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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
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重點摘要
(一)社區特性
1. 人口特性(至少包含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等)
2. 與健康議題相關之生活型態及環境
3. 目標群體及其健康議題
(二)推動組織
依據健康議題，該地區組織及團體相結合，成立推動組織。
(三)訂定健康的公共政策
1. 社區關鍵人物推動健康議題，並能以身作則實行健康行為，並在所屬團
體中推廣。
2. 製作備忘錄(健康護照等) ，同時紀錄健康行為(健康飲食、運動)。
(四)創造支持性的環境
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且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
(五)發展個人技巧
1. 發展簡易、可行之運動技巧（例如：發展動作簡單、可以快速學會的養
生太極等運動）或健康飲食之簡易圖形份量。
2. 透過實作及體驗學習以上技巧，並落實於生活中且有具體獎勵機制維持
健康行為。
(六)調整服務方向
社區內衛生單位或醫療院所，能針對社區健康議題及目標，整合推動
健康促進工作，調整健康服務的取向，共同促進社區民眾健康。(例如：共
同辦理「健康促進行動教室」、
「健康日」、
「提供相關健康諮詢活動」)
(七)強化社區行動
1. 將易於學習及生活中可行的健康技巧(或方法)透過包裝行銷給社區民眾
(如前述之目標群體)。
2. 各組織團體內能利用有效互助方法，加強行為落實於生活中，並有具體
行銷通路。
(八)永續發展
1. 健康生活產業化、健康產業在地化—利用社區地方特色發展健康產業，
透過包裝創新，促進社區健康生活的環境，亦可藉由健康產業獲取財源，
達到健康社區永續發展。
2. 議題永續(推動健康之健康議題不宜逐年更換，應以普及率逐年提高為目
標)
(九)結果面
用餐人數(運動人數)或健康餐盒銷售增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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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
推動「
推動「健康促進社區認證」
健康促進社區認證」工作模式
依衛生所、醫療機構及民間團體等三種不同型態之社區健康營造單
位，分別依照「健康促進社區認證標準」之組織面、訂定健康的公共政策、
創造支持性的環境、強化社區行動、發展個人技巧、調整健康服務方向及永
續發展等面向，包含健康飲食與健康體能議題，建立明確可行之範例和說
明，並歸納為具體可行之策略、工作模式。
經過多次內容分析、專家審議及社區夥伴審議內容後，提供以下策略
及工作模式，由於衛生所、醫療機構及民間團體等三種不同型態之社區健
康營造單位針對的群體都是社區民眾，以下策略及工作模式皆可提供三種
不同型態單位參考。以下提供流程圖，以利營造單位了解工作模式：

了解社區特性
確定目標群體
依健康議題
成立推動組織
關鍵人物以身作則
紀錄個人行為並推廣

發展簡易、可
行之個人技
巧，並有獎勵
機制

行銷包裝
健康議題

創造支持性
環境

調整服務方向

健康生活產業
化議題永續

評值成效
圖一 建議之工作模式流程圖
註：發展簡易、可行之個人技巧，並有獎勵機制及行銷包裝健康議題，應於關鍵
人物培訓前即構思完畢，以形成共識，並修正之而後大力行銷推廣。虛線部
分代表面向間有相關，可以利用回饋修正面向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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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範例說明
(一)社區特性
可依社區概況先行說明與健康議題相關之社區特性，以提供更多社區訊
息。社區特性至少提供以下三大方向之資料:
1. 人口特性(至少包含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等)
2. 與健康議題相關之生活型態及環境
3. 目標群體及其健康議題

【範例一】都會型(參考台北市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1. 人口特性
族群融合，包含本省、外省、客家籍、原住民等，在教育程度方面，全部
人口高中程度以上者，占人口數百分之 76，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使本區成為深具
發展潛力之新都會，社區為住商混合區，職業以退休之軍公教居多。(教育及
職業資料可請衛生所、戶政事務所提供；也可以訪談關鍵人物；也可以請推動
團體提供團體資料)
人口群體特性（96.12 松山戶政統計資料）：3 里合計 7,663 戶，86 鄰，
21,597 人（男性：10,097 人、女性：11,500 人）：
東榮里-人口數：9288 人 (男性：4392 人、女性：4896 人 )
三民里-人口數：7101 人 (男性：3265 人、女性：3836 人 )
介壽里-人口數：5208 人 (男性：2440 人、女性：2768 人 )
三里人口結構如下:
0-4 歲：佔總人口數 4.11％
5-14 歲：佔總人口數 14.5％
15-19 歲：佔總人口數 5.65％
20-24 歲：佔總人口數 4.99％
25-29 歲：佔總人口數 5.97％
30-34 歲：佔總人口數 7.08％
35-39 歲：佔總人口數 8.03％

