25 (kg/m2) 及 30 (kg/m2) 時，分別為過重及肥胖。腰圍大於或等於 88
公分及 102 公分，分別定義為男女腹部肥胖。
鑑於亞洲人的 BMI 值升高對健康的相對危險性可能高於白人[1.]，為協助國
人維持健康體重，防治慢性病，前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於 2002
年邀請中華民國營養學會、肥胖醫學會、糖尿病學會、肥胖研究學會等醫學、
營養學及公共衛生學之學者專家，組成肥胖定義小組及處理小組，建立本土化
過重及肥胖定義，以 BMI 大於或等於 24 (kg/m2)，定義國人體重過重，BMI 大
於或等於 27 (kg/m2) 定義國人肥胖。另國際肥胖專案小組針對亞太地區提出的
建議書中，建議亞洲女性腰圍以 80 公分，男性腰圍以 90 公分做為中央型肥胖
的切點，我國肥胖定義小組同樣建議以此數值作為國人中央型肥胖的切點，並
依肥胖程度訂定不同之處理方式，作為各界處理體重過重或肥胖時之指導原則
[2.]
。
我國 2002 年成人肥胖處理流程以 BMI 及腰圍評估是否過重或肥胖，詳細
詢問過去是否曾有體重過重或肥胖的歷史、過去的飲食習慣與運動狀態、用藥
史等。若 2 年內體重沒有異常，給予維持健康體重的衛教，注意日常保健，並
每年追蹤 1 次。而曾經體重過重或肥胖，比較容易復胖者，給予建議維持體重
之方法，以預防復胖，並每 3-6 個月追蹤 1 次。另評估是否肥胖或是體重過重
且有合併症或 2 個以上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若體重過重而沒有合併症或 2 個
以上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則減重的主要方法即為飲食控制、運動指導、生活
習慣修正。若是屬於肥胖，且有合併症或 2 個以上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除飲
食控制、運動指導、生活習慣修正外，還需針對影響的危險因子加以控制或改
善，如戒菸、控制血壓等等。體重控制達到已預期之目標者，仍需持續進行飲
食控制、運動指導、生活習慣修正，並每 3-6 個月測量腰圍及體重，評估腰圍
及 BMI。當以飲食控制、運動及生活習慣修正 3-6 個月，無法達到減重目標，
而其失敗的原因無法改善，且同時有 2 種以上的合併症時，才考慮給予減重藥
物。BMI≧35 並已合併有因肥胖引起之疾病，即所謂病態性肥胖，對健康已經
形成很大的危害時，才考慮使用外科手術，外科手術帶有一定的風險與後遺症，
因此僅能作為最後一線的減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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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政院衛生署於 2002 年公布 2 至 18 歲「兒童及青少年肥胖定義」，以
陳偉德等[3.]利用教育部 1997 年調查國小、國中、高中生 7 至 18 歲兒童青少年
體位體適能之資料，抽選「健康體適能」結果優於最差 1/4（即高於 25 百分位
值）者，及以民國 85-86 年前行政院衛生署委託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進行之
臺灣 0-6 歲兒童之身高、體重、頭圍調查資料，計算不同性別及年齡別之 BMI
百分位值，以 BMI 大於等於 85 百分位定義為過重，大於等於 95 百分位定義為
肥胖。
前行政院衛生署自 2005 年即推動「成人健康體位、挑戰 1824」5 年計畫，
鼓勵民眾以正確的體重控制方法，維持理想的 BMI 介於 18.5-24 (kg/m2) 間，
減少因過重或肥胖引發慢性病，以達到「掌握身體質量指數、健康向前邁」之
目標，並訂定自我測量腰圍的簡易方法，引導國人關注並維持腰圍於理想範圍
內。同時結合各地方政府衛生局、醫療院所、民間團體、及企業單位，積極傳
達「健康體位」及「正確體重控制」觀念。
二、 制定國民營養標準推動健康飲食：
1. 每日飲食指南、飲食指標
國內最早的飲食建議始於 1950-1960 年代，由當時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
委員會」（簡稱農復會）訂定 4 大類食物分類，1970 年代，國民營養政策與業
務改由當時行政院衛生署主辦，邀請專家學者制定飲食指南，將食物分成奶蛋
豆魚肉類、五穀根莖類、油脂類、蔬菜類、水果類等 5 大類 (1977,1981)，並以
梅花為圖案，教導民眾每日應從 5 大類食物中攝取適當份量，以獲取必需營養
素，並利用衛生體系、農業家政推廣及大眾傳播媒體等系統加以推廣。
前行政院衛生署參考各國飲食建議，並依據國人飲食習慣及參考專家學者
建議，修訂每日飲食指南 5 大類食物建議攝取份量。於 1984 年訂定「國民飲食
指標」，內容包括：建議醣類、蛋白質、脂肪占每天所需熱量之百分比，每日
膽固醇與食鹽建議攝取量。同時建議國人應攝取均衡飲食，增加高纖維食物，
降低食鹽與膽固醇食物的攝取等。配合國人生活型態變遷，於 1988 及 1995 年
作修正；增列三餐以五穀為主食，少油、少鹽、少糖的飲食原則，多攝取鈣質
含量高的食物，多喝白開水及飲酒要節制等建議。由於歷年來國民營養調查均
顯示，國人維生素 B2 及鈣質攝取量均未達建議攝取量，且國人對攝取富含維生
素 B2 及鈣質的牛奶接受度已漸增加，經衛生署與專家學者研討後，於 1995 年
將「飲食指南」之 5 大類食物修改為 6 大類食物，即：五穀根莖類、奶類、蛋
豆魚肉類、蔬菜類、水果類及油脂類等。每類食物建議攝取份量亦相對修正。
配合 2005-2008 年第 3 次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出爐，2009 年前
行政院衛生署委託臺灣營養學會蒐集中國、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泰國、
馬來西亞、澳洲、歐盟、美國、加拿大、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World Cancer
Research Foundation，簡稱 WCRF）等 12 個國家或組織的飲食指標建議，草擬
適合我國的新版「國民飲食指標」和「每日飲食指南」草案。同時，參考營養
學理及流行病學根據，，針對每日飲食指南各大類名稱、份量及國民飲食指標
12 項指標召開多次專家會議討論。前行政院衛生署於 2011 年 7 月公布新版「國
民飲食指標」、「每日飲食指南」與「素食飲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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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版「國民飲食指標」包括 12 項原則：
i. 飲食指南作依據，均衡飲食六類足；
ii. 健康體重要確保，熱量攝取應控管；
iii. 維持健康多活動，每日至少 30 分；
iv. 母乳營養價值高，哺餵至少六個月；
v. 全榖根莖當主食，營養升級質更優；
vi. 太鹹不吃少醃漬，低脂少炸少沾醬；
vii. 含糖飲料應避免，多喝開水更健康；
viii. 少葷多素少精緻，新鮮粗食少加工；
ix. 購食點餐不過量，份量適中不浪費；
x. 當季在地好食材，多樣選食保健康；
xi. 來源標示要注意，衛生安全才能吃；
xii. 若要飲酒不過量，懷孕絕對不喝酒。
新版「每日飲食指南」將梅花圖變更為扇形，圖像意涵飲食均衡、勤運動、
多喝水等健康重要概念。修正重點包括，將食物分為全穀根莖類、豆魚肉蛋類、
低脂乳品類、蔬菜類、水果類、油脂與堅果種子類；修正各大類食物的建議量；
提醒堅果種子類的攝取；教導民眾瞭解自己每日活動所需熱量後，換算自己每
日適當的 6 大類食物攝取份數。
(2) 「素食飲食指標」希望提供日益增多的素食人口正確的飲食攝取
建議，使其能達到營養素攝取充足、均衡且食物多樣化目標，計
有 8 項原則：
i. 依據指南擇素食，食物種類多樣化；
ii. 全穀至少三分一，豆類搭配食更佳；
iii. 烹調用油常變化，堅果種子不可少；
iv. 深色蔬菜營養高，菇藻紫菜應俱全；
v. 水果正餐同食用，當季在地份量足；
vi. 口味清淡保健康，飲食減少油鹽糖；

46

vii. 粗食原味少精緻，加工食品慎選食；
viii. 健康運動 30 分，適度日曬 20 分。
2. 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簡稱 DRIs）
為使國人瞭解各年齡層、性別及不同生活活動強度其營養素需求，內政部
曾於 1956 年首次公布「暫訂國人每日營養素需要量」，內政部 1970 年再依照
「全國防疫暨國民營養會議」決議，參考國人體位及最新營養知識，適度修正
「暫訂國人每日營養素需要量」，並於 1972 年付梓。爾後，前行政院衛生署鑑
於國民生活水準與營養知識日益提高等因素，分別於 1979 年及 1986 年加以修
訂，並將名稱修改為「每日營養素建議攝取量」。後又於 1993 年間再修訂，依
據國內營養研究及調查報告、世界糧農組織、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各國標
準及研究報告再作修訂，並於 2003 年更名為「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該次修訂特點包括將預防慢性疾病發生因素亦列入考量。由於數據來源及參考
計算方式不同，分為建議攝取量（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簡稱 RDA）
或足夠攝取量（Adequate Intakes，簡稱 AI），本次增加對於有足夠科學數據支
持營養素訂出上限攝取量（Tolerable Upper Intake Levels，簡稱 UL），故原「每
日營養素建議攝取量」名稱改為「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將年齡分層
重新調整。增列泛酸、生物素、膽鹼、鎂、硒等營養素。熱量建議量比上一版
略降低，因此，與熱量相關的維生素 B1、B2、菸鹼素等亦隨之下降，而鈣、
磷、維生素 C、維生素 B12 及葉酸，則比前次提高。
營養素參考攝取量除提供國人攝食、營養評估及設計菜單時作為參考外，
亦可作為訂定食品營養添加法規之依據。本參考攝取量以符合大多數國人需要
量訂定，個人實際攝取量比參考攝取量低，並不表示一定是營養素缺乏；少數
身體狀況特殊的人，有其不同的營養素需要量，需要臨床檢查幫助判斷。參考
攝取量隨著社會變遷、生活習慣、飲食改變及體位變化等因素而有所改變；因
此，仍需持續進行基礎營養研究，蒐集相關資料及監測國人飲食與營養狀況，
作為修訂依據，以確切符合國人需要。
2010 年前行政院衛生署再邀請各界 40 多位研究相關營養素專家，成立 10
個以上 DRIs 營養素群組，進行相關文獻與實證營養學研析，考量我國國民營
養狀態，以預防營養缺乏症及降低慢性疾病風險為目標，修訂討論第六版「國
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內容。同為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美國、日本、澳
洲等國學者進行交流，舉辦公聽會。最後於 2011 年 7 月公布第七版「國人膳食
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3. 臺灣地區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
為有效改善國人飲食習慣，促進健康，前行政院衛生署自 1992 年度起，委
託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進行「食品成分分析之發展與資料庫之建立」
的 6 年計畫，並於 1998 年出版臺灣地區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總共累積上千種
臺灣地區食品之成分分析資料，並依食品之主原料、用途或加工形式，加以分
成 18 大類，俾能針對國人飲食習慣及膳食特性與健康關連性進行研究，並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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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建立食品營養標示制度之參考，提供國人適切的食品營養訊息，此資料庫
仍持續委託食工所更新精進中。
4. 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規範之建立
為提升學校午餐供餐品質及提供學生均衡飲食，1997 年教育部訂定「學校
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做為學校午餐設計時之重要依據，並於 2005 年依
據 2002 年所修訂「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修正學校午餐營養基準，重
新訂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及建立食譜範例。另於 94 年 2 月 23
日教育部及衛生署以台體(二)字第 0940011247C 號、衛署食字第 0940400364 號
公告「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並於 94 年 10 月 6 日台體(二)字第
0940107043C 號、衛署食字第 0940406833 號公告修正，規範國中以下學校校園
飲品及點心販售應遵循事項，以確保校園內提供健康的食品。教育部並於 104
年研定「幼兒園餐點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及食譜範例」，作為設計符合幼兒年
齡及發展需求之餐點的重要依據。
三、 推動活動體能
前教育部體育司於 1998-2003 年辦理「提升學生體適能中程計畫（333 計
畫）」鼓勵學生每週至少運動 3 次，每次至少 30 分鐘，每次運動心跳率達每分
鐘 130 次。2004-2007 年辦理「推動中小學生健康體位五年計畫」，2007 年辦
理「快活計畫」，另 2002 年起前行政院衛生署與教育部共同推動健康促進學校
計畫，將健康體位（含飲食及健康體能）列為必要推動議題，使兒童及青少年
在校園有機會瞭解健康體能重要性，經由培育學生運動知能，激發學生運動動
機與興趣，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奠定終身參與身體活動的能力與態度。2010 年
體委會（現為教育部體育署）提出「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與打造運動島計畫」，
以「樂在運動，活得健康」做為推展全民運動之理念，積極推展全民運動，增
強國民參與運動意識，達到人人愛運動、處處能運動、時時可運動之「運動島」
目標。
為瞭解各縣市民眾平時的運動習慣，以及對各縣市運動環境的滿意度，體
委會自 2003 年起委託單位辦理「運動城市調查專案」，調查結果作為體委會與
各地方政府在編列體育運動預算，以及推動「運動人口倍增計畫」宣導改進策
略，並逐年比較推動成果。
前行政院衛生署 2006 年訂定每年 11 月 11 日為「全民健走日」，以「兩人
雙腳，結伴而行」為口號，鼓勵國人培養健走習慣及落實生活化運動，2010 年
參考美國 CDC 和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簡稱
ACSM）之指南，建議成人每週 5 次，每次累積 30 分鐘以上，每週 150 分鐘的
中等費力身體活動量，並出版臺灣健康體能指引。
四、 社區健康營造
1999 年前行政院衛生署推動社區健康營造，補助 51 個社區健康營造單位，
推動議題包括「要活就要動」及「健康飲食」，爾後「要活就要動」及「健康
飲食」2 項議題，成為社區健康營造推動的重要議題。2011 年起，配合衛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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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國民健康署推動體重管理計畫，社區健康營造計畫將肥胖防治列為必選議
題之一。
五、 健康監測
國人營養狀況為影響健康的重要因素，是國民重要的健康指標之一，建立
制度化、長期的國民營養健康監測調查機制，為瞭解國民營養狀況之重要作為。
我國自 1980 年開始執行國民營養調查計畫，1993 年起始展開系統性的「國民
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調查對象在 1993-1996 年為 4 歲以上國人、1999-2000
年則為 65 歲以上老人、2001-2002 年為國小學童、2005-2008 年為 0 至 6 歲兒
童及 19 歲以上成人、2010-2011 年為國中生及高中（職）生、2012 年為國小學
童。自 2013 年起，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採全年齡層、涵蓋全國各縣市（不
含金門縣、連江縣）的方式進行，以分層多段集束取樣法進行調查抽樣，2013
年起的抽樣樣本數預計為 2600 至 2800 人。計畫之執行目標在於建立一具規模、
系統性的營養健康監測系統，以長期提供國家公共衛生政策之參考依據。
六、 相關法規
1. 「國民體育法」：民國 18 年 4 月 16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民國 101
年 12 月 25 日行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公告第 4 條第 1 項
所列屬「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改
由「教育部」管轄。
2. 「學校衛生法」：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25070 號令制定公布「學校衛生法」
，為防治學生肥胖及營養不
良問題，該法第 11 條：學校對罹患視力不良、齲齒、寄生蟲病、肝
炎、脊椎彎曲、運動傷害、肥胖及營養不良等學生常見體格缺點或疾
病，應加強預防及矯治工作。
3. 為提升母乳哺育率，並防治兒童肥胖，民國 99 年 11 月 24 日總統公
布施行「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
。民國 100 年 5 月 11 日發布施行「公
共場所哺集乳室設置及管理標準」
。民國 100 年 8 月 23 日公告依法應
設置哺集乳室之場所，其總樓地板面積之認定解釋令，提供地方政府
據以執行該條例之參考。民國 100 年 9 月 28 日發布「公共場所申請
核准得不設置哺（集）乳室之認定及作業要點」。惠同各地方政府衛
生局統計轄內應設置哺（集）乳室之公共場所數，並配合輔導及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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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肥胖防治政策現況
聯合國於 2011 年 9 月召開 NCD 高峰會議，指出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死亡占全球死因的 63.5%，影響各國經濟發
展，並指出不當的飲酒行為、菸品使用、不健康飲食及不運動為最主要之危險
因子，有必要透過跨部門、跨領域合作，採取具實證及成本效益之策略，降低
這些危險因子帶來的衝擊。不健康飲食及缺乏運動為肥胖的主要成因，2011 年
國人十大死因中，有 7 項與肥胖有關。依 2005-2008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
遷調查」我國成年男性體重過重及肥胖比率達 51%，女性亦達 36%；另，依據
教育部國教署資料 2014 年國小學童體重過重及肥胖比率為 29%，其中男童為
32.8%、女童為 24.9%。國人過重及肥胖比率在持續上升中，亟須加強防治。
為防治肥胖，於 2002 年臺北巿馬英九市長訂該年為「健康城市元年」，時
任臺北巿衛生局邱淑媞局長即推動「健康減重 100 噸活力長壽台北城」健康體
重管理計畫，號召 14.5 萬人，共同減重 181 公噸。2011 年將肥胖防治推動至國
家層級配合建國百年，國民健康署邱淑媞署長，獲馬英九總統在治國週記及各
公開場合支持，由時任行政院吳敦義院長及前衛生署邱文達署長主持啟動記者
會，結合各部會、22 地方政府及各團體的力量，透過職場、醫院、學校及社區，
全面推動「健康 100 臺灣動起來」健康體重管理計畫，號召 60 萬人，落實「聰
明吃、快樂動、天天量體重」的健康生活，共同減重 600 公噸，提倡動態生活，
提高民眾對熱量與營養之知能，預防慢性疾病。2014 年健康減重達 114 萬公斤，
平均每位參加者減重 1.6 公斤，參加者中過重及肥胖比率從 61.3%下降至 53.8%。
此活動營造健康友善的支持性環境，帶動健康生活的社會風潮受國際矚目，獲
國內、外媒體（例如 BBC 電視、網路新聞及新加坡亞洲電視台）大幅報導。重
要策略如下：
一、 制定健康的公共政策：營造健康城市及健康促進醫院、職場、學校及社
區；修訂「每日飲食指南」，並於 2011 年 7 月 6 日公布實施；落實「公
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
，提昇母乳哺育，以防治兒童肥胖；修正「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
，將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食品廣告及促銷納入規範；監
測國人體位趨勢、碘營養狀況；研擬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導示範計畫；
研議肥胖防治臨床指引；推動「國民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立法，參
考美、日、韓等外國立法例，並將原「國民營養法」草案納入「健康飲
食教育」
；函請教育部督促各級學校教職員勿以含糖飲料獎勵或慰勞學生；
函文建請行政院函知「各機關召開會議及辦理活動，不供應含糖飲料」。
二、 建構健康的支持性環境：檢視並改善致胖環境 (obesogenic environment)，
建構資訊支持性環境，並建置健康飲食系統、及多元運動環境。
1. 建構健康資訊環境：建置肥胖防治網站及「0800-367-100」免費市話
諮詢服務專線，提供健康體重管理資訊，2015 年網站瀏覽量達 43 萬
4,022 人次，電話諮詢服務 2,06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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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視及改善縣巿致胖環境：自 88 年起每年辦理社區健康營造計畫，
104 年共有 19 地方政府衛生局、145 個社區健康營造單位（民間團體、
醫療院所、衛生所、其他地方政府機關及學校）參與，關於健康飲食
相關宣導教育活動；並辦理衛生所醫護人員線上學習課程，持續強化
健康飲食教育。建立「臺灣肥胖防治之社區環境評估工具操作手冊」，
輔導 22 地方政府衛生局及衛生所，結合社區領袖及志工，共同於 368
鄉鎮進行轄區內致胖環境檢視，並透過社區力量共同改善致胖環境，
包括限制含糖飲品的消費，如鄉鎮市區立案的兒童照護機構，禁止提
供含糖飲料給孩童。
3. 建構健康飲食供應系統：帶動健康產業化、產業健康化。讓民眾可以
聽得到、看得到、買得到、吃得到健康的食物，鼓勵餐廳提供有清楚、
易懂的食物熱量標示的菜單，確實落實學校營養午餐符合每日飲食指
南及營養的標準，高中職（含）以下各級學校推動每週至少一餐蔬食
日，職場、醫院提供健康餐飲，並標示熱量，訂定健康採購政策。
4. 建構多元動態生活環境：建置一個人人愛運動、處處能運動、時時可
運動的環境，建構安全舒適的人行道、自行車車道、健走步道及登山
步道，並標示運動所消耗熱量，發展及推廣適合不同性別、年齡層、
族群的多元化運動。鼓勵職場規劃上、下午之運動時間，並成立運動
社團。至 103 年底，共建置 2,168 條社區健走步道，自行車道 451 條。
建置運動地圖，鼓勵民眾運用在地環境，從事身體活動。自 101 年至
103 年底地方政府衛生局共成立 1,292 支健走隊，共 629,435 人次參與。
另補助 13 家民間團體辦理推廣健康體能相關活動，鼓勵全民運動、
建立規律運動習慣。發展及推廣適合不同性別、年齡層、族群的多元
化運動，建構多元動態生活環境。
三、 調整醫療服務的方向：輔導醫療院所由傳統的診斷治療轉化為健康促進
與預防醫學，設立提示系統，主動對病患及民眾提供健康促進、預防保
健及健康體重管理等服務，讓就診病患、家屬及醫院員工都能有額外的
健康獲益(health gain)，並於癌症篩檢報告中加入健康促進衛教訊息，推
動母嬰親善醫院，鼓勵哺育母乳，提供相關健康體重資訊。餐廳提供少
油、少鹽、高纖、低卡的健康飲食；開設多元減重班、運動課程及健康
飲食課程，另配合寒、暑期辦理親子減重活動。
四、 強化社區行動力：透過有組織的行動力，整合跨部門資源，成立支持團
隊，於社區、學校、職場、醫院場域全面展開健康體重管理活動，帶動
健康減重風潮，辦理啟動、期中、期末記者會。全國各地方政府首長親
自主持啟動記者會，宣誓打擊肥胖。全國動員參與熱烈，獲遠見雜誌報
導減重活動為 72 萬人的奇蹟。每年辦理成果發表會，表揚健康減重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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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績優場域單位，及展現各縣市社區健康生活型態營造綜合成果和創
意。
五、 發展民眾落實健康生活的技能：製作「健康生活動起來」手冊、摺頁、
「聰
明吃、快樂動、天天量體重」橫布條等宣導教材，以及衛生局、醫院、
職場、學校等健康體重管理教戰手冊。設計推廣上班族健康操，建置肥
胖防治網站、免費市話諮詢服務專線 0800-367-100（0800-瘦落去-要動
動）
、網路電話撥入（網址 http://210.59.250.202/HPA_WebCall/）
、或搜尋
LINE ID:@call0800367100 等 3 個免費諮詢管道，發布新聞稿及辦理記者
會，透過多元管道宣導增進民眾熱量與營養、運動及健康體重管理之知
能及素養。辦理肥胖防治國際研討會、衛生局所及各場域教育訓練工作
坊，提升推動執行者健康體重管理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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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國民健康署肥胖防治政策規劃
一、 持續強化多元管道媒體宣導及教育活動，增進民眾有關健康飲食、規律
運動及健康體重管理等健康素養，並鼓勵各機關（構）及民眾落實健康
採購。
二、 結合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及產官學民媒力量，加強檢視並改善致胖環境，
建構健康飲食、多元與生活化運動及維持健康體重的友善支持性環境。
三、 帶動消費者健康採購力量，促使健康產業化、產業健康化。輔導業者提
供明確、易懂的食物熱量及營養標示，並生產健康食品。於樓梯、步道、
踏車道、車站等有助於生活化運動之場所及運動產品及裝備，提供運動
對健康影響、運動熱量消耗等之標示及標語，並輔導業者研發利於生活
化運動的產品。
四、 輔導各場域訂定有關健康飲食及規律運動的政策，擬定健康促進計畫，
提供熱量及營養標示的健康飲食，限制不健康食物的販售；增加運動時
段、設施、社團，限制電梯使用樓層，改善周遭人行道及街道的設計、
景觀及交通安全，訂定輔導獎勵政策及力行健康採購等多元介入措施，
以促進健康飲食及身體活動。
五、 限制不健康食物的廣告及促銷，並限制於學校周遭及兒童、青少年聚集
之場所進行不健康食物的廣告及促銷。同時進行國人營養標準之廣告及
行銷，包括在食品包裝的營養宣導。
六、 制定減鹽、減糖、限制飽和脂肪及停用反式脂肪等政策，推動「國民營
養法及健康飲食促進法」之法制作業，以落實不健康食物廣告及促銷規
範。另蒐集國外經驗與各界意見，納入考量評估，訂定不健康食物健康
捐之適宜性，以維護國人健康及消費權益。
七、 制定肥胖防治臨床指引，提供以證據為基礎之肥胖預防、飲食及生活方
式介入治療、藥物手術與預防復胖之相關建議，作為臨床一般醫護相關
工作者包括家庭醫師、一般科醫師、護理師、營養師及衛教人員等對於
肥胖預防與治療之諮詢及建議，以有效防止肥胖持續上升及防止或延緩
相關疾病的發生。
八、 持續進行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健康危害行為監測調查、國民健
康訪問調查等監測及調查。建立長期、穩定之國民健康及飲食型態監測
系統，即時反映國人營養及健康狀況的資料，作為國家肥胖防治政策的
擬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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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活型態介入目標與行為改變策略指引
肥胖乃是長期熱量攝取量超過消耗量，以致於熱量不平衡狀況累積的結果。
造成熱量不平衡的因素包括遺傳、個人的飲食行為不當、體能活動不足與所處
環境的不友善等。本章主要重點在提出維持理想體重以及體脂肪的有效身體活
動與飲食介入方向。
肥胖防治之挑戰在於要能長期執行「維持健康體位行為」，其前提在於有
正確的生活型態目標，並有行為的改變及支持策略，始能成就健康行為之實踐。
本章旨在陳述委員會針對飲食與身體活動的行為介入目標及行為改變策略
方向所達成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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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身體活動介入重點
壹 、前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交通運輸的發達，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坐式生活」
逐漸成為現代人主要的生活型態，也是造成國人罹患肥胖及代謝性疾病的一大
主因。身體活動在進行動態生活，以及有計畫性的身體活動（即為運動）時發
生。讓身體保持高度活動頻率，除了可增加熱量消耗之外，也能增加肌肉質量，
並有助於提升基礎代謝率進而消耗身體多餘的熱量，有利於控制體脂肪比例，
是維持理想體重、避免減重後復胖的重要關鍵[1-4.]。

貳 、關鍵問題
一、 活動不足之人口數偏高。
國人普遍運動量不足；民國 98 年度國民運動行為調查結果顯示，近 4 成 7
的 18 歲以上國人，過去 2 週內沒有做運動[5.]；2012 年運動城市調查報告分析
中也指出，13 歲以上的國人，其規律運動人口比率（即養成每週至少運動 3 次
以上、每次至少 30 分鐘、運動強度達到會流汗而且會喘之標準等），雖已從
2005 年的 15.5%，上升至 2012 年的 30.4%，但無規律運動習慣之比率仍高達
69.6%，高於英國 63.3%、馬來西亞 61.4%、日本 60.2%、美國 43.2%、法國 32.5%，
顯示我國不運動的比率高，規律運動人口有很大進步空間[6.]。
二、 工作活動量下降，靜態工作及生活時數增加。
目前我國勞動力已漸轉變為工作體能需求較輕的職業別，且白領階級較農
林漁牧業及藍領工作者的平均工時更長，亦指國人平日工作之身體活動量趨減
[7.]
。根據調查指出，女性、30 至 44 歲以及上班族等特質的民眾，規律運動比
例相對偏低；而沒時間、工作太累及懶得運動等，則是國人不運動的主要原因，
顯示大部分國人在現今的工作型態體能需求下，坐式生活成為主要的生活型態
[6.]
。若長期從事靜態工作，工作之餘又沒有足夠的身體活動，久坐不動的問題
將日益嚴重。
我國兒童及青少年的體重過重情形日趨嚴重，可能是由於國內升學壓力大，
再加上電腦與電視的使用時間升高，使得兒童及青少年均有長時間的靜態生活，
使得肥胖機率大增[3.]。
三、 國人靜態生活比例偏高，是體脂肪比例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據 1 份針對國內 300 名上班族的統計指出，國內有 4 成上班族體脂率超
過標準，且有 2 成上班族體脂肪接近超標邊緣。此外，女性上班族體脂肪率超
標比例為 4 成 3，但體重超標（過重及肥胖）的比率僅超過 2 成，顯示上班族
女性多為外瘦內油的「泡芙族」。且長期加班者，超過 4 成的人有所謂過勞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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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可見超時工作使得國人太累、沒時間或是懶得運動，由此也呼應體委
會於 2012 年調查國人運動狀況之結果[8.]；國人之靜態生活與不愛運動比例遠高
於許多國家，是國人體脂肪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參 、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長時間的靜態生活，使得肥胖機率大增，增加活動量有助維持體重，降
低復胖率。(B)
文獻指出，不活動的時間愈長，肥胖的可能性愈高[9, 10.]，對於兒童[11-13.]、
成人[14, 15.]及老人均有類似的現象[16.]。肥胖者於日常生活時從事較多活動，還
可藉由熱效應每天多消耗 350 大卡熱量（Non-Exercise Activity Thermogenesis，
簡稱 NEAT）[17, 18.]。此外，增加日常生活活動量，對於減重者在減重後之維持
體重有益處，復胖機率較低[19.]。
表 4-1-1、靜態生活的增加對肥胖之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年齡為 18 歲以上且 BMI≧30 者，不活動的時間愈長，肥胖的可能性
愈高。

2++

[9.]

不論性別其肥胖及過重比例因為不活動的比率升高而顯著增加。

2++

[10.]

對於兒童而言，不活動的時間愈長，肥胖的可能性愈高。

3

[13.]

對於青少年而言，不活動的時間愈長，肥胖的可能性愈高。

2-

[12.]

減少坐式生活之孩童其減重成果相較於增加運動組佳，且體脂肪量也
較低。而不論減少坐式生活組或是增加運動組，皆可增加身體適能。
研究亦發現，孩童在介入減少坐式生活後，較喜愛高強度之活動，且
每日平均攝取之熱量也較低，故避免坐式生活有助於減重。

2-

[11.]

不論 BMI 範圍，身體活動量低者與較高者相比，活動量低者其腰圍大
小是增加的；而身體活動量低與腹部肥胖皆會增加未來罹患冠狀心臟
疾病的風險。

2++

[14.]

居住在鄉村比都市肥胖患者比例來的高，且鄉村居民之活動比例同樣

2-

[15.]

不活動的時間愈長，肥胖的可能性愈高。

3

[16.]

肥胖者於日常生活時從事較多活動，如以站立代替坐姿、以爬樓梯代
替坐電梯等，每天可額外消耗 350 大卡。

2-

[17.]

也較低。日常身體活動時間較短者，其肥胖比例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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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靜態生活的增加對肥胖之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體重屬於肥胖者其 1 天坐著超過 4 小時；居住在都市體重屬於肥胖者
其步行頻率低於居住在都市的非肥胖者，且其多以靜態型式生活及
NEAT 較低。

2+

[18.]

在介入 16 週有氧運動與增加日常生活活動量及追蹤 1 年後發現，增加
日常生活活動量組其復胖機率較低。故研究建議，對於女性肥胖者其
較佳的減重方式為飲食控制與增加日常生活活動量。

2+

[19.]

二、 減少休閒螢幕時間(Screen time)可降低肥胖風險。(B)
研究指出，看電視或電腦螢幕的時間越多，罹患肥胖的機率也越高，並建
議每日觀看螢幕的時間宜低於 2 小時[20, 21.]。
表 4-1-2、減少休閒螢幕時間對肥胖之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45 歲以上坐式生活者（如看電視或看電腦等螢幕時間較多）
，其罹
患肥胖的機率會增加。

2++

[20.]

9 至 16 歲過重及肥胖的學童，相較於不活動的因子，其看螢幕時
間較多者罹患肥胖的機率比較高。

2++

[21.]

三、 每週運動時間至少累積達 300 分鐘以上，以控制體重與降低體脂肪。(A)
保持高度身體活動與增加累積運動時間有助於降低 BMI、體脂肪與腰臀圍
比
。而美國心臟病學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簡稱 AHA）以及 ACSM
對於運動時間皆建議，一般人應達每週 150 分鐘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或 75 分鐘
費力身體活動[25, 26.]。在從事減重運動時，AHA 建議須漸進增加到每週 300 分
鐘（即每天運動 60 分鐘，每週挑 5 天運動）
，其中包含 90 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
以及 210 分鐘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運動持續時間則可採累加方式，每次至少
需進行 10 分鐘以上。這樣的運動型態除了可增加減重者對運動的遵從性，更有
助減掉體重及提升心肺能力[27, 28.]。
[22-24.]

表 4-1-3、運動時間對肥胖之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30 至 59 歲肥胖男性增加日常活動（增加 1000 步）持續 1 年，
可顯著降低體重、體脂肪率及腰臀圍比。

2-

[23.]

中年肥胖婦女合併飲食控制與增加低衝擊性有氧舞蹈持續 3
個月，可顯著降低體重及體脂肪率，且效果與慢跑及腳踏車

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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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無差異。
每週累積運動時間超過 200 分鐘者，與每週累積運動時間 150
至 200 分鐘者和少於 150 分鐘者相比，平均體重顯著減輕許
多。對過重之成年女性而言，運動量與長期體重降低之數值
成正比。

2+

[22.]

運動持續時間一般人應達到每週 150 分鐘中等費力身體活
動，或 75 分鐘費力身體活動。每週需累積運動時間達 300
分鐘以上，其中包含 90 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以及 210 分
鐘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

4

[25, 26.]

運動強度為中等（65 至 75%最大心跳率），每天分 3 次，隔

2-

[27.]

對於減重者，相較於每日 1 次運動時間持續約 40 分鐘者，
每次運動持續時間為累加者（1 次持續時間約 10 分鐘，每日
累積約 40 分鐘）更可提高減重者對於運動的遵從性，且更
有助減掉體重以及提升心肺能力。故研究建議減重者其從事
運動時可採累加方式。

1-

[28.]

過重及肥胖者也可藉由中等費力身體活動幫助減少體脂
肪，但每週需至少 3 至 5 次，每次需達 30 至 60 分鐘。

4

[3.]

4 小時進行 10 分鐘的運動，比相同運動強度但 1 次運動持續
時間達 30 分鐘，亦可達到促進心肺能力的效果。

四、 加強正確的運動項目，有助於加快減重速率。(A)
中等費力（相較於其他等級）的有氧運動有助於降低體脂肪、減少腹部內
臟脂肪量，且能同時保留或增加非脂肪組織(fat-free mass)[29-32.]。
從事阻力運動者減去之體重較有限，也無法避免休息代謝率的降低。但不
論性別，飲食控制加上運動訓練，尤其是肌力訓練，會顯著降低非脂肪組織的
流失，且減去的脂肪及非脂肪比例相當[29, 30, 33, 34.]。研究指出，相較於「僅使用
飲食控制方式」，「飲食控制加上有氧運動及阻力訓練」之減重者最能避免瘦體
組織在減重過程中自然流失[35.]。但亦有文獻指出，減重期間的阻力性活動可能
仍然無法完全阻止瘦體質量的減少和休息代謝率的降低。這方面相關的研究仍
不足以下定結論，仍需要進一步研究[31.]。
表 4-1-4、運動種類對肥胖之影響之實證結果
當運動強度為最大攝氧量的 40%時，脂肪氧化速度增加
40%。而運動強度為最大攝氧量 70%時，脂肪氧化速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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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等級
2+

參考資料
[32.]

無進一步改變。
有氧運動能有效降低體脂肪，且能同時保留或增加瘦體組
織。

1+

[29.]

從事有氧運動但無飲食控制者可適當降低體重，而從事阻
力運動者減去之體重有限，但可降低非脂肪量的流失。而
運動在減重時所扮演的角色為保留節食時所流失的非脂
肪量，其可能原因為運動會增加肝醣與水分的保留量。

1-

[30.]

僅靠節食減重者其男性流失的非脂肪量比率為減去體重
數的約 28%，女性則為 24%；而飲食控制加上運動訓練者
其非脂肪量流失比例男性約為 13%，女性則約為 11%。故

1+

[33.]

肌力訓練可降低減重時非脂肪組織流失的量，但並不會避
免休息代謝率的降低。

2+

[34.]

相較於「僅使用飲食控制方式」
，
「飲食控制加上有氧運動
及阻力訓練」之減重者最能避免瘦體組織在減重過程中自
然流失。

2++

[35.]

運動後可以明顯減少腹部內臟脂肪量；但減重期間阻力性

1+

[31.]

不論性別，飲食控制加上運動訓練則皆會顯著降低非脂肪
量的流失，且減重時減去的身體組成比例為相同的。

的活動可能仍然無法完全阻止瘦體質量的減少和休息代
謝率的降低。

肆 、原則、目標與策略
一、 健康體能活動原則：
1. 運動時間和運動頻率，每次 30 至 60 分鐘，每週至少 5 次，其中至少
1 至 2 次為費力身體活動。
2. 實行正確體重控制運動，每週累積運動時間之各年齡建議處方（附件
4-1）。
3. 運動種類多樣化，含有氧適能活動、肌肉適能活動、柔軟度活動及協
調性訓練等。
4. 降低每日休閒螢幕時間不超過 2（或 1）小時、減少假日螢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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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盡量以步行或其他方式進行身體移動。
（例如：以走樓梯代替搭電梯，
以騎腳踏車代替開車。）
6. 適當充足之睡眠與作息。
二、 政策目標與策略方向：
目標一、增進健康體能活動生活型態—減少坐式生活型態。
 策略：
1. 推動步行／單車生活日：
(1) 職場：上班步行／單車日。
(2) 學校：上學步行／單車日。
(3) 家庭／社區：休閒健行日／單車旅遊日。
2. 增加身體活動之政策、制度設計與評鑑：
(1) 職場：休息時運動、運動競賽、體能休閒自強活動、運動社團之
基本時數與質量。
(2) 學校／幼兒園：
i. 體育課、戶外教學與作業、晨操、課間操。
ii. 課後與假日運動社團之基本時數與質量。
(3) 家庭／社區：晨間運動團體、運動社交、運動社區社團等。
3. 鼓勵減少非體能活動之休閒螢幕時間：每日 1 小時為限。
目標二、提升健康體能活動生活型態之識能。
 策略：
1. 依據人群與場域需要，建立健康體能活動與生活型態之有關規範、評
鑑標準。
2. 透過各種管道、媒體與資訊型態執行宣導。
3. 各場域辦理運動體適能相關教育課程、研習會與諮詢服務。
4. 提升各場域健康促進有關人員在職教育課程與種子師資培育。
目標三、建構安全友善且能鼓勵健康體能活動生活型態之支持性環境。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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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人群與場域規劃健康建築與動態生活空間設計、建置、規範、評鑑
政策。
2. 城鄉社區綠美化及增進體能活動之公共空間與設施之設計、規範與評
鑑。
3. 鼓勵便於增加體能活動機會之交通運輸設計、建置、規範與評鑑。
(1) 大眾運輸系統與班次銜接資訊便利化，方便計算步行或自行車之
銜接排程。
(2) 提供公共之自行車、停車架、車道。
(3) 健康體能步道。
目標四、鼓勵創意動態生活，成就動態人生之文化。
 策略：
1. 鼓勵政府機關為表率，並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支持，於辦理各式活動時，
均優先以增加體能活動做為各種獎勵設計的方向。
2. 鼓勵各鄉鎮市以地方文化特色，辦理創意動態生活構想比賽。
3. 鼓勵動態社交文化替代餐飲宴會社交。

伍 、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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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降低坐式生活型態，減少休閒螢幕時間，經由問卷調查研究，了解國人
是否確實改善每日觀看電視、電腦、手機及電動等 4 項電子產品的時間，
並將各項加總時間控制小於 2 小時，持續監控改善之比例狀況。
二、 透過健康危害行為監測調查，以電話訪查追蹤民眾之運動行為。是否正
確實行減重相關之身體活動或運動，且每週累積活動時間至少達 300 分
鐘。
三、 了解學校、職場、家庭、社區中，是否設置上班步行日／單車日和休閒
健行日／單車旅遊日等，並追蹤其執行率。
四、 定期追蹤國人體重、身體質量指數、腰圍等之變化。
五、 在社區、工作場域或醫院提供健康體能活動與生活型態之規範，並透過
追蹤訪視或評鑑制度（社區營造計畫、健康醫院評鑑等）了解其執行狀
況。
六、 透過媒體及網路宣導身體活動介入對體重控制的重要性，追蹤其宣導次
數、收視（點閱）率；衛生機關或醫院等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課程、研習
會等，追蹤諮詢服務數目、參與人數及民眾滿意度調查結果。
七、 推動活化公共空間，結合健康建築與動態生活空間之設計，加強社區綠
化及美化，創造有利體能活動之公共空間，追蹤其建置數目、使用率及
民眾滿意度。
八、 規劃便於增加體能活動機會之交通運輸設計，增加促進體能活動之交通
工具（如：U-bike、健康步道）
，追蹤其建置數目、使用率及民眾滿意度。
九、 鼓勵以增加體能活動做為各種獎勵之設計，例如贈送體育用品或運動券
取代食物或禮券，追蹤其活動數目、參與人數及滿意度。
十、 推動各鄉鎮市創意動態生活構想比賽，推廣以動態社交文化替代餐飲宴
會，例如登山健走取代宴會，追蹤其年度構想比賽與社交文化數目、參
與人數及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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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各族群之運動及靜態生活時間處方
一、 兒童及青少年（6 至 17 歲）[3.]
1. 運動種類：有氧適能活動、肌肉適能活動及柔軟度活動。
2. 運動時間與強度：建議少量多次的活動，每週至少 3 次，每次 30 分
鐘的運動；每週宜累積 210 分鐘以上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若能累積
到 300 分鐘以上更佳（含 90 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及 210 分鐘的中
等費力身體活動）。儘量避免長時間固定同一種運動，且要有適當的
暖身，以避免造成傷害。
3. 螢幕時間：小於 2 小時。
4. 睡眠時間：7 至 9 小時。

附件 4-1 表 1、兒童及青少年有氧適能活動量建議
活動頻率

建議每週從事 3 至 5 天費力身體活動，或每天實施中等費力
身體活動。對於體能較好的人，建議除了每天進行中等費力
活動外，可再加上 3 至 5 天費力身體活動，對提升心肺適能
有更好的效果。

活動強度

可選擇每天從事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或每週 3 至 5 天的費力身
體活動；同時實施中等費力及費力身體活動，提升心肺適能
的效果更佳。

活動時間

採累進計算，每次至少維持 10 分鐘以上，才可以累積。
費力身體活動：每次 30 分鐘以上，每週累積至少 90 分鐘。
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每次 30 分鐘以上，每週累積至少 210 分鐘。

活動類型

依興趣及能力從事相關身體活動。
中等費力身體活動：健康操、健走、騎腳踏車、游泳、扯鈴、
壘球、桌球及棒球等。
費力身體活動：較激烈的各項球類活動、有氧舞蹈、中等速度
以上游泳、跑步、騎腳踏車等。

特殊考量

兒童以達成身體活動時間為目標；青少年以提升有氧適能為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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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表 2、兒童及青少年肌肉適能活動量建議
活動頻率

建議每週 3 天以上。

活動強度

每個動作以反覆 10 至 15 次為原則。

活動時間

每次以 8 至 10 個肌群為主，從大肌群先進行，如臀部、大腿、
胸等，然後再進行較小肌群，如手臂、肩膀、小腿等。

活動類型

可以採用以下方式來進行：
自身體重負荷：如吊單槓、跳箱、爬樹、爬繩梯及攀岩等。
非機械式的抗阻力方式：如彈力帶／繩、啞鈴、伏地挺身及仰
臥起坐等。

特殊考量

兒童及青少年的肌肉發展尚未完全，宜著重提升肌耐力，避
免過於強調肌力。

附件 4-1 表 3、兒童及青少年柔軟度活動量建議
活動頻率

建議每天都進行柔軟度活動。

活動強度

伸展至肌肉感覺緊繃，但不會痛。

活動時間

每個伸展動作均維持 20 至 30 秒，重複做 1 至 2 次。

活動類型

伸展動作應採主動式的靜態伸展，避免被動的方式，並避免
因彈震等動作，造成肌肉拉傷。例如屈膝體前彎時，自行將
動作達到最大範圍，不由他人壓迫進行，伸展時應注意保持
呼吸，避免憋氣。

伸展部位

肩膀、體側、背部、腹部、大腿前後側、大腿內外側及小腿
等。

二、 成人[3.]
1. 運動種類：有氧適能活動、肌肉適能活動、柔軟度活動及協調性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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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運動時間與強度：每次至少需維持 10 分鐘以上。一般成人僅需
累積每週至少 150 分鐘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或是 75 分鐘的費力身體
活動，就能達到最基本的健康效果。體能較好者可以提升到每週 300
分鐘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或是 150 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保持有點
喘、但不會太喘的強度感覺，達到仍可說話、但無法清楚與人交談的
程度。
3. 螢幕時間：小於 2 小時。
4. 睡眠時間：6 至 8 小時。

附件 4-1 表 4、成人有氧適能活動量建議
活動頻率

建議每週從事 5 次以上，能天天活動更好。

活動強度

保持有點喘、但不會太喘的強度感覺，達到仍可說話、但無法
清楚與人交談的程度。

活動時間

採累計方式，每次至少維持 10 分鐘以上，才可以累積。
一般成人：每週至少累積 150 分鐘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或是
至少 75 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
體能較好的人：建議累積每週 300 分鐘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
或是 150 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

活動類型

選擇 1 種喜歡的大肌群為主的活動，舉凡游泳、健走、騎腳踏
車、水中走路、各種有氣舞蹈等都可以，每次至少維持 10 分
鐘以上。

特殊考量

應從輕度開始進行，如果體能變好再漸進強度，例如，先從健
走一段時間再開始進行慢跑，或是先以 20 分鐘走 2000 公尺，
然後再漸進目標為 30 分鐘走完 3000 公尺。

附件 4-1 表 5、成人肌肉適能活動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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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頻率

每週應能夠進行 2 至 3 天的肌肉適能活動，每次活動應該間隔
有 48 小時以上的休息。

活動強度

每個肌群進行 8 至 12 次的反覆次數為 1 組，在第 12 次反覆結
束時，肌群應當感到疲累，如此才能達到較佳效果。

活動時間

每次訓練可強化 8 至 10 個肌群，每個肌群可進行 1 至 3 組。
從大肌群先進行，如臀部、大腿、胸等，然後，再進行較小的
肌群，如手臂、肩膀、小腿等。

活動類型

可以採用以下方式來進行：
自身體重負荷：如爬樓梯、走路、跳繩、伏地挺身或抬腿等。
非機械式的抗阻力方式：如彈力帶、彈力繩、啞鈴、踝部加重
器等。
機械式阻力方式：如腿部推舉機、胸大肌推舉機、背部伸張機
等。

特殊考量

超負荷：以仰臥起坐為例，若平常已可輕易完成 6 次仰臥起坐，
而目標是希望腹肌更結實，就必須以更多次數或更費力的方式來
實施，如將次數提高到 8 至 12 次，或改變姿勢，如將雙手置放
於耳朵或伸直向上，增加肢體的施力程度。
特殊性：想要加強特定部位的肌肉適能，就必須透過該部位的訓
練動作來達成。如手舉啞鈴是使手臂變結實，而仰臥起坐則是腹
肌的訓練動作。
漸進性：從事肌肉適能活動，需顧及到漸進性，一方面確保安全，
二方面是能有效強化肌肉適能。一般來說，規律地進行大約 8 至
10 週後，便要逐漸增加活動量，透過增加次數或是增加重量的方
式都可以。

附件 4-1 表 6、成人柔軟度活動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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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頻率

伸展動作應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進行，如爬完 4 樓階梯後立刻伸
展小腿。

活動強度

伸展至肌肉感覺到緊繃，而未達到疼痛的程度。

活動時間

每次伸展停留 10 至 30 秒。

活動類型

伸展動作應採主動式的靜態伸展，避免被動的方式，如屈膝體
前彎時，自行將動作達到最大範圍，不由他人壓迫進行。

特殊考量

1. 有氧適能或肌肉適能活動後所伸展的肌群，應以剛運用過的
肌群為主，如做完伏地挺身後，應伸展胸部、手臂及肩膀。
2. 伸展時應保持呼吸，避免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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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老年人[3.]
1. 運動種類：有氧適能活動、肌肉適能活動、柔軟度活動以及協調性訓
練。
2. 建議運動時間與強度：老年人至少應維持每日 20 分鐘（每週約 100
分鐘）以上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及每日 60 分鐘（每週約 300 分鐘）
以上的輕度身體活動。如果體能狀況允許，老年人可比照一般成人，
每週累積 150 分鐘以上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或是 75 分鐘費力身體活
動；體能佳的老年人，可比照一般成人，每週累積 150 至 300 分鐘以
上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活動項目可多樣化；若體能狀況不佳，則建
議降低身體活動量的強度，以累積較長的身體活動時間。

附件 4-1 表 7、老年人有氧適能活動量建議
活動頻率

建議每週從事 5 天以上，能天天活動更好。

活動強度

保持有點喘，但不會太喘的強度感覺，達到仍可說話、但無法
清楚與人交談的程度。

活動時間

至少維持 10 分鐘以上的活動才能累計。
身體活動量足夠且體能佳之老年人：比照一般成人，每週至少 150
分鐘以上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甚至情況允許下，可增加到 300
分鐘。
身體活動量不足但體能尚可的老年人：每週累積達 100 分鐘以上
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及 300 分鐘以上的輕度身體活動。
身體活動量不足且體能差的老年人：每週累積至少 300 分鐘以上
的輕度身體活動，並著重輕度的肌肉適能活動，體能提升後再開
始嘗試強度較高的身體活動，目標是每週累積達 100 分鐘以上。

活動類型

以步行或健走活動為主，也可依興趣及能力從事有氧舞蹈、騎
腳踏車、游泳等。

特殊考量

視個人體能狀況調整身體活動時間及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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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表 8、老年人肌肉適能活動量建議
活動頻率

每週進行 2 至 3 天為原則，體能較差者視需要增加至每週 5 次，
每次訓練之間應盡量間隔有 48 小時以上的恢復休息。

活動強度

每個肌群的訓練，建議可進行 1 至 3 回合，每回合的反覆次數介
於 8 至 12 次之間。
身體活動量足夠且體能佳的老年人：可比照成人的建議內容來從
事肌肉適能活動，如重量訓練。
身體活動量不足但體能尚可的老年人：以不疼痛的輕度或中等費
力身體活動為原則，如打太極拳、健走或爬緩坡。
身體活動量不足且體能差的老年人：以不疼痛的輕度身體活動為
原則，如散步。

活動時間

不拘

活動類型

可以採用以下方式來進行：
自身體重負荷：如原地站立蹲伸（有支撐）
、原地踏步（有支撐）、
仰臥抬腿等。
非機械式的抗阻力方式：如彈力帶、彈力繩、啞鈴、槓鈴。
機械式阻力方式：如肩肘屈伸機（坐姿）、下肢擺動阻力機（有
支撐）。

特殊考量

身體活動量不足且體能差的老年人，可先進行下肢肌力及腳趾
對地面抓地力的訓練，待體能提升後，再逐漸增加活動類型、
強度及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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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表 9、老年人柔軟度活動量建議
活動頻率

無論體能狀況優劣與否，建議每天都進行柔軟度活動。

活動強度

肌肉伸展至感覺緊繃，但不會痛。

活動時間

每個伸展動作均維持 10 至 30 秒

活動類型

伸展動作應採主動式的靜態伸展，避免被動的方式，如操作坐
姿體前彎時，自行將軀幹前屈動作達到最大範圍，不由他人壓
迫進行：也可以利用毛巾或是彈力繩等輔助品來協助柔軟度的
訓練，另須注意伸展動作時應保持正常呼吸，避免憋氣。

附件 4-1 表 10、協調性訓練
活動次數

無論體能狀況優劣與否，建議每週進行 2 至 3 天的協調訓練。

活動時間

不拘。

活動類型

太極、平衡性步行（如倒退、側邊、以腳跟或腳趾步行）、動
態平衡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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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飲食介入重點
壹、前言
臺灣以及世界各國，在過去數十年來，由於農業與食品科技的進步、國際
貿易的蓬勃發展、和促銷手法愈趨新穎，使得食品，特別是人工、非天然、精
製的加工包裝食品的選擇增加、價錢便宜、份量加大；因此人們若沒有正確的
飲食攝取知識與行為，則容易攝取到許多這類食品，因而攝入過多熱量，擾亂
代謝平衡，造成肥胖。

貳、關鍵問題
一、 多數人誤解體重控制的健康飲食之道。
過去許多的橫斷面流行病學研究 (cross-sectional study)，無法釐清肥胖者
是否攝入較多的熱量，多聚焦在減少熱量及飲食攝取的介入。近期 Mozaffarian
等人[1.]綜合 3 世代，共計約 12 萬人的大型研究指出：蔬果、全穀類、堅果或優
格的攝取增加，與體重下降顯著相關；反之，洋芋片、馬鈴薯、含糖飲料、紅
肉、加工肉品的攝取增加則與體重增加有顯著的相關性；若長期維持此種食物
攝取行為，會影響體重的改變。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好的飲食品質（營養密
度高），才是體重控制的關鍵。
二、 國人外食族多，致胖飲食環境充斥，攝食品質不易維持。
臺灣數十年來，民眾生活飲食型態有顯著的改變，目前國人外食的頻率有
顯著增加的趨勢[2, 3.]，平均 1 天 1 餐到 2 餐在外進食。外食時食物品質與份量
的控制不易，且外食環境中充斥各種容易致胖的食物與隱藏的致胖食物成分，
加上蔬果、全穀類食物攝取過少，含糖飲料以及高油、高糖點心類食物攝取過
多等，使得攝食品質難以自主，體重控制更加困難。此與 Mozaffarian 等人之大
型世代研究的發現極為類似。此外，大份量食物的行銷，更使國人肥胖盛行率
高居不下、持續上升。
三、 國人飲食行為偏離飲食指南的諸多因素尚待克服。
歷次臺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顯示，我國 80%成人的蔬菜攝取
量未達每日 3 份的建議標準。年紀較輕及居住山地鄉者，其蔬果攝取量更偏離
每日飲食指南的建議[4-8.]。近年來，全穀類的攝取量有增加情形，但平均攝取量
仍非常偏低[9, 10.]。導致的原因，可能是可獲性過低、價格偏高、適口性不佳，
以及民眾對全穀類食物的價值認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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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致胖飲食產品（高油、高糖）、行銷誘惑（大份量）未能有效約束。
除老年人外，各個年齡層含糖飲料的攝取量均有偏高的情形，尤以學生及
年輕族群之含糖飲料攝取量為最高，占總熱量百分比約 10%。國人主食類中的
糕餅甜食、泡麵、麵包等點心類攝取量有增加趨勢。大眾媒體美食節目眾多，
所促銷的食物常為酥脆多汁的裹粉油炸食品和精美點心及伴手禮；此外，國內
許多食品業者推出「加量不加價」或大份量低價位的組合套餐，
「吃到飽」的餐
廳更是受到年輕人的喜愛；賣場銷售大包裝食品及市售超大杯飲料等，都是容
易致胖的環境，讓人們容易在無意間攝入過多的熱量。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外食（特別是速食為主的外食）頻率較少者，肥胖風險較低。(B)
外食時纖維攝取量較低、脂肪攝取量較高、含糖飲料的飲用量增多、食用
的份量較大，意味著外食較傾向攝入熱量密度高的飲食，經常性地外食與體重
增加或 BMI 呈正相關[4.] (level of evidence 1+)。
在各式外食餐廳的用餐頻率（炸雞、漢堡、炸魚及中式餐廳）與 BMI 和罹
病風險成正相關，其中又以速食餐廳的相關性較高[11.] (level of evidence 2+)。年輕族群
外食的選擇，多以速食餐廳為首選。以地中海飲食型態為主的西班牙外食族群，
其外食行為與肥胖或體重增加並無相關性[12.] (level of evidence 2++)。
二、 健康的家庭飲食與生活型態可預防體重增加。(A)
學齡前 2 至 5 歲肥胖兒童及其體重過重的父母，於家庭內接受飲食建議與
指導可有效地減少兒童及父母的 BMI。若在家庭內給予健康的相關生活規範；
結果顯示，1 年後，有介入的家庭看電視的時間減少、體能活動增加、零食、
甜食和含糖飲料的攝取量降低，外食的消費也減少了[13.] (level of evidence 2++)。
三、 多元化介入，可提升蔬果攝取量並可能幫助體重控制。(A)
父母對孩子飲食行為的養成有重要的影響，包括是否扮演好的角色典範、
權威或民主的教養方式，以及是否提供足夠的蔬果[5, 14-16.](level of evidence 1-)。蔬果
的可獲性會影響兒童及青少年蔬果的接觸機會，進而影響其對蔬果的偏好程度
[17.] (level of evidence 1-)
。因此結合家長參與、學校教育課程以及學校食物供應等提升
蔬果可近性與可獲性的多元介入策略，可提升兒童對蔬果的攝取[5.] (level of evidence
1+)
。
已婚、家庭收入高者、自家有種植蔬果者傾向攝取較多蔬果[18.](level of evidence
。商店的可近性、商店中販賣蔬果種類的多寡及價格，都是可能影響蔬果攝
取量的因素。以多重介入，包括：大量增加蔬果攝取、減少熱量濃縮食物的攝
取量及搭配適度身體活動等元素的體重控制策略，可讓受試者成功減重 [19,
20.](level of evidence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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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提升蔬果攝取對體重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歷次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關於蔬果攝取情形的結
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3

[3,21-24.]

1-

[5,14-17.]

年齡較輕者及居住在山地者蔬果攝取情形愈偏離每日飲
食指南的建議。
國小學童平均每日約僅攝取 1.8 份蔬菜、1 份水果。
國中生有超過 8 成沒有達到每日攝取蔬菜水果總量達 5
份的目標。
19 至 30 歲成人有 8 成未達每日 3 份蔬菜的建議標準。
30 歲以上成人及老人有近 5 成每日蔬菜攝取都未達 3
份。
影響兒童及青少年蔬果攝取的主要因素：
蔬果可獲性和可近性及口味偏好與兒童及青少年的蔬果
攝取量成正相關。
蔬果的可獲性會影響兒童及青少年蔬果的接觸機會，進
而影響其對蔬果的偏好程度。
要改變對食物的偏好，重複接觸是有效的方法，對 1 種
食物需要重複接觸 10 次以上，才能明顯改變偏好，重複
接觸 12 至 15 次以上才會明顯增加攝食量。
父母對孩子飲食行為的養成有重要的影響，包括是否扮
演好的角色典範、權威或民主的教養方式及是否提供足
夠的蔬果。
兒童及青少年看電視和電視廣告的時間愈長，則接觸不
健康飲食訊息（如：高脂肪、高糖、高鹽、高熱量食物）
的機會愈多，影響其對食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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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提升蔬果攝取對體重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1-

[18.]

1+

[19,20.]

影響成人攝取蔬果的因素：
家庭收入高者傾向攝取較多蔬果。
曾經有過食物匱乏和缺錢購買食物經驗的人，傾向攝取較
少的蔬果。
自家有種植蔬果者傾向攝取較多蔬果。
已婚的也傾向攝取較多蔬果。
對於美國黑人而言，住家附近是否有超市也是重要的影響
因素。
商店的可近性、商店中販賣蔬果種類的多寡及價格，以及
是否居住在郊區，都是可能的影響因素。
成人體重控制的多重介入策略：
大量增加蔬果攝取、減少熱量濃縮食物的攝取（降低脂肪
攝取及增加蔬果攝取，每日 4 至 5 份）、搭配適度身體活
動（每天走路 2000 步以上）等元素，可讓受試者成功減
重 6 至 8 公斤。
每日飲食目標：水果 2 份以上、5 份蔬菜、2 至 3 份脫脂
乳製品、飽和脂肪酸攝取占總熱量 10%以下、總脂肪攝取
量不超過總熱量 30%，搭配每天走路至少 30 分鐘，6 個月
平均減重 1.4 公斤。
四、 提供糖尿病病人全穀類食物，可明顯降低體重。(B)

國內外較少介入性研究證實全穀類食物可以預防肥胖的發生。若給予患第
2 型糖尿病病人含高量全穀麵包及豆類之低升糖指數（Glycemic index，簡稱
GI）飲食，可使其體重明顯下降[25.] (level of evidence 2+)。以在奶中加入全穀類的方式
進行體重控制，也能顯著降低受試者的體重[26.] (level of evidence 2+)。此外，配合學生
午餐的供應，同時給予適當的營養教育也可以提升國小學生的全穀類知識、態
度與攝取行為[27.] (level of evidence 2+)。宣稱為全穀類市售之產品是否確實符合國家標
準含有 51%（含）以上全穀成分，是推動攝取全穀類可能遭遇問題之一。
表 4-2-2、全穀類食物攝取對體重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全穀類攝取與肥胖指標呈現負相關。

2-

[8, 28-32.]

全穀類攝取可以降低體重。

1+

[33.]

全穀類食物營養教育介入，可以改善營養知識及攝取
行為。

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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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白開水或無糖飲料取代含糖飲料，可降低體重過重的機率。(A)
攝取含糖飲料的人並沒有減少從其他食物所攝取的熱量，因此攝取含糖飲
料可能增加熱量攝取而導致體重增加[7, 28, 40.](level of evidence 3)。以白開水取代其他含
熱量的飲料，會降低熱量的攝取。在學校進行多喝開水的教育，可有效增加學
童每天喝白開水的攝取量，而且顯著降低體重過重的機率[36](level of evidence 1+)。
表 4-2-3、減少含糖飲料攝取之文獻回顧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含糖飲料攝取及喝白開水對熱量攝取和體重的影響：

1+

[7,34-36.]

由於飲料是液體食物，相較於攝取固體食物，比較不能提供
滿足感 (satiation)，長期的臨床試驗（3 至 10 週）發現，攝
取含糖飲料的人沒有減少從其他食物所攝取的熱量，因此攝
取含熱量的飲料可能增加熱量攝取 (effect size = 0.3)，而導致
體重增加。
用餐中不喝水並不會顯著增加總熱量的攝取，只有在中年人
才發現有一點增加的現象。如果以含糖飲料取代白開水，則
會增加 7.8%熱量的攝取，而若是以果汁和牛奶取代白開水，
則會增加 15%熱量的攝取。
關於兒童的研究發現，含糖飲料的攝取並不會增加總熱量的
攝取，可能是因為兒童有較好的能力去調節熱量的攝取。研
究發現，20 歲以前喝液體食物的時間是調節熱量攝取的關鍵
因素，如：用餐前 30 至 80 分鐘或用餐前 2 小時就有差別。
流行病學的文獻顯示，若以白開水取代所有含熱量的飲料，
則每天會減少 200 卡的熱量攝取。
當用餐中以白開水取代其他含熱量的飲料，會降低熱量的攝
取，但不一定會對長期體重改變有影響，如：喝牛奶和含糖
飲料都會顯著增加 1 餐的熱量攝取，但是牛奶比較不會像含
糖飲料一樣使體重增加。
六、 高油、高糖食物（點心）攝取頻率過多，會增加肥胖機率。(A)
肥胖與攝取高油和高糖飲食有正相關。習慣性地食用高熱量密度點心（巧
克力、薯條等）會降低特定味覺飽食感 (sensory-specific satiety)，增加此類點
心進食量及總熱量攝取，進而可能增加 BMI [37, 38.](level of evidence 1-)。學校供應午
餐，可減少正餐以外的點心攝食機會，降低學生在校攝取低營養密度及高熱
量密度食物(low nutrients, energy-dense foods)的比例[39.](level of evid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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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降低點心攝取頻率、修正點心食物內容，可提升體重控制成效。(A)
美國一項成人調查指出：吃點心的次數與體重增加有正相關性 [40.] (level of
evidence 2++)
。高熱量密度點心的價格較健康食物（新鮮蔬果、肉、魚、全穀類）
低，較高收入者有經濟能力取得營養素組成較佳的食物來源，而貧窮家庭可能
因為經濟因素選擇高熱量密度食物[6.] (level of evidence 1+)。
改變點心食物的種類和組成對健康也有幫助。英國的研究指出，利用健康
的食物（新鮮蔬菜水果、乾果、無調味堅果）取代不健康的高油、高熱量密度
零食（巧克力棒、薯條、蛋糕、熱狗捲、精製糕點等），可減少因心血管疾病
死亡的人數[41.] (level of evidence 2+)。
體重控制過程中，減少吃點心的頻率、時間和修正食物內容，也可能會增
進減重的成效[42.] (level of evidence 1+)。
八、 以適當份量取代大份量食物，降低總熱量攝取，可預防肥胖發生。(A)
相較於小份量食物的供應，大份量供應的方式會增加熱量的攝取[22, 43.] (level
of evidence 2+）
。較小孩童食物攝取量較不受食物份量影響，而受生理需求、飢餓或
飽食所影響；但較大孩童的食物攝取量會受食物份量的影響而增加，成人也有
類似現象[9, 11, 22, 24, 40, 44.]。美國與瑞典的研究發現，食物供應份量與體重具有相
關性[38, 45.](level of evidence 2+)。
以特定餐盤或碗來控制食物的份量，可以使糖尿病病人體重明顯下降。在
學校販賣小份量食物（如含糖飲料及脆片）並增加水及低脂脆片的供應，可降
低含糖飲料的銷售量。一介入性的研究指出，降低 25%的份量供應，可以有效
的降低熱量的攝取[35.](level of evidence 2+)。
表 4-2-4、大份量食物供應對肥胖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大份量食物供應會增加熱量的攝取。

[2,42,43,

2+

46-49.]
2+

食物供應份量與體重的相關性。
限制份量供應，體重明顯下降。
食物供應的份數與 BMI 成正相關。

81

[35,50,51.]

