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兒童食育力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本活動經費由全家便利商店零錢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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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
是五育的根基。

「食育」，
該教些什麼？

學校可以怎麼
做？

飲食習慣不健
康的影響。

食育力
提升兒童食育力，
讓孩子有更好的競爭力！



「食育」，是五育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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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不僅僅是飲食行為本
身，還代表多重意義，從

飲食禮儀、到飲食文化的認識
等，與孩子生活品格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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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實施食育的重要性

圖片來源：「快樂用餐」攝影比賽
得獎作品。董氏基金會，2010

影響孩子健康

影響孩子品格

30年後的孩子？

各國趨勢

飲食選擇不當、偏挑食等，
造成兒童體位兩極化、營

養不均衡、成長發育不良、學
校午餐剩食問題、增加未來慢
性病風險。

會成為「膠囊世代」嗎？
窮極一生與各種膠囊保健

品或慢性病藥物為伍。

世界各國紛紛開始實施，
包含食農、營養教育、環

境教育、食安教育等內容。



小時胖，

長大也易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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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實施食育的重要性-影響健康



喜歡較健康食物的孩子，

課業表現較佳！
飲食不均衡

影響成長發育！

長不高！

小時胖，

長大也易胖！

提高得

慢性病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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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從現況看：30年後，孩子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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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力：孩子的現在到未來」調查

調查目的：
了解家長對培養孩子各項飲食能力的意願
與孩子實際上市場、協助餐點準備、保健
營養品攝取…等行為。

調查時間：2017年11月

調查對象與調查方式：以紙本問卷、線上
問卷2種方式進行，以12歲以下兒童的家
長為主，計回收2339筆有效資料。
紙本調查將全台小學分北、中、南、東四區，依人口分布分層抽
樣，總計調查25所小學、發出2190份問卷，回收1799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為82.1%；線上問卷系統總計回收540筆資料，男、女各佔
50%。

「大學生飲食行為現況」調查報告

調查目的：推估孩子第一次長大離家後的
飲食行為與狀況。

調查時間：2017年11月

調查對象：全台大專院校就讀大學部學生。

調查方式：以線上問卷系統進行調查，總
計回收478筆有效問卷。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新食代四大NG：料理NG！吃飯NG！健康與競爭力也NG！

料理NG！--長大獨立卻不自「煮」！

健康NG！

吃飯NG！--
孩子有時候不吃某種食物，不是因為不喜歡、不是因為偏、挑食，

而是因為孩子不會、不知道怎麼吃！

競爭力NG！

 5個小學生中有1個完全沒有上市場/超市買菜機會。

 雖有超過八成家長願意讓孩子進廚房幫忙餐點準備，

但實際僅有約三成學童有進廚房幫忙(每週超過3

次)；而家長不讓孩子進廚房主因為：怕危險

(70%)、覺得沒必要(22%)、沒想過這個可能性

(12%)。

 超過兩成大學生完全不會煮菜只好三餐外食！進一

步比較會自煮與外食，自煮者有超過七成表示飲食

會注重健康，幾乎是外食者兩倍(外食者不到四成)！

 近年常聽到小學老師或護理師、營養師分享「過重與

肥胖的兒童越來越多」、「孩子飲食讓人擔憂，早餐

常常看到孩子隨便吃甚至沒有吃！」、「過動、注意

力不集中的孩子越來越多，不知道是否和飲食有關？」

 一年級的孩子已有糖尿病，早餐竟然只有加糖紅茶！

 五年級體重破百的弟弟，問他昨天宵夜吃了甚麼？他

說一碗泡麵配一包蘇打餅乾。

 不會剝柳丁或橘子皮、不會開百香果。

 有小孩只吃「白色香蕉」(已幫忙剝好皮的)。

 不會挑魚刺，乾脆不吃魚！

 不認識食物，例如買菜的時候不知道葡萄是一串串賣，

而想要跟老闆買40顆葡萄…等。

 日本認為食育是五育的基礎，早在2005年就立法實

施「食育基本法」，將第六育「食育」，列入國民義

務教育的教學重點。

 食育包含良好的飲食習慣、尊重生命、珍惜食物、了

解食材來源及飲食文化，最重要的是讓孩子於生活中

實踐，例如有選擇健康食物及烹調食物的能力！

 沒有健康就沒有競爭力！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孩子不知道飲食的重要性、不知道原態食物的重要性