(青壯年 20-39 歲佔總人口數 26.07％)

40-44 歲：佔總人口數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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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9 歲：佔總人口數 8.29％

(中年人 40-49 歲佔總人口數 17.04％)

50-64 歲：佔總人口數 20.06％
65 歲以上：佔總人口數 12.47％

(老年人口以 10 歲為一個單位分開計算)

2. 與健康議題相關之生活型態及環境
■生活型態
該社區包含社區居民及上班族，故外食人口居多，自 94 年和松山區健
康服務中心配合，推動社區健康飲食新文化開始，96 年已成立 8 家綠黃紅
燈示範餐廳。
■環境
社區內共有六座鄰里公園，包括富錦一號、二號、三號及新中公園、
民生公園、民權運動公園等六處，均於每日凌晨及日常提供社區居民做為
休閒、活動、運動的場所，社區目前有數十隊運動團體，每天定點定時運
動；因社區營造聞名遐邇之 9 條後巷變花園，另有一處民生活動中心，提
供社區民眾運動及多元活動的環境。
3. 目標群體及其健康議題
本社區外食人口居多，所以在推動健康飲食時，目標群體:包含社區居民
及上班族，故餐廳是推動健康飲食之重點。
社區附近公園或休閒設施多，且運動團體多元，健康體能推動之目標群
體，可以針對退休之軍公教族群。

【範例二】鄉鎮型(參考桃園縣觀音鄉衛生所)
1. 人口特性
目前推動區的住戶約 7184 戶人口約 24466 人，40 歲至 64 歲人口約 7240
人，65 歲以上人口約 2718 人，老年人口大於 11.5%，人口結構趨於高齡化，
中老年人口慢性病已成為該區目前公共衛生重要議題，社區的族群以閩客族
群人為主，約各佔 45%，其次為新住民。(建議可增加教育程度與職業等基本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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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健康議題相關之生活型態及環境
■生活型態
鄉鎮中年輕人口外出工作謀生使人口結構有高齡化之傾向，鄉內老人
及幼兒偏多，老年人的觀念又承接以往的生活習慣與態度。不當的飲食、
不正確的健康認知和知識傳播不足，均己影響健康生活條件，且由家訪及
訪談中得知居民生活型態不當，缺乏規律性的運動，更因客家人節儉習性，
每家戶幾乎都有自做的醃製食物，因此常嗜喜愛吃醃製食品，也因為以前
農作流汗的關係，需要體力所以居民比較吃重口味重鹹、喜吃肥豬肉、油
炸品，大多男性居民有抽菸、喝酒、嚼檳榔的不良習慣，社區內又沒有公
園設施，所以沒有正當的休閒活動和規律運動習慣及不均衡的飲食，無形
中增加了罹患慢性病的機會。
■環境
社區居民居住散落於庄內各村落，雖然有多處地方信仰中心(廟宇)和
古蹟景點，是一個具有傳統農村風貌但又公共配套設施建設發展嚴重遲滯
的地區，人口外移、地方基礎生活設施不足，缺少社區居民可以經常運動
休閒活動的空間。
3. 目標群體及其健康議題
由於社區因年輕人口外出工作謀生，使人口結構有高齡化之傾向，所以
不論在推動健康飲食或健康體能時皆可以中老年人為目標群體，針對健康飲
食部分可以改變喜歡吃醃製食品、吃重口味重鹹、喜吃肥豬肉及油炸品之習
慣。
再者由於社區內缺乏休閒活動中心，未來如果推動健康體能，則可以利
用社區中多座廟宇外面廣場為運動場所，再行推動健康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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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組織
依據健康議題，
依據健康議題，該地區組織及團體相結合，
該地區組織及團體相結合，成立推動組織。
成立推動組織。

【範例一】鄉鎮型(參考基隆市信義區仁壽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信義區仁壽里健康社區推動組織
（以原有社區健康營造組織架構持續推動均衡飲食及健康體能）
署立基隆醫院
李○○ 院長
社福室林○○主任