肆、原則、目標與策略
一、 健康飲食原則：
1. 新鮮蔬果多樣性（每天至少 5 蔬果）。
2. 多攝取原態食物。
3. 以全穀類取代精製穀類食物。
4. 以開水或無糖飲料取代含糖飲料，減少含糖飲料攝取。
5. 降低高油、高糖類食物攝取。
6. 以適量取代大份量食物。
7. 鼓勵母乳哺育。
二、 目標與策略方向：
目標一、提升全民健康飲食知能與素養。
 策略：
1. 各種管道與場域全面宣導，並舉辦教育活動與提供教材資訊：
(1) 健康餐點之「價值」優於「價格」之概念。
(2) 於各種食物購買點宣導蔬果、全穀類食物、多喝白開水、健康餐
點、外食選擇適當攝取份量之優點、重要性與體重控制相關資訊。
(3) 避免大份量食物的用餐方式，如速食套餐、吃到飽餐廳。
(4) 「家庭用餐，溫馨又健康」。
(5) 教導國人選擇健康外食的方法。
2. 管控電視媒體之食品廣告。
3. 輔導國人養成看食品標示的習慣，建立對營養標示之正確認識。
4. 規範政府機關、學校、機構舉辦會議、研習等活動時提供維持理想體
重食物及飲品。
5. 辦理各場域健康飲食選擇之健康體位管理介入計畫（強調：多蔬果、
全穀、少含糖飲料、喝白開水、適當食物份量，以及避免高油、高鹽、
高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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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提高全國健康飲食之可獲性、可近性與民眾執行力。
 策略：
1. 確認蔬果及全穀類食物可獲性及可近性不足之地區，例如：原鄉地
區。
2. 訂定國家級促進攝取蔬果、全穀類、健康餐點之普及政策，如：提
供安全（無農藥殘留）
、價廉的蔬果，全穀類食品法規、蔬果平準基
金等。
3. 獎勵提升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可獲性及可近性之機關團體
之相關政策，如：獎勵提供足量蔬果之盒餐業者、學生餐廳、員工
餐廳等。
4. 舉辦創意比賽，開發健康可口廉價的全食物（含全穀類）及高營養
密度的點心及飲品。
5. 鼓勵各種場域提供白開水、全穀類、蔬果及適當份量食物。
6. 協助低收入戶購買低價蔬果及全穀類食物。
目標三、建立健康飲食支持性環境。
 策略：
1. 提升公共場合、社區、各場域供應安全衛生之免費飲用水。
2. 推動食品業者製作全穀類加工食品、高營養密度點心及健康盒餐等。
3. 限制食品業者製造大瓶裝、大容量含糖飲料之製造與販售。
4. 於各場域提供健康餐點之說明，告知供餐的內容及強調全穀類、蔬果
的好處，以鼓勵使用健康飲食。
5. 輔導各場域、餐廳或外購盒餐，提供足量蔬果、全穀類食物、營養素
密度高之食物。
6. 鼓勵供餐單位於菜單中提供份量、熱量及重要營養素之標示或資訊。
7. 輔導各類場域辦理員工餐廳健康飲食政策之訂定與執行，例如：招標
條件、餐廳食物之選擇、販賣機之管理。
8. 加強各場域食品、供膳內容及營養品質之管理。
9. 於各場場域輔導中央廚房的菜單設計，將蔬果、全穀類食物納入平日
的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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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各進行健康飲食餐廳之選拔。
11. 輔導超市、賣場、農會等相關組織進行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
點等健康生活型態行銷活動。
12. 輔導業者提供較小份量食物的選擇或限制過大份量食物供應。如：
速食業者減少推銷大份量食物及套餐的供應，食品工廠避免生產大
份量包裝的加工品，大包裝餅乾及飲料等。
13. 對含糖飲料及高熱量密度、低營養密度食品稽徵補充稅捐。
目標四、飲食文化風俗重塑：改變節慶與社交聚會宴會風俗。
 策略：
1. 運用健康飲食原則改善傳統節慶筵席風俗。
2. 鼓勵機關團體與企業、宗教團體於各式年節慶典支持以健康創意活動
替代筵席。
目標五、持續健康飲食相關研究與監測。
 策略：
1. 持續探討並確認目前國人外食、蔬果、全穀類、含糖飲料、高熱量密
度（高油、高糖）及大份量食物攝取之影響因素。
2. 進行永續性國人體位及飲食攝取行為調查。
3. 研發提升消費者選擇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之策略。
4. 輔導營養、食品、餐飲相關學（協）會研發蔬果、全穀、無添加糖之
健康飲料、食譜、組合等。
5. 鼓勵產官學合作，推動全穀類食物有效預防體重增加的介入性研究。
6. 協助各場域建立員工健康飲食監測系統。

伍、監測指標
一、 確認蔬果及全穀類食物可獲性及可近性不足之地區數目。
二、 獎勵公共場所、社區提供白開水之政策數目。
三、 限制電視媒體之食品廣告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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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規範政府機關、學校、機構舉辦會議、研習等活動時提供含糖飲料規範
之訂定。
五、 加強校園食品之管理符合校園食品規範學校數目。
六、 輔導餐廳研發提升選擇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之執行策略參加餐
廳數目及成效評估件數。
七、 於餐廳、賣場等食物購買點(point of choice)，宣導蔬果、全穀類食物、
健康餐點適當攝取份量之優點及重要性餐廳賣場數目及成效評估件數。
八、 鼓勵餐廳於菜單中提供份量、熱量及重要營養素之標示或資訊提供標示
餐廳數目及成效評估件數。
九、 輔導營養、食品、餐飲相關學（協）會研發蔬果、全穀、無糖之健康飲
料、食譜、組合等研發之飲料、食譜、組合件數。
十、 輔導各種組織團體辦理家庭飲食設計及烹調料理班或講習會，提供製作
簡易又健康之家庭食譜辦理講習班之數目及食譜數目。
十一、 推動食品業者製作全穀類加工食品、高營養密度點心、健康盒餐等全
穀類食品、高營養密度食品、健康盒餐之數目。
十二、 輔導各類職場辦理員工餐廳健康飲食政策之訂定與執行，職場辦理成
效評估之數目，如：餐廳食物之選擇、販賣機之管理。
十三、 協助職場建立員工健康飲食監測系統之數目。
十四、 提供職場員工建立健康飲食行為相關教材教具或手冊數目。
十五、 提升校園內提供免費飲用水之比率的學校數目。
十六、 辦理提升各級學校教職員工有關健康飲食選擇素養之講習或研討會數
目及成效評估件數。
十七、 提升家長健康飲食選擇素養，如：辦理家長講習、研討會等數目及成
效評估件數。
十八、 輔導學校辦理學生健康飲食選擇（多蔬果、全穀、少含糖飲料、喝白
開水、高油、高鹽、高糖食物以及適當食物份量）之健康體位管理介入
計畫數及成效評估件數。
十九、 落實小學營養午餐示範教學（輔導中央廚房的菜單設計，將蔬果、全
穀類食物納入平日的供餐），輔導國小老師在用餐時間前說明今日供餐
的內容及強調全穀類食物的好處，以培養小孩從小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輔導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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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加強宣導避免選擇大份量食物供應的用餐方式，如速食套餐、吃到飽
餐廳。
二十一、 輔導國人養成參看食品標示的習慣，建立對營養標示之正確認識之
件數及成效評估件數。
二十二、 限制食品業者製造大瓶裝、大容量含糖飲料之製造與販售相關法令
規定。
二十三、 鼓勵產官學合作，推動全穀類食物有效預防體重增加的介入性研究
數目。
二十四、 進行健康飲食餐廳之選拔健康飲食餐廳數目。
二十五、 提升公共場合、社區供應安全衛生之免費飲用水的地點數目。
二十六、 獎勵提升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可獲性及可近性之機關團體
之相關政策數目。
二十七、 提供低收入戶購買低價蔬果、全穀類食物政策數目及補助金額。
二十八、 大份量包裝食品變更為小份量包裝之數目。
二十九、 「家庭用餐，溫馨又健康」宣導件數及成效評估件數。
三十、 輔導超市、賣場、農會等相關組織進行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
等健康生活型態行銷活動數目及成效分析件數。
三十一、 進行職場員工有關蔬果、全穀類、適當份量、健康點心、白開水與
肥胖相關性之知識、態度、行為之教育活動數目及成效評估件數。
三十二、 提供足量蔬果、全穀類食物、營養素密度高之各級不同學校餐廳、
幼兒園或外購盒餐廠商數目。
三十三、 各種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外食選擇、適量飲食等預防肥
胖相關資訊之宣導件數及成效評估件數。

陸、總監測指標
一、 國人天天 5 蔬果之比率。
二、 國人全穀類占主食類攝取比率。
三、 國人含糖飲料攝取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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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人外食攝取比率。
五、 國人高油、高鹽、高糖等點心類食物攝取比率。
六、 國人大份量食物攝取及到「吃到飽」餐廳進食之比率。
七、 國人對健康飲食之知識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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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行為改變策略指引
壹、前言
檢討過去諸多的肥胖防治行為改變介入策略，我們不難發現多數的介入策
略在計畫執行的過程中，大都能呈現相當的防治成效；但進一步追蹤個案在介
入策略停止後的維持狀態，則往往出現復胖問題，此顯示出肥胖防治行為改變
策略存在難以持續的困境。其中所涉及的因素十分複雜，不僅關乎個人維持理
想體重的素養程度和行動能力，和人際間互動的影響，且涉及欠缺支持健康行
為的大環境（例如：食品供應系統、健康營養政策、城市步道規劃、和體育運
動設施）與社會文化氛圍（例如：健康體位重視度、和體態審美觀）等問題。
因此，本章節著重於檢視維持健康體位的各層次與不同面向之影響因素，並試
以常用於探討肥胖相關議題的行為理論與文獻實證基礎，研擬防治目標與策略
指引。

貳、關鍵問題
一、 不友善的微觀環境與巨觀環境妨礙健康行為的發生。
肥胖防治的不正確訊息氾濫，影響個人正確認知判斷及信念建立。如：宣
稱具有科學實證，但實際上未獲科學界認同，或未經科學研究佐證即透過各式
媒體大量渲染減重效果的飲食資訊，及其相關廣告宣傳活動、或商業促銷的訊
息充斥市面。肥胖防治行為改變之健康促進宣導策略，未能充分結合有關的防
治工作與建立支持性的環境（如：宣導民眾懂得「聰明吃」
，但民眾所處的主要
生活環境，其供餐系統卻無法提供具聰明選擇的必要條件）
，亦未能充分抗衡產
生肥胖風險的各種商業行銷策略，包括宣導時段、宣導頻率、宣導手法、宣導
管道、專屬節目、置入行銷等。
二、 人類行為涉及階段性之發展與逆轉的可能。
個人健康行為的介入策略多數未能顧及行為建立的階段性與逆轉回退性，
亦無法提供持續性的支持環境，一旦停止介入就失去支持，復胖問題再度出現。
如：參與專案活動或減重班課程的個案於行為介入期間所獲得的心理支持與諮
商輔導來源較為容易，活動介入結束後這些來源也往往跟著消失。
三、 人類行為受到個人、人際／群體、環境、社會與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影
響。
肥胖防治行為介入策略較多專注於肥胖之個案，未能有效及於影響其執行
健康行為之重要關係人或互動密切之同儕與朋友（如：同儕間相互邀約共食的
「餐友」、共同生活的家人或室友等）。肥胖防治行為策略常會受制於個案所處
環境，此包括支持執行健康行為有關的飲食與運動生活型態的環境、政策與制
度等均尚待積極建立的問題。此外，部分文化習俗與飲食習慣，尚未能與健康
的概念充分結合，造成行為改變的困難，如：節慶飲食型態、聚會活動方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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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吃大喝的餐飲方式為多等。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肥胖防治相關文獻顯示，行為改變相關策略的介入有助於肥胖防治計畫之
行為改變策略目標之達成。本文將回顧相關研究，檢視行為改變策略與理論之
運用及實施如何能夠輔助策略規劃並有效促成「維持理想體重」的目的。
一、 肥胖防治推廣計畫需以行為改變策略相關學說做為設計基礎。
為提升飲食行為與營養教育介入實施的有效性，營養行為學家曾嘗試確認
哪些是促成計畫得以成功的要素。Gussow 和 Contento[1.] (level of evidence 1+)指出，飲
食行為與營養教育相關研究在 1970 年代之後即已開始採用一些社會心理理論，
如社會學、心理學、溝通學、教育學等，來幫助瞭解飲食行為之影響因素，並
發展出可促進健康或飲食行為改變的策略方法。最廣為被使用的理論基礎主要
來 自 於 社 會 心 理 學 及 溝 通 學 領 域 ， 且 大 多 含 有 認 知 (cognitive) 與 行 為
(behavioral) 學派中強調的重要成分元素。其中一些代表性的理論例如：社會認
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認知行為理論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ory)、知
識 - 態 度 - 行 為 模 式 (knowledge-attitudes-behavior model) 、 預 期 價 值 理 論
(expectancy-value theories) 屬別之理論包括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和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health belief model) 等 、 跨 理 論 模 式
(transtheoretical model) 以及社會行銷 (social marketing) 等皆是。
在另一次大型文獻回顧中，Contento 等人[2.](level

of evidence 1+)

分析在 1980 至

1995 年間共 217 篇重要的營養教育研究，建議營養教育活動需以「行為改變」
(behavioral change) 做為介入實施目標，且其設計架構在適當的理論時，其成效
性較為顯著。此外，一個有效的行為改變活動，在計畫設計上往往需要同時結
合各種能促進個人、社會、或環境改變等策略，加以靈活協力運用，以促使參
與者之認知狀態和行為動機有效提高，藉而產生實際目標行為。
二、 行為改變策略相關理論有助於架構一套廣面性且有效的肥胖防治計畫。
行為改變策略相關理論廣泛地應用於各年齡層、場域、與健康狀態的肥胖
防治計畫中，做為研究實行的理論基礎。其中最常被使用的理論，包括社會認
知理論及跨理論模式中的行為改變階段理論等；此外，社會生態學模式、社會
行銷、社區結合 (community engagement)與衛生教育診斷評價模式等也在肥胖
防治相關文獻中多所探討。
1. 社會認知理論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
社會認知理論即昔稱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SLT)，主張人類
行為的發生是由個人動機和態度、行為能力及環境強化等3種面向因素之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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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決定[3, 4.](level of evidence 1+)。在1篇以4至6歲包含學齡前和學童為族群對象之校園
型肥胖防治文獻回顧中[5.] (level of evidence 1+)，指出社會認知理論（含社會學習理論）
是所有介入研究依據的理論中最廣為被採用的，其使用多面向介入策略，如：健
康行為相關性之資訊提供、仿效、自我行為監測、行為約定、技巧培養、讚許、
強化力，以及家長參與[6.] (level of evidence 2+)；提供新食物嘗試機會[7.] (level of evidence 2+)；
鼓勵家長與教師以自身示範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以及建立有利進康促進的學童
校園環境等[8.] (level of evidence 2+)。
2. 行為改變階段理論 (Stages of Change Model)
行為改變階段理論是跨理論模式中重要的元素之一，以肥胖防治為目標之飲
食行為改善與體能活動促進相關研究亦常架構於此理論[9.] (level of evidence 2+), [10.] (level
of evidence 1-)

。根據行為改變階段理論，可將人類行為改變過程分成5個階段：前沈
思期 (precontemplation)、沈思期 (contemplation)、準備期 (preparation)、行動期
(action) 及維持期 (maintenance)。若以養成規律運動習慣為例，前沈思期指尚未
有意願從事規律運動、沈思期為未來6個月當中有意願從事規律運動、準備期則
為未來1個月中將會從事規律運動，而一旦開始從事規律運動即進入行動期，如
能保持從事規律運動習慣達6個月以上者則屬於維持期。然而，要特別注意的是
行為的養成過程中有可能會逆轉退回到之前的時期而需重新開始，直到新行為能
建立穩定。
3. 社會生態學模式 (Social Ecological Model)
社會生態學模式適合套用於處理多重層次、多影響因子的健康行為議題 [11.]
(level of evidence 1+)

，此模式指出人類健康狀態是受到個人、群體或社區、實體環境、
社會、和政治之間的交互作用所共同影響[12.] (level of evidence 1+)。如，肥胖防治問題
的解決途徑與方式，需要結合很多管道，包括從個人層次如認知與態度、人際間
的互相影響如家人同儕，以及外在環境的支持如實體設備和食物政策等。
Sinton和Wilfley [13.] (level of evidence 1+)針對青少年肥胖防治計畫，即採取此模式
做為架構；藉此模式所具有審視多源性影響因子的綜觀性質，針對各種不同來源
因素包括個人、家庭、同儕、社會等交互影響下所導致之青少年肥胖問題來探討。
另一個以社會生態模式作為設計架構的範例，是一項以執行特定健康飲食行為與
體能活動為主的肥胖防治介入研究[14.] (level of evidence 2+)，其認為健康行為是個人與
所屬環境間交互作用下的產物，故對環境和政策面提出3個層次的構想。第1層次
是對行為具最直接影響力的行為場域 (behavioral settings)；第2層次是微觀環境
管控源 (microenvironmental agents)，其具有控管第1層次（即行為場域）的作用，
如學校政策之制定與實施由學校管理者直接掌管；第3層次是巨觀環境管控源
(macroenvironmental agents)，其一般可藉由政策或法規的方式，間接但有力地能
控管1或多個行為場域。如：在家中是否有點心食物的供給，直接的影響來源是
家人成員（微觀環境），然而也間接受到商店、食品廠商、或廣告政策等影響（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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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環境）。
4. 社會行銷(Social Marketing)
社會行銷是一種經過設計、執行與控制下的活動宣傳方法，使目標族群對所
行銷之社會思維或行為方式能增加其接受性[15.] (level of evidence 1+), [16.] (level of evidence 2+)。
模式內容主要以「行銷組合 (marketing mix)」元素為基礎組成，亦即「行銷4Ps」
－包括產品 (product)、價格 (price)、促銷 (promotion) 和地點 (place)。希望藉
由此社會行銷的溝通方式和技巧，有效達到健康訊息傳達之目的，其已廣泛地應
用在一些與健康行為促進相關的研究，包括肥胖防治[17.] (level of evidence 2+)、改善學
齡前學童攝取點心習慣問題[18.] (level of evidence 2-)、降低菸癮問題[19.] (level of evidence 3)與減
少酗酒問題[20.] (level of evidence 1+)等。
此外，對於如何利用社會行銷方式，以協助人們目前在廣受食品企業文化影
響之下促成健康行為改變的議題，Wymer (2010) [16.] (level of evidence 2+)提出3點看法：
(1)教育消費者瞭解在食品企業行銷下為健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2)建議消費者
應啟動發展出一股足以抵制食品行銷手法之社會潮流；(3)要求並說服政府能對
食品企業制定應有規範。而在英國的健康政策制定上，政府衛生部門也積極發展
一套以社會行銷方式為主的健康策略 (National Social Marketing Strategy for
Health)，並和國家消費者委員會新成立的機構（名為「卓越社會行銷中心」
，Social
Marketing Centre for Excellence）攜手合作，為人民健康把關[21.] (level of evidence 2+)。
5. 社區結合 (Community Engagement)
社區結合在近20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計畫和執行單位，均將之納入在健
康促進相關的研究主題或應用於活動規劃，例如：肥胖、戒菸、癌症、心臟病等
[22-24.] (level of evidence 2+)
。社區結合意指「一種以社區的需求和資源為主，藉由和社
區居民主動性參與活動的協同合作模式，達成社區健康福祉之目的」[25, 26.] (level of
evidence 1+)
。作法內容上通常會聯合有合作意願之機構單位，動員所有可用資源和
透過具影響力機制，其目標是希望能建立互信機制、聯合多方資源及建立良好溝
通管道，以締造成為能永續經營的健康營造社區模範[25, 26.] (level of evidence 1+), [27.] (level
of evidence 3)
。
早在1995年，美國政府單位由於體認到若要推動健康促進必需結合社區的資
源與合作的重要性，於是在美國CDC特別成立「社區結合委員會 (Committee for
Community Engagement) 」專責相關事務。在2012年，美國IOM在針對如何能加
速解決肥胖問題所提出的方案中，再次強調結合 (engage) 所有人類各層面（包
括個人、家庭、社區及社會等，由下向上之層面）共同合作的必要性，如此方能
建立肥胖防治能力、加速促成肥胖防治目標、與確保資源分配均等性，以達到降
低罹患肥胖風險[28.](level of evidence 1+)。這份文件中並特別指出，
「社區結合」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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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強而有力的媒介，能有效觸化行為改變和環境改造，亦即透過一群願意主動
參與的社區居民組成的團體，衡量該社區的需求程度、執行能力及所處準備階段，
自主決定肥胖防治介入影響因素的優先順序、推廣管道、資源分配等事宜，以滿
足該社區居民的最大健康福祉[28.] (level of evidence 1+)。
6. 衛生教育診斷評價模式 (PRECEDE-PROCEED Model, PPM)
衛生教育診斷評價模式是另一個廣為應用在研究健康相關議題的設計架構
方法[11.] (level of evidence 1+) , [29, 31.](level of evidence 2+), [30.](level of evidence 2-)。此生態層次屬性的
模式，對介入計畫過程主要涵蓋兩個面向：規劃面與評估面。衛生教育診斷評價
模式可分成2個階段：一為代表「規劃面」的PRECEDE階段，PRECEDE全名意
指“Predisposing, Reinforcing,and Enabling Constructs in Educational/environmental
Diagnosis, and Evaluatio”；二為代表「評估面」的PROCEED階段，PROCEED全
名 意 指 “Policy,Regulatory, and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s in Educ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此模式在執行上依序共有9個步驟：步驟1為社會診
斷 (social diagnosis)、步驟2為流行病學診斷 (epidemiological diagnosis)、步驟3
為行為與環境診斷 (behavioral and environmental diagnosis)、步驟4為教育與生態
診 斷 (educational and ecological diagnosis) 、 步 驟 5 為 行 政 與 政 策 評 量
(administrative and policy assessment)、步驟6為執行 (implementation)、步驟7為過
程評價 (process evaluation)、步驟8為影響評價(impact evaluation)、步驟9為結果
評價 (outcome evaluation)。其中，步驟1到4屬於PRECEDE階段，步驟5到9屬於
PROCEED階段[31, 32.] (level of evidence 2+)（圖4-3-1）。
在肥胖防治相關問題上，以應用PPM做為研究架構者亦不少。如針對學齡前
幼稚園孩童為對象的ToyBox研究[33.] (level of evidence 2+)，規劃一個符合成本效益、家
人參與的肥胖相關之健康行為與飲食教育介入活動。這個在歐洲實施有多國參與
的研究，實驗成果希望能提供主要的利益相關者（如：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
執行者、一般民眾等）充分的孩童肥胖防治相關資訊，以利於制定完善的公衛健
康政策。Cole和Horacek[34.] (level of evidence 2-)則是以20至65歲者族群為對象，藉由PPM
規劃的一套結合量性（問卷調查法）與質性（焦點團體法）方法所發展出體重控
制之飲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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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PRECEDE-PROCEED Planning Model.
（資料來源: Green＆Kreuter, 1999, p. 34.）[32.] (level of evidence 1+)

三、 行為改變策略的適當選用可有效達成減重成效。
將行為改變策略應用於肥胖防治相關研究或計畫者為數不少，幾個大型文獻
回顧試圖歸納出一些經常被應用、具實證研究基礎、有成效的行為改變策略或方
法[35-37.](level of evidence 1+), [38.] (level of evidence 1-)，茲敘述如后。
Berkel等人[35.]

(level of evidence 1+)

指出一般常應用於肥胖防治計畫中的幾種主要

行為策略：(1) 傳統性的策略，包括自我監督(self-monitoring)、目標設定(goal
setting)、營養(nutrition)、運動(exercise)、刺激控制(stimulus control)、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 、 認 知 重 整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和 復 發 防 治 (relapse
prevention)等；(2) 非傳統性的方法，包括網路介入(internet intervention)、代餐法
(meal replacement) 和電話介入(elephone intervention) 等。該研究發現藉由一些上
述非傳統的創新方法，結合在傳統引用的策略可有不錯的成效呈現。如：以網路
或電話方式和民眾在一般的家庭或生活中即可保持聯絡，使得當施行與肥胖防治
行為相關策略如刺激控制與自我監督時也較容易奏效。
另一個以預防成人增重為主的研究文獻回顧[37.](level of evidence 1+)，認為當採用
多項策略且結合個人關注(personal contact)的方式時較有效。在整理1984至2001
年間以長期維持減重、防止復胖為目標的隨機分派臨床實驗(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RCT)後，Turk等人[39.] (level of evidence 1+)發現在早期的研究中，防止復胖的有效
方法，包括成立同儕支持團體、治療師每週定期電話聯繫[40.] (level of evidence 2+)、研
究人員持續的郵件與電話聯絡[41.](level of evidence 2+)、在減重期間能提供結合肥胖相
關行為治療和問題解決方略[42.](level of evidence 2+)、介入活動方式涵蓋多項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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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行為治療法、治療師聯絡關注、有氧運動，以及社會支持等[43.] (level of evidence 2+)。
較近期的研究[44.](level of evidence 1-)，則顯示問題解決療法(problem-solving therapy)的
實施較能有效地長期維持住減重成效（11-17個月）
，並建議此療法以團體討論方
式進行，內容著重以參與者自行提出的肥胖控制問題為主，在治療師引導下由參
會者共同尋求解決辦法。
Garaulet和Heredia[45.] (level of evidence 1-)對肥胖問題在臨床治療上強調應用行為
療法（Behavioral Therapy，簡稱BT）的重要性，也是一種新趨勢。BT相關策略
包括：(1)刺激控制，即藉由改變環境方式協助達成減重行為，如限制可進食的
場所、細嚼慢嚥、避免誤餐、將美味食物裝置在不透明容器內等；(2)自我監督
是BT中主要的成分之一，意謂記錄每天食物攝取量和運動量，其目的在於增加
飲食行為活動相關之自覺意識，以瞭解哪些是可能致胖因素；(3)正向強化力
(positive reinforcement)指的是以贈送非食物相關的禮物方式，做為達成體重目標
的鼓勵誘因；(4) 認知重整(cognitive restructuring)方式可經由檢討省思方式，創
造正向積極想法提高自尊心來取代因減重挫敗經驗而產生負面性的思維方式；(5)
復胖防治(preventing relapses)是教導認識哪些是復胖的可能肇因，以及預防技巧
[46.] (level of evidence 2+)
。其它策略上包括培養抗壓能力、親友社會支持、問題解決技
術及控制飲食速度等；且有研究指出以團體方式(group therapy)之BT治療法較為
有效[47.] (level of evidence 2++)。Wing和Gorin[38.] (level of evidence 1-)對肥胖病病人所提出行為
治療方法的建議，包括保持進度紀錄(keeping track of progress)、調整改變環境
(modifying the environment)、操控社會場境與資源(navigating social settings)、克
服障礙(overcoming barriers)、處理負面思維(managing negative thinking)、預備復
胖防治計畫(planning for slips and lapses)等策略。
此外，適當討論主題的選擇也是決定是否有成效性的重點之一。Cooper等人
[48.] (level of evidence 2++)
研究中所選用的主題如記錄飲食 (recording what you eat)、熱量
均衡 (energy balance)、社交飲食(social eating)、假日料理(preparing for the holiday)
或特殊活動或場境(special occasions)。Garaulet相關研究[49, 50.] (level of evidence 2+)主題
可分成4類：提供營養知識為主（如：選擇適當食物）
、教育肥胖相關之生理機制
為主、肥胖相關之行為與認知策略，以及執行技巧（如：採購要領、簡易食譜、
早餐的重要性、晚餐的另項選擇等）。

肆、目標與策略
一、 發展全方位全階段紮根性的健康行為改變策略。
參考社會生態學模式、社會認知理論、與行為改變之階段性理論，發展全方
位、各階段的健康行為改變策略，層面包括：個人（含特殊人群）
、人際、場域、
巨觀環境營造（含政策法令）、社會文化及價值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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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持續性的健康行為改變策略推動機制與監測平台。
參考社會行銷模式、社區結合概念以及衛生教育診斷評價模式，建立機制，
結合健康體位生活型態各式主題，持續性的推動，並持續監測追蹤與評估。
1. 以社會行銷方法，將白皮書中提出的健康生活型態主題，對焦逐項宣
導，從個人素養提升、動機啟發、到社會文化價值觀建立，創造執行
健康行為氛圍。
2. 結合社區，強化並鼓勵社區團體或個人以自主性能力參與肥胖防治在
地工作，從健康飲食生產供輸、體能運動的規劃與動員、健康生活的
支持與分享，到建立支持性健康實踐環境等各面向，積極參與奉獻。
3. 參考衛生教育診斷評價模式建構系統化的監測追蹤評估機制，全面且
機動的進行問題診斷、評估肥胖防治策略的成效、議題的演變，持續
提出最具效用之策略與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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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特定族群防治策略 (Specific Groups)
第一節 嬰兒
壹 、前言
研究發現脂肪細胞數量是成人脂肪總量的主要決定因素，而脂肪細胞的數
量在兒童及青春期就決定，不論胖瘦此數量在成人期不會有太大的變動[1.](level of
evidence 2+)
。嬰兒期體重增加快速者兒童期肥胖的機會增加[2.](level of evidence 2+),[3.] (level
of evidence 2+)
，而兒童期肥胖與日後成人肥胖有關聯[4.] (level of evidence 2+)。因此，在此
階段針對飲食、活動及生活型態提供適當的指引有助於肥胖防治。

貳 、關鍵問題
有關家長針對嬰兒期體重增加的態度以及認知，並未有臺灣相關的研究可
以參考。根據上海的調查當嬰兒體重增加適當時，家長仍會擔心嬰兒吃不夠或
長不好，並且有過度餵食的行為[5.](level of evidence 2-)。
2015 年臺灣嬰兒滿月時純母乳哺育率 68.0%，6 個月大時純母乳哺育率則
降至 45.4%[6.]（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與 WHO 建議的純母乳哺育率 6 個
月 50%仍有一些差距。依 WHO 全球嬰兒餵養策略，目前國內之嬰兒餵養策略
仍有努力空間。嬰兒缺乏適當的體能活動影響嬰兒粗動作的適切發展，影響日
後體能活動，可能間接影響肥胖的產生[7.] (level of evidence 2-)。影響嬰幼兒肥胖議題
於國內的嬰兒照護建議中較缺乏。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沒有哺餵母乳增加嬰兒日後肥胖以及其他急慢性疾病的風險。
研究發現，沒有哺餵母乳的嬰兒產生中耳炎、腹瀉、因呼吸道感染住院、
糖尿病、白血病及嬰兒猝死症的風險增加。沒有哺餵母乳的早產兒較容易有壞
死性腸炎[8.] (level of evidence 2++)。
以嬰兒配方食品哺餵，嬰兒被強迫餵食機率相對較高，也較容易導致肥胖
。美國 CDC2007 年的綜合分析顯示，母乳哺育的嬰兒，其將來
肥胖的勝算比 (hazard ratio) 為 0.78(95%CI 0.71-0.85)。Owen 等人[10.](level of evidence
2+)
將可能干擾因素(confounding factor)列入考量時，哺餵母乳的嬰兒日後肥胖勝
算比由 0.86 (95% CI=0.81, 0.91)變為 0.93 (95% CI=0.88, 0.99)，仍較一般嬰兒為
[9.](level of evide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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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Harder 等人綜合分析發現從出生到 9 個月，每多哺餵母乳 1 個月可以減少
日後肥胖的勝算比 4%，純母乳哺育的影響更明顯，每多 1 個月純母乳哺育可
以減少日後肥胖的勝算比 6%[11.] (level of evidence 2+)。Horta 等人 2015 年的綜合分析
也再次確認哺餵母乳的嬰兒日後肥胖／過重的勝算比較低 0.74 (95% CI: 0.70;
0.78)[12.] (level of evidence 1-)。
WHO、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及臺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都建議純母乳哺育
6 個月，並在添加適當副食品之後，持續哺乳至 1 到 2 歲或以上[6, 12.]。
表 5-1-1、沒有哺餵母乳對嬰兒肥胖及其他健康的影響
之實證結果
中耳炎、腹瀉、因呼吸道感染住院、糖尿病、白血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2++

[8.]

1-

[10-12.]

病及嬰兒猝死症的風險增加。早產兒較容易有壞死
性腸炎。
嬰兒日後肥胖風險增加。

二、 嬰兒期體重增加太快者，日後兒童肥胖的危險性增加，奶瓶餵食以及非
回應式的餵食方式使嬰兒體重增加加速，嬰兒過重及肥胖的危險性增
加。
嬰兒期體重增加太快者，日後兒童期肥胖的危險性增加[2.](level of evidence 2+), [3.]
(level of evidence 2+)
。
研究發現嬰兒有自我調節的能力，會根據其食物的熱量多寡來調整其進食
量
。研究發現奶瓶餵食的嬰兒其自我調節食慾能力較弱，以奶
瓶餵食不論是母乳或配方奶的嬰兒體重增加都較直接哺餵母乳的嬰兒來得多
[15.](level of evidence 2+)
。研究發現當成人未能注意到嬰兒的飢餓及飽食暗示行為時，
嬰兒比較容易過重及肥胖[16.] (level of evidence 2-)。應教導鼓勵照顧者採取回應性餵
食。
[14.](level of evidence 2-)

表 5-1-2、餵食型態及照顧者技巧對嬰兒肥胖以及其他
健康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嬰兒期體重增加太快者，日後兒童期肥胖的危險性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2+

[2, 3.]

2+

[15.]

增加。
以奶瓶餵食嬰兒體重的增加較直接哺餵母乳的嬰兒
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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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未能注意嬰兒的飢餓及飽食暗示行為時，嬰兒
比較容易過重及肥胖。

2-

[16.]

三、 過早添加副食品，可能增加肥胖的危險性。
研究認為過早添加副食品可能和日後的肥胖有相關性[17.] (level of evidence 2+)，有
些研究則認為沒有關聯[18.](level of evidence 2++)，這可能和嬰兒哺餵母乳時間長短有
關。哺餵母乳至少 4 個月的嬰兒何時添加副食品與肥胖無關，但是完全餵食配
方奶或是在 4 個月前就停止哺餵母乳者，過早添加副食品會增加肥胖的風險達
6 倍[17.] (level of evidence 2+)。副食品添加方式不應放在奶瓶內給予，但國內研究發現
有 75%照顧者將嬰兒米精放在奶瓶內使用[19.] (level of evidence 3)。
表 5-1-3、副食品添加對嬰兒肥胖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完全餵食配方奶或是在 4 個月前就停止哺餵母乳者，
過早添加副食品會增加肥胖的風險達 6 倍。

2+

[17.]

四、 嬰兒期體能活動，有助於預防日後肥胖的發生。
體能活動可以促進嬰兒粗動作的發展，嬰兒期的肥胖可能延緩粗動作的發
展，嬰兒粗動作發展較慢者兒童期又可能較少體能活動[20.] (level of evidence 2-)，因此
有助於粗動作發展的體能活動可能有利於肥胖防治。
嬰兒在大人監看下進行趴臥活動有助於動作發展[21,22.] (level of evidence 2-)。目前
仍缺乏有關適合嬰兒活動的環境營造相關研究，僅能參考現有嬰兒粗動作發展
環境的相關研究[23, 24.] (level of evidence 3)。嬰兒對於外界各種感官刺激會有反應而去
移動探索[25.] (level of evidence 3)，因此照顧者不僅是提供環境，也應與嬰兒互動方能
促成嬰兒更多的活動。
因為安全或者照顧者方便的考量，嬰兒常被放在汽車安全椅、推車、嬰兒
床或遊戲床內，沒有研究探討過度使用這些設備的影響。但是研究發現過度侷
限在嬰兒床或遊戲床可導致嬰兒過多仰躺的時間，而造成頭型偏斜，動作發展
遲緩[26.] (level of evidence 2-),[27.] (level of evidence 4)。
目前並無單純針對嬰兒體能活動與日後肥胖的研究，但是可參考英國對於
5 歲以下嬰幼兒的活動建議[14.]，包括：
1. 從出生後就鼓勵體能活動，尤其是經由在安全環境下的地板遊戲以及
水中活動。
2. 可以獨立行走的學齡前兒童 1 天至少要體能活動 18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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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 5 歲以下的嬰幼兒除了睡覺之外，應該避免被侷限長時間久坐不
動。

表 5-1-4、嬰兒肥胖與體能活動的關係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肥胖的嬰兒粗動作發展較慢。

2-

[20.]

趴臥動作有助於動作發展。

2-

[21, 22.]

侷限嬰兒活動的設備可能造成動作發展遲緩。

2-

[26, 27.]

五、 早期多方面的介入，有助於減少嬰兒期過重及日後兒童期肥胖的發生。
研究發現早期多方面的介入包括教導父母不要以飲食安撫嬰兒、適時正確
的添加副食品、觀察嬰兒飽足及飢餓的徵象決定餵食量及給予適當的體能活動
等，有助於減少嬰兒期過重及日後兒童期肥胖的發生[28-31.] (level of evidence 1-)。
表 5-1-5、同時多項介入對嬰兒肥胖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同時多項目的介入可以減少嬰兒期以及兒童期的過
重及肥胖。

實證等級
1-

參考資料
[28-31.]

肆、目標與策略
目標一、照顧者能以正確的方式餵食嬰兒。
1. 短期目標：
(1) 製作嬰兒健康餵食指引。(B)
(2) 製作照顧者教育課程教材。(B)
(3) 制定托嬰中心以及保母訓練中心嬰兒餵食評鑑基準。(B)
2. 短期策略：
(1) 召開專家會議制定嬰兒餵食指引，包括母乳哺育、回應式餵食及
副食品添加等。(B)
(2) 摘要內容放入兒童健康手冊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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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媒體宣傳指引內容。(B)
(4) 製作照顧者相關教育訓練教材，包括嬰兒食譜及菜單範本，製作
嬰兒副食品製作及餵食方法的影片等。(B)
(5) 建立嬰兒營養網站，整合相關指引，加強文宣品的近便性。(B)
(6) 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以及國內相關研究以及
風俗民情制定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中嬰兒健康餵食評鑑標準。(B)
3. 中長期目標：
(1) 照顧者教育訓練。(B)
(2) 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嬰兒餵食評鑑。(B)
4. 中長期策略：
(1) 持續媒體宣傳指引內容。(B)
(2) 辦理保母及托嬰中心工作人員嬰兒健康餵食訓練課程。(A)
(3) 辦理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健康餵食評鑑。(B)
目標二、照顧者能提供機會讓嬰兒有體能活動及減少使用限制嬰兒活動的設備。
1. 短期目標：
(1) 製作嬰兒體能活動指引。(B)
(2) 製作照顧者教育課程教材。(B)
(3) 制定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嬰兒體能活動環境評鑑基準。(D)
2. 短期策略：
(1) 召開專家會議制定嬰兒體能活動指引。(D)
(2) 摘要內容放入兒童健康手冊中。(C)
(3) 利用媒體宣傳指引內容。(D)
(4) 製作照顧者相關教育訓練教材。(C)
(5) 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及風俗
民情等制定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嬰兒體能活動環境評鑑標準。(D)
3. 中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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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照顧者教育訓練。(B)
(2) 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嬰兒體能活動環境評鑑。(D)
4. 中長期策略：
(1) 持續媒體宣傳指引內容。(D)
(2) 辦理保母及托嬰中心工作人員嬰兒體能活動訓練課程。(C)
(3) 辦理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體能活動環境評鑑。(D)
目標三、制定國家嬰幼兒餵食政策。
1. 短期目標：
(1) 制定並公告國家嬰幼兒餵食策略。(B)
(2) 修正嬰幼兒飲食指南。(B)
(3) 擬定相關措施遵循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B)
2. 短期策略：
(1) 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及風俗
民情等，制定相關策略。(B)
(2) 提出代用品銷售規範草案、禁止廠商直接和孕產婦及民眾接觸、
禁止不當的媒體廣告（包括網路、簡訊等新興媒體）、禁止提供
免費樣品及贈品。(B)
3. 中期目標：
(1) 定期檢討現行嬰幼兒餵食政策（包括副食品建議）。(B)
(2) 修正代用品銷售相關措施。(B)
4. 中期策略：
(1) 定期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以
及風俗民情等，檢討相關策略。(B)
(2) 擴大代用品銷售規範，擬定符合醫學倫理的法規，明定規範廠商
與醫療專業人員間的關係。(B)
5. 長期目標：
(1) 定期檢討現行嬰幼兒餵食政策（包括副食品建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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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面立法採用國際品銷售守則。(B)
6. 長期策略：
(1) 定期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以
及風俗民情等，檢討相關策略。(B)
(2) 全面立法採用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B)

伍、監測指標
一、 母乳哺育率
指標

6 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

短期（2-3 年）

48%（2018 年）

中期（3-5 年）

50%（2020 年）

長期（5-10 年）

50%以上（2025 年）

二、 嬰兒餵食指標
短期（2-3 年）

1. 嬰兒健康餵食指引。
2. 嬰兒體能活動指引。
3. 保母訓練課程相關教材。
4. 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評鑑基準包括嬰兒餵食及體能活動
規範。

中期（3-5 年）

1. 辦理托嬰中心通過健康嬰兒餵食及體能活動環境評鑑。
2. 辦理保母課程中嬰兒餵食及體能活動課程。
3. 辦理托嬰中心工作人員嬰兒餵食及體能活動教育訓練。

長期（5-10 年）

1. 逐年增加托嬰中心通過健康嬰兒餵食及體能活動環境評
鑑比率。

112

2. 逐年增加保母課程中有嬰兒餵食及體能活動課程的比率。
3. 逐年增加托嬰中心工作人員接受嬰兒餵食及體能活動教
育訓練的比率。
三、 政策指標
短期（2-3 年）

1. 有全國嬰幼兒餵食政策。
2. 修正嬰幼兒飲食指南。
3. 制定托嬰中心餵食方式評鑑基準。
4. 有部分法律規範禁止廠商與民眾直接接觸及媒體廣
告。

中長期（3-10 年）

1. 定期檢討嬰幼兒餵食政策。
2. 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全面立法。

陸、政策問題及需配合單位
一、 國家嬰幼兒餵食策略制定－衛生福利部。
二、 嬰幼兒飲食指南修正－衛生福利部。
三、 母乳代用品銷售法規－衛生福利部、法務部、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立法院。
四、 托嬰中心評鑑基準－衛生福利部、內政部。

柒、未來研究方向
一、 運用國民健康署兒童健康檢查上傳之生長發育資料，定期報告嬰兒的體
位分類狀況、各種體位不當盛行率，並進行國際比較。
二、 探討嬰兒期體位與兒童期肥胖的相關性，以定義嬰兒期肥胖，並探討其
相關危險因素。
三、 長期監測探討嬰兒健康體位、生長發育之多重影響因素（含：人口學、
行為、環境因素）。
四、 探討不同餵食方式以及副食品添加時間及種類對嬰兒體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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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探討國內嬰兒照顧者對於嬰兒體位，生長以及餵食方式的認知以及態度，
以瞭解造成嬰兒肥胖的文化民情等相關因素。
六、 探討配方奶以及其他母乳代用品，嬰兒副食品以及健康食品廣告銷售對
於嬰兒照顧者餵食形態以及餵食內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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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齡前兒童
壹 、前言
除遺傳外，飲食、活動及生活型態是造成肥胖的重要因素。學齡前是飲食
生活習慣養成的重要時期，肥胖的學齡前兒童有較高的機率成長為肥胖的成人
[1.]
。因此如何在此重要時期，讓學齡前兒童建立良好飲食與生活習慣，以及提
供免於致胖的環境是預防肥胖的重要課題。

貳 、關鍵問題
依據 1997-1999 年臺灣地區嬰幼兒營養調查及 NAHSIT 2005-2008 年臺灣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顯示，國內學齡前兒童過重及肥胖的盛行率有
增加的趨勢[2.]，國內學齡前兒童的各種生活型態已有偏差致胖的傾向。與肥胖
相關的飲食攝取偏差行為包括：蔬果、全穀類等高營養密度、低熱量密度的食
物攝取不足[3, 4.]，含糖飲料及大份量的高油、高糖、高鹽點心攝取過多[5-7.]。
學齡前兒童體能活動過少容易導致肥胖[8.]。看電視及使用電腦或電腦遊戲
的時間與學齡前兒童肥胖有正相關存在[9-11.]，而電視食品廣告亦會影響學齡前
兒童對食物的喜好與要求[12, 13.]。
家長與家庭因素是預防學齡前兒童肥胖必須考慮的重要影響因素[14.]。此外，
國內有 36%的學齡前兒童進入幼兒園就學[15.]。因此，幼兒園所提供的飲食、各
項體能活動以及生活習慣的養成也是規劃學齡前兒童肥胖預防策略時，所必須
考慮的。

參 、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許多預防肥胖或致胖的生活習慣，如：蔬果、高熱量密度食物、看電視等，
均可由學齡前延續至青春期[16.](level of evidence 2+)。可見在學齡前養成健康的生活型
態是預防肥胖的良好時機。
一、 以多次重複嘗試、多元化烹調方式提供適當份量的蔬果及高營養密度點
心，可養成學齡前兒童健康飲食行為。(A)
飲食品質較好的學齡前兒童，其肥胖盛行率也相對較低[4.] (level of evidence 3)。
就個別食物而言，水果攝取量較多的學齡前兒童，其 BMI 的 Z score 也相對較
低[3.] (level of evidence 2+)。食物是熱量與營養素的主要來源，也是學齡前兒童生長所
必須的。要避免肥胖，除攝取適當的熱量外，更要選擇營養密度高，但熱量密
度低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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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兒童的胃容量不大，因此若能依不同年齡層提供適當份量的主食份
量，搭配適當的蔬果、全穀類等高營養、低熱量密度的食物可以減少學齡前兒
童肥胖的機率[7.] (level of evidence 2+)。
多次重複的讓學齡前兒童嘗試新食物也是克服學齡前兒童對新的、陌生的
食物恐懼心理的好方法[17.] (level of evidence 1+)。以不同的烹調方式或改變食物的攝取
型態，如以蔬菜泥加入主菜，也是增加低熱量密度食物攝取的可行方式。
表 5-2-1、學齡前兒童健康飲食行為養成方式對體
位影響之實證結果
飲食品質良好的學齡前兒童，肥胖盛行率較低。

實證等級

1+

參考資料

[3,4,7,17.]

攝取高營養密度食物、點心及蔬果與較低肥胖盛
行率有關。
多次重複嘗試及多元烹調方式可改善學齡前兒童
飲食品質，加強體重控制。
二、 學齡前兒童從小養成喝白開水、不喝含糖飲料的習慣，可減少熱量之攝
取，進而預防肥胖的發生；適量的純果汁或乳品類攝取與肥胖無關。(A)
肥胖的學齡前兒童顯著地較正常體重的學齡前兒童攝取較多的含糖飲料
。以白開水取代含糖飲料或果汁，可減少熱量之攝取，進而預
[18.](level of evidence 2+)
防肥胖的發生
。在學校提供白開水不僅可以提高兒童白開水的
攝取量，且可降低兒童肥胖之情形[19.](level of evidence 1+)。
[5.](level of evidence 2+)

O’Neil 等人(2011)的研究結果指出 100%柳橙汁的攝取與肥胖沒有關係，且能
改善學齡前兒童的飲食品質[20.](level of evidence 2+)；且學齡前兒童無論攝取全脂、低
脂或脫脂乳品類均與肥胖沒有相關[21.](level of evidence 1+)。
表 5-2-2、學齡前兒童含糖飲料攝取對體位影響之
實證結果
學齡前兒童以白開水取代含糖飲料可減少熱量攝
取。

實證等級

1+

參考資料

[5,18-21.]

學校提供白開水可降低肥胖。
純果汁、全脂、低脂及脫脂乳品類攝取與肥胖無
關。
三、 學齡前是建立體能活動，減少靜態活動的好時機，看電視及使用電腦或
電動的靜態生活與靜態時間與學齡前兒童肥胖有正相關。(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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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活動是學齡前兒童肥胖的保護因子[8.](level of evidence 1+)，且學齡前是建立
體能活動習慣的良好時機[22.] (level of evidence 1)。學齡前兒童就讀郊區學校與其體能
活動有正相關，建議可鼓勵學齡前兒童於上學日減少靜態活動，而在週末時增
加體能活動[23.](level of evidence 1)。
看電視、使用電腦、打電動及使用 3C 產品等靜態活動，除了消耗較少熱
量外，看電視時吃東西也相對增加熱量的攝取。看電視及使用電腦或電動的時
間 與 學 齡 前 兒 童 肥 胖 有 正 相 關 存 在 [9-11.] (level of evidence 2+) 。 美 國 NHANES
1999-2002 年調查結果指出，每天看電視大於 2 小時的學齡前兒童有較高肥胖
的機率；且每天有使用電腦的學齡前兒童亦有較高的皮下脂肪厚度 [10.] (level of
evidence 2+)
。
表 5-2-3、學齡前兒童靜態活動時間與體能活動行
為建立對體位影響之實證結果
體能活動是學齡前兒童體位之保護因子，且學齡
前兒童時期是體能活動建立的好時機。

實證等級

1+

參考資料

[8-11,22,23.]

看電視、使用電腦、打電動等靜態活動時間與學
齡前兒童肥胖有正相關。
四、 電視上的食品廣告影響學齡前兒童對食物的喜好與要求。(B)
學齡前兒童的行為容易受電視廣告的影響。研究指出 40.3%學齡前兒童會
要求購買廣告上的食物[12.] (level of evidence 3)，而兒童對食物品牌的選擇也受到廣告
的影響[13.] (level of evidence 3)。可見，電視上的食品廣告影響學齡前兒童對食物的喜
好與要求；看電視時容易攝取高油、高糖、高鹽的食物或飲料，會降低蔬果及
乳品類的攝取。陸續已有許多政府禁止電視對兒童播放食品廣告，1 項澳洲研
究指出減少電視對兒童播放高油、高糖食物廣告政策將可為國家節省約 3 億澳
幣的健康支出[24.] (level of evidence 2)。
表 5-2-4、食品廣告影響學齡前兒童對食物喜好與
要求之實證結果
學齡前兒童會要求購買廣告食品。

實證等級

2

廣告食品多為高油、高糖、高鹽的食物或飲料。
減少電視播放高油、高糖食物廣告可減少健康支
出。
五、 家長及學齡前兒童照護者之健康素養與肥胖防治相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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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2,13,25.]

家長對食物的喜好、信念與態度、食物的可近性與可獲性、家中長輩的角
色模範、父母的教養行為、親子間的互動都直接、間接的影響學齡前兒童食物
的攝取，進而影響體位的成長[14.] (level of evidence 2)。
表 5-2-5、家長及學齡前兒童照護者健康素養對學
齡前兒童肥胖防治之實證結果
家中長輩角色模範、教養行為、食物喜好影響學
齡前兒童食物攝取及體位成長。

實證等級

2

參考資料

[14.]

六、 幼兒園是建立學齡前兒童良好生活形態、預防肥胖的重要環境之一，幼
兒園裡以教育、諮詢或體能活動方式，可以顯著地改變學齡前兒童的飲
食行為及生活型態。(A)
就讀幼兒園的學齡前兒童每天約有 5 至 6 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待在學校
裡。因此幼兒園是建立學齡前兒童良好生活形態、預防肥胖的重要環境之一。
國內幼兒園多數提供午餐以及 1 至 2 次的點心，有些幼兒園更提供早餐。幼兒
園所提供之餐飲占學齡前兒童整體飲食攝取一半或以上的份量。因此，這些餐
飲的品質關係學齡前兒童整體健康。
幼兒園裡以教育、諮詢或體能活動方式，雖不易達到減緩學齡前兒童 BMI
的增加，或降低學齡前兒童肥胖的目標；但能顯著地改變學齡前兒童的飲食行
為或其他生活型態[26, 27.] (level of evidence 1＋)。此外，在介入策略上應要同時考慮家長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會、文化與環境的影響因素[28.] (level of evidence 2)。
表 5-2-6、以幼兒園做為學齡前兒童飲食行為及生活
型態養成之實證結果
在幼兒園以教育、諮詢、體能活動方式可顯著
改變學齡前兒童飲食行為及生活方式。

實證等級

1+

參考資料

[26-28.]

介入方式應同時考慮家長角色及社會、文化及
環境的影響。

肆 、目標與策略
目標一、確保學齡前兒童可獲得健康飲食，鼓勵攝取多樣化、均衡之營養食物。
1. 短期目標：
(1) 訂定各項可確保學齡前兒童獲得健康飲食之相關規定、規範及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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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家長及學齡前兒童照顧者健康飲食之健康素養。
2. 短期策略：
(1) 衛生及教育專家制定學齡前兒童飲食指引協助家長如何餵養學齡
前兒童。
(2) 訂定幼兒園餐食、點心及飲料之供應與營養教育評鑑基準。
(3) 限制幼兒園提供含糖飲料、調味乳汁、果汁份量之規範。
(4) 以社會行銷方式向家長、保母、學齡前兒童照護者宣導正確學齡
前兒童飲食指引（以天天 5 蔬果、白開水為主）。
(5) 依各項飲食建議分期程製作各種適合學齡前兒童之食譜、教具教
材及宣傳單張（含家庭及幼兒園）。
3. 中長期目標：
(1) 確保學齡前兒童就學環境中健康飲食之可獲性與可近性。
(2) 提供學齡前兒童健康食物、點心及飲料之可獲性與可近性。
(3) 持續提升家長及學齡前兒童照顧者健康飲食之健康素養。
4. 中長期策略：
(1) 進行幼兒園餐飲供應品質調查與評鑑。
(2) 評量幼兒園供餐品質。
(3) 確保幼兒園飲食及飲水之安全衛生。
(4) 進行幼兒園健康飲食講習。
(5) 獎勵食品廠商生產適合學齡前兒童份量之健康點心、飲料產品。
(6) 媒合優良食品廠商提供健康點心、飲料給幼兒園及家長。
(7) 獎勵農會、農民直銷蔬果及優良食品給幼兒園。
(8) 評量食品廠商提供適當份量健康點心、農民直銷農產品政策成
效。
(9) 持續以社會行銷方式向家長、保母、學齡前兒童照護者宣導正確
學齡前兒童飲食指引（以適當份量、健康點心、全穀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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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持續依各項飲食建議分期程製作各種適合學齡前兒童之食譜及宣
傳單張（含家庭及幼兒園）。

目標二、增加學齡前兒童體能活動，降低靜態活動時間，以避免肥胖。
1. 短期目標：
(1) 訂定提升學齡前兒童體能及靜態活動之相關指引、規定、規範及
法規。
(2) 提升學齡前兒童之體能活動。
(3) 提升家長及學齡前兒童照顧者有關體能及靜態活動之健康素養。
2. 短期策略：
(1) 訂定學齡前兒童體能活動、睡眠時間、靜態活動指引。
(2) 訂定電視食品廣告規範。
(3) 於幼兒園之評鑑中規範幼兒每週戶外活動時間，鼓勵幼兒園辦理
戶外教學活動。
(4) 各地方政府進行社區綠地及學齡前兒童活動空間建設。
(5) 獎勵幼兒園辦理體能活動及戶外教學活動。
(6) 以社會行銷方式向家長、主要照顧者、幼兒園老師宣導應限制學
齡前兒童每天看螢幕（看電視、電動、電腦等）之時間在 2 小時
以下。
(7) 依各項體能活動建議分期程製作各種適合學齡前兒童之宣傳單張
（含家庭及幼兒園）。
3. 中長期目標：
(1) 限制學齡前兒童的看螢幕時間以及食物與飲料之行銷廣告。
(2) 持續應用社會行銷理論提供預防學齡前兒童肥胖之體能及靜態活
動之相關訊息與策略。
(3) 提升學齡前兒童在幼兒園之體能活動，降低靜態活動。
4. 中長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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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衛生福利部、農業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持續訂定相關
食品廣告規範，減少學齡前兒童受其影響。
(2) 追蹤評量學齡前兒童之螢幕時間。
(3) 持續以社會行銷方式向家長、主要照顧者、幼兒園老師宣導應限
制學齡前兒童每天之看螢幕（看電視、電動、電腦等）時間在 2
小時以下。
(4) 獎勵各地方政府辦理幼兒園、家庭親子體能活動競賽。
(5) 進行學齡前兒童體能及靜態活動時間調查。
(6) 各地方政府持續進行社區綠地及學齡前兒童活動空間建設。
目標三、評估及長期監測學齡前兒童之生長。
1. 短期目標：建立長期監測學齡前兒童體位之規範與機制。
2. 短期策略：
(1) 規範學齡前兒童體位成長登錄為幼兒園評鑑項目之一。
(2) 健保要求健兒門診必須登錄學齡前兒童體位成長紀錄，並上傳健
保系統。
(3) 建立學齡前兒童體位監測之規範與系統。
3. 中長期目標：監測學齡前兒童體位成長。
4. 中長期策略：
(1) 幼兒園學齡前兒童體位成長之登錄。
(2) 追蹤過重及肥胖學齡前兒童之生長情形。
(3) 進行學齡前兒童飲食營養及體位成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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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監測指標
一、 確保學齡前兒童可獲得健康飲食，鼓勵攝取多樣化、均衡之營養食物。
短期（2-3 年）

學齡前兒童飲食指引之訂定。
幼兒園健康飲食供應評鑑基準之訂定。
學齡前兒童健康飲食食譜之數目。
學齡前兒童健康飲食講習次數。
學齡前兒童健康飲食教具教材及宣導單張之數目。
家長及學齡前兒童照顧者對學齡前兒童健康飲食之知識、態
度與行為。

中長期（3-10 年）

幼兒園健康飲食評鑑之執行。
評量幼兒園健康飲食供應之成效。
幼兒園健康飲食講習次數。
食品廠商研發、販售適合學齡前兒童之點心及飲料種類數
目。
相關機構團體提供幼兒園健康飲食體系之建立。
家長及學齡前兒童照顧者對學齡前兒童健康飲食之知識、態
度與行為。

二、 增加學齡前兒童體能活動，降低靜態活動時間，以避免肥胖。
短期（2-3 年）

學齡前兒童體能及靜態活動指引之訂定。
各地方政府進行社區綠地及學齡前兒童活動空間建設之數
目。
家長、學齡前兒童照顧者、幼兒園老師對學齡前兒童體能及
靜態活動等相關知識、態度與行為。

中長期（3-10 年）

電視食品廣告規範之增修訂。
社區綠地、活動空間增加數目，使用率，民眾滿意度。
家長、幼兒園教師、照顧者有關學齡前兒童體能及靜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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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知識、態度與行為之增進。
學齡前兒童體能活動及靜態活動之改進情形。

三、 評估及長期監測學齡前兒童之生長。
短期（2-3 年）

幼兒園評鑑內容包括學齡前兒童體位成長紀錄。
健兒門診登錄學齡前兒童體位資料與追蹤制度之建立。
學齡前兒童飲食營養與體位監測制度之建立。

中長期（3-10 年）

幼兒園登錄學齡前兒童體位成長之比率。
過重及肥胖學齡前兒童體位成長之追蹤比率。
學齡前兒童飲食營養及體位變遷情形。

陸、未來研究方向
一、 建立我國學齡前兒童體位與營養監測機制，並據以訂定我國兒童生長曲
線。
二、 探討我國學齡前兒童體位之生長發育趨勢，並比較應用我國兒童生長曲
線與世界衛生組織生長曲線，我國學齡前兒童體位分布之差異。
三、 調查並分析我國學齡前兒童飲食品質及其對學齡前兒童生長發育之影
響。
四、 探討影響我國學齡前兒童體位之各項飲食因子。
五、 探討我國學齡前兒童體位之各種社會影響因子。
六、 探討家長及學齡前兒童照顧者有關健康飲食、體能及靜態活動素養對我
國學齡前兒童體位之影響。
七、 探討我國學齡前兒童之體能及靜態活動（含螢幕時間）對體位之影響。
八、 探討不同飲食、體能及靜態活動介入對學齡前兒童體位之成效。
九、 探討我國學齡前兒童睡眠型態對學齡前兒童體位之影響及其相關影響
因子。
十、 探討幼兒園飲食供應品質對學齡前兒童體位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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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探討市面適合學齡前兒童食用健康點心可獲性對學齡前兒童體位之
影響。
十二、 調查家長、學齡前兒童照顧者、幼兒園老師在學齡前兒童體能及靜態
活動等相關知識、態度、行為。
十三、 評量對兒童限播食品廣告對學齡前兒童肥胖預防之成效。
十四、 評量各種學齡前兒童肥胖防治措施對降低學齡前兒童肥胖盛行率之
成效。
十五、 探討社區綠地與學齡前兒童活動空間對學齡前兒童肥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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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兒童及青少年（國小、國中、高中生）
因為 6 至 18 歲兒童及青少年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家庭與學校，敬請參考第六
章場域防治策略之家庭與學校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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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女性－孕產期
壹、前言
生育年齡婦女之肥胖盛行率各國不同，進入生育年齡之婦女，若有體重過
重及肥胖，除影響其日後罹病率及死亡率[1-3.] (level of evidence 1+)、浪費國家醫療資
源外，若孕前未做好體重控制，則於懷孕及生產時會增加孕婦本身及胎兒嚴重
合併症[4-19.] (level of evidence 1+)及死亡率[20-24.] (level of evidence 1+)。生產後，體重滯留造成
肥胖，會增加下 1 次懷孕時，再面臨 1 次同樣風險，以及日後所帶來健康風險
且其體態對心理之壓力[25, 26.] (level of evidence 2+)、羞怯亦不容忽視，故懷孕前體重管
理、孕婦體重管理及產後體重滯留問題需予以重視。

貳、關鍵問題
一、 孕前婦女維持理想體重及懷孕婦女維持適當的「體重增加」概念不足。
民眾對懷孕前婦女維持理想體重及懷孕婦女維持適當的「體重增加」概念
不足，增加孕婦與胎兒健康風險；加上產後婦女飲食、運動概念與體重管理概
念不足等，致使生兒育女成為增加肥胖風險的因子。臺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
遷調查[27.] (level of evidence 2++)1993-1996 年及 2005-2008 年趨勢顯示：女性 19 至 30
歲過重（BMI 介於 24 至 27 之間）與肥胖（BMI≧27）各由 10.3%及 6.1%轉變
為 9.1%及 10.1%，兩者合計則由 16.4%增為 19.5%。而 31 至 44 歲過重及肥胖
盛行率各由 17.7%及 8%變成 14.5%及 12.6%，兩者合計則由 25.7%升為 27.1%。
二、 過重孕婦危險因子，包括：零食時間太多、吃太多甜食或飲料、看電視
時間太長及運動不足。
三、 孕期體重管理之介入未能及早。
1991 年吉田等人[28.] (level of evidence 2++)分析過重的孕婦，發現大多數在妊娠前
半期體重就增加過多。故妊娠 16 週時，體重增加 3 公斤以上的孕婦，應立即給
予營養指導。然而，孕婦曾接受營養專家或醫護人員飲食諮詢的只有 2 成[29.] (level
of evidence 3)
。
四、 多數孕婦未建立運動習慣。
洪氏等人[30.]研究 18 至 35 歲孕婦中懷孕後有規律的運動習慣只有 7.5%，
1999 年前臺北市立婦幼綜合醫院的調查亦發現孕婦約有 6 成不運動[31.](level of
evidence 3)
。
五、 健康醫院認證未將懷孕體重管理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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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健康醫院認證（包括產後護理機構）未將懷孕前體重過重及肥
胖婦女、孕婦、產後婦女健康體位如何管理列入教育訓練要項，且未將這群婦
女之健康體位狀況加以系統性管理。
附註：在英國孕婦之肥胖症定義[32.]為第 1 次產檢時，其 BMI≧30，共分 3
等級：第 1 級：BMI 30.0 至 34.9，第 2 級：BMI 35.0 至 39.9，第 3 級或病態肥
胖 BMI≧40。在臺灣[33.]第 1 次產檢時，其 BMI≧24 至<27 為過重，及 BMI≧
27 則為肥胖。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孕婦肥胖，增加許多產科合併症及嚴重不良預後風險 [6-9, 11-24, 33.] (level of
evidence 1+)
，包括：流產、先天胎兒畸型、血栓栓塞症、妊娠糖尿病、子癇
前症、產程進展不順利、巨嬰、肩難產、產後出血、傷口感染、死產及
新生兒死亡等。此外與正常 BMI 孕婦比較，剖腹產率較高[13.]，母乳哺
育率較低[34.] (level of evidence 2+)。肥胖症是孕婦死亡危險因子[35.] (level of evidence
3)

。

二、 對體重過重及肥胖的婦女若孕前體重可減少 15%，則懷孕時的產科合併
症有顯著的減少[6, 7, 36.] (level of evidence 3)。故初級醫療照顧服務[37.]應確保所
有生育年齡之婦女有機會在孕前將其體重控制在適當之狀況。在家庭計
畫諮詢時，對體重及生活型態之建言需要提供；且其體重、BMI 及腹圍
需定期監測。生育年齡婦女若 BMI≧30（此為英國的，在臺灣建議改為
≧24）應該獲得有關肥胖對懷孕生育之風險之知識，並可獲得有益之建
議，且在孕前有支持體系讓她們可減重。
三、 肥胖婦女於懷孕時控制體重的增加，是有好處的：Cedergren[38.]發現若肥
胖婦女於孕期體重增加小於 8 公斤時，可減少產出較大胎兒、子癇前症、
剖腹產率及手術性陰道生產等風險(level of evidence 2+)。
四、 臺灣與世界各國均已建議適當的孕婦體重增加範圍：
1. 如同臺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之建議[33.]：肥胖（BMI≧30）者孕期
建議增加體重為 5 至 9 kg。（附件 5-4 表 1）
2. 對過重及肥胖孕婦，英國婦幼諮詢中心（Centre for Maternal and Child
Enquiries，簡稱 CMACE)與皇家婦產科學院合作訂定孕期照顧之準則
[37.]
（附件 5-4 表 2、附件 5-4 表 3）
，以降低孕婦與胎兒之風險(level of evidence
2+)
。
五、 回顧性之系統性分析 [38.]認為肥胖孕婦的體重控制以飲食介入比體能活
動介入有效，或兩者併用才更有效(level of evid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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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過去對肥胖孕婦之體重控制介入研究，經量性、質性之系統性回顧性分
析[39, 40.]顯示對孕產婦及胎兒改善預後之成效不明顯，主要是因影響孕期
體重增加的因素眾多且複雜[30, 31.]。
影響因素包括生理、心理、環境、與文化因素。個人生理因素[41.]，如：懷
孕前的年齡、種族、教育程度、胎次、身高、BMI、糖尿病及高血壓等，可解
釋孕期體重增加 74%的變異量；醫療合併症需臥床休息、GDM、妊娠高血壓、
壓力高等，可解釋 15%的變異量；懷孕中可控制方式，包括藉 1 週的飲食平均
份量、熱量攝取、運動、吸菸以及照顧者提供孕期理想體重增加的建議，可解
釋 11%的變異量。個人心理社會因素[42.]包括：為胎兒健康攝取過多熱量，造成
營養過剩與熱量蓄積、健康信念、懷孕前對體重定向感、社會支持。環境與文
化因素[43, 44.]包括：有較多休閒、娛樂運動習慣及風氣，生活機能促使孕婦有些
體能活動機會，社會對婦女身體心像的看法等。故應積極將這些因素，納入在
介入計畫裡，進行先驅試驗、修正、實際應用、並探討成本效益(level of evidence 3)。

肆、目標與策略
目標ㄧ、確保孕前婦女維持健康體位。
1. 短期策略：
(1) 印製健康生活動起來手冊（含飲食、運動、體重紀錄表）分發給
孕前肥胖婦女。
(2) 印製「懷孕併有肥胖症之風險」單張及指引，教育過重及肥胖之
生育年齡婦女，並設立相關訊息網站，以及利用電視及廣播媒體
宣導。
(3) 鼓勵婚前或孕前健康檢查，針對計畫懷孕之過重及肥胖婦女建立
體重管理轉介機制。
(4) 衛生所及相關醫療照護機構提供體重管理諮詢及體重控制班。
2. 中期策略：
(1) 增設社區公園、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設施。
(2) 增加健康訓練者及體能訓練諮詢者並分布至社區休閒中心及進駐
志工團體、社區團體、職場。肥胖婦女轉介至醫師、護士或營養
師等，使獲得必要資訊或治療。
(3) 於社區活動中心、衛生所、大專院校及醫院增設孕前、產後肥胖
婦女體重控制班（每週 1 次，每期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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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定職場員工（包括婦女）每天全員運動 20 分鐘。
3. 長期策略：由各縣市每年輪流舉辦肥胖婦女防治成果展覽會或發表
會，並分析資料發表於報章雜誌及網路。
目標二、孕期婦女維持健康的體重增加。
1. 短期策略：
(1) 於第 1 孕期時，儘早做產前檢查，並記錄身高、體重、BMI 值及
腹圍。
(2) 印製孕婦健康手冊（含飲食、運動、體重紀錄表）分發給孕期婦
女，教育孕婦維持孕期理想體重並於電視及廣播媒體宣導。
(3) 孕期提供 2 次營養諮詢（分別於第 1 孕期 17 週前及第 3 孕期 29
週以後各提供 1 次孕期營養諮詢及給予營養素補充、均衡飲食、
體重控制之衛教指導）。懷孕 17 週前，體重比孕前超過 3 公斤者
或懷孕體重過重及肥胖者須有專人收案管理，並開辦體重控制班
每週 1 次，每期 3 個月，每次 2 小時。
2. 中期策略：
(1) 增加孕婦體重管理的醫療單位並分析成效。
(2) 增加孕婦體重控制班（鼓勵家屬一併參加），懷孕 16 週以後，每
週 1 次，每期 3 個月，每次 2 至 3 小時，對象：懷孕 16 週時體重
已經比孕前增加 3 公斤以上者或孕前 BMI 值屬體重過重及肥胖
者。
(3) 醫院或社區可增設提供孕婦專用的健康中心。
(4) 培養照顧肥胖孕婦之醫護人力與營養師。
3. 長期策略：
(1) 增加對肥胖婦女於孕期照顧所需醫療設施及設備。
(2) 依孕期照護指引執行肥胖孕婦之醫療照護。
目標三、協助產後婦女恢復健康體位標準。
1. 短期策略：
(1) 產後要儘早實施飲食控制及運動，故在產後住院期間就要開始指
導、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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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製健康生活動起來手冊（含飲食、運動、體重紀錄表）給產後
婦女。
(3) 產後檢查時，將肥胖婦女列入體重管理對象，並有介入機制。
(4) GDM 婦女於產後 6 週、1 年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簡稱 OGTT）檢查。
2. 中期策略：
(1) 修正坐月子飲食文化觀念，宣導現代化月子餐的食譜。
(2) 有 GDM 的婦女，每年做 OGTT 檢查。
(3) 社區活動中心增加照顧小孩及嬰兒人力，讓產後婦女可運動。
3. 長期策略：
(1) 有 GDM 的婦女，每年做 OGTT 檢查。
(2) 社區活動中心增加照顧小孩及嬰兒人力及設施，讓產後婦女增加
運動機會。
目標四、加強孕產婦醫療照護團隊成員健康體位之訓練課程。
1. 短期策略：婦產科醫學會及週產期醫學會介入婦產科專科醫師及護理
人員之培訓，其重點為如何監測孕婦體重、身高、腹圍及肥胖孕婦照
顧重點，並訂定其照顧指引（如附件 5-4 表 2、5-4 表 3）。
2. 中期策略：婦產科醫學會及週產期醫學會介入婦產科專科醫師及護理
人員培訓並給予學分認證，其重點為如何管理孕婦體重及肥胖孕婦臨
床照顧專業訓練。
3. 長期策略：制定統一孕產婦體重管理的資料庫，納入可分析孕產婦及
胎兒預後的相關變數，各產科醫院診所提供 e 化資料並加以分析。
目標五、針對有產科的醫院、診所及產後護理機構，輔導成為經健康認證之單
位，並將孕產婦、產後婦女健康體位管理列入健康認證單位之評估要
項，並分析其成效。
1. 短期策略：輔導有產科的醫院、診所及產後護理機構，成為可執行肥
胖防治且經認證之單位。
2. 中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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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逐漸擴大健康醫院的評鑑家數並將生育年齡婦女、孕婦、產後婦
女肥胖防治納為要項，介入管理。
(2) 於死亡證明書中需增列身高、體重欄，以利分析肥胖與死亡相關
性。
3. 長期策略：每年舉辦健康醫院認證，公布其成果並給予獎勵。

伍、監測指標
一、 過程指標 (process)：
1. 印製告知孕前肥胖婦女有關肥胖與懷孕風險相關訊息。
2. 孕前婦女體位監測規範、系統。
3. 孕前婦女飲食、體能活動、靜態活動、睡眠時間指引。
4. 孕婦飲食、體能活動、靜態活動、睡眠時間指引。
5. 產後婦女飲食、體能活動、靜態活動、睡眠時間指引。
6. 健康照護者接受體重管理講習規範。
7. 產前照護者接受照護過重或肥胖孕婦之教育訓練。
8. 孕婦體重管理班之開設及提供營養諮詢服務。
9. 社區健康活動中心開設。
10.健康訓練者及體能訓練諮詢專業人員的培訓，並分配至社區健康中心，
且進駐至志工團體、商業團體、社區，並轉介肥胖婦女照會醫師、護
理師、營養師等使她們獲得必要訊息。
11.產後婦女運動時，附帶有托兒照顧的設施、人力。
二、 產出指標 (Output)：
1.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蔬果攝取。
2.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含糖飲料攝取。
3.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高營養密度、低熱量食物攝取。
4.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體能活動時間。
5.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靜態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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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遵行飲食、體能活動指引比率。
7. 健康照護者接受體重管理講習規範的人數。
8. 產科照護者接受照護過重及肥胖孕婦之教育訓練人數。
9. 社區健康活動中心成立的家數及參與活動的人數（指孕前婦女、孕婦、
產後婦女）。
10.各類職場有提供全員運動之比例。
11.產後婦女可參與社區健康活動比率。
12.孕婦參與體重控制班及營養諮詢人數。
13.肥胖孕婦於產科照護所需指引之制定及必需設備及設施。
14.肥胖照護增加的醫護人力、營養師、設施。
15.接受健康醫院評鑑通過家數。
三、 結果指標 (Outcome)：
1. 孕前婦女肥胖盛行率。
2. 肥胖孕婦之比率（分 BMI：25.0-29.9 及 BMI≧30 以上）。
3. 總剖婦產率及肥胖婦女剖婦產率。
4. GDM 比率。
5. 巨嬰比率。
6. 產後 6 個月及產後 1 年肥胖婦女之比率。

陸、政策問題及需配合單位
一、 衛生福利部：研議普及健康醫院評鑑（含產後護理之家）並增加評鑑項
目如下：
1. 對孕前肥胖婦女、孕婦、產後婦女健康體位管理，列有教育課程，提
供宣傳單張、多媒體、教育班等並分析其成效。
2. 將肥胖防治列入醫護人員訓練課程，且分析其成效。
二、 婦產科醫學會（含週產期醫學會）
：制定肥胖孕產婦之臨床指引及婦產科
醫師、助產士、護理人員相關教育訓練，且分析其成效。
138

三、 內政部、勞動部及各地方政府勞工局：
1. 規定職場設有運動中心（運動設備）
2. 規定員工每天全員運動 20 分鐘。
四、 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含臺北市健康服務中心）：
1. 推動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2. 建立婚前健康檢查、孕前健康檢查機制，孕前肥胖婦女有機會可納入
健康體位管理。
五、 食品藥物管理署：對高熱量食物或垃圾食物的產品，實施肥胖健康稅
捐。
六、 中央健康保險署：肥胖治療、衛生教育可提供醫療給付。
七、 肥胖醫學會：協助專業人員訓練及政策擬訂建議。
八、 教育部：
1. 推動大專學校有肥胖之學生，進行體重控制宣導與介入，增設體重控
制班或社團。
2. 肥胖教育內容納入各級學校教材。
九、 麻醉科醫學會：加強麻醉醫師、麻醉技術師對肥胖孕產婦麻醉專業技能
並給予學分。
十、 社會局：促成健康運動中心附帶有托兒照顧人力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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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女性-孕產期
附件 5-4 表 1、孕期體重增加指引(Guidelines for prenatal weight gain)
懷孕前的身體質量指數
（BMI）*

建議增重量

第 2 和第 3 期每週增加重量

公斤（磅）

公斤／週（磅／週）

<18.5

12.5-18(28-40)

0.5-0.6(1-1.3)

18.5-24.9

11.5-16(25-35)

0.4-0.5(0.8-1)

25.0-29.9

7-11.5(15-25)

0.2-0.3(0.5-0.7)

≧30.0

5-9(11-20)

0.5(0.4-0.6)

*身體質量指數 BMI＝體重（公斤）／身高²（公尺²）
資料來源：美國婦產科醫學會( The America Congress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簡稱 ACOG)
建議增重量

12 週後每週增加重量

公斤（磅）

公斤／週（磅／週）

雙胞胎

總重 15.9-20.4(34-45）

0.7

3 胞胎

總重 22.7（50）

－

懷孕前的身體質量指數
（BMI）*

*身體質量指數 BMI＝體重（公斤）／身高²（公尺²）
資料來源：美國營養學會（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簡稱 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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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 表 2、肥胖婦女孕前、產前及產後照護之途徑
對 BMI
≧30 之 第 1 次產檢
所有婦
報到
女

懷孕全程

懷孕末期
（第 3 期）

陣痛期及生產

生產後

 測量體重及身高，計算並  評估血栓塞之風

 用 75g 葡 萄 糖 做  個別評估其風險以決  儘快讓病人翻身、移動身體。

登錄 BMI。
險。
 使用合適大小的血壓計綁  預 防 血 栓 塞 症
帶。
（若有需要之情
 持續服用 5mg 葉酸直至懷
況）。
孕 12 週。
 使用合適大小之
 每 日 開 始 服 用 75mg
血壓計綁帶。
aspirin，若有額外中度子癇
前症之危險因素。

OGTT（懷孕 24 至
定生產計畫之生產地  產後服用 75mg 之 aspirin 7 天，若
28 週）。
點。
病人有血栓栓塞症之危險因子≧
 關於母乳哺育之好  建議於第 3 產程需積
2。
處，如何開始及如
極處置。
 使用彈性襪，若有≧2 之血栓栓塞
何維持泌乳、哺餵  確定於剖腹產時，施打
症危險因子。
母乳應給予勸導及
1 劑預防性抗生素。
 關於母乳哺育之好處，如何開始維
支持。
 剖腹產時，若有皮下脂
持泌乳、哺餵母乳應給予鼓勵及支
肪大於 2 公分時，需做
持。