成為想補什麼就吃什麼保健品的膠囊世代

時間久了，慢性病上身，成為天天吃藥的膠囊世代
10

膠囊世代？膠囊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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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該教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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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部份

我們希望：

健康飲食教育不僅僅包含專業知識的傳遞，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從小學會自我管理飲食生

活之技能，並於日常中實踐。

教學內容以教育部國教署委託董氏發展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康飲食教育指導內容及

規劃範例」為主，結合目前常稱之食農、營養教育、環境教育、食安教育等相關內容，

並依據學校衛生法（民國104年12月30日）建立孩子正確之飲食習慣、養成對生命及自然之

尊重、增進環境保護意識、加深對食材來源之了解、理解國家及地區之飲食文化。

參考九年一貫（民國97及100年版）及十二年國教課綱（民國103年正式版、104年公聽會版及106年更

新第三版）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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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康飲食教育指導內容及規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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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事曆
分年級將不同的指導
內容融入行事曆中

正式課程教學內容
對象：科任老師

時間：一般上課時間

內容：教科書中可融入飲食教

育的單元

非正式課程教學類型

對象：老師、營養師及其他相關人員

時間：課外時間

內容：午餐時間、活動、教室佈置等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康飲食教育指導內容及規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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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兒童認知及動作發展理論為基礎，依學校衛生法（民國104年12月30日）、參考九年一貫（民國97及

100年版）及十二年國教課綱（民國103年正式版、104年公聽會版及106年更新第三版）訂定。

 累進式學習(由上而下)、跨領域(左右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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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面向及內涵

跨領域學習，如，是否會選擇原態食物？橫跨一、二、三面向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康飲食教育指導內容及規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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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事曆

將1~12年級依時間軸進行由淺至深的教學，考量上、下學年度，以8月開學至隔年7

月暑假共十二個月劃分成四個時段（8~10月、11~1月、2~4月、5~7月）。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康飲食教育指導內容及規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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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1~9年級孩子先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3~4年
級

學會菜餚適量分配（打
餐）

認識食物的原貌
認識飲食對個人健康與
生長發育的影響

瞭解自己與家人的飲食
習慣與喜好

培養不挑食、不浪費食
物的習慣

在地食材及食物履歷的
認識和體驗

認識常見營養素及其優
良食物來源

察覺食物在烹調、貯存
及加工等情況下的變化

建立餐後整理與回收的
習慣

能說出不同季節、在地
食材的特色

製作簡易餐點

認識、感謝食物生產相
關的人及大自然的賜與

實踐、體驗教學 理論教學

飲食教育指導內容搭配時間軸設計，包含學校行事曆（如開學體位測量）、台灣傳統節日、
世界糧食日、四季變換之常見狀況（如冬季為感冒好發季節、夏季為食品中毒好發季節）。



19※建議可依據以上飲食教育指導內容發展學習成效評量※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10~12

年級
認識食品添加物與加工
食品

正向的身體意象之培養 瞭解疾病與飲食管理
農業、飲食及相關行業
之生涯試探

評估食材特性，掌握食
物衛生與安全原則

培養剖析媒體與流行塑
造飲食趨勢之能力

運用適切烹調技巧，進
行膳食設計

培養綠色飲食及融入糧
食永續之觀念

能分析各生命階段營養
需求

學會透過飲食與運動落
實體重控制

為自己與家人規劃健康
飲食

策劃議題式共餐

加強具備基本知識的10~12年級孩子實踐能力
理論教學 實際應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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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校正式課程為中心，藉由不同類型的活動、時間及資源於課程外補充或加強健康飲