信義區公所
涂○○ 區長
社政課黃○○科長

執行長

雷○○仁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副執行長

長壽俱樂部
會長林○○
共 35 人

信義區衛生所
張○○主任
徐○護理長

林○○〈仁壽里里長〉

媽媽教室
隊長邱○○
共 22 人

仁愛工作會
會長林○○
共 24 人

文化禮俗會
會長楊○
共 24 人

環保志工隊
隊長包○
共 25 人

推動健康飲食、辦理健康體能、推動篩檢
圖二

基隆市信義區仁壽里健康社區組織推動圖(Ι)

■一年後組織擴大，增加多位帶領者，如長壽俱樂部原本僅會長林連金為推動
者，增加推動者--副會長周○○，並由 35 人增至 60 人，見圖三。非實際推動
組織如署立醫院、信義區衛生所等，建議書寫於推動組織的兩旁。
■除原本組織外同時擴散至 7 社區，各自有其組織，以禮東社區為例，見圖三
右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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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信義區仁義里社區健康促進認證推動組織
信義區區公所
區長涂○○ 、○○課長

執行長 雷添丁(仁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署立基隆醫院
院長林○○ 社服室 陳○
信義區衛生所
主任 張○○

副執行長 林○○(仁壽里里長)

護理長 徐○

總幹事 邱○○

長壽俱樂部
會長 林○
副會長 周○○
共 60 人

媽媽教室
隊長 邱○
副隊長 金○○
共 70 人

仁愛工作會
會長 林○○
副會長 朱○
共 60 人

文化禮俗會
會長 楊○○
副會長 林○
共 60 人

環保志工隊
隊長 包○○
副隊長 張○○
共 60 人

推動健康體
能

1.仁義里
江○○
理事長

2. 義 昭
里 童 ○
○ 總 幹
事

3. 義 幸
里 李 ○
○里長

4.義民里
陳○○
總幹事

5. 義 和
里 許 ○
○幹事

6. 禮 東
里 賴 ○
○里長

7.禮儀里
洪○○理
事長

執行人 禮東里社區發展協會李○○理事
長

副執行人 陳○○

基隆市信義區仁壽里健康社區組織推動圖(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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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走隊
陳○○隊長

圖三

日語班
曹○○隊長

媽媽教室
陳○○隊長

土風舞
魏○○隊長

元極舞 24
人
王○○隊長

環保志工隊
賴○○隊長

推動健康體能
及健康飲食

【範例二】都會型(參考台北市東榮發展協會)
台北市東榮發展協會

松山區公所

市立聯合醫院

教會
基督教長老教會
天主教法蒂瑪天主
佛教慈濟功德會
推動者：長老

協會
民生發展協會
三民發展協會
健康發展協會
推動者：理事長

學校
三民幼稚園
民生國中
松山社大
推動者：主任

組織
永慶房屋仲介
台北富邦銀行
住商房屋仲介
推動者：經理

推動健康體能
及健康飲食

圖四

台北市東榮發展協會社區組織推動圖(修正過)

(三)訂定健康的公共政策
1. 社區關鍵人物推動健康議題，並能以身作則實行健康行為，並在所屬團
體推 廣。
2. 製作備忘錄(健康護照等) ，同時紀錄健康行為(健康飲食、運動)。

【範例一】基隆市信義區仁壽社區發展協會
1. 社區關鍵人物推動健康議題，能以身作則實行健康行為，並在所屬團體推
廣：
八個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共同支持健康體能及健康飲食活動，各
里幹部參加人數為 60 人，來賓參加人數為 6 人；宣誓後推動幹部應做到
身體力行故先簽署健康體能及健康飲食由自己做起同意書，幹部們能以身
作則進而帶動組員共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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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作備忘錄(健康護照等) ，同時紀錄健康行為(健康飲食、運動)：
訂定備忘錄使幹部能夠真正落實運動及飲食，該備忘錄是依據去年仁
壽社區之執行記錄加以設計成個人備忘錄，經由仁壽社區之種子幹部試用
後討論再經修正，今年推展至各里幹部使用，其內容包括基本資料、簡易
可記錄之血壓、血糖及膽固醇值，並加入運動及飲食之紀錄，使用者反應
內容淺顯易懂且攜帶方便。