 評估血栓栓塞症之風險
 登錄懷孕 24 至 28 週做
OGTT 試驗。
 照會顧問產科醫師，討論
生產計畫。
 告知肥胖對懷孕之風險及
討論如何做體重管理（策

皮下組織層之縫合。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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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日後飲食生活型態之建議，應
予以轉介相關人員指導（策略）。
 若有 GDM。
 產後 6 週做 OGTT。
 生活型態、體重管理之建議
 每年篩檢糖尿病（第 2 期）及心
血管疾病之風險。

對 BMI≧
35 之所有
婦女

孕前

第 1 次產檢報到

懷孕全程

 告知有關肥胖與
懷孕風險之訊息
並勸導減重。

除上述之外。
除上述之外。
 若有 1 個或 2 個以  監測子癇前症危
上之子癇前症危
險。
險因子，轉介給專  24 至 32 週：每 3
科醫師照顧。
週 1 次。
 32 週至生產：每 2
週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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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末期（第 3 期）

陣痛期及生產

生產後

同上。

除上述之外。
 建議在顧問產科
醫師主導下之地

同上。

點生產。
 若體重>120kg
先讓手術房人員
有警覺並準備開
刀介入時，手術
房之必需設備及
人力。

對 BMI≧
40 之額外
照顧

孕前

第 1 次產檢報到

懷孕全程

懷孕末期（第 3 期）

陣痛期及生產

除上述之外。
 安排產前麻醉之
評估。

同上。

同上。

除上述之外。
除上述之外。
除上述之外。
 重新測量體重。
 助 產 士 持 續 照  開始血栓栓塞症
 處理手冊需求的危
顧。
之治療 7 天（不管
險評估。
 若預產期要生
何種生產方式）。
產或開刀，通知
當班值班麻醉
醫師。
 儘早施 epidural
anesthesia（陣痛
後）。
 通知資深產科
醫師及麻醉醫
師 在 床 邊 會
診，評估並參與
手術性陰道生
產或剖腹生產。

附件 5-4 表 3、證據強度
1.孕前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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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後

描述

證據強度

肥胖之生育年齡婦女於初級醫療照顧機構需提供哪些服務？

D

初期照顧單位應儘力讓生育期之婦女於孕前有機會讓體重在正常之範圍值，家庭計畫諮詢時，提供體重控制及生活型態之建議，且
體重、BMI 及腰圍要定期監測。

D

生育年齡婦女若 BMI≧30（此為英國的，在臺灣建議改為≧24），應該獲得有關肥胖對懷孕生產之危險訊息，並可獲得有益的建
議且在孕前有支持體系可讓她們減重。

D/2+

孕婦之肥胖症增加許多產科之嚴重不良預後包括：流產、先天胎兒畸型、血栓栓塞症、GDM、子癇前症、產程進展不順利、巨嬰、
肩難產、產後出血、傷口感染、死產及新生兒死亡等。

2++

此外與正常 BMI 之孕婦比較，剖婦產率較高，母乳哺育率較低。

2++

肥胖症是孕婦死亡之危險風險因子，（2003-2005 年，28%之死亡產婦有肥胖症，對照全部孕婦之肥胖盛行率為 16 至 19%）。

2+

肥胖婦女會影響其下一代有肥胖及新陳代謝之疾病。

2+

瑞典 151,025 個婦女有代表性之人口資料，分析 2 胎間 BMI 增加與下一代不良懷孕預後之關係，包括子癇前症、GDM、胎兒過大、
剖婦產及死胎；發現與不良懷孕預後與 2 胎間體重增加之情形或正向線型關係。

2+

肥胖婦女於 2 胎間減重可減少 GDM 之機率，在懷孕第 2 胎前減 4.5 kg，可減少 40%GDM 之機會，雖然懷孕第 1 期的減重會增加
神經管的缺損之機率，但 2 胎懷孕之間隔期的體重控制則無此情形。

144

2-

2.營養素
描述

證據強度

肥胖婦女懷孕前 1 個月至懷孕第 1 期間每天要服用 5 mg 葉酸。

B

肥胖婦女會增加胎兒神經管缺損之機率。
肥胖婦女 BMI≧27，比 BMI<27 者攝取較少之葉酸藥品或由飲食中獲取葉酸。但若兩者給予相同肥胖婦女控制之葉酸量服
用，BMI≧27 者其血清中葉酸值較低，故肥胖婦女要給予更多之葉酸，以減少胎兒神經管缺損之發生。

2+

3.產前照顧
描述

證據強度

照顧肥胖之孕婦需要所有產前檢查之醫療單位配合，且有清楚之政策及指引可依循；醫療專業人員照顧肥胖孕婦時要知道其
對母體及胎兒的風險，且知道如何做特定的介入處置及治療。
所有孕婦第 1 次產檢報到時需測量體重、身高及 BMI（最好在懷孕 10 週前，可測 BMI），最好有適當之儀器設備可測，而
不要由孕婦自己口頭報告這些數字，且記錄在紙本及病人電子病歷系統中。肥胖婦女在第 3 孕期需再測量體重，以利其在陣
痛生產時是否需特殊設備、人力的準備。

145

D

D

4.要告知哪些訊息
描述

證據強度

1.所有 BMI≧30 之孕婦，要提供孕婦肥胖可能導致之風險之正確知識。
2.且這些訊息她們很容易可獲得的，以及知道如何可減少這些風險。
3.讓她們有機會討論這些訊息。
4.除告知母體、胎兒之風險外，作超音波較不清楚，故發現胎兒異常及監測胎兒之準確度會被受限。

D

5.懷孕期的危險評估
描述

證據強度

肥胖孕婦須做哪些危險評估，（在英國 BMI>40 者、在臺灣 BMI>35 者），生產前需要照會專責的麻醉醫師對可能面臨困難
之靜脈注入輸液管、困難腰椎麻醉或全身麻醉可是先確認。一個完善的陣痛期及生產期之麻醉計畫需事先討論且記錄在病歷
上。

D

肥胖孕婦會增加麻醉相關之合併症，即與麻醉相關之孕產婦死亡，class III 的病態肥胖孕婦以上風險最高，故當地的麻醉資
源必須放在這些病人身上。產科照護機構可視當地之肥胖孕婦之盛行率，自行調節其可應付之其 BMI 之門檻。

3

隨 BMI 值之增加，脊髓鞘膜外之麻醉，需重新再換注入部位的比率愈多，且病態肥胖孕婦第 1 次插入麻醉針不通的機會在
某醫院高達 40%，故建議提早施打此麻醉較安心。

3

肥胖的婦女若進行全身麻醉，可能會增加將胃液吸入呼吸道的風險，困難插管及術後肺部無法擴張，且這些婦女通常會併同
有高血壓及心臟缺氧之疾病，故盡可能避免此麻醉方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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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靜脈栓塞的預防
描述

證據強度

肥胖婦女懷孕全程需評估其靜脈栓塞的風險，且產前照顧中及生產後需依指引預防靜脈栓塞。

B/2++

7.孕期監測及篩檢
描述

證據強度

要有適當大小的血壓計手臂綁帶，肥胖孕婦所需之手臂綁帶之大小號碼要記錄在病歷上。

C/2++

BMI≧30 的孕婦會增加子癇前症的危險，須依照子癇前症照顧指引作監測。

B/2++

肥胖孕婦需做 GDM 的監測。

B/2++

8.陣痛及生產計畫
描述

證據強度

肥胖孕婦會增加產程滯留的機率，肩難產及緊急剖腹產的機會，且會增加原發性產後出血的機會，故要做好陣痛期及生產之
照顧計畫。

D/2++

9.生產的照顧
描述

證據強度

BMI≧30 之孕婦需要有專業的產科照會單位及新生兒照顧的服務。
肥胖孕婦不建議做引產。

B/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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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孕婦剖腹產會增加傷口感染機會，因此於手術時需施打抗生素。

B/2++

肥胖孕婦剖腹產時若其皮下組織厚度大於 2 公分時，須縫合皮下組織以避免傷口感染及裂開。

A/1++

生產的第 3 產程需積極照顧以減少產後出血、產後貧血及需要輸血的比率。

2++

10.產後照顧
描述

證據強度

肥胖婦女產後仍需專業人員作飲食指導以利減重。

C/1-

肥胖孕婦產後 6 週需再做 OGTT 的監測。

D

若產後 OGTT 正常時仍須每年監測第 2 型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

B/2++/1++

啟動母乳哺育，包括產後立即親子肌膚接觸、及早擠母乳及日後維持較長期的哺乳。

2++

加強母乳衛教及支持母乳哺育，可增加產後立即哺餵母乳的比例及持續母乳哺乳率。

1+

11.建立當地如何照顧肥胖孕婦的指引
描述

證據強度

建立當地多團隊的照顧指引，包括轉診的標準、設施及器械的種類、懷孕的照顧、陣痛期的照顧及生產的地點、如何提供麻
醉服務、如何處理產科的急症及產後的建議。

D

12.設施及設備
描述

證據強度

確立產科在照顧肥胖孕婦的過程中所需的設施及設備。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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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員培訓
描述

證據強度

培訓照顧的專業人員，包括孕婦的營養肥胖對母體胎兒及新生兒的健康影響等。
要訓練他們如何操作特殊的醫療設備以利照顧肥胖婦女。

B/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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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女性－母乳哺育
壹、前言
研究發現母乳哺育可減少婦女[1, 2.](level of evidence 2-)及兒童期過重及肥胖的風
險[3.] (level of evidence 2-),[4, 5] (level of evidence 1-)。因此，提高純母乳哺育率及哺乳時間為肥
胖防治的重點之一。

貳、關鍵問題
臺灣地區據陳氏等人 1996 年調查顯示，產後 1 個月純母乳哺育率僅 5.0％，
配方奶及母乳混合哺餵者亦僅 35.9％[6.] (level of evidence3)。近年來經過政府相關單位
的推展、母嬰親善醫院認證、還有民間團體鼓吹協助，2015 年臺灣嬰兒 1 個月
以下純母乳哺育率 67.5%，6 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 45.4%[7.] (level of evidence3)，此
與 WHO 的建議（6 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 50%）仍然有段距離。根據 2012 年
於 WHO 第 7 屆愛嬰醫院倡議協調員會議內容，臺灣在 6 個月大時的純母乳哺
育率低於日本及南韓（兩者皆超過 50%），高過澳洲及紐西蘭的 15%及美國的
13%。
影響母親哺乳與否的因素很多，包括醫療照護系統、職場營造、公共場所
及社區的支持與協助，配方奶不當銷售的商業壓力及親友民眾的相關教育等。
目前國內母乳代用品的銷售並無法律規範，不當的廣告造成民眾錯誤的餵食觀
念。臺灣仍沒有一所符合國際標準的愛嬰醫院(baby friendly hospital)，醫療專業
人員養成及在職教育中哺乳的教育仍明顯不足。回到社區後，坐月子中心、保
母及診所給予的協助和資訊常常不一致。雖然有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公共場所母
乳哺育條例的規定，但是雇主及民眾的態度仍未全面的支持哺乳婦女。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沒有哺乳增加婦女肥胖及罹患代謝症候群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沒有哺
餵母乳的嬰兒肥胖的機會增加。
總哺乳時間超過 1 年的白種美國婦女比從未哺乳的白種美國婦女日後肥胖
的風險減少至 0.68[2.] (level of evidence 2-)。英國婦女的追蹤研究，在考慮所有干擾因
素後，婦女每哺乳 6 個月其平均 BMI 較未哺乳婦女低 1%[1.] (level of evidence 2-)。哺
乳婦女肥胖機會減少，而日後罹患代謝症候群的風險會降低[8.] (level of evidence 2-)。
哺乳也可以減少婦女得心血管疾病的風險[9, 10.] (level of evidence 2+)。中國北京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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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研究發現，沒有哺乳者得高血壓的勝算比是 1.18 (95% CI, 1.05-1.32)，哺
乳時間不到 6 個月、大於 6 至 12 個月，以及超過 12 個月者之後得高血壓的勝
算比分別為 0.87 (95% CI, 0.76-0.99)、0.83 (95% CI, 0.68-1.00)，以及 0.79 (95% CI,
0.65-0.97)。沒有的哺乳婦女得糖尿病的勝算比為 1.30 (95% CI, 1.11-1.53)，哺乳
時間不到 6 個月以及大於 6 至 12 個月者，之後得糖尿病的勝算比分別為 0.81
(95%CI, 0.67-0.98)及 0.46 (95%CI, 0.26-0.84)。也就是隨著哺乳時間增加，婦女
得高血壓以及糖尿病的危險性減少[11.] (level of evidence 2-)。
Horta 等人 2015 年的綜合分析也確認哺乳者肥胖／過重的勝算比較低 0.74
(95% CI, 0.70-0.78) [4.] (level of evidence 1-)。
表 5-5-1、沒有哺乳對婦女健康及嬰兒肥胖的影響之實
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總哺乳時間超過 1 年的白種美國婦女比起從未哺乳的白
種美國婦女日後肥胖的風險減少至 0.68。
英國婦女每哺乳 6 個月其平均 BMI 較未哺乳婦女低
1%。

2-

[1, 2.]

哺乳婦女日後罹患代謝症候群的風險會降低。

2-

[8, 11.]

哺乳可以減少婦女得到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2+

[11-13.]

母乳哺育可以減少兒童肥胖的風險。

1-

[4.]

二、 自信不足及配偶家人不支持讓母親較不選擇哺乳及無法持續哺乳。
研究發現母親在 6 個月前就停止哺乳的原因是因為遇到哺乳過程中產生的
問題，而非自己的選擇。較不會選擇哺乳的母親包括年輕、低收入、弱勢族群、
沒有支持、全職工作、對哺乳有負面態度及對自己哺乳沒有信心者 [14.] (level of
evidence 2+)
。
研究觀察結果一致認為嬰兒的父親是對母親哺乳最重要的影響人物，父親
的哺乳知識不夠會影響對母親哺乳的支持[15.] (level of evidence 2-)。介入性的計畫包括
對父親產前的教育及產後實際哺乳技巧的教導，都有助於母親開始哺乳及其持
續性[16.] (level of evidence 1+)。其他和母親有持續接觸的家人也可提供母親支持，他們
需要正確的支持母乳哺育資訊[15.] (level of evidence 2-)。
表 5-5-2、影響母親哺乳的因素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較不會選擇哺乳的母親包括年輕、低收入、弱勢族群、
沒有支持、全職工作、對哺乳有負面態度及對自己哺乳
沒有信心者。

2+

[14.]

父親是對母親哺乳最重要的影響人物，父親的哺乳知識
不夠會影響對母親哺乳的支持。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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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和母親有持續接觸的家人也可提供母親支持。
介入性的計畫包括對父親產前的教育及產後實際哺乳
技巧的教導都有助於母親開始哺乳及其持續性。

1+

[16.]

三、 母乳代用品不當的銷售降低婦女的哺乳率。
產前就接觸到配方奶促銷的婦女產後 6 週內停止哺乳的機率較高[17.] (level of
evidence 1-)
。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簡稱 WHA）於 1981 年就通
過國際母乳哺育代用品銷售守則的規範，以避免廠商不當的促銷影響民眾對哺
乳的看法。根據郭氏 2004 年臺灣地區母乳哺育率相關調查發現，懷孕期間 5
成的媽媽收到由廠商郵寄到家中的奶粉贈品或廣告資料，3 成 4 則由醫院或醫
院辦的媽媽教室收到配方奶的資訊，約有 6.7%是廠商直接打電話到家中[18.] (level
of evidence 3)

。

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2015 年 12 月 16 日修正之「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 3 條將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列為特殊營養食品，第 28 條（產
品標示、宣傳或廣告之限制或禁止）第 3 項規範：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營養
食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兒童及特殊需求者長期食用之食品，得限制其促
銷或廣告；其食品之項目、促銷或廣告之限制與停止刊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並於第 45 條明定其罰則。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2014 年 12 月 29 日發布「嬰兒與較大嬰兒配
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全文 7 條；全文內容如下：
（※本法規部分或全部
條文尚未生效。本辦法 2014 年 10 月 1 日修正之第 3、5、7 條條文，自發布日
後 3 個月施行。但第 5 條不得以開罐價為促銷之規定，其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1 條本辦法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 2 條本辦法所稱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其範圍及定義如下：
一、 嬰兒配方食品：指特製之母乳替代品，於採用適當之輔助食品
前，單獨食用即可滿足出生至六個月內嬰兒之營養需求。
二、 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指供逾六個月至十二個月之較大嬰兒，
於斷奶過程中，配合嬰兒副食品所使用之配方食品，但不適用
於六個月以下嬰兒單獨使用。
三、 特殊醫療用途嬰兒配方食品：指特製之母乳或嬰兒配方食品之
替代品，單獨食用即可滿足出生數月內患有失調、疾病或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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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之嬰兒之特殊營養需求，直到較大時再採用適當之輔助食
品。
第 3 條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不得為廣告。但以下列方式刊登者，不在此
限：
一、 登載於學術性醫療刊物。
二、 未開放民眾取閱，僅供醫事人員使用之說明資料。
第 4 條前條但書方式刊登者，不得宣稱或影射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等同或
其營養優於母乳。
第 5 條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不得以樣品、贈品、折扣券、優待券、開罐
價、搭配其他物品銷售或以特別展示會之方式為促銷。
第 6 條違反本辦法規定者，應依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處罰之。
第 7 條本辦法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後三個月施行。
但第五條不得以開罐價為促銷之規定，其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按「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不得以樣
品、贈品、折扣券、優待券、開罐價、搭配其他物品銷售或以特別展示會之方
式為促銷，其餘「促銷」行為（如：特價、減價、折扣、分期或買 1 送 1 等價
格或數量優惠）於未有廣告前提下，尚不在該辦法限制範疇。至於廠商直接和
孕產婦的接觸，及守則的其他條款仍更是未有所規範。
表 5-5-3、母乳代用品的不當銷售對哺乳的影響之實證結
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1-

[17.]

產前就接觸到配方奶促銷的婦女產後 6 週內停止哺乳的
機率較高。
四、 醫療院所執行國際愛嬰醫院之醫療措施有利於哺乳。

國際愛嬰醫院措施可增加純母乳哺育率及持續母乳哺育率[19.] (level of evidence
1+)
。WHO 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簡稱 UNICEF）於 1992 年推動愛嬰醫院運動(Baby friendly hospital initiate)，
至 2010 年全世界有超過 2 萬所通過認證的愛嬰醫院[20.]。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於 2001 年參照 WHO 與 UNICEF 所訂醫院推廣母乳運動的 10 步驟，配合本
國國情訂定較低的母嬰親善醫院認證標準，辦理「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作
業計畫，至 2015 年底通過認證的有 182 家。可是，目前國內尚未有國際愛嬰醫
院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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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4、醫療院所醫療措施對哺乳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國際愛嬰醫院醫療措施可增加純母乳哺育率及持續母
乳哺育率。

1+

[19, 21.]

五、 醫療工作人員訓練及支持有助於母親哺乳。
醫事人員的訓練，不論是愛嬰醫院工作人員的 20 小時訓練課程，基層醫師
的教育訓練或者兒科住院醫師的哺乳訓練課程都有助於增加哺乳率 [21,22.](level of
evidence 2+),[23.] (level of evidence 1-)
。目前國內母嬰親善醫院對工作人員的訓練僅要求 8
小時，明顯不足。根據王氏 2007 年調查，國內相關科系養成教育中母乳哺育課
程的比例不高[24.] (level of evidence 3)。影響學校開課的主因是系所的屬性，護理系授
課比率 80%最高，營養系 37.5%最低。醫院與學校施教上的主要困境，分別是
缺乏經費、時間與專門師資、非部定必修課程與缺乏適用教科書[24.](level of evidence
3)
。目前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中的兒科核心課程中有放入哺乳與藥物及嬰
兒黃疸單元，內容仍不足夠。
表 5-5-5、醫療工作人員訓練對哺乳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愛嬰醫院的工作人員訓練可以增加母乳哺育率。

2+

[21.]

兒科住院醫師訓練中加入母乳哺育的醫院，婦女產後 6
個月的純哺乳率增加。

2+

[22.]

受訓過的基層兒科醫師早期介入有利於婦女產後 4 週的

1-

[23.]

純哺乳率及持續哺乳的時間。
六、 同儕支持團體有助於提升哺乳率。
產前及產後 1 對 1 的衛教及同儕支持可以增加一開始的母乳哺育率及持續
母乳哺育率[25.] (level of evidence 1+)。Ingram 等人 2016 年系統性回顧研究針對 3 個高
品質研究，發現接受產前同儕支持的母親不哺乳的勝算比為 0.64 (95% CI
0.41-0.99) [26.] (level of evidence 1+)。
在產後居家訪視協助母乳哺育並非常規的國家，同儕支持團體持續的訪視
有助於母乳哺育持續進行，可減少 30%不哺乳及 37%不純母乳哺育機率。經常
持續的提供同儕支持比起只有在產後提供支持對於母乳哺育率較有幫助[23.](level
of evidence 1-)

。

不論是醫療專業人員或者是同儕團體給予的支持，必須使用以個人為中心
的溝通技巧建立關係支持母親，由醫療機構到社區照顧提供一致性的服務，才
是婦女覺得真正有幫助的支持與協助[27.] (level of evid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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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6、同儕支持團體對哺乳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同儕支持可以增加一開始的母乳哺育率及持續母乳哺
育率。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1+

[23, 25.]

七、 社區兒科診所有技巧性的支持有利於母親的純母乳哺育率。
社區中的持續支持，如定期至受過訓練的基層兒科醫師診所就診，4 週時
的純母乳哺育率較高（83.9%比 71.9%；勝算比：1.17；95% CI：1.01-1.34）；
哺乳時間也較長（中位數：18 週比 13 週；勝算比：1.40；95% CI：1.03-1.92）
[23.](level of evidence 1-)
。
表 5-5-7、社區診所對哺乳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受訓過的基層兒科醫師早期介入有利於婦女產後 4 週的
純母乳哺育率及持續哺乳的時間。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1-

[23.]

八、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的照顧可以增加純母乳哺育率。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能協助有哺乳問題的婦女，延長其哺乳的時間[28.](level of
evidence 2+)
。隨機分派研究發現有國際認證泌乳顧問執行的定期家庭訪視和一般常
規的醫院照護比起來，可以增加純母乳哺育率[12.](level of evidence 1+)。
表 5-5-8、國際認證泌乳顧問對哺乳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由國際認證泌乳顧問執行的家庭訪視可增加純母乳哺
育率。

1+

[12.]

九、 適當的產假及職場的支持措施有助於提升母親哺乳的意願及持續性。
回到職場工作是不哺乳或是早期停止哺乳的常見原因，在產後 1 個月內開
始上班的婦女開始哺乳率最低[29.](level of evidence 2+)。觀察發現雖然提供哺集乳室及
哺集乳時間，但回去職場工作的婦女只有 10.6%持續哺乳，主要是行政工作人
員及瞭解公司哺乳相關政策的人員[30.](level of evidence 3)。社會支持、支持團體、部
分工時、避免長時間母嬰分離、支持的工作環境設施及職場附設兒童照顧措施
都有助於職場婦女母乳哺育[31.](level of evidence 2+)。
國內的勞動基準法中第 4 章第 35 條規定勞工繼續工作 4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
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第 5 章第 52 條明定子女未滿 1 歲須女工親自哺乳
者，於第 35 條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 2 次，每次以 30
分鐘為度。性別工作平等法中第 18 條也規範子女未滿 1 歲須受僱者親自哺乳者，
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 2 次，每次以 30 分鐘為度。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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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然而實際落實法律規範的私人職場並不多 [30.](level
evidence 3)

of

。

表 5-5-9、職場對哺乳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產假小於 1 個月者哺乳率最低。

2+

[29.]

社會支持、支持團體、部分工時、避免長時間母嬰分
離、支持的工作環境設施及職場附設兒童照顧措施都
有助於職場婦女母乳哺育。

2+

[31.]

十、 學校教育有助於母乳哺育知識、信念的改善。
Glaser 等人 2016 年的系統性回顧研究發現即使是短時間 30 至 50 分鐘的單
堂課程，可以改善小學以及國中學生對母乳哺育的知識以及態度。可能有助於
日後的實際哺乳[32.](level of evidence 1-)。
表 5-5-10、學校教育對哺乳影響之實證結果
單堂課程就可以改善學生對哺乳的知識及態度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1-

[32.]

十一、 持續性以及多樣性的介入性計畫對母乳哺育率有改善的效果。
Haroon 等人 2013 年的研究發現介入性計畫可以減少不哺乳的比率，在產
後 1 天不哺乳的比率減少 32%，頭 1 個月內減少 30%，1 至 5 個月內的不哺乳
率減少 18% [4.](level of evidence 1-)。另外結合個別以及團體諮詢效果比較好。
Skouteris 等人 2014 年的系統性回顧，發現 17 個研究中有 8 個的純母乳哺
育率明顯增加，都是屬於支持性的計畫，由泌乳專家或者是愛嬰醫院受訓過的
護理師提供額外的到家或者是電話支持。多數是在產後開始，持續 5 週至 6 個
月之久，才有效果[33.](level of evidence 1-)。
表 5-5-11、介入性計畫對哺乳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結合個別以及團體諮詢對母乳哺育的幫助較好
由泌乳專家提供持續的到家或電話支持可以增加純母
乳哺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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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1-

[4.]

1-

[33.]

肆、目標與策略
鼓勵及支持純母乳哺育 6 個月，並在添加適當副食品後，持續哺乳至 2 歲
或 2 歲以上。
目標一、提供婦女對母乳哺育正確觀念及提高其執行之能力。(B)
 策略：
1. 告知婦女沒有哺乳對於婦女及嬰兒的影響。(B)
2. 在醫療院所、社區提供孕產婦母乳哺育相關資訊及課程。(B)
3. 各級學校的通識課程融入預防肥胖與哺乳的概念。(B)
目標二、加強教育父親、祖父母及周圍親人提供母乳哺育之正確觀念及實際
支持。
 策略：
1. 利用媒體宣傳沒有哺乳對嬰兒及母親的影響。(B)
2. 利用媒體宣傳周圍親人朋友如何提供實際協助以支持母親哺乳。(B)
3. 提供適當的課程讓父親、祖父母及其他家人方便參與。(B)
4. 各級學校的通識課程融入預防肥胖與哺乳的概念。(B)
目標三、確認醫療院所都支持母乳哺育。
1. 短期目標一：機構內具有完整之母乳哺育支持策略。
 策略：
(1) 提供醫療院所嬰幼兒餵食政策的範本。(B)
(2) 提供高階主管相關教育課程，說明宣導嬰幼兒餵食政策的必要性
及內容。(B)
2. 短期目標二：醫療院所都不提供免費母乳代用品之樣品及贈品。
 策略：
(1) 列為醫院評鑑中必要項目。
(2) 向民眾宣導提供正確餵食觀念，不要被免費的樣品或贈品誤導。
(B)
(3) 列入母乳代用品銷售法規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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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短期目標三：確保母親出院後到社區中的醫療服務的一致性。
 策略：
(1) 建立出院後持續追蹤網絡，如居家訪視或基層診所服務。(B)
(2) 提供居家訪視給付。(B)
(3) 提供基層診所醫師協助哺乳的訓練。(B)
(4) 製作醫療專業人員在職教育及養成教育相關教材。(B)
4. 短期目標四：推動建立國際愛嬰醫院認證制度。
 策略：
(1) 由政府衛生單位主導，邀請醫策會及受訓過之專家成立小組。(B)
(2) 確定國際愛嬰醫院之認證方式及標準。
5. 中期目標一：母嬰親善醫院認證中工作人員在職訓練時間符合國際標
準為 20 小時。(B)
 策略：
(1) 制定 20 小時上課大綱。(B)
(2) 提供自學教材或製作教科書。(B)
6. 中期目標二：提供醫療專業人員之母乳哺育在職教育課程。
 策略：
(1) 提供各相關科系老師在職教育課程。(B)
(2) 提供相關教材資源。(B)
7. 中期目標三：鼓勵醫院參與國際愛嬰醫院認證。(B)
 策略：
(1) 提供高階主管愛嬰醫院相關說明會議，並將其列入醫療品質改善
及健康促進醫院的指標項目。(B)
(2) 提供階段性愛嬰醫院的輔導。(B)
8. 長期目標：有符合國際標準的愛嬰醫院。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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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勵醫院參與認證，並廣為宣傳。(B)
(2) 將愛嬰醫院列入醫院品質改善及健康促進醫院指標項目中。(B)
目標四、提供社區完整的支持網絡。
1. 短期目標一：提供母親同儕支持。
 策略：
(1) 建立並維持社區支持團體。(A)
(2) 提供相關人員的訓練。(A)
2. 短期目標二：坐月子中心支持並協助哺乳。(D)
 策略：
(1) 提供坐月子中心母乳哺育支持政策之範本。(D)
(2) 提供坐月子中心母乳哺育相關訓練。(D)
(3) 支持母乳哺育列為坐月子中心評鑑項目。(D)
3. 短期目標三：提供對哺乳友善的保母服務。(B)
 策略：將協助母親哺乳列為保母必備訓練課程。
4. 中期目標：確保母親可於社區中獲得泌乳專業諮詢與服務。(B)
 策略：
(1) 支持國際泌乳顧問的專業性，認可其證書可以進行相關執業項目。
(B)
(2) 提供該服務的保險給付。(B)
5. 長期目標：全面母嬰親善的社區。(D)
 策略：
(1) 聯結社區相關機構或個人（包括短中期的架構項目），建立社區
中的支持網絡。(D)
(2) 確保網路中所有資訊及協助的一致性。(D)
目標五、鼓勵職場提供婦女哺乳之支持性環境。
1. 短期目標：職場有支持哺乳婦女的政策。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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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公司行號完整的支持哺乳計畫範本，並將職場哺乳計畫納入
健康職場認證評鑑指標。(B)
(2) 提供有薪產假。(B)
(3) 提供哺集乳空間及時間。(B)
(4) 提供職場托嬰配套措施。(B)
(5) 教育員工支持其他員工哺乳的必要性及如何提供協助。(B)
目標六、制定國家母乳哺育相關政策。
1. 短期目標：制定並公告國家母乳哺育及相關嬰幼兒餵食策略、制定母
乳代用品銷售法規。
 策略：
(1) 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及風俗
民情，制定相關策略。(B)
(2) 提出母乳代用品銷售規範草案，並遊說立法院通過；禁止廠商直
接和孕產婦與民眾接觸及不當的媒體廣告（包括網路，簡訊等新
興媒體），禁止提供免費樣品或贈品，遊說立法院通過。(B)
2. 中期目標：定期檢討母乳哺育及相關嬰幼兒餵食政策、修正代用品銷
售規範，使符合醫學倫理法規。
 策略：
(1) 定期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及
風俗民情，檢討相關策略。(B)
(2) 擴大代用品銷售規範，擬定符合醫學倫理的法規，明定規範廠商
與醫療專業人員間的關係。(B)
3. 長期目標：定期檢討母乳哺育及相關嬰幼兒餵食政策（包括副食品建
議）、全面立法採用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策略：
(1) 定期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及
風俗民情，檢討相關策略。(B)
(2) 擴大代用品銷售規範內容符合國際標準，遊說立法院通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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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監測指標
一、 母乳哺育率
指標

6 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

短期（2-3 年）

48%（2018 年）

中期（3-5 年）

50%（2020 年）

長期（5-10 年）

50%以上（2025 年）

二、 教育與師資監測指標
短期（2-3 年）

調查國民教育中是否有哺乳相關教材及其內容的正確
性。
製訂各級教育中母乳教育的大綱。
製作各級教育母乳哺育課程的教師手冊。

中期（3-5 年）

各級教育中有 50%放入母乳哺育議題，20%老師受過相
關訓練。

長期（5-10 年）

所有國民教育中皆有放入母乳哺育議題，50%老師受過
相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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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療院所監測指標
指標
短期（2-3 年）

醫療院所
醫療院所嬰兒餵食政策範本。
30%醫療院所都有嬰幼兒餵食政策。
70%醫療院所不提供免費母乳代用品之樣品及贈品。
健保給付出院後居家訪視。
成立國家愛嬰醫院認證小組。
辦理高階主管嬰幼兒餵食政策之會議。
辦理基層醫師母乳哺育支持課程。

中期（3-5 年）

50%醫療院所都有嬰幼兒餵食政策。
80%醫療院所不提供免費母乳代用品之樣品及贈品。
醫療工作人員訓練課程教材。
20%醫療院所工作人員接受過 20 小時訓練課程。
辦理養成教育講師訓練課程。
愛嬰醫院輔導計畫。

長期（5-10 年）

70%醫療院所都有嬰幼兒餵食政策。
90%醫療院所不提供免費母乳代用品之樣品及贈品。
70%醫療院所工作人員接受過 20 小時訓練課程。
有通過國際愛嬰醫院認證標準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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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區監測指標
指標
短期（2-3 年）

社區
50%縣市有支持母乳同儕團體。
30%坐月子中心符合支持母乳的標準。
30%的保母訓練課程包括母乳哺育。
職場母乳哺育政策範本。
辦理民眾宣傳。

中期（3-5 年）

70%縣市有支持母乳同儕團體。
50%坐月子中心符合支持母乳的標準。
50%的保母訓練課程包括母乳哺育。
30%公立機構有職場母乳哺育政策範本，10%有實際支持母
乳哺育計畫。

長期（5-10 年）

各縣市有支持母乳同儕團體。
70%坐月子中心符合支持母乳的標準。
70%的保母訓練課程包括母乳哺育。
50%公立機構有職場母乳哺育政策範本，30% 有實際支持
母乳哺育計畫。

五、 政策監測指標
指標
短期（2-3 年）

政策
有全國母乳哺育及嬰幼兒餵食政策。
有法律規範禁止廠商與民眾直接接觸及媒體廣告。

中期（3-5 年）

定期檢討母乳哺育及嬰幼兒餵食政策。

長期（5-10 年）

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全面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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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政策問題及需配合單位
一、 制定國家嬰幼兒餵食策略－衛生福利部。
二、 要有母乳代用品銷售法規－衛生福利部、法務部、經濟部、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立法院。
三、 推動符合國際標準的愛嬰醫院－衛生福利部。
四、 醫療人員養成教育中要包括母乳哺育－教育部。
五、 國民教育中要放入母乳哺育議題－教育部。
六、 職場要落實執行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平等法中對哺乳時間及空間的規範－
勞動部。

柒、未來研究方向
一、 定期調查國內純母乳哺育率，包括出生後肌膚接觸率，滿月、4 個月以
及 6 個月時純母乳哺乳率。
二、 探討相關介入措施對於純母乳哺育率的影響，包括同儕諮詢支持團體，
國際認證泌乳顧問服務等，並發展相關介入計畫。
三、 探討國際愛嬰醫院 10 措施對於純母乳哺育率的影響。
四、 探討純母乳哺育以及奶瓶餵食對嬰兒體位的影響。
五、 探討純母乳哺育以及相關因素，如母親飲食及運動量等對母親體位的影
響。
六、 探討純母乳哺育對於嬰兒健康短期及長期的影響。
七、 探討純母乳哺育對於母親健康短期及長期的影響。
八、 探討母乳哺育對於國家健保支出的影響以及對國家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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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女性－更年期
壹、前言
臺灣婦女平均自然停經年齡為 49.33.8 歲[1.] (level of evidence 3)，平均壽命為 82.7
歲[2.] (level of evidence 3)，顯示婦女有 1/3 的人生是在停經之後度過[3.] (level of evidence 3)。更
年期婦女因荷爾蒙改變、中年期發展或家庭結構等面臨各方面的轉變，均會對婦
女造成相當衝擊，因此容易發生體重變化情形[4-6.](level of evidence 2++)。根據 2005-2008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女性於 45 歲後代謝症候群盛行率逐漸高於男性
[7.](level of evidence 3)
。預防中年體重增加及確保健康的老年生活須從更年期作起，婦
女在更年期有自我調整能力，成為自己健康的主宰者，將擁有尊嚴及活力的老年
期生活[8.](level of evidence 2++)。

貳、關鍵問題
一、 更年期婦女過重盛行率隨年齡增加而上升，罹患慢性病風險增加。
停經後婦女因雌激素降低及老化的影響，加上新陳代謝率下降，易造成體重
增加；身體組成及脂肪組織分佈改變，腹部肥胖成為健康隱憂。研究發現婦女停
經 3 年體重平均增加 2.3 公斤，8 年則增加 5.4 公斤，若是一直維持年輕時的飲
食習慣，進入更年期後便很容易體重上升[9, 10.] (level of evidence 2++)。腰圍過大或體重
過重的婦女，罹患代謝症候群、高血壓、糖尿病與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風險會明
顯升高。而婦女體重增加與某些癌症的發生率亦有顯著相關，如：乳癌、大腸直
腸癌[11.] (level of evidence 1-)。
二、 停經肥胖婦女與骨骼關節疾病的關係。
女性在進入更年期前後常有腰酸背痛、四肢關節及腳跟酸痛等問題，研究顯
示停經肥胖婦女新發生踝足骨折和大腿骨折的風險高於非肥胖婦女，但腕部骨折
風險則較低。肥胖婦女因較常提早停經，且身體活動量較少又常合併其他慢性病，
導致跌倒風險提升。停經肥胖婦女過去 1 年曾發生跌倒次數達 2 次以上，此結果
顯示肥胖並不是停經婦女減少骨折發生的保護因子[12.] (level of evidence 2+)。此外，隨
著年齡增加，骨骼質量相對減輕，評估從 50 至 80 歲，每增加 10 歲，女性骨量
減輕 7%，在更年期骨量流失明顯加速，因此容易導致骨質疏鬆[13.](level of evidence 1+)。
若能減少 BMI 2 單位以上，則能降低罹患骨骼關節疾病 50%以上的風險[14.] (level of
evidence 2+)
。
三、 面臨空巢期或家庭結構改變時的生活型態變化。
婦女更年期時適逢孩子出外工作、唸書或結婚搬出，面臨空巢期，易以多吃
或整天看電視來抒發情緒[15-17.] (level of evidence 1-)。但近來也發現家庭發展可能不是空
172

巢而是滿巢，可能同時要與（喪偶）父母及小孩、孫子同住，婦女就像三明治般，
將大多的時間放在家庭與親人的照顧，猶如蠟燭兩頭燒，極易忽略自己的健康[3.]
(level of evidence 3)
。
四、 更年期婦女易有認知的迷思，導致容易忽略自我健康照護。
更年期婦女易有下述迷思，如未能察覺身體變化或調整生活型態，易造成肥
胖情形。同時認為更年期是自然過程不需特別注意、家務勞動即運動、吃完剩菜
是節儉美德、福態是停經婦女常態、一切以家人飲食為主，不須做飲食調整、飲
食聚餐是聯繫感情的主流等[18.] (level of evidence 3)。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更年期肥胖防治觀念與其相關疾病的影響。
婦女於更年期後健康容易產生變化，簡易的生活型態改變評估，能找出健康
差異所在。於此期提供婦女充足的健康資訊是相當重要的。專業照護者必須提供
婦女正確的健康教育指導，讓婦女得到更年期健康風險的知識，使婦女能就自己
的健康問題進行判斷[19.] (level of evidence 2+)。
表 5-6-1、更年期肥胖防治觀念與其相關疾病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文獻

接受衛教指導後 3 至 6 個月，甚至 1 年後的追蹤，實驗組更年
期婦女在健康行為執行上較控制組佳，並達統計顯著差異。營
養相關健康行為與 BMI 呈現顯著負相關。

2++

[20.]

衛生教育計畫介入能有效降低收縮壓、BMI、預防膽固醇升高，
也能有效預防停經後代謝症候群的發生率。

1+

[21.]

應用網際網路提供更年期婦女健康照護諮詢，能有效改善婦女
健康狀況。

1+

[22, 23.]

二、 修正生活型態與預防更年期肥胖的關係。
更年期婦女生活型態改變之長期介入，包括：規律身體活動、健康均衡高纖
低脂飲食及強化行為改變技巧等，有助於控制體重或腰圍[24-26.]。
表 5-6-2、修正生活型態與預防更年期肥胖的關係之實證結果
飽和脂肪攝取低於 10%，避免攝取反式脂肪，總脂肪攝取維持
在 25 至 35%；採用低脂多蔬果飲食，以黃豆蛋白取代紅肉，
鈣質攝取每日 1200 毫克，每日建議熱量為 1300 至 1500 大卡，
針對肥胖者建議每日減少攝取 300 至 500 大卡。設定減重目
標，20 週內體重過重者減輕 4.5 公斤；肥胖者減輕 6.8 公斤，
持續維持 6 個月，腰圍平均減少 7.1 公分，低密度脂蛋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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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等級

參考文獻

1+

[24, 25, 27.]

6.7 mg/dl，收縮壓及舒張壓降低 1.1 至 3.7 mmHg，降低罹患心
血管疾病風險。
停經後婦女非職業性的靜態生活與娛樂性的身體活動是停經
後體重增加超過 10 磅（約 0.5 公斤）的獨立預測因子。
每天執行消耗 500 至 1000 大卡的身體活動，每週可消耗 3500
至 7000 大卡，則可減輕 0.5 至 1 公斤。
針對 50 至 75 歲肥胖的停經婦女每天至少 45 分鐘運動訓練，
每週 5 天的中等費力有氧運動持續 1 年，結果顯示運動訓練能
有效改善代謝危險因子，如：降低胰島素及瘦體素血中濃度
(leptin concentrations)。
運動對更年期婦女的體重、BMI 及體脂肪有中至低程度的改善
成效。有氧、抗阻、走路、負重及鬆緊帶等運動訓練對更年期
婦女體重、BMI 及體脂肪均有改善，其中有氧運動對更年期婦
女體重、BMI 及體脂肪之改善程度較其他運動更為明顯。
短期的體重控制成效與認知行為過程及支持有關；而長期的體
重維持則與個案的內在動機增強，如自我效能、身體自我價值
等有關。藉由簽定承諾、電話關懷與陪伴運動等，能激勵持續
執行健康生活型態。

2+

[28.]

2+

[10.]

1+

[29.]

1+

[30.]

2+

[31.]

三、 家庭及社會支持對於婦女健康的影響。
更年期是「健康多變化的時期」
，也是面臨人生多重衝擊轉變的時期，包括：
生理、心理、家庭及社會等均影響健康，不論是肥胖導致心理社會障礙或因心理
社會障礙而引起肥胖，都應鼓勵婦女於生活型態中做些微改變，或進行體重管理，
以提升其自尊，並改善其情緒障礙。
表 5-6-3、家庭及社會支持對於婦女健康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肥胖婦女較常有社會心理障礙，如低自尊、整體心理安適度
較低、憂鬱等，且較正常體重婦女的生活品質差。這些障礙
可隨婦女體重減輕而獲得改善。
大眾媒體、朋友、家人和健康專業人員的支持，可增強從事
運動者所得到的健康利益。
有規律運動職業婦女其「運動社會支持」較無規律運動婦女
高。婦女的運動規劃需家庭成員及朋友的支持。

實證等級
1- ~ 3

2-

參考文獻
[9, 32, 33.]

[34, 35.]

四、 社區生活型態介入及公共政策制定對於更年期肥胖防治的影響。
停經後才發胖的婦女，超過50%的人都無法成功維持體重[36.](level of evidence 2-)。
肥胖婦女較正常體重婦女無減重動機並攝取較多的油炸食品及含糖飲料 [37.]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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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vidence 2-)

。營造支持性的環境，鼓勵婦女採行健康生活型態、多攝取有益健康的

食物，並以社區為單位，透過環境的規劃、監測和政策層面的改變之策略來改善
致胖環境以期能有效預防肥胖[32.]。推廣更年期婦女運動行為應朝向充足運動資
訊及協助發展，適合我國更年期婦女生活化的運動，並鼓勵更年期婦女找機會做
運動，推廣社區運動團體。
表 5-6-4、家庭及社會支持對於婦女健康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提供更年期婦女健康促進介入 26 週，改變生活型態，方式包
括每日健走萬步、每月專家講座和健康諮詢、電話關懷與陪
伴運動等。結果：43%每週運動頻率至少 3 次以上，每次運
動持續時間 30 分鐘以上者占 70%。健康體適能檢測結果在柔

實證等級

參考文獻

2-

[26.]

2+

[38.]

軟度和心肺適能方面達顯著差異。
以社區生活型態介入可改善中年婦女之體重、腰圍、BMI、
體脂肪及低密度膽固醇值，進而降低代謝症候群的風險。

肆、目標與策略
目標一：營造正確的更年期肥胖防治與迎接健康老化的健康素養。(A)
1. 短程目標：更年期婦女能了解肥胖與疾病預防的相關性。如：心血管
疾病、膽囊疾病、代謝症候群、骨質疏鬆症及癌症。
2. 短程策略：
(1) 更年期肥胖防治的概念加入所有中老年病預防的文宣及醫療照護
機構中。加強宣導即使體重正常的更年期婦女亦應減少靜態生活
及增加身體活動量，以預防體重增加。
(2) 於中老年健康指導及教材中，加強更年期肥胖正確的自我監測。
(3) 宣導更年期生活型態需改變以維持或促進健康之觀念。
3. 中長程目標：落實更年期婦女執行體重控制之相關健康管理。
4. 中長程策略：
(1) 更年期婦女能定期參與成人健康檢查（包括骨質密度篩檢及代謝
症候群檢測如身高、體重、腰圍、血壓、空腹血糖、三酸甘油酯
及高密度膽固醇等），並於健檢報告中加強宣導體重管理內容。
(2) 建置 e 化健康管理模式－更年期婦女體重管理內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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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營造有利更年期健康飲食之環境。(A)
1. 短程目標：更年期婦女了解體重管理相關之健康飲食攝取。
2. 短程策略：
(1) 更年期體重管理的認知與健康飲食的重要性之宣導。
(2) 製作更年期婦女體重管理多元媒體管道之宣導衛教，包括食譜及
食物挑選方式。
(3) 社區及門診之更年期婦女健康諮詢與醫療照護指導，加強健康飲
食攝取的宣導。
3. 中長程目標：建立更年期婦女肥胖飲食治療的相關政策與醫療措施。
4. 中長程策略：
(1) 全國各健康服務中心及衛生所設置更年期健康飲食衛教指導。
(2) 鼓勵友善的更年期健康食品販售網絡。
目標三：更年期健康運動習慣之養成。(A)
1. 短程目標：更年期婦女了解體重管理相關之運動知識。
2. 短程策略：
(1) 更年期體重管理的認知與適度運動的重要性之宣導。
(2) 發展更年期婦女合宜的居家及社區運動指導之衛教策略。
(3) 社區及門診之更年期婦女健康諮詢與醫療照護指導，加強我國更
年期婦女生活化的運動。
(4) 充足運動資訊協助發展，鼓勵更年期婦女找機會做運動，另應推
廣社區運動團體。
3. 中長程目標：制定政策，建立更年期婦女體重管理的支持性運動環境
4. 中長程策略：
(1) 全國醫療服務機構設置更年期正確運動衛教指導。
(2) 鼓勵各社區建立友善的更年期支持性運動環境及團體。
(3) 營造健康城市，改善人行道與腳踏車道設施，鼓勵婦女善用走路、
騎單車、慢跑增加身體活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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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四：強化空巢期或滿巢期時，個人及家庭的正向思維。(D)
1. 短程目標：加強家庭支持對於營造正向更年期思維的重要性。
2. 短程策略：
(1) 藉由媒體（報紙、廣播、電視或網路媒體）加強宣導更年期家庭
支持的重要性。
(2) 發展更年期婦女抒發情緒健康管道的衛教策略，鼓勵勿以進食來
發洩。
(3) 社區及門診之更年期婦女健康諮詢與醫療照護指導，加強婦女學
習對家人放心與放下，學會與家人及朋友分享生活情趣或困擾。
(4) 發展社區更年期健康促進相關組織，教導婦女開拓健康生活圈。
3. 中長程目標：加強中老年人社區及社會支持。
4. 中長程策略：
(1) 社區成立更年期婦女之身心健康照護與肥胖防治網絡。
(2) 社會加強增加中老年人休閒及學習網絡。
目標五：更年期肥胖防治明確列於國家健康政策。(C)
1. 短程目標：基層醫療機構加強宣導更年期肥胖防治觀念。
2. 短程策略：
(1) 更年期肥胖防治納入中老年人保健政策。
(2) 肥胖防治宣導納入更年期相關門診，例如：婦科、骨科、心臟科、
肝膽科、乳房醫學及家庭醫學等門診。
3. 中長程目標：更年期肥胖之防治政策納入健保及醫院評鑑。
4. 中長程策略：
(1) 醫療服務單位（如衛生所或門診）基層衛生中心及門診增加更年
期肥胖門診。
(2) 全國各醫療院所設置更年期婦女健康親善門診，肥胖防治列為評
鑑項目。
(3) 將肥胖治療納入其相關疾病治療的健保項目。

177

伍、監測指標
類型

功用
更年期健康諮詢中心標準之建立及成立數量和使用率。

過程指標

肥胖防治融入更年期婦女親善門診。
每 3 年 1 次更年期婦女健康檢查、自我健康管理及健康生活型態
調查，以建置完整資料庫。
更年期婦女肥胖防治網站之建立，瀏覽量。
更年期婦女肥胖防治多元衛教宣導內容建置。

產出指標

通過評鑑之更年期婦女親善暨肥胖防治門診數量，看診人數，看
診後體重下降人數之比率。
更年期婦女身體活動時間。
更年期婦女健康飲食攝取。
短期－更年期婦女肥胖防治知識的提升。

結果指標

中期－更年期婦女肥胖防治的行為。
長期－更年期婦女肥胖及代謝症候群及其相關疾病盛行率。

陸、政策問題及需配合單位
相關部會

說明

內政部

制定政策，建立更年期婦女肥胖防治的親善運動環境及團體。

衛生福利部

更年期婦女肥胖防治多元衛教宣導內容建置。
更年期婦女執行自我健康管理及健康生活型態調查及資料庫建
立。

環境資源部

鼓勵各社區建立友善的更年期親善運動環境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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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營造

飲食：建立更年期婦女肥胖飲食治療的相關政策與醫療措施。
運動：充足運動資訊協助發展，鼓勵更年期婦女找機會做運動，
推廣社區運動團體。
資訊：
(1)建置 e 化健康管理模式更年期婦女肥胖防治網站。
(2)社區成立更年期婦女之身心健康照護與肥胖防治網絡。
媒體：更年期肥胖防治宣導。

柒、未來研究方向
一、 長期監測探討更年期婦女肥胖盛行率及其相關因子。
二、 探討更年期婦女之身體活動情況及其相關因素。
三、 探討更年期婦女之健康促進行為及肥胖之相關研究。
四、 探討更年期婦女之健康飲食偏好之研究。
五、 持續推動、評估及修正低脂高鈣飲食介入對更年期健康之成效。
六、 長期監測每日健走對更年期婦女 BMI 及健康成效之探討。
七、 發展更年期症狀困擾與 BMI 之相關研究。
八、 探討更年期肥胖與婦女生殖癌症相關之探討。
九、 長期追蹤國人更年期健康體位之世代調查。
十、 探討國人更年期高血壓、糖尿病與其 BMI 之相關研究。

捌、結語
肥胖是全球性重要公共衛生議題之一，更年期也是人生健康重大轉折點，如
能於此時期加強肥胖防治推廣，使婦女瞭解肥胖所帶來的危害，審慎評估更年期
婦女的肥胖危險因子、降低罹患肥胖及其相關疾病的風險，並加強肥胖防治，提
供更年期婦女更多正確飲食行為及生活型態養成，以避免肥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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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男性
壹、前言
男性是社會主要的勞動人口，除了學齡前及求學時期以外，男性在職場的
時間比在家庭之中還多。雖然男性體魄較女性強壯，但研究卻顯示男性平均壽
命較短[1.] (level of evidence 2-)，所承受的慢性疾病之累積風險較女性高，同時男性對
健康資訊的運用程度不及女性。因此，如何認識男性肥胖風險的特質，針對男
性，設計合宜的防治策略實為重要議題。

貳、關鍵問題
男性的死亡風險高於女性（男、女性分別為 8.06‰及 5.15‰）；平均餘命
卻較女性來得低，2011 年男性的平均餘命為 75.98 歲，女性的平均餘命為 82.65
歲；且男性的平均餘命較前 1 年降低，而女性的平均餘命較前 1 年增加[1.] (level of
evidence 2-)
。男女性的健康風險差異有逐漸擴大的趨勢[1, 2.] (level of evidence 2-)。
男性的死亡風險高於女性，可能是因為男性有較高的疾病罹患率、較低的
疾病知曉率、治療率及控制率[3.] (level of evidence 2-)。例如：臺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
變遷調查顯示，男性有顯著較低的高血壓知曉率（男、女性分別為 40%及 58%）、
治療率（男、女性分別為 28%及 45%）及控制率（男、女性分別為 14%及 21%）。
除了較低的疾病知曉率與治療率，男性自幼起即有較高的肥胖盛行率 [4-7.]
(level of evidence 2-)
，在幼兒時期（男、女性分別為 25.9%及 21.6%）[7.] (level of evidence 2-)、
兒童時期（男、女性分別為 14.7%及 9.1%）[4.] (level of evidence 2-)、青少年時期（男、
女性分別為 18.5%及 15.0%）[6.] (level of evidence 2-)、成人時期（男、女性分別為 50.77%
及 6.88%）[5.] (level of evidence 2-)，男性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之加總都系統性的高於
女性。男性的高肥胖盛行率、疾病罹患率至最後的高死亡風險都可能是肇因於
男性有較差的健康風險意識，對於肥胖所導致的代謝性疾病以及其併發症的重
要後果沒有正確的風險認知觀念。
男性是社會主要的勞動生產者、和家庭經濟供應者。男性除了學校的學習
時間，人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職場中度過，因此，職場是否提供健康的職場
環境，包括：(1)適當的工作量，避免過大的工作壓力；(2)提供健康的餐飲環境，
提升健康飲食的可近性；(3)提供員工促體能活動的工作場所，並鼓勵健康的休
閒活動，維持適當的體能活動，避免肥胖；都可能是男性是否會發展成肥胖的
重要原因。此外，對於體能活動量較大之勞工，不良飲食與生活習慣，如過量
飲酒與攝取高熱量的食物，常是肥胖發生的重要決定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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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男性的肥胖防治與體重控制應從幼兒時期即開始進行，並藉由家庭、學
校及職場環境作為主要介入場域。從小即應提升健康風險意識，並對於男性學
童提供更多的身體活動課程與機會，在以男性為主的職場中，提供更多體能活
動性社團，以避免肥胖的發生。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雙親有正面的幼兒健康意識可降低孩童肥胖的傾向。(B)
雙親的肥胖與否對於幼兒肥胖與否有重要的影響。因此父母親對於肥胖的
正確健康認知將可降低幼兒肥胖的風險。兒童飲食正向行為與家長營養知識、
飲食行為呈現正相關；與家長 BMI、家長外食頻率呈現負相關[8.] (level of evidence 2-)。
進一步的營養教育介入研究顯示，家長參與程度較高的學童在降低脂肪攝取營
養知識有顯著的進步[9.] (level of evidence 2-)，其飲食中的脂肪含量也有顯著地降低，
達到接近建議量[10.] (level of evidence 2-)。（進一步家庭雙親對孩童肥胖的影響，可參
閱第六章第一節家庭場域）。
二、 男性幼兒選擇體能活動較多的幼兒園就讀，可能降低肥胖風險。(B)
由於男性學童通常較為好動，故選擇提供較多體能活動課程的幼兒園對於
男性學童，可能會較適合。研究顯示有上幼兒園的學童[7.] (level of evidence 2-)，其肥
胖的盛行率較低，可能是因為幼兒園提供較多元的體能活動課程，且有年紀相
仿的玩伴，讓幼兒園的幼兒有較高的興趣與較多的機會參與體能活動。
三、 適當控制休閒螢幕時間，可能降低肥胖風險。(C)
男孩的主動掌控的慾望較高，因此，青少年男孩比女孩容易沉迷電視或電
動玩具，花更多的時間於休閒育樂的螢幕[11.] (level of evidence 2-)。追蹤研究顯示看電
視愈久的青少年，未來成為肥胖成人的機會就愈高[12.] (level of evidence 2-)。因此，提
供多元適當的體能活動機會給男性學童，避免沉溺於電視或電動玩具，應可避
免過重及肥胖的發生。
四、 安排足夠的體能活動時間，可以增進男性體適能。(C)
由於升學壓力大，除了學校課程，課後的輔導課也占據許多學生的時間，
臺灣地區中學生的靜態學習時間為 9.5 小時[13.] (level of evidence 2-)。長時間的靜態學
習會使得學生的體能愈來愈差，但是，這樣並不利於學習成效，針對中學男性
學童的研究顯示，體適能較佳的學生，其學業成績表現也較佳[14.] (level of evidence 2-)。
因此，我們建議學校與家長及教育單位，應該改變學生課程的安排方式，讓學
童能有足夠的體能活動時間，增進體適能，以獲得較佳的學業學習成效。
五、 鼓勵適當足夠的睡眠時間，可能降低肥胖風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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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已經指出睡眠時間較短與肥胖的風險有關[15.] (level of evidence 1++),[11, 16.](level
of evidence 2-)

。進一步的研究[3.] (level of evidence 2-)顯示睡眠較短的男性有明顯較高的代
謝症候群盛行率，特別是偏高的血糖異常。睡眠不足是男性重要的肥胖致因之
一。
六、 提供健康的軍隊餐飲，可能降低肥胖及代謝症候群風險。(D)
軍隊以男性為主要的成員。中華民國減重協會調查發現，臺灣職業軍人 30%
體重過重、20%屬於過度肥胖；就血脂及三酸甘油酯檢測來看，大約有 35 至
40%的職業軍人有血液膽固醇偏高問題、10%的職業軍人三酸甘油酯偏高。分
析原因可能是軍中飲食，餐餐大鍋菜，太過油膩，以及生活壓力等因素有關[17.]
(level of evidence 2-)
。
七、 提供健康的職場環境（健康餐飲、動態生活），鼓勵充分睡眠，可能減
少肥胖風險。(C)
男性因為較無健康意識，且較不願自行準備午餐。故工作場所提供的餐飲
是男性上班族主要的餐飲。職場提供健康的餐飲、避免提供含糖飲料及提供多
元且適當的運動設施與運動社團，可以協助職場男性員工的體重控制與避免過
重及肥胖。
社會對於男性的工作期待較高，且臺灣的加班文化，導致男性常常花許多
時間在工作上，超過 1/3 以上的男性，每週工作超過 49 小時[18.] (level of evidence 2-)，
以至於沒有適當的休閒時間與足夠的睡眠。
非機構之勞力工作者，如建築工人、職業司機等，常因工時長，而常飲用
提神飲料，應注意減少飲用含糖飲料；或因需要體能勞動多，而攝取過多的肉
類食物，以至於熱量攝取過高。

肆、目標與策略
男性的肥胖防治需要家庭、教育單位與各公民營機構的支持與配合。為了
達到男性族群肥胖盛行率降低的目標。我們需要(1)加強新生兒父母對肥胖健康
危害認知；(2)由家庭到學校，提供男性幼兒與學童較多的體能活動環境，與男
性青少年較多元的身體活動選項，鼓勵男性青少年積極從事體能活動，以避免
過重及肥胖的發展。
成人男性的肥胖防治更需要職場環境的支持。職場應提供足夠的肥胖防治
相關健康知識，積極協助男性員工正確體認肥胖所導致的健康風險，並避免過
量的工作負載，提供適當的健康飲食環境與體能活動環境，來避免過重及肥胖
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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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增加男性及男性父母親對於肥胖的健康危害，以及對健康飲食與體能
活動益處的認知。
 策略：
1. 在新生兒出院前，即時針對父母加強男童肥胖風險、肥胖對健康之危
害，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益處的認知。
2. 在學校，確認男性學生對肥胖健康危害、以及動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
益處有正確認知。
3. 將肥胖對健康危害的認知、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之益處的知識列為軍
訓（軍隊衛生）教育訓練內容之一。
4. 將肥胖對健康危害的認知、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之益處的知識列為勞
工安全教育訓練內容之一。
目標二、增加符合男性學生取向之健康食物的選擇與體能活動的機會。
 策略：
1. 教育學生及家長執行健康飲食與進行體能活動的方法。
2. 教育學生減少螢幕時間（電視、電玩與上網），提供觀看螢幕的取代
選項。
3. 提供學校附近有供應健康食物選擇商店的資訊。
4. 學校輔導學生成立多元的運動社團，並提供校外（社會）相關運動比
賽的訊息。
目標三、增加職場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的機會與選擇。
 策略：
1. 進行職場機構提供健康食物選擇與體能活動相關基礎資訊調查。
2. 鼓勵職場提供體能活動的場所（健身房）或提倡體能活動（補助職場
運動社團支持成立）。
3. 鼓勵職場提供健康檢查，評估員工肥胖相關之健康風險。
目標四、全年齡（低於 65 歲）之男性年齡標準化 BMI 降低 2 個單位。
 策略：
1. 增加環境中體能活動空間數量與可近性。
2. 持續推動健康飲食與肥胖防治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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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鼓勵機構、職場推行肥胖防治的相關措施。
4. 制定肥胖防治法之相關法律。

伍、監測指標
一、 短期監測指標（2-3 年）：
1. 增加男性及男性父母親對於肥胖的健康危害，以及對健康飲食與體能
活動益處的認知：
(1) 評估學校兒童及青少年對肥胖健康危害、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益
處的認知程度。
(2) 評估退伍軍人對肥胖健康危害、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益處的認知
程度。
(3) 評估勞工對肥胖健康危害、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益處的認知程
度。
2. 增加符合男性學生取向之健康食物的選擇與體能活動的機會：
(1) 評估學校提供健康飲食的種類數。
(2) 評估學校體能活動的時數與種類。
(3) 評估學生使用螢幕的時間。
二、 中期監測指標（3-5 年）：增加職場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的機會與選擇。
1. 評估有多少職場提供健康飲食的餐廳或提供健康飲食，健康飲食評鑑
及員工滿意度。
2. 評估有多少職場提供體能活動的場所或提倡體能活動，員工每週體能
活動增加時數。
3. 評估有多少提供健康檢查，並將員工肥胖相關之健康風險列為重要風
險項目之一。
三、 長期監測指標（5-10 年）：全年齡（低於 65 歲）之男性年齡標準化 BMI
降低 2 個單位。
1. 評估年齡標準化之 BMI 之變化。
2. 評估年齡標準化之過重盛行率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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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年齡標準化之肥胖盛行率之變化。

陸、未來研究方向
一、 建立全年齡男性國人健康體位的監測機制。整合教育部（包括小學、國
中、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勞動部的各項調查體位資料，有效監測男性
國人的肥胖狀況。
二、 研究針對新生兒雙親，進行男性肥胖風險衛教介入，對未來幼兒肥胖之
影響。
三、 研究男性國人參加成人健檢的因素，以利未來設計提升男性國人參加健
康檢查的意願。
四、 研究在勞工安全健康課程中，加入肥胖疾病風險之男女差異認知，是否
可以有效提升男性勞工的肥胖風險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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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老人
壹、前言
臺灣是全球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老年人口（定義為≧65 歲）比
率預計在 2020 及 2030 年將分別提升至 16.1%及 24.5%；到 2050 年老人佔總人
口數比率將高達 35.5%[1.]。根據 2005-2008 年臺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65 歲以上老人肥胖盛行率（以 BMI≧27 為基準）約為 22%，老人肥胖問題值
得更多關注[2.]。老人肥胖除了和一些老人常見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相關，
更可能加重功能減退、進而導致衰弱症的發生[3.]。在老人肥胖防治的議題上，
需要針對老人關鍵問題作周全性的評估與政策建議。

貳、關鍵問題
老人肥胖問題目前在定義及處置上仍有爭議。其原因包括[3-5.]：
一、 BMI 在老人不能準確反應體內脂肪堆積情況：老化過程身高因椎間盤及
椎體高度減少而下降，加上臟層脂肪及肌肉間脂肪過度堆積，瘦體組織
減少，BMI 無法反應身體組成的改變。
二、 「肥胖矛盾(obesity paradox)」的爭議：許多研究指出，BMI 相對高的老
人反而和較低的死亡率有關，最低的死亡率通常落在 BMI 過重（BMI25
至 30）的範圍內(level
議。

of evidence 1+)

，因此造成定義老人肥胖 BMI 切點的爭

三、 體重減輕在老人不一定完全有益：目前已知非計畫性的體重減輕會增加
死亡率，計畫性的體重減輕雖有益處，仍可能造成瘦體組織下降、骨密
度減少等不良影響(level of evidence 1+)，使得老人減重有安全的疑慮。
儘管 BMI 在測量老人肥胖有其爭議，因便宜且普級，BMI 仍是用來定義
老人肥胖的常用指標，故本文將以 BMI 作為實證蒐尋依據[3, 5.]。
老人肥胖問題相對複雜，不應以「疾病」或單純減重的觀點視之，應回歸
老年照顧的理念，從全人照顧的角度，強調均衡飲食與運動的重要性，維持穩
定的體重，並且強調功能的保持。針對肥胖個案，評估肥胖對個人功能及健康
的影響，提出個人化的介入方案，並著重衰弱、肌少症 (sarcopenia) 及營養不
良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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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老人肥胖防治的主要目標是增加身體活動功能及生活品質，並非減重[3, 4.]。
可由檢視下列幾個面向來指引策略的發展，包括老人肥胖的健康影響、老人減
重的益處與害處、計畫性減重的實證及肌少性肥胖（sarcopenic obesity，簡稱
sarcobesity）。以下文獻肥胖定義為 BMI≧30：
一、 老人肥胖除了增加心血管危險因子外，也增加老年常見疾病及症候群。
(B)
雖然老年的肥胖健康影響之實證仍有許多限制（包括：定義肥胖的指標不
一致、年齡層不一定侷限於老人），然而老人肥胖仍會增加以下風險。
表 5-8-1、老人肥胖的健康影響之實證結果
大部分的研究顯示最低死亡率落在 BMI25 至 30。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1+

[6-12.]

2++

[13-17.]

2+

[18-28.]

中年期 BMI 與失智呈 U 型曲線；老年期的肥胖與失智無明
顯相關。
BMI 上升 5 在男性會增加食道、甲狀腺、大腸及腎臟癌；
女性會增加子宮內膜、膽囊、食道及腎臟癌。亞太地區，還
會增加婦女乳癌的發生率。（非侷限老人）。
增加膝關節炎的發生。
女性尿失禁的危險因子。
較高的 BMI 會增加第 2 型糖尿病、高血壓和高血脂等心血
管危險因子。
過重及肥胖會增加白內障及白內障手術盛行率。
BMI 超過 35 時，行走、爬樓梯以及從椅子站起的能力較差。
BMI 超過 35 時增加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及日常生活功能的
缺損。
增加入住護理之家機率。BMI≧4 增加護理之家住民死亡率
及併發症率。
肥胖與減少髖骨骨折相關，但可能增加其他處骨折增加跌倒
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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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與 BMI 呈現 U 型曲線。
產生慢性疼痛的機會較高。
二、 對於肥胖老人進行計畫性減重，可能利大於弊。(B)
老年人是否應減重一直有爭議，有研究指出老年人體重下降可能惡化老人
衰弱、使肌肉變得更少、甚至使死亡率上升[29, 30.] (level of evidence 2+)，但這些研究並
沒有區分計畫性或是非計畫性的減重。目前對於肥胖老人做計畫性的減重，可
能有臨床益處，其利與弊詳下表。
以下主要集中於「計畫性」體重減輕的影響作整理：
表 5-8-2、老人計畫性減重的利與弊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1+

[31-35.]

可減少尿失禁。

2++

[10.]

減少癌症的發生率，尤其是女性以及肥胖相關的癌症。

2+

[36, 37.]