食觀念，並與正式課程科目教師搭配。此外亦結合家長與社區的力量，一同提升學生健

康飲食的知識、行為及素養。

非正式課程教學類型

學校午餐時間
用餐時間為實施飲食教育最佳的時機，除了加強飲食相關知識外，也可
實際執行用餐禮儀(如：一起開動、適當使用餐具等)，更可透過與同儕間
的共餐、打菜等互助合作提升飲食素養。

校園內非正式課程活動
可利用晨朝會時間辦理活動或進行教學，搭配校園內環境營造、學藝競
賽以及實際參與餐飲製備過程等。

教師應和學生一起用餐，生活化、隨機的指導，
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著重在行為的養成或改變。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康飲食教育指導內容及規劃範例



學校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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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尋宣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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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已成為各種資訊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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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應注意的事情

24



午餐時間，老師怎麼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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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齡期的孩子開始發展對食物的認知與好惡；父母、師長更是模
仿的對象，對食物的態度和觀念對孩子有非常大的影響和示範作
用。

 和孩子吃相同食物時笑著吃，讓孩子對食物產生愉快的感覺。研
究顯示，母親吃新的食物更能鼓勵孩子嘗試新食物。(Harper et al., 1975)



師長笑著吃，孩子不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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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改善孩子偏食的秘密武器→成人開心吃食物的表情

孩子的大腦內前額葉皮層未發育完全，
容易受他人情感影響

大人是孩子成長的啟蒙和模仿對象，

對孩子飲食習慣有示範作用

資料來源： Barthomeuf et al., 2012. 



要注意：別為食物貼標籤
 孩子因為飲食經驗比較少，對於新食物的味

道會覺得陌生無法接受，應帶著孩子熟悉各
種食物。讓孩子常接觸新的食物會降低對食

物的恐新(Birch et al., 1982)，且飲食也會越健康。
(Cooke., 2007)

 研究指出，接受新食物至少需嘗試10次以上！
但會隨著年齡增長慢慢減少次數！(Young et al., 

2000；Sullivan et al., 1990)

 吃一口試試看！不要孩子一抗拒就認定孩子
不喜歡那樣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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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帶孩子熟悉各類食物
的顏色、形狀，解說營
養素對健康的好處

健康飲食從小培養



要注意：多鼓勵，別強迫！

28健康飲食從小培養

你曾經這麼說嗎？「吃不完，不准離開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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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多鼓勵，別強迫！

中國有句俗話，撫養孩子要“三分饑，七分寒” 。
讓孩子選擇喜歡的健康食物，搭配一兩樣新食物，鼓勵
孩子嘗試，自己決定吃多少、剩多少。
別強迫孩子吃光光！否則可能會造成反效果，孩子會將
食物與當時的負面情緒、氣氛做連結，更會降低孩子生
理飽足感的敏感度。(Fisher et al., 1999)

師長可以適當的說服、暗示孩子吃健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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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多鼓勵，別強迫！

中國有句俗話，撫養孩子要“三分饑，七分寒” 。
讓孩子選擇喜歡的健康食物，搭配一兩樣新食物，鼓勵
孩子嘗試，自己決定吃多少、剩多少。
別強迫孩子吃光光！否則可能會造成反效果，孩子會將
食物與當時的負面情緒、氣氛做連結，更會降低孩子生
理飽足感的敏感度。(Fisher et al., 1999)

師長可以適當的說服、暗示孩子吃健康的食物！

讓食物背負著情緒的包袱，
日後易藉吃食來處理或隱藏情緒，

增加未來飲食失調的風險



讓孩子向不健康食物say 

～四不原則～



原則1：家中不放、學校不賣不健康
食物
有些家長會買很多零食放在家中，讓孩子輕易就可拿
到零食，自然增加孩子吃零食的機會，建議家長盡量
避免在家放置不健康的食物！

整體環境對進食的影響很重要，例如家中不擺放零食
、多供應健康的食物；看電視或做其他事情會誘發進
食，使人不專心和延長進食時間。(Wansink et al., 2004)