【範例二】台中縣光田醫院
1. 社區關鍵人物推動健康議題，能以身作則實行健康行為，並在所屬團體推廣：
健康公約的訂定：由鎮長、社區代表（民意代表、里長）
、學者（弘光科
技大學教授）
、醫師（本院社區健康站醫師群）等，透過「社區健康促進委員
會」會議之召開凝聚共識，共同研商討論將「天天五蔬果」、「要活就要動」
等概念融入生活中，一同制定沙鹿鎮社區健康生活公約，並製作告示牌於沙
鹿鎮各公共場所張貼。各里里長則透過宣誓並執行「天天五蔬果，要活就要
動，健康體能勤運動、無菸新環境」等健康行為。並在各里推動健康行為。
此外建議可以製作備忘錄讓健康行為可以落實及追蹤。

(四)創造支持性的環境
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且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

【範例一】苗栗縣三義鄉衛生所（以推動健康飲食為例）
1. 推動社區餐飲業加入天天五蔬果計畫【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
，並請業者於
客人點菜時如果缺乏青菜時提醒客人蔬菜種類，合菜時主動提醒客人加入
2-3 種青菜及送一份水果【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
2. 請商家統計青菜類點菜率，並請參加餐廳簽訂加入健康蔬果餐廳，已參加餐
廳有 12 家，仍陸續連結中。尤其台 130 線餐廳已連結為無菸餐廳及蔬果健康
餐廳，本地人及外地人到此遊玩可以吃到健康也能玩的盡興。由於所連結店
家皆屬於田野餐廳，所以只要是民眾外出都有機會到這些健康蔬果餐廳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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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年將與裕隆公司合作，請公司營養師設計提供足夠蔬果於員工飲食中。

【範例二】高雄縣署立旗山醫院（以推動健康飲食為例）
推動社區成立 3 間「健康小廚」
（南新、大林、新和）
【環境可以產生健康
行為】
，由經過營養師指導的社區媽媽擔任廚師，烹調少油、少鹽、少糖、多
蔬果的午餐提供社區日托老人及志工約 100 人食用，平日也於家中烹調提供
自己家人、小孩健康的餐點【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

【範例三】台北市東榮社區發展協會（以推動健康飲食及健康體能為例）
1.健康飲食：
96 年度本社區共推八家綠黃紅燈健康示範餐廳，包括老田寮美食、紅
味兵火鍋店、尊一品日式涮涮鍋、姐妹小館、鴻園海鮮餐廳、欣園海鮮餐
廳、香港大排檔、蘭欣庭創藝素食餐廳等【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
，點菜
單均以綠黃紅燈標示，綠色代表可盡量食用，黃色則應注意少食，紅色則
應避口，來告知社區外食居民點菜注意。
97 年度增加 3 家綠黃紅燈示範餐廳，包括小石頭火燒店、小王記麵食
店、赫本家餐廳等，另外，輔導其中七家發展推出 450-650Kcal 之低熱量
健康套餐，提供控制體位及慢性病患最佳膳食，同時亦建立無菸飲食環境，
提供居民及職場員工健康安全的用餐環境。97 年進一步輔導七家健康飲食
餐廳業者，提供校園健康盒餐。
2.推動健康體能
96 年度規劃運動地圖，提供居民多元運動。97 年度規劃 1 條健走路線，
即民權運動公園，另外，將健走運動推廣至鄰近健康社區（介壽里），由該里
之里長規劃民生公園為健走路線【
【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
環境可以產生健康行為】，每天皆有志工親
自教學或陪伴健走【
【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
環境中有人推動引導】，運動地圖見圖六。
(五)發展個人技巧
1. 發展簡易、
發展簡易、可行之運動技巧（
可行之運動技巧（例如：
例如：發展動作簡單、
發展動作簡單、可以快速學會的養生
太極等運動）
太極等運動）或健康飲食之簡易圖形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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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實作及體驗學習以上技巧，
透過實作及體驗學習以上技巧，並落實於生活中且有具體獎勵機制維持健
康行為。
康行為。
【範例一】高雄縣署立旗山醫院
1. 發展健康飲食的簡易圖形份量
透過親子比賽發展健康飲食技巧，社區於 10 月 5 日舉辦「親子健康餐盒
設計比賽」
，由社區的媽媽們展現平日所學，將健康概念融入親子餐盒設計將
每種營養素利用圖形呈現於健康餐盒上(例如一餐包含飯 1 碗、煮熟之青菜 1
碗、水果 1 份及蛋白質 1-2 份)。
2. 透過實作及體驗學習以上技巧，並落實於生活中且有具體獎勵機制維持健康
行為。
會場中邀請產業界代表、營養師、餐飲界學者三方評審來共同選評。利用
餐飲界推動健康飲食讓客人都可以吃到健康餐；利用社區組織推動至每一個
家庭可以實際烹煮健康飲食；利用學校推動營養午餐實際烹煮健康飲食，讓
全校師生可以吃到健康餐。建議利用健康餐廳 DM 上之折價卷，購買餐廳推薦
之健康餐則可抵 5 元等方式，獎勵民眾健康行為。