與全原因死亡率改變無關。
減少代謝症候群、第 2 型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
增加膝關節炎病患的自覺活動功能，減少爬樓梯時間及膝關
節疼痛。
增加活動功能，減輕衰弱。
加快髖關節骨質及瘦體組織流失。

改善記憶、專注力、執行能力等認知功能。
附註：
「計畫性」減重通常設立一定的目標，包括為期長短、計畫的體重減少百
分比、飲食卡數、運動形式與時間，並且常配有專職營養師及物理治療師之介
入。
三、 對於肥胖老人進行計畫性減重，以運動合併飲食控制的效果最好，並且
有助於減少瘦體組織及骨質流失的程度。(B)
在一系統回顧型研究中發現，對於肥胖老人，若單純使用飲食（每天減少
約 250 至 750 大卡）的方式可以達到減重的效果，除了減少脂肪外，亦減少瘦
體組織，但若加上運動，體重以瘦體組織方式流失的比率可以從 24%下降至 11%，
若是單純以運動減重，體重減少雖不明顯，但可以改變身體組成，甚至有一部
分的人瘦體組織會增加[38.](level of evid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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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中，針對 BMI≧30 的衰弱老人進行減重，發現單獨使用飲食、運
動或是兩者合併，都可提升其活動功能（包括平衡、走路速度和肌力等）
，但僅
運動相關組別可減緩因減重帶來瘦體組織及髖骨骨質流失的不良影響，其中又
以飲食和運動的合併治療效果最好[34.] (level of evidence 1+)，另一針對 BMI 27 至 35
的老人進行單獨抗阻力運動訓練或合併減重飲食，雖只有合併飲食介入組達到
減重，但兩組的脂肪組織都有減少，肌肉力量及活動功能都有進步，因此無論
是否有做熱量限制，抗阻力運動為老人肥胖的建議治療方式[39.] (level of evidence 1+)。
綜合而言，單獨飲食（減重）
、單獨運動或合併飲食加運動都可使身體功能
進步，但以合併飲食加運動（尤以合併有氧和抗阻力運動等多類型運動）可達
到最好的結果[40.] (level of evidence 1+)。
四、 肌少性肥胖，可能比單純肥胖更會造成功能下降、心血管疾病及代謝症
候群風險的增加。(C)
隨著年紀的增長，身體組成也會逐漸改變，即瘦體組織減少、脂肪比例增
加，若造成肌力下降或體能表現變差，則稱為「肌少症」[41.]，若再合併肥胖，
則稱為「肌少性肥胖」[42.]。老人的肌少性肥胖會增強肥胖和肌少症之效應，導
致行動力變差及功能下降[42-48.] (Level of evidence 2+)、心血管疾病[48-50.] (level of evidence 2-)
及代謝症候群增加[51.] (level of evidence 2-)、並且可能造成罹病率甚至死亡率的增加[48,
52.] (level of evidence 2-)
，可見肥胖合併功能減退是預防重點之一。肌少症肥胖的防治
原則以生活模式的改變為主，包括熱量限制飲食合併足夠的蛋白質攝取（至少
0.8 至 1 克／公斤／天或每餐 25 至 30 克高品質蛋白質）和運動（如抗阻力運動）
[53, 54.] (level of evidence 4)

。

肆、目標與策略
對於所有老人，應增強其健康飲食、運動以及對體重管理的認知，並進一
步將之融入於生活模式中;對於肥胖伴隨功能不佳、肌肉與骨質流失及本文所敘
及一些相關疾病的老人，則可從計畫性的體重管理受益。
在臺灣未有研究老人減重的適宜 BMI 切點之前，將需減重的對象訂於 BMI
≧30 為一較安全的作法，然而，在減重計畫之前，應周全的評估個人的疾病史、
功能、營養、肥胖所帶來的壞處及減重可能的好處，以避免不適切的介入造成
肌少症或骨質疏鬆等不良影響。
目標一：老年肥胖之體重管理宜以增加老年人運動及健康飲食之方式，維持
或改善老人體能表現，減少肌少或衰弱症。(B)
1. 短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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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老人對於健康體重概念、預防中年後半期體重增加、肌少症
及衰弱症的認識，並提升老人健康生活（飲食、運動）之知識、
技巧及動機。
(2) 加強家庭與照顧者對於上述老人健康體重的認識。
2. 短期策略：
(1) 於健康中心、老人中心、里民活動、老人大學等規劃及開立相關
教育課程。
(2) 藉由媒體（報紙、廣播、電視媒體）加強相關宣導。
3. 中長期目標：建立老人健康飲食及運動之支持系統。
4. 中長期策略：
(1) 家庭成員或照顧者幫助老人克服不利於健康飲食及運動的障礙，
帶領個案建立個人化目標、自我監測方式以及建立支持系統。
(2) 社區老人相關組織應提出結合運動、健康飲食及生活模式的方案，
與合適的場地與設施，鼓勵老人參與。
(3) 醫療院所：
i. 醫療單位應鼓勵中老年及老年人終身的參與運動，及維持健康
飲食，支持中年後半體重增加的預防與處理。並將這視為完整
醫療的一部分。
ii. 增加全體醫療人員對老人健康體重、健康飲食與運動、肌少與
衰弱的認知（包括老年健康體重種子教師訓練、教育課程規
劃）。
iii. 配合成人或老人健檢，推動至少 1 年 1 次老人 BMI 檢測。
iv. 推動醫療院所身體組成以及體能表現的測量。
目標二：對於 BMI 大於 30 之老年人，應有合宜的評估與轉介模式，訂定標
準，選取合適個案採取個人化的減重策略，特別著重於肌少性肥胖
的防治。(B)
1. 短期策略：
(1) 由老人健檢及成人健檢篩檢出 BMI 大於 30 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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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醫療相關人員對於老人肥胖與肌少性肥胖的認知，並將觀念
宣導於肥胖個案：包括基本評估、造成的影響、介入的重要性。
2. 中期策略：
(1) 訓練處理老人肥胖的專業人員（包括醫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
營養師等），使其具有：
i. 老人周全性評估能力：疾病史回顧、理學檢查、適當的實驗室
檢查、藥物回顧、功能評估，盡量減少可能導致肥胖的原因（如
醫源性的肥胖）
，仔細分析其可能因體重管理帶來的利與弊之後
再進行減重計畫。
ii. 肌少症（衰弱）的評估與介入能力。
(2) 建立肥胖老人體重管理的計畫標準。
3. 長期策略：
(1) 針對重度肥胖老人，應支持以及提供多團隊的服務、或必要時轉
介。
(2) 針對重度肥胖老人給予專業性評估，設定個人化體位控制策略並
將之視為整合性照顧的一部分。

伍、監測指標
一、 老年肥胖之體重管理宜以增加老年人運動及健康飲食之方式，維持或改
善老人體能表現，減少肌少或衰弱症：
1. 媒體系列相關報導數量。
2. 社區開辦民眾教育場次及參加人數。
3. 社區開辦健康體重、營養、運動相關活動之班數及成效測量。
4. 醫療院所舉辦老人健康飲食，運動相關教育的場次及人數。
5. 醫療院所舉辦相關議題在職教育的場次及人數。
6. 醫療院所老人及成人健檢中，老年人 BMI 登錄比率。
7. 醫療院所推動身體組成以及體能表現的計畫。
二、 對於 BMI 大於 30 之老年人，應有合宜的評估與轉介模式，訂定標準，
選取合適個案採取個人化的減重策略，特別著重於肌少性肥胖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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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計重度肥胖老年人比率。
2. 醫療院所舉辦在職教育的場次及人數，及能提供老人肥胖處理專業人
員人數。
3. 重度及肌少性肥胖老人數及管理個案率。
4. 健康體位管理成果及健康結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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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原住民族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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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民族和南島語系[1.]其居住的地理環境、經濟結構、
文化習俗及生活型態與主流社會不同。因此當擬定臺灣原住民族肥胖防治政策
時，其執行目標、策略及行動計畫都須要考慮上述因素。從 1999-2012 年臺灣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資料分析發現，臺灣原住民族的體位在 0 至 6 歲是
偏低，特別是男孩；至國高中時期，肥胖的比例急速增加；在成年時期，臺灣
原住民族是臺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中過重及肥胖比例最高的族群；到
老年時，肥胖比例增加到 40%，而男性過輕的人口比例卻也同樣增加[2, 3.]，呈
現兩極化現象。

貳、關鍵問題
現行與肥胖相關的營養健康資料，主要來自 1993-2012 年間的臺灣國民營
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其抽樣過程中，已經加重原住民族居住的山地鄉的權重，
但因 14 個原住民族群的人口比例懸殊，比率機率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簡稱 PPS），傾向抽到人口比例較大的山地鄉，因此過去的調查資料
以排灣族、泰雅族及布農族主（見表 5-9-1），人口數較少的族群及新認定的族
群是很少或完全沒有被抽中；另一方面人口數最大的族群阿美族，因多數居住
於平地鄉及城市，在調查的過程中，也顯少被抽入。因此，下列關乎原住民族
肥胖關鍵問題的討論，應考量上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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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1、1993-2012 年間的臺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調查別

1993-1996 年

1999-2000 年

2001-2002 年

2005-2008 年

2010-2011 年

調查對象

4 歲以上

65 歲以上

國小學童

0-6 歲／19 歲以上

國中生

山地層中選
鄉鎮（或學
校所在地）

桃源鄉
（布農族）
卓溪鄉
（布農族）
阿里山
（鄒族）

大同鄉
(泰雅族)
仁愛鄉
（賽德克族）
海端鄉
（布農族）

南澳鄉
（泰雅族）
尖石鄉
（泰雅族）
信義鄉
（布農族）
仁愛鄉

泰安鄉
（泰雅族）
信義鄉（投）
海端鄉
（布農族）
復興鄉
（泰雅族）

烏來鄉
（泰雅族）
信義鄉
（布農族）
仁愛鄉
（賽德克族）
復興鄉

（賽德克族）
三地門鄉
（排灣族）
春日鄉
（排灣族）
金峰鄉
（排灣族）
萬榮鄉
（布農族／
泰雅族）

三地門鄉
（排灣族）
秀林鄉
（太魯閣族）

（泰雅族）
尖石鄉
（泰雅族）
泰武鄉
（排灣族）

備註

1. 族群認定以各鄉（區）公所認定的鄉內的主要族群為依歸。
2. 訪問對象並非只針對原住民，而是居住當地民眾或是就讀當地學校的學生。
一、 含糖飲料飲用比例、肥胖及痛風盛行率偏高。
從美國長期的研究發現血液中的血糖濃度與肥胖及痛風比率是有關聯 [4.]
(level of evidence 1+)
。臺灣原住民地區國小學生喝含糖飲料的比率較其他地區顯著偏
[5, 6.] (level of evidence 2+)
高
；到國中時期，肥胖的比率則是急速增加，過重及肥胖的
比率達到 23.8%[3.] (level of evidence 2++)。臺灣原住民痛風盛行率在 40 歲以上男性約
15.2%，女性約 4.8%[7, 8.] (level of evidence 2++)為臺灣各氏族之冠；臺灣地區的研究亦
顯示，含糖飲料與痛風發生率是正向關聯[9.] (level of evidence 1+)。
二、 蔬果類攝取率低。
臺灣原鄉居民每日攝取達 3 份蔬菜及 2 份水果的人口數比率只有 2.3% ，
為全國最低[10.] (level of evidence 2++)。蔬果類攝取量與肥胖、癌症及其他疾病之防治
是有極度相關性[11.] (level of evidence 1+)。
三、 奶類攝取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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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住民每日攝取達 1 份奶類之人口數比率為 26.3%與最低中部地區的
26.1%是相似的[8.] (level of evidence 2++)。雖然國內研究並未顯示奶類攝取量與痛風發
生相關[9.] (level of evidence 1+)；而國外研究報告顯示奶類攝取頻率與血清尿酸濃度呈
反向相關的[12.] (level of evidence 1+)。
四、 運動量少所引起的肥胖。
從國內外研究顯示，運動是肥胖預防及維持健康體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13.]
(level of evidence 1+),[14.] (level of evidence 1++)

。國內研究顯示臺灣原住民運動量少[15.] (level of
evidence 2+),[16.] (level of evidence 1++)
。一般而言，原住民族的肥胖的直接致因飲食和缺乏
動態休閒生活和漢族大同小異，但程度更甚。然由於其文化及居住地理位置特
殊性，防治策略應有更深入研究與特異考量。
五、 酒的攝取與肥胖。
國內外文獻顯示酒的攝取與肥胖的形成是相關的[16, 17.] (level of evidence 1++)，而
原住民酗酒率偏高。由於其文化特殊性，防治策略應有更深入研究與特異考量
[18.] (level of evidence 1+)
。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由於臺灣原住民族肥胖防治方案的實證太少，因此以澳洲及美國經驗做為
參考。在評價各國原住民族肥胖防治計畫，澳洲及美國所投入的資源及成效是
比較顯著的。而澳洲原住民族與臺灣原住民族同屬南島語系，美國印地安原住
民則為非南島語系。
一、 澳洲政府認為有效的澳洲原住民族肥胖防治計畫[19.] (level of evidence 1+)，應有
下列特色：
1. 由澳洲原住民族發起的社區管理計畫（被證明是有效的）。
2. 以個人、家庭及族群為單位的原住民族生活方式計畫（對健康的正面
影響可長達 2 年以上）。
3. 強化健康生活型態的計畫（因已被證明能有效地降低過重且糖尿病前
期的非澳洲原住民族之糖尿病的發病率）。
二、 澳洲原住民族肥胖防治方案失敗因素包括：
1. 計畫沒有高度的社區主導權和社區支持。
2. 計畫受阻於或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例如：社區為貧困與或缺乏供應
健康食品的偏遠地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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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澳洲政府面對的挑戰：
1. 不知道地域性防治方案的成功關鍵因素，應如何複製到其他地區。
2. 不知道應用在罹患糖尿病前期及過重的非原住民族的健康生活型態
計畫，對澳洲原住民族是否也能有效地減少糖尿病的發病率。
3. 分別以個人、家庭及族群為主的計畫，短期內（2 年）都有良好的成
效，但不知道是否能產生有效的長期影響（致少 5 年以上）。
4. 不知道何種運動推廣計畫能增加原住民兒童和成人持續運動。
5. 不知道怎樣的策略能有效的促進老年男性、成人婦女和老年婦女族群
參與運動。
四、 從美國衛生部聯邦政府所執行的 13 個計畫得知，美國印第安人／阿拉斯
加 (AI/AN)原住民族肥胖防治方案有效因素如下[20.] (level of evidence 1+)：
1. 多種重要的傳統印地安人的價值觀納入到行動計畫中。
2. 考慮了印地安人傳統價值中，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聯結概念，相互依
存的行動與集體的生活，對建立健康部落生活型態。
3. 充權印第安人及其部落，由部落社區領導群體自覺及自決健康生活型
態。
4. 讓印地安部落社區耆長，傳遞傳統印地安人的價值觀及知識給印地安
人的後代，使其了解作為一個現代印地安人與其部落，在一個複雜的
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殖民歷史中，所要面對的挑戰及應有的能力。
5. 納入印地安人的世界觀：即由 1 個人的存在，是結合整體 4 個方面：
心理，生理，情感和精神。
6. 是 1 個全方位的印第安人的健康促進計畫，包括健康個人、健康家庭、
健康部落社區和健康環境。
五、 美國 AI/AN 原住民肥胖防治方案未能達成目標之因素[20.] (level of evidence 1+)
為：
大多數的計畫雖可以達成提高個人健康生活相關的知識、態度及行為，但
無法達到長期性群體的健康指標標準，如降低部落群體的 BMI 或長期增加部落
群體的運動量。此與美國整體的肥胖防治計畫都無法達成上述目標是一致的。
總結，過去美澳兩國的肥胖防治計畫，皆以納入原住民文化及價值觀等因
素，確實能提升個人健康生活相關的知識、態度及行為與降低參與族群的 BMI
維持 2 年的效益；但仍然無法長期有效降低部落群體過重及肥胖的比例及慢性
207

疾病的發生率。在臺灣原住民肥胖防治介入方案，文化融入式的健康科學教育
能提升個人健康生活相關的知識[21.] (level of evidence 2+)、長達 6 個月的運動及飲食介
入方案可以改變態度及行為[22, 23.] (level of evidence 2+)；但目前都無法有效降低 BMI
值。

肆、目標與策略
目標一、建立原住民文化融入式的健康生活推動組織（建立健康公共政策及強
化社區行動力）。(A)
1. 短期策略：
(1) 積極建立原住民族參與的機制。
(2) 納入原住民族群文化特性（包括烹煮方式、食材運用、用餐文化、
生活型態等）。
(3) 積極建立專家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2. 中期策略：結合當地經濟產業發展組織。
3. 長期策略：由各部落自行發展出健康生活推動組織及文化
目標二、強化原住民族婦女及國中小學生學習文化融入式健康生活型態知識（發
展個人技巧）。(A)
1. 短期策略：
(1) 提升原住民族現代健康科學知識。
(2) 提供原住民族婦女及國中小學生機會，學習文化融入式健康生活
型態知識。
2. 中期策略：持續蒐集並善用當地的傳統生活智慧，並結合現代健康科
學知識。
3. 長期策略：持續建立各族群文化融入式健康營養及運動知識。
目標三、回復人與部落自然生態的關係- 穩定在地安全的食物供給供應鏈及健
康飲食文化（創造支持性環境及強化社會文化因素）。(A)
1. 短期策略：
(1) 積極建立每一部落能在地提供多種蔬菜水果及生產至少 1 種經濟
型原生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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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建立專家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2. 中期策略：積極建立以物換物式的健康食物交換公益平臺。
3. 長期策略：積極建立部落健康安全食材網。
目標四、強化原住民部落運動生活化及在地化（創造支持性環境）。(A)
1. 短期策略：
(1) 積極建立每一部落有多種在地化動態生活模式（經營居家蔬果園）
及運動方式（例如：舞蹈、生態步道等活動）。
(2) 積極建立部落健康生活運動地圖。
(3) 積極建立專家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2. 中期策略：積極培育部落文化融入式運動專業人員（傳統舞蹈專員及
部落生態導覽專員）。
3. 長期策略：積極建立部落生態運動生活文化。
目標五、健康部落幼兒成長與優質老化生活（強化社區行動力，活化調整健康
服務方向）。(A)
1. 短期策略：
(1) 積極建立部落學齡前部落共養「護兒健康中心」，強化健康飲食
環境。
(2) 積極建立「耆老學院」傳承部落健康生活知識，強化心靈安寧環
境。
2. 中期策略：積極測量健康體位，強化體位與疾病關聯性，建立個案協
助網。
3. 長期策略：積極建立非營利組織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目標六、支持都市原住民橋接城市生活環境（個人健康促進技巧及經濟社會因
素，調整健康服務方向）。(A)
1. 短期策略：積極建立提供休閒運動活動相關資訊，行銷健康休閒生活
訊息。
2. 中期策略：
(1) 強化原住民健康職場守護網。
(2) 積極建立非營利組織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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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期策略：積極建立供給健康食材機制，有效提升都市原住民購買健
康食材能力。
目標七、推廣替代成癮及高風險物質的計畫（個人健康促進技巧）。(A)
1. 短期策略：
(1) 以水替代含糖飲料
(2) 積極建立專家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2. 中期策略：積極建立非營利組織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3. 長期策略：以非酒精飲料取代部落飲酒文化。

伍、監測指標
一、 短期監測指標（2-3 年）：
1. 100 個部落社區（包括各都會區）有原住民文化融入式健康生活推動
組織（例如：「護兒健康中心」及「耆老學院」），並結合當地經濟
產業發展。
 相關執行單位：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各地方政
府原民處（或類似之原民單位）、鄉公所、衛生所、非政府組織。
2. 建立文化融入式健康營養及運動知識相關的出版品。
 相關執行單位：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各地方政
府原民處（或類似之原民單位）鄉公所、衛生所、非政府組織。
3. 各縣市至少有 10 個部落社區應有公共廚房或原住民健康飲食文化推
廣班，支持公共照護老人及幼兒機制。
 相關單位：衛生福利部、文化部、農委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各地
方政府原民處（或類似之原民單位）、鄉公所、衛生所、非政府組
織。
二、 中期監測指標（3-5 年）：
1. 有 50 所文化融入式原住民健康學校及 50 個非營利婦女組織，參與推
動原住民健康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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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執行單位：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各地方政
府原民處（或類似之原民單位）鄉公所、衛生所、國中小學、非政
府組織
2. 100 個學者專家與 10%的部落社區（約 70 個）建立長期性夥伴關係。
 相關執行單位：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各大學、原住民族委員會、
各地方政府原民處（或類似之原民單位）、鄉公所、非政府組織。
3. 每一部落應有 20％的食材為當地原生食材。
 相關單位：衛生福利部、文化部、農委會、內政部、環境保護署、
原住民族委員會、各地方政府原民處（或類似之原民單位）、非政
府組織。
4. 成功推動 6 個文化融入式典範健康生活部落（北 1、中 1、南 2、東 2）。
 相關單位：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原住民族委員
會、各地方政府原民處（或類似之原民單位）鄉公所、衛生所、非
政府組織。
三、 長期監測指標（5-10 年）：
1. 10 年內應有 50%的原住民族婦女及國中小學生瞭解當地的傳統生活
智慧及正確的健康科學知識。
 相關單位：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各地方政府原
民處（或類似之原民單位）鄉公所、衛生所、國中小學、非政府組
織。
2. 10 年內 50%的都市原住民家庭，具有每天購買足夠的健康食材（例如
蔬菜水果）的能力。
 相關單位：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各地方政府原
民處（或類似之原民單位）、鄉公所、衛生所、非政府組織。


陸、未來研究方向
一、 建立原住民族健康生活狀況調查資料庫。
1. 原住民族群各年齡層之 BMI（每 3 年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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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住民族群各地區域別（山地鄉、平地鄉及都市)之 BMI（每 3 年 1
次）。
3. 原住民體適能調查（每 3 年 1 次）。
二、 建立原住民族經濟收入支出用於營養及運動相關的配置狀況調查資料
庫。
三、 原住民家庭之收入支配於健康飲食之食材的比例（例如蔬菜及水果，每
3 年 1 次）。
四、 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與肥胖（包括了族群的食材、烹煮文化、共享文化、
飲酒文化等與肥胖的關係）。
五、 原住民族就業／經濟型態與健康狀況（包括經濟支配於相關健康食材與
活動上狀況）。
六、 原住民族對於健康以及肥胖的觀點。
七、 影響原住民肥胖的文化因子及環境因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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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中低社經人口群
壹、前言
對於中低社經族群，現行文獻的主要發現如下：(1)家庭中低社經地位與兒
童／少年人口群肥胖的關連並沒有一致性的結論[1-5.]；(2)若採用財團法人臺灣
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所建構的「臺灣貧窮兒少資料庫」2009 年的資料進行分
析，低收入家庭兒童與少年與全國兒少人口群之肥胖盛行率在數值上是相近的；
(3)成人的研究則發現：個人層次的社經地位差距對肥胖機率的影響需要考量區
域的因素，再者，地區的貧窮率也與肥胖率有關[6,7.]但由於中低社經人口群所處
的社會條件、經濟條件、生活環境與作息安排等能力上，較一般人群匱乏與困
頓，以致改善肥胖問題的條件與能力有相當的差異，包括：健康食物的獲取能
力、健康體能活動的獲得及參與能力、生活環境的安全狀態與改善能力，以及
接受健康訊息和參與健康活動之機會等等。此外，部分中低社經人口群亦存在
BMI 偏低的問題（此現象於相當貧窮線下的人口群更為顯著）；因此，對於中
低社經人口群的健康體位應考量其特殊性，並於此專章討論。

貳、關鍵問題
一、 中低社經人口群導致肥胖的成因不同。
Moore 和 Cunningham[8.]認為個人的健康狀況是基於其所處的社經地位而
產生的心理與社會壓力；社經地位低者，傾向有較高的壓力程度及較不健康的
行為，以致較易肥胖。
二、 中低社經人口群健康資源的取得機會匱乏。
經濟弱勢者較不易使用健康促進的資源，包括：醫療照顧、營養的食物、
運動健身的資源等[8-10.]。Aguilar 等人[11.]認為中低社經地區因為較不安全，會
影響到運動的機會，中低社經人口也有較少的教育資源取得健康飲食的資訊，
同時健康的食物在中低社經社區也較少可以取得。
三、 中低社經人口群執行健康生活與肥胖防治的條件及能力有限。
中低社經家庭食物預算有限，傾向購買熱量較高的食物，可能導致增加其
肥胖的機率[6, 12, 13.]；李氏等人[14.]研究臺北萬華地區的遊民發現：80.8%表示曾
有沒有東西吃的經驗，以 1 至 2 天未進食最多；80.8%也有健康的問題包括：
高血壓、腸胃問題、糖尿病、肝炎、皮膚病等為最多。低收入家庭可能會因為
食物不夠而飢餓，之後因為有食物的提供而飲食過量，這樣的循環較易引發過
重或肥胖的問題。
四、 中低社經人口群的肥胖問題具有區域性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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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等人[7.]發現地區的貧窮率與肥胖率有關；而貧困的花蓮與臺東地區，
其鄉鎮貧窮率可以解釋鄉鎮肥胖率的變異量高達 45%。張氏[15.]等發現地區的機
構資源包括學校、兒童機構、醫療機構或就業機會等的資源會對於學齡前兒童
過重問題會有影響。
五、 中低社經人口群之肥胖健康問題需要長期且有系統的研究與監測。
中低社經人口之肥胖情形及影響因素之研究不多，資料來源與樣本差異大，
尚缺乏有系統之本土資料。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對於中低社經人口群的撰寫，本白皮書是以官方的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家庭
為對象，主要是基於政策推動的考量；而現行文獻多半是以較廣意的「中低社
經地位」予以考量，因此以下文獻摘述是以中低社經地位為主。
一、 食物券 (Food stamps) 有助緩和消費變動對於低收入家庭之衝擊。
經濟資源有限的家庭在購買食物時，會考量食物的價格，Blundell 和
Pistaferri 發現低收入者家庭所得的變動對其消費變動的影響相對得大，因此，
政府的食物券緩和消費變動的效果也相當的大[16.] (level of evidence 2+)。
二、 藉由食物券可增加新鮮蔬果攝取量的機會。
低 收 入 與 較 少 食 用 蔬 菜 、 水 果 有 關 [17.] 。 其 研 究 發 現 針 對 領 取 美 國
WIC(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簡
稱 WIC)的婦女，其在接受產後服務時，若再加上食物券的誘因，鼓勵其去市
場購買蔬菜水果，可增加其蔬菜水果的消費。換言之，WIC 再加上提供購買蔬
菜水果的經濟誘因，可使低收入婦女重視蔬菜水果的食用。Lyu 等人[18.]也發現
臺北市低收入家庭的水果支出較少，因此顯示此部分的重要性(level of evidence 3)。
三、 提供中低社經家庭整合教育資源（課程），有助改善肥胖相關問題。
HCHF (Healthy Children, Healthy Families)是在紐約一針對 500 位以上 3 至
11 歲低收入家庭小孩的父母或照顧者執行的整合教育課程，為期 8 週，每次 1.5
小時。主要有 6 個營養與身體活動習慣目標稱為「通往成功的路徑(path to
success)」：喝水或牛奶取代含糖飲料；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高糖食物；增
加活動量；減少看電視及使用電腦時間；對食物份量的敏感性（如：攝取適當
份量、清楚知道飽與餓的感覺）
。並教導父母正面育兒技巧以提高兒童在家中的
執行力，共分 4 類，稱為「成功的關鍵(key to success)」：示範(showing)、支持
(supporting)、引導(guiding)、塑造居家環境(shaping home environment)。這樣的
整合課程，結果在父母身上得到正面反應，在與兒童肥胖預防相關的營養知識、
身體活動量、育兒習慣等均有程度上的改變[19.] (level of eviden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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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家建議政府應協助低收入社區之健康環境營造（含：健康食物之獲
取）。
在低收入社區推行相關支持活動（如：the National Youth Sports Program）；
學校課後活動以提高身體活動量；建造人行道、公園、步道等。研究調查指出，
超過 20 萬美國人居住地區沒有雜貨店，因此健康食物來源難以取得，政府應將
賣有健康食物的雜貨店發展至這些地區，以提高低收入地區居民的健康食物來
源[20.](level of evidence 4)。
五、 針對中低社經人口群宜設計多元的支持方案。
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簡稱 USDA）提出 15
個 營 養 計 畫 ， 最 大 的 就 是 「 輔 助 營 養 援 助 計 畫 ／ 美 國 食 物 券 計 畫 (the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the Food Stamp Program)」，提
供 35 萬人（一半為小孩）食物券，其中 40%家中有至少 1 位成員在工作，但
仍無法購買足夠食物。此外有婦幼營養補助計畫 WIC、美國營養午餐計畫(The
National School Lunch Program)、美國營養早餐計畫 (The School Breakfast
Program)、新鮮蔬菜水果計畫(The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 Program)、暑期兒童
餐飲服務計畫（The Summer Food Service Program，簡稱 SFSP）
、兒童與成人照
護食品計畫（The Child and Adult Care Food Program，簡稱 CACFP）
、WIC 農產
品計畫 (The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耆老農產市場營養計畫 (The
Senior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緊急食品救援計畫 (The Emergency
Food Assistance Program, TEFAP)等[21.] (level of evidence 4)。
在中低社經以及多元文化的社區，減低兒童肥胖問題的策略需要注意 4 個
重 點 ： 生 活 型 態 的 改 變 (lifestyle changes) 、 家 庭 為 中 心 的 思 考
(family-centeredness) 、 預 防 工 作 (prevention) 以 及 早 期 的 社 區 介 入 (early
community involvement )[22.] (level of evidence 2+)。

肆、目標與策略
目標一、增加中低社經人口群肥胖防治健康資源之取得機會。
 策略：
1. 調整不健康食物與健康食物的市場價格：評估每月必要食物的價格合
理性，並以訂定規範、稅收或是補貼的方式調整其市場價格（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
2. 提供購買蔬菜水果、乳製品、魚類的經濟誘因（衛生福利部）。
3. 鼓勵地方政府及民間非營利組織設立食物銀行或發行食物券，提供緊
急、短期、中長期的服務，並制定食物銀行物資之募集、分類、儲藏
與分配等相關辦法（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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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減稅誘因以鼓勵企業界參與營養食物的捐贈，強調企業的社會責
任（財政部）。
5. 統整短期與中長期各策略及行動，並定期評估（跨部會政務委員）。
目標二、增加中低社經人口群執行健康生活的條件與能力。
 策略：
1. 藉由多元的支持方案，增加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家庭營養食物的提供、
安全體能活動的支持環境以及相關健康生活的執行能力。
2. 提供健康生活整合性的教育資源與服務，例如：配合食物方案的提供，
開設營養相關以及烹調技術等的教育課程，以增強其正確營養知識的
瞭解（衛生福利部）。
3. 協助低收入社區健康環境的營造，包括：安全的運動空間、健康食物
便利的取得來源，並針對特殊需求個案提供介入與輔導服務。
目標三、針對區域性差異問題進行改善。
 策略：
1. 長期監測區域性中低社經人口群致胖問題，針對區域需求改善健康促
進資源並提供所需的輔導、支持及相關服務，包括：醫療照顧、營養
的食物、休閒運動設施等。
2. 對於偏遠且資源極度匱乏的地區，優先提供相關的資源與服務（教育
部、衛生福利部）。
目標四、建立跨專業的團隊跨專業團隊（包括營養師、社工師、學校教師等）
的合作提供營養與運動整合性的服務。
 策略：
1. 第一線社會工作人員的營養相關知識的訓練（衛生福利部）。
2. 建立社會工作師與營養師、教師的合作網絡（教育部、衛生福利部）。
目標五、建立完整且系統性的研究與長期監測。
 策略：
1. 調查各地方政府的健康促進相關資源與設施的分布狀況（教育部、衛
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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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視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國小與國中學生的早晚餐用餐情形、寒暑假的
用餐情形，以瞭解除營養午餐外，仍需要再補充的方案（教育部、衛
生福利部）。
3. 內政部低收入生活狀況調查加入相關的選項（衛生福利部）。
(1) 配合各地方政府的遊民服務，蒐集遊民身高與體重的相關資料（衛
生福利部）。
(2) 國中小身高與體重資料蒐集時也納入社會救助領取身份的資訊
（教育部、衛生福利部）。

伍、監測指標
一、 各縣市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的蔬菜、水果、乳製品、魚類之攝取。
二、 各縣市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的運動情形。
三、 各縣市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少年、成人的 BMI。
四、 各縣市食物券發行數。
五、 各縣市食物銀行數、服務的家庭數、提供食物的數量與種類、營養教育
的方案數。
六、 各國中小營養早／晚餐、寒暑假餐食的方案。
七、 各縣市一線社會工作人員（師）與營養師、教師的合作方案數。
八、 各縣市健康促進的資源的分布指標（包括醫療照顧、營養的食物、休閒
運動設施等）。
九、 企業社會回饋的落實程度。
十、 每月必要食品價格的變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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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身心障礙人士
壹、前言
儘管我國身心障礙人士肥胖率的調查報告尚待建立，然許多國際上的調查
報告均指出：身心障礙人士相較於一般人而言，在各年齡群均有較高的肥胖率；
多數的先進國家已將身心障礙肥胖防治的課題，列入全國性的健康促進目標[1.]
(level of evidence 2+), [2.] (level of evidence 2++),[3.] (level of evidence 1+),[4.] (level of evidence 2+),[5.] (level of evidence
1+),[6.] (level of evidence 2++)

。身心障礙人士肥胖的成因除了一般的常見成因外，相較於
一般人更為複雜，就防治策略而言，需克服身心障礙因素（包括：不利於身心
障礙人士活動的氛圍，包括物理、心理環境與文化環境上的障礙）
，以做適當的
規劃。本章將指出身心障礙人士肥胖問題的關鍵、防治課題與策略方向[7.] (level of
evidence 1-), [8, 9.] (level of evidence 2++)
。

貳、關鍵問題
身心障礙人士肥胖的問題，分析如下：
一、 身心障礙肥胖常源自障礙本身，與環境的不友善。
視覺障礙者眼睛失明，活動範圍有限，熱量消耗少，易使身體肥胖；即使
試圖控制體重，障礙本身的來源依然存在，促使肥胖問題不易徹底解決。心智
障礙者，從環境中獲得的資訊較少，對肥胖與健康認知常有偏差。肢體障者動
作障礙、肌肉疲乏、肌力減退，活動功能受限。自閉症患者有行為上的固著性。
情緒障礙者情緒可能影響健康行為的維持，易生肥胖和健康方面的問題，亦使
得肥胖防治變數多[10-11.] (level of evidence 2++), [12.] (level of evidence 1+), [13.] (level of evidence 2+)。
二、 一般 BMI 測量方式，對某些身心障礙人士不適用。
部分身心障礙人士由於特殊體型和體質，如腦性麻痺、脊椎損傷、侏儒症等
有四肢、脊椎、腰部等部分的變形問題，採取身高、體重計算BMI值，或測量腰
圍、臀圍，計算腰臀比，存在著適用上的困擾。美國CDC亦曾提醒BMI值不是身
障人士最佳測量標準[11.](level of evidence 2++), [14.](level of evidence 1+),[15.] (level of evidence 2+),[16.] (level
of evidence 2++)

。

三、 機構內與居家身心障礙人士肥胖防治需求不同，個別差異大。
機構與居家的身心障礙人士，呈現不同的生活狀態，前者的生活起居較為
規律，有營養師調配飲食，排有固定運動課程；後者居住家裡，尤其低社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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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人士，常乏人照顧，生活品質不佳，身體容易肥胖。二者的防治策略
宜有所區分[9.]
evidence 2-)
。

(level of evidence 2++), [13.] (level of evidence 2+),[17.] (level of evidence 1+), [18.] (level of

四、 身心障礙人士往往無法自主健康管理，需仰賴重要關係人或主要照顧者
[10.] (level of evidence 2++)
。
身心障礙人士常會有一重要關係人陪同協助，行動才會方便；實施防治策略
若只對身心障礙人士施行，不易生效，必須連同有關的重要影響者一起實施。
因此，身心障礙人士肥胖防治策略，必須考量背景，障礙類別與輕重，方
法上也需要個別化[9.] (level of evidence 2++)。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身心障礙人士的肥胖防治課題可以從醫學、社會學、生物心理社會學等
不同的途徑著手，宜整合這些觀點，較能得到具體之成效[19.] (level of evidence
1), [20, 21.] (level of evidence 2++), [22.](level of evidence 2+)
：
表 5-11-1、身心障礙人士的肥胖防治課題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醫學模式 (medical models)：從身心障礙人士身心功
能與結構來看，目的在去除身心的缺陷，以回歸正常
狀態。應用在肥胖策略上，強調追求健康的 BMI 值

參考資料

12++

[19.]
[20.]

社會模式 (social models)：來自英國身體障礙聯盟
(The British Union of Physically Impaired)，認為個體
的障礙決定於社會的感知，所謂的肥胖在於身心障礙
人士參與社區活動時，和非肥胖者的公平性。強調肥
胖的標準（防治）須考慮社會與文化的因素，重視社
會學的文獻，並移除環境之障礙。

12++

[19.]
[20-22.]

生物心理社會模式 (biopsychosocial)：是一種整合的
觀點，提出探索健康幸福（這裡指：健康體位）的社

12++

[19.]
[20-22.]

與腰圍，重在調整脂肪組織，均衡熱量攝取，教育飲
食習慣，以回復正常健康狀態。

會、心理、生物觀點。運用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
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ICF）之架構，從個人與環
境因素互動，了解身體功能，身體結構以及活動參與
率和各個環境因素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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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 CDC 指出：在飲食上，身心障礙人士較難吃得健康，較缺乏健康
食物的選擇，因為有些身心障礙人士有嚼食或吞嚥困難，有時藥物治療
也會導致體重上升、下降或改變胃口，我們須了解並歸納身心障礙人士
飲食與體能活動的主要障礙因素，以進行有效策略規劃 [11.] (level of evidence
2++)
。
表 5-11-2、身心障礙人士產生肥胖問題的因素之實
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因為體力限制，個人從事運動的能力不足。

2+
2++

[23.]
[24.]

沒有適當的運動環境。

1+

[25.]

2+

[15.]

2++
2+

[26, 27.]
[28.]

缺乏社會資源（如：錢、交通、家庭的社會支持、
朋友、鄰居和社區成員）。

身心障礙人士參與的障礙：包括心理、身體、經濟、資訊、交通、陪伴者、
社會經濟、社會環境等不同層面[26, 27.] (level of evidence 2++), [28.] (level of evidence 2+)，故較難
從事體育活動、控制體重，遂產生肥胖問題[15.] (level of evidence 2+), [23.] (level of evidence 2-),
[24.] (level of evidence 2++), [25.] (level of evidence 1+)
。
三、 身心障礙人士肥胖防治策略需考量改善物質與社會資源[12.] (level of evidence
1+)
。
身心障礙人士在取得良好飲食的質量和下列因素有關：
1. 物質資源：金錢資源、交易、時間等。
2. 人類／社會資源：社會支持網絡、知識基礎的技能。
3. 生活環境背景：氣候季節、當地物理環境、當地食物所在地等。
表 5-11-3、身心障礙人士之社會階層與取得資源之
實證結果
物質資源位階最高，有足夠財務資源時，人們就有
更多選擇去取得食物，使得身心障礙人士之位階處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1+

[5, 12.]

2+

[29, 30.]

於劣勢。
缺乏物質資源時，第2層的資源：交通、社會支持
網絡、和地點就很重要，很多身心障礙人士連第2
層的資源也沒有，例如身心障礙人士較難行動，無
法善用大眾交通工具，甚至網路，難以選擇防治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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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的較佳飲食。

肆、目標與策略
目標一、建立各類身心障礙人士肥胖鑑定之參考指標。(A)
1. 短期策略：組成專責小組，進行文獻探勘，召開共識會議，選擇各
類身心障礙人士適用之肥胖鑑定指標並建立肥胖定義。(A)
2. 中長期策略：編列經費，持續支持「探討體脂肪、健康指標、疾病
發生率和各種人體測量參數關係」之分析性流行病學研究，並精進
各類身心障礙肥胖定義。(B)
目標二、建立身心障礙人士肥胖盛行率監測系統，以利防治策略之推展。(B)
1. 短程策略：運用既存之調查資料，進行全國及區域性身心障礙人士肥
胖盛行率分析，提供相關資料進行有關的策略分析與研究。(B)
2. 中長程策略：建置身心障礙人士肥胖盛行率調查的長久機制與平臺。
(B)
目標三、建立身心障礙人士身體活動之友善環境，並提供便利獲得的服務管道。
(A)
 策略：
1. 結合社區資源規劃身障者友善活動空間，方便身心障礙人士參與活動
或運動。(A)
2. 鼓勵民間機構的參與，以公辦民營或其它有效模式，建立永續經營之
身心障礙服務模式。(B)
目標四、建立身心障礙身體動作及運動指導專業體系，培育人才。(A)
1. 短程策略：鼓勵大專院校成立身心障礙身體動作及運動指導學程、各
大學或相關院系開設身心障礙與肥胖相關專業課程。(A)
2. 中長程策略：開發有效能之身心障礙人士的身體活動或運動模式。(B)
目標五、規劃適合不同身心障礙者的飲食指引，與專業人力培育。(B)
1. 短程策略：組成專責小組，規劃編製適合不同身心障礙人士的飲食指
引。(B)
2. 中長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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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系所院校、各地區衛生所、社工單位或醫院，辦理種子師資
培育訓練及繼續教育課程。(C)
(2) 身心障礙肥胖防治知識納入相關專技人員高普考試題範疇。(D)
目標六、提供身心障礙人士與主要照顧者有關肥胖防治宣導與訓練課程。(B)
1. 短程策略：辦理研習、講習邀請身心障礙人士及主要照顧者參與。(B)
2. 中長程策略：將教育宣導納入身心障礙人士醫療及照護體系之經常性
服務事項。(C)
目標七、身心障礙人士肥胖症之治療納入健保給付範疇。(D)
 策略：(D)
1. 研擬身心功能障礙有關之肥胖治療與衛教訓練原則。
2. 研發符合成本效益之身心功能障礙有關之肥胖治療與衛教教材。
3. 將符合成本效益之治療及衛教之療程與介入，優先納入健保給付。

伍、監測指標
一、 建立身心障礙人士肥胖盛行率監測系統，以利防治策略之推展。(B)
 監測指標：(C)
1. 是否有各種身心障礙肥胖專責小組之成立與肥胖定義手冊之發行。
2. 是否有各種身心障礙肥胖狀況調查之委辦與成果發佈。
3. 有關身心障礙人士肥胖定義與肥胖盛行率相關研究之篇數。
4. 舉辦相關研討會之次數。
5. 專業網頁及機制或平臺之設置。
6. 醫院、研究機構或大學運用此項資料之情況。
二、 建立身心障礙人士身體活動之友善環境，並提供便利獲得的服務管道。
(A)
 監測指標：各地方政府設立友善體能活動空間的數目。(B)
三、 建立身心障礙身體動作及運動指導專業體系，培育人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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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測指標：(B)
1. 每年培育身心障礙身體動作及運動指導員之人數。
2. 使用身心障礙友善空間之身心障礙人士人數。
3. 辦理各項身心障礙活動、運動講習或研習之次數。
4. 身心障礙人士運動模式種類，以及內涵之質與量。
5. 身心障礙服務模式及機構數目。
四、 規劃適合不同身心障礙者的飲食指引，與專業人力培育。(B)
 監測指標：(C)
1. 指引之完成數目、品質與運用的情況。
2. 培訓活動與資料印製之次數。
五、 提供身心障礙人士與主要照顧者有關肥胖防治宣導與訓練課程。(B)
 監測指標：(C)
1. 辦理相關研習之場次與次數。
2. 身心障礙的家人或陪同者參與活動人次。
3. 宣導文宣、視聽媒體出現之次數。
六、 身心障礙人士肥胖症之治療納入健保給付範疇。(D)
 監測指標：(D)
1. 有效治療與衛教教材數目。
2.

健保給付項目。

227

陸、參考文獻
[1.]

Chen AY, Kim SE, Houtrow AJ, Newacheck PW. Prevalence of obesity
among children with chronic conditions. Obesity 2010; 18: 210-3.

[2.]

Liou TH, Pi-Sunyer FX, Laferrere B. Physical disability and obesity. Nutr
Rev 2005; 63: 321-31.

[3.]

山下幸子：勤労者におけるうつ症状と肥満の関連。九州大学－大学
院人間環境学府，2011。

[4.]

內政部：一○一年第九週內政統計通報（100 年身心障礙者福利統計）。
Available at:
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6009&page=1。引用日
期 2012/10/11。

[5.]

宮本侑香：知的障害児の成長における肥満の出現と経年的推移。次
城大學教育科學，2012；3：421-427。

[6.]

蔡艷清、林金定、嚴家楓、羅慶徽：機構內之智能障礙者身體質量指
數長趨勢分析：1999-2002。身心障礙研究 2005；3：159-68。

[7.]

Curtin C, Anderson SE, Must A, Bandini L.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a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using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s Health. BMC
Pediatr 2010; 10: 11.

[8.]

Curtin C, Bandini LG, Perrin EC, Tybor DJ, Must A.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 chart review. BMC Pediatrics
2005; 5: 48-48.

[9.]

伊藤由貴、外崎毅：自閉症児童の肥満傾向の改善に関する研究-自発
的な運動習慣の形成と食習慣の改善を目指して。運動指針の策定検
討会，2006。

[10.] Auxter DA, Arnhold RW. Legislation on physical activity related to health
implication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Palaestra 2008; 24:5-6.
[11.]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Disability and Obesity.
Available at:http://www.cdc.gov/ncbddd/disabilityandhealth/obesity.html.
Accessed December 13, 2012.
228

[12.] Dosa NP, Foley JT, Eckrich M, Woodall-Ruff D, Liptak GS. Obesity across
the lifespan among persons with spina bifida. Disabil Rehabil 2009; 31:
914-20.
[13.] 王國羽：居住在機構之成年智障者健康與疾病型態分析：性別與年齡
之考量。台大社工學刊 2003；8：91-128。
[14.] Robinson KT, Butler J. Understanding the causal factors of obesity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Disabil Rehabil 2011; 33: 643-51.
[15.] 苗勇：知的障害児の肥満と身体活動の現状。茨城県内知的障害特別
支援学校における質問紙調査，2009。
[16.] 嚴嘉楓、羅慶徽、林金定、陳美花、吳佳玲、李宗楠、馮世祥：健康
需求評估應用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健康促進計畫初探。身心障礙研究
季刊 2004；2(4)：214-228。
[17.] Tietjen GE, Peterlin BL, Brandes JL et al. Depression and anxiety: effect
on the migraine-obesity relationship. Headache 2007; 47: 866-75.
[18.] 陳建良、何志聰、林自強、張兩溉：肥胖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之減重治
療。內科雜誌 2007；18：322-31。
[19.] Brunani A, Liuzzi A, Sirtori A et al. Mapping an obesity clinical evaluation
protocol to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010; 32: 417-423.
[20.] Forhan M. An analysis of disability model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CF
to obesity. Disabil Rehabil 2009; 31: 1382-8.
[21.] Raggi A, Sirtori A, Brunani A, Liuzzi A, Leonardi M. Use of the ICF to
describe functioning and disability in obese patients. Disabil Rehabil 2009;
31 (Suppl 1): S153-8.
[22.] Behavioral Risk Factor Surveillance System(BRFSS).Prevalence and
Trends Data. Available at:
http://www.cdc.gov/ncbddd/disabilityandhealth/obesity.html.Accessed
Deceember 03, 2012.
[23.] Bessesen D A, Kushner R.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Obesity.Hanley& Belfus.2001；73-88.

229

[24.] Needham BL, Epel ES, Adler NE, Kiefe C. Trajectories of change in
obesity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the CARDIA study. Am J Public
Health 2010; 100: 1040-6.
[25.] Wu MH, Ching HY, Wu SL, Chang CH, Chen CY, Chang TJ. The
Prevalence andCharacteristics of Obesity among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aiwan.Taiwanese Journal of Psychinatry 2012; 26:42-7.
[26.] Ferraro KF, Su YP, Gretebeck RJ, Black DR, Badylak SF. Body mass index
and disability in adulthood: a 20-year panel study. Am J Public Health 2002;
92: 834-40.
[27.] Walter B, Tim JC, Inge L, Elizabeth MEP. Child and Adolescent Obesit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28.] Webber CB, Sobal J, Dollahite JS. Physical Disabilities And Food Access
Among Limited Resource Households.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2007;
27(suppl 3).
[29.] Edward A. Body Intelligence: Lose Weight, Keep It Off, and Feel Great
about Your Body without Dieting. 1st ed., New York: McGraw-Hill,2006;
195-214.
[30.] Michael H,Leonard K, Ron C. Developmental Adapted Physical Education.
5rd ed., San Francisco: Pearson Benjamin Cummings,2011;281-291.

230

第六章
場域防治策略 (Specific Settings)
第一節家庭
壹、前言
一旦罹患肥胖後再減重是困難的過程，因此及早預防不當的體重增加是較
好的策略[1.]。家庭是人在發展過程接觸最早的環境，態度、行為的養成或學習
均是由家庭開始，且可能持續一生，因而營造支持性的家庭環境極為關鍵，故
預防肥胖需自小且由家庭做起。

貳、關鍵問題
在肥胖防治上，家庭所提供的支持性環境有：物質環境面、社會環境面及
面對治療時父母的參與。家庭的物質環境面，包括家庭飲食供應、是否有運動
器材、3 C 產品等均會影響肥胖之發生。隨著社會變遷、母親就業與外食餐飲
愈來愈方便，導致外食與兒童自己獨自用餐成為普遍之現象，外食餐飲的營養
品質難以掌控，兒童獨自用餐時缺少成人之角色的典範及飲食指導，均可能造
成飲食品質惡化。此外，隨著科技的進步，愈來愈多的兒童和青少年擁有電視、
電玩和電腦，花在這些活動的時間一旦增加，就可能排擠了身體活動的時間，
這些均可能增加兒童肥胖發生。
家庭的社會環境面，包括家人相互關係、家人之角色典範及教養行為等對
兒童飲食、身體活動及生活習慣的養成亦有重要之影響。功能良好之家庭，家
人關係良好，兒童展現較多之健康行為。父母是兒童行為之典範，父母本身偏
食或不吃某種食物，其孩子也經常偏食或不吃該種食物；父母之身體活動量、
看電視行為與兒童的身體活動量及看電視行為也有關。寬鬆放任之教養方式與
兒童肥胖有關，而民主權威 (authoritative) 之教養方式則與孩子健康食物選擇
有關。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肥胖的防治需由飲食、身體活動及生活習慣 3 方面著手，而家庭對兒童飲
食、身體活動及生活習慣的影響力，可分成家庭物質環境面（家庭飲食供應、
運動器材、3 C 產品）
、家庭社會環境面（家人關係、角色典範、教養等）2 個
層面。分述如下：
一、 家庭物質（物理）環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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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物質環境與肥胖防治之關係可分成家庭飲食供應、家庭共同用餐、身
體活動及生活習慣相關器材與設施等 3 方面。
1. 家庭飲食供應對飲食習慣形成有重要之影響。(C)
家庭飲食供應對飲食習慣形成之影響可追溯至母親懷孕時的飲食。母親在
懷孕及哺乳時飲食變化越多者，嬰兒也越能接受新風味[2-4.] (level of evidence 2+)。從
嬰兒吃固體食物（副食品）開始至幼兒期，注意供應多樣食物讓孩子接觸到各
種食物，是養成均衡飲食習慣的關鍵[5-8.] (level of evidence 2+)。
2. 常在家進食／共餐之兒童及青少年的肥胖率較低。(B)
比起較常外食者，常在家中用餐之兒童及青少年的肥胖率較低 [9.] (level of
evidence 2++)
，可能是因為相較於外食而言，在家庭用餐的兒童及青少年的飲食內
容較佳，攝取較多的蔬菜、水果、乳品與重要的營養素以及較少攝取碳酸飲料、
油炸食物等[9-11.] (level of evidence 2++)。另外，兒童及青少年在家中用餐時，父母或食
物製備者除可作為飲食守門員提供營養均衡的餐食之外，也藉著做為攝取營養
食物之典範，促使兒童及青少年發展健康的飲食行為[10.] (level of evidence 2++)。
3. 身體活動多的青少年肥胖的風險較低。(B)
一些研究指出，參加超過 3 種運動團隊的青少年，有 39%較不容易肥胖；
每週至少有 3 天步行或騎腳踏車上學的青少年，肥胖的風險會降低 33%[12.] (level
of evidence 2+)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若能提供孩子從事身體活動的器材與機會，如家
中備有腳踏車、籃球等運動器材；在安全的範圍內讓孩子走一段路上、下學[13.]；
安排孩子課後及寒暑假參與運動社團、運動團隊或運動營；假日安排登山健行、
打羽毛球等動態性的親子休閒活動；將會增加孩子從事身體活動的興趣和養成
規律身體活動的習慣[14.] (level of evidence 2+)。一生的身體活動習慣是從小建立起來的，
家長的支持與學童身體活動量有關[15,16.]。
國外研究指出，看電視與兒童肥胖有關[16,17.]，可能因素包括：從事較劇烈
的身體活動（如跑步、競賽性運動等）的時間減少[16.]；電視節目和食品廣告影
響兒童的食物選擇和消費[18,19.]；以及正餐間零食攝取的增加等[20.](level of evidence 1-)。
此外近年研究也發現，睡眠時間不足與兒童肥胖有關[21-23.]。孩子臥室中有電視
的話，會增加他們看電視的時間[20.] (level of evidence 2+)，相對也減少睡眠的時間。
二、 家庭社會環境面。
家庭社會環境與肥胖防治之關係可分成父母的角色典範、家人關係、教養
方式等 3 方面。
1. 父母的角色典範與孩子的偏食和運動習慣有關。(B)
肥胖父母之孩子肥胖之機率也較高，除了遺傳基因因素外，家庭環境與父
母角色典範也都是重要影響因子。兒童對食物的接受性和飲食份量是以父母、
熟識的成人或友伴為榜樣，他人的飲食行為直接或間接提供了一個角色典範[24.]。
父母本身偏食或不吃某種食物，其孩子也經常偏食或不吃該種食物，其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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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是因為父母自己不吃，所以家中也不供應某些食物，孩子失去接觸機會；
2 是兒童可能有機會接觸到這種食物，但是父母不吃，因缺少父母的示範，而
不願意嘗試，或仿效父母不吃。
父母的身體活動習慣也直接或間接提供了 1 個角色典範，Wu 等人[25.]指出，
半數以上的肥胖兒童家庭有缺乏運動的情形；國外研究顯示，家長本身的身體
活動量與男童的身體活動量有關[16.]，而家長本身看電視的習慣與孩子看電視時
間的多寡有關[20.] (level of evidence 1-)。
2. 良好的家人關係有助於維持健康體位。(C)
家人關係與親子關係與許多行為之發生有關，近年來其與肥胖防治之關係
也受到重視。過去研究常採家庭系統觀點 (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 探討家人
關係與兒童肥胖的關連[26-28.] (level of evidence 2+)。採家庭系統觀點的研究發現在平衡
型的家庭中，親子、手足關係是溫暖的、關懷的，並具適度的凝聚力，兒童的
家庭生活滿意度高，因而展現較多的健康行為，如較低的熱量攝取、較常吃早
餐，也較能維持健康體位。國內外研究也指出，溫馨和諧的進食氣氛較能讓孩
子接受食物[29, 30.] (level of evidence 2+)。
而極端型家庭家人關係為過度糾結或疏離、過度僵化或混亂，造成家人關
係常處於過度糾結的衝突、過度疏離的冷漠、過度僵化的嚴酷、過度混亂的失
序，因此兒童較無法感受來自父母的愛，為抒解情緒上的緊張與壓力或想引起
父母的注意與保護，會過度飲食，終導致肥胖[26, 27, 31.] (level of evidence 2+）。
除了整體家人關係外，親子關係也扮演重要角色，由研究顯示，幼兒時期
與母親的親子關係差的兒童，在青少年階段較易發生肥胖情形[32.]；10 年追蹤
研究顯示，被父母忽略之 9 至 10 歲兒童，到青少年期肥胖率較高[33.]。另外，
由祖父母照顧的幼兒，也因為祖父母寵孫子女，常不遵循原有的飲食限制，較
常提供幼兒空熱量食物，容許孫子女的不健康飲食行為，也較容易造成幼兒肥
胖[34.] (level of evidence 2+)。
3. 父母的教養方式與小孩的肥胖有密切關係。
近年來教養方式與肥胖之關係備受重視，包括教養行為類型、飲食或活動
之控制、將食物作為獎賞物或條件、食物被賦予的象徵意義等。
(1) 民主權威之教養方式與孩子健康食物選擇有關。(C)
近年之研究指向寬鬆放任之教養方式與兒童肥胖有關[35.]，民主權威之教養
方式則與孩子健康食物選擇有關；建議在家庭中提供健康之飲食，並依據孩子
之心智發展訂定明確之飲食規則，用鼓勵的方式教導孩子食用健康之食物，關
心孩子的需求與反應[9,36.] (level of evidence 2+)。
(2) 過度之飲食控制增加子女未來肥胖的風險。(C)
飲食控制係指要求孩子吃完符合其期望之食物量，與專制威權(authoritarian)
的教養方式並不完全相同[37.]。在嬰幼兒時期父母對孩子的飲食攝取控制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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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妨礙子女自我控制飲食能力的發展，飲食控制程度越高，子女自我調節飲
食攝取能力（內控能力）越差[24,38.]，未來越容易肥胖[39,40.] (level of evidence 2+)。
(3) 將食物作為獎賞物或條件會促使孩子產生不當食物偏好。(C)
父母限制孩子吃含有高糖、高脂肪的高熱量、低營養密度食物，以及鼓勵
他們吃各種類較健康食物的手段都必須恰當。強迫孩子吃某種健康的食物往往
使他們討厭該食物，而用含有高糖、高脂肪的高熱量、低營養密度食物做為獎
勵或禮物，都會促使孩子更喜愛此類食物[41.](level of evidence 2+)。
(4) 父母提供食物時機不恰當對兒童未來的飲食行為有不良影響。(C)
許多父母提供食物的時機不恰當，也會對兒童未來的飲食行為有不良的影
響，如在孩子哭時，不去探究原因（如：身體不舒服、需要被注意）來解決問
題（穿太多衣服太熱、抱抱孩子或跟他說話）
，而用糖等食物來安撫他，在這種
情況下，孩子可能學到「情緒上有不快時就吃東西」
，而不僅是在飢餓時吃東西
這種不恰當的進食反應。多數家庭也常用過量且營養不均衡的食物作為慶祝的
方式，如生日大餐、聖誕大餐、生日蛋糕，這也導致人們喜愛這類食物，應注
意食物被賦予的象徵意義[42.] (level of evidence 2+)。
(5) 限制靜態活動時間能有效預防幼兒肥胖風險。(B)
家中對於看電視或玩電玩等靜態活動的限制或規定與兒童從事較少的靜態
活動有關[17.] (level of evidence 2++)，而一些減少學童看電視或玩電玩的介入措施也被
證實能有效預防學齡前或低年級學童的肥胖狀況[43-45.] (level of evidence 1+)。
(6) 鼓勵從事身體活動與青少年身體活動量有關。(B)
傳統的社會價值觀中認為男孩要好動，女孩要文靜，故家長較能接受與鼓
勵男孩參與運動團隊，而女孩則傾向於安排她們從事較靜態性的活動。父母對
男生及女生不同的身體活動態度與教養方式亦會影響孩子從事身體活動的興趣
與意願，一些研究指出，父親的鼓勵與青少年身體活動量有關[15.]，且父親對青
少男身體活動的影響可能更甚於母親[46.] (level of evidence 2+)。
三、 父母親參與程度影響兒童肥胖治療成效。(B)
兒童肥胖治療的過程中，父母親的參與程度會影響兒童減重的成效。研究
指出，以家庭為基礎的兒童肥胖治療計畫較之沒有家庭參與的其他計畫，在降
低兒童肥胖方面有較大的效果[47.] (level of evidence 1+)。
父母親參與治療的內容可能包括父母親與子女同時減重、選擇及提供健康
食物、改變家中的致胖環境、教養技巧的教導、明訂家庭中飲食、身體活動及
接觸螢幕時間的規則、限制或減少兒童攝取不健康食物與過多的靜態活動、肯
定與鼓勵兒童的健康飲食與身體活動行為、於日常生活中增加家人身體活動的
機會、以身作則為兒童建立良好的飲食與身體活動典範等[48-50.]；近來一些研究
也強調家庭功能促進的重要性[27.] (level of evid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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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的防治需自小做起，家庭對行為形成之影響力最大，故應由家庭物質
環境、家庭社會環境等層面，發展適當肥胖防治計畫。

肆、目標與策略
目標一、營造有利健康體位之家庭環境。
 策略：規劃有利健康體位之家庭環境營造計畫。
1. 家中備有容易取食之健康食物（蔬菜、水果、全榖等），不存放不利
健康之食物與飲料（高糖高脂零食、含糖飲料等）
2. 家庭餐飲供應或外食選擇份量適當—符合飲食指南之建議量。
3. 家中備有體重計、腰圍皮尺、運動器材。
4. 兒童及青少年房間內不放置電視、電腦。
目標二、增進父母與照顧者之健康體位相關知能。
 策略：
1. 建立嬰幼兒照顧者健康體位的能力標準：包括飲食營養、身體活動、
教養行為之知能。
2. 規劃提升家庭健康體位（健康飲食、教養行為、身體活動、生活習慣）
知能之計畫。
(1) 飲食營養基礎知能（飲食營養、肥胖基礎知能）
：均衡飲食、良好
飲食習慣（吃三餐、不吃零食宵夜）、正確之體位判定／認知。
(2) 教養行為知能：
i. 民主權威（非限制的）的教養方式：家庭提供良好的飲食環
境，但培養孩子自主控制進食的能力（對內在線索反應，如
餓了才進食）、避免以不利健康的食物或使用 3C 產品做為
獎勵，對於兒童在飲食與身體活動上的正向表現能給予肯定
與鼓勵。
ii. 成為孩子健康飲食與身體活動的角色楷模，並減少自身的靜
態活動。
(3) 生活型態、身體活動基礎知能：
i. 自嬰幼兒時期就要注意有充足之睡眠時間。
ii. 協助孩子了解媒體廣告之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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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孩子的房間不放置電視與電腦，2 歲以下幼童不看電視或使用
3C 產品，限制家中 5 歲以上的兒童，每天看電視與其他接觸螢
幕之靜態活動（包括用電腦、使用智慧型手機及打電動）。
iv. 以動態身體活動取代聚餐做為主要的家庭活動。
目標三、加強家人關係，提升兒童的情緒健康。
 策略：
1. 辦理家人溝通學習課程。
2. 辦理親子共學健康飲食與運動的活動，增進親子關係。
目標四、家長能運用良好之行為改變策略，參與及配合孩子的體重控制計畫。
 策略：
1. 規劃及辦理家庭介入之兒童體重控制計畫。
2. 對父母幫助孩子提高身體活動量獎勵措施之訂定。
目標五、利用各種管道實施提升家庭健康體位（健康飲食、教養行為、身體活
動、生活習慣）知能計畫。
 策略：
1. 衛生單位：架構網站、舉辦相關活動、講座、婚前講座。
2. 醫生與健康專業人員：利用門診或各項活動教導家長健康體位（飲食、
身體活動與生活習慣）之相關資訊。
3. 社區中心：舉辦相關活動、講座、規劃適合家庭共同參與之動態活動
及建置適合家庭共同參與之動態活動場所。
4. 職場：舉辦相關活動、講座、規劃適合家庭共同參與之動態休閒活動。
5. 學校：針對學生家長舉辦相關活動、講座，分發單張、規劃適合家庭
共同參與之動態休閒活動等。
6. 保母證照班：課程中規畫正確之餵食、身體活動及教養行為。
7. 媒體廣告：宣導父母角色與家庭共餐之重要性、鼓勵家庭成員共同參
與動態活動。
目標六、增加家人關係、教養行為與兒童肥胖關係之本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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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相關單位（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及
獎助家人關係、教養行為與兒童肥胖關係之本土研究。

伍、監測指標
一、 營造有利健康體位之家庭環境。
 監測指標：
1. 家中準備易取食之健康食物，不存放不利健康之食物。
2. 家中備有體重計、腰圍皮尺。
3. 家中備有運動設備。
4. 孩子的房間不放置電視與電腦。
二、 增進父母與照顧者之健康體位相關知能。
 知識監測指標：
1. 嬰幼兒照顧者健康體位能力標準之發展。
2. 家長之飲食營養、身體活動、生活習慣、教養行為相關知識的提升。
3. 家長對兒童肥胖（體位）判定之知識的提升。
4. 家長對兒童體重控制之知識與行為改變技巧的提升。
 行為監測指標：
1. 家長哺餵嬰兒（母乳、副食品添加）之方法符合建議之比率提升。
2. 家長之教養行為正確（符合民主權威方式、減少控制、不以食物為獎
勵等）比率提升。
3. 家庭供餐或外食之食物選擇符合飲食指南建議份量之比率提升。
4. 兒童（青少年）自己用餐比率降低。
5. 家長與保母、幼兒園討論孩子的飲食及 BMI。
6. 兒童（青少年）使用 3C 產品時間降至每天 2 小時以下之比率提升。
7. 2 歲以下幼童不看電視或使用 3C 產品之比率提升。
8. 家長能定期測量兒童身高體重並正確判定兒童體位之比率提升。
9. 家長鼓勵孩子走路上下學之比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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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動態身體活動做為主要的家庭活動比例增加，聚餐比例降低。
三、 加強家人關係，提升兒童的情緒健康。
 監測指標：
1. 家人關係改善、家人關係良好—比率提升。
2. 良好家庭活動（降低聚餐、增加體能性活動等）比率提升。
3. 兒童與家人一起用餐及用餐氣氛良好—比率提升。
四、 家長能運用良好之行為改變策略，參與及配合孩子的體重控制計畫。
 監測指標：
1. 以家庭為基礎之兒童體重控制計畫增加。
2. 家長運用正確行為改變技巧協助孩子進行體重控制的比率提升。
3. 政府獎勵、支持家長及志工協助兒童及青少年從事身體活動之政策增
加。
五、 利用各種管道實施提升家庭健康體位（健康飲食、教養行為、身體活動、
生活習慣）知能計畫。
 監測指標：各種管道實施提升家庭健康飲食、健康體位與身體活動
計畫增加。
六、 增加家人關係、教養行為與兒童肥胖關係之本土研究。
 監測指標：對家人關係、教養行為與兒童肥胖關係之本土研究補助
及獎助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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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學校
壹、前言
臺灣學齡兒童及青少年的肥胖盛行率，近年來呈現上升的現象 [1.](level of
evidence 1+),[2.] (level of evidence 2+)
在 1996 至 1997 年到達高峰[3.](level of evidence 2+)，之後有漸
漸趨緩的情勢。兒時肥胖會增加成人肥胖之風險 [4.] (level of evidence 2++), [5.] (level of
evidence 2-), [6.] (level of evidence 1+)
，學童及青少年時期肥胖不僅影響學童立即之健康狀
況，若肥胖持續至成年，也將導致許多與肥胖相關的重大傷病發生[7.] (level of evidence
1++)
，因此肥胖之預防必須自幼作起。學校是肥胖防治的最適合場所之一，因為
兒童及青少年大部分的時間生活在學校裡；此外，學校可以接觸到一個國家大
部分的孩童及青少年，而且學校結構性的環境，有利於快速及有計畫性的改善
學生的飲食及身體活動習慣，學校可藉由飲食環境、供餐內容、及運動環境的
改善，及健康促進相關教育的提供，改正學童在飲食及運動習慣的偏差[8.] (level of
evidence 1+)
。

貳、關鍵問題
一、 高致胖飲食行為較其他年齡群嚴重。
臺灣學童及青少年的致胖飲食行為較其他年齡層高，主要偏差行為包括攝
取過少的蔬菜及水果、攝取過多的高熱量食物如油炸食物及含糖飲料[9-11.] (level of
evidence 3), [12.] (level of evidence 1-), [13.](level of evidence 2-)
。
二、 校園內仍存在致胖飲食環境。
文獻指出目前國民中小學校供應的營養午餐熱量過多、3 大營養素分配不
盡理想[11.] (level of evidence 3)。高中職及大專院校之餐飲多為外包制，外包廠商販售
的食品良莠不齊且缺乏營養專業人員的控管[9.] (level of evidence 3)。教育部與前衛生
署針對國民中小學校園食品規範於學校福利社中尚未完全落實[11.] (level of evidence 3)，
而對於高中職學校中之福利社並未清楚規範[10.] (level of evidence 3)。
三、 體育課與體能活動時間不足或挪作他用。
在校的體育課雖提供了良好的費力身體活動機會，國內體育課時數卻遠不
如日本、中國大陸、美國、法國；同時，在日常活動中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也
大幅不足。學生的體育活動如田徑、體操等漸被移除，導致學生的體能活動減
少[14.] (level of evidence 4)。
四、 久坐時間太多、睡眠不足。
由於臺灣社會重視升學，許多學生課後時間為安親班、補習班所占據，升
學壓力也導致夜間太晚睡覺[15.] (level of evidence 3)。此外，如同西方國家學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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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生看螢幕的靜態時間過長[16.] (level of evidence 2+), [17.] (level of evidence 2+)。國外研究
顯示睡眠時間較少（低於 10 或 11 小時）的兒童有較高的機率成為肥胖兒童[18.]
(level of evidence 1+), [19.] (level of evidence 2+)
。國內研究亦發現相似關聯性，國內學生睡不
到 7.75 小時者，肥胖風險為超過者的 1.7 倍[13.] (level of evidence 2-), [17.] (level of evidence 2+)。
上述的現象為導致臺灣學生身體活動量過少[20.] (level of evidence 3), [21.] (level of evidence 1+)、
久坐太多、生活作息不正常、睡覺不足的主要成因[17.] (level of evidence 2+)；亦為造成
臺灣兒童及青少年肥胖的原因之一[12.] (level of evidence 1-)。
五、 正確的健康體位知識尚未於校園紮根與健康有關的專業師資仍不足。
臺灣未經共識的體位及減重訊息充斥於媒體、瘦身美容業與醫療界[22.] (level
，但教育體系中正式課程著墨不多，造成為身體形象想減重之學生高
達 42.6%[15.] (level of evidence 4)。但能獲得之專業協助卻不足[23.] (level of evidence 2+)。
of evidence 3)

此外，學校的體育、健康教育課程並非全由專業師資擔任[10.] (level of evidence 3),
[11.] (level of evidence 3)
，且現有大專院校營養系學生的養成教育中教育學分不足，影
響未來營養師在學校現場扮演更積極的角色[10.] (level of evidence 3), [11.] (level of evidence
3)
。
六、 健康舉措未能及於家長。
國內之學校健康促進舉措大多未及於家長，因此難免事倍功半，學校的肥
胖防治計畫除著重在學生本身及教職員外，也應納入父母、祖輩，因此衛生機
關的補位及配合是必要的。
七、 學童肥胖率有區域性之差異，致因也不盡相同。
在臺灣低度開發地區，如：花蓮及臺東的成人肥胖盛行率較高 [24.] (level of
evidence 2+)
。兒童及青少年肥胖亦有地理群聚現象，彰化以南的過重及肥胖盛行率
遠高於於北部及東部；但在彰化以南的都會區（市）的肥胖盛行率低於都市化
指標較低的鄉鎮[3.] (level of evidence 4)。兒童及青少年肥胖盛行率的地區差異，異於
成人，應有其特異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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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改變學校飲食環境會影響學生體位。(B)
學校飲食環境對學生的飲食習慣有很大的影響。研究顯示當學校提供符合
飲食指南的午餐時[25.] (level of evidence 2++ )，可減少學生肥胖的發生。同時學校若提
供販賣機、自由點餐及 snack bar 等選擇供學生購買零食及高熱量食物，對學生
的飲食習慣會有不良的影響：如攝取較少蔬菜水果、較高的熱量及含糖飲料等
[25.] (level of evidence 2++), [26-28.] (level of evidence 2+)
。
學校可經由提供販售瓶裝水[28.] (level of evidence 2+)及設置足夠的飲水設備配合
教育學生喝水的重要性[29.] (level of evidence 1+ )，可減少學生對含糖飲料的攝取，進而
減少肥胖發生的危險。
表 6-2-1、改變學校飲食環境會影響兒童體位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學校的飲食環境符合美國 CDC 的健康飲食及運動指
南，並將不符合規範的飲料及零食從零食店、自由點
餐、販賣機等移除，則學生的肥胖發生減少。
學校提供自由點餐供學生購買食物者的學生比沒有提
供自由點餐學校的學生平均少攝取約大於 1 份的水果
及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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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5.]

2+

[26.]

2+

[27.]

2+

[28.]

學校提供自由點餐者，學生攝取較高的熱量。
學校提供點心販賣機供學生購買食物者，學生攝取較少
的水果及蔬菜。
學校提供炸薯條，學生的水果及蔬菜攝食量較少。
學校午餐每週提供 1 次以上的炸薯條及 1 次以上的點心
時，學生肥胖的風險較高。
學校供餐地點附近有販賣機提供高熱量及低營養密度
的食物時，學生有較高的 BMI。
當學校提供營養午餐以外的選擇如零食或自由點餐供
學生選擇時，學生攝取較少的蔬菜、水果及牛奶，攝取
較多的含糖飲料及高熱量的蔬菜。
若學校提供瓶裝水供學生購買，則學生攝食含糖飲料將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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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健康教育鼓勵學生減少含糖飲料的攝取可以減少
學童肥胖的產生。

2+

[30.]

學校設置足夠的飲水設備，並配合學校課程教育學生喝
水對身體的必要性，結果顯示學生喝水量增加且肥胖的
盛行率明顯減少。

1+

[29.]

二、 改善學校的運動環境可增加學生運動量。(C)
當校園建置有適當及完備的室內及室外運動空間及設施供學生使用，並加
上專業人員的監督時[31.] (level of evidence 2+)，學生的運動量明顯的增加。當學校以不
同色彩規劃學生的各式運動場所及靜態休憩場所時[32.] (level of evidence 2+)學生的運
動量亦增加。學校增加體育課以外之全校性運動政策（如跳繩）
，除增加總運動
[33.] (level of evidence 2+)
時數外，對身高、BMI 及骨質密度有幫助，但不足以改變體重
。
表 6-2-2、改善學校的運動環境可增加學生運動量之實
證結果
當校園建置有適當、完備的及足夠的空間、場地、室內
及室外的運動設施如籃球框架、網球場、足球及棒球設
備等，並加上專業人員的監督時，學生的運動量明顯的
增加。
而學校的操場或運動場以不同色彩規劃運動場所（足
球、棒球等）及靜態休憩場所時，學生的運動量增加。
學校增加體育課以外之全校性運動政策－跳繩 20 週，
除增加總運動時數外，對身高（比對照組多長 1.5 公
分）、BMI 及骨質密度有幫助，但不足以改變體重。

實證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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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

2+

[32.]

2++

[33.]

三、 增加體育課時數對學業成績沒有不良影響。(B)
學生面臨升學的壓力，常常須犠牲體育課的時間而用來上其他的學科，然
而國外研究顯示增加學生在校的體能活動課程對學生的學業成績並無不良影響
[34.] (level of evidence 2++)
。相反的增加學生在校的體育課程時數對學生在學業成績的
[35.] (level of evidence 2++)
表現有正面的影響
。

表 6-2-3、增加體育課時數對學業成績的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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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校減少其他課程的上課時數以便每日額外增加 1

2++

[34.]

減少學生的體育課程時數並增加學生在其他學科的上
課時數，對學生在學業或體適能方面的成績並無加分作
用

2+

[36.]

增加學生在校的體育課程時數，對學生在學業成績的表
現有正面的影響。

2++

[35.]

小時的體能活動課程時，學生在課業方面的表現並未因
此而變差。

四、 學校肥胖防治計畫包含健康促進教育課程與配合性活動可能改善學生之
飲食與運動習慣及體位。(C)
學校肥胖防治計畫的實施在國外研究中數量相當可觀，有些計畫明顯的改
善學生的體位或行為，但也有部分計畫顯示無效。如：學校肥胖計畫著重在運
用學校健康促進課程教育，老師的參與及其他配合活動設計等研究結果顯示，
學生的看電視時間明顯降低[37-38.] (level of evidence 2+)，飲食習慣明顯改善[37-39.] (level of
evidence 2+)
、身體活動量增加[40.] (level of evidence 4), [37,38,41,42.] (level of evidence 2+),[43.] (level of
evidence 1+)
學生的體位亦明顯改善[41-42.] (level of evidence 2+)。然而也有部分學校肥胖防
治計畫顯示無法有效的改善學生的體位[44-46.] (level of evidence 2+)。
表 6-2-4、學校健康教育課程對兒童體位的影響之實證結
實證等級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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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肥胖計畫著重在運用學校健康促進課程教育配合
活動設計來降低學生看電視及打電腦的時間為每日少
於 2 小時、增加身體的中等費力或費力活動、減少高
熱量食物的攝取及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攝取時，研究結
果顯示學生的肥胖盛行率減少、看電視的時間減少，
且蔬菜和水果的攝取量增加。

2+

[37.]