校園的飲食環境很重要，校園食品越嚴謹的制度性規
範，越能帶出學童健康好體位！

當食物是可以輕易拿取的時候，孩子會攝取較多。
(Baranowski et al., 2004) 32



原則2：不主動提供，勿當作獎賞
不主動提供不健康食物給孩子！根據2011年台灣癌症基金
會調查指出，孩子變胖，和家庭的飲食習慣有很大關係。
調查發現，肥胖組小孩的父母有超過五成吃肉類比吃蔬果
還要多；且有三成五的父母會在孩子書包放零食。

別把不健康的食物當獎勵，以免提高在孩子心中的地位，
連結錯誤的正面印象！研究顯示，要求孩子吃完一個點心才
能吃另一個點心會降低孩子對第一個點心的喜好。(Newman et al., 1992)

過度的控制、限制、對孩子施加壓力、承諾吃完後給獎勵
，會負面的影響孩子對食物的接受度。(Scaglioni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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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3：不在孩子面前吃

孩子富於模仿，師長常是孩子學習的對象，為了孩子
的健康，師長應樹立良好榜樣，不在孩子面前吃不健
康的食物。

避免讓孩子覺得大人說一套做一套！

34



原則4：不用「禁止」、「不准」等
負面字眼，但要節制頻率和量

不用負面字眼，讓孩子知道不健康的食物多久能吃一次
、每次能吃多少，甚至可以告訴孩子壞處在哪裡。

「限制」會讓孩子對食物失控。(Savage et al., 2007)

當家長過度限制孩子攝取高油糖食物，孩子容易對這些
食物產生迷戀，一旦有機會就會吃過量，即使不餓也會
吃。且易養成不好的飲食習慣，如不當的體重控制、飲
食不均、暴食、肥胖、較多體脂肪等。(Fisher et al., 2000. ; Birch et al., 2001. ; 

Sundarajan-Ramamurti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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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伯斯回答：
「他們還沒用過，我們限制孩子使用科技產品的時間。」

我們是最後一代在戶外玩耍的，我們從律動/活動/動作 (movement), 動手
做(hands-on interaction)中學習，
並從書本、與人互動中吸收資訊，而不是問Google。

董氏基金會

資料來源： Why Steve Jobs Didn’t Let His Kids Use iPads (And Why You Shouldn’t Either) by Sarah Lesnar

紐約時報記者問賈伯斯：

「你的孩子肯定

很愛 iPad？」

36



美國科學家研究發現，睡眠不足、體
重超重、平均睡眠時間少於6.5小時的
成年人，若每天多睡1個半小時，對垃
圾食品的欲望減輕了62%，食慾也減
少14%。

受試者普遍覺得自己更有活力、較
少感到飢餓、並且對於高鹽及高脂
肪食物的慾望大大減少！

董氏基金會 關心您的健康 37



當你把不健康的食物當作獎品時，孩子想的是？

？

？ ？

？

？

？

？
？

？

？
？這些東西

沒有這麼不健康吧？！

不然
為什麼大人要給我吃呢？

V.S.
這些東西這麼不健康！

大人還給我吃，
一定是因為想讓我不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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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可以怎麼做

•家中(學校)不放：美國發現，家庭環境是影響兒童飲用含糖飲料的主要
原因。董氏基金會調查，家中有放含糖飲料，孩童飲料攝取量為家中沒放的
兩倍;當孩子同時有含糖飲料和白開水可以選擇，僅兩成會選擇白開水。

•不主動提供：
勿當作獎賞，若作為獎勵品，會提升食物在孩子心中的地位。

•不在孩子面前吃:
以身作則，家長含糖飲料攝取量越高者，其子女攝取量也會越高。

• 避免使用「禁止」、「限制」、「不給吃」等字眼：
應是在 ”頻率”及”量”上有所限制。

•家長是守門員，決定該買回家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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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兒童食育力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本活動經費由全家便利商店零錢捐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