【範例二】依基隆市信義區仁壽社區發展協會模擬以下情境
1. 發展健康飲食的簡易圖形份量
健康飲食上運用去年所設計之簡易圖卡，讓民眾較能輕易了解如何吃
的健康，並加上實際操作示範分盤，使民眾對於量之概念有較實際之了解。
並依據簡易圖卡說明健康飲食之重要性。
2. 透過實作及體驗學習以上技巧，並落實於生活中且有具體獎勵機制維持健
康行為。
教師說明重要性之後請民眾當場試吃，並討論如何將健康飲食落實於
生活中。運用簡易健康飲食圖表，讓參與民眾較易執行。因有實際執行用
餐故在取菜過程中由種子幹部給予時說明量的概念。參與之成員由組長或
組員至家中訪視了解是否執行落實，鼓勵成員使用備忘錄自行紀錄。利用
備忘錄集滿 20 點可至協商之商店，購買健康商品折抵 5 元等方式，獎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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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健康行為。

【範例三】依桃園縣觀音鄉衛生所模擬以下社區
觀音鄉推動運動已有多年歷史，當地由於年輕人口多在外打拼，留在
鄉鎮中的人口以老年人口及幼兒為主，老人家農忙時，白天幾乎都在農田
忙碌，只有傍晚才有空閒。此外當地沒有公園、社區活動中心，而老人的
生活圈又多以廟宇為中心，故推動健康體能目標群體以老人為主，則需考
量可以讓老人簡易可行之技巧，並且商借廟宇外廣場，一方面為民眾熟識
之處，二方面廟宇提供之場地及燈光不需額外付費。
1. 發展簡易可行之運動技巧
邀請當地退休之老師研發只有 8 個動作，重複動作約需 30 分鐘之養生
太極，僅需一次就可學會。且經過運動專家評估能有效增加心肺功能、肌
耐力等功能。
2. 透過實作及體驗學習以上技巧，並落實於生活中且有具體獎勵機制維持健
康行為。
該社區多處廟宇提供廟口前免費空地，利用晚上七點過後，提供養生
太極運動，每週三次，每次皆有專人帶領指導。並且提供每人一本健康存
摺，內含血壓監測紀錄及運動紀錄表，每完成一次運動則蓋一個章。集滿
上述 100 章(至少運動超過半年)則可以兌換五穀雜糧米一包或抽獎健走鞋
等獎勵方式。
(六)調整服務方向
社區內衛生單位或醫療院所，
社區內衛生單位或醫療院所，能針對社區健康議題及目標，
能針對社區健康議題及目標，整合推動
健康促進工作，
健康促進工作，調整健康服務的取向，
調整健康服務的取向，共同促進社區民眾健康。
共同促進社區民眾健康。(例如：
例如：共
同辦理「
、「健康日
「提供相關健康諮詢活動
同辦理「健康促進行動教室」
健康促進行動教室」
「健康日」
健康日」、
「提供相關健康諮詢活動」
提供相關健康諮詢活動」)
不論是衛生所、
不論是衛生所、醫療或民間組織之健康促進社區都可以
醫療或民間組織之健康促進社區都可以調整健康服務的方
可以調整健康服務的方
向，以推動健康促進為主軸，
以推動健康促進為主軸，取代過去醫療服務。
取代過去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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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高雄縣署立旗山醫院
由於引導與辦理社區健康活動，讓我們體認到醫院不再只是生病才去
的地方不單是提供醫療而已，但醫院擁有其他優勢例如營養師提供營養知
識及烹調諮詢，心理師提供的心理諮詢、物理治療師提供運動指導及預防
運動傷害、護理師提供家居保健常識…等，透由醫院提供相關健康諮詢活
動，與協辦團體、健康促進學校..等，共同辦理「健康促進行動教室」，透
過宣導並逐步推動民眾實踐健康促進的生活。醫院自從參與社區健康營造
之後，開始了解當地民眾需求提供健康促進活動，取代傳統以醫療為導向
之服務。