運用學校課程教育來減少學生的看電視時間的肥胖防
治計畫，顯示學生看電視時間明顯降低。

2+

[38.]

學校肥胖防治計畫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的熱量攝取
明顯較控制組少，但身體活動量則無明顯改善，學生
的健康飲食及運動的知識及態度明顯增加。

2+

[39.]

學校肥胖防治計畫包含下述幾點：

2+

[42.]

學生一邊吃飯一邊看電視的情形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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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健康促進教育。
減少學校福利社販賣高熱量、高糖及高鹽食物並增加
健康食物的供給。
父母的參與。
體育課時數增加及體能活動的增加，結果顯示男學生
的體位明顯改善，男女學生的身體活動量明顯增加。
學校肥胖防治計畫包含體育課程及體育課時數的增
加，及其他增加身體活動量計畫的配合，結果顯示學
生的身體活動量增加。

1+

[43.]

學校肥胖防治計畫包含 (1) 營養健康促進教育； (2)

2+

[41.]

學校肥胖防治計畫專注於營養健康促進教育的提供，
結果顯示並無法有效的改善學生的體位。

2+

[44.]

學校肥胖防治計畫包含下述幾點：

2+

[45.]

2+

[46.]

增加身體活動量的活動，結果顯示學生的身體活動量
增加及體位明顯改善。

營養健康促進教育。
學校營養午餐的改善。
體能活動的增加等活動，研究顯示學生的飲食習慣及
體位並無明顯改善。
學校肥胖防治計畫專注於鼓勵學生每日逹到 30 至 60
分鐘的中等費力活動及生活型態的改變的計畫結果顯
示，學生的身體活動量增加但 BMI 則未改善。

五、 運用行為改變階段理論設計之行為促進方案，可能改善學生之飲食與運
動習慣，但中長期體位改變並不明顯。(C)
運用行為改變階段理論，所提出的評估諮詢策略(Personal-based Assessment
and Counselling for Exercise and Nutrition，簡稱 PACE+)，評估個案進行健康促
進行為改變的準備度，針對不同階段的準備心態，提供「提升動機，始能持之
以恆」的措施，配合簡單易行的身體活動與飲食建議；結果顯示對兒童、青少
年、女性、男性、病患 1 年後的健康行為（如：飲食、身體活動、久坐行為等）
均有顯著的提升[47.] (level of evidence 2++)。但一如大部分兒童、青少年的研究，小規
模、精緻、短期的研究，會改善體位[48.](level of evidence 2+)，但大規模的中長期研究
均沒有提及體位改善情況。
「Aid Student to fit」計畫強調為不同心理準備狀態學
生，量身訂做，安排不同之諮詢服務，但 3 個月後只改變了身體活動量、高纖
飲食行為，但體位之變化仍無法呈現。國內之學校肥胖防治計畫 85210，是一
個運用健康促進學校模式、以目標導向、多元策略來推動之全校性（包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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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職員）行為監測暨改變方案，其目標包含睡眠時間的改善、增加蔬果的攝
取、增加運動時間、減少螢幕時間、以及增加白開水的飲用等。目前正在全國
積極推廣中，結果顯示上述目標中除螢幕時間的減少以外，均可提升[49.] (level of
evidence 1+)
。
絕大多數之運動促進方案對男生較有效，國內研究發現沒有彼此身體接觸、
有趣的民俗體育（5 個月踢毽計畫），對女生的身體活動增加比男生多[50.] (level of
evidence 2+ )
。
表 6-2-5、強調量身訂做之行為促進方案對兒童體位的影
實證等級
響之實證結果
44 名過重青少年經過 4 個月不同型態之行為修正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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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8.]

對 878 名 11 至 15 歲提供醫療介入加上家庭協助追蹤之
量身訂做之行為促進方案 1 年後部分飲食、身體活動、
久坐有改善

2++

[47.]

青少年 PACE+諮詢系統對於國中生增進身體活動量、
高纖飲食的行為階段，及自覺身體活動有顯著成效。

2+

[40.]

推廣沒有彼此身體接觸有趣的民俗體育：踢毽子計
畫，5 個月後小學生的身體活動增加。女生增加的幅度
多於男生。

2+

[50.]

85210 全校性之健康行為改變策略及行為監測日誌，包
含：睡眠時間每天滿 8 小時、天天 5 蔬果、4 電使用時
間少於 2 小時、天天身體活動 30 分鐘、及每天飲水 1500
亳升以上等，8 個月後結果顯示，學生除螢幕時間外，
達上述標準的人數增加。另吃早餐的人數增加；吃含
糖飲料、油炸物、糕餅點心的人數減少。且在初期以
「加法策略」（如：增加吃早餐、吃 5 蔬果天數）改變
較早。

2++

[49.]

方案：健康習慣組 BMI 的 Z 值改變最多。

六、 放學後的運動促進方案可提升學生運動量。(C)
目前研究顯示學生參加放學後的運動促進方案，其運動量可以得到提升
。

[51-52.] (level of evidence 2+)

表 6-2-6、放學後的運動計畫對兒童體位的影響之實證結
實證等級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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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後的肥胖防治計畫包含下述幾點：

2+

[51.]

2+

[52.]

身體活動量增加。
營養健康促進教育等活動。
如何自備或選擇健康零食等活動，計畫結果顯示學生的
中等費力活動增加，學生參與運動遊戲的時間增長。
學生參加放學後的運動促進方案，平均這些方案可提供
學生每日參與約 20 分鐘的中等費力活動。但學生仍花
費大部分時間於靜態或低活動量的活動，因此放學後的
運動促進方案仍有改善空間。

七、 放學後的健康飲食體驗方案對學生營養知識之提升與否，尚待進一步研
究。(C)
結合學校及設立菜園的放學後的肥胖防治計畫以提供學生參與從栽種至收
獲及烹飪，可使學生藉以提升營養的知識[53.] (level of evidence 2-)，但亦有研究結果顯
示放學後的營養促進方案並無法提升學生的健康飲食相關的知識 [54.] (level of
evidence 2-), [51.] (level of evidence 2+)
。
表 6-2-7、放學後的健康飲食及運動計畫對兒童體位的
影響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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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後的肥胖防治計畫結合學校及菜園的設立以提供

2-

[53.]

經比較兩個放學後的營養促進方案後，研究顯示學生的
營養相關的知識並未增加，也未能增加學生對蔬菜及水
果的喜好。

2-

[54.]

放學後的肥胖防治計畫包含下述幾點：
身體活動量增加。
營養健康促進教育等活動。
如何自備或選擇健康零食等活動，結果顯示雖然學生與
食物相關的知識增加，學生的蔬菜攝取及中午攝食水果

2+

[51.]

學生親自參與蔬菜的栽種、收獲及烹飪的機會並提供營
養及體能活動相關的教育，學生每天攝食蔬菜及每天運
動的人數增加。

的量並未逹到顯著的增加。

肆、目標與策略
一、 素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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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提升學齡兒童、青少年、教職員、學校護理師、營養師及父母等對健
康體位以及肥胖防治的認知。
1. 短期策略：
(1) 持續運用現有健康促進學校平台，推動並精進健康體位計畫。提
升並變化學生健康資訊系統體位通知單之衛教內容，在每學期學
生健康檢查後提供給家長，以達增加認知之目的。
(2) 每學期運用各種機會（含家長座談、班親會等），舉辦活動以增
加父母對兒童在家健康飲食、運動及作息之認識。
(3) 制定各級學校教職員（特別是衛生教育老師）之健康體位教育課
程，並納入在職教育學分。
(4) 鼓勵學校教師、護理師、營養師發展健康體位相關教案，融入領
域教學。
2. 中期策略：
(1) 針對健康體位及相關考量，審視並修訂各級學校之健康教育與體
育之課綱及內容。
(2) 鼓勵學校教師增加運動、健康教育之第 2 專長。
(3) 舉辦學校護理師健康體位相關研習。
(4) 營養師養成教育中增加健康體位教育的學分及實習。
目標二、提升、落實學齡兒童、青少年、教職員及父母等之健康體位相關行為。
1. 短期策略：
(1) 持續發展並促進健康飲食及運動相關課外學習活動，包含社團、
回家動態作業與學習（心得回饋）單。
(2) 研擬兒童在家健康飲食、運動及正常作息之原則，並提供可行方
法。
(3) 監測學齡兒童、青少年、教職員、及父母等健康體位相關行為。
2. 中期策略：
(1) 運用證實有效且本土化之 PACE+策略，持續發展針對學齡兒童、
青少年、教職員、及父母等健康體位有效之相關行為新穎策略。

252

(2) 與醫療單位合作建立起肥胖學生之轉介系統。
二、 學校飲食環境的改善。
目標一、校園提供之餐飲符合健康飲食標準。
1. 短期策略：
(1) 制定並修訂各級學校校園食品規範及營養供餐指南。
(2) 定期檢視學校供餐內容是否符合學齡兒童與青少年之飲食指南。
(3) 建立機制與方法（例如：改善蔬菜食譜及口味），並鼓勵學生在
校午餐能吃下符合飲食指南的蔬菜份量（最低標為 1.5 份）。
(4) 以完善 6 大類食物平衡為目標，配合國內供餐內容傳統，鼓勵家
長準備低脂牛奶、水果當成學生點心。
(5) 各級學校提供方便足夠之飲水設備，鼓勵學生多喝白開水每天達
1500 毫升（幼童為 30 毫升*體重公斤數）。
(6) 禁止含糖飲料進入校園。
(7) 營養師回歸各級學校現場。
2. 中期策略：
(1) 各級學校依學生人數配置營養師。
(2) 增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執行校園食品規範督導考核要點（含學
校販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適用對象及於幼托園所。
(3) 增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執行校園食品規範督導考核要點（含學
校販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適用對象及於高中職、大學。
3. 長期策略：增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執行校園食品規範督導考核要點
（含學校販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適用對象及於大專。
三、 學校運動環境的改善。
目標一、增加學生體能活動之機會、時間與類型。
1. 短期策略：
(1) 持續推動學生運動 333 及活力 210 的目標（學生每週含體育課的
運動至少 3 天、時間至少 30 分鐘、運動強度要達說話會喘、不輕
鬆程度；確保學生每日不含體育課的運動時間至少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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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嚴禁學校將體育課挪用為其他課程用。
(3) 鼓勵學生假日運動。
(4) 安排晨間運動。
(5) 應安排部分下課時間超過 10 分鐘，以利學生至少運動 10 分鐘，
達提昇新陳代謝率之目的。
(6) 出動態作業，以減少課後靜態時間。
(7) 輔導課輔機構，安排適當有趣的體能活動時間。
(8) 擴大體適能列為升學備審資料的機制，並分析其利弊。
(9) 學校應提供充足、易使（取）用之運動場所、設施、及器材，並
定期維護。
(10) 訂定學生在校用電子產品之規範（如手機集中保管）。
2. 中期策略：
(1) 鼓勵所有學生每日至少運動 60 分鐘。
(2) 確保過重及肥胖學生每日至少運動 60 分鐘。
(3) 確保過矮學生（是部分過重的原因）每日進行足夠的戶外運動及
跳躍性運動（如跳繩）。
(4) 持續依實證資料，修訂各級學校之體育課綱內容及時數。
四、 學生放學後作息的改善。
目標一、學生放學後的作息正常。
1. 短期策略：
(1) 鼓勵學生減少看電視、玩電玩、打電腦與用電話等 4 電時間，每
天少於 2 小時。
(2) 訂定合理之資訊教育暴露與使用時數，明確限制國小 3 年級以下
學生不用電子書包，1 天看螢幕時間在 2 小時以下。
(3) 與家長溝通，避免學生使用吃到飽之電子通訊方案，以減少學生
用智慧型手機上網時間。
(4) 與家長溝通，建議電視、電玩、電腦放在家中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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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鼓勵學生有足夠、品質良好之睡眠（1 天至少達 8 小時）。
2. 中期策略：
(1) 電視、電腦退出幼托園所。
(2) 安親班、幼托園所評鑑中，加入久坐時間、螢幕時間評估，使合
乎規範。
五、 學校周邊社區。
目標一、改善學校周邊健康環境，包含飲食與運動。
 策略：
1. 鼓勵學校主動連繫衛生局所、鄰里長、社區領袖、醫院營養師協助改
善學校周邊健康環境。
2. 輔導學校周邊之餐飲店販售健康早餐、點心及飲料。
3. 培力學生判斷學校周邊早餐、點心及晚餐之品質與熱量。
4. 檢視及改善學校周邊動態上下學之安全性。
5. 鼓勵學校共同參與國民健康署致胖環境因子評估與改善方案。
六、 學校健康體位輔導與轉介機制。
目標一、建立過重及肥胖兒童輔導及轉介機制。
1. 短期策略：
(1) 學校護理師將每學期之各班學生身高、體重、體位分類與全校、
縣市、全國比較，並在校內公開場合報告，確保校長、學務、衛
生、體育、導師了解情況，協力處理，並發展與進行校級策略。
(2) 學校護理師每學期篩選出體位不良之學生（肥胖、過重、過輕、
生長發育遲緩），持續建立健康檔案（含健康行為）（可用教育
部健康自主管理網 www.ym.edu.tw/action）。
(3) 學校護理師每學期發放學生健康資訊系統體位通知單之衛教資料
給體位不良學生之家長，並安排資源與在地衛生單位共同輔導家
長、學生。
(4) 學校護理師、體育老師、導師、營養師、家長共同輔導體位不良
之學生（可用教育部健康體位管理網 www.ym.edu.tw/action）。
2. 中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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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肥胖、兒童生長相關醫學會建立體位不良兒童及青少年之處理原
則及轉介機制。
(2) 協助學校與適級醫院建立轉介機制，以利將病態肥胖、生長發育
遲緩之學生轉介至醫療機構。

伍、監測指標
一、 結構 (Structure) 指標：
1. 學生的體位測量、監測與運用（教育部健康檢查資訊系統）。
2. 師生的體位相關行為測量、監測與運用（教育部健康自主管理網
www.ym.edu.tw/action）。
3. 教育部提供健康體位相關計畫、金額及執行、經費及行政舉措。
4. 衛生單位協助學校、學校周邊環境、家長之計畫與內容。
5. 各級學校之健康教育與體育之課綱及內容增加體位不良處理相關內
容。
6. 體育及第 2 專長為體育之教師數增加。
7. 學校體育課總時數增加。
8. 學校護理師人數的到達法定標準，增加健康體位相關的工作內容。
9. 學校營養師人數的增加，增加健康體位相關的工作內容。
10.學校設置提供足夠之飲水（1 人 1 天 750 毫升以上之白開水）。
11.運動館場提供易飲用的飲水機。
二、 過程指標：
1. 學校推動體位不良全校性策略之機制及執行。
2. 學校輔導體位不良學生之機制及執行。
3. 校園食品相關法令之制定及執行。
三、 結果指標：
1. 學生睡眠質量增加（每天睡足 8 小時百分比增加）。

256

2. 學生午餐全穀、蔬菜、水果攝食量增加（學校午餐學生食用蔬菜量每
天達 1 碗半者百分比增加）。
3. 學生看螢幕時間減少（看電視，玩電玩，打電腦，用手機等四電時間，
每天少於 2 小時百分比增加）。
4. 學生中等費力及費力身體活動增加（每週運動達 210 分鐘百分比增
加）。
5. 過重及肥胖學生中等費力及費力身體活動增加（每週運動達 420 分鐘
百分比增加）。
6. 學生喝白開水量足量之人數增加（每天喝白開水達 1500 毫升百分比
增加）。
7. 學生含糖飲料攝取量減少。
8. 學生吃健康早餐人數增加。
9. 學校周邊販售健康點心、飲料店家數增加。
10.學生適中體位盛行率增加。

陸、政策問題及需配合單位
一、內政部

對需高關懷弱勢學生提供質量良好之早餐、午餐或
點心。

二、教育部

發展實證導向之學校內在政策與環境營造策略，反
轉中低都市化社區學生肥胖的宿命。
重新審視並視需要修訂身高體重及生長發育標準。
持續推動健康體位計畫。

三、農委會

提供可負擔低於市場價格的多樣性全穀給學校。
協調在地農產運銷，提供學校新鮮多樣低價之蔬果。

四、文化部

用文化觀點探討及發展原住民及新移民之健康體位
促進策略。
探討並訂定合理之資訊教育暴露與使用時數，明確

五、科技部

六、交通及建設部

限制國小 3 年級以下學生不用電子書包，避免 1 天 2
小時以上之螢幕時間。
探討研究螢幕暴露時間過高之危險因子以及對身
高、體位、專注力、視力的影響，發展矯正方案並
評估其成效。
營造供走路、騎腳踏車上下學之友善社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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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體位不良學童之「家長參與計畫」並評估成效，

七、衛生福利部

八、環境資源部

特別是祖父母、原住民、新移民方案。
輔導學校周邊之餐飲店販售健康早餐、點心及飲料。
培力學生，促其判斷學校周邊早餐、點心及晚餐之
品質。
檢視及改善學校周邊動態上學環境之安全性。
與學校共同評估與改善學校附近學生活動範圍內之
致胖環境。
協調肥胖、兒童生長相關醫學會建立體位不良兒童
青少年處理原則，及轉介機制。
鼓勵節能，少用電化休閒活動。
發展綠美化社區。

九、大陸委員會

探討新移民之體位狀況並發展健康體位促進策略。

十、原住民族委員會

探討原住民之體位狀況並發展健康體位促進策略。

十一、 客家委員會

探討客家族群身高不高，但日後體位異常盛行率偏
高之因素；並發展健康體位促進策略。

柒、未來研究方向
一、 運用教育部普查例行蒐集之生長發育資料，定期報告兒童青少年的體位
分類狀況、各種體位不當盛行率，並進行國際比較。
二、 運用教育部普查例行蒐集之生長發育資料，檢驗兒童青少年的身高、體
重、BMI 的常模之分析研究。
三、 探討世界肥胖工作小組（Internatinal Obesity Task Force，簡稱 IOTF）使
用年齡別中位數為兒童青少年體位分類標準於臺灣應用之意涵。
四、 探討 IOTF 使用年齡別 5 百分位為兒童青少年過輕標準於臺灣應用之意
涵。
五、 持續檢驗並在必要時修訂生長發育遲緩標準。
六、 發展兒童青少年腰圍、體脂肪（特別是原住民、新移民）等健康體位指
標。
七、 長期監測探討健康體位、生長發育之多重影響因素（含：人口學、行為、
環境因素）。
八、 持續推動、評估、及修正之學校健康體位計畫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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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發展體位不良學童之「家長參與計畫」與並評估成效，特別是祖父母、
原住民、新移民方案。
十、 探討客家族群身高不高，但日後體位異常盛行率偏高之因素；並發展健
康體位促進策略。
十一、 用文化觀點探討原住民及新移民體位異常之危險因素，並發展健康體
位促進策略。
十二、 探討研究螢幕暴露時間過高之危險因子以及對身高、體位、專注力、
視力的影響，發展矯正方案並評估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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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職場
壹、前言
全球勞動人口超過 30 億，約占世界半數人口，他們是國家社會經濟的主要
貢獻者，其健康是社會進步與永續發展重要的一環[1.]。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之人
力資源調查統計資料，2011 年臺灣地區 15 歲以上人口為 1,925 萬人，平均勞動
力為 1,120 萬人（勞動參與率 58.2％）[2.]，占總人口數的 49%，勞動人口的健
康是全民健康重要指標之一。
此外，職場環境之人口較為穩定集中，在政府的鼓勵與雇主的支持下，能
更有效地貫徹推動計畫，促進職場人口之健康。因此，若能藉由改善職場勞動
人口健康素養，並營造職場健康與肥胖防治支持性環境，可接觸及促進近 5 成
之國人健康，直接或間接提升企業生產力與國家競爭力。
儘管目前介入效果僅是個人層次，未來應用到更多數受僱者時才能看到群
體層次的效果，Anderson 認為，職場有以下環境優勢：人口穩定，政策較社區
易於執行；其員工生病的負擔由雇主和員工共同承擔，這是刺激政策和行為改
變的動力。因此強烈建議職場應推營養、運動或兩者同時進行的健康促進計畫
[3.]
。

貳、關鍵問題
根據 2 次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1993-1996 年與 2005-2008 年）結果，
我國成人（19 至 64 歲）肥胖盛行率呈顯著增加趨勢[4.]；而 2012 年全國職場員
工抽樣調查資料顯示 47.3%的職場人口有過重或肥胖之虞[5.]。
導致勞工高肥胖率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 產業型態改變：近 30 年間國內產業逐漸由農、工業轉為服務業，工作型
態改變，減少身體活動。
二、 作息型態改變：全球化與產業型態改變增加輪班與延長工時人數，而輪
班與工時過長影響健康生活行為及正常代謝率。
三、 職場的健康飲食介入計畫與支持性環境欠缺：目前國內職場設置餐廳比
例偏低，即使有員工餐廳，所提供的餐飲亦未盡能符合健康營養之訴求，
而採用外食的職場員工，於健康外食之認知與取得上，亦有所欠缺。
四、 職場之運動介入計畫與支持性環境欠缺：多數職場忽略提供員工於工作
時段合理的運動調節時間與友善的運動支持性環境，而職場內備有運動
設施者，更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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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哺集乳室普及率低是職業婦女產後肥胖之致因之一：母乳哺育對於嬰兒
及婦女的肥胖預防均有幫助，營養學界呼籲各國政府支持純母乳哺育 6
個月，而我國全產業的哺集乳室設置率僅有 15.0%，多數職業婦女產假
後持續哺育母乳不易。
六、 企業對促進員工健康能提升生產力之實證認識不足：企業往往焦慮於健
康職場推動計畫的即時負擔，忽略持續執行的正面結果（視為「支出」
而非「收益」）。
七、 健康職場之獎勵機制不足，無法誘發企業動機：國內目前雖有健康職場
認證制度，但缺乏推動健康職場的實質獎勵措施（如：經費補助、無息
貸款、減抵稅等），故難以提升企業推動意願。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職場的肥胖防治策略應以消除勞工致胖的原因為主軸，在政策上提供有利
的支持性環境，並進行強化健康飲食與身體活動的介入計畫，降低勞工肥胖率
及肥胖所致的健康衝擊。相關文獻如下：
一、 輪班與延長工時導致肥胖問題，職場應首重工時管理，並輔以健康行為
介入計畫。(B)
我國目前勞工工時延長現象普遍存在，根據「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
調查－2010 年」資料，2010 年臺灣地區受僱者有 76.9%為固定白天班，有將近
1/4 勞工必須輪班、或上固定夜班及不固定班別，而輪班或固定夜班之勞工工
時較白天班勞工長[6.]。因此，輪班或延長工時勞工之合理工作時數與輪班方式，
值得政府與企業關注；同時，鑑於輪班及延長工時與肥胖及心血管疾病之強烈
關聯性，以及介入計畫之可行性與有效性，主管機關應針對工時管理、飲食調
整、日間睡眠環境改善、鼓勵運動等提供預防性措施。
有許多研究結果顯示，輪班與延長工時是勞工致胖與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
的重要因素，輪班造成的健康問題有：缺血性心臟病發生率的相對危險性隨著
輪班年數增加[7.] (level of evidence 1+) 輪班工作者有較高的體重增加風險 [8-10.] (level of
evidence 2+)
，以及代謝症候群相關（肥胖、高三酸甘油酯、高膽固醇和低高密度膽
固醇）風險[11-13.] (level of evidence 2-)，雖然發生機制未明確，但飲食和運動習慣以及
生物節律現象混亂(circadian disruption) 似乎有貢獻[9.]。延長工時對心血管疾病
的健康影響，已相當量的文獻回顧報告證實[14,15.]，包括：高血壓[16,17.]、糖尿病
[18, 19.]
、冠狀動脈心臟病[17, 20.]風險增加等(level of evidence 2+)。
1. 導致輪班與延長工時者肥胖與心血管疾病風險增加的可能原因為生
理變化與行為改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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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失眠[21.]、減少睡眠時間[22-24.]、降低睡眠品質[25, 26.] (level of evidence 2++)，
而睡眠受剝奪及生理節奏改變導致醣類代謝降低及內分泌失調，
已經被證實[27-30.] (level of evidence 1++)。
(2) 輪班與延長工時者有較多不良健康行為，包括：吸菸率較高[10, 22,
31, 32.]
、酒精攝取較多[10, 31, 32.]、較不健康的飲食[10.]及運動較少[10, 22,
33.]
等(level of evidence 2+)。究竟生理機制之改變與不健康行為間是否有
交互作用，Puttonen 等人曾回顧文獻企圖釐清輪班對心血管疾病
的作用機制，其可能影響因子包括社會心理、行為和生理機制，
但因輪班類型、社會心理行為之複雜性，無法與機制有一致性的
結論[21.]；但有一篇回顧研究則指出，雖然結論不完全一致，證據
較支持生理回復機制的效應大於生活行為機制[15.]；而更近期的追
蹤研究也顯示，短睡眠時間有較高的體重增加與肥胖發生率，在
調整熱量消耗後仍然顯著[23.]，亦即飲食型態對短睡眠肥胖之影響
很小[34.] (level of evidence 2++)。
一項以過重及肥胖的輪班男性工作者為對象的減重介入計畫，以雙側隨機
對照試驗方式進行 3 個月介入，方式包括提供資訊平台、計畫手冊、團體經濟
誘因等，結果顯示，介入組在體重、腰圍、收縮壓、休息心跳率、運動量、甜
飲料和運動相關認知等項目都有顯著改善效果，佐證針對輪班者設計的減重計
畫可行且有效[35.](level of evidence 1+)。
表 6-3-1、輪班與延長工時導致肥胖與相關疾病
實證等級
之實證結果

參考資料

缺血性心臟病發生率的相對危險性隨著輪班年
數增加。

1+

[7.]

輪班工作者有較高的體重增加風險。

2+

[8-10.]

輪班工作者有較高的代謝症候群相關（肥胖、
高三酸甘油酯、高膽固醇和低高密度膽固醇）
風險。

2-

[11-13.]

延長工時增加高血壓風險。

2+

[16, 17.]

延長工時增加糖尿病風險。

2+

[18, 19.]

延長工時增加冠狀動脈心臟病風險。

2+

[17, 20.]

輪班與延長工時干擾睡眠，包括失眠、減少睡
眠時間和降低睡眠品質等。

2++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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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受剝奪及生理節奏改變導致醣類代謝降低

1++

[27-30.]

2+

[10, 22,

及內分泌失調，已經被證實。
輪班與延長工時者有較高吸菸率。

31, 32.]
輪班與延長工時者有較多酒精攝取。

2+

[10, 31, 32.]

輪班與延長工時者運動較少，且有較不健康的
飲食。

2+

[10, 22, 33.]

輪班與延長工時對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機制，其
可能影響因子包括社會心理、行為和生理機

2++

[21.]

雖然輪班與延長工時對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機制
結論不完全一致，但證據較支持生理回復機制
的效應大於生活行為機制。

2++

[15.]

短睡眠時間有較高的體重增加與肥胖發生率，
飲食型態對短睡眠肥胖之影響很小。

2++

[23, 34.]

針對輪班者設計的減重計畫可行且有效。

1+

[35.]

制，但因輪班類型、社會心理行為之複雜性，
無法與機制有一致性的結論。

2. 歐洲食物資訊委員會(The European Food Information Council) 對輪班
者生活行為管理的建議包括：
(1) 輪班班別的設計應儘量以維持輪班者正常飲食、運動和睡眠為考
量。
(2) 在午夜至清晨 6 點間儘量不要進食或應限制熱量攝取，同時，要
規律飲水，避免因脫水導致更疲勞。
(3) 夜班後仍應進食早餐才就寢，以免餓醒，但這餐（睡前 1 至 2 小
時）必須少量，進食過多會難以入眠。
(4) 咖啡因可在體內停留數小時，會干擾睡眠，建議夜間工作者應在
開始工作前飲用咖啡因飲料，班間則應改飲用無咖啡因飲料[36.]。
加拿大也有更詳細的相關建議書[37.]。
二、 提供經濟誘因促使雇主推動健康促進計畫。(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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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經濟誘因對於雇主增設健康促進設施之成效評估文獻並不多見，但普
見於各國的的肥胖防治策略中，例如：馬里蘭州運動及營養計畫行動策略 [38.]
包括，透過州政府，對雇主提供健康飲食教育計畫、健康運動計畫的稅收優惠
政策；英國[39.]的選擇健康、簡單的健康選擇白皮書以稅務優惠的方式，鼓勵雇
主以多種方式來支持員工運動，例如鼓勵員工騎自行車上班；美國公共衛生與
法律組織倡議政府提供私立機構經濟誘因來增加健康飲食可近性與身體活動空
間[40.]。
根據 2015 年全國職場健康促進調查資料顯示[5.]，僅有 1 成多職場設置運動
場地與健身器材，只有 27%職場有員工餐廳。而國內目前尚無獎勵雇主提供健
康飲食和規律運動支持性環境的節稅與補貼政策，國外的做法可資借鏡。
三、 職場肥胖防治介入計畫可以有效改善職場肥胖。(B)
國內有小樣本的職場運動介入研究成效評估[41, 42.]，但少看到飲食介入計畫，
更缺乏大規模、綜合性的職場介入計畫成效證據，此方面研究亟待補強。
職場飲食和運動介入計畫效果不一，但近年來各國政府積極推動肥胖防治
計畫，多種策略、政策及多職場成效比較的文獻逐漸增加。美國 Task Force on
Community Preventive Services 計畫在職場實施的成果顯示，結合營養和運動的
介入計畫（最常用的方式包括：營養教育、特殊營養處方、有氧和強度訓練、
行為技巧發展、團體支持與諮商、經濟誘因、職場提供運動設施等）
，在嚴格定
義計畫之有效性下，7 個計畫一致符合有效減重的定義（至少追蹤 6 個月且平
均減重 4 磅以上），平均減重 4.4 至 26.4 磅（總平均 4.9 磅），但其他只有進行
行為介入（沒有營養和運動處方）
、只有運動介入，或只有營養介入的計畫，則
均沒有達到有效減重效果。因此，美國 CDC 建議職場以綜合性介入法控制過
重及肥胖[43.] (level of evidence 1+)。Anderson 等人再次系統回顧 Task Force 計畫下的職
場推動成效，發現不論營養、運動或兩者同時進行的職場健康促進計畫，在追
蹤 6 個月至 1 年後，9 個隨機對照研究均有一致的結果，平均介入組比對照組
減少 2.8 磅；另外 6 個隨機對照研究，以 BMI 作為減重指標，也得到一致結果，
平均減少 0.47 BMI[44.](level of evidence 1+) 。Verweij 等人針對 1980 至 2009 年間的 22
篇運動和飲食行為介入研究進行整合性分析回顧，發現 9 個研究一致有顯著體
重減少
（平均減 1.19 公斤）
，11 個研究一致有顯著 BMI 減少（平均減 0.34BMI），
而同時提供環境支持元素的介入計畫成效大於無環境支持元素者（1.50：1.01
公斤），因此作者建議職場肥胖防治介入計畫應同時考慮支持環境 [45.](level of
evidence 1+)
。Conn 等人針對職場運動介入的整合性分析回顧，發現在運動行為、
體適能、脂肪、BMI、出席率以及工作壓力都有顯著介入效果[46.] (level of evidence 1-)。
另一篇整合性回顧研究則指出，動機強化（如：訪談和獎勵）的介入方式最有
效，且單一行為介入（如：飲食、運動或健康）較多項介入有效[47.]。
表 6-3-2、職場肥胖防治介入計畫可以有效改
善職場肥胖之實證結果
美 國 Task Force on Community Prev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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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等級
1+

參考資料
[43.]

Services 計畫報告顯示，結合營養和運動的職場
介入計畫，平均減重 4.4 至 26.4 磅（總平均 4.9
磅）
，但其他只有進行行為介入（沒有營養和運
動處方）
、只有運動介入，或只有營養介入的計
畫，則均沒有達到有效減重效果。
2009 年 Anderson 等人以系統回顧方式檢視
Task Force 計畫下的職場推動成效，發現不論
營養、運動或兩者同時進行的職場健康促進計
畫，在追蹤 6 個月至 1 年後，介入組均比對照
組減少體重或 BMI。

1+

[44.]

Verweij 等人針對 1980 至 2009 年間的 22 篇運
動和飲食行為介入研究進行整合性分析回顧，
發現 9 個研究一致有顯著體重減少，11 個研究

1+

[45.]

1-

[46.]

一致有顯著 BMI 減少；而同時提供環境支持元
素的介入計畫成效大於無環境支持元素者。
Conn 等人針對職場運動介入的整合性分析回
顧，發現在運動行為、體適能、脂肪、BMI、
出席率以及工作壓力都有顯著介入效果。
四、 職場餐廳可以改善員工飲食行為。(C)
Roos 等人在芬蘭進行一項郵寄問卷調查研究，訪問 2474 名女性和 591 名
男性職場員工，發現常在員工餐廳用餐的人，較能遵守健康飲食建議，吃較多
的蔬菜與水果[48.]；而丹麥的“6 a day”計畫，在職場餐廳推動的部分，證實能
有效增加員工水果攝食量[49.](level of evidence 2-)。因此，WHO Europe 的肥胖防治策
略中建議應鼓勵職場設置員工餐廳，改善員工飲食習慣[50.]。
五、 增加誘因，激勵職場營造有利女性懷孕／哺乳／養育的支持性環境。(B)
我國純母乳哺育月數平均僅為 2.1 個月，產後 2 個月母乳哺育率下降的原
因可能與職業婦女產假僅 2 個月有關[51.](level of evidence 2-)，這從目前職場的哺集乳
室設置率僅有 22%[5.]可資證明。政府應在政策上提升雇主營造職場女性懷孕／
哺乳／養育的支持性環境動力，才可大幅提升職業婦女懷孕與母乳哺育的意
願。
女性勞動力日趨重要之際，未來的職場健康議題必須特別考慮家庭與工作
平衡的議題。母乳哺育對於嬰兒及婦女的肥胖預防均有幫助，WHO 和 ADA，
呼籲各國政府支持純母乳哺育 6 個月，其後添加適當的副食品，持續母乳哺育
至兒童 2 歲或 1 歲以上[52-55.] (level of evide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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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3、增加誘因，激勵職場營造有利女性懷
孕／哺乳／養育的支持性環境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我國純母乳哺育月數平均僅為 2.1 個月，產後 2
個月母乳哺育率下降的原因可能與職業婦女產
假僅 2 個月有關。

2-

[51.]

母乳哺育對於嬰兒及婦女的肥胖預防均有幫
助，WHO 和 ADA 呼籲各國政府支持純母乳哺
育 6 個月，其後添加適當的副食品，持續母乳
哺育至兒童 2 歲或 1 歲以上。

1+

[52-55.]

肆、目標與策略
目標一、建立合理工時政策與管理機制。
1. 召開勞資雙方公聽會，檢討目前法定工時之合理性。
2. 加強輪班與延長工時高風險職場之工時稽查。
3. 企業應檢視工作班別與工時之合理性。
4. 輪班與長工時職場應重視員工肥胖預防與管理。
目標二、建立健康職場及有利肥胖防治之獎勵機制與宣導策略。
1. 成立國家暨地方健康職場推動小組，評估各類職場之實施瓶頸（含：
職場工作屬性、規模與收益狀況等），規劃能切合現況需求之誘因與
獎勵機制，包括：合宜（不同等級）之經費補助、無息貸款、減抵稅
等。
2. 落實輔導與獎勵政策，定期評鑑受補助與獎勵機構之實施現況、後續
輔導需要，以及追蹤各縣市輔導改善現況與檢討改善有關之政策。
3. 相關機構辦理經常性職場肥胖防治成果競賽，製作媒體宣導節目。
目標三、增進雇主對健康職場的正面認知、支持、參與，並鼓勵輔導鄰近資源
之結合與發展。
1. 鼓勵各地方政府成立健康職場輔導工作小組，計畫性輔導雇主對健康
職場之認知與營造健康職場之意願，提供諮詢服務與切合該企業屬性
之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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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企業健康友善社區形象認證與實質獎勵措施，鼓勵並輔導鄰近企
業（職場）參與企業健康友善社區營造，以結合健康社區之發展與鄰
里資源，改善企業（職場）內外之健康飲食獲取條件，以及運動友善
環境；藉此促進鄰近社區之繁榮與健康環境之塑成。
目標四、增進員工健康體重管理知能與實踐。
1. 教育職場員工認知肥胖對健康之影響，並帶動健康生活之實踐。
(1) 勞工肥胖防治教育之提供：
i. 短期：輔導企業辦理員工肥胖防治在職教育，並提供有關的教
材與師資，包括：「認識肥胖的健康影響」、「認識肥胖的經
濟影響」、「了解減重與體重維持的方法」、「增進各種體能
及健康體適能之運動」。
ii. 短期：提供員工自我實踐營養改善與健康體能之諮詢服務與教
材媒體資料，包括：有限條件下健康飲食之獲取與製備、不影
響工作狀態的運動小技能。
iii. 中期：政府相關單位製播「職場肥胖防治」相關之各式媒體節
目與資訊，並透過適當的管道有效傳播。
(2) 勞工肥胖防治教育入法：勞委會將肥胖防治教育課程納入例行勞
工教育訓練，並明訂教育之內容與時數。
2. 促進職場員工肥胖防治的實踐與習慣之養成：輔導企業鼓勵員工參加
運動性社團、鼓勵員工以自行車或步行方式上班、實施工作間健康操、
提供健康餐飲獲取之管道等，以養成勞工健康生活習慣。
目標五、改善職場之健康飲食環境。
1. 依據職場屬性規模，提供健康飲食之輔導措施與資訊。
(1) 建立健康團膳評鑑標準與認證制度。
(2) 輔導提供職場餐飲之團膳業者，開發健康菜單，並符合健康團膳
評鑑標準與輔導認證，包括：熱量營養素標示等。
(3) 輔導並提供偏遠與非商業區中小規模職場，經濟實惠之健康菜單
與食品衛生保存簡易條件之諮詢輔導，協助其自足供應或員工自
備健康餐飲之能力。
2. 改善職場蔬果及健康點心飲料之可近性。
(1) 建立職場新鮮蔬果及健康點心供應之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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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勵職場販賣部供應具熱量與營養標示之健康點心及新鮮蔬果。
(3) 提供職場健康食物認證廠商之相關資訊或平台，協助員工取得安
全廉價的健康食品。
3. 增加大型企業設置健康餐廳的誘因：政府相關單位（經濟或勞政部門）
以無息貸款、部分補助或抵稅等方式，鼓勵企業設置員工健康餐廳。
目標六、改善職場之體能活動環境與實踐。
1. 短期策略：增加員工適度運動機會。
(1) 鼓勵企業規劃安全步行之友善環境與體能消耗熱量標示（含：步
行通道、樓梯、步道）。
(2) 鼓勵企業設置運動性社團並補助部分經費。
(3) 鼓勵企業辦理體育性活動。
(4) 鼓勵企業推廣自行車或走路上班。
(5) 鼓勵企業推廣工作間之健康操。
2. 中期策略：提供企業改善室內外運動設施之誘因。
(1) 政府相關單位（經濟、勞政或體育部門）以無息貸款、部分補助
或抵稅等方式，鼓勵企業設置室內外運動設施之誘因或和公有運
動場域簽訂優惠方案等。
(2) 鼓勵企業（職場）結合健康友善社區營造，改善企業（職場）內
外之運動友善環境。
3. 長期策略：企業有完整的健康體能提升計畫。
(1) 提供計畫範本，輔導企業推動完整之健康體能提升計畫。
目標七、營造有利職場女性懷孕／哺乳／養育的支持性環境。
1. 短期策略：提升職場哺集乳室設置比率與設置數。
(1) 輔導企業規劃、設置哺集乳室。
(2) 輔導企業訂定員工哺集乳時間。
(3) 鼓勵企業推廣在職婦女哺集乳。
2. 長期策略：鼓勵大型企業提供職場婦女方便在職哺育之托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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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勵企業提供優質且優惠的嬰兒托育合約業主。
(2) 政府相關單位（經濟或勞政部門）以無息貸款、部分補助或抵稅
等方式，鼓勵企業設置嬰兒托育場所。
目標八、推動職場肥胖風險研究。
1. 短期策略：推動職場肥胖風險基礎研究與職場肥胖防治先驅研究。
(1) 不同輪班方式之肥胖風險研究。
(2) 工時與肥胖之相關性研究。
(3) 不同職場屬性與作業型態之肥胖風險研究。
(4) 職場健康與生產力相關研究。
(5) 個別職場肥胖防治介入成效評估研究。
(6) 小規模跨職場肥胖防治介入成效評估研究。
(7) 職場健康促進設施納入勞動條件調查資料。
2. 長期策略：推動職場肥胖防治介入成效長期追蹤研究。
(1) 建立行業別與作業型態別之長期追蹤資料庫。
(2) 職場肥胖高風險族群之長期追蹤研究。
(3) 大規模多職場之介入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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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監測指標
一、建立合理工時政策與管理機制。
1. 勞動條件檢查數及事業單位違反工時案件頻率。
2. 高風險職場員工肥胖比率。
二、建立健康職場及有利肥胖防治之獎勵機制與宣導策略。
1. 健康職場獎勵機制。
2. 健康職場相關政策。
3. 職場員工體重過重及肥胖率。
4. 職場肥胖防治成果競賽數目。
5. 製作媒體宣導節目。
三、增進雇主對健康職場的正面認知、支持、參與，並鼓勵輔導鄰近資源之結
合與發展。
1. 健康職場受輔導個案數。
2. 企業健康友善社區認證數。
四、增進員工健康體重管理知能與實踐。
1. 規定肥胖防治教育納入員工在職教育訓練時數之職場比例。
2. 職場肥胖防治教材提供數量。
3. 「職場肥胖防治」相關媒體傳播數量。
五、改善職場之健康飲食環境。
1. 健康團膳評鑑與認證制度。
2. 健康團膳業者認證數。
3. 偏遠與非商業區中小規模職場輔導案數。
六、改善職場之體能活動環境與實踐。
1. 企業推動規律運動的比例。
2. 企業設置運動設施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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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職場員工過重及肥胖比率。
七、營造有利職場女性懷孕／哺乳／養育的支持性環境。
1. 企業設置哺集乳室的比例。
2. 企業提供育兒措施的比例。
八、推動職場肥胖風險研究：職場肥胖防治研究占職場健康研究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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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健康照顧機構
壹、前言
醫療人員是民眾最信任的健康知識提供者，而民眾於就醫階段為接受健康
知識最有動機之時間點，所以醫療院所是最有效能提供肥胖病患相關衛生教育、
適當飲食與運動建議之重點環境。因此將肥胖防治納入醫業常規的一環，是肥
胖防治很重要的策略。

貳、關鍵問題
健康照顧機構均尚未將肥胖防治視為必備之醫療服務項目。
一、 醫療專業人員的肥胖防治教育訓練不足，例如缺乏系統性的教材以及師
資培育計畫。
美國一項針對醫師對肥胖治療的研究[1.]發現醫師面對肥胖治療的挫折感來
自「一切的治療努力不見得有相對等的效果」，連帶產生對自我效能的疑惑，
及許多醫師無法控制因素的無力感。因此，強化肥胖成因研究、研發肥胖治療、
有效訓練醫療專業人員，發展系統導向的資源整合運用於治療模式與病患自我
照顧等，是解決目前困境的方式。另一歐洲研究使用經濟學模式探討「經歷嚴
重健康事件(health shock)」對於健康相關行為（例如吸菸與肥胖）的影響，發
現嚴重健康事件對強化吸菸者戒菸動機，與達成戒菸有其正面影響[2.]，但相對
於肥胖問題，則並不能強化減重動機或達成減重的目標，因此須採取其他更有
效的方式來引發動機，強化減重行為。
二、 國內並無「肥胖防治臨床指引」，以至於許多醫療人員各行其事。
強化健康照顧體系的肥胖防治能力，開創友善的肥胖防治醫療服務是健康
照顧系統面對臺灣肥胖問題的重要課題。目前我國的醫療保險並無涵蓋肥胖防
治的支出，如何籌措財源是一關鍵。
三、 健康照顧機構提供民眾肥胖相關問題諮詢之可近性不足。
民眾面對肥胖問題，未經專業評估逕行使用藥物、中草藥、偏方情況普遍
。臺灣民眾 2004-2005 年尋求醫師治療之前的減重藥物使用調查發現，50.8%
民眾曾使用藥物協助減重，其中 35.4%使用前衛生署核可藥物，18.3%使用未經
核准於減重使用的藥物，23.6%使用中藥、22.4%使用健康食品。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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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醫學教育課程發展有助於肥胖的防治。
醫學教育課程發展有許多的理論架構與依據[5-8.]，Kern 等人所提出的 6 階
段模式[6.]，把課程發展分為：問題確認與一般需求評量、學習者需求評量、訂
定目標與可測量之特定目的、教育策略之擬定、教學活動執行、結果之評估與
回饋。課程設計者必須蒐集多方面之資料如文獻資料及相關之調查等，再利用
各種之資料分析方法作分析，訂出可能的方案供決策參考。
醫療機構專業人員面對肥胖者的態度也會影響肥胖防治成效，有質性研究
顯示，一方面希望病患主動參與、負起維持自己健康體重的責任，卻一方面
存在著將肥胖者標籤化的心態，這種矛盾的態度，會阻礙病患自發採取體重控
制措施，影響達成減重目標。為了讓醫療專業人員在日常執業中，養成提供肥
胖防治的健康照護的習慣，應做到以下幾項：(1) 足夠的肥胖防治專業訓練；(2)
醫療系統態度的改變：培養正向肥胖防治的執業習慣、態度，營造肥胖有善醫
療環境；(3) 建立專業的肥胖防治團隊，其任務除提供肥胖防治服務外，還有
宣導、強化治療成效；(4) 改善醫療給付：合理的給付才能提供優良的團隊進
步與奉獻的後盾。
[9.]

表 6-4-1、醫學教育課程發展有助於肥胖的防治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依據 6 階段模式發展教育課程：問題確認與一般需求評
量、學習者需求評量、訂定目標與可測量之特定目的、教
育策略之擬定、教學活動執行、結果之評估與回饋。

5

[6.]

培養醫療專業人員面對肥胖者的積極態度。

4+

[9.]

二、 增加健康照顧機構人員專業訓練可強化肥胖防治。
肥胖造成許多健康問題，同時也讓國家醫療經濟有沉重負擔[10.] (level of evidence
1++)
。醫療人員必須強調預防是最具經濟效益的防治肥胖相關危害的方式，而介
入的方式必須鼓勵民眾建立終生奉行的健康飲食與運動習慣並長期維持理想體
重[11.] (level of evidence 1++)。醫療人員通常是民眾最信任的健康訊息提供者[12.] (level of
evidence 1++)
，但美國的研究發現只有不到 5 成的肥胖者會被醫療人員建議減重[4, 13.]
(level of evidence 3)
；Phillips James 等人更進一步指出，這就是所謂的臨床惰性(clinical
inertia)，意即醫師習慣對肥胖者只給予症狀（如高血壓、高血脂）之治療，而
面對一些無異常症狀肥胖者，則不給予積極處理，背後的原因包括肥胖照護訓
練不足、醫師本身對於行為治療方面缺乏信心、及看診時間被其餘照護排擠所
致[14.] (level of evidence 4)。美國馬里蘭州的營養暨運動計畫中亦指出：醫療人員覺得
沒有適當的工具與病患及其家屬討論健康生活型態，目前的相關訓練計畫並未
提供醫療人員足夠的營養諮詢及運動指導技巧，因此這部分必須加強[15.] (level of
evidence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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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增加健康照顧機構人員專業訓練可強化肥胖防
治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由醫療人員鼓勵民眾建立終生奉行的健康飲食與運動
習慣並長期維持理想體重。

1+

[11.]

增加醫療人員對肥胖者的照護與行為治療方面的訓
練，改善面對肥胖的臨床惰性。

4+

[14.]

提供醫療人員足夠的營養諮詢及運動指導技巧訓練。

4

[15.]

三、 肥胖防治臨床指引配合完整健康管理團隊會有較佳肥胖防治成果。
肥胖治療除由醫師主導，若再加入護理師及營養師進行個案管理會有較佳
之成果[16.] (level of evidence 1+)。世界各先進國家都已有國家所制定的臨床指引（包含
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讓民眾及醫療人員有所遵循；研究也發現臨
床指引確實可幫助臨床照護[17.] (level of evidence 1++)，根據我國對菸害防治的經驗(目
前已由國家來給付戒菸相關的醫療支出)及過去的文獻發現，藉由醫療人員或藥
物的介入，可大幅提升戒菸的成果，故在中期的目標中，若能藉著國家來給付
肥胖相關的費用，應可大幅提升成效。
表 6-4-3、肥胖防治臨床指引配合完整健康管理團隊會有較
實證等級
佳肥胖防治成果之實證結果
建立醫師主導，結合護理師及營養師進行個案管理的團
隊。
由國家制定肥胖治療臨床指引，讓民眾及醫療人員有所
遵循。

參考資料

1+

[16.]

1+

[17.]

四、 以社區為基礎之連結社區就醫系統更能收到效果。
肥胖的防治除了從醫療系統或醫療專業人員來發動外，以社區、民眾主動
發起對肥胖的重視，將更能收到效果。除了傳統的居住社區外，學校、職場甚
至網路社群都是社區的一種。美國 CDC 對於社區肥胖防治的建議策略多達 24
項[18.]，其中除了提升健康飲食、運動的策略外，也提到社區中的結合包括政府
機構人員、健康專業人士、居民等一起為肥胖防治而共同努力，而臺灣的醫療
體系與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與品質舉世聞名，而在社區醫學以及家庭醫師的建立
也有一定基礎。以社區醫療群之家庭會員為基礎，提升民眾對肥胖的認知、強
化肥胖防治的技能、發展健康體重管理的模式。此外，工作職場、校園等也都
有醫務室或是保健中心的設立，這些也可作為社區就醫系統連結點來推動肥胖
防治。
表 6-4-4、以社區為基礎之連結社區醫療系統更能收到效果 實證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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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之實證結果
醫療機構與社區合作，共同防治肥胖。

5

-

以社區醫療群為基礎，向家庭會員與一般民眾提供肥胖
諮詢與治療建議。

5

-

肆、目標、策略與監測指標
目標一、建立醫療照護機構之肥胖防治教育訓練策略、教材與師資培育。
1. 短期策略：
(1) 編訂肥胖防治教育基準教材。(B)
(2) 建立肥胖防治教育課程架構及擬定訓練計畫。(B)
(3) 發展醫療人員與機構之肥胖防治教育認證標準。(B)
2. 中期策略：
(1) 發展肥胖防治教育多元化教學課程（如 e 化課程、e-portfolio…）。
(C)
(2) 醫學相關系所院校開設肥胖防治相關課程並授與學分。(B)
(3) 各醫療專業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將肥胖防治納入為必修課程。(B)
3. 長期策略：
(1) 全面實施醫療人員與機構之肥胖防治認證。(A)
(2) 全部醫療人員接受過肥胖防治教育。(B)
目標二、醫療院所將個案體重管理納入常態性醫療服務。
1. 短期策略：
(1) 將 BMI 及腰圍列為病患常態性的評估及衛教內涵（意義：將肥胖
的評估的工具與判讀內化在一般健康照顧中)。(A)
(2) 獎勵醫院成立肥胖防治團隊，開辦肥胖防治門診，以慢性病模式
治療肥胖。(B)
(3) 肥胖評估列為社區醫療群家庭會員必要評估項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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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區醫療群、學校健康中心提供體重過重者，提供健康飲食、規
律運動的諮詢。
2. 中長期策略：
(1) 推廣健康從業人員學習肥胖防治專業，將肥胖防治專業融入一般
執業標準，凡體重過重及肥胖者接受運動及飲食衛教等肥胖介入
（意義：除肥胖治療專業團隊外，一般健康照護人員，也能在一
般執業中進行運動與飲食衛教等肥胖防治)。(B)
(2) 社區醫療群或醫院能與社區中其他團體結合，提供減重的課程，
強化民眾減重知能。(B)
目標三、協助醫療院所建立全面的體重管理政策及機制。
1. 短期策略：提供病人及家屬肥胖防治衛教及相關門診資訊服務。(A)
2. 中期策略：建立各科別間過重及肥胖病患轉診機制，並設置體重管理
專責單位。(B)
3. 長期策略：建立體重管理照護網及肥胖相關疾病之關懷系統，提供相
關服務。(B)
目標四、期望政府提供高品質及可負擔的「醫療和衛教」給付。(B)
1. 短期策略：建立我國肥胖預防及治療的臨床指引，以提供醫療專業人
員及民眾參考。(A)
2. 中期策略：結合中央健康保險署、相關研究單位進行肥胖醫療給付之
成本效益研究，提出最適宜之配套方案。(B)
3. 長期策略：實施肥胖健康捐，以減少高熱量食物或垃圾食物的攝取，
並充實國家或中央健康保險署的財源。(B)

伍、監測指標
一、建立醫療照護機構之肥胖防治教育訓練策略、教材與師資培育。
1. 發展教材數。(B)
2. 開設肥胖教育課程之醫學教育機構比例。(B)
3. 肥胖防治教育課程架構。(B)
4. 肥胖防治教育訓練計畫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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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肥胖防治教育多元化教學課程數。(C)
6. 醫療人員之肥胖防治教育認證標準。(A)
7. 醫療人員與機構之肥胖防治認證通過比例。(B)
二、醫療院所將個案體重管理納入常態性醫療服務。
1. 使用 BMI、腰圍評估的比例。(A)
2. 提供體重過重或肥胖者運動及飲食衛教的比例。(A)
3. 肥胖者介入治療 6 個月後體重降低 5%的比例。(B)
4. 社區醫療群或學校健康中心對家庭會員、學生的肥胖評估及提供體重
過重或肥胖者運動及飲食衛教的比例。(B)
5. 醫療機構與社區中其他團體結合為防治肥胖而共同努力的比例。(B)
三、協助醫療院所建立全面的體重管理政策及機制。
1. BMI 及腰圍成為病歷資料之比例。(A)
2. 設置體重管理專責單位。(B)
3. 建有轉診機制。(B)
4. 建立體重管理照護網及關懷系統。(B)
5. 肥胖相關病患納入體重管理之比例。(A)
四、期望政府提供高品質及可負擔的「醫療和衛教」給付。(B)
1. 我國肥胖預防及治療的臨床指引的制定（由政府獎助）。(A)
2. 國家（衛生福利部或國民健康署）或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針對
肥胖相關醫療給付之成本效益研究的經費補助的金額。(A)
3. 政府對於肥胖相關健康稅捐的課徵及應用及執行健康稅捐的情形。(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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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健康體位環境營造
第一節飲食環境
壹、前言
肥胖與飲食行為息息相關。臺灣存在普遍性外食的現象，根據 2009 年國民
健康訪問調查報告[1.]，針對 12 至 64 歲受訪者，早餐外食次數平均每週達 3.6
天；午餐每週平均 3.8 天；晚餐每週平均 2.5 天，也就是 1 天平均 1 至 2 餐為外
食。民眾飲食行為受到臺灣飲食大環境之影響，尤其是便利商店、超市、與餐
廳。WHO[2.]以及渥太華憲章均建議「建構支持性環境」。因此，本節重點在引
用國際上和國內實證研究結果，建議臺灣發展健康飲食環境之具體目標與策略，
以便民眾可以容易地行使健康飲食行為，達到肥胖防治之目的。

貳、關鍵問題
一、 臺灣民眾高度暴露在不健康食物之環境。
臺灣存在普遍性外食的現象，然而外食環境存在著那些促使民眾攝入過多
熱量，以及含精製成分過高之食品的隱憂[3-5.]。根據 2009 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報告[1.]，58%的 3 至 11 歲孩童平均每天餐點一半以上吃油煎、油炒、及油炸食
物；66%的 12 至 64 歲受訪者前 1 日曾食用含糖飲料或甜湯，56%的該年齡受
訪者平均每天餐點一半以上吃油煎、油炒、及油炸食物。彭氏[6.]針對某大學學
生調查發現含糖飲料為同學每週攝取最多的高熱量食品，其他依次為糖果類、
高油食品類、餅乾類、糕點類及泡麵類。葉氏等人[7.]調查臺北市某完全中學全
體學生發現，1 週的平均攝取含糖飲料量約為 3300 毫升，相當於飲入 1379 大
卡熱量[7.]，油炸食品以及含糖飲料主要來自外食和商購。陳氏等人[8.]針對不同
類型的現調茶飲料進行檢測，結果顯示市售 1 杯（約 700 毫升）的熱量多數超
過 100 大卡，部分奶茶類產品含反式及飽和脂肪、其含糖量更高。臺灣傳統小
吃（例如鹽酥雞、蔥油餅）雖然份量小但是熱量高[9.]，伴手禮普遍性存在高熱
量（例如泡芙）
、高油（例如干貝醬）
、高鹽（例如臘肉）
、高糖（例如奶油酥餅）
[10.]
的特質，民眾很容易攝入過多熱量。

二、 健康導向的餐點、食品供應環境及相關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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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健康導向超市／市場／便利商店、健康供餐環境營造之相關介入行
動與實證研究仍付之闕如 [11.]；目前僅有魏氏等人[11.]嘗試在大學校園便利商店
中提供經濟誘因鼓勵低熱量目標商品的銷售。同時，極少部分研究針對營養標
示正確性與可信度進行調查。陳氏等人[12.]針對市售包裝烘焙食品營養標示及反
式脂肪含量標示進行符合性調查，發現 142 件食品當中，92 件粗脂肪、飽和脂
肪、反式脂肪含量標示值與檢驗值不符規範。曾氏等人[13.]針對大臺北居民進行
調查，高達 84.4%見過營養宣稱者懷疑或完全不相信營養宣稱。關於健康導向
餐廳／飲料業，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自 2011 年底起輔導手搖杯飲料業者標示產品
熱量，截至 2012 年 9 月底，共有 8 家連鎖業者，總計臺北市 372 門市響應臺北
市手搖杯飲料熱量標示[14.]。不過，臺北市以外的地區則不易取得手搖杯飲料熱
量標示。少數餐廳（例如：臺北市大同區）透過政府輔導發展低熱量餐點；但
是，仍僅限於少數餐廳。關於營養標示，僅有極少數連鎖餐廳主動在菜單上標
示熱量；少部分連鎖餐廳僅在網路上提供熱量資訊。由此可知，臺灣民眾外食
選購餐點飲料時，不易取得營養資訊，難以警覺外食含有極高熱量、品質欠佳。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一、 鼓勵食品零售業轉型為健康導向。
鼓勵食品零售業轉型為健康導向之策略中，促銷健康的食物和有效設計營
養標示／健康的食物標章最為有效（如表 7-1-1 所示）。
1. 所謂「健康的食物」，根據肥胖防治政策白皮書第四章第二節「飲食
介入重點」之建議：
(1) 天天 5 蔬果。
(2) 多攝取原態食物。
(3) 以全穀類取代精製穀類食物。
(4) 以開水或無糖飲料取代含糖飲料，減少含糖飲料攝取。
(5) 降低高油、高糖類食物攝取。
(6) 以適量取代大份量食物。
總體來講，我們建議民眾吃「原態食物」，相對於「精製食物」。原態食物
是指未經加工處理的食物。一般來講，
「原態食物」具有 6 大特性：含有豐富的
膳食纖維、高維生素／礦物質含量、低熱量、低升糖指數、優質蛋白質與天然
無添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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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購買點提供營養標示／健康選擇資訊，可鼓勵消費者購買健康的食
物(level of evidence 1+)。
Seymour 等人[16.]針對食物購買點的營養環境介入影響研究進行回顧，8 個
雜貨店介入研究中，有 5 個研究表示食品購買點的營養環境介入（例如：建議
購買食物標示、貨架標示附上低熱量、脂肪，增加健康食物銷售。Glanz 和
Yaroch[17.]回顧食品購買點資訊介入影響的研究，發現適度證據支持食品購買點
資訊介入影響飲食行為，證實可行性。另外，多數研究[18-21.]採用前後測設計、
橫斷式調查、自然實驗方法來檢視營養標示影響，發現營養標示／健康選擇資
訊鼓勵消費者購買健康的食物。
3. 經濟誘因，能有效地鼓勵民眾消費健康食物(level of evidence 1+)。
研究發現針對健康食物分別提供 12.5%、25%和 50%的折扣能有效地鼓勵
民眾消費健康食物[22, 23.]。魏氏等人[11.]在大學校園便利商店中，針對低脂鮮乳、
無糖優酪乳、低糖豆漿、無糖綠茶及無糖可樂提供 25%價錢折扣，低熱量目標
商品的銷售反應有達到提升效果。Mhurchu 等人[24.]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受訪者
表示健康的食物之經濟誘因設計應該考慮如何方便提供，如事前儲存在電子錢
包。Waterlande 等人[25.]利用德菲法調查專家意見，專家共同認為可以提供小禮
物、降價與折扣等方式來鼓勵民眾消費健康的食物。
4. 增加健康食物擺放空間或擺放在好地點，可增加銷售量 (level
3)
。

of evidence

Curban[26.]研究發現增闢 200%的擺放空間，依照不同食物，可增加 28%至
59%的銷售量；開闢「優惠區」
，提高食物擺放區可見度，明顯地提高蔬菜與水
果的銷售。
5. 使用簡單明瞭的圖示、適當標示健康成分、建議參考值、和文字說明，
可能增加銷售量(level of evidence 1-)。
美國、歐洲、澳洲和紐西蘭研究發現多數的營養數字資訊會讓消費者覺得
困惑，尤其是數字資訊和所使用的專有名詞[27-30.]。因此，簡單明瞭營養標示設
計顯得關鍵。歐洲、澳洲和美國研究發現可參考健康輪 (wheel ofhealth)、多元
交通號誌燈、星級等系統設計[19, 21, 31, 32.]。Kiesel 和 Villas-Boas[33.]研究發現如果
同時呈現「低熱量」和「零反式脂肪」標示，則會增加銷售量；但如果只標示
「低脂肪」，則會降低銷售量。Cowburn 等人[28.]文獻回顧發現文字說明和建議
參考值有助於消費者判斷健康產品。
6. 政府和科學機構所支持的標章，能獲得民眾的信任(level of evidence 3)。
Vyth 等人[34.]以質性研究發現如果健康食物標章若能獲得政府和科學機構
所支持，則可以提高這個徽章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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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鼓勵食品零售業轉型為健康導向之相關文獻摘要
策略

實證等級

有效

無效

提供營養標示／健康選擇資訊

1+

[16-21, 35.]

[16.]

經濟誘因

1+

[11, 17, 22-24.]

[26,
36.]

增加健康食物擺放空間

3

[17, 26.]

擺放在好地點

3

[17, 26.]

增加多樣性

3

[17.]

促銷/廣告傳單

3

[17.]

[36.]

簡單明瞭

1-

[18, 21, 32, 33.]

[33,
37.]

文字說明

1-

[28.]

政府和科學機構所支持

3

[34.]

建議

促銷健康食物

[25.]

營養標示／健康食品標章設計
[19.]

抑制不健康食物
提高價格

1-

[23.]

二、 鼓勵餐廳／小吃／飲料業者健康化。
鼓勵餐廳／小吃／飲料業者健康化之策略主要包括：提供營養標示、有效
營養標示設計、空間改造、降價、增加健康餐點選擇和提供多種份量選擇（如
表 7-1-2 所示）。
1. 菜單使用健康食物標章或於點餐處提供營養標示，可降低熱量攝取
(level of evidence 1-)

。

關於菜單提供營養標示，有一些研究證明菜單提供營養標示可以有效降低
熱量攝取[38-41.]；但是也有不少研究找不到足夠證據證明此正向關係[42-46.]。這可
能反映了數字型營養成分標示的適當性問題。有一些研究發現若是使用健康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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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標章的菜單，可以有效降低熱量攝取[38, 39, 47.]。關於點餐處提供營養標示，研
究發現消費者有看到熱量資訊，則會攝取比較少的熱量[38, 48, 49.]。
2. 使用有效營養標示設計可有效降低熱量攝取(level of evidence 1+)。
文獻中經驗證有效的菜單或食品包裝營養標示設計，包括：含健康食物之
標章[38, 39, 47.]、依照食物熱量排序[50.] 、健康餐點放在菜單前面[42.]、以彩色顏色
辨識熱量[50, 51.]、健康餐點和一般性餐點分開陳列[52.]、提供單份量（1 人份）之
熱量資訊[52.]、針對不同份量提供該份量大小之熱量資訊 [53.]或提供每餐建議熱
量需求資訊[54.]。
3. 空間改造凸顯健康食物與飲料，可能增加健康餐飲銷售 (level
3)
。

of evidence

Thorndike 等人在一家大型醫院自助餐食品貼上彩色辨識熱量標籤（紅色為
不健康食物、黃色為不太健康食物、綠色為健康食物）之後，進一步地改造食
物擺設空間，大幅地增加罐裝水的可取得性，研究發現紅色不健康食物銷售顯
著性降低。尤其是飲料，紅色標示高熱量飲料銷售顯著性降低，綠色標示健康
飲料銷售顯著性增加[51.]。
4. 降低健康食物價格，可有效增加蔬果銷售、降低熱量攝取(level of evidence
1-)
。
關於經濟誘因，Jeffery 等人在自助餐進行環境介入，增加 2 倍水果選擇性、
增加 3 種沙拉、並且提供水果和沙拉價錢 5 折優惠，能夠有效地增加水果和沙
拉的銷售 [55.] 。Holmes 等人在菜單上根據營養內容提供價錢折扣 (nutrition
bargain price)，研究發現可以有效地降低套餐熱量攝取[39.]。
5. 增加健康餐點之多樣性，可有效增加蔬果的銷售(level of evidence 3)。
Jeffery 等人研究發現將健康餐點選擇之多樣性是為多元健康餐點促銷策略
之一，可以有效地增加水果和沙拉的銷售[55.]。
6. 餐廳提供多種份量選擇是熱量控制的選項之一(level of evidence 3)。

[53.]

Vermeer 等人進行質性訪談，受訪者建議餐廳可以提供各種份量的餐點
。

表 7-1-2、鼓勵餐廳／小吃／飲料業者健康化策略之相關文獻摘要
策略

實證等級

提供營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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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無效

表 7-1-2、鼓勵餐廳／小吃／飲料業者健康化策略之相關文獻摘要
策略

實證等級

有效

無效

菜單提供營養標示

1-

[38-41.]

[42-46.]

點餐處提供營養標示

1-

[38, 48, 49.]

[56.]

貼在食品的營養標示

1-

[51, 53.]

有健康食物標章的菜單

1+

[38, 39, 47.]

依照食物熱量排序的菜單

1+

[50.]

彩色辨識熱量的菜單／食品包
裝

1+

[50, 51.]

健康餐點放在菜單前面

3

[42.]

健康餐點和一般性餐點分開陳
列

3

[52.]

提供單份量(1 人份)之熱量資訊

3

[52.]

提供每餐建議熱量需求資訊

3

[54.]

空間改造

3

[51.]

降價

1-

[39, 55.]

增加健康餐點選擇

3

[55.]

提供多種份量選擇

3

[53.]

有效營養標示／健康的食物標章設計

[57.]

[58.]
促銷活動

3

教育

1-

[57.]

增加選擇性+教育

1-

[57.]

商品放置區前擺健康商品標誌+

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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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加趨勢但
沒達統計上顯著）

表 7-1-2、鼓勵餐廳／小吃／飲料業者健康化策略之相關文獻摘要
策略

實證等級

有效

無效

教育
食物放置區前擺健康商品標誌

1-

[59.]

肆、目標與策略
目標一、鼓勵超市／市場／便利商店以健康為導向逐步轉型。
1. 短期策略：建立超市／市場／便利商店之健康導向規範，並制定鼓勵
轉型之配套措施。
(1) 販賣場所提供食品之營養資訊。(A)
(2) 健康食物擺設在適當地點。(D)
2. 中、長期策略：超市／市場／便利商店之健康導向轉型之輔導措施及
政策規劃。
(1) 訂定於販賣場所提供食物之營養資訊之立法規範。(D)
(2) 訂定健康食物擺設在適當地點的指導要點。(D)
目標二、鼓勵餐廳／小吃／飲料業者以健康為導向逐步轉型。
1. 短期策略：建立餐廳／小吃／飲料業者轉型健康導向之規範。
(1) 加強健康菜單的設計。
i. 有效營養標示設計。(A)
ii. 有健康選擇標示。(B)
iii. 依照食物熱量排序。(D)
iv. 彩色辨識熱量。(A)
v. 健康餐點放在菜單前面。(D)
(2) 健康餐點和一般性餐點分開陳列。(D)
(3) 對健康餐點降價促銷。(B)
(4) 增加健康餐點的選擇。(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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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長期策略：發展健康餐廳的政策規劃。
(1) 訂定健康餐廳的作業指引。(D)
(2) 訂定健康餐廳的鼓勵辦法。(D)
(3) 訂定健康食物的促銷規範－禁止以玩具對兒童促銷不健康的餐
點。

伍、監測指標
一、鼓勵超市／市場／便利商店以健康為導向逐步轉型。
1. 短期監測指標：
(1) 營養資訊標示設計簡單明瞭文字說明－具有標示的比率。(B)
(2) 同時呈現「低熱量」和「零反式脂肪」標示－具有標示的比率。
(A)
(3) 健康食物置放於明顯易增加採購的位置－放置易採購區的比率。
(D)
2. 中、長期監測指標：
(1) 衛生單位發展相關健康食物標示的標準與指引進度。(D)
(2) 相關部門進行跨部門合作的進度。(D)
(3) 相關法令於行政機構之規劃進度。(D)
(4) 相關法令於立法機關之規劃進度。(D)
二、鼓勵餐廳／小吃／飲料業者以健康為導向逐步轉型。
1. 短期監測指標：
(1) 衛生單位發展相關餐廳健康導向的指引進度。(B)
(2) 各餐廳／飲食場所依建議提供健康菜單的比率。(D)
(3) 各餐廳／飲食場所提供健康食物之促銷活動比率。(D)
2. 中、長期監測指標：
(1) 行政部門相關作業指引發展的進度。(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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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部門進行跨部門合作的進度。(D)
(3) 相關法令於行政機構之規劃進度。(D)
(4) 相關法令於立法機關之規劃進度。(D)

陸、文獻列表
食品零售業－促銷健康食物
澳洲研究調查顯示大多數負責家戶採買的成人支持食品包裝上能夠呈現營養資
訊[32.]。
文獻回顧研究發現歐洲消費者有興趣知道食品包裝上的營養資訊。然而，
Cowburn 和 Stockley[28.]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發現營養標示的自我回報使用情
形是高的，但是針對食品購買過程中之實際測量發現實際使用情形是相對低
的，因為消費者可能只是看著營養標示標籤，但是沒有進一步地使用營養資訊。
Glanz 和 Hoelscher[38.]建議透過提供減價優待券、增加健康食物／食品多樣性、
與促銷或廣告手段來鼓勵民眾選購健康食物或食品。
不過，Kristal 等人研究曾經提供介入組商店 50 分美元折價券鼓勵購買任何蔬菜
或水果，但是結果相對於控制組，介入組成員沒有購買相對多的蔬菜或水果[36.]。
Mhurchu 等人研究發現健康食物／食品的經濟誘因設計應該考慮如何方便提
供，而受訪者表示希望可以事前儲存在電子錢包[24.]。另外，Mhurchu 等人發現
民眾接受營養教育，相對於沒有接受者，並沒有購買比較多健康食物或食品[22.]。
Chapman 等人調查澳洲超市針對小朋友的食品促銷手法，多達 75%的促銷是利
用電視、電影明星和卡通人物，13%是透過贈品；82%的促銷商品為不健康食
物[60.]。
食品零售業－營養標示／健康食品標章設計
在歐洲，Feunekes 等人[19.]設計 6 種營養標章（如圖 7-1-1 所示）
，甲為健康選擇，
只出現在健康食品上；反之，則沒有出現。乙為健康保護因素，參考防曬乳液
系統，產品會給予 1 至 7 的數字；數字愈高代表愈健康。丙為星級，廣泛用於
餐廳和飯店。丁為微笑，仿效於星星系統邏輯。戊為多元交通號誌燈，呈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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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營養要素，包括熱量、總脂肪、飽和脂肪酸、糖和鹽。己為健康輪，呈現鈉、
糖、熱量、飽和脂肪酸和總脂肪含量，提供每一份量食物／食品的營養物所含
量，」
。依照營養物分數，給予「綠色底（低）」
、
「黃褐色底（中）」和「紅色底
（高）」
。為英國 Sainsbury 零售商使用。Feunekes 等人研究發現整體而言，這 6
種標示容易理解，不過健康保護因素分數有顯著地低於其他 5 種；可信度方面，
健康輪和多元交通號誌燈被認為最可信，健康保護因素最不可信；偏好方面，
受訪者最喜歡多元交通號誌燈和健康輪，最不喜歡健康保護因素。
甲

乙

丙

健康選 健 康 保 護 星級
擇
因素

丁

戊

己

微笑

多元交通號 健康輪
誌燈

圖 7-1-1、Feunekes 等人研究一中所使用營養標示
資料來源：Feunekes 等人(2008)，第 59 頁
Feunekes 等人[19.]續用上述健康選擇和星星標示之外，另外設計 2 款營養標示；
甲為多元健康選擇，乙為每日營養攝取量指引 (Guideline daily amount)（如圖
7-1-2 所示）。關於多元健康選擇，食品可能獲得 0 至 3 個打勾，3 個勾勾代表
最健康。每日營養攝取量指引取代了上述多元交通號誌燈和健康輪。調查發現
將圖 7-1-2 這些標示放在購物籃上，關於理解度，受訪者表示這些標示都容易
理解，星星系統獲得最高分數，每日營養攝取量指引獲得最低分數。關於喜好
程度，以產品組合為例，受訪者稍為比較喜歡使用每日營養攝取量指引；以購
物欄為例，受訪者比較喜歡星星系統，依序為每日營養攝取量指引和多元健康
選擇。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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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圖 7-1-2、Feunekes 等人研究二中所使用營養標示
資料來源：Feunekes 等人(2008)，第 59 和 65 頁
綜上，儘管研究並沒有發現受訪者對於簡化標示和詳細標示友善使用上有明顯
不同，Feunekes 等人仍建議應該要考量實際購物環境，食品正面包裝上應該標
記簡化打勾符號，以補充包裝背面詳細的營養資訊。
在澳洲，Kelly 等人測試 4 種營養標示（如圖 7-1-3 所示）
，希望能夠找出最能被
澳洲人民接受的營養標示。受訪者強烈表示支持將總脂肪、飽和脂肪酸、糖、
和鹽納入營養標示，並且希望所有產品採用一致的營養標示系統。受訪者透過
交通號誌燈標示，相對於黑白每日攝取量百分比，5 倍容易地辨識健康食品；
相對於彩色每日攝取量百分比，3 倍容易地辨識健康食品。

交通號誌燈

交通號誌燈 +
整體評估

黑白每日攝取
量百分比
彩色每日攝取
量百分比
圖 7-1-3、澳洲食品營養標誌系統
資料來源：Kelly 等人(2009)，第 122 頁
不過，澳洲 1 家全國性知名連鎖超市所推行的 2 個網路購物平台上，Sacks 等人
選擇其中一家網路超市為介入組，在自我品牌的牛奶、麵包、早餐麥片、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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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冷凍肉品以「低（綠色底）」
、
「中（黃褐色底）」和「高（紅色底）
」之形式標
示脂肪、飽和脂肪酸、糖及鈉之含量，進行 10 週的測試[37.]。然而，研究結果
找不到證據支持上述交通號誌營養標示會改變民眾購物行為，訴求未來可以有
更多不同情境且長期的評估研究以釐清成效。
再者，美國於 2006 年推動指引星級營養標示來協助消費者選擇健康食物[31.]。
Sutherland 等人研究發現推動指引星級營養標示之後，星級標示的健康食物的銷
售量有增加[21.]。
另外，關於營養資訊標示設計，Cowburn 等人文獻回顧發現文字說明和建議參
考值有助於消費者判斷健康產品（如圖 7-1-4 所示）。
甲：數字型式

乙：文字說明與參考值

圖 7-1-4、數字與文字說明之營養標示
資料來源：Cowburn 等人(2005)，第 24 頁
在荷蘭，根據 WHO 針對飽和脂肪酸、反式脂肪、糖及鈉之國際建議，結合不
同利害相關團體合作共同發展「健康食物選擇標章 (choices logo)（如圖 7-1-5
所示）」，廣泛地應用在各式各樣連鎖超商。Vyth 等人以質性研究發現如果營養
標示若能獲得政府和科學機構所支持，則可以提高這個徽章的可信度[34.]。

圖 7-1-5、荷蘭健康食物標章
資料來源：Vyth 等人(2009)，第 633 頁
健康餐廳／小吃／飲料業者－有效營養標示／健康食物標章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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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等人研究發現相對於沒有提供熱量資訊，依照食物熱量排序的菜單和彩色熱
量區別的菜單能有效地降低熱量攝取[50.]。
Down 等人建議將健康餐點系統性放在菜單前面，和一般性食物分開來[42.]。
Lando 等人[52.]進行焦點訪談來了解消費者對營養標示之態度與反應，發現消費
者偏好營養標示以 1 份量基準計算，並且傾向健康餐點和一般性餐點分開陳列
（如圖 7-1-6 所示）。

圖 7-1-6、健康餐點和一般性餐點分開陳列之虛擬菜單看板
資料來源：Lando 等人(2009)，第 162 頁
Fitch 等人研究發現相對於菜單上提供身體活動消耗熱量時間資訊，民眾偏好熱
量資訊，以及相對於每日熱量需求資訊，61%的受訪者偏好菜單提供每餐建議
熱量需求資訊[54.]。
Chand 等人針對紐西蘭速食店進行營養資訊調查，雖然在 12 家連鎖速食店當
中，有 11 家提供營養資訊，但是少於 1%的食物有將營養資訊呈現在點餐看板
[61.]
。
Donford 等人針對澳洲主要速食連鎖店之食物營養物進行調查，發現 15 家有提
供營養資訊在網站上之商家當中，有 9 家只有提供 7%的食物營養資訊[61, 62.]。
Thorndike 等人在一家大型醫院自助餐食品貼上彩色辨識熱量標籤（紅色為不健
康食物、黃色為不太健康食物、綠色為健康食物）
，研究發現標示紅色不健康食
[51.]
物銷售降低，標示綠色健康食物銷售增加 。
Vermeer 等人研究結果建議提供各種不同份量食物的營養標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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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餐廳／小吃／飲料業者-空間改造
Thorndike 等人在一家大型醫院自助餐食物貼上彩色辨識熱量標籤（紅色為不健
康食物、黃色為不太健康食物、綠色為健康食物）之後，進一步地改造食品放
置空間擺設（如圖 7-1-7），圖 A 為空間擺設改造前，圖 B 為空間擺設改造後，
大幅地增加罐裝水的可取得性，研究發現紅色不健康食物銷售顯著性降低。尤
其是飲料，紅色標示高熱量飲量銷售顯著性降低，綠色標示健康飲料銷售顯著
性增加[51.]。

圖示 A 空間擺設改造前圖 B 空間擺設改造後
圖 7-1-7、食物空間擺設改造前後之平面圖
資料來源：Thorndike 等人(2012)，第 2 頁。
健康餐廳／小吃／飲料業者－經濟誘因
Vermeer 等人進行質性訪談，受訪者建議餐廳可以提供各種份量的餐點，各種份
量餐點的標示，以及因不同份量調整價錢[53.]。
健康餐廳／小吃／飲料業者－增加健康餐點選擇
Chand 等人調查紐西蘭的速食店發現健康食物選擇一般來講都比較便宜，並且
含比較少的熱量、脂肪、飽和脂肪酸、糖及鈉，因此建議速食店能夠增加健康
食物之選擇性[61.]。
不過，Steenhuis 等人在荷蘭職場自助餐增加提供健康食物，並在這些食物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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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新上市健康食物」
，以及使用海報和桌上立牌來促銷，但是並沒有增加健
康食物之銷售量[57.]。
健康餐廳／小吃／飲料業者－促銷活動
Fitzgerald 等人在社區餐廳進行健康餐點促銷活動，發現健康餐銷售有增加趨
勢，但是沒達統計上顯著性[58.]。
健康餐廳／小吃／飲料業者－健康教育
Steenhuis 等人還設計「健康教育方案（例如小冊子、桌上立牌、簡介、報紙）」
與「健康食品標章和健康教育方案」，不過都沒有增加健康食物之銷售量[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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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運動環境
壹、前言
「身體活動量不足」是造成肥胖的關鍵因素 [1.] (level of evidence 2++),[2.3.] (level of
evidence 1+)
。我國有規律運動習慣的人口很低，2011 年國人無規律運動習慣之比
例高達 72.2%，大部分民眾缺乏身體活動或運動不足[4.] (level of evidence 3)，儘管是已
經人們之坐式生活型態，進而能增進健康並達到肥胖防治的效果，「身體活動
環境營造」與飲食環境改變是提升民眾的休閒活動量、交通活動量，以及日常
生活活動量的首要行動[5.] (level of evidence 4)，必須營造處處能運動、時時可運動、
人人都運動的友善運動環境，才能有效促進民眾養成規律運動習慣，進而達到
肥胖防治的成效[6.] (level of evidence 2+),[7, 8.] (level of evidence 4)。環境營造 (built environment)
研究主要是探討身體活動與社區設計及其安全性、土地使用，以及非機動化
(non-motorized) 交通的關連性[9.] (level of evidence 2+)。環境營造的內容，如城市設計，
交通系統規劃，公園及徒步路徑的建置等，能正面影響民眾養成規律身體活動
的習慣[10.] (level of evidence 1+)，進而讓人們獲得體重控制或減重的健康效益[2.] (level of
evidence 1+),[11.] (level of evidence 3),[12.] (level of evidence 1++)
。本章節是探討目前國內身體活動環
境的問題，進而勾勒出應該改變的方向及策略，最後提供肥胖防治運動環境營
造之目標及行動建議。

貳、關鍵問題
我國社區、學校、職場及醫療相關機構均缺乏友善運動／身體活動環境，
運動場所及身體活動設施等硬體並不足夠。缺乏這些支持身體活動及社交活動
場所的環境因素，如社區人行道、單車徑、上學的安全路線、社區間、及通往
公園的徒步區域等，都與不運動率及肥胖率有高度相關[13.] (level of evidence 2++)。
在學校體育方面，WHO[14.] (level of evidence 1++)明確指出阻礙青少年規律身體活
動的主要因素包括缺乏時間及動機，以及沒有足夠的支持和指導。臺灣地區兒
童及青少年過重及肥胖盛行率上揚之主因是學校（國高中、國小）體育經費偏
低、體育課程時數及學分明顯低於世界各國、運動設施明顯不足及專業指導人
力匱乏等問題[15.](level of evidence 4)；青少年在學校參加運動社團的比率也相對偏低
[16.](level of evidence 2-), [17.](level of evidence 4)

。

在職場方面，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1 年全國職場健康促進菸害防
制調查發現，5 成以上男性職場員工和 2 成以上女性員工有過重或肥胖現象；
卻僅有 16.8%員工表示公司有推動體重控制計畫，僅 3 成員工表示公司提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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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控制相關設施，僅 2 成員工表示公司辦理體重控制相關課程或活動[18.]

(level of

evidence 3)

。現今工作時數增長，運動設施昂貴等社會改變使得上班族群苦無運動
機會。肥胖盛行是主要的公共衛生議題，政府部門及醫療衛生機構應該給予充
分關注[19.] (level of evidence 1+)；惟目前醫師鮮少提醒病患要從事身體活動[2.] (level of
evidence 1+), [20.](level of evidence 2-)
，更勿論給予肥胖症患者有效的運動處方。因此，爲
了建立身體活動／運動環境的支持系統，本文藉由檢視及整理與肥胖防治的運
動環境營造相關文獻，以作爲策略執行之指引。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有效的減重身體活動處方包括健走、跑步、自行車等，熱量消耗量爲毎週
大於 2000 大卡，或毎天運動量約爲毎天 1 萬步[21.] (level of evidence 4)，這說明強調了
規律及持續從事運動以達到足夠身體活動量對維持體重或減重的重要性。
過去以環境營造政策作身體活動介入的健康驗證性研究議題，包括爬樓梯、
週日馬路封閉、增設安全路線、行人道、步道、單車徑、社區花園等[22.](level of evidence
1++)
。因此，爲了營造一個肥胖防治的友善身體活動環境，可由檢視下列 3 個面
向來指引策略之執行，包括：(1) 身體活動場所、設施及動態交通性活動（active
transport）之基礎建設；(2) 學校的運動／身體活動環境營造；以及 (3) 政府的
運動環境政策及其他。以下分項說明各項策略的實證結果：
一、 身體活動場所、設施及動態之交通性活動之基礎建設會影響民眾體位。
(A)
身體活動友善環境的決定因子很多，其中包括社區內可徒步的區域、公共
交通、公園及休閒設備、走路與自行車的設施、建築物的位置及設計、行人道
及斑馬線的安全性等[10, 23.](level of evidence 1+)。爲了提升民眾日常規律的身體活動量，
Heath 等人[24.](level of evidence 1++)整理世界各國的經驗建議應以社區或街道為單位
去作爲運動環境營造及政策之規劃，進而在 4 個主要策略價值觀上著力：(1) 在
社區內增加土地的綜合使用性；(2) 安全暢通的行人步道、單車路徑及公共運
輸系統網絡，讓民眾參與動態的交通性活動；(3) 場地設計讓騎車及步行有其
方便性；(4) 增進市民能離開其座駕去改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意願[25.]。以上文獻
顯示，我們應該為國人創建更多可以讓身體活動成為生活常態的環境，鼓勵經
常性步行及騎乘脚踏車以代替乘坐交通工具，增設更便於行人及騎單車的社區
設施。各項策略的實證結果分項說明如表 7-2-1：

表 7-2-1、身體活動場所、設施、及動態之交通性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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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

參考資料

基礎建設之實證結果

等級

居住在有安全徒步區域及從社區能徒步走至公園之民
眾，有較高的身體活動量及較低的 BMI。

2+

[26.]

住處鄰近有徒步路線的兒童之 BMI 及體重在 10 年中有
顯著降低；若家庭及徒步區位在高罪案發生率的社區，
兒童之體重反而上升。

2+

[27.]

體重與「休閒身體活動的方便性」成反向關係。

1+

[28.]

成年人自覺的「休閒走路友善指數」及「休閒活動友善
指數」與實際的休閒健走量與中強度的休閒身體活動成
正比。

2++

[29.]

老年人居住於步行設施較多的社區有更多交通性步行
及騎自行車活動，達到低至中強度的身體活動、及有較
低的 BMI。

2++

[1.]

供孩童在社區的遊樂設施，增建徒步區域、健走步道，
爲上班族增建可以騎腳踏車或走路上下班的行人道及
單車道。

2+

[30.]

社區是低教育程度、高密度人口、低家庭收入、有限的
綠地及有限的休閒區域是「形成肥胖」的環境。

2+

[31.]

走路去便利商店的便利性與體重爲正向關係。

1+

[28.]

公園與體重之關係有爭議性。

1+

[28.]

青少年居住環境有較高人口密度，較多公園及學校者有
更高的活動量；住所鄰近有很多馬路及食物商店之活動
量較低。

1+

[32.]

走路去轉乘交通工具（transit walk）之活動量爲 1250
步，有效提供毎天所需消耗活動量的 25%。

2++

[33.]

增建及改良到達運動設施或場所的徒步道路，及開闢自
行車道以增加交通性活動量，解除現有運動設施之結構
性及環境性障礙，可以增加其使用率（例如:增加設施
的使用安全性及減低收費標準）。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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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營造運動環境可增加學生的運動量。(A)
提升學生身體活動的全面性學校體育策略包含體育課，普通課的動態活動，
課後活動，及上下學的動態交通性活動[24.](level of evidence 1++)。學校體育課與運動
政策應以學校為單位去營造身體活動之環境，進而建立體育與運動環境的支持
系統[16.] (level of evidence 2-)。學校機構有機會提供青少年身體活動時間、設施和指導，
所以學校體育的實施對於促進青少年身體活動量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14.]
(level of evidence 1++)
。另外，政府的身體活動政策及推動對於學童及青少年肥胖防治
[34.] (level of evidence 4)
是最具成效
，然而，目前國家在學童肥胖防治政策的執行率較
偏向飲食，身體活動政策及體重評估政策之執行率偏低，因此，學校身體活動
環境政策之落實與否需持續被監察評估；而學校身體活動環境政策與青少年肥
胖盛行率之關係也尚待確定釐清[35.](level of evidence 2++)。學校的運動／身體活動環
境營造策略之整理請參考表 7-2-2。
表 7-2-2、學校的運動／身體活動環境營造之實證結果

實證
等級

參考資料

學校體育課（實施 2 年按照正常體育規劃內容的體育
課；及實施 3 年體育課由體育專任老師教學之體育課能
有效增進小學生之中強度身體活動量）、學校環境支持
及動態交通活動能有效增加兒童及青少年學生的身體
活動量；而社區環境支持（如課後運動、暑期身體活動）
對提升身體活動量及中強度運動沒有顯著影響。

1++

[12.]

學校體育課是規定課程，研究顯示參與體育課或課後的
活動能增加學生的身體活動量，增進體適能，對體重有
幫助，並減少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讓最不愛動的學
生有機會運動。

2++

[36.]

男、女生在身體活動量上有差異，男學生代表隊從事競
爭性運動與其身體活動量有低相關；男學生較常參與校
內體育活動，較常使用在體能活動場所，也比女學生有
較多的活動量。

2-

[16.]

學校的課後肥胖預防課程之成功要素是職員訓練，健身
房空間與設備，身體活動的排課；身體活動的阻礙因素

3

[37.]

1++

[12.]

包括身體活動的重要性排序，及缺乏校方的行政支援。
增加體育老師的專業訓練、在休息時間中給予運動器材
或球具、學校風雲人物做身體活動的代言人、體育課強
調樂趣化而非競爭性等因素都能增加兒童及青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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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活動量。
老師在教室毎天執行 90 分鐘中高強度之動態身體活
動，小學 2 至 3 年級實驗組學生在上課日增進 12%身體
活動，週末增加 17%，中高強度運動比控制組高 27%。

1+

[38.]

改善學校活動環境，給予樂趣取向而非競爭性的校內體
育及課後體育活動的社會支持，4 年的介入能有效增加
實驗組，小學 5 年級學生的自我效能及 38%的休閒身體
活動量。

1++

[39.]

設計安全徒步上學路線以增加休閒身體活動量及動態
的上下學，有效增進學童 64%的走路及 114%的自行車

2-

[40.]

騎乘。
三、 政府的運動環境政策及其他策略。
先進國家，如美國之醫療專業領導階層已認同「規律運動爲健康促進與疾
病預防核心」的觀點，於 2004 年 12 月公佈了以「身體活動」及「肥胖」爲首
的 10 個健康指標作為量度國民健康的準則，也同時大幅提升身體活動促進相關
預算[8.] (level of evidence 4)。目前我國在身體活動促進相關預算上比西方先進國家都
偏低；政府與醫療機構尚未充分認同「規律運動／身體活動爲健康促進與疾病
預防核心」的觀點，我國政策若能讓「身體活動介入及肥胖防治」成爲國家衛
生白皮書重點或較高順位的健康指標，大幅度提升身體活動促進經費，投入更
多資源去適當調整公共健康方針以及政府健康策略，並落實身體活動健康促進
執行方案[5, 8, 41.] (level of evidence 4)，才能營造一個整體兼優質的身體活動／運動環境，
進而能達成「肥胖防治」及「健康臺灣」的目標[41.] (level of evidence 4)。
政府的全國性身體活動政策與運動環境及身體活動參與率具相關性[42.] (level
of evidence 2++), [43.] (level of evidence 1++)
。政府的運動環境政策還包含領導全國性及區域
性的城鄉運動環境政策，包含計畫、執行及評估政策的成效；如確定徒步路線，
自行車道及其他運動場所的安全性；也要建立完整的評估機制，以驗證增加到
達運動場所的徒步道路，兒童遊樂設施，讓上班族以步行或自行車代替乘坐交
通工具之動態交通性活動等，是否有增進民眾身體活動量的成效[43.](level of evidence
1++)
。另外，爲了要成功達成肥胖防治的目標，「提升身體活動量」的運動環境
營造不能再只是公共衛生議題，除了政府之政策制定者與健康醫療體系以外，
應該由跨領域（transdisciplinary）
、跨部會的肥胖防治團隊，如教育、城巿設計、
交通、環境、健康和體適能專業人士、家庭、社會大眾傳媒、志願機構共同監
督運動環境政策之落實及執行成效[6.] (level of evidence 2+), [44.] (level of evidence 3), [19, 38, 45.]
(level of evidence 4)
。再者，「身體活動量不足」已成爲公共衛生議題，需要醫療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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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注。2007 年 ACSM 進行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假如由醫生推薦給病患運
動資源，近 2/3 的病人顯示會有興趣參與運動以保持健康[46.] (level of evidence 4)；因
此鼓勵醫療工作者將運動作爲一項治療和預防疾病及肥胖防治的重要手段，並
由醫師推廣「運動是良藥(exercise is medicine)」將會獲得更佳的成效[2.](level of
evidence 1+), [47.](level of evidence 1++), [20.](level of evidence 2-), [45.](level of evidence 4)
建議運動治療醫師
(physiatrist) 是身體不活動及肥胖的最佳專業代言人。

肆、目標與策略
目標一、增建及改善社區運動環境，營造活躍的社區環境。(A)
1. 短期策略：
(1) 增建安全徒步區、自行車道、公園、兒童遊樂設施及相關休閒遊
樂設施以增加民眾的身體活動量。(A)
(2) 藉由媒體加強宣導對於使用社區運動環境的認知。(C)
(3) 在公眾場所及交通要道開闢單車道及停泊自行車的設施；提供學
生安全步行抵達學校的路線。(A)
(4) 增加讓上班族以步行或自行車代替乘坐交通工具之動態交通活動。
(B)
(5) 在社區內增加可供民眾從事身體活動的設施及場所，如公園、遊
樂場、健身房、社區活動中心、學校運動場所等。(A)
(6) 公共運動中心與設備要低收費，對未能負擔之民眾要有補助或折
扣策略。(C)
(7) 讓校區內的活動設施對公眾開放。(B)
2. 中長期策略：建立運動支持系統，讓民眾在社區增加從事身體活動的
機會。
(1) 找出一個受歡迎的「公眾人物」作爲提倡運動的代言人；推銷身
體力行，離開座駕的動態交通性活動。(C)
(2) 推行步道及單車道區域內混合使用之安全守則。(B)
(3) 建議政府在城鄉之土地使用上，推行智能型設計，使社區民眾可
以體驗，步行上班，購物，食肆，休閒活動中心及其他的活動場
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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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購物中心，宗教團體，老人活動中心，休閒活動中心，鄰里內
或社區策劃宣傳現有的身體活動環境，鼓勵動態的交通性活動以
促進活動量。(B)
目標二、學校體育與運動環境營造。
1. 短期策略：
(1) 增加學校（包括大學、國高中、國小）運動設施及體育運動相關
之專業指導人力；體育課由體育與運動相關科系之專任師資任教，
讓體育課可以正常化教學。(B)
(2) 晨間操、課間操的執行。(C)
(3) 下課的休息時間給予學生使用運動設施及器材的機會。(B)
(4) 學校宣傳及推展徒步上下學的活動。(B)
(5) 強調樂趣而非競爭性的校內體育及課後體育活動介入。(B)
2. 中長期策略：
(1) 學校建立運動支持系統，找出學校體育環境有助益或有障礙的決
定因子，加強助益政策，並排除影響學校營造優質體育環境的因
素。(D)
(2) 體育課程、體育專業教師人材及運動場地設施納入學校評鑑的重
點項目。(C)
(3) 學校提供運動性及休閒活動社團。(C)
(4) 綜合整頓讓校園區域和民眾住宅區之間的距離，加設適當土地運
用，以達到學生可以步行或騎單車到校的可能性。(B)
(5) 以青少年都崇拜的學校風雲人物或出名偶像擔任身體活動使者或
代言人。(D)
目標三、政府的運動環境營造目標。
1. 短期策略：
(1) 將家庭、社區、學校、職場與社會環境等相關因素納入考量，擬
定「2020 身體活動環境政策目標」。(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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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領導全國性及區域性的城鄉運動環境政策，包含計畫、執行、及
評估政策的成效；如確定徒步路線，自行車道及其他運動場所的
增建及改善。(B)
(3) 建立完整的評估機制以驗證到達運動場所的徒步道路、自行車道、
公園、兒童遊樂設施及相關休閒遊樂設施的安全性及有效性。(A)
2. 中長期策略：政府，如衛生福利部，擔任領導角色，與其他政府部門、
非政府組織、醫護、學術團體及社區組成合作團體，以對抗肥胖問題
及其相關健康風險。
(1) 了解目前存在的身體活動環境問題與政府政策。(B)
(2) 追蹤監察身體活動環境改善對增加社區內身體活動的執行成效。
(C)
(3) 政府對運動環境營造與身體活動之促進應採取明確的經費分配及
推動工作。(D)
(4) 確定未來身體活動環境策略的目標設定，政策類型、策略伙伴及
監測指標。(B)

伍、監測指標
一、增建及改善社區運動環境，營造活躍的社區環境。(A)
1. 媒體（報紙、廣播、電子看板、電視、網路媒體）報導及宣導使用社
區運動環境的數量。
2. 已增建安全徒步區、自行車道、公園及相關休閒遊樂設施的數量。
二、學校體育與運動環境營造。
1. 有身體活動／運動環境支持的學校數量。
2. 學校以專任體育老師教導體育課的比例。
3. 增建的學校運動場所及設施的數量。
三、政府的運動環境營造目標。
1. 身體活動環境政策目標之訂定。
2. 身體活動環境營造改善資料庫之建立，包括身體活動環境營造之監測
指標、經費分配、政策推廣及施行的成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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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之政策制定者需連同健康醫療體系，組成跨領域、跨部會的肥胖
防治團隊之成立，如城巿設計、交通、環境、健康和體適能專業人士、
教育、家庭、社會大眾傳媒、志願機構，以監督運動環境政策之落實
及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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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空間規劃
壹、前言
臺灣目前已有超過 77%的人口居住在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空間規劃與人民
日常生活的體力活動息息相關，快速都市化的結果，使得都市建築物密集，可
運動的空間減少，造成市民受限於靜態活動的生活方式。
都市計畫原意是對於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
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
以改善生活環境及增進居民健康為目的。歐盟於 2006 年簽署「歐洲反肥胖症憲
章」
，已明確要求歐盟各國從都市計畫和法律規章著手，多方面提倡步行和騎腳
踏車以抑制肥胖症。

貳、關鍵問題
都市空間規劃包括：土地使用、交通運輸、公共設施與住宅建設，其中交
通運輸、公共設施與住宅建設實際上也是由土地使用分區之規範內容。土地使
用分區可概分為住宅、商業、工業等使用分區，以及提供公共服務為目的之公
共設施用地，並得視實際情形劃定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其中與居民體力
活動關係最為密切的公共設施為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及兒童遊樂場用
地。
一、 休閒設施用地規劃嚴重不足，都市地區缺乏活動空間。
都市計畫法規定公園、綠地、體育場所、廣場及兒童遊樂場等休閒用地，
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
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 10%；根據 2011 年營建統計年報估算，已
規劃之上述休閒設施用地嚴重不足，僅占臺灣全部都市計畫面積的 3.50%，（如
表 7-3-1）。居民因日常活動空間不足，影響體力活動的意願。
表 7-3-1、都市計畫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規劃、取得及闢建
情形統計表
Ａ.臺灣全部都市計畫之 5 項
B.臺灣全部都市計畫
A/B 百分比(%)
公共設施面積（公頃）
區面積（公頃）
已規劃面積

16650.64

已取得面積

8251.19

1.73%

已闢建面積

7388.83

1.55%

47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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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註：5 項公共設施係指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

二、 取得及闢建休閒設施用地，財政負擔能力不足，影響居民活動之權益。
依據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應為各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等依法以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方式取得。
惟因地方政府財政困難而未能積極推動辦理，導致部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歷經
數十年仍未取得及闢建，提供居民使用。根據 2011 年營建統計年報估算，已取
得之公園、綠地、體育場所、廣場及兒童遊樂場用地僅占臺灣全部都市計畫面
積的 1.73%，已闢建的面積僅占臺灣全部都市計畫面積的 1.55%，影響居民體
力活動權益甚巨[1.]（如表 7-3-1）。
三、 都市空間規劃的不完善，降低居民使用公共設施意願。
都市空間／公共服務設施之規劃與興建多趕不上都市成長的步伐與都市化
的需求，居民對環境產生不安全感，公共設施的可及性不高，會降低居民運動
的意願；如：交通運輸規劃欠缺場站周圍符合人性尺度的步行空間及生態規劃，
以致無法引導居民以步行或綠色運輸至場站；Salmon 也指出不良的都市設計會
使孩童怯於戶外活動。唯有以人為本的都市空間規劃，才能改善致胖環境以及
建立友善的健康支持性環境；從健全居住環境的土地使用、交通運輸、公共設
施及住宅建設整體的生活環境規劃著手，以克服肥胖都市問題[2.]。
四、 高密精巧混合使用型態都市化。
近年來臺灣都市發展為高密精巧的混合使用型態，生活便利性造成體力活
動減少。James 指出都市化導致每日熱量減少 300 至 400 大卡的消耗[3.]。
五、 以車代步熱量消耗減少。
以車代步的交通方式，亦造成體力活動減少，James 指出以車代步導致每
日熱量減少 200 大卡的消耗[3.]。臺灣地區非都會區，由於交通不方便，以車代
步的交通方式更為普遍。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規律且充足的運動可幫助建立和維持健康的骨胳、肌肉與關節，有助於控
制體重、減少肥胖，也有利心肺功能，對身心發展多所助益。人與環境交互影
響，工作、生活與休閒步調的改變對於健康有顯著的影響[4.](level of evidence 2+)，而
肥胖係面對不友善環境，所呈現的一種常態反應[5.](level of evidence 4)。因此肥胖的防
治宜由改變致胖環境開始，除個人控制飲食、多運動外，政府應充分考慮人們
的健康因素，擬定健康都市空間規劃政策，以創造健康友善的支持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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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支持性環境可確保人們生活良好品質及永續的生態環境。(C)
支持性環境為「提供居民免於遭受健康威脅，及使其可以發揮能力與發展
健康的自主性，包括居住的社區、家庭、工作場所及休閒娛樂等地方，獲得健
康資源及增能的機會」[6.](level of evidence 2+)。健康的支持性環境可分為物理環境及
社會環境，物理環境包含自然環境及人造環境：自然環境指生活中的空氣品質、
水質、食物、噪音、氣候及自然景觀等；人造環境是人們依需求建造的設施與
空間，如公園綠地、人行道、車道、交通運輸系統或休閒設施等與日常生活有
關的環境[7.] (level of evidence 2+)。社會環境包括社區的社經位置、合作效能、社會支
持與社會凝聚的環境，以及相關的政治及經濟環境。支持性環境是確保一個能
讓人們生活良好品質且永續的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8, 9.] (level of evidence 2+)。
二、 良好的物理環境會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增進健康。(B)
不良的飲食型態，缺乏身體活動的生活模式和其他久坐行為是造成肥胖的
主要原因；然而現有的空間規劃、建築設計及公共空間的建設，是導致如此生
活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對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響。街道、人行道、公園或景
觀設施等公共空間，是增進居民活動、互動與身體活動的主要場所，是以應營
造健康的物理環境，減少空氣污染和擁擠以創造永續的環境[7.] (level of evidence 1+)。
1. 提高自然環境的適宜性及可及性，可增加運動機會改善肥胖症。(B)
綠色的生活環境對兒童的生長發育過程有深遠而積極的影響。在兒童肥胖
症的發病情況及居住環境綠化程度相關統計資料發現，當居住在周圍綠色環境
時，該居住地孩童的身體發育最為健康，肥胖症的發病率遠低於居住環境為其
他顏色的兒童；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學對美國城市內的 3800 名兒童進行了抽樣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周圍環境為綠色時兒童的體重狀況越接近於正常標準 [10.]
(level of evidence 1+)
。因此居住環境的顏色與居住地兒童的身體肥胖程度有直接的關
聯影響，當顏色為綠色時，兒童最為健康[11.] (level of evidence 2+)。
都市水岸空間亦提供人們活動的機會及空間，水岸是重要自然公共空間，
具有連續而開放的特質，其豐富的生態環境能提供人們多樣性的活動選擇，帶
出人與人、人與環境的互動，而良好規劃及維護管理的都市親水空間亦能連接
都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間，構成都市的環境軸線，提供民眾安全的步行及自行車
的空間。綠色資源及水岸空間是城市居民接觸自然的重要途徑，可改善汽機車
排放廢氣下的空氣品質，有利於環境的品質提升，增加人們願意到戶外行走的
意願，藉由親近大自然環境來增加運動機會以改善肥胖症問題[12.] (level of evidence
2+)
。

328

2. 提高人造環境鄰近性及連結性，助於降低患肥胖症的風險。(C)
根據 AHA 調查顯示生活環境與活動量有密切關係，生活區附近有人行道、
公園綠地或運動場等，會增加步行等體育活動的機率，助於降低患肥胖症的風
險；居住在鋼筋水泥叢林中的人，接近綠地且面積較多的人的身體健康狀況要
比未有綠地的人好，患肥胖疾病的機率也較低（約 60%）；若兒童生活在公園
或綠地附近（平均距離 0.8 公里），女孩和男孩步行上學的可能性會分別增加 2
倍和 1.6 倍。
土地利用情形對健康有顯著影響，身體活動情形與人們良好生活品質有關，
是維持健康重要因素[13.] (level of evidence 1+)。都市化程度、混合型土地利用居住環境、
街道連結性等環境、犯罪及暴力行為、都市設計與交通設施等物理環境等皆與
影響不同年齡層或身體活動及肥胖有強烈的相關[7, 14.] (level of evidence 2+)。
肥胖症與往返兩地採用的交通方式有密切關係，交通方式改變以及城市化
是導致體力活動日益減少的原因。目前都市規劃所產生的「致胖環境」
，使得居
民感覺走路或利用大眾運輸系統不如開車或騎車方便，因此肥胖症與都市中獨
自駕車的人數和機車持有數有很強的正相關[15.] (level of evidence 1+)；以汽車為導向的
都市規劃是造成肥胖問題的罪魁禍首[16.] (level of evidence 4)，必須在都市交通規劃進
行改革，交通運輸規劃時應留給居民更多的步行道和自行車道[12.] (level of evidence
4)
。
與身體活動有關的運動休閒環境是否容易獲得，是否設置於能夠走到的地
點，和居民的健康有強烈的關聯[10.] (level of evidence 2+)。都市規劃不良的都市人口密
度低且街道的連結性、可及性較低，則居民的肥胖率及 BMI 可能較高。在多功
能土地利用的環境下，即使生理功能受損的老年人自我照護功能較能夠獨立[11.]
(level of evidence 1+)
。高人口密度、街道連結性較強，土地利用情形屬於住商混合型
的社區居民，其步行或騎單車的比例較高。每天多出 1 小時使用汽車，產生肥
胖的機會多出 6%；每天多走 1 公里，居民產生肥胖的比率減少 4.8%；從住家、
公司、機構、商店等不同的地方到達 1 公里腳程內的商店或非住宅區越多，肥
胖機率較低[17.] (level of evidence 1+)。
城市健康與否的標準包括市民每人擁有快餐館家數、能去健身館運動的家
數、多少自行車道、每天乘坐交通工具所花費的時間、看電視、與肥胖有關的
疾病數據等，經由這些數據可以判斷一個都市的生活方式。目前已有些案例的
都市規劃，以鼓勵市民走路、騎乘自行車、讓人多活動、多鍛鍊而放棄開車的
「苗條城市」，如挪威、荷蘭與丹麥等國家。根據 WHO 調查顯示荷蘭 60 歲以
上的人出門時，有 60%的人使用自行車為交通工具，其成年人口中僅 10%的人
體重超標。
三、 安全方便的社會環境，促使民眾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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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具安全性與認同感的空間，可提升運動和玩耍意願。(C)
都市空間的設計以及環境的不安全，也進一步妨礙了人們運動的意願，公
共空間規劃缺失為誘發公共空間潛在犯罪行為的主要因素，安全方便的環境能
促使民眾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亦為提升居民與居民之間社會關係的環境因素
[18.] (level of evidence 2+)
。若社區內犯罪率高、公物破壞率高或毒品使用頻繁，人行道
的設計不良、綠地不足，甚至空氣污染、治安不佳等，則社區的舒適感及便利
性可能隨之消失，導致居住的周邊環境無法提供安全的地方進行運動和玩耍[19,
20.] (level of evidence 2-)
。
2. 營造互動參與的區域環境，可促進更多體力活動和社會連結。(B)
健康的支持性環境塑造居民運動、凝聚網絡的機會，提升民眾生活品質增
進健康。居民對綠地或開放空間及其他重要的社區結構若有正向評價，將加強
其對社區的共同感，增加其社會參與度[10.] (level of evidence 1+)。
可利用更多元化、個性鮮明且引人入勝的空間讓肥胖率降低，愉快健康的
都市環境，充滿活力地將工作場所、家庭、學校、商店、文化和社會空間及娛
樂設施。社區活動、藝術裝置都有助於促進更多的體力活動和社會交往。更多
的創意、互動和參與的混合使用空間，可提高居民的健康和福祉。例如在正常
上課時間外為社區活動使用學校設施，不僅使父母有以身作則的教育機會，也
可增加公民參與和建立社會凝聚力。如此藉由良性循環，這些類型的社會互動
和社區營造往往會讓人更快樂，更健康，更積極。相對地，低社會凝聚力的街
區已被證實與肥胖和高血壓的比率較高。

肆、目標與策略
 短期－檢討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的規劃、取得與闢建，利用公有
土地及增加公共設施便利與可及性，增進居民使用公共設施之意
願。
 中、長期－落實以人為本及人行導向的都市設計，增加土地使用多樣
性，健全都市空間規劃與改善生活環境。
目標一、建構綠色運動及運輸網絡之居住環境，營造適合步行之空間環境。
1. 短期目標：
(1) 增進居民在一個受喜愛且能夠獲得的物理環境中從事身體活動的
機會。
(2) 鼓勵並提升民眾使用大眾運輸、走路和騎自行車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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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期策略：
(1) 建構安全人性的通學人行與自行車道，串聯學區路線，提升騎乘
率。
(2) 促進居民主動的運輸活動，尤其步行、騎單車、爬階梯或促進居
民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3) 促進社區族群使用公共運動休閒設施，如操場、運動場、游泳池、
體育館及學校的健身房等設備。保留騎樓與人行步道空間的確保
延續與改善，以達到人行環境的安全與舒適。
(4) 智慧型運輸系統的建立，可即時取得大眾運輸的資訊，提高民眾
步行及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工具的意願及習慣。
3. 中長期目標：
(1) 擬定自行車總體規劃的政策與措施。
(2) 建立人本導向，綠色運輸（腳踏車與人行步道）為主之都市交通
環境。
4. 中長期策略：
(1) 規劃具潛力之通學與通勤路線並整合既有道路空間。
(2) 建議以人車分離、縮小車道來拓寬人行步道方式，並規劃連結性
完善且友善的人行步道和自行車道。
(3) 規劃設計安全且連續性之自行車道、人行車道及大眾運輸空間，
建構便捷大眾運輸網，減少獨自駕車和機車持有率，紓緩汽機車
使用與成長。
(4) 充實強化公車與捷運等公共運輸系統的運載效能與轉乘上的便利
性。
(5) 大眾運輸的服務範圍，藉由捷運站出入口半徑範圍內 400 公尺範
圍內的人行環境空間系統、自行車道系統、短程公車接駁系統、
路外停車空間之廣設、無障礙設施之整合。
(6) 以休憩據點為概念，考慮開放空間的接近程度，依使用者之步行
能力，以小規模、多機能之型態規劃休憩空間，方便使用者到達
並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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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創造街道為一個多重目的之混合場所，而非專供汽車使用，促進
步行與自行車系統能舒適、有趣、高品質且安全的融入街道系統
中。
目標二、營造有利身體健康之自然環境，建構舒適的環境品質。
1. 短期目標：
(1) 推廣建築物的屋頂及立面綠化，提升都市水泥叢林中的綠意。
(2) 提升都市內則有公園綠地建設率和校園綠地生態性。
(3) 減少私人運輸工具過度使用，有效達成二氧化碳減量之環保。
2. 短期策略：
(1) 採用全面性的綠化策略，規劃居住環境空間綠色計畫，檢討現有
綠帶及擴張鄰里綠網填補不足之處。
(2) 將導入減少私人運輸工具使用量的策略，改善空氣品質。
(3) 應儘量保護綠地提供便於鍛鍊的自然環境，使人們有更好的精神
狀態。
(4) 推廣建築物的屋頂及立面綠化，針對都市閒置空地實施綠化，將
綠化結合公共基礎設施，包括牆面、屋頂、陽台、橋體、停車場
等立體空間進行綠化，提升都市水泥叢林中的綠意。
(5) 透過學校與社區雙管齊下的教育與宣導，改變原有的生活習慣與
態度，關注環境議題。
(6) 推動增加綠地公園、妥善維護現有公園，提升公園服務半徑覆蓋
率，期望達到 10 分鐘路程內即可到達綠地空間之願景，提供民眾
充足接觸綠地的休閒環境。
(7) 檢討公共設施需求，活化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公共設施，調整公共
設施配置增加其多目標使用強化機能。
(8) 基於新型態的建築，發展空中廊道空間並融入綠帶設計、步行空
間、腳踏車道等多樣化的機能，打造人車分離的安全休閒運動空
間。
3. 中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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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體增加都市公園綠地和綠化面積，增進吸收污染氣體能力，具
備淨化都市空氣之效果。
(2) 創造都市河岸空間的親水性和可及性，提供民眾更多休閒娛樂的
機會。
4. 中長期策略：
(1) 街道景觀、街道家居機能的提昇與設計、配置的改善。
(2) 配合檢討路型增加行道樹面積，沿街道路設置街道樹與植栽串聯
周邊公園綠地，營造具連貫性綠廊。
(3) 運用建物及環境綠化去營造整體區域的視覺景觀及親和力，使人
們樂於在自然舒適的環境活動。
(4) 將街廓內建物與設施的節能、水資源及綠化作整體的規劃與設
計。
(5) 均衡城市綠地分布，通過拆遷建物和違建還予綠地，對老舊區域
進行綠化提升改造，加強綠化薄弱地區的建設改造和環境提升。
(6) 都市河岸空間急需導入親水規劃及生態設計之觀念，規劃成具遊
憩功能及環境保護的水岸環境等功能。
目標三：創造舒適健康與優質居住空間（社區治安安全）
，促進使用公共設施之
意願。
1. 短期目標：提供安全、方便和整潔的環境促使民眾養成規律的運動習
慣。
2. 短期策略：
(1) 運用健康諮詢、新聞媒體、運動資訊可以促進居民參與。
(2) 透過媒體、專業團隊、當地領導者及組織提升社會意識，了解運
動的益處，讓居民知道有很多機會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做運動。
(3) 強化城市本身特色，加強機能的多元性以提升居民與城市空間的
互動的意願。
(4) 透過社區行動倡議及教育，增進居民能力，使其能夠控制健康與
環境。
(5) 增設監視系統及照明設備，以提升居民夜間或清晨從事運動的安
全性，建立安全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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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與社區外其他相關組織、團體、機構建立互惠合作關係，例如開
設相關減重課程及健康教室等，聯結社區內之資源。
(7) 透過社區公共空間的營造來喚起居民對環境美化的關注，藉由各
社區間相互競賽、觀摩來誘發社區自主性環境整潔美化，透過居
民藝術創作不但美化空間更賦予地區新的生命。
3. 中長期目標：
(1) 增加環境創意趣味性創造愉快的都市環境，促進更多的交流體力
活動。
(2) 增加都市環境的美觀與環境品質，營造民眾運動的機會。
4. 中長期策略：
(1) 既有建築物狀況的改善與街道空間感的塑造。
(2) 打造擁有地域、歷史、文化元素的公園，以吸引人們前來之意願
並營造除了自態環境外更深一層的文化內涵。
(3) 配置室內及室外安全的身體活動環境、均衡發展娛樂或運動的環
境設備。
(4) 運用社區綠美化的策略以及想法，鼓勵居民自主維護花草、或是
協助補強一些設施的完善性，營造居民於社區的公共空間裡活動
與交流的空間。
(5) 良好適度的空間設計以提供多元的活動需求，於都市環境活動過
程中保留公共設施趣味性和挑戰性，增加了身體活動量。
(6) 增加工作、休閒與居住等活動間交通的便捷性與使用的緊密性，
創造可居性、便利性、自足性並重的都市生活機能。
(7) 公共設施規劃考量區域鄰近性及功能互補性，分析都市人口成長
及公共設施分布區位與服務範圍之人口規模，使公共空間具可及
性、適宜性及安全性，以充分發揮公共設施的效益。

伍、監測指標
一、建構綠色運動及運輸網絡之居住環境，營造適合步行之空間環境。
1. 居民使用自行車與大眾運輸工具之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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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友善安全的通學步道或自行車道通學學區路徑評估。
3. 居民步行行為的比率。
4. 汽機車持有率。
5. 鄰近公共運動休閒設施數量分布。
6. 人行環境的安全與舒適性用後評估。
7. 無縫接駁轉乘系統之效能評估。
8. 社區環境與身體活動環境因子調查。
二、營造有利身體健康之自然環境，建構舒適的環境品質。
1. 擁有戶外綠地空間的數量百分比。
2. 都市環境綠覆率及面積。
3. 景觀環境之視覺評估。
4. 藍綠帶空間的可及性評估。
5. 空氣品質現況監控管理計畫。
三、創造舒適健康與優質居住空間（社區治安安全）
，促進使用公共設施之意
願。
1. 社區自我認知與滿意度調查。
2. 民眾健康狀況調查。
3. 社區健康環境營造計畫。
4. 媒體分布與利用情形。
5. 人口犯罪比率。
6. 監視系統及照明設備設置數量。
7. 創意城市指標評估結果。
8. 社區治安健康促進活動的參與率。

陸、未來研究方向
一、 影響環境肥胖評估指標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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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滿意度與健康環境關係。
三、 支持性環境政策層面之檢討。
四、 綠覆率對肥胖症之影響。
五、 肥胖症評估指標之整合。
六、 減胖環境因素之建立。
七、 健康創意城市環境營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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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媒體環境
壹、前言
媒體市場化的趨勢日益惡化，市面充斥大量且誇大不實及污名化健康體位
的資訊，且以「置入性行銷」出現在各種媒體節目形式，民眾不容易辨識健康
資訊的真偽。2012 年 10 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簡稱 NCC）訂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視節目從事商業置入行
銷暫行規範」[1.]。此一公告鬆綁電視節目播放「置入性行銷」條件，致使電視
節目「置入性行銷」愈來愈多[2.](level of evidence 3)。廣告內容涵化生活價值、內化成
個人的意識，民眾處在接收健康體位之資訊環境不均等情況，其辨識健康消費
資訊的能力益加困難。
社會生態學模式指出，個人健康行為改變，必須從個人、家庭、社會環境、
物理環境及政策等多層次介入，才可能達成改變行為的目標[3-5.] (level of evidence 3)。
但此一模式缺乏論述文化價值觀及社區信念(local beliefs) ，也很少討論大眾傳
播媒體在改變健康行為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本章節從社會生態學模式出
發，並討論尊重多元文化價值、社區信念及傳播媒體在營造健康體位友善環境
過程的功能與影響。

貳、關鍵問題
一、 歧視肥胖，缺少尊重多元身體意象。
人們習慣將肥胖與負面影響連結，廣告、戲劇、綜藝節目、新聞等內容描
述肥胖的刻板印象，也往往讓人覺得肥胖是一種恥辱。個人往往對自我的身體
沒有自主權，只能透過媒體內容的定義來看待自己的身體，媒體報導內容應該
尊重身體多元意象，不再歧視肥胖[6.](level of evidence 4)。流行病學文獻也過度使用肥
胖字眼，如，肥胖可能引發心血管、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7.](level of evidence 3)，或
被視為自我放縱、邋遢以及懶散 [8.](level of evidence 3)、缺乏意志力的結果[9.](level of
evidence 3)
。肥胖者受到歧視[10.](level of evidence 3)，不只在薪資、擢升及雇用機會受到
不平等待遇[11.] (level of evidence 3)，也影響其人際關係[12.] (level of evidence 3)。為避免加深
對肥胖者的歧視，近年來健康促進活動（中小學生健康體位計畫）已朝向過重
及過瘦都要關注的焦點，改稱為較中性的「健康體位」[13, 14.] (level of evidence 3)，顯
示提倡尊重多元身體意象是多元社會的條件。
二、 大眾媒體單向提倡健康體位、飲食、運動及身體意象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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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衛生單位透過多元管道設定健康飲食知識及國人減重計畫議題，
形塑社會共識的氛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在媒體管道方面，編印「健康生
活動起來手冊」，設置「肥胖防治網」網站，並建立臉書帳號及設置「瘦落去、
要動動」健康體重管理諮詢專線等多元管道，增進民眾飲食、運動及健康體重
管理之素養[15.](level of evidence 4)。上述的宣導多偏向單向的宣導，提倡社區自主判
斷能力的計畫少見。另一方面，政府對於媒體頻繁出現的女性苗條的身體形像，
影響女性對自己身體形象的問題[16.](level of evidence 1+)，也需要積極反制宣導與管
制。
三、 部分飲料食品及藥品廣告誇大不實。
部分飲料、食品及藥品廣告誇大不實，且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銷售產品，民
眾接收不正確的資訊後，產生自我身形不滿意(dissatisfaction) 。特別是食品廣
告會影響兒童和成人的食物選擇[17.](level of evidence 2-)。媒體播放的飲料和食品廣告
常以兒童為訴求對象[18.] (level of evidence 3)。2004 年 WHO 規範兒童電視節目不得播
放速食廣告[19, 20.] (level of evidence 3)。因此，立法院於 2013 年 1 月審查「食品衛生管
理法修正草案」明定限制兒童頻道、兒童用餐時段播放「垃圾食品」廣告，且
禁止速食業者以玩具贈品為促銷手法[21.] (level of evidence 3)。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於 2014 年 11 月 20 日公告「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
法」，明定不適合未滿 12 歲兒童長期食用之零食、糖果、飲料、冰品及直接供
應飲食之場所之食品及其廣告、促銷限制等，依法規定於 17 至 21 時，不得於
兒童頻道刊播廣告及不得對兒童以贈送、加購玩具或以玩具為獎勵等方式為促
銷，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施行。此外，青少年常用的網站出現不正確的瘦身、美
容及減重的產品廣告[22.] (level of evidence 3)，業者以新聞廣告化或置入性行銷手法，
引起消費者注意或購買瘦身產品，帶來隱憂[23-26.](level of evidence 3)。
四、 缺乏建立健康體位長期的整合傳播行銷介入策略、成效之監測及評價系
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自 100 年開始推動並宣導「健康 100 臺灣動起來」，
在各縣市成立「肥胖防治推動委員會」，採任務編組分工，定期召開會議，推
動策略與追蹤執行績效[27.] (level of evidence 3)。對於活動及媒體的效果評估，偏重過
程評價的指標，包括：參與人次及媒體的曝光率。例如，「全民減重比賽」，
偏向短期單一事件 (event) 行銷效果，對於長期的整合傳播行銷宣導策略及長
期監測及評價效果、宣導內容要有文化差異觀點、溝通策略偏重單向傳播。要
針對社區民眾及社群之生活方式、文化信念，建構大眾媒體和人際傳播之結合
宣導策略，才能有效活化增能(empowerment) 民眾之參與動機。關鍵在於，要
建立從計畫、宣導至成效評價「三合一」的監測機制和整合系統。
五、 待建構民眾飲食及運動之健康素養（知能）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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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營養教育被視為肥胖防治的重要方法之一。2000 年的臺灣中部 4 所高
中職學生的營養知識調查指出，高中職學生營養知識主要來源為媒體[28.] ( level of
evidence 3)
，但是教導民眾從媒體識讀方法、教材和增強其飲食運動及藥品的健康
素養的教材，仍付之闕如。小學教科書有關食品營養及安全教育的比例不足；
小學營養師生大多數的時間又必需花在「行政管理」，投入營養教育的時間有
限[29.] (level of evidence 3)。2008 年教育部公布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營養教育未
被獨立設科教學[30.](level of evidence 4)。以中小學生為主的減重網路教材，可增加互
動性，但仍需進行大型實驗進行成效評估[31.] (level of evidence 3)。教育部於 2010 年在
第 8 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心議題－「全民運動與健康促進議題」強調，增進個人
生活技能的健康素養能力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32.] (level of evidence 4)。仍缺乏教導
結合媒體識讀、教材和增強其飲食運動及藥品的健康素養（知能）的教材。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本節文獻回顧共分 5 部分：媒體生態與健康體位、飲料、食品及藥品管理、
公益宣導與反制行銷，宣導計畫、策略與評價 3 合 1 及提升媒體素養及健康素
養（見表 7-4-1）。
一、 市場導向的媒體生態與健康體位。
臺灣媒體自由化之後，市場導向的媒體生態成為一種不可抑扼的趨勢。媒
體透過廣告等方式推銷不健康的食品，引發肥胖問題；另一方面卻強調肥胖的
缺點，透過瘦身廣告對肥胖污名化[33.] (level of evidence 3)。侯氏及盧氏研究發現，媒
體的資訊會影響閱聽人對身體意象的看法[34.](level of evidence 3)。傳播的「涵化理論
(cultivation theory)」強調，媒體不斷強化某一議題，將使閱聽人以為真正的世
界就如同媒體所再現的內容一樣，並以此作為個人對完美身材的仿傚標準[35, 36.]
(level of evidence 3)
。
二、 飲料、食品及藥品管理。
電視廣告不只影響兒童對食品的選擇[37.] (level of evidence 1+)及吃零食的習慣[38.]
(level of evidence 2-)
，也影響成人的飲食選擇[17.] (level of evidence 2-)。兒童福利聯盟調查發
現，臺灣兒童平均 1 年收看超過 8000 個垃圾食品廣告[18.] (level of evidence 3)。國內學
者關注電視食品廣告與學齡兒童膳食行為及購買行為[39, 40.] (level of evidence 3)。臺灣
學童放假期間，近 2 成學童每天看電視超過 5 小時[41.] (level of evidence 3)。週末高油
高糖高鹽食物食品電視廣告的時間比週間多 1.73 倍[39.] (level of evidence 3)。
1998 年起臺灣開始規範瘦身廣告[23, 24.] (level of evidence 3)，違規事件依然頻傳。
根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監控所有媒體廣告統計，2008 年度電視違規廣
告效能的類型以減肥瘦身的件數最多[42.] (level of evidence4)。業者常以新聞廣告化或
置入性行銷手法，引起消費者注意或購買瘦身產品[24, 25.] (level of evidence 3)。劉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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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瘦身美容不實廣告應納入公平交易法範疇，衛生單位則負責產品安全性及
標示管理[43.] (level of evidence4)。
1. 立法規範
全球食品產業多以兒童為行銷對象，引起各國公共衛生人士的關切。歐洲
在 20 世紀末即立法管制媒體的廣告[44.] (level of evidence 3)。近來各國紛紛立法規範
(statutory guidelines)[45.] (level of evidence 3)。1991 年瑞典禁止電視播放針對 12 歲以下
的兒童食品廣告，並禁止兒童節目的前後時段播放食品廣告[37.] (level of evidence 3)。
挪威、法國及加拿大魁北克等國也限制兒童節目播放速食廣告；法國並規定速
食廣告必須同時刊播警語[45.] (level of evidence 3)；紐西蘭學者則提議，電視食品廣告
播放同時段應播放提倡蔬菜及水果的宣導[46.] (level of evidence 3)；英國的法規限制高
糖、高脂、高鹽分等食品的廣告時段及美國舊金山的「健康食物條例」，禁止
餐廳送贈品促銷垃圾食物[18.] (level of evidence 3)。學者強調有必要限制孩童觀看食品
廣告的時間與機會[47.] (level of evidence 4)；國內民間團體則建議，NCC 應研議垃圾食
品廣告製播標準、限制垃圾食品在兒少頻道及兒少節目中播放廣告及促銷、禁
止業者以送贈品的方式行銷垃圾食品[18.] (level of evidence 3)。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於 2014 年 11 月 20 日公告「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
法」，明定不適合未滿 12 歲兒童長期食用之零食、糖果、飲料、冰品及直接供
應飲食之場所之食品及其廣告、促銷限制等，依法規定於 17 至 21 時，不得於
兒童頻道刊播廣告及不得對兒童以贈送、加購玩具或以玩具為獎勵等方式為促
銷，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施行。
此外，文獻研究發現，攝取過多含糖飲料易造成體重過重[48, 49.](level of evidence
1++)
。美國學者建議參考控訴菸商策略對食品產業造成肥胖進行訴訟求償[50.] (level
of evidence 4)
及菸品健康稅捐的政策，從經濟層面管制，立法提高課徵含糖飲料健
康稅捐[51, 52.](level of evidence 3)，以減少兒童及青少年攝取過多的含糖飲料。
2. 產業自律規範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
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及同條第 2 項規定「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
宣傳或廣告。」。並於第 45 條明定其罰則，違反第 28 條第 1 項者，處新臺幣
4 萬元以上 400 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同條第 2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且可連續處罰，但廣告帶來龐大利潤，業者仍甘願受罰[53.](level
of evidence 3)
。在法令無法全面遏止之下，業者自律成為另一種可能做法。2004 2006 年之間，跨國飲料及食品大廠陸續推行電視廣告自律[45.] (level of evidence 3)，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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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針對可樂等主要食品與飲料業者簽署廣告自律協定[18.] ( level of evidence 3)。
因此，要求業者自律規範兒童食品廣告內容，值得政府參考。
三、 公益宣導與反制行銷。
各國政府推動健康體位的媒體宣導偏重兩個主題：飲食控制和多運動 [15,
27.]( level of evidence 4) ( level of evidence 3)
。近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及教育部就針對
各年齡層在學校、社區及職場及醫療院所推行健康體位控制運動，並利用大眾
媒體營造全民減重比賽活動。雖然大眾媒體可有效告知訊息，但仍需進行長期
且閱聽眾區隔的傳播策略[54, 55.] (level of evidence2++)。各國採用的行銷主題包括：飲
食和運動單項進行或合併推廣。
1. 飲食
社會行銷模式可改變民眾的飲位習慣[56, 57.](level of evidence 2++)。加拿大進行社
區健康促進介入發現，從社區居民需求出發的介入活動，可以改變居民對於兒
童攝取含鐵食品的概念，且提高居民自行烹調幼兒食品的意願[58.]（level of evidence2-）；
同樣地，美國也透過社會行銷推行「LEAN」介入宣導活動，宣導民眾選用低
脂飲食[59.](level of evidence2++)。
2. 運動
社會行銷模式也被運用在運動推廣，達成健康行為及減重的成效[55.] (level of
evidence2++)
。美國自 2002 年針對兒童及青少年推行「VERB」介入宣導活動，善
用社會行銷策略，在各州校園及網路設定議題和打球運動風氣，成效顯著[60-72.]
(level of evidence2++)

。

3. 飲食加運動
英國 BBC 電視台曾在 1999 年推廣「Fighting Fat, Fighting Fit」青少年健康
飲食及提倡運動，半數以上受訪者獲知此一宣導活動，3 成受訪者記得健康生
活方式的訊息[73.](level of evidence 2-)。
四、 宣導計畫、策略與評價 3 合 1。
2012 年，美國國家科學院依據社會行銷模式而提出「解決國民體重方案
(Accelerating Progress in Obesity Prevention: Solving the Weight of the Nation)」[74.]
(level of evidence 3)

。學者 McCormack Brown、Alfonso 及 Bryant 強調，社會行銷對肥
胖防治是可行的策略，可以訂定不同期間的防治策略（包括問題描述、市場研
究、市場策略、監測與評估、執行等），並發展出一套肥胖防治社會行銷指南
[75.] (level of evidence 3)
。特別是針對弱勢族群的宣導策略，應融入其文化及規劃參與
式的溝通模式，對社區居民「賦權」（或稱「培力」、「增能」），選擇適合
他們的健康體位之宣導及教育方式，才能吸引偏郷及特殊被邊緣化的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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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健康體位活動與實踐[76.] (level of evidence 2-)。近 10 年，國內開始思考如何將公
共衛生、健康促進與大眾傳播整合，讓不同領域的理論及實務經驗得以相互為
用。傳播學者蔡鶯鶯及陳紫郎建議，國內應該以「社會行銷」方式，建構一套
健康促進的宣導計劃執行及評估模式[77.] ( level of evidence 4)。其步驟包括：區隔不同
的族群之需求評估、訊息設計、社區動員、媒體宣導策略，及執行前後進行系
統性的規劃、監測及評價。簡而言之，短期目標，宜針對不同族群之需求評估，
依其健康促進資訊需求及傳播習慣，採行不同的宣導策略。長期目標則建立從
計畫、宣導至成效評價「3 合 1」的監測機制和整合系統。
五、 提升媒體素養及健康素養。
Lin 等人調查發現國人的營養知識有城鄉差異，雖然都會區的民眾較好的
營養知識，但都會區的民眾容易有情緒性的飲食行為[78.] (level of evidence 2-)；且各族
群攝取之總熱量及營養成分也不同[79.](level of evidence 2-)。顯示民眾營養知識呈現區
域和族群不均等。WHO 指出，健康素養（又稱健康知能）係指個人具備認知
與社會工具的能力，進而近用、理解與使用資訊，以達到行動能力[80.] (level of evidence
3)
。健康素養不足，通常是指個人缺乏描述自身健康狀況的能力[81.] (level of evidence 3)。
例如糖尿病人的功能性健康素養不足，可能影響其健康知識[82.] (level of evidence 2-)。
唯在當前的資訊不對等的媒體環境，消費者面對各式各樣的教材及資訊，究竟
何者為真？很難判斷。因此，各國除了透過不同管道傳播出健康知識之外，也
加強教導閱聽人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或稱媒體識讀，如，參加媒體素養
與減重課程的 8 年級學生對於減重的身體形象的關心低於控制組，亦即透過媒
體素養可以降低青少年飲食失控的風險因素[83.] ( level of evidence 2+)，降低高中女生對
於身體的負面形象 [84.] (level of evidence 2-) ，媒體素養課程可提高父母的營養知識
[85.](level of evidence 2+)
。易言之，結合媒體素課程，可培養消費者有識讀及判斷和飲
食與健康體位相關資訊真假和分析的能力。
表 7-4-1、媒體環境文獻回顧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民眾營養、美容、瘦身的知識來源主要為媒體。

3

[22.] [28.]

電視食品廣告影響兒童對食物及食品的選擇。

1+

[37.]

2-

[38.]

電視食品廣告影響成人對食物及食品的選擇。

2-

[17.]

臺灣電視卡通節目平均每 6.6 分鐘出現 1 次食品廣
告，以含糖飲料最多，其次是速食和零食。
臺灣兒童平均 1 年收看超過 8000 個垃圾食品廣告。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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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媒體環境文獻回顧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週末高油高糖高鹽食物食品廣告的時間比週間多
1.73 倍。

3

[39.]

臺灣學童平均每週看電視 17 小時；放假期間，近
兩成學童每天看電視超過 5 小時，假日平均收視時
數約 3 小時。

3

[41.]

違規廣告電視違規廣告效能的類型以減肥瘦身的
件數最多。

3

[42.]

4

[18.]

3

[19, 20.]

3

[44.]

3

[21.]

2004 年 WHO 也規範兒童電視節目不得播放速食廣
告。

3

[19, 20.]

檢視電視兒童節目廣告頻率。

3

[46.]

置入式行銷相關法規。

3

[1.]

3

[44.]

3

[45.]

紐西蘭學者提議，電視食品廣告播放同時段應播放提
倡蔬菜及水果的宣導。

3

[46.]

各國規範或要求食品業者訂兒童廣告的自律指引。

3

[45.]

1++

[48, 49.]

4

[50.]

民間團體呼籲立法律限制在電視兒童節目播放食品
廣告。
2004 年 WHO 規範兒童電視節目不得播放速食廣告。
歐洲在 20 世紀末即立法管制媒體的廣告。
立法院於 2013 年 1 月審查「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草
案」。

立法規範速食廣告刊播警語。
法國規定速食廣告必須同時刊播警語。

攝取過多含糖飲料易造成體重過重。
美國學者建議參考控訴菸商策略對食品產業造成肥
胖進行訴訟求償，以及菸品健康稅捐的政策。
從經濟層面管制，立法提高課徵含糖飲料健康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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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媒體環境文獻回顧之實證結果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以減少兒童及青少年攝取過多的含糖飲料。

3

[51, 52.]

瘦身廣告對女性身體形象的影響。

3

[23-26.]

3

[33.]

3

[7-12.]

3

[29, 30.]

瘦身廣告對肥胖污名化。
流行病學研究對肥胖的汙名化。
食品營養教育現況：
小學教科書食品營養安全教育比例不足。
營養教育未被獨立設科教學。
中小學生使用減重網路教材，可增加互動性。
都會區的民眾較好的營養知識，但都會區的民眾容易
有情緒性的飲食行為。
各族群攝取之總熱量及營養成分不同。
媒體出現女性苗條形象，影響女性對自己身體形象。
閱聽人從媒體接收的資訊，影響其對身體意象的看
法。
接觸媒體內容愈多的人對身材的認知也會與媒體內

[31.]
2-

[78.]

2-

[79.]

1+

[16.]

3

[6, 23.]

容所呈現的相符，並以此作為個人對完美身材的仿傚
標準。
攝取過多含糖飲料易造成體重過重。

[34-36.]

1++

[48, 49.]

改稱較中性的「健康體位」提倡尊重多元身體意象。

3

[13, 14.]

體位管理及宣導，增進民眾飲食、運動及健康體重管
理之素養。

3

[15.]

社會生態學模式。

3

[3-5.]

2-

[58.]

社區居民需求出發的介入活動，可以改變居民對於兒
童攝取含鐵食品的概念，且提高居民自行烹調幼兒食
品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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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媒體環境文獻回顧之實證結果
社會行銷推行「LEAN」介入宣導活動，宣導民眾選
用低脂飲食。
社會行銷模式運用在運動推廣，達成健康行為及減重
成效。
美國針對兒童及青少年推行「VERB」介入社會行銷
策略，在各州校園及網路設定議題和打球運動風氣，
成效顯著。
媒體素養可以減緩青少年飲食失控的風險因素。
媒體素養降低高中女生對身體的負面形象。
媒體素養課程可提高父母的營養知識。
健康素養不足，通常是指個人缺乏描述自身健康狀況
的能力。
糖尿病人的功能性健康素養不足，影響其健康知識。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2++

[59.]

2++

[55.]

2++

[60-72.]

2+

[83.]

2-

[84.]

2+

[85.]

2-

[80, 81.]

2-

[82.]