【範例二】桃園縣觀音鄉衛生所

觀音鄉衛生所不再僅提供老人健檢或醫療服務而已，自 94 年開始推動
老人自助互助健康網絡：
1.與崙坪村長和理事長共同辦理「建構老人健康互助模式」、「健康促進行
動劇場」及「提供相關健康諮詢活動」
。
2.健康行動學習團體- 由種子負責追蹤社區民眾執行健康行為的情形。
(七)強化社區行動
1. 將易於學習及生活中可行的健康技巧(
將易於學習及生活中可行的健康技巧(或方法)
或方法)透過包裝行銷給社區民眾
(如前述之目標群體)
如前述之目標群體)。
2. 各組織團體內能利用有效互助方法加強行為落實於生活中，
各組織團體內能利用有效互助方法加強行為落實於生活中，並有具體行銷
通路。
通路。

【範例一】參考台北市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1. 將易於學習及生活中可行的健康技巧(或方法)透過包裝行銷給社區民眾。
推動健康飲食，利用多家健康餐廳製作健康餐盒，製作健康飲食 DM 文宣，
並印製折價卷，一方面告知居民健康套餐地點，並吸引民眾前往品嚐。
2. 各組織團體內能利用有效互助方法加強行為落實於生活中，並有具體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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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
3. 東榮社區有以下多元且具體之行銷通路
（1）松山社區大學策略聯盟，在各次活動中向里民及學員行銷宣導健康飲
食餐廳，97 年度由社區健康餐廳提供松山社大健康餐盒 462 個，成為
一個極佳行銷據點。
（2）區公所主管會報及各項會議活動，鼓勵訂購健康盒餐。
（3）社區職場、社區診所／藥局、學校及教會行銷健康飲食餐廳與健康餐
盒。
（4）聘請社區診所領袖人物吳慶南醫師擔任代言人，呼籲社區居民注意健
康飲食與規律運動，減少慢性疾病之發生，特別針對三高者由提供健
康飲食餐廳及運動地點資訊。
【範例二】參考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1. 將易於學習及生活中可行的健康技巧(或方法)透過包裝，行銷給社區民眾：
在策略聯盟部份今年復興里推動委員之一，美又美早餐店林圓丸店長則
在店內早餐提供蔬菜三明治(健康早餐)取代肉片三明治，提供天天 5 蔬果行
銷通路，讓更多人響應也實踐吃蔬果之行為。
2. 各組織團體內能利用有效互助方法加強行為落實於生活中，並有具體行銷
通路：
推動小組的執行長與推動委員的推動下推動到所屬團體之會員後再結合
各公私立機構團體（社區學校、彰化市農會、老人會、歌唱班等團體）
，同時
與東區及南西北衛生所之社區保健工作結合推動二大議題，運用小眾傳播量
形成互助網絡，將互助網絡共分為 8 組，每里 2 組推動小組（里長為執行長）
，
一組為社區組，一組為學校組，社區由里長（執行長）帶動（如復興里黃澄
渺里長帶動鄭榮華理事長，理事長再帶動組長）
，學校組則由校長帶動，校長
再由訓導主任(如信義國小黃夢涵校長帶領曾仲森主任，由曾主任召集黃佳萍
老師等共同組成推動並共同討論)透過多層次行銷模式（如農會推廣員劉意文
推到農會家政班陳鳳珠班長，再由班長加入推動委員推廣到會員）由參與飲
食及運動課程之學員（飲食 144 位，運動 171 位）每人再推廣 2~3 位親朋好
友及家庭形成互助網絡（如理事長夫人李麗真拉社區發展協會會員林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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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容容又找鄰居徐秀桃加入推動），天天 5 蔬果已拓展到 169 位(監測到 144
位落實有 111 位)，運動最後拓展到 193 位(監測到 171 位落實有 138 位)。
\
3. 多元且具體之行銷通路：
(1)美又美早餐店林圓丸店長則在店內早餐提供蔬菜三明治(健康早餐)取代肉
片三明治，林店長也讓長期購買肉片三明治的 7 人改變了購買的行為，改
吃蔬菜三明治。
(2)信義國小由黃夢涵校長同意由曾仲森訓導主任帶領在校園推廣天天 5 蔬果
之觀念及行為，讓學童在中午時都能吃到多蔬果。同時也提供健康早餐的
據點提供學童選擇。
(3)農會家政班除參與飲食及運動課程外，利用互助網絡將健康五蔬果觀念行
銷到其他社區民眾，同時也行銷健康早餐的據點提供學員選擇。
(4)在四個里的社區運動場所同時推動健康飲食，方法為於運動教學牌，提供
簡易健康飲食內容以及健康早餐及健康餐廳據點提供民眾飲食選擇訊息。
【範例三】參考宜蘭羅東鎮
1. 將易於學習及生活中可行的健康技巧(或方法)透過包裝行銷給社區民
眾。羅東鎮利用小單張說明健康早餐之實作與供應店家，見圖九。
(八)永續發展
1. 健康生活產業化、
健康生活產業化、健康產業在地化—
健康產業在地化—利用社區地方特色發展健康產業，
利用社區地方特色發展健康產業，透過
包裝創新，
包裝創新，促進社區健康生活的環境，
促進社區健康生活的環境，亦可藉由健康產業獲取財源，
亦可藉由健康產業獲取財源，達到健
康社區永續發展

2. 議題永續(
議題永續(推動健康之健康議題不宜逐年更換，
推動健康之健康議題不宜逐年更換，應以普及率逐年提高為目標)
應以普及率逐年提高為目標)
【範例一】台北市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1. 健康生活產業化
社區健康餐廳的參與，目前 10 家以綠黃紅標示分類，其中 7 家已輔導低
熱量健康套餐。計劃下年度繼續擴展 3~5 家為目標，期望為社區外食族找到
合於健康原則的外食餐廳，也能不斷的推陳出新，有新加入的健康餐廳，讓
居民有更多新的選擇。同時社區已成觀光景點，外縣市或外賓來台北時多至
此社區參訪，行銷健康餐廳並增加地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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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議題永續(推動健康之健康議題不宜逐年更換，應以普及率逐年提高為目標)
健康城市指標之一「推動健康飲食」也由本協會全力配合推動，大家本
著一步一腳印精神努力深耕，串聯不分彼此。只為讓社區持續健康茁壯發展。
與社區建立夥伴關係，彼此互相學習觀摩，推動社區營造經驗，整合社區資
源，擴大區民共同參與，強化社區意識培育社區自主能力，強化夥伴關係，
創造附加價值，共同邁向國際健康城市。此外協會共有 163 位會員，依會員
居住之巷道分組推動社區在修訂組織章程內容後全數投入社區健康營造工
作，共同擔負激發民眾採取健康行為、遠離疾病之社區服務責任，成為健康
訊息傳播者。本社區除了結合社區有力人士及單位外，另一批生力軍正逐漸
聚集形成，社區退休公教居多，他們對於學校及鄰里家庭都熟識，結合並培
訓退休教師之多元功能，引導朝向學習型社區，對社區之永續經營助益甚大。

【範例二】苗栗縣三義鄉衛生所
1. 健康生活產業化
建立蔬果銷售管道，設計採購單提供民眾採購，並與賣家協調販賣經額，
從中籌湊活動經費。
2. 議題永續(推動健康之健康議題不宜逐年更換，應以普及率逐年提高為目標)
結合農會家政班:農會家政班將天天五蔬果概念宣導安排於年度計畫。安
排社區媽媽教室活動時，將天天五蔬果重要性及烹飪技巧安排於每次聚會及
課程中。
(九)結果面
用餐人數(運動人數)或健康餐盒銷售增加情形