肆、目標與策略
根據上述之問題與社會行銷相關文獻回顧[54, 56, 57, 59, 60, 64.](level of evidence 2+)，本
章節提出媒體與健康體位之政策規劃 5 項目標，根據每 1 項目標擬出短、中、
長期的策略行動及監測指標，敍述如下。
目標一、宣導減少肥胖歧視，尊重多元身體意象。
1. 短期策略：宣導尊重多元身體意象，大眾媒體論述以健康體位取代肥
胖等污名化語詞。(D)
2. 中期策略：
(1) 蒐集了解大眾傳播媒體使用汙名化字眼之現況。(D)
(2) 立法禁止廣告使用肥胖用語。(D)
(3) 鼓勵媒體制定與執行新聞報導用語自律守則。(D)
3. 長期策略：執行法規，保障及尊重多元身體意象及建立身體形象反歧
視之監測機制。(D)
目標二、提倡多元的健康體位、飲食、運動及身體意象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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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期策略：凝聚政府、立法委員、媒體、民間團體、專業工作者、飲
料、食品及藥品業者、家長和社區意見領袖之共識，發展健康體位整
合傳播行銷策略。(C)
2. 中期策略：
(1) 動員公部門與民間團體提倡依文化、社區不同類型的健康體位訊
息、語言之宣導策略。(B)
(2) 制定及應用整合行銷傳播效果之指標。(B)
3. 長期策略：建立健康體位整合傳播行銷策略資料庫。(B)
目標三、立法管制誇大不實之飲料、食品及藥品廣告。
1. 短期策略：
(1) 蒐集飲料、食品及藥品廣告置入式行銷現況。(D)
(2) 蒐集各國推行食品包裝盒的正面標示警語和廣告警語執行成效。
(D)
(3) 蒐集民眾對於推行食品包裝盒的正面標示警語和廣告警語之態度。
(D)
(4) 蒐集各國立法課徵含糖飲料健康稅捐及執行成效。(D)
(5) 蒐集民眾對於課徵含糖飲料健康稅捐之態度。(D)
2. 中期策略：
(1) 立法推行食品包裝盒的正面標示警語和廣告警語。(D)
(2) 調查飲料、食品及藥品廣告刊播及違規狀況。(D)
3. 長期策略：
(1) 定期監測及管理食品標示警語和廣告警語之成效。(B)
(2) 影響民眾對於飲料、食品及藥品廣告警語立法前後的認知、態度
及行為之變化。(B)
(3) 建立長期監測違規食品、藥品、瘦身廣告監測系統及資料庫。(B)
目標四、建立健康體位多年期宣導計畫、介入及評價 3 合 1 的系統。
1. 短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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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閱聽人媒體使用習慣及健康體位資訊來源監測資料庫。(D)
(2) 蒐集目標閱聽眾對健康體位之訊息需求評估。(D)
(3) 蒐集專業工作者之需求評估。(D)
(4) 成立飲料、食品和藥品廣告檢舉熱線，鼓勵民眾主動參與。(B)
(5) 開發健康體位之社會行銷指引和軟體。(D)
2. 中期策略：
(1) 鼓勵公部門及民間團體試用健康體位之社會行銷指引和軟體。(D)
(2) 開設社區行銷傳播種子師資訓練課程。(D)
(3) 建立社會行銷宣導之多年期介入研究。(B)
3. 長期策略：
(1) 鼓勵使用健康體位之社會行銷指引和軟體。(D)
(2) 發展參與式宣導模式。(C)
目標五、建構民眾正確飲食及運動之健康素養（健康知能）。
1. 短期策略：
(1) 針對不同的社經地位、文化、語言和年齡區隔閱聽眾，設計宣導
策略和教材。(C)
(2) 培訓媒體識讀種子教師。(C)
2. 中期策略：在社區及中小學生推廣媒體識讀教育，培養民眾正確的飲
食與運動之健康素養。(C)
3. 長期策略：
(1) 針對不同的社經地位、文化、語言和年齡區隔閱聽眾，設計宣導
策略。(B)
(2) 定期監測推廣民眾的媒體識讀教育和正確的飲食與運動之健康素
養。(B)

伍、監測指標
一、宣導減少肥胖歧視，尊重多元身體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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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蒐集大眾媒體使用身體形象歧視及反歧視用詞之次數與內容。
2. 身體形象歧視對體位控制者身體形像之影響。
3. 民眾對於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媒體使用身體形象歧視及反歧視之認
知、態度和行為之現況。
4. 民眾在立法前後對於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媒體使用身體形象歧視及
反歧視之認知、態度和行為之變化。
5. 媒體廣告在立法前後刊播身體形象歧視及反歧視之變化。
二、提倡多元的健康體位、飲食、運動及身體意象之訊息。
1. 舉辦健康體位之利害相關者之共識會議之場次和意見內容。
2. 蒐集高血脂、心臟病病人團體及家長對健康宣導訊息和策略之需求調
查。
3. 評價各種健康體位宣導計畫應用整合行銷傳播策略之數目及成效。
4. 健康體位整合行銷資料庫之使用率。
三、立法管制誇大不實之飲料、食品及藥品廣告。
1. 媒體刊播飲料、食品和減肥藥品誇大不實之廣告內容之次數、框架和
違規次數。
2. 媒體刊播飲料、食品和減肥藥品使用置入性行銷之次數和方式。
四、建立健康體位多年期宣導計畫、介入及評價 3 合 1 的系統。
1. 個人聽過健康飲食公益宣導的比例、正確說出健康飲食的訊息。
2. 申訴熱線檢舉內容分析及使用滿意度。
3. 評價社會行銷指引及軟體的方便性、可用性及可讀性。
4. 使用者試用社會行銷指引及軟體的回饋意見及改善建議（包含質性與
量化的資料）。
5. 社區的個人及團體參與健康體位宣導前後認知、態度及行為的改變。
6. 建立整合行銷傳播過程評價指標，包括以下幾點：
(1) 媒體刊播健康體位公益宣導之內容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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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體新聞免費刊播飲料、食品和減肥藥品和健康體位相關新聞的
露出率。
(3) 新聞頻道出現的記者會發布的新聞稿或專訪的次數。
(4) 電子媒體上的新聞出現的秒數及估算其廣告費的效益。
(5) 印刷媒體刊登版面大小、新聞則數、及發行量之閱讀人次。
(6) 公關活動的發送數量和收聽／收視率。
目標五、建構民眾正確飲食及運動之健康素養（健康知能）。
1. 兒童觀看飲料、食品和藥品廣告的次數和品牌的數量。
2. 青少年看瘦身廣告之知識與次數。
3. 兒童接收健康體位和媒體識讀教育的次數和內容。
4. 社區意見領袖或民眾參與會健康體位和媒體識讀教育的次數和內
容。
5. 消費者查證健康飲食訊息之行為。

陸、未來研究發展
臺灣對於飲料、食品及減肥廣告對各分眾年齡層的研究不多，大多偏重在
民眾的飲食習慣，少有實證性的研究結論。未來研究發展方向建議如下：
一、 飲料、食品及藥品新聞報導之內容分析。
二、 媒體廣告、戲劇對身體意象描繪之研究調查。
三、 媒體素養課程與飲料、食品及藥品對分眾閱聽人之介入效果研究。
四、 新媒體飲料食品廣告策略對青少年健康素養之影響。
五、 建立閱聽人媒體使用習慣及健康體位資訊來源監測資料庫及行為分析研
究。
六、 建立飲料食品及運動社會行銷宣導之多年期介入研究。
七、 建立長期監測違規食品、藥品、瘦身廣告監測系統及資料庫。
八、 分析食品、藥品、醫療器材採用置入性行銷之內容及其對消費者之影響
研究。
九、 比較各國食品和廣告警語標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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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民眾及利益團體對於食品和廣告警語標示政策之支持與反對因素研究。
十一、 民眾及利益團體對於立法課徵含糖飲料健康稅捐之支持與反對因素研
究。

柒、政策問題及需配合單位
一、 介入工具：建立健康體位多年期宣導計畫、介入及評價 3 合 1 的系統，
開發健康體位之社會行銷指引和軟體。
二、 長期宣導：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整合，各部門的體位管理計畫不應各行其
是，應召開跨部門協調會議，統合各部門的專長，發揮 1 加 1 大於 2 的
力量，並進行長期的健康體位管理宣導。
三、 立法管制：鑑於 12 歲下以下兒童之身心成長尚無法區辨廣告訊息內容之
真偽，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對於特殊營養食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兒童及特殊需求者長期食用
之食品，得限制其促銷或廣告；其食品之項目、促銷或廣告之限制與停
止刊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2014 年 11 月 20 日公告「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之食品
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明定不適合未滿 12 歲兒童長期食用之零食、糖
果、飲料、冰品及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之食品及其廣告、促銷限制等，
依法規定於 17 至 21 時，不得於兒童頻道刊播廣告及不得對兒童以贈送、
加購玩具或以玩具為獎勵等方式為促銷，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施行。且建
議政府未來在食品廣告應標示高油、高糖及高鹽警語；以及對含糖飲料
課徵健康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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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策與立法
由於飲食生活型態的改變及社會經濟的發展，肥胖已成為全球性流行的疾
病之ㄧ，導致與肥胖相關疾病的罹患率及健康醫療成本也逐漸增加。肥胖的成
因及其機轉極為複雜、多元性且彼此間交互作用，使得肥胖防治的工作更為棘
手。如能早期預防體重增加及規劃完善肥胖預防政策是管理肥胖問題最好方法
之ㄧ。因此，針對各國的防治措施進行成效評估，以訂定適合我國的肥胖管理
及防治方針，而相關環境和政策亦需有相當的配合或修訂，針對肥胖防治可依
族群特色分兒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及女性等方面，亦可依場域特色分
家庭、學校、職場、社區等地域進行。
兒童肥胖造成兒童時期的健康問題如高血壓、胰島素抗性及血脂異常等，
及日後發展的心臟病及糖尿病等均為目前重要醫療保健議題。此外，也容易導
致膽結石、脂肪變性肝炎、肺功能異常、氣喘、睡覺時呼吸停止；也有因為外
形遭受譏笑和失去信心等心理問題也是重要醫療問題。成人肥胖與肥胖相關疾
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癌症的死亡率及罹病率有正相關，而兒童肥胖是
成人肥胖的危險因子之一。肥胖兒童比非肥胖者更容易發展成成人肥胖，特別
是青春期肥胖者，70 至 80％的青春期肥胖會持續而成為成人肥胖都是在兒童肥
胖時應注意事項。
在兒童青少年肥胖防治策略方法，2008 年 IOTF 提出七項原則（雪梨原則
Sydney principle）[1.](level of evidence 4)，其目的為針對兒童的行動指導以改變現行食
品和飲料對兒童銷售或促銷的作法。在討論期間收到來自於全世界許多專家學
者的回饋意見及諮詢內容，此原則認為，為減少向兒童不當的銷售及促行為應
採取下列諸作為：
一、 支持兒童的權利。
二、 為兒童提供實質性的保護。
三、 以法定為原則。
四、 給予商品促銷較廣泛的定義。
五、 確保幼教機構（或兒童場所）為非商業性。
六、 包括跨界產業。
七、 可被評估、監測及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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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原則是一個以兒童權利為基礎的介入，期望能經由實際的執行能減少
針對孩童的廣告或促銷，如此才可能對兒童肥胖的控制有所益助。由於雪梨原
則的提出，未來對兒童及青少年肥胖的問題，已從個人飲食、運動及生活型式
修正的模式，引申到家庭、社區及政府的內部和外在環境改善與配合，更進而
擴展到大環境的改變及全面性政策的制定，因為此為對抗兒童及青少年肥胖盛
行的最重要一道防線，其中主要內容包括營養及校園政策，如學校餐飲供應及
監測，無含糖飲料的校園環境（從小學到大學）
，體能活動課程的安排（包括師
資及環境）等，均為校園重要政策方向。
在成年人肥胖防治政策上，也因為其策略的完整性及與兒童肥胖防治的相
似性可分為家庭、社區、職場、國家政策及立法等方面加以著手整體環境的改
變，包括無含糖飲料或減少高熱量密度食物的環境[2.](level of evidence 2++)，更安全與
更多的社區活動環境，如社區公園或運動體能活動中心的設置，更平順且安全
的人行道或週遭生活環境等都是未來環境改變的方向[3.](level of evidence 2++)。
在社區或政府方面，政策的制定包括含高糖、高油或高熱量密度食物的稅
捐或鼓勵健康促進相關食品產業及其它產業。鼓勵企業或職場對體能環境設施
之設置（減稅捐）
、大眾運輸或自行車道的設置與普及（鼓勵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或自行車）及整個國家及社會對飲食營養及體能活動的重視或立法（如飲食標
示的更普及，像是不同的食物價格策略，如何使民眾獲得較為健康的食物，體
能活動的推廣等）等都是不同意見領袖所擬定，才能使得肥胖的防治有所遵循。
IOTF 的 Shiriki Kumanyika 教授曾對預防兒童及青少年肥胖預防小組主席
提出下列 10 點建議，然其亦可作為整體肥胖防治的策略[4.] (level of evidence 4)。
一、 國家政策：政府應於各階層設立協調單位以預防兒童及青少年肥胖。國
家元首應成立一專業工作團隊來編列預算、政策及計畫需求，並建立有
效、不同部門間合作及活動計畫的優先順序。必須有更近一步的國家的
支持、承諾與經費支援才可有效的遏止孩童肥胖的盛行。
二、 企業界：企業界應以預防兒童肥胖為優先考量，研發新產品、相關資訊
以鼓勵健康飲食行為及規律體能運動。
三、 營養標示：營養標示應清楚且實用以便父母與兒童可做出正確且營養均
衡飲食的選擇。
四、 廣告及市場行銷：業界應發展且嚴格地依循相關行銷及廣告指引以減少
兒童及青少年肥胖的危險性。
五、 多媒體與公共相關活動：國家衛生相關單位應發展長期國家多媒體與公
共相關活動，以預防兒童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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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區計畫：地方政府、公衛機關及社區組織應發展相關健康促進計畫，
以鼓勵健康飲食及規律運動，特別針對肥胖高危險群。
七、 改變環境：地方政府、公衛機關及社區組織應主動增加休閒活動場所，
增加體能運動，如重劃區、公園、操場、人行道、腳踏車專區及規劃學
區步行道路等。
八、 健康照護：小兒科醫師、家庭醫師、護理人員及相關臨床人員應致力於
預防孩童肥胖。健康促進專業組織、保險業者及相關委託機關應支持個
人及社區肥胖預防計畫。
九、 學校：學校應提供一致的相關健康飲食及規律運動環境。
十、 家庭：父母應鼓勵孩童養成健康飲食及規律運動的習慣。
近來也有許多研究或在討論以「菸害防制」的作法與模式來比擬或外展至
「肥胖防治」工作[5.](level of evidence 2++)。因為其危害成因、立法原則、防治方法、
執行層面皆有相似之處，藉由菸害防制成功的模式是否亦能導致肥胖防治的成
功，值得大家再進一步深思。因此，政府各部門有關肥胖防治政策及立法可依
其不同部會可分述如下：
部門
財政

政策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提供經濟誘因的推廣，分銷和購買蔬菜、水
果、全穀物和其它健康食物。

2++

[6-8.]

2+

[9-10.]

2++

[11.]

至少須徵收 20％以上的「食物稅捐」（特別
是飲料稅捐），才能對肥胖或心血管疾病的預
防產生顯著的效果。
可有效的減少對非健康食物的攝取及減少民
眾的肥胖率。
農業、
食品業

建立營養標示制度，便於消費者識別產品的飽
和脂肪、鹽和糖含量。（英國）
提供熱量和價格標示的菜單。（紐約）
減少加工食品的鹽分。（日本）

環境

充足運動資訊協助發展、推廣社區運動團體。
建置 e 化健康管理模式及體重管理網站。
促進中低社經人口群或偏遠地區容易取得新
鮮營養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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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政策

實證等級

參考資料

2++

[9, 12.]

2++

[1, 13.]

-

-

2++

[14.]

建立母乳哺育支持環境與嬰兒餵食友善活動。
建立環境營造委員會制定步行道／單車道等
相關策略與實施辦法。
基礎設施

建置社區體能活動設施。

交通運輸

學校運動設施於非上學時間開放予校外人
士，並規劃良好的步行道與單車道之建設。

教育

禁止自動販賣機設置於學校。（法國）
學校午餐必須符合當前飲食指南標準，避免低
營養密度食物。
加強健康教育課程身體活動及肥胖相關知識
內容。（美國）

衛生福利

第一線工作人員的營養相關知識的訓練。
建立社會工作師與營養師、教師的合作網絡。
內政部於低收入生活狀況調查加入相關的問
項。
國中小學童身高與體重資料蒐集時也納入社
會救助領取身分的資訊。
調查各縣市的相關設施的分布狀況。
優先針對偏遠地區提供相關的資源。

通訊及
傳播

減少電視廣播廣告低營養密度的食物。
（英國）
營養教育信息以一定比例公播於電視，如不希
望政府訊息播出則需支付政府 1.5％的廣告費
用。（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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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肥胖之評估與監測未來
壹、前言
肥胖控制的最終目標在降低肥胖相關疾病及死亡率，而提倡健康飲食及動
態生活是不二法則，必須經由不同策略、方案達到上述目的；策略推行成功與
否，其成效包括過程之實踐與結果之展現，需要定期監測與評估。「監測」提
供描述性概念，將可信的資訊提供給管理者作為政策修訂的參考；而「評估」
則提供深度分析來了解是否達成目標[1.]（表 9-1）。
表 9-1、評估與監測的比較
面向
目的
資料要求
方法

評估

監測

診斷特定行動實施後之肥胖防治
結果，並評估不同人口群的影響。
資料的蒐集至少要有 2 個時間點
（方案進行前及後）。
在政策介入前後比較指標差異。

追蹤肥胖防治結果的整體改
變。
在規律間隔時間蒐集國家、地
方及家庭層次的資料。
在不同時間比較指標差異。

貳、關鍵問題
我國現有的監測系統中「國民健康訪問調查」及「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
調查」，包含個人運動、靜坐時間、身高、體重或飲食等資料，可用於長期監
測政策之結果指標；此外國民健康署每年執行的「健康危害行為監測調查」係
參考美國之 BRFSS（Behavioral Risk Factor Surveillance System）監測系統調查，
每年調查人群行為及 BMI 改變，可以做為監測工具，更可以由各地方政府加上
地方上相關題目監測各縣市的現況；但是過程指標、產出指標、短期結果指標
或者各場域指標的監測必須由其他管道取得，如醫院舉辦減重課程的次數、參
與人數，可經由國民健康署向醫院取得；學校提供的營養午餐、相關健康教育
課程需由各學校回報給教育局。現階段國內的狀況是許多行政部門會提供過程
指標，如辦了幾場活動等，但缺乏實際影響力之評估，也就是說參與的人是否
得到正確訊息？是否有行為改變？並未受到重視，因此如何整合跨部會的資源、
重新擬訂新增或修正現有之監測指標，是須要克服的難題。
然而在整合相關的監測系統之前，我們面對的是不同的政府部門體系，不
只是中央各單位的差異，還有地方的差異，例如不同場域的肥胖防治策略由不
同的政府機構負責，有教育、衛生單位等，而各地方政府亦有不同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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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料數據指標不一、格式不一、散落各處，必須有一個獨立單位規劃所需
重要指標、彙整各指標資料，定期蒐集分析並向權責機關報告。

参、策略相關文獻回顧
綜合文獻，監測系統需考慮下面 4 個面向：
一、 首要步驟在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
WHO 建議進行評估與監測前應先完成 5 大步驟（表 9-2），其中第 1 步驟
即包含成立國家及地方層次的跨部門團隊[1.]，而美國 CDC 在 1999 年提出公共
衛生方案的評估架構，也是將政策方案推行的利害關係人列為首要完成的步驟
[2.]

。WHO 在第 57 屆 WHA，提出之「飲食、身體活動與健康：全球策略」即
表示：衛生部（相當於臺灣的衛生福利部）對協調和促進其他部會及政府機構
負有非常重要的責任，包含負責食品、農業、青少年、娛樂、體育、教育、商
業和工業、財政、交通運輸、媒體和傳播、社會事務以及環境和城市計畫的部
會和政府部門，在確定重要協調者後，政府應設立一個中央與地方政府代表之
跨部門協調機制，並建立跨專業領域的諮詢委員會，以及一位不受到任何利益
衝突影響的委員會主席[3.]。歐洲兒童肥胖預防 EPODE 方案監測與評估指標包
含了中央層次、地方層次、場域及兒童層次[2, 4.]，因此中央與地方跨層次的合
作，是跨部門專責小組成立時應該加以考量的地方。
表 9-2、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評估與監測前之行動步驟
步驟

行動


確保評估與監測被納入國家級計畫或策略中，且預算已被包含在內。



建立國家及地方政府層次跨部門團隊。



找到已經存在的評估及監測的行動以及權責單位。



確認存在而有相關的數據有哪些？並直接使用或修正後利用。

3



界定適當的指標去監測過程、輸出和結果。

4



持續且重複進行評估及監測，讓實施方法適時修正及調整。



在評估進行前蒐集基礎數據，並於之後蒐集追蹤的數據。



定期重覆進行評估工作以建立監測系統。

1

2

5

二、 預算應至少在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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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指出評估(evaluation activities)的預算應占所有計畫將近 10%[1.]，
另外兒童肥胖預防歐洲聯盟（The EPODE European Network，簡稱 EEN）也
認為評估的預算應占所有方案的 10 至 15%[4.]，也就是說為了確實執行白皮書
內的各項監測指標的評估工作，中央與地方政府應挪出 10%的預算空間。
三、 彙整所有肥胖防治指標，擬訂核心指標及延伸指標，並透過數據長期監
測肥胖危險因素及防治成效。
監測與評估的指標包含過程、產出及結果指標[2, 5.]，WHO 認為前述 3 種
指 標 又可依重要性區分為核心 指標 (core indicators) 及延伸指標 (expanded
indicators)[4.]，EEN 也建議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推行肥胖防治方案時應注意發展
1 個實施評估計畫的方法架構「不需測量所有的東西」[4.]，並盡可能控制數
據來源可能的錯誤問題[2, 5, 6.]。
持續性監測危險因子非常重要，WHO 認為這些相關數據的掌握可以作
為政策或防治策略實施後風險因子改變分析的基礎，除了現有的監測系統外，
也要注意是否納入跨國可比較性的數據，並且在必要時採用其他數據（如教
育、交通、農業等），特別重要的是要有標準化的數據蒐集程序[1.]。監測的
系統也應包含財務及人力資源數據、專家建議、公私部門的研究財源、研究
面與政策面的關聯性、人員訓練與學習的機會及其他基本數據（營養狀態、
飲食攝取、過重與肥胖、身體活動）[1.]。
四、 適時將防治成效傳達給人民或回饋給政府。
定時將評估結果傳遞給政府或預算編列單位，可以確保肥胖防治方案的
持續推行與改善，而肥胖防治推廣及防治成效更應該提供給民眾了解，才能
達到提升民眾對於肥胖防治知識、態度、行為等最終的結果目標。WHO 在其
全球策略報告即強調政府提供給消費者的訊息應對於文化水平、障礙面溝通、
和地方文化具有敏感性，並且為人民所理解，才能讓民眾容易做出健康的選
擇[1.]。因此製做一份適合民眾的評估報告，要去思考誰是要優先知道評估結
果的人？民眾已經知道的主題是什麼？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訊息是什麼？他
們最想要的得到的資訊為何？他們偏好的訊息提供模式是什麼？評估結果最
恰當的更新時間及報告時間[3.]？宣傳的方式可以多元化包含電子郵件、網頁、
集會場所、媒體（電視、收音機、報紙）、機構內的電子公報等方式[6.]。

肆、目標與策略
肥胖防治白皮書從身體活動、飲食出發，分不同場域如家庭、學校、職
場、健康照護機構等，針對特定族群如兒童及青少年、女性、男性、老人、
原住民、中低社經、身心障礙等提出防治目標，在防治目標下有不同的策略，
建議不同監測指標。監測系統的最終目標在建立一系統或平臺，定期監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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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書內各個指標的現況，以確保各個策略確實的被執行，而且是在正確的方
向上。
一、 監測系統分兩大方向：
1. 成立跨部會監測小組。
2. 整合現有資料庫並規劃蒐集不足部分。
二、 肥胖防治監測首要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其啟始工作包括：
1. 將指標分類，確定有合宜數量及品質的過程、產出及結果指標。
2. 指出數據可能來源及可能資料空缺處。
3. 舉行專家會議，訂定各個指標的優先順序。
4. 規劃基線資料蒐集，規範蒐集資料之間隔。
5. 由一系統平台定時呈現給政府機構或社會大眾。
三、 跨部會評估與監測小組之監督：
1. 短期目標（2-3 年）：建立專長核心隊伍。
2. 短期策略：(A)
(1) 確定監測經費來源。
(2) 確立專責協調部門或單位，並確立跨部門合作單位，包含中央、
地方及民間機構組織。
(3) 擬定評估與監測步驟，定期召開肥胖防治評估與監測小組會議。
(4) 成立肥胖防治專家諮詢委員會，並定期舉行肥胖防治諮詢會議。
3. 中期目標（3-5 年）：法規與預算之監督。(A)
4. 中期策略：
(1) 評估與監測小組監督政府相關部門之預算編列、法規制定。
(2) 新增或刪減評估與監測小組內合作部門，提升會議效率及實際執
行成效。
(3) 新增或刪減肥胖防治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提升肥胖防治面之深
度及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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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長期目標（5-10 年）：(A)
(1) 肥胖防治總檢討會議，邀請核心主管及贊助廠商或團體與會。
(2) 肥胖防治面實際執行問題與民眾需求之落差比較。
(3) 研議下個 10 年之評估與監督指標。
四、 整合臺灣現有肥胖防治相關資料庫。
1. 短期目標（2-3 年）：檢視現有肥胖防治相關資料庫並擬訂整合期程。
(1) 清查現有資料庫，比較不同資料庫性質並比對調查內容雷同性。
(A)
(2) 依據肥胖防治政策白皮書各章節提供之監測指標（如附錄二）
，整
合清單、分門別類，確認各指標之可能來源，目前確定 BMI 的改
變、行為的改變均有定期調查；過程指標各單位會報告其施政情
形，如辦理活動項目、場次等；有些場域的指標如辦理課程、提
供運動設施、提供飲水機等，可由公務統計系統得到；唯缺乏評
估過程的指標，如人民對政策、所辦活動的知曉度(awareness)等。
(3) 尋找相關資料庫，整理指標相關數據。(A)
(4) 排各指標的優先順序。(A)
(5) 規劃將來指標蒐集方式以及呈現方式。(A)
2. 中期目標（3-5 年）：完成肥胖防治資料庫之整合、規劃資料蒐集。
(1) 發展、維持並提升數據系統：整理各種指標格式，統一整理成所
需並可用的格式；評估資料的正確性。(A)
(2) 訂定各項可取得指標蒐集、整理規範，設計資料呈現系統，可以
即時呈現資料給民眾或政府。(B)
(3) 了解國人肥胖現況以及肥胖對行為、健康狀態影響的各項數據，
並逐步完成整合工作；過程指標可由公務系統取得。(B)
(4) 新增監測指標，如目前缺乏過程指標的效果評估，可視指標加入
現行調查如 BRFSS 內；同時瞭解有哪些肥胖防治方案，有哪些修
正？指標是否需要修正？。(B)
(5) 定期宣傳監測發現：提供肥胖防治的執行單位瞭解效果，進而修
正所行計畫，並做成一與民眾溝通的平臺。(B)
3. 長期目標（5-10 年）：整合性資料庫之修訂與監測報告之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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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擴大使用資料庫：為了能滿足社區、研究者、肥胖防治方案計畫
及政策制定者對資訊的需求，定期檢視資料庫整合後的發展現況
並擴大使用。
(2) 完成肥胖防治完整監測報告：每 10 年進行肥胖評估集監測報告，
作為肥胖防治方案未來 10 年之修正基礎。
(3) 廣泛宣傳整合性監測結果之發現：將結果回饋給大眾、民間團體、
中央與地方政府，讓肥胖防治政策持續發展及推行。

伍、監測指標
一、 跨部會評估與監測小組之監督：
1. 短期監測指標：(A)
(1) 評估與監測小組會議召開次數與出席率。
(2) 肥胖防治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名單。
(3) 肥胖防治專家諮詢會議召開次數與出席率。
2. 中期監測指標：(A)
(1) 相關部門預算清單與年度消長比率。
(2) 增刪之法規內容與數目。
(3) 跨部會評估與監測小組成員修改清單。
(4) 評估與監測小組會議召開次數與出席率。
(5) 肥胖防治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修改清單。
(6) 肥胖防治專家諮詢會議召開次數與出席率。
3. 長期監測指標：(A)
(1) 總檢討會議期程表及邀請名單。
(2) 需求與執行落差比較表以及改善報告。
二、 整合臺灣現有肥胖防治相關資料庫。
1. 短期監測指標：
(1) 現有肥胖防治相關資料庫數量、名稱、執行單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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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測指標清單，區分可取得資料、需收集資料等，並註明可能資
料庫來源。(A)
(3) 排出指標的優先順序。(A)
2. 中期監測指標：
(1) 監測報告的網頁路徑與檔案數。
(2) 監測報告的點擊次數與下載次數。
(3) 發展報告提供之郵寄清單。
(4) 整合性監測資料庫的申請數與釋出數。
(5) 整合性監測資料庫的釋出效率。
(6) 網頁使用滿意度。
3. 長期監測指標：
(1) 利用整合性監測資料庫數據之研究產出數。
(2) 利用整合性監測資料庫數據之研究走向。
(3) 網頁搜尋引擎主要搜尋問題。
(4) 10 年監測報告的網頁路徑與檔案數。
(5) 10 年監測報告的點擊次數與下載次數。
(6) 民眾於網頁登入次數。
(7) 廣告文案新增數。
(8) 新聞媒體曝光次數。

陸、政策問題及需配合單位
一、 跨部會評估監測小組：
1. 中央：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教育部、勞動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
2. 地方：醫療院所、衛生所、學校。
二、 整合臺灣現有肥胖防治相關資料庫－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教育部、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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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未來研究方向
一、 過程與產出指標之評估與監測：
1. 跨部會評估監測系統之網路通報及回饋系統之可信度。
2. 快速反應急迫性肥胖防治議題之監測策略。
3. 研究產出與監測指標之連動性。
二、 結果指標之評估與監測：
1. 其他評估方案或對象之可行性。(D)
(1) 手機與住宅電話監測結果之比較。
(2) 電話追蹤與郵寄問卷的混合式調查法。
(3) 網路版及信件式問卷可行性。
(4) 機構內住居者訪視調查的可行性。
2. 實際測量數據（例如 BMI、體脂率、生化檢驗）之取得策略。
3. 每 10 年之肥胖防治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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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文獻實證標準之分級以及建議策略
之等級
“Management of obesity , a national clinical guideline . Scottish
Intercollegiate Guidelines Network (SIGN) Part of NHS Quality Improvement
Scotland”建議表格，給予該章節參考文獻實證標準之分級以及建議策略之
等級。KEY TO EVIDENCE STATEMENTS AND GRADES OF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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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目標、策略與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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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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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重
點

目標
ㄧ、
增進健康
體能活動
生活型
態—減少
坐式生活
型態。

策略

1.

監測指標


推動步行／單車生活日：
(1) 職場：上班步行／單車日。
(2) 學校：上學步行／單車日。
(3) 家庭／社區：休閒健行日／單車旅遊日。

2.

增加身體活動之政策、制度設計與評鑑：
(1) 職場：休息時運動、運動競賽、體能休閒自強
活動、運動社團之基本時數與質量。

為
改
變
策
略
指
引



(2) 學校／幼兒園：





i. 體育課、戶外教學與作業、晨操、課間操。
ii. 課後與假日運動社團之基本時數與質量。
(3) 家庭／社區：晨間運動團體、運動社交、運動
社區社團等。
3.

鼓勵減少非體能活動之休閒螢幕時間：每日 1 小時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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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坐式生活型態，減少休閒螢幕時間，經
由問卷調查研究，了解國人是否確實改善每
日觀看電視、電腦、手機及電動等 4 項電子
產品的時間，並將各項加總時間控制小於 2
小時，持續監控改善之比例狀況。
透過健康危害行為監測調查，以電話訪查追
蹤民眾之運動行為。是否正確實行減重相關
之身體活動或運動，且每週累積活動時間至
少達 300 分鐘。
了解學校、職場、家庭、社區中，是否設置
上班步行日／單車日和休閒健行日／單車旅
遊日等，並追蹤其執行率。
定期追蹤國人體重、身體質量指數、腰圍等
之變化。
在社區、工作場域或醫院提供健康體能活動
與生活型態之規範，並透過追蹤訪視或評鑑
制度（社區營造計畫、健康醫院評鑑等）了
解其執行狀況。

第
四
章

第
一
節

目標

生
活
型

身
體
活

二、
提升健康
體能活動

態 動 生活型態
介 介 之識能。
入 入
目 重
三、
標 點
建構安全
與 (續)
友善且能
行
鼓勵健康
為
體能活動
改
生活型態
變
之支持性
策
環境。
略

策略
1.
2.
3.
4.
1.
2.
3.

監測指標

依據人群與場域需要，建立健康體能活動與生活型態
之有關規範、評鑑標準。
透過各種管道、媒體與資訊型態執行宣導。
各場域辦理運動體適能相關教育課程、研習會與諮詢
服務。
提升各場域健康促進有關人員在職教育課程與種子師
資培育。
依人群與場域規劃健康建築與動態生活空間設計、建
置、規範、評鑑政策。
城鄉社區綠美化及增進體能活動之公共空間與設施之
設計、建置、規範與評鑑。
鼓勵便於增加體能活動機會之交通運輸設計、建置、
規範與評鑑。
(1) 大眾運輸系統與班次銜接資訊便利化，方便計
算步行或自行車之銜接排程。
(2) 提供公共之自行車、停車架、車道。
(3) 健康體能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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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透過媒體及網路宣導身體活動介入對體重控
制的重要性，追蹤其宣導次數、收視（點閱）
率；衛生機關或醫院等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課
程、研習會等，追蹤諮詢服務數目、參與人
數及民眾滿意度調查結果。
推動活化公共空間，結合健康建築與動態生
活空間之設計，加強社區綠化及美化，創造
有利體能活動之公共空間，追蹤其建置數
目、使用率及民眾滿意度。
規劃便於增加體能活動機會之交通運輸設
計，增加促進體能活動之交通工具（如：
U-bike、健康步道），追蹤其建置數目、使用
率及民眾滿意度。
鼓勵以增加體能活動做為各種獎勵之設計，
例如贈送體育用品或運動券取代食物或禮
券，追蹤其活動數目、參與人數及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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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指
引

第
一
節

目標

策略

監測指標

四、
鼓勵創意
動態生

1.

鼓勵政府機關為表率，並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支持，於
辦理各式活動時，均優先以增加體能活動做為各種獎
勵設計的方向。

活，成就
動態人生
之文化。

2.

鼓勵各鄉鎮市以地方文化特色，辦理創意動態生活構
想比賽。
鼓勵動態社交文化替代餐飲宴會社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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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各鄉鎮市創意動態生活構想比賽，推廣
以動態社交文化替代餐飲宴會，例如登山健
走取代宴會，追蹤其年度構想比賽與社交文
化數目、參與人數及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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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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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
食

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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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目
標
與

介
入
重
點

目標
一、
1.
提升全民健
康飲食知能
與素養。

2.

行
為
改
變
策
略
指
引
生

策略

3.
4.
5.

飲

二、

1.

監測指標

各種管道與場域全面宣導，並舉辦教育活動與提供教材資訊：
(1) 健康餐點之「價值」優於「價格」之概念。



(2) 於各種食物購買點宣導蔬果、全穀類食物、多喝白開水、健康
餐點、外食選擇適當攝取份量之優點、重要性與體重控制相 
關資訊。

(3) 避免大份量食物的用餐方式，如速食套餐、吃到飽餐廳。
(4) 「家庭用餐，溫馨又健康」。

(5) 教導國人選擇健康外食的方法。
管控電視媒體之食品廣告。

輔導國人養成看食品標示的習慣，建立對營養標示之正確認識。
規範政府機關、學校、機構舉辦會議、研習等活動時提供維持理想體 
重食物及飲品。
辦理各場域健康飲食選擇之健康體位管理介入計畫（強調：多蔬果、
全穀、少含糖飲料、喝白開水、適當食物份量，以及避免高油、高鹽、
高糖食物）。

確認蔬果及全穀類食物可獲
性及可近性不足之地區數
目。
獎勵公共場所、社區提供白
開水之政策數目。
限制電視媒體之食品廣告相
關法令規定。
規範政府機關、學校、機構
舉辦會議、研習等活動時提
供含糖飲料規範之訂定。
加強校園食品之管理符合校
園食品規範學校數目。
輔導餐廳研發提升選擇蔬
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
之執行策略參加餐廳數目及
成效評估件數。

(接下頁)
確認蔬果及全穀類食物可獲性及可近性不足之地區，例如：原鄉地區。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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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續)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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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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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提高全國健 2.
康飲食之可
獲性、可近
性與民眾執
3.
行力。

5.
6.

1.
2.

(續)
提升公共場合、社區、各場域供應安全衛生之免費飲用水。
推動食品業者製作全穀類加工食品、高營養密度點心及健康盒餐等。  推動食品業者製作全穀類加

4.

生
飲

三、

訂定國家級促進攝取蔬果、全穀類、健康餐點之普及政策，如：提供 
安全（無農藥殘留）、價廉的蔬果，全穀類食品法規、蔬果平準基金
等。

於餐廳、賣場等食物購買點
(point of choice)，宣導蔬果、
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適當
攝取份量之優點及重要性餐
獎勵提升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可獲性及可近性之機關團體之
廳賣場數目及成效評估件
相關政策，如：獎勵提供足量蔬果之盒餐業者、學生餐廳、員工餐廳
數。
 鼓勵餐廳於菜單中提供份
等。
量、熱量及重要營養素之標
舉辦創意比賽，開發健康可口廉價的全食物（含全穀類）及高營養密
示或資訊提供標示餐廳數目
度的點心及飲品。
及成效評估件數。
鼓勵各種場域提供白開水、全穀類、蔬果及適當份量食物。
 輔導營養、食品、餐飲相關
協助低收入戶購買低價蔬果及全穀類食物。
學（協）會研發蔬果、全穀、
無糖之健康飲料、食譜、組
合等研發之飲料、食譜、組
合件數。
 輔導各種組織團體辦理家庭
飲食設計及烹調料理班或講
習會，提供製作簡易又健康
之家庭食譜辦理講習班之數
目及食譜數目。
(接下頁)

改
變
策
略
指
引

活

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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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建立健康飲 3.
食支持性環 4.
境。
5.
6.
7.
8.
9.
10.
11.
12.

13.

監測指標

限制食品業者製造大瓶裝、大容量含糖飲料之製造與販售。
於各場域提供健康餐點之說明，告知供餐的內容及強調全穀類、蔬果
的好處，以鼓勵使用健康飲食。
輔導各場域、餐廳或外購盒餐，提供足量蔬果、全穀類食物、營養素
密度高之食物。
鼓勵供餐單位於菜單中提供份量、熱量及重要營養素之標示或資訊。
輔導各類場域辦理員工餐廳健康飲食政策之訂定與執行，例如：招標
條件、餐廳食物之選擇、販賣機之管理。
加強各場域食品、供膳內容及營養品質之管理。
於各場域輔導中央廚房的菜單設計，將蔬果、全穀類食物納入平日的
供餐。
進行健康飲食餐廳之選拔。
輔導超市、賣場、農會等相關組織進行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
等健康生活型態行銷活動。
輔導業者提供較小份量食物的選擇或限制過大份量食物供應。例如：
速食業者減少推銷大份量食物及套餐的供應，食品工廠避免生產大份
量包裝的加工品，大包裝餅乾及飲料等。
對含糖飲料及高熱量密度、低營養密度食品稽徵補充稅捐。








工食品、高營養密度點心、
健康盒餐等全穀類食品、高
營養密度食品、健康盒餐之
數目。
輔導各類職場辦理員工餐廳
健康飲食政策之訂定與執
行，職場辦理成效評估之數
目，如：餐廳食物之選擇、
販賣機之管理。
協助職場建立員工健康飲食
監測系統之數目。
提供職場員工建立健康飲食
行為相關教材教具或手冊數
目。
提升校園內提供免費飲用水
之比率的學校數目。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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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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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四、
1.
飲食文化風俗 2.
重塑：改變節
慶與社交聚會
宴會風俗。

態 入
介 重
入 點 五、
目 (續) 持續健康飲食
相關研究與監
標
測。
與
行
為
改
變
策
略
指
引

策略

1.

2.
3.
4.
5.
6.

監測指標

運用健康飲食原則改善傳統節慶筵席風俗。
（續）
鼓勵機關團體與企業、宗教團體於各式年節慶典  辦理提升各級學校教職員工有關健康飲食選擇
素養之講習或研討會數目及成效評估件數。
支持以健康創意活動替代筵席。
 提升家長健康飲食選擇素養，如：辦理家長講
習、研討會等數目及成效評估件數。
 輔導學校辦理學生健康飲食選擇（多蔬果、全
持續探討並確認目前國人外食、蔬果、全穀類、
穀、少含糖飲料、喝白開水、高油、高鹽、高
含糖飲料、高熱量密度（高油、高糖）及大份量
糖食物以及適當食物份量）之健康體位管理介
入計畫數及成效評估件數。
食物攝取之影響因素。
 落實小學營養午餐示範教學（輔導中央廚房的
進行永續性國人體位及飲食攝取行為調查。
菜單設計，將蔬果、全穀類食物納入平日的供
研發提升消費者選擇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
餐），輔導國小老師在用餐時間前說明今日供
點之策略。
餐的內容及強調全穀類食物的好處，以培養小
輔導營養、食品、餐飲相關學（協）會研發蔬果、
孩從小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輔導件數。
 加強宣導避免選擇大份量食物供應的用餐方
全穀、無添加糖之健康飲料、食譜、組合等。
式，如速食套餐、吃到飽餐廳。
鼓勵產官學合作，推動全穀類食物有效預防體重
 輔導國人養成參看食品標示的習慣，建立對營
增加的介入性研究。
養標示之正確認識之件數及成效評估件數。
協助各場域建立員工健康飲食監測系統。
 限制食品業者製造大瓶裝、大容量含糖飲料之
製造與販售相關法令規定。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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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續）
 鼓勵產官學合作，推動全穀類食物有效預防體重增加的介入性研究數目。
 進行健康飲食餐廳之選拔的健康飲食餐廳數目。
 提升公共場合、社區供應安全衛生之免費飲用水的地點數目。
 獎勵提升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可獲性及可近性之機關團體之相關政策數目。
 提供低收入戶購買低價蔬果、全穀類食物政策數目及補助金額。
 大份量包裝食品變更為小份量包裝之數目。
 「家庭用餐，溫馨又健康」宣導件數及成效評估件數。
 輔導超市、賣場、農會等相關組織進行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等健康生活型態行銷活動數目及成效
分析件數。
 進行職場員工有關蔬果、全穀類、適當份量、健康點心、白開水與肥胖相關性之知識、態度、行為之教育
活動數目及成效評估件數。
 提供足量蔬果、全穀類食物、營養素密度高之各級不同學校餐廳、幼兒園或外購盒餐廠商數目。
 各種蔬果、全穀類食物、健康餐點、外食選擇、適量飲食等預防肥胖相關資訊之宣導件數及成效評估件數。
總監測指標
 國人天天 5 蔬果之比率。
 國人全穀類占主食類攝取比率。
 國人含糖飲料攝取比率。
 國人外食攝取比率。
 國人高油、高鹽、高糖等點心類食物攝取比率。
 國人大份量食物攝取及到「吃到飽」餐廳進食之比率。

國人對健康飲食之知識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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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節

特
定
族

嬰
兒
期

群
防
治
策
略

餵
食

目標
ㄧ、
照顧者能
以正確的
方式餵食
嬰兒。

策略

短 (一)
期 製作嬰兒健康餵
目 食指引。(B)
標 (二)
製作照顧者教育
課程教材。(B)
(三)
制定托嬰中心以
及保母訓練中心
嬰兒餵食評鑑基
準。(B)

1.

中
長
期
目
標

1.
2.

(一)
照顧者教育訓
練。(B)
(二)
托嬰中心及保母
系統嬰兒餵食評

2.
3.
4.

5.
6.

3.

監測指標


召開專家會議制定嬰兒餵食指引，包括母乳哺
育、回應式餵食及副食品添加等。(B)
摘要內容放入兒童健康手冊中。(B)
利用媒體宣傳指引內容。(B)
製作照顧者相關教育訓練教材，包括嬰兒食譜及
菜單範本，製作嬰兒副食品製作及餵食方法的影
片等。(B)
建立嬰兒營養網站，整合相關指引，加強文宣品
的近便性。(B)
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以及國
內相關研究以及風俗民情制定托嬰中心及保母
系統中嬰兒健康餵食評鑑標準。(B)
持續媒體宣傳指引內容。(B)
辦理保母及托嬰中心工作人員嬰兒健康餵食訓
練課程。(A)
辦理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健康餵食評鑑。(B)

鑑。(B)

六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
率：
1. 短期（2-3 年）：48%
2.
3.

（2018 年）
中期（3-5 年）：50%
（2020 年）
長期（5-10 年）：50%
以上（2025 年）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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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一
節

二、
照顧者
能提供
機會讓
群 餵
嬰兒有
防 食 體能活
治 (續) 動 及 減
策
少使用
限制嬰
略
兒活動
的設備
。
特
定
族

嬰
兒
期

目標
短 (一)製作嬰兒體能
期
活動指引。(B)
目 (二)製作照顧者教
標

育課程教材。(B)
(三)制定托嬰中心
及保母系統嬰兒
體能活動環境評
鑑基準。(D)

策略

1.

監測指標

召開專家會議制定嬰兒體能活
動指引。(D)

（續）
 嬰兒餵食指標：
1. 短期（2-3 年）

2.
3.
4.
5.

摘要內容放入兒童健康手冊
中。(C)
利用媒體宣傳指引內容。(D)
製作照顧者相關教育訓練教
材。(C)
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
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及風俗
民情等制定托嬰中心及保母系
統嬰兒體能活動環境評鑑標
準。(D)

387

(1) 嬰兒健康餵食指引。
(2) 嬰兒體能活動指引。
(3) 保母訓練課程相關教材。
(4) 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評鑑基準包括嬰
兒餵食及體能活動規範。
2. 中期（3-5 年）
(1) 辦理托嬰中心通過健康嬰兒餵食及體
能活動環境評鑑。

中 (一)照顧者教育訓
期
練。(B)
目 (二) 托嬰中心及保
標
母系統嬰兒體能
活動環境評鑑。
(D)

1.

持續媒體宣傳指引內容。(D)

2.

辦理保母及托嬰中心工作人員
嬰兒體能活動訓練課程。(C)
辦理托嬰中心及保母系統體能
活動環境評鑑。(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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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保母課程中嬰兒餵食及體能活動
課程。
(3) 辦理托嬰中心工作人員嬰兒餵食及體
能活動教育訓練。
3. 長期（5-10 年）
(1) 逐年增加托嬰中心通過健康嬰兒餵食
及體能活動環境評鑑比率。
(2) 逐年增加保母課程中有嬰兒餵食及體
能活動課程的比率。
(3) 逐年增加托嬰中心工作人員接受嬰兒
餵食及體能活動教育訓練的比率。

第
五
章

第
一
節

特
定
族

嬰
兒
期

群
防
治
策
略

餵
食

目標
三、
制定國家
嬰幼餵食
政策

短 (一)制定並公告國家嬰幼雸餵食策
期
略(B)
目 (二)修正嬰幼兒飲食指南。(B)
標 (三)擬定相關措施遵循國際母乳代
用品銷售守則。(B)

策略

1.

2.

(續)

中
(一)定期檢討現行嬰幼兒餵食政策
期
（包括副食品建議）。(B)
目
標 (二) 修正代用品銷售相關措施。(B)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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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政策指標：
1. 短期（2-3 年）
(1) 有全國嬰幼兒餵食政
策。
(2) 修正嬰幼兒飲食指
提出代用品銷售規範草案、禁止
南。
廠商直接和孕產婦及民眾接觸、
(3) 制定托嬰中心餵食方
禁止不當的媒體廣告（包括網
式評鑑基準。
路、簡訊等新興媒體）
、禁止提供
(4) 有部分法律規範禁止
免費樣品及贈品。(B)
廠商與民眾有直接接
觸及媒體廣。
定期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
現行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及 2. 中長期（3-10 年）
風俗民情等，檢討相關策略。(B)
(1) 定期檢討嬰幼兒餵食
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
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及風俗
民情等，制定相關策略。(B)

擴大代用品銷售規範，擬定符合
醫學倫理的法規，明定規範廠商
與醫療專業人員間的關係。(B)

政策。
(2) 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全面立法。

長
(一)定期檢討現行嬰幼兒餵食政策
期
（包括副食品建議）。(B)
目
標 (二) 全面立法採用國際母乳代用品
銷售守則。(B)

第 第
五 二
章 節
特 學
定 齡
族 前
群 兒
防 童
治
策

目標
ㄧ、
確保學齡前
兒童可獲得
健康飲食，
鼓勵攝取多
樣化、均衡
之營養食
物。

1.

定期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
現行實證依據、國內相關研究及
風俗民情等，檢討相關策略。(B)

2.

全面立法採用國際母乳代用品銷
售守則。(B)

策略

短
期
目

(一)訂定各項
可確保學齡前
兒童獲得健康

標

飲食之相關規
定、規範及法
規。

1.

衛生及教育專家制定學齡前兒童飲食
指引協助家長如何餵養學齡前兒童。

2.

訂定幼兒園餐食、點心及飲料之供應
與營養教育評鑑基準。

3.

限制幼兒園提供含糖飲料、調味乳
汁、果汁份量之規範。

390

監測指標




學齡前兒童飲食指引之訂定。
幼兒園健康飲食供應評鑑基準之訂定。
學齡前兒童健康飲食食譜之數目。




學齡前兒童健康飲食講習次數。
學齡前兒童健康飲食教具教材及宣傳單
張之數目。
家長及學齡前兒童照顧者對學齡前兒童



略

(二)提升家長
及學齡前兒童
照顧者健康飲
食之健康素
養。

4.

以社會行銷方式向家長、保母、學齡

健康飲食之知識、態度與行為。

前兒童照護者宣導正確學齡前兒童飲
食指引（以天天 5 蔬果、白開水為
主）。
5.

依各項飲食建議分期程製作各種適合
學齡前兒童之食譜、教具教材及宣傳
單張（含家庭及幼兒園）。

第
五

第
二

章

節

特
定
族
群
防

學
齡
前
兒
童

目標
ㄧ、
確保學齡
前兒童可
獲得健康
飲食，鼓
勵攝取多

中
長
期
目
標

(一)確保學齡
前兒童就學環
境中健康飲食
之可獲性與可
近性。

策略
1.
2.
3.
4.
5.

進行幼兒園餐飲供應品質調查與評鑑。
評量幼兒園供餐品質。
確保幼兒園飲食及飲水之安全衛生。
進行幼兒園健康飲食講習。
獎勵食品廠商生產適合學齡前兒童份量之健康點

391

監測指標
 幼兒園健康飲食評鑑之執行。
 評量幼兒園健康飲食供應之
成效。
 幼兒園健康飲食講習次數。
 食品廠商研發、販售適合學齡

治 (續) 樣化、均
衡之營養
策
食物。
略

(二)提供學齡
前兒童健康食
物、點心及飲
料之可獲性與
可近性。

6.
7.
8.

心、飲料產品。
媒合優良食品廠商提供健康點心、飲料給幼兒園
及家長。
獎勵農會、農民直銷蔬果及優良食品給幼兒園。
評量食品廠商提供適當份量健康點心、農民直銷
農產品政策成效。

前兒童之點心及飲料種類數
目。
 相關機構團體提供幼兒園健
康飲食體系之建立。

持續以社會行銷方式向家長、保母、學齡前兒童
照護者宣導正確學齡前兒童飲食指引（以適當份
量、健康點心、全穀類為主）。
10. 持續依各項飲食建議分期程製作各種適合學齡前
兒童之食譜及宣傳單張（含家庭及幼兒園）。
9.

(三)持續提升
家長及學齡前
兒童照顧者健
康飲食之健康
素養。

第
五
章

第
二
節

目標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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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特 學
定 齡
族 前
群 兒
防 童
治 (續)
策
略

二、
增加學
齡前兒
童體能
活動，
降低靜
態活動
時間，
以避免
肥胖。

短
期
目
標

(一)訂定提升學齡前兒童體 1.
能及靜態活動之相關指
引、規定、規範及法規。 2.
3.
4.
(二)提升學齡前兒童之體能
活動。

5.
6.

7.
(三)提升家長及學齡前兒童
照顧者有關體能活動及靜
態活動之健康素養。

第

第

五
章

二
節

訂定學齡前兒童體能活動、睡眠時間、 
靜態活動指引。
訂定電視食品廣告規範。

於幼兒園之評鑑中規範幼兒每週戶外活
動時間，鼓勵幼兒園辦理戶外教學活動。
各地方政府進行社區綠地及學齡前兒童

活動空間建設。
獎勵幼兒園辦理體能活動及戶外教學活
動。
以社會行銷方式向家長、主要照顧者、
幼兒園老師宣導應限制學齡前兒童每天
看螢幕（看電視、電動、電腦等）之時
間在 2 小時以下。
依各項體能活動建議分期程製作各種適
合學齡前兒童之宣傳單張（含家庭及幼
兒園）。

目標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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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兒童體能及靜態活
動指引之訂定。
各地方政府進行社區綠地
與學齡前兒童活動空間建
設之數目。
家長、學齡前兒童照顧
者、幼兒園老師對學齡前
兒童體能及靜態活動等相
關知識、態度與行為。

監測指標

特 學
定 齡
族 前
群 兒
防 童
治 (續)
策
略

二、
增加
學齡
前兒
童體
能活
動，
降低
靜態
活動
時
間，
以避
免肥
胖。

中
長
期
目
標

(一)限制學齡前兒童的看螢幕
時間以及食物與飲料之行銷
廣告。

(二)持續應用社會行銷理論提
供預防學齡前兒童肥胖之體
能及靜態活動之相關訊息與
策略。

1.

2.
3.

4.

(三)提升學齡前兒童在幼兒園
之體能活動，降低靜態活動。 5.
6.

衛生福利部、農業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應持續訂定相關食品廣告規範，減
少學齡前兒童受其影響。

追蹤評量學齡前兒童之螢幕時間。
持續以社會行銷方式向家長、主要照顧
者、幼兒園老師宣導應限制學齡前兒童每 

電視食品廣告規範之增
修訂。
社區綠地、活動空間增加
數目，使用率，民眾滿意
度。
家長、幼兒園教師、照顧

天之看螢幕（看電視、電動、電腦等）時
間在 2 小時以下。
獎勵各地方政府辦理幼兒園、家庭親子體
能活動競賽。

進行學齡前兒童體能及靜態活動時間調
查。
各地方政府持續進行社區綠地及學齡前

者有關學齡前兒童體能
及靜態活動之相關知
識、態度與行為之增進。
學齡前兒童體能及靜態
活動之改進情形。

兒童活動空間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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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二
節

目標

三、 短
評估 期
及長 目
標
群 兒 期監
防 童 測學
治 (續) 齡前
策
兒童
略
之生
長。
中
長
特
定
族

學
齡
前

期
目
標

建立長期監測學齡前兒童體位
之規範與機制。

策略

2.

規範學齡前兒童體位成長登錄為幼兒園
評鑑項目之一。
健保要求健兒門診必須登錄學齡前兒童

3.

體位成長紀錄，並上傳健保系統。
建立學齡前兒童體位監測之規範與系統。

1.

監測指標





監測學齡前兒童體位成長。

幼兒園評鑑內容包括學
齡前兒童體位成長紀錄。
健兒門診登錄學齡前兒
童體位資料與追蹤制度
之建立。
學齡前兒童飲食營養與
體位監測制度之建立。

1.
2.

幼兒園學齡前兒童體位成長之登錄。

追蹤過重及肥胖學齡前兒童之生長情形。

幼兒園登錄學齡前兒童
體位成長之比率。

3.

進行學齡前兒童飲食營養及體位成長調
查。



過重及肥胖學齡前兒童
體位成長之追蹤比率。
學齡前兒童飲食營養及
體位變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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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四
節

特
定
族

女
性

群
防
治
策
略

孕
產
期

目標
ㄧ、
確保
孕前
婦女
維持
健康
體位
。

策略
短
期
策
略

1.
2.

3.

中
期
策
略

4.
1.
2.

3.
4.
長
期
策
略

監測指標

印製健康生活動起來手冊（含飲食、運動、體重紀錄表）分發給
孕前肥胖婦女。
印製「懷孕併有肥胖症之風險」單張及指引，教育過重及肥胖之
生育年齡婦女，並設立相關訊息網站，以及利用電視及廣播媒體
宣導。
鼓勵婚前或孕前健康檢查，針對計畫懷孕之過重及肥胖婦女建立
體重管理轉介機制。
衛生所及相關醫療照護機構提供體重管理諮詢及體重控制班。
增設社區公園、游泳池及健身中心設施。
增加健康訓練者及體能訓練諮詢者並分布至社區休閒中心及進駐
志工團體、社區團體、職場。肥胖婦女轉介至醫師、護士或營養
師等，使獲得必要資訊或治療。
於社區活動中心、衛生所、大專院校及醫院增設孕前、產後肥胖
婦女體重控制班（每週 1 次，每期 3 個月）。
規定職場員工（包括婦女）每天全員運動 20 分鐘。

由各縣市每年輪流舉辦肥胖婦女防治成果展覽會或發表會，並分析資
料發表於報章雜誌及網路。

過程指標：
 印製告知孕前肥胖婦女有關肥胖
與懷孕風險相關訊息。
 孕前婦女體位監測規範、系統。
 孕前婦女飲食、體能活動、靜態
活動、睡眠時間指引。
 孕婦飲食、體能活動、靜態活動、
睡眠時間指引。
 產後婦女飲食、體能活動、靜態
活動、睡眠時間指引。
 健康照護者接受體重管理講習規
範。
 產前照護者接受照護過重或肥胖
孕婦之教育訓練。
 孕婦體重管理班之開設及提供營
養諮詢服務。
 社區健康活動中心開設。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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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四
節

特
定
族

二、 短期
孕期 策略
婦女
維持
孕
健康
產 的體
期 重增
(續) 加。

1.

中期
策略

1.
2.

群
防
治
策
略

目標

策略

女
性

長期
策略

監測指標

3.
4.

於第 1 孕期時，儘早做產前檢查，並記錄身高、體重、
BMI 及腹圍。
印製孕婦健康手冊（含飲食、運動、體重紀錄表）分發
給孕期婦女，教育孕婦維持孕期理想體重並於電視及廣
播媒體宣導。
孕期提供 2 次營養諮詢（分別於第 1 孕期 17 週前及第 3
孕期 29 週以後各提供 1 次孕期營養諮詢及給予營養素
補充、均衡飲食、體重控制之衛教指導）
。懷孕 17 週前，
體重比孕前超過 3 公斤者或懷孕前體重過重及肥胖者須
有專人收案管理，並開辦體重控制班每週 1 次，每期 3
個月，每次 2 小時。
增加孕產婦體重管理的醫療單位並分析成效。
增加孕婦體重控制班（鼓勵家屬一併參加）
，懷孕 16 週
以後，每週 1 次，3 個月／期，每次 2-3 小時，對象：
懷孕 16 週時體重已經比孕前增加 3 kg 以上者或孕前
BMI 屬體重過重及肥胖者。
醫院或社區可增設提供孕婦專用的健康中心。
培養照顧肥胖孕婦之醫護人力與營養師。

1.
2.

增加對肥胖婦女於孕期照顧所需醫療設施及設備。
依孕期照護指引執行肥胖孕婦之醫療照護。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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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健康訓練者及體能訓練諮詢專業人員的
培訓，並分配至社區健康中心，且進駐
至志工團體、商業團體、社區，並轉介
肥胖婦女照會醫師、護士、營養師等使
她們獲得必要訊息。
 產後婦女運動時，附帶有托兒照顧的設
施、人力。
產出指標：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蔬果攝取。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含糖飲料攝
取。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高營養密度、
低熱量食物攝取。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體能活動時
間。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靜態活動時
間。
 孕前婦女、孕婦、產後婦女遵行飲食、
體能活動指引比率。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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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第
四
節

特
定
族

女
性
孕
產
期

群
防
治
策 (續)
略

目標
三、
協助產
後婦女
恢復健
康體位
標準。

策略
短
期
策
略

1.
2.
3.
4.

中
期
策
略

1.
2.
3.

長
期
策
略

1.
2.

監測指標

產後要儘早實施飲食控制及運動，故在產後住院期間就要 （續）
開始指導、介入。
 健康照護者接受體重管理講習規範
印製健康生活動起來手冊（含飲食、運動、體重紀錄表）
的人數。
 產科照護者接受照護過重及肥胖孕
給產後婦女。
婦之教育訓練人數。
產後檢查時，將肥胖婦女列入體重管理對象，並有介入機
 社區健康活動中心成立的家數及參
制。
與活動的人數（指孕前婦女、孕婦、
GDM 婦女於產後 6 週、1 年做 OGTT 檢查。
產後婦女）。
修正坐月子飲食文化觀念，宣導現代化月子餐的食譜。
 各類職場有提供全員運動之比例。
有 GDM 的婦女，每年做 OGTT 檢查。
 產後婦女可參與社區健康活動比率。
社區活動中心增加照顧小孩及嬰兒人力，讓產後婦女可運
 孕婦參與體重控制班及營養諮詢人
動。
數。
 肥胖孕婦於產科照護所需指引之制
有 GDM 的婦女，每年做 OGTT 檢查。
定及必需設備及設施。
社區活動中心增加照顧小孩及嬰兒人力及設施，讓產後婦  肥胖照護增加的醫護人力、營養師、
女增加運動機會。
設施。
 接受健康醫院評鑑通過家數。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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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四
節

目標

四、
加強
孕產
婦醫
群 孕
療照
防 產 護團
治 期 隊成
策 (續) 員健
康體
略
位之
訓練
課程
。
特
定
族

女
性

策略
短
期
策
略
中
期
策
略
長
期
策
略

監測指標

婦產科醫學會及週產期醫學會介入婦產科專科醫師及護理人員之培訓，其 （續）
重點為如何監測孕婦體重、身高、腹圍及肥胖孕婦照顧重點，並訂定其照 結果指標：
顧指引。
 孕前婦女肥胖盛行率。
婦產科醫學會及週產期醫學會介入婦產科專科醫師及護理人員培訓並給予
學分認證，其重點為如何管理孕婦體重及肥胖孕婦臨床照顧專業訓練。





制定統一孕產婦體重管理的資料庫，納入可分析孕產婦及胎兒預後的相關 
變數，各產科醫院診所提供 e 化資料並加以分析。


肥胖孕婦之比率（分 BMI：
25.0-29.9 及 BMI≧30 以上）
。
總剖婦產率及肥胖婦女剖婦
產率。
GDM 比率。
巨嬰比率。
產後 6 個月及產後 1 年肥胖
婦女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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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目標

五、
針對有產
科的醫
院、診所
群 孕
及產後護
防 產 理機構，
治 期 輔導成為
策 (續) 經健康認
證之單
略
位，並將
孕產婦、
產後婦女
健康體位
管理列入
健康認證
單位之評
估要項，
並分析其
成效。
特
定
族

女
性

策略

監測指標

短
期
策
略

輔導有產科的醫院、診所及產後護理機構，成為可執行肥胖防治且經認證
之單位。

中
期
策
略

1.

長
期
策
略

每年舉辦健康醫院認證，公佈其成果並給予獎勵。

2.

逐漸擴大健康醫院的評鑑家數並將生育年齡婦女、孕婦、產後婦女肥
胖防治納為要項，介入管理。
於死亡證明書中需增列身高、體重欄，以利分析肥胖與死亡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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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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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定
族

女
性

群
防
治
策
略

母
乳
哺
育

目標
ㄧ、
提供婦女
對母乳哺
育正確觀
念及提高
其執行之
能力。(B)
二、
加強教育
父親、祖
父母及周
圍親人提
供母乳哺
育之正確
觀念及實
際支持。

策略

監測指標

1.
2.

告知婦女沒有哺乳對於婦女及嬰兒的影響。(B)

在醫療院所、社區提供孕產婦母乳哺育相關資訊及課程。

3.

(B)
各級學校的通識課程融入預防肥胖與哺乳的概念。(B)

3.

利用媒體宣傳沒有哺乳對嬰兒及母親的影響。(B)
利用媒體宣傳周圍親人朋友如何提供實際協助以支持母
親哺乳。(B)
提供適當的課程讓父親、祖父母及其他家人方便參與。(B)

4.

各級學校的通識課程融入預防肥胖與哺乳的概念。(B)

1.
2.

401



六個月以下純母乳哺育率：
1. 短期（2-3 年）：48%（2018 年）。
2. 中期（3-5 年）：50%（2020 年）。
3. 長期（5-10 年）：50%以上（2025 年）。
教育與師資監測指標：
1. 短期（2-3 年）：
(1) 調查國民教育中是否有哺乳相關教材
及其內容的正確性。
(2) 制定各級教育中母乳教育的大綱。
(3) 製作各級教育母乳哺育課程的教師手
冊。
2. 中期（3-5 年）：
各級教育中有 50%放入母乳哺育議
題，20%老師受過相關訓練。
3. 長期（5-10 年）：
所有國民教育中皆有放入母乳哺育議
題，50%老師受過相關訓練。

第
五
章

第
五
節

特
定
族

女
性
母
乳
哺
育

群
防
治
策
略 (續)

目標
三、
確認醫療院
所都支持母
乳哺育。

短
期
目
標

策略

(一)機構內具有完整
之母乳哺育支持策
略。

1.
2.

提供醫療院所嬰幼兒餵食政策的範本。(B) 
提供高階主管相關教育課程，說明宣導嬰幼
兒餵食政策的必要性及內容。(B)

(二)醫療院所都不提
供免費母乳代用品
之樣品及贈品。

1.
2.
3.

列為醫院評鑑中必要項目。
向民眾宣導提供正確餵食觀念，不要被免費
的樣品或贈品誤導。(B)
列入母乳代用品銷售法規中。(B)

1.

建立出院後持續追蹤網絡，如居家訪視或基

2.
3.
4.

層診所服務。(B)
提供居家訪視給付。(B)
提供基層診所醫師協助哺乳的訓練。(B)
製作醫療專業人員在職教育及養成教育相
關教材。(B)

(三)確保母親出院後
到社區中的醫療服
務的一致性。

(四)推動建立國際愛
嬰醫院認證制度。

1.

由政府衛生單位主導，邀請醫策會及受訓過
之專家成立小組。(B)

2.

確定國際愛嬰醫院之認證方式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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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短期（2-3 年）
1. 醫療院所嬰兒餵食政策
範本。
2. 30%醫療院所都有嬰幼
兒餵食政策。
3. 70%醫療院所不提供免
費母乳代用品之樣品及
贈品。
4. 健保給付出院後居家訪
視。
5. 成立國家愛嬰醫院認證
小組。
6. 辦理高階主管嬰幼兒餵
食政策之會議。
7. 辦理基層醫師母乳哺育
支持課程。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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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特
定
族

女
性
母
乳
哺
育

群
防
治
策
略 (續)

目標
三、
確認醫療
院所都支
持母乳哺
育。

策略

中
期
目

(一)母嬰親善醫院認證中 1.
工作人員在職訓練時間符 2.
合國際標準為二十小時。

標

(B)
(二)提供醫療專業人員之 1.
母乳哺育在職教育課程。
2.

長
期
目
標

制定二十小時上課大綱。(B)

提供自學教材或製作教科書。(B)

提供各相關科系老師在職教育課
程。(B)
提供相關教材資源。(B)

1.

提供高階主管愛嬰醫院相關說明
會議，並將其列入醫療品質改善
及健康促進醫院的指標項目。(B)

2.

提供階段性愛嬰醫院的輔導。(B)

有符合國際標準的愛嬰醫 1.
院。
2.

鼓勵醫院參與認證，並廣為宣
傳。(B)
將愛嬰醫院列入醫院品質改善及
健康促進醫院指標項目中。(B)

(三)鼓勵醫院參與國際愛
嬰醫院認證。(B)

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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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3-5 年）
1. 50%醫療院所都有嬰幼兒餵食政
策。
2. 80%醫療院所不提供免費母乳代
用品之樣品及贈品。
3. 醫療工作人員訓練課程教材。
4. 20%醫療院所工作人員接受過 20
小時訓練課程。
5. 辦理養成教育講師訓練課程。
6. 愛嬰醫院輔導計畫。

長期（5-10 年）
1. 70%醫療院所都有嬰幼兒餵食政
策。
2. 90%醫療院所不提供免費母乳代
用品之樣品及贈品。
3. 70%醫療院所工作人員接受過 20
小時訓練課程。
4. 有通過國際愛嬰醫院認證標準的
醫院。

第 第
五 五
章 節
特
定
族
群
防
治
策
略

女
性
母
乳
哺
育

目標

四、
提供
社區
完整
的支
持網
絡。

短
期
目
標

(一)提供母親同儕支
持。

(二)坐月子中心支持
並協助哺乳。(D)

(續)

(三)提供對哺乳友善
的保母服務。(B)

策略

1.

建立並維持社區支持團體。(A)

2.

提供相關人員的訓練。(A)

1.

提供坐月子中心母乳哺育支持政策之範
本。(D)

2.

提供坐月子中心母乳哺育相關訓練。(D)

3.

支持母乳哺育列為坐月子中心評鑑項
目。(D)

將協助母親哺乳列為保母必備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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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短期（2-3 年）：
1. 50%縣市有支持母乳同儕團體。
2. 30%坐月子中心符合支持母乳的
標準。
3. 30%的保母訓練課程包括母乳哺
育。
4. 職場母乳哺育政策範本。
5. 辦理民眾宣傳。

第 第
五 五
章 節

目標

中
期
目
標

確保母親確保母親可
於社區中獲得泌乳專

策略

1.

支持國際泌乳顧問的專業性，認可其證
書可以進行相關執業項目。(B)

業諮詢與服務。(B)
2.

提供該服務的保險給付。(B)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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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3-5 年）：
1. 70%縣市有支持母乳同儕團體。
2. 50%坐月子中心符合支持母乳的
標準。
3. 50%的保母訓練課程包括母乳哺
育。
4. 30%公立機構有職場母乳哺育政
策範本，10%有實際支持母乳哺育
計畫。

第 第
五 五
章 節
定
族

女
性

群
防
治
策
略

母
乳
哺
育

目標

四、
提供
社區
完整
的支
持網
絡。

(續) (續)

長
期
目
標

(一)全面母嬰親善的
社區。(D)

策略

1.

2.

監測指標

（續）
 長期（5-10 年）：
的架構項目）
，建立社區中的支持網絡。
1. 各縣市有支持母乳同儕團體。
(D)
2. 70%坐月子中心符合支持母乳的
標準。
確保網路中所有資訊及協助的一致性。
3. 70%的保母訓練課程包括母乳哺
(D)
育。
4. 50%公立機構有職場母乳哺育政
策範本，30%有實際支持母乳哺育
計畫。
聯結社區相關機構或個人（包括短中期

406

第
五
章

第
五
節

特
定
族

女
性
母
乳
哺
育

群
防
治
策
略 (續)

目標

策略

五、
鼓勵職
場提供

短
期
目

職場有支持哺
1.
乳婦女的政策。
2.

婦女哺
乳之支
持性環
境。

標

3.
4.
5.

提供哺集乳空間及時間。(B)
提供職場托嬰配套措施。(B)
教育員工支持其他員工哺乳的必要性及如何提供協
助。(B)

六、
制定國

短
期

制定並公告國
家母乳哺育及

1.

家母乳
哺育相
關政
策。

目
標

相關嬰幼兒餵
食策略、制定母 2.
乳代用品銷售
法規。

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國內相關
研究及風俗民情，制定相關策略。(B)

監測指標

提供公司行號完整的支持哺乳計畫範本，並將職場哺 －
乳計畫納入健康職場認證評鑑指標。(B)
提供有薪產假。(B)

提出母乳代用品銷售規範草案，並遊說立法院通過；
禁止廠商直接和孕產婦與民眾接觸及不當的媒體廣告
（包括網路，簡訊等新興媒體）
，禁止提供免費樣品或
禮品，遊說立法院通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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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2-3 年）：
1. 有全國母乳哺育及
嬰幼兒餵食政策。
2. 有法律規範禁止廠
商與民眾直接接觸
及媒體廣告。

第
五
章

第
五
節

特
定
族

女
性

目標

策略

六、
制定國
家母乳

中
期
目

定期檢討母乳哺育及
1.
相關嬰幼兒餵食政
策、修正代用品銷售規 2.

定期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 
國內相關研究及風俗民情，檢討相關策略。(B)
擴大代用品銷售規範，擬定符合醫學倫理的法

群
哺育相
防
關政策
治
。
策
略 (續)

標

範，使符合醫學倫理法
規。

規，明定規範廠商與醫療專業人員間的關係。(B)

長

定期檢討母乳哺育及

期
目
標

相關嬰幼兒餵食政策
（包括副食品建議）、
全面立法採用國際母
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母
乳
哺
育

監測指標
中期（3-5 年）：定期
檢討母乳哺育及嬰幼
兒餵食政策。

1.

定期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參考現行實證依據、 

長期（5-10 年）：母乳

2.

國內相關研究及風俗民情，檢討相關策略。(B)
擴大代用品銷售規範內容符合國際標準，遊說立
法院通過。(B)

代用品銷售守則全面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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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六
節

特
定
族

女
性

群
防
治
策
略

更
年
期

目標
ㄧ、
營造正
確的更
年期肥
胖防治
與迎接
健康老
化的健
康素養
。(A)

策略

短
程
目

更年期婦女能了解肥
1.
胖與疾病預防的相關
性。如：心血管疾病、

標

膽囊疾病、代謝症候
群、骨質疏鬆症及癌
症。

2.
3.

中

落實更年期婦女執行

長
程
目
標

體重控制之相關健康
管理。

1.

2.

監測指標

過程指標：
 更年期健康諮詢
中心標準之建立
婦女亦應減少靜態生活及增加身體活動量，以預防體
及成立數量和使
用率。
重增加。
 肥胖防治融入更
於中老年健康指導及教材中，加強更年期肥胖正確的
年期婦女親善門
自我監測。
診。
宣導更年期生活型態需改變以維持或促進健康之觀
 每 3 年 1 次更年期
婦女健康檢查、自
念。
我健康管理及健
更年期婦女能定期參與成人健康檢查（包括骨質密度
康生活型態調
篩檢及代謝症候群檢測如身高、體重、腰圍、血壓、
查，以建置完整資
料庫。
空腹血糖、三酸甘油酯及高密度膽固醇等）
，並於健檢
 更年期婦女肥胖
報告中加強宣導體重管理內容。
防治網站之建
建置 e 化健康管理模式－更年期婦女體重管理內容網
立，瀏覽量。
站。
更年期肥胖防治的概念加入所有中老年病預防的文宣
及醫療照護機構中。加強宣導即使體重正常的更年期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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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六
節

特
定

女
性

目標
二、
營造有

短
程

更年期婦女了解體重
管理相關之健康飲食

族 - 利更年
群 更 期健康
防 年 飲食之
治 期 環境。
策 (續) (A)
略

目
標

攝取。

策略

監測指標

1.
2.

更年期體重管理的認知與健康飲食的重要性之宣導。 （續）
製作更年期婦女體重管理多元媒體管道之宣導衛
產出指標：

3.

教，包括食譜及食物挑選方式。
社區及門診之更年期婦女健康諮詢與醫療照護指
導，加強健康飲食攝取的宣導。




中
長
程

建立更年期婦女肥胖
飲食治療的相關政策
與醫療措施。

1.
2.

全國各健康服務中心及衛生所設置更年期健康飲食
衛教指導。
鼓勵友善的更年期健康食品販售網絡。

更年期婦女肥胖防
治多元衛教宣導內
容建置。
通過評鑑之更年期
婦女親善暨肥胖防
治門診數量，看診
人數，看診後體重

下降人數之比率。
 更年期婦女身體活
動時間。
 更年期婦女健康飲
食攝取。
結果指標：

短期－更年期婦女
肥胖防治知識的提

目
標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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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章

第
六
節

特
定
族

女
性

目標

策略

三、
更年期
健康運

短
程
目

更年期婦女了解體重 1.
管理相關之運動知識。 2.

群
動習慣
防
之養成
治
。(A)
策 (續)
略

標

3.

更
年
期

4.

更年期體重管理的認知與適度運動的重要性之宣導。 （續）
發展更年期婦女合宜的居家及社區運動指導之衛教
 中期－更年期婦女
策略。
肥胖防治的行為。
社區及門診之更年期婦女健康諮詢與醫療照護指

導，加強我國更年期婦女生活化的運動。
充足運動資訊協助發展，鼓勵更年期婦女找機會做運
動，另應推廣社區運動團體。

中
長

制定政策，建立更年期 1.
婦女體重管理的支持 2.

全國醫療服務機構設置更年期正確運動衛教指導。
鼓勵各社區建立友善的更年期支持性運動環境及團

程
目
標

性運動環境。

體。
營造健康城市，改善人行道與腳踏車道設施，鼓勵婦
女善用走路、騎單車、慢跑增加身體活動量。

3.