【範例一】台北市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1. 健康餐盒銷售增加情形
結合低熱量健康套餐輔導完成七家：香港大排檔、尊一品日式涮涮鍋，
蘭欣庭素食餐廳、欣園海鮮、鴻園海鮮、姐妹小館、小石頭蒙古火鍋。這七
家餐廳除提供餐廳內低熱量餐外，另外也提供外賣健康餐盒。自 97 年 5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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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校園健康盒餐，包括民松山社大各項活動訂購 444 個(由 0 變成 444)，
民生國中老師及九年級班 325 個，松山健康服務中心辦理活動 252 個，松山
區公所會議 60 個志工訓練 321 個…等(餐盒銷售量由 0 增至 1342 個)，一般
反應良好民眾接受度高，校園部份目前透過家長會管道積極介入中。
（也可以
提供未改變成健康餐盒前銷售情形，與改變後銷售情形）
2. 用餐人數增加情形
老田寮餐廳經營養師輔導改善後，客源自原先中 22 人增加至 58 人，晚
上亦自原來 37 人增加為 72 人（97.5.8／97.10.10）；欣園海鮮原中午 26 人
增為 41 人，晚上原有 45 人增為 61 人，宵夜 18 人（97.6.12／97.9.28）
；鴻
園海鮮原中午 18 人，增為 31 人，晚上原 36 人，增為 57 人（97.10.17）
；香
港大排檔原中午 37 人，增為 46 人，晚上原 52 人增為 69 人（97.9.19／
97.9.26）
；姐妹小館原中午 18 人，增為 27 人，晚上原 12 人增為 36 人（97.6.12
／97.10.21）
；蘭欣庭原中午 22 人，增為 27 人，晚上原 12 人增為 23 人
（97.6.5
／97.9.17）
；尊一品，原中午 11 人，增為 19 人，晚上原 19 人增為 28 人
（97.7.10
／97.8.25）。
（建議提供改變前每月平均用餐人數，及改變後每月平均用餐人數）

【範例二】基隆市信義區仁壽社區
1. 運動人數增加情形
各里量性成果簡述如下：96 年未推動運動的社區有仁義里、義昭里、義
幸里、義民里、義和里、禮儀里等 6 里，97 年度推動後運動環境及運動人數
之成長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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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基隆市信義區 97 年度推動後運動環境及運動人數之成長表
項目
1 週運動 4 次
幹部人數
運動環境
運動人數
里別
以上人數
96 年 12 人 96 年 4 個
96 年 70 人
96 年 48 人
仁壽里
97 年 29 人 97 年 5 個
97 年 117 人
97 年 82 人
仁義里

97 年 8 人

97 年 1 個

97 年 26 人

97 年 18 人

義昭里

97 年 16 人

97 年 4 個

97 年 66 人

97 年 60 人

義幸里

97 年 6 人

97 年 2 個

97 年 44 人

97 年 44 人

義民里

97 年 6 人

97 年 1 個

97 年 15 人

97 年 15 人

義和里

97 年 5 人

97 年未成立

97 年 0 人

97 年 0 人

禮儀里

97 年 10 人

97 年 2 個

97 年 42 人

97 年 30 人

禮東里

96 年 20 人
97 年 12 人

96 年 5 個
97 年 5 個

96 年 69 人
97 年約 80 人

97 年 25 人

未來希望可以看到普及率，所以建議各社區可以提供基本人口學資料(社區
特性已描述)，例如該社區97年度老年人口為5000人，目前已有1000位民眾有規
律運動的習慣，預計每年推動200位沒有規律運動的民眾達到規律運動的目標，
則5年後目標數就可以達到1000人再加上原本1000人則運動普及率可達40%。
以職場而言，例如共有員工10000人，目前已有1000位員工有規律運動的習
慣，預計每年推動200位沒有規律運動的員工達到規律運動的目標，則5年後目
標數就可以達到1000人再加上原本1000人則運動普及率可達20%。以此類推也可
以計算出學校學童、家庭等健康行為之普及率。
如果推動天天五蔬果，成果之描述則可以呈現：例如該社區97年度共有5000
個家庭，目前已有200個家庭推動天天五蔬果，預計每年推動200位沒有五蔬果
的家庭達到天天五蔬果的目標，則5年後目標數就可以達到1000個家庭人再加上
原本200個家庭則天天五蔬果普及率可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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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答題
1. 請依自己社區為例，畫出目前或未來可能之推動組織？(以健康體能或健
康飲食為例皆可)
2. 請簡單描述自己社區的創造支持性的環境？(以健康體能或健康飲食為
例皆可)
3. 請簡單描述自己社區如何發展簡易的個人技巧？(以健康體能或健康飲
食為例皆可)
4. 請簡單描述自己社區如何發展多元及具體之行銷通路？(以健康體能或
健康飲食為例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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