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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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更年期婦女
肥胖及代謝症候群
及其相關疾病盛行
率。

第
五
章

第
六
節

特
定
族

女
性

目標
四、
強化空
巢期或

短
程
目

群
滿巢期
防
時，個
治
人及家
策 (續) 庭的正
略
向思維
。(D)

標

更
年
期

加強家庭支持對於營
造正向更年期思維的
重要性。

策略
1.
2.
3.

4.

中
長
程
目
標

加強中老年人社區及
社會支持。

1.
2.

藉由媒體（報紙、廣播、電視或網路媒體）加強宣導更
年期家庭支持的重要性。
發展更年期婦女抒發情緒健康管道的衛教策略，鼓勵勿
以進食來發洩。
社區及門診之更年期婦女健康諮詢與醫療照護指導，加
強婦女學習對家人放心與放下，學會與家人及朋友分享
生活情趣或困擾。
發展社區更年期健康促進相關組織，教導婦女開拓健康
生活圈。

社區成立更年期婦女之身心健康照護與肥胖防治網絡。
社會加強增加中老年人休閒及學習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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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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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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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節

特
定
族

女
性

目標
五、
更年期
肥胖防

短
程
目

群
治明確
防
列於國
治
家健康
策 (續) 政策。
略
(C)

標

更
年
期

中
長
程
目
標

策略

監測指標

基層醫療機構加強宣
導更年期肥胖防治觀
念。

1.
2.

同上。
更年期肥胖防治納入中老年人保健政策。
肥胖防治宣導納入更年期相關門診，例如：婦科、骨科、
心臟科、肝膽科、乳房醫學及家庭醫學等門診。

更年期肥胖之防治政
策納入健保及醫院評
鑑。

1.

醫療服務單位（如衛生所或門診）基層衛生中心及門診增
加更年期肥胖門診。
全國各醫療院所設置更年期婦女健康親善門診，肥胖防治
列為評鑑項目。

2.
3.

將肥胖治療納入其相關疾病治療的健保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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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五 七
章 節

目標

特 男
定 性
族

ㄧ、 (一)
短期 增加男性及
目標 男性父母親

群
防
治
策
略

對於肥胖的
健康危害，
以及對健康
飲食與體能
活動益處的
認知。
(二)
增加符合男
性學生取向
之健康食物
的選擇與體
能活動的機
會。

策略
1.
2.
3.
4.

1.
2.
3.
4.

監測指標

在新生兒出院前，即時針對父母加強男童肥胖風險、肥胖 
對健康之危害，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益處的認知。
在學校，確認男性學生對肥胖健康危害、以及動健康飲食

評估學校兒童及青少年對肥胖
健康危害、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
益處的認知程度。

與體能活動益處有正確認知。

將肥胖對健康危害的認知、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之益處的
知識列為軍訓（軍隊衛生）教育訓練內容之一。
將肥胖對健康危害的認知、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之益處的 
知識列為勞工安全教育訓練內容之一。

評估退伍軍人對肥胖健康危
害、健康飲食與體能活動益處的
認知程度。
評估勞工對肥胖健康危害、健康
飲食與體能活動益處的認知程
度。

教育學生及家長執行健康飲食與進行體能活動的方法。

教育學生減少螢幕時間（電視、電玩與上網），提供觀看
螢幕的取代選項。

提供學校附近有供應健康食物選擇商店的資訊。
學校輔導學生成立多元的運動社團，並提供校外（社會） 
相關運動比賽的訊息。

評估學校提供健康飲食的種類
數。
評估學校體能活動的時數與種
類。
評估學生使用螢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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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七
節

目標

特 男 二、
定 性 中期
族 (續) 目標

增加職場健
康飲食與體
能活動的機

群
防
治
策
略

會與選擇。

策略
1.
2.

3.

三、
長期
目標

監測指標

進行職場機構提供健康食物選擇與體能活
動相關基礎資訊調查。
鼓勵職場提供體能活動的場所（健身房）
或提倡體能活動（補助職場運動社團支持
成立）。
鼓勵職場提供健康檢查，評估員工肥胖相
關之健康風險。




評估有多少職場提供健康飲食的餐廳或提供健
康飲食，健康飲食評鑑及員工滿意度。
評估有多少職場提供體能活動的場所或提倡體



能活動，員工每週體能活動增加時數。
評估有多少提供健康檢查，並將員工肥胖相關
之健康風險列為重要風險項目之一。

全年齡（低 1.
於 65 歲）之 2.

增加環境中體能活動空間數量與可近性。
持續推動健康飲食與肥胖防治之觀念。




評估年齡標準化之 BMI 之變化。
評估年齡標準化之肥胖盛行率之變化。

男性年齡標 3.
準化 BMI 降
低 2 個單位。 4.

持續鼓勵機構、職場推行肥胖防治的相關
措施。
制定肥胖防治法之相關法律。



評估年齡標準化之過重盛行率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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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八
節

特
定
族

老
人

群
防
治
策
略

目標
ㄧ、
老年肥
胖之體

短 (一)增加老人對於
期
健康體重概念、
目
預防中年後半期

重管理
宜以增
加老年
人運動
及健康
飲食之
方式，

標

維持或
改善老
人體能
表現，
減少肌
少或衰
弱症。

體重增加、肌少
症及衰弱症的認
識，並提升老人
健康生活（飲
食、運動）之知
識、技巧及動
機。

策略

監測指標

1.


於健康中心、老人中心、里民活動、老人大學等規

劃及開立相關教育課程。

媒體系列相關報導數量。
社區開辦民眾教育場次及
參加人數。

2.

藉由媒體（報紙、廣播、電視媒體）加強相關宣導。 

社區開辦健康體重、營
養、運動相關活動之班數
及成效測量。
醫療院所舉辦老人健康飲
食，運動相關教育的場次
及人數。
醫療院所舉辦相關議題在





(二)加強家庭與照
顧者對於上述老
人健康體重的認
識。




職教育的場次及人數。
醫療院所老人及成人健檢
中，老年人 BMI 登錄比率。
醫療院所推動身體組成以
及體能表現的計畫。

同上。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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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節

目標

策略

特 人 ㄧ、
定
老年肥
(續)
族
胖之體

中 建立老人健康飲
1.
長 食及運動之支持
期 系統。

群
防
治
策
略

目
標

重管理
宜以增
加老年
人運動
及健康
飲食之
方式，
維持或
改善老
人體能
表現，
減少肌
少或衰
弱症。

家庭成員或照顧者幫助老人克服不利於健康飲食
及運動的障礙，帶領個案建立個人化目標、自我監
測方式以及建立支持系統。

2.

社區老人相關組織應提出結合運動、健康飲食及生
活模式的方案，與合適的場地與設施，鼓勵老人參
與。

3.

醫療院所：
(1) 醫療單位應鼓勵中老年及老年人終身的參
與運動，及維持健康飲食，支持中年後半體
重增加的預防與處理。並將這視為完整醫療
的一部分。
(2) 增加全體醫療人員對老人健康體重、健康飲
食與運動、肌少與衰弱的認知（包括老年健
康體重種子教師訓練、教育課程規劃）。
(3) 配合成人或老人健檢，推動至少 1 年 1 次老
人 BMI 檢測。
(4) 推動醫療院所身體組成以及體能表現的測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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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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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第
八

章

節

目標

策略

目標

特 老 二、
定 人 對於 BMI 大於
族 (續) 30 之老年人，應
群
有合宜的評估

策略
短
期
策
略

1.
2.

由老人健檢及成人健檢篩檢出 BMI 大於 30 的老人。

提高醫療相關人員對於老人肥胖與肌少性肥胖的認知，並將觀念宣
導於肥胖個案：包括基本評估、造成的影響、介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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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監測指標
統計重度肥胖老年人
比率。
醫療院所舉辦在職教
育的場次及人數，及能

防
治
策
略

與轉介模式，訂
定標準，選取合
適個案採取個
人化的減重策
略，特別著重於
肌少性肥胖的

中
期
策
略

1.

防治。(B)
2.

長
期
策
略

1.
2.

訓練處理老人肥胖的專業人員（包括醫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
營養師等），使其具有：
(1) 老人周全性評估能力：疾病史回顧、理學檢查、適當的實驗 
室檢查、藥物回顧、功能評估，盡量減少可能導致肥胖的原
因（如醫源性的肥胖），仔細分析其可能因體重管理帶來的 
利與弊之後再進行減重計畫。

提供老人肥胖處理專
業人員人數。
重度及肌少性肥胖老
人數及管理個案率。
健康體位管理成果及
健康結果評估。

(2) 肌少症（衰弱）的評估與介入能力。
建立肥胖老人體重管理的計畫標準。

針對重度肥胖老人，應支持以及提供多團隊的服務、或必要時轉介。
針對重度肥胖老人給予專業性評估，設定個人化體位控制策略並將
之視為整合性照顧的一部分。

第
五
章

第
九
節

特
定
族

原
住
民

ㄧ、
建立原住民文
化融入式的健

短
期
策

1.
2.

積極建立原住民族參與的機制。
短期監測指標（2-3）年：
納入原住民族群文化特性（包括烹煮方式、食材運用、用餐文化、  100 個部落社區（包括
生活型態等）。
各都會區）有原住民

群

族

康生活推動組

略

3.

積極建立專家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目標

策略

419

監測指標

文化融入式健康生活

防
治
策
略

織（建立健康公 中
共政策及強化
期
社區行動力）。 策
略
(A)

結合當地經濟產業發展組織。


長

由各部落自行發展出健康生活推動組織及文化。

的出版品。
 各縣市至少有 10 個部
落社區應有公共廚房
或原住民健康飲食文
化推廣班，支持公共
照護老人及幼兒機
制。
（接下頁）

期
策
略

第
五
章

第
九
節

特
定
族

原
住
民

二、
強化原住民族
婦女及國中小

短
期
策

群

族

學生學習文化

略

推動組織(例如：
「護兒
健康中心」及「耆老
學院」)，並結合當地
經濟產業發展。
建立文化融入式健康
營養及運動知識相關

目標

策略
1.
2.

監測指標

提升原住民族現代健康科學知識。
（續）
提供原住民族婦女及國中小學生機會，學習文化融入式健康生活型 中期監測指標（3-5 年）：
態知識。
 有 50 所文化融入式原
住民健康學校及 50 個
420

防 (續) 融入式健康生
治
活型態知識（發
策
展個人技巧）。
略
(A)

中
期
策
略

持續蒐集並善用當地的傳統生活智慧，並結合現代健康科學知識。

長

持續建立各族群文化融入式健康營養及運動知識。



非營利婦女組織，參與
推動原住民健康生活型
態。
100 個學者專家與 10%
的部落社區（約 70 個）
建立長期性夥伴關係。



每一部落應有 20％的食
材為當地原生食材。
 成功推動 6 個文化融入
式典範健康生活部落
（北 1、中 1、南 2、東
2）。
（接下頁）

期
策
略

第
五
章

第
九
節

特
定

原
住

三、
回復人與部落

短
期

1.

積極建立每一部落能在地提供多種蔬菜水果及生產至少 1 種經濟型 （續）
原生食材。
長期監測指標（5-10 年）：

族

民

自然生態的關

策

2.

積極建立專家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群

族

係－穩定在地

略

目標

策略

監測指標



10 年內應有 50%的原住
民族婦女及國中小學生

421

防 (續) 安全的食物供
治
給供應鏈及健
策
康飲食文化（創
略
造支持性環境
及強化社會文
化因素）。(A)

中
期
策
略

積極建立以物換物式的健康食物交換公益平臺。

長

積極建立部落健康安全食材網。



蔬菜水果）的能力。

期
策
略

第
五
章

第
九
節

特
定
族

原
住
民

目標
四、
強化原住民部
落運動生活化

瞭解當地的傳統生活智
慧及正確的健康科學知
識。
10 年內 50%的都市原住
民家庭，具有每天購買
足夠的健康食材（例如

策略
短
期
策

1.
2.

積極建立每一部落有多種在地化動態生活模式（經營居家蔬果園） 同上。
及運動方式（例如：舞蹈、生態步道等活動）。
積極建立部落健康生活運動地圖。

群 族 及在地化（創造 略
防 (續) 支持性環境）。

3.

積極建立專家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422

監測指標

治
策
略

(A)

中
期
策
略

積極培育部落文化融入式運動專業人員（傳統舞蹈專員及部落生態導覽
專員）。

長

積極建立部落生態運動生活文化。

期
策
略

第
五
章

第
九
節

特
定
族

原
住
民

五、
健康部落幼兒
成長與優質老

群

族

化生活（強化社 略

目標

策略
短
期
策

1.
2.

積極建立部落學齡前部落共養「護兒健康中心」，強化健康飲食環 同上。
境。
積極建立「耆老學院」傳承部落健康生活知識，強化心靈安寧環境。

423

監測指標

防 (續) 區行動力，活化
治
調整健康服務
策
方向）。(A)
略

中
期
策
略

積極測量健康體位，強化體位與疾病關聯性，建立個案協助網。

長

積極建立非營利組織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期
策
略

第
五
章

第
九
節

目標

策略

424

監測指標

特 原 六、
定 住 支持都市原住
族 民 民橋接城市生
群 族 活環境（個人健
防 (續) 康促進技巧及
治
經濟社會因
策
略

短
期
策
略

積極建立提供休閒運動活動相關資訊，行銷健康休閒生活訊息。

中

1.

強化原住民健康職場守護網。

素，調整健康服 期
策
務方向）。(A)
略

2.

積極建立非營利組織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長
期
策

同上。

積極建立供給健康食材機制，有效提升都市原住民購買健康食材能力。

略

第

第

五
章

九
節

目標

策略

425

監測指標

特 原 七、
定 住 推廣替代成癮
族 民 及高風險物質
群 族 的計畫（個人健
防 (續) 康促進技巧）。
治
(A)
策
略

短
期
策
略

1.
2.

以水替代含糖飲料
積極建立專家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中

積極建立非營利組織夥伴關係的參與機制。

同上。

期
策
略
長
期
策

以非酒精飲料取代部落飲酒文化。

略

第

第

五
章

十
節

目標

策略

426

監測指標

特
定
族
群
防
治

中
低
社
經
人
口

策
略

群

ㄧ、
增加中低社經
人口群肥胖防
治健康資源之
取得機會。

1.

2.
3.

4.
5.

調整不健康食物與健康食物的市場價格：評估每月必要食物的價格合理
性，並以訂定規範、稅收或是補貼的方式調整其市場價格（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
提供購買蔬菜水果、乳製品、魚類的經濟誘因（衛生福利部）。
鼓勵地方政府及民間非營利組織設立食物銀行或發行食物券，提供緊
急、短期、中長期的服務，並制定食物銀行物資之募集、分類、儲藏與
分配等相關辦法（衛生福利部）。
提供減稅誘因以鼓勵企業界參與營養食物的捐贈，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
（財政部）。
統整短期與中長期各策略及行動，並定期評估（跨部會政務委員）。










各縣市低收入／中低
收入家庭的蔬菜、水
果、乳製品、魚類之
攝取。
各縣市低收入／中低
收入家庭的運動情
形。
各縣市低收入／中低
收入家庭兒童、少
年、成人的 BMI。
各縣市食物券發行
數。
各縣市食物銀行數、
服務的家庭數、提供
食物的數量與種類、
營養教育的方案數。

（接下頁）

第

第

目標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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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五
章

十
節

特
定
族
群

中
低
社
經

二、
增加中低社經
人口群執行健
康生活的條件

防 人 與能力。
治 口
策 群
略 (續)

1.
2.

3.

藉由多元的支持方案，增加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家庭營養食物的提供、安
全體能活動的支持環境以及相關健康生活的執行能力。
提供健康生活整合性的教育資源與服務，例如：配合食物方案的提供，
開設營養相關以及烹調技術等的教育課程，以增強其正確營養知識的瞭

（續）
 各國中小營養早／晚
餐、寒暑假餐食的方
案。

解（衛生福利部）。
協助低收入社區健康環境的營造，包括：安全的運動空間、健康食物便
利的取得來源，並針對特殊需求個案提供介入與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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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一線社會工作
人員（師）與營養師、
教師的合作方案數。
各縣市健康促進的資
源的分布指標（包括
醫療照顧、營養的食
物、休閒運動設施
等）。
企業社會回饋的落實
程度。
每月必要食品價格的
變動狀況。

第
五
章

第
十
節

特
定
族

中
低
社

目標

策略

三、
針對區域性差
異問題進行改

1.

長期監測區域性中低社經人口群致胖問題，針對區域需求改善健康促進
資源並提供所需的輔導、支持及相關服務，包括：醫療照顧、營養的食
物、休閒運動設施等。

群 經 善。
防 人
治 口
策 群 四、
略 (續) 建立跨專業的
團隊跨專業團
隊（包括營養

2.

對於偏遠且資源極度匱乏的地區，優先提供相關的資源與服務（教育部、
衛生福利部）。

1.
2.

第一線社會工作人員的營養相關知識的訓練（衛生福利部）。
建立社會工作師與營養師、教師的合作網絡（教育部、衛生福利部）。

師、社工師、學
校教師等）的合
作提供營養與
運動整合性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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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同上。

同上。

第
五
章

第
十
節

特
定
族

中
低
社

目標
五、
建立完整且系
統性的研究與

群 經 長期監測。
防 人
治 口
策 群
略 (續)

策略
1.
2.

3.

調查各縣市的健康促進相關資源與設施的分布狀況（教育部、衛生福利 同上。
部）。
檢視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國小與國中學生的早晚餐用餐情形、寒暑假的用
餐情形，以瞭解除營養午餐外，仍需要再補充的方案（教育部、衛生福
利部）。
內政部低收入生活狀況調查加入相關的選項（衛生福利部）。
(1) 配合各縣市的遊民服務，蒐集遊民身高與體重的相關資料（衛
生福利部）。
(2) 國中小身高與體重資料蒐集時也納入社會救助領取身份的資訊
（教育部、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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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第
五
章

第
十
一
節

特
定

身
心

ㄧ、
建立各類身

族
群
防
治
策
略

障
礙
人
士

心障礙人士
策
肥胖鑑定之
略
參考指標。(A)
中
長
期
策

目標

策略

短
期

監測指標

組成專責小組，進行文獻探勘，召開共識會議，選擇各類身心障礙 －
人士適用之肥胖鑑定指標並建立肥胖定義。(A)

編列經費，持續支持「探討體脂肪、健康指標、疾病發生率和各種
人體測量參數關係」之分析性流行病學研究，並精進各類身心障礙
肥胖定義。(B)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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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十
一
節

目標

特
定

身
心

二、
建立身心障礙人

短
期

士肥胖盛行率監
測系統，以利防
治策略之推展。

策
略

(B)

中
長
期
策

族 障
群 礙
防 人
治 士
策 (續)
略

策略

監測指標

運用既存之調查資料，進行全國及區域性身心障礙人士肥胖 
盛行率分析，提供相關資料進行有關的策略分析與研究。(B)

建置身心障礙人士肥胖盛行率調查的長久機制與平臺。(B)





略



432

是否有各種身心障礙肥胖專責
小組之成立與肥胖定義手冊之
發行。
是否有各種身心障礙肥胖狀況
調查之委辦與成果發佈。
有關身心障礙人士肥胖定義與
肥胖盛行率相關研究之篇數。
舉辦相關研討會之次數。
專業網頁及機制或平臺之設置。
醫院、研究機構或大學運用此項
資料之情況。

第
五
章

第
十
一
節

特

身

定 心
族 障
群 礙
防 人
治 士
策 (續)
略

目標

三、
建立身心障礙人
士身體活動之友
善環境，並提供
便利獲得的服務
管道。 (A)

策略

監測指標

1.

結合社區資源規劃身障者友善活動空間，方便身心障礙人士 

各地方政府設立友善體能活動
空間的數目。(B)

2.

參與活動或運動。(A)
鼓勵民間機構的參與，以公辦民營或其它有效模式，建立永
續經營之身心障礙服務模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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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十
一
節

特

身

定 心
族 障
群 礙
防 人
治 士
策 (續)
略

目標

四、

策略

短

建立身心障礙
期
身體動作及運
策
動指導專業體
略
系，培育人才。
(A)

中
長
期

監測指標

鼓勵大專院校成立身心障礙身體動作及運動指導學程、各大



學或相關院系開設身心障礙與肥胖相關專業課程。(A)


開發有效能之身心障礙人士的身體活動或運動模式。 (B)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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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培育身心障礙身體動作及
運動指導員之人數。(B)
使用身心障礙友善空間之身心
障礙人士人數。(B)
辦理各項身心障礙活動、運動講
習或研習之次數。(B)
身心障礙人士運動模式種類，以
及內涵之質與量。(B)
身心障礙服務模式及機構數
目。(B)

第
五
章

第
十
一
節

特

身

目標

五、

定 心 規劃適
族 障 合不同
群 礙 身心障
防 人 礙者的
治 士 飲食指
策 (續) 引，與專
略
業人力

策略

短

監測指標

組成專責小組，規劃編製適合不同身心障礙人士的飲食指引。(B)

期
策
略
中
長
期



指引之完成數目、品質與運用的



情況。(C)
培訓活動與資料印製之次數。
(C)

1.
2.

相關系所院校、各地區衛生所、社工單位或醫院，辦理種子師
資培育訓練及繼續教育課程。(C)
身心障礙肥胖防治知識納入相關專技人員高普考試題範疇。(D)

培育。(B)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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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第
十
一
節

目標

特
定

身
心

六、
提供身心障礙

短 辦理研習、講習邀請身心障礙人士及主要照顧者參與。(B)
期



人士與主要照
顧者有關肥胖
防治宣導與訓
練課程。(B)

策
略



族 障
群 礙
防 人
治 士
策 (續)
略

策略

監測指標


中 將教育宣導納入身心障礙人士醫療及照護體系之經常性服務事
長 項。(C)
期
策

辦理相關研習之場次與次數。
(C)
身心障礙的家人或陪同者參與
活動人次。(C)
宣導文宣、視聽媒體出現之次
數。(C)

略
七、
身心障礙人士
肥胖症之治療
納入健保給付
範疇。(D)

1.
2.
3.

研擬身心功能障礙有關之肥胖治療與衛教訓練原則。(D)
研發符合成本效益之身心功能障礙有關之肥胖治療與衛教教
材。(D)
將符合成本效益之治療及衛教之療程與介入，優先納入健保給
付。(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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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治療與衛教教材數目。(D)
健保給付項目。(D)

第
六
章

第
一
節

場
域
防

家
庭

治
策
略

目標

策略

監測指標

ㄧ、
營造有
利健康

規劃有利健康體位之家庭環境營造計畫：

1. 家中備有容易取食之健康食物（蔬菜、水果、全榖等）
，不存放不利
健康之食物與飲料（高糖高脂零食、含糖飲料等）


家中準備易取食之健康食物，不
存放不利健康之食物。
家中備有體重計、腰圍皮尺。

體位之
家庭環
境。

2.
3.
4.




家中備有運動設備。
孩子的房間不放置電視與電腦。

家庭餐飲供應或外食選擇份量適當—符合飲食指南之建議量。
家中備有體重計、腰圍皮尺、運動器材。
兒童及青少年房間內不放置電視、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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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一
節

目標

策略

監測指標

場 家 二、
1.
域 庭 增進
防 (續) 父母
治
策
略

知識
建立嬰幼兒照顧者健康體位的能力標準：包括飲食營養、身
 嬰幼兒照顧者健康體位能力標準之發展。
體活動、教養行為之知能。
 家長之飲食營養、身體活動、生活習慣、教養
行為相關知識的提升。
與照 2. 規劃提升家庭健康體位（健康飲食、教養行為、身體活動、
 家長對兒童肥胖（體位）判定之知識的提升
顧者
生活習慣）知能之計畫。
 家長對兒童體重控制之知識與行為改變技巧
之健
的提升。
(1) 飲食營養基礎知能（飲食營養、肥胖基礎知能）
：均衡飲
康體
食、良好飲食習慣（吃三餐、不吃零食宵夜）
、正確之體 行為
位相
 家長哺餵嬰兒（母乳、副食品添加）之方法符
位判定／認知。
關知
合建議之比率提升。
 家長之教養行為正確（符合民主權威方式、減
能。
(2) 教養行為知能：
少控制、不以食物為獎勵等）比率提升。
i. 民主權威（非限制的）的教養方式：家庭提供良好的  家庭供餐或外食之食物選擇符合飲食指南建
飲食環境，但培養孩子自主控制進食的能力（對內在
議份量之比率提升。
線索反應，如餓了才進食）、避免以不利健康的食物  兒童（青少年）自己用餐比率降低。
或使用 3C 產品做為獎勵，對於兒童在飲食與身體活動  家長與保母、幼兒園討論孩子的飲食及 BMI。
 兒童（青少年）使用 3C 產品時間降至每天 2
上的正向表現能給予肯定與鼓勵。
小時以下之比率提升。
ii. 成為孩子健康飲食與身體活動的角色楷模，並減少自
（接下頁）
身的靜態活動。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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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一
節

目標

場
域

家
庭

二、
增進

防 (續) 父母
治
與照
策
顧者
略
之健
康體
位相
關知

策略

監測指標


(3) 生活型態、身體活動基礎知能：

i.自嬰幼兒時期就要注意有充足之睡眠時間。

ii.協助孩子了解媒體廣告之真面目。
iii.孩子的房間不放置電視與電腦，2 歲以下幼童不看電視 
或使用 3C 產品，限制家中 5 歲以上的兒童，每天看電 
視與其他接觸螢幕之靜態活動（包括用電腦、使用智慧
型手機及打電動）。
iv.以動態身體活動取代聚餐做為主要的家庭活動。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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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歲以下幼童不看電視或使用 3C 產品之比率
提升。
家長能定期測量兒童身高體重並正確判定兒
童體位之比率提升。
家長鼓勵孩子走路上下學之比率提升。
以動態身體活動做為主要的家庭活動比例增
加，聚餐比例降低。

第
六
章

第
一
節

目標

場 家 三、
域 庭 加強家人關係，
防 (續) 提升兒童的情緒
治
策
略

策略
1.
2.

監測指標

辦理家人溝通學習課程。
辦理親子共學健康飲食與運動的活動，增進親子關係。




健康。


四、
家長能運用良好
之行為改變策

1.
2.

規劃及辦理家庭介入之兒童體重控制計畫。
對父母幫助孩子提高身體活動量獎勵措施之訂定。




略，參與及配合
孩子的體重控制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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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關係改善、家人關係良好－
比率提升。
良好家庭活動（降低聚餐、增加
體能性活動等）比率提升。
兒童與家人一起用餐及用餐氣
氛良好－比率提升。
以家庭為基礎之兒童體重控制
計畫增加。
家長運用正確行為改變技巧協
助孩子進行體重控制的比率提
升。
政府獎勵、支持家長及志工協助
兒童及青少年從事身體活動之
政策增加。

第
六
章

第
一
節

目標

策略

場 家 五、
域 庭 利用各種
防 (續) 管道實施

1.
2.

衛生單位：架構網站、舉辦相關活動、講座、婚前講座。
醫生與健康專業人員：利用門診或各項活動教導家長健康體位（飲食、身體活
動與生活習慣）之相關資訊。

治
策
略

3.

社區中心：舉辦相關活動、講座、規劃適合家庭共同參與之動態活動及建置適
合家庭共同參與之動態活動場所。
職場：舉辦相關活動、講座、規劃適合家庭共同參與之動態休閒活動。
學校：針對學生家長舉辦相關活動、講座，分發單張、規劃適合家庭共同參與
之動態休閒活動等。
保母證照班：課程中規畫正確之餵食、身體活動及教養行為。
媒體廣告：宣導父母角色與家庭共餐之重要性、鼓勵家庭成員共同參與動態活

提升家庭
健康體位
（健康飲
食、教養
行為、身
體活動、
生活習

4.
5.
6.
7.

慣）知能
計畫。
六、
增加家人
關係、教
養行為與
兒童肥胖

監測指標


各種管道實施提升
家庭健康飲食、健
康體位與身體活動
計畫增加。

動。
1.

相關單位（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及獎助家人關係、教
養行為與兒童肥胖關係之本土研究。

關係之本
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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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人關係、教養
行為與兒童肥胖關
係之本土研究補助
及獎助案增加。

第
六
章

第
二
節

場
域
防

學
校

治
策
略

目標

策略

ㄧ、
素養
的提

(一)提升學齡 短
兒童、青少 期
年、教職員、 策

升。

學校護理師、 略
營養師及父母
等對健康體位
以及肥胖防治
的認知。

1.

2.

3.
4.

監測指標

持續運用現有健康促進學校平台，推動並精進健
康體位計畫。提升並變化學生健康資訊系統體位
通知單之衛教內容，在每學期學生健康檢查後提

結構指標：

供給家長，以達增加認知之目的。
每學期運用各種機會（含家長座談、班親會等），
舉辦活動以增加父母對兒童在家健康飲食、運動
及作息之認識。
制定各級學校教職員（特別是衛生教育老師）之
健康體位教育課程，並納入在職教育學分。
鼓勵學校教師、護理師、營養師發展健康體位相









關教案，融入領域教學。
中
期
策
略

1.
2.
3.
4.

針對健康體位及相關考量，審視並修訂各級學校
之健康教育與體育之課綱及內容。
鼓勵學校教師增加運動、健康教育之第 2 專長。
舉辦學校護理師健康體位相關研習。
營養師養成教育中增加健康體位教育的學分及實





學生的體位測量、監測與運用（教
育部健康檢查資訊系統）。
師生的體位相關行為測量、監測與
運用（教育部健康自主管理網
www.ym.edu.tw/action）。
教育部提供健康體位相關計畫、金
額及執行、經費及行政舉措。
衛生單位協助學校、學校周邊環
境、家長之計畫與內容。
各級學校之健康教育與體育之課
綱及內容增加體位不良處理相關
內容。
體育及第 2 專長為體育之教師數
增加。
學校體育課總時數增加。
學校護理師人數的到達法定標
準，增加健康體位相關的工作內
容。

習。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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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二
節

場
域

學
校

目標

策略

ㄧ、
素養

(二)提升、落 短
實學齡兒童、 期

防 (續) 的提
治
升。
策
略

青少年、教職 策
員及父母等之 略
健康體位相關
行為。

中
期
策
略

1.

2.
3.

1.

2.

監測指標

持續發展並促進健康飲食及運動相關課外學習活 （續）
動，包含社團、回家動態作業與學習（心得回饋）  學校營養師人數的增加，增加健康
單。
研擬兒童在家健康飲食、運動及正常作息之原
則，並提供可行方法。
監測學齡兒童、青少年、教職員、及父母等健康
體位相關行為。




體位相關的工作內容。
學校設置提供足夠之飲水（1 人 1
天 750 毫升以上之白開水）。
運動館場提供易飲用的飲水機。

運用證實有效且本土化之 PACE+策略，持續發展
針對學齡兒童、青少年、教職員、及父母等健康
體位有效之相關行為新穎策略。
與醫療單位合作建立起肥胖學生之轉介系統。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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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二
節

目標

場
域

學
校

二、 校園提供之餐
學校 飲符合健康飲

防 (續) 飲食 食標準。
治
環境
策
的改
略
善

策略

監測指標

短 1.
期

制定並修訂各級學校校園食品規範及營養供餐指
南。

策 2.
略
3.

定期檢視學校供餐內容是否符合學齡兒童與青少

年之飲食指南。
建立機制與方法（例如：改善蔬菜食譜及口味）， 
並鼓勵學生在校午餐能吃下符合飲食指南的蔬菜
份量（最低標為 1.5 份）。

以完善 6 大類食物平衡為目標，配合國內供餐內容
傳統，鼓勵家長準備低脂牛奶、水果當成學生點心。

4.
5.

6.
7.

（續）
過程指標：
學校推動體位不良全校性策略之
機制及執行。
學校輔導體位不良學生之機制及
執行。
校園食品相關法令之制定及執行。

各級學校提供方便足夠之飲水設備，鼓勵學生多喝
白開水每天達 1500 毫升（幼童為 30 毫升*體重公
斤數）。
禁止含糖飲料進入校園。
營養師回歸各級學校現場。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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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二
節

目標

策略

場 學 二、 校園提供之餐
域 校 學校 飲符合健康飲
防 (續) 飲食 食標準。

中
期
策

治
策
略

略

環境
的改
善

1.
2.

3.

監測指標

各級學校依學生人數配置營養師。
增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執行校園
食品規範督導考核要點（含學校販

（續）
結果指標：


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適用對象

及於幼托園所。
增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執行校園
食品規範督導考核要點（含學校販

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適用對象
及於高中職、大學。


長
期
策
略

1.

增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執行校園
食品規範督導考核要點（含學校販 
售食品自主管理檢核表）」適用對象

及於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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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睡眠質量增加（每天睡足 8 小時百分比增
加）。
學生午餐全穀、蔬菜、水果攝食量增加（學校午
餐學生食用蔬菜量每天達 1 碗半者百分比增
加）。
學生看螢幕時間減少（看電視，玩電玩，打電腦，
用手機等四電時間，每天少於 2 小時百分比增
加）。
學生中等費力及費力身體活動增加（每週運動達
210 分鐘百分比增加）。
過重及肥胖學生中等費力及費力身體活動增加
（每週運動達 420 分鐘百分比增加）。
學生喝白開水量足量之人數增加（每天喝白開水
達 1500 毫升百分比增加）。
學生含糖飲料攝取量減少。
學生吃健康早餐人數增加。
學校周邊販售健康點心、飲料店家數增加。
學生適中體位盛行率增加。

第
六
章

第
二
節

目標

策略

場 學 三、
域 校 學校
防 (續) 運動

增加學
生體能
活動之

治
策
略

機會、時 略
間與類
型。

環境
的改
善。

短
期
策

中
期
策
略

監測指標

持續推動學生運動 333 及活力 210 的目標（學生每週含體 同上。
育課的運動至少 3 天、時間至少 30 分鐘、運動強度要達說
話會喘、不輕鬆程度；確保學生每日不含體育課的運動時
間至少 30 分鐘）。
2. 嚴禁學校將體育課挪用為其他課程用。
3. 鼓勵學生假日運動。
4. 安排晨間運動。
5. 應安排部分下課時間超過 10 分鐘，以利學生至少運動 10
分鐘，達提昇新陳代謝率之目的。
6. 出動態作業，以減少課後靜態時間。
7. 輔導課輔機構，安排適當有趣的體能活動時間。
8. 擴大體適能列為升學備審資料的機制，並分析其利弊。
9. 學校應提供充足、易使（取）用之運動場所、設施、及器
材，並定期維護。
10. 訂定學生在校用電子產品之規範（如手機集中保管）。
1. 鼓勵所有學生每日至少運動 60 分鐘。
2. 確保過重及肥胖學生每日至少運動 60 分鐘。
3. 確保過矮學生（是部分過重的原因）每日進行足夠的戶外
運動及跳躍性運動（如跳繩）。
1.

4.

持續依實證資料，修訂各級學校之體育課綱內容及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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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二
節

場
域

學
校

目標

策略

監測指標

四、 學生
學生 放學

短
期

1.

鼓勵學生減少看電視、玩電玩、打電腦與用電話等 4 電時間， 同上。
每天少於 2 小時。

防 (續) 放學 後的
治
後作 作息
策
息的 正常
略
改善 。
。

策
略

2.

訂定合理之資訊教育暴露與使用時數，明確限制國小 3 年級以
下學生不用電子書包，2 天看螢幕時間在 2 小時以下。
與家長溝通，避免學生使用吃到飽之電子通訊方案，以減少學
生用智慧型手機上網時間。
與家長溝通，建議電視、電玩、電腦放在家中公共空間。
鼓勵學生有足夠、品質良好之睡眠（1 天至少達 8 小時）。

3.
4.
5.

中
期
策
略

1.
2.

電視、電腦退出幼托園所。
安親班、幼托園所評鑑中，加入久坐時間、螢幕時間評估，使
合乎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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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二
節

場
域

學
校

目標
目標

策略
策略

五、
學校周

改 善 學 校 1.
周邊健康

鼓勵學校主動連繫衛生局所、鄰里長、社區領袖、醫院營養師 同上。
協助改善學校周邊健康環境。

防 (續) 邊社區
治
。
策
略

環境，包含 2.
飲 食 與 運 3.
動。
4.
5.

輔導學校周邊之餐飲店販售健康早餐、點心及飲料。
培力學生判斷學校周邊早餐、點心及晚餐之品質與熱量。
檢視及改善學校周邊動態上下學之安全性。
鼓勵學校共同參與國健署致胖環境因子評估與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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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場 學 六、
域 校 學校
防 (續) 健康
治
體位
策
輔導
略
與轉

建立過重及
肥胖兒童輔
導及轉介機
制。

短
期
策
略

介機
制。

1.

2.

3.

4.

中

1.

期
策
略

2.

同上。
學校護理師將每學期之各班學生身高、體重、體位分類與全
校、縣市、全國比較，並在校內公開場合報告，確保校長、學
務、衛生、體育、導師了解情況，協力處理，並發展與進行校
級策略。
學校護理師每學期篩選出體位不良之學生（肥胖、過重、過輕、
生長發育遲緩）
，持續建立健康檔案（含健康行為）
（可用教育
部健康自主管理網 www.ym.edu.tw/action）。
學校護理師每學期發放學生健康資訊系統體位通知單之衛教
資料給體位不良學生之家長，並安排資源與在地衛生單位共同
輔導家長、學生。
學校護理師、體育老師、導師、營養師、家長共同輔導體位不
良之學生（可用教育部健康體位管理網
www.ym.edu.tw/action）。
肥胖、兒童生長相關醫學會建立體位不良兒童及青少年之處理
原則及轉介機制。
協助學校與適級醫院建立轉介機制，以利將病態肥胖、生長發
育遲緩之學生轉介至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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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三
節

場
域
防

職
場

治
策
略

目標

策略

監測指標


一、
建立合理工
時政策與管

1.
2.
3.

召開勞資雙方公聽會，檢討目前法定工時之合理性。
加強輪班與延長工時高風險職場之工時稽查。
企業應檢視工作班別與工時之合理性。

理機制。

4.

輪班與長工時職場應重視員工肥胖預防與管理。

二、
建立健康職
場及有利肥
胖防治之獎

1.

成立國家暨地方健康職場推動小組，評估各類職場之實
施瓶頸（含：職場工作屬性、規模與收益狀況等），規
劃能切合現況需求之誘因與獎勵機制，包括：合宜（不
同等級）之經費補助、無息貸款、減抵稅等。

勵機制與宣
導策略。

2.

落實輔導與獎勵政策，定期評鑑受補助與獎勵機構之實 
施現況、後續輔導需要，以及追蹤各縣市輔導改善現況
與檢討改善有關之政策。
相關機構辦理經常性職場肥胖防治成果競賽，製作媒體
宣導節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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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檢查數及事業單位違反工時案件
頻率。
高風險職場員工肥胖比率。






健康職場獎勵機制。
健康職場相關政策。
職場員工體重過重及肥胖率。
職場肥胖防治成果競賽數目。
製作媒體宣導節目。

第
六
章

第
三
節

目標

策略

監測指標

場 職 三、
1.
域 場 增進雇主對
防 (續) 健 康 職 場 的 2.

鼓勵各地方政府成立健康職場輔導工作小組，計畫性輔導雇主對健康職場之認 
知與營造健康職場之意願，提供諮詢服務與切合該企業屬性之獎勵機制。
建立企業健康友善社區形象認證與實質獎勵措施，鼓勵並輔導鄰近企業（職場） 

健康職場受輔導
個案數。
企業健康友善社

治
策
略

參與企業健康友善社區營造，以結合健康社區之發展與鄰里資源，改善企業（職
場）內外之健康飲食獲取條件，以及運動友善環境；亦藉此促進鄰近社區之繁
榮與健康環境之塑成。

區認證數。

正面認知、支
持、參與，並
鼓勵輔導鄰
近資源之結
合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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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三
節

目標

策略

防 職 四、
1.
治 場 增進員工健
策 (續) 康 體 重 管 理
略

知 能 與 實
踐。

教育職場員工認知肥胖對健康之影響，並帶動健康生活之實踐。
(1) 勞工肥胖防治教育之提供：
i. 短期：輔導企業辦理員工肥胖防治在職教育，並提供有關的教材與師

監測指標


資，包括：「認識肥胖的健康影響」、「認識肥胖的經濟影響」、「了
解減重與體重維持的方法」、「增進各種體能及健康體適能之運動」。 
ii. 短期：提供員工自我實踐營養改善與健康體能之諮詢服務與教材媒體
資料，包括：有限條件下健康飲食之獲取與製備、不影響工作狀態的 
運動小技能。
iii. 中期：政府相關單位製播「職場肥胖防治」相關之各式媒體節目與資
訊，並透過適當的管道有效傳播。

2.

(2) 勞工肥胖防治教育入法：肥胖防治教育課程納入例行勞工教育訓練，並
明訂教育之內容與時數。
促進職場員工肥胖防治的實踐與習慣之養成：輔導企業鼓勵員工參加運動性社
團、鼓勵員工以自行車或步行方式上班、實施工作間健康操、提供健康餐飲獲
取之管道等，以養成勞工健康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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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肥胖防治教
育納入員工在職
教育訓練時數之
職場比例。
職場肥胖防治教
材提供數量。
「職場肥胖防治」
相關媒體傳播數
量。

第
六
章

第
三
節

目標

場 職 五、
域 場 改善職場之
防 (續) 健康飲食環
治
策
略

策略

監測指標

依據職場屬性規模，提供健康飲食之輔導措施與資訊。

(1) 建立健康團膳評鑑標準與認證制度。
(2) 輔導提供職場餐飲之團膳業者，開發健康菜單，並符合健康團膳評鑑標準 

健康團膳評鑑與
認證制度。
健康團膳業者認

2.

與輔導認證，包括：熱量營養素標示等。
(3) 輔導並提供偏遠與非商業區中小規模職場，經濟實惠之健康菜單與食品衛 
生保存簡易條件之諮詢輔導，協助其自足供應或員工自備健康餐飲之能力。
改善職場蔬果及健康點心飲料之可近性。
(1) 建立職場新鮮蔬果及健康點心供應之指導原則。
(2) 鼓勵職場販賣部供應具熱量與營養標示之健康點心及新鮮蔬果。
(3) 提供職場健康食物認證廠商之相關資訊或平台，協助員工取得安全廉價的

證數。
偏遠與非商業區
中小規模職場輔
導案數。

3.

健康食品。
增加大型企業設置健康餐廳的誘因：政府相關單位（經濟或勞政部門）以無息貸
款、部分補助或抵稅等方式，鼓勵企業設置員工健康餐廳。

1.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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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三
節

目標

場 職 六、
域 場 改善職
防 (續) 場之體
治
策
略

能活動
環境與
實踐。

策略
短
期
策
略

中
期
策
略

增加員工適度運動機會：

1. 鼓勵企業規劃安全步行之友善環境與體能消耗熱量標示（含：步行通道、
樓梯、步道）。

2.
3.
4.
5.

鼓勵企業設置運動性社團並補助部分經費。
鼓勵企業辦理體育性活動。
鼓勵企業推廣自行車或走路上班。
鼓勵企業推廣工作間之健康操。

提供企業改善室內外運動設施之誘因：
1. 政府相關單位（經濟、勞政或體育部門）以無息貸款、部分補助或抵稅

2.

長
期
策
略

監測指標

等方式，鼓勵企業設置室內外運動設施之誘因或和公有運動場域簽訂優
惠方案等。
鼓勵企業（職場）結合健康友善社區營造，改善企業（職場）內外之運
動友善環境。

企業有完整的健康體能提升計畫：
1. 提供計畫範本，輔導企業推動完整之健康體能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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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推動規律運動的比
例。
企業設置運動設施的比
例。
職場員工過重及肥胖比
率。

第
六
章

第
三
節

目標

場 職 七、
域 場 營造有
防 (續) 利職場
治
策
略

女性懷
孕／哺
乳／養
育的支
持性環
境。

策略

監測指標

短
期
策
略

提升職場哺集乳室設置比率與設置數：
1. 輔導企業規劃、設置哺集乳室。
2. 輔導企業訂定員工哺集乳時間。

長
期
策
略

鼓勵大型企業提供職場婦女方便在職哺育之托育環境：
1. 鼓勵企業提供優質且優惠的嬰兒托育合約業主。
2. 政府相關單位（經濟或勞政部門）以無息貸款、部分補助或抵稅等方式，
鼓勵企業設置嬰兒托育場所。

3.

鼓勵企業推廣在職婦女哺集乳。




企業設置哺集乳室的比
例。
企業提供育兒措施的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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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第
三
節

目標

場 職 八、
域 場 推動職場
防 (續) 肥胖風險
治
策
略

研究。

策略
短
期
策
略

推動職場肥胖風險基礎研究與職場肥胖防治先驅研究：
1. 不同輪班方式之肥胖風險研究。
2. 工時與肥胖之相關性研究。

長
期
策
略

推動職場肥胖防治介入成效長期追蹤研究：

3.
4.
5.
6.
7.

1.
2.
3.

不同職場屬性與作業型態之肥胖風險研究。
職場健康與生產力相關研究。
個別職場肥胖防治介入成效評估研究。
小規模跨職場肥胖防治介入成效評估研究。
職場健康促進設施納入勞動條件調查資料。

建立行業別與作業型態別之長期追蹤資料庫。
職場肥胖高風險族群之長期追蹤研究。
大規模多職場之介入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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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職場肥胖防治研究占職
場健康研究之比例。

第 第
六 四
章 節

目標

場
域
防

健
康
照

ㄧ、
建立醫療照
護機構之肥

治
策
略

顧
機
構

胖防治教育
訓練策略、
教材與師資
培育。

策略
短
期
策
略

1.
2.
3.

中
期
策
略

1.
2.
3.

編訂肥胖防治教育基準教材。(B)
建立肥胖防治教育課程架構及擬定訓練計畫。(B)
發展醫療人員與機構之肥胖防治教育認證標準。(B)

發展肥胖防治教育多元化教學課程（如 e 化課程、e-portfolio…）。(C)
醫學相關系所院校開設肥胖防治相關課程並授與學分。(B)
各醫療專業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將肥胖防治納入為必修課程。(B)

監測指標



發展教材數。(B)
開設肥胖教育課程之醫
學教育機構比例。(B)



肥胖防治教育課程架
構。(B)
肥胖防治教育訓練計畫
數。(C)
肥胖防治教育多元化教
學課程數。(C)
醫療人員之肥胖防治教





長
期
策
略

1.
2.

全面實施醫療人員與機構之肥胖防治認證。(A)
全部醫療人員接受過肥胖防治教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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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認證標準。(A)
醫療人員與機構之肥胖
防治認證通過比例。(B)

第
六
章

第
四
節

目標

場
域
防

健
康
照

二、
醫療院
所將個

治
策
略

顧
機
構

案體重
管理納
入常態
(續) 性醫療
服務。

策略
短
期
策
略

1.
2.
3.
4.

中
長
期
策
略

1.

2.

監測指標

將 BMI 及腰圍列為病患常態性的評估及衛教內涵（意義：將肥胖的評估 
的工具與判讀內化在一般健康照顧中)。(A)
獎勵醫院成立肥胖防治團隊，開辦肥胖防治門診，以慢性病模式治療肥 

使用 BMI、腰圍評估的
比例。(A)
提供體重過重或肥胖者

胖。(B)
肥胖評估列為社區醫療群家庭會員必要評估項目。(B)
社區醫療群、學校健康中心提供體重過重者，提供健康飲食、規律運動
的諮詢。

運動及飲食衛教的比
例。(A)
肥胖者介入治療 6 個月
後體重降低 5%的比
例。(B)
社區醫療群或學校健康
中心對家庭會員、學生

推廣健康從業人員學習肥胖防治專業，將肥胖防治專業融入一般執業標
準，凡體重過重及肥胖者接受運動及飲食衛教等肥胖介入（意義：除肥
胖治療專業團隊外，一般健康照護人員，也能在一般執業中進行運動與
飲食衛教等肥胖防治)。(B)
社區醫療群或醫院能與社區中其他團體結合，提供減重的課程，強化民
眾減重知能。(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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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肥胖評估及提供體重
過重或肥胖者運動及飲
食衛教的比例。(B)
醫療機構與社區中其他
團體結合為防治肥胖而
共同努力的比例。(B)

第
六
章

第
四
節

目標

場
域
防

健
康
照

三、
協助醫
療院所

治
策
略

顧
機
構

建立全
面的體
重管理
(續) 政策及
機制。

策略
短
期
策
略

監測指標

提供病人及家屬肥胖防治衛教及相關門診資訊服務。(A)




中
期
策
略

建立各科別間過重及肥胖病患轉診機制，並設置體重管理專責單位。(B)

長
期
策
略

建立體重管理照護網及肥胖相關疾病之關懷系統，提供相關服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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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 及腰圍成為病歷資
料之比例。(A)
設置體重管理專責單
位。(B)
建有轉診機制。(B)
建立體重管理照護網及
關懷系統。(B)
肥胖相關病患納入體重
管理之比例。(A)

第
六
章

第
四
節

目標

場
域
防

健
康
照

四、
期望政
府提供

治
策
略

顧
機
構

高品質
及可負
擔的「醫
(續) 療和衛
教」給
付。(B)

策略

監測指標

短
期
策
略

建立我國肥胖預防及治療的臨床指引，以提供醫療專業人員及民眾參考。(A) 

我國肥胖預防及治療的
臨床指引的制定（由政
府獎助）。(A)



中
期
策
略

結合中央健康保險署、相關研究單位進行肥胖醫療給付之成本效益研究，提
出最適宜之配套方案。(B)

國家（衛生福利部或國
民健康署）或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針對
肥胖相關醫療給付之成
本效益研究的經費補助
的金額。(A)
政府對於肥胖相關健康


長
期
策
略

實施肥胖健康捐，以減少高熱量食物或垃圾食物的攝取，並充實國家或中央
健康保險署的財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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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的課徵及應用及執
行健康稅捐的情形。(B)

第
七
章

第
一
節

目標

健
康
體

飲
食
環

一、
鼓勵超
市／市

位
環
境
營
造

境

場／便
利商店
以健康
為導向
逐步轉
型。

策略
短
期
策
略

監測指標

建立超市／市場／便利商店之健康導向規範，並制定鼓勵轉型之配套
措施：
1. 販賣場所提供食品之營養資訊。(A)
2.




健康食物擺設在適當地點。(D)


中
長
期
策
略

超市／市場／便利商店之健康導向轉型之輔導措施及政策規劃：
1. 訂定於販賣場所提供食物之營養資訊之立法規範。(D)
2.

訂定健康食物擺設在適當地點的指導要點。(D)

式脂肪」標示－具有標示的比
率。(A)
健康食物置放於明顯易增加採
購的位置－放置易採購區的比
率。 (D)



衛生單位發展相關健康食物標
示的標準與指引進度。(D)



相關部門進行跨部門合作的進
度。(D)
相關法令於行政機構之規劃進
度。(D)
相關法令於立法機關之規劃進
度。(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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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資訊標示設計簡單明瞭文
字說明–具有標示的比率。(B)
同時呈現「低熱量」和「零反

第
七
章

第
一
節

目標

健
康
體

飲
食
環

二、
鼓勵餐
廳／小

位 境 吃／飲
環 (續) 料業者
境
以健康
營
為導向
造
逐步轉
型。

策略
短
期
策
略

中
長
期
策
略

監測指標

建立餐廳／小吃／飲料業者轉型健康導向之規範：
1. 加強健康菜單的設計。
(1) 有效營養標示設計。(A)
(2) 有健康選擇標示。 (B)
(3) 依照食物熱量排序。(D)
(4) 彩色辨識熱量。(A)
(5) 健康餐點放在菜單前面。(D)
2. 健康餐點和一般性餐點分開陳列。(D)
3. 對健康餐點降價促銷。(B)
4. 增加健康餐點的選擇。(D)
發展健康餐廳的政策規劃：
1. 訂定健康餐廳的作業指引。(D)
2. 訂定健康餐廳的鼓勵辦法。(D)
3. 訂定健康食物的促銷規範－禁止以玩具對兒童促銷不健康的餐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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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單位發展相關餐廳健康導
向的指引進度。(B)
各餐廳／飲食場所依建議提供
健康菜單的比率。(D)
各餐廳／飲食場所提供健康食
物之促銷活動比率。(D)

行政部門相關作業指引發展的
進度。(D)
相關部門進行跨部門合作的進
度。(D)
相關法令於行政機構之規劃進
度。(D)
相關法令於立法機關之規劃進
度。(D)

第 第
七 二
章 節
健
康
體

運
動
環

位
環
境
營
造

境

目標

策略

短
ㄧ、
增 建 及 期
改 善 社 策
略
區 運 動
環境，營
造 活 躍
的 社 區
環 境 。

1.

(A)

6.
7.
中
長
期
策
略

2.
3.
4.
5.

監測指標

增建安全徒步區、自行車道、公園、兒童遊樂設施及相關休閒遊樂設施以增 
加民眾的身體活動量。(A)
藉由媒體加強宣導對於使用社區運動環境的認知。(C)

媒體（報紙、廣播、
電子看板、電視、網
路媒體）報導及宣導

在公眾場所及交通要道開闢單車道及停泊自行車的設施；提供學生安全步行
抵達學校的路線。(A)
增加讓上班族以步行或自行車代替乘坐交通工具之動態交通活動。(B)

在社區內增加可供民眾從事身體活動的設施及場所，如公園、遊樂場、健身
房、社區活動中心、學校運動場所等。(A)
公共運動中心與設備要低收費，對未能負擔之民眾要有補助或折扣策略。(C)
讓校區內的活動設施對公眾開放。(B)

使用社區運動環境
的數量。
已增建安全徒步
區、自行車道、公園
及相關休閒遊樂設
施的數量。

建立運動支持系統，讓民眾在社區增加從事身體活動的機會：
1. 找出一個受歡迎的“公眾人物”作爲提倡運動的代言人；推銷身體力行，離開
座駕的動態交通性活動。(C)
2. 推行步道及單車道區域內混合使用之安全守則。(B)
3. 建議政府在城鄉之土地使用上，推行智能型設計，使社區民眾可以體驗，步
行上班，購物，食肆，休閒活動中心及其他的活動場所。(C)
4. 在購物中心，宗教團體，老人活動中心，休閒活動中心，鄰里內或社區策劃
宣傳現有的身體活動環境，鼓勵動態的交通性活動以促進活動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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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第
二
節

目標

健
康
體

運
動
環

二、
學校體
育與運

位 境 動環境
環 (續) 營造。
境
營
造

策略
短
期
策
略

中
長
期
策
略

1.

監測指標

增加學校（包括大學、國高中、國小）運動設施及體育運動相關
之專業指導人力；體育課由體育與運動相關科系之專任師資任
教，讓體育課可以正常化教學。(B)

2.
3.
4.
5.

晨間操、課間操的執行。(C)
下課的休息時間給予學生使用運動設施及器材的機會。(B)
學校宣傳及推展徒步上下學的活動。(B)
強調樂趣而非競爭性的校內體育及課後體育活動介入。(B)

1.

學校建立運動支持系統，找出學校體育環境有助益或有障礙的決
定因子，加強助益政策，並排除影響學校營造優質體育環境的因

2.
3.
4.
5.

素。(D)
體育課程、體育專業教師人材及運動場地設施納入學校評鑑的重
點項目。(C)
學校提供運動性及休閒活動社團。(C)
綜合整頓讓校園區域和民眾住宅區之間的距離，加設適當土地運
用，以達到學生可以步行或騎單車到校的可能性。(B)
以青少年都崇拜的學校風雲人物或出名偶像擔任身體活動使者或
代言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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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體活動／運動環境支持的
學校數量。
學校以專任體育老師教導體育
課的比例。
增建的學校運動場所及設施的
數量。

第
七
章

第
二
節

目標

健
康

運
動

三、
政府的

體 環 運動環
位 境 境營造
環 (續) 目標。
境
營
造

策略
短
期
策
略



1.

將家庭、社區、學校、職場與社會環境等相關因素納入考量，擬
定「2020 身體活動環境政策目標」。(D)

2.

領導全國性及區域性的城鄉運動環境政策，包含計畫、執行、及 
評估政策的成效；如確定徒步路線，自行車道及其他運動場所的
增建及改善。(B)
建立完整的評估機制以驗證到達運動場所的徒步道路、自行車
道、公園、兒童遊樂設施及相關休閒遊樂設施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3.

中
長
期
策
略

監測指標

(A)
政府，如衛生福利部，擔任領導角色，與其他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
醫護、學術團體及社區組成合作團體，以對抗肥胖問題及其相關健康
風險：
1. 了解目前存在的身體活動環境問題與政府政策。(B)
2. 追蹤監察身體活動環境改善對增加社區內身體活動的執行成效。
3.
4.

(C)
政府對運動環境營造與身體活動之促進應採取明確的經費分配及
推動工作。(D)
確定未來身體活動環境策略的目標設定，政策類型、策略伙伴及
監測指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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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活動環境政策目標之訂
定。
身體活動環境營造改善資料庫
之建立，包括身體活動環境營
造之監測指標、經費分配、政
策推廣及施行的成效數據。
政府之政策制定者需連同健康
醫療體系，組成跨領域、跨部
會的肥胖防治團隊之成立，如
城巿設計、交通、環境、健康
和體適能專業人士、教育、家
庭、社會大眾傳媒、志願機構，
以監督運動環境政策之落實及
執行成效。

第 第
七 三
章 節

目標

策略

健 空
康 間
體 規

ㄧ、
建構綠色運
動及運輸網

短
期
目

(一)
增進居民在一
個受喜愛且能

位 劃
環
境
營
造

絡之居住環
境，營造適
合步行之空
間環境。

標

夠獲得的物理
環境中從事身
體活動的機
會。
(二)
鼓勵並提升民
眾使用大眾運
輸、走路和騎
自行車之意
願。

1.
2.
3.

4.

監測指標

建構安全人性的通學人行與自行車道，串聯學區路

線，提升騎乘率。
促進居民主動的運輸活動，尤其步行、騎單車、爬階 

居民使用自行車與大眾
運輸工具之使用率。
友善安全的通學步道或

梯或促進居民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促進社區族群使用公共運動休閒設施，如操場、運動
場、游泳池、體育館及學校的健身房等設備。保留騎
樓與人行步道空間的確保延續與改善，以達到人行環
境的安全與舒適。
智慧型運輸系統的建立，可即時取得大眾運輸的資
訊，提高民眾步行及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工具的意願及

自行車道通學學區路徑
評估。
居民步行行為的比率。
汽機車持有率。
鄰近公共運動休閒設施
數量分布。
人行環境的安全與舒適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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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用後評估。
無縫接駁轉乘系統之效
能評估。
社區環境與身體活動環
境因子調查。

第
七
章

第
三
節

健
康
體

空
間
規

目標

策略
同上。
規劃具潛力之通學與通勤路線並整合既有道路空間。
建議以人車分離、縮小車道來拓寬人行步道方式，並規
劃連結性完善且友善的人行步道和自行車道。

ㄧ、
建構綠色
運動及運

中
長
期

(一)
擬定自行車
總體規劃的

位 劃 輸網絡之
環 (續) 居住環
境
境，營造
營
適合步行
造
之空間環
境

目
標

政策與措施 3.
(二)
建立人本導
向，綠色運 4.
輸（腳踏車
與 人 行 步 5.
道）為主之

規劃設計安全且連續性之自行車道、人行車道及大眾運
輸空間，建構便捷大眾運輸網，減少獨自駕車和機車持
有率，紓緩汽機車使用與成長。
充實強化公車與捷運等公共運輸系統的運載效能與轉乘
上的便利性。
大眾運輸的服務範圍，藉由捷運站出入口半徑範圍內
400 公尺範圍內的人行環境空間系統、自行車道系統、

都市交通環
境。

短程公車接駁系統、路外停車空間之廣設、無障礙設施
之整合。
以休憩據點為概念，考慮開放空間的接近程度，依使用
者之步行能力，以小規模、多機能之型態規劃休憩空間，
方便使用者到達並參與活動。
創造街道為一個多重目的之混合場所，而非專供汽車使
用，促進步行與自行車系統能舒適、有趣、高品質且安
全的融入街道系統中。

1.
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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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第
七
章

第
三
節

健
康

空
間

目標
二、
營造有

體 規 利身體
位 劃 健康之
環 (續) 自然環
境
境，建構
營
舒適的
造
環境品
質。

短
期
目
標

(一)
推廣建築物
的屋頂及立
面綠化，提升
都市水泥叢
林中的綠
意。
(二)
提升都市內
則有公園綠
地建設率和
校園綠地生
態性。
(三)
減少私人運
輸工具過度
使用，有效達
成二氧化碳
減量之環
保。

策略

1.

採用全面性的綠化策略，規劃居住環境空間綠色計畫，檢討現有

監測指標


綠帶及擴張鄰里綠網填補不足之處。
2.

將導入減少私人運輸工具使用量的策略，改善空氣品質。



3.

應儘量保護綠地提供便於鍛鍊的自然環境，使人們有更好的精神
狀態。



4.

推廣建築物的屋頂及立面綠化，針對都市閒置空地實施綠化，將
綠化結合公共基礎設施，包括牆面、屋頂、陽台、橋體、停車場



等立體空間進行綠化，提升都市水泥叢林中的綠意。



5.

透過學校與社區雙管齊下的教育與宣導，改變原有的生活習慣與
態度，關注環境議題。

6.

推動增加綠地公園、妥善維護現有公園，提升公園服務半徑覆蓋
率，期望達到 10 分鐘路程內即可到達綠地空間之願景，提供民眾
充足接觸綠地的休閒環境。

7.

檢討公共設施需求，活化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公共設施，調整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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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戶外綠地
空間的數量百
分比。
都市環境綠覆
率及面積。
景觀環境之視
覺評估。
藍綠帶空間的
可及性評估。
空氣品質現況
監控管理計畫。

設施配置增加其多目標使用強化機能。
8.

第

第

七
章

三
節

基於新型態的建築，發展空中廊道空間並融入綠帶設計、步行空
間、腳踏車道等多樣化的機能，打造人車分離的安全休閒運動空
間。

目標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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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健 空 二、
康 間 營造有
體 規 利身體
位 劃 健康之
環 (續) 自然環
境
境，建構
營
造

中
長
期
目
標

(一)

1.

具體增加都
2.
市公園綠地
和 綠 化 面
積，增進吸收 3.
污染氣體能
力，具備淨化
4.
都市空氣之
效果。
5.

舒適的
環境品
質。

(二)
創造都市河
岸空間的親

6.

街道景觀、街道家居機能的提昇與設計、配置的改善。

同上。

配合檢討路型增加行道樹面積，沿街道路設置街道樹與植栽串聯
周邊公園綠地，營造具連貫性綠廊。
運用建物及環境綠化去營造整體區域的視覺景觀及親和力，使人
們樂於在自然舒適的環境活動。
將街廓內建物與設施的節能、水資源及綠化作整體的規劃與設計。
均衡城市綠地分布，通過拆遷建物和違建還予綠地，對老舊區域
進行綠化提升改造，加強綠化薄弱地區的建設改造和環境提升。
都市河岸空間急需導入親水規劃及生態設計之觀念，規劃成具遊
憩功能及環境保護的水岸環境等功能。

水性和可及
性，提供民眾
更多休閒娛
樂的機會。

第
七

第
三

目標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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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章

節

健 空
康 間
體 規
位 劃
環 (續)

三、
創造舒適
健康與優
質居住空
間（社區

境
營
造

治 安 安
全），促
進使用公
共設施之
意願。

短
期
目
標

提供安全
、方便和
整潔的環
境促使民
眾養成規
律的運動
習慣。

1.
2.

3.
4.
5.
6.

7.

第
七

第
三

運用健康諮詢、新聞媒體、運動資訊可以促進居民參與。
透過媒體、專業團隊、當地領導者及組織提升社會意識，
了解運動的益處，讓居民知道有很多機會可以在任何時間
地點做運動。
強化城市本身特色，加強機能的多元性以提升居民與城市



空間的互動的意願。
透過社區行動倡議及教育，增進居民能力，使其能夠控制
健康與環境。
增設監視系統及照明設備，以提升居民夜間或清晨從事運
動的安全性，建立安全的活動空間。
與社區外其他相關組織、團體、機構建立互惠合作關係，
例如開設相關減重課程及健康教室等，聯結社區內之資











社區自我認知與滿意度
調查。
民眾健康狀況調查。
社區健康環境營造計畫。
媒體分布與利用情形。
人口犯罪比率。
監視系統及照明設備設
置數量。
創意城市指標評估結果。
社區治安健康促進活動
的參與率。

源。
透過社區公共空間的營造來喚起居民對環境美化的關
注，藉由各社區間相互競賽、觀摩來誘發社區自主性環境
整潔美化，透過居民藝術創作不但美化空間更賦予地區新
的生命。

目標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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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指標

章

節

健 空
康 間
體 規
位 劃
環 (續)

三、
創 造
適 健
與 優
居 住

境
營
造

間（社區
治 安 安
全），促
進 使 用
公 共 設
施 之 意
願。

第 第

舒
康
質
空

目標

中
長
期
目
標

(一)
1.
增加環境創 2.
意趣味性創
造愉快的都 3.
市環境，促

同上。
既有建築物狀況的改善與街道空間感的塑造。
打造擁有地域、歷史、文化元素的公園，以吸引人們前來
之意願並營造除了自態環境外更深一層的文化內涵。
配置室內及室外安全的身體活動環境、均衡發展娛樂或運
動的環境設備。

進更多的交 4.
流體力活
動。
(二)
5.
增加都市環
境的美觀與
環境品質， 6.

運用社區綠美化的策略以及想法，鼓勵居民自主維護花
草、或是協助補強一些設施的完善性，營造居民於社區的
公共空間裡活動與交流的空間。
良好適度的空間設計以提供多元的活動需求，於都市環境
活動過程中保留公共設施趣味性和挑戰性，增加了身體活
動量。
增加工作、休閒與居住等活動間交通的便捷性與使用的緊

營造民眾運
動的機會。 7.

密性，創造可居性、便利性、自足性並重的都市生活機能。
公共設施規劃考量區域鄰近性及功能互補性，分析都市人
口成長及公共設施分布區位與服務範圍之人口規模，使公
共空間具可及性、適宜性及安全性，以充分發揮公共設施
的效益。

策略

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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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四
章 節
健
康
體
位

媒
體
環
境

環
境
營
造

一、
宣 導 減
少 肥 胖
歧視，尊

短
期
策
略

宣導尊重多元身體意象，大眾媒體論述以健康體位取代 
肥胖等污名化語詞。(D)



蒐集大眾媒體使用身體形象歧視及反歧視用
詞之次數與內容。
身體形象歧視對體位控制者身體形象之影響。
民眾對於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媒體使用身體

重 多 元
身 體 意
象。

中
期
策
略

1.

蒐集了解大眾傳播媒體使用汙名化字眼之現況。

2.
3.

(D)
立法禁止廣告使用肥胖用語。(D)
鼓勵媒體制定與執行新聞報導用語自律守則。(D)

長
期

執行法規，保障及尊重多元身體意象及建立身體形象反 
歧視之監測機制。(D)

形象歧視及反歧視之認知、態度和行為之現
況。
民眾在立法前後對於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媒
體使用身體形象歧視及反歧視之認知、態度和
行為之變化。
媒體廣告在立法前後刊播身體形象歧視及反
歧視之變化。



策
略

第

第

目標

策略

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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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章

四
節

健
康
體
位

媒
體
環
境

二、
提倡多
元的健
康體

環 (續) 位、飲
境
食、運
營
動及身
造
體意象
之訊
息。

第

第

目標

短期 凝聚政府、立法委員、媒體、民間團體、專業工作者、飲料、食品及藥品業 
策略 者、家長和社區意見領袖之共識，發展健康體位整合傳播行銷策略。(C)

中期 1.
策略
2.

動員公部門與民間團體提倡依文化、社區不同類型的健康體位訊息、語

言之宣導策略。(B)
制定及應用整合行銷傳播效果之指標。(B)

長期 建立健康體位整合傳播行銷策略資料庫。(B)
策略

策略



舉辦健康體位之利害相
關者之共識會議之場次
和意見內容。
蒐集高血脂、心臟病病人
團體及家長對健康宣導
訊息和策略之需求調查。
評價各種健康體位宣導
計畫應用整合行銷傳播
策略之數目及成效。
健康體位整合行銷資料
庫之使用率。

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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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章

四
節

健
康
體
位

媒
體
環
境

短
期
策
略

1.
2.
3.
4.

蒐集飲料、食品及藥品廣告置入式行銷現況。(D)
蒐集各國推行食品包裝盒的正面標示警語和廣告警語執行成效。(D)
蒐集民眾對於推行食品包裝盒的正面標示警語和廣告警語之態度。(D)
蒐集各國立法課徵含糖飲料健康稅捐及執行成效。(D)



媒體刊播飲料、食品和減
肥藥品誇大不實之廣告
內容之次數、框架和違規
次數。

環 (續) 飲料、食
境
品及藥
營
品廣告。
中
造
期
策
略

5.

蒐集民眾對於課徵含糖飲料健康稅捐之態度。(D)



媒體刊播飲料、食品和減
肥藥品使用置入性行銷
之次數和方式。

1.
2.

立法推行食品包裝盒的正面標示警語和廣告警語。(D)
調查飲料、食品及藥品廣告刊播及違規狀況。(D)

長

1.

定期監測及管理食品標示警語和廣告警語之成效。(B)

期
策
略

2.

影響民眾對於飲料、食品及藥品廣告警語立法前後的認知、態度及行為
之變化。(B)
建立長期監測違規食品、藥品、瘦身廣告監測系統及資料庫。(B)

第

第

三、
立法管
制誇大
不實之

目標

3.

策略

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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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章

四
節

健
康
體
位

媒
體
環
境

四、
建立健
康體位
多年期

短
期
策
略

1.

環 (續) 宣導計
境
畫、介入
營
及評價3
造
合1的系
統。
中
期
策

4.

2.

鼓勵公部門及民間團體試用健康體位之社會行銷
指引和軟體。(D)
開設社區行銷傳播種子師資訓練課程。(D)

略

3.

建立社會行銷宣導之多年期介入研究。(B)

長
期
策
略

1.
2.

鼓勵使用健康體位之社會行銷指引和軟體。(D)
發展參與式宣導模式。(C)

2.
3.

5.
1.

成立閱聽人媒體使用習慣及健康體位資訊來源監
測資料庫。(D)
蒐集目標閱聽眾對健康體位之訊息需求評估。(D)
蒐集專業工作者之需求評估。(D)





成立飲料、食品和藥品廣告檢舉熱線，鼓勵民眾主

動參與。(B)
開發健康體位之社會行銷指引和軟體。(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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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聽過健康飲食公益宣導的比例、正確說
出健康飲食的訊息。
申訴熱線檢舉內容分析及使用滿意度。
評價社會行銷指引及軟體的方便性、可用性
及可讀性。
使用者試用社會行銷指引及軟體的回饋意見
及改善建議（包含質性與量化的資料）。
社區的個人及團體參與健康體位宣導前後認
知、態度及行為的改變。
建立整合行銷傳播過程評價指標，包括以下
幾點：
1. 媒體刊播健康體位公益宣導之內容與次
數。
2. 媒體新聞免費刊播飲料、食品和減肥藥
品和健康體位相關新聞的露出率。
3. 新聞頻道出現的記者會發布的新聞稿或
專訪的次數。
4. 電子媒體上的新聞出現的秒數及估算其
廣告費的效益。
5. 印刷媒體刊登版面大小、新聞則數、及
發行量之閱讀人次。
6. 公關活動的發送數量和收聽／收視率。

第
七
章

第
四
節

目標

健
康
體

媒
體
環

五、
建構民眾
正確飲食

短
期
策

位 境 及運動之
環 (續) 健康素養
境
（健康知
營
能）。
造

略



中
期
策
略

在社區及中小學生推廣媒體識讀教育，培養民眾正確的飲食與運動之健康 
素養。(C)

長

1.

針對不同的社經地位、文化、語言和年齡區隔閱聽眾，設計宣導策略。

青少年看瘦身廣告之知
識與次數。
兒童接收健康體位和媒
體識讀教育的次數和內
容。
社區意見領袖或民眾參
與會健康體位和媒體識

2.

(B)
定期監測推廣民眾的媒體識讀教育和正確的飲食與運動之健康素
養。(B)

讀教育的次數和內容。
消費者查證健康飲食訊
息之行為。

策略

期
策
略

1.
2.

監測指標

針對不同的社經地位、文化、語言和年齡區隔閱聽眾，設計宣導策略 
和教材。(C)
培訓媒體識讀種子教師。(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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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觀看飲料、食品和藥
品廣告的次數和品牌的
數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