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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兒童青少年的肥胖問題是全球性的新興公共衛生

議題，台灣13年前就開始投注國家資源，防治兒童
青少年的肥胖問題。經過嘗試與修正，累積了珍貴

的學術及實務經驗，護理人員有幸主導此一重要歷

程，並將此一獨特的亞洲經驗與國際分享，本文將

介紹由國立陽明大學結合八所大學學者的中小學健康

體位整合計劃，期待更多護理人員積極參與兒童青少

年的肥胖防治。

現況分析

一、身體活動不足

由於國內智育導向的升學壓力，扭曲了五育均

衡的教育；課業壓力使得學子的久坐時間太長，根

據2007年的台灣健康體位調查中小學生週間課後平
均每天有139分鐘花在看電視、打電腦、上網及玩電
動（劉、張，2007），而久坐與肥胖的關係早經確認

（Ochoa, Moreno-Aliaga, Martínez-González, Martínez, 
& Marti, 2007）。國內體育課時數也遠不如各國，美
國每天都安排有體育課或活動；法國小學生每週有

200分鐘；中學生有250分鐘；大陸在2008年申辦奧
運成功之後更將目標訂為確保學生在校運動一小時；

亞洲的日本在小學每週90－135分鐘體育課；中學有
100分鐘；可是台灣的小學生一般說來每週有二堂體
育課80分鐘；中學則有90分鐘（教育部，2007）。遠
遜於上述國家，但是台灣的體育老師卻多數兼備體育

及教學專長，將更有機會提供優質的體育教學。

如果將台灣身體活動盛行率（劉等，2005）與美
國青少年身體活動盛行率調查（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06）做比較，可以發
現台灣13－17歲每週達60分鐘費力身體活動的人有
61.5%，與美國的62.6%差不多；但只有19.7%的台灣
青少年每週達150分鐘之中等費力身體活動，遠低於
美國的24.6%。表示台灣在校的體育課提供了良好的
費力身體活動機會，但在日常活動中的中等費力身體

活動卻大幅不足，此間接佐證台灣在校體育課的品質

促進學生健康體位之全國性整合計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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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有良好的健康體位支持系統，但由於身體活動不足；有不安的體型意識；飲食攝取不當；及不利
的環境因素，國小學生體位適中者持續下跌至五成五，雖然過重、肥胖上升比率得到控制，唯女生

過瘦者達28%。因此由護理人員主導、教育部支持的全國中小學生健康體位計劃同時關注過重、過
瘦議題，期待營造優質環境、改變生活型態及增加自信心。作者提出Aid students to fit及AID（Active, 
Image, Diet）金三角觀念和五大策略，包括：⑴發展符合家長、學生、教師理念的說帖。⑵訂定可監
測的具體行為指標、口號：活躍的生活為「333再升級，210增活力」；健康體型意識為「理解接受、優
雅自信」；健康飲食是「減脂五蔬果、均衡聰明吃」。⑶建置中央級互動式健康體位監測系統。⑷發展

數位化量身訂做之過重學生個案管理系統。⑸發展符合健康促進學校理念的教案、教材、教具及示範

學校模式，並建制健康體位網（www.ym.edu.tw/active/aid）以供下載。本計畫結合八校學者完成上述工
作，教育部也因此提出學生身體活動新指標：活力210（每天都要累積30分鐘中等費力的身體活動），
並將此一獨特的亞洲經驗與國際分享，建立國際兒童肥胖防治立場聲明。

關鍵詞： 健康促進學校、肥胖、指標、身體活動建議量、盛行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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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但是分析不同年齡數據發現：每週60分鐘之費
力活動的人口有34.9%，150分鐘中等費力活動者有
57.9%，此遠低於13－17歲青少年的61.2%及74.6%
（劉等，2005）。表示離開學校後國人的規律運動、活
躍生活比例大幅下降。研究也顯示：缺乏指導，不知

如何開始是國人主要的活動阻力，表示國人沒有在學

校習得帶得走的運動能力，也沒有養成動態的生活習

慣。規律活動的誘因、阻礙是影響活動重要且可修正

的決定因素。不同年齡、種族及內心的準備階段都有

不同的助益、阻礙因素。但健康因素卻是舉世皆然的

首要活動誘因及阻礙規律活動的主因（劉、陳、林、

沈、陳，2004），顯示健康從業人員責無旁貸必須與
體育界多交流，共同負起為個案量身訂定活動計劃的

責任。

上述原因造成我國各級學生的健康體能不如大

陸、及亞洲臨近國家，且有部份退步的跡象，以最

重要的心肺耐力而言，大陸高中生平均跑完1,600公
尺的時間，台灣的高中生才跑完1,200公尺（教育部
體育司，2007）。此外國內對於國人及學生的身體活
動現況缺乏有系統的了解，也沒有如同先進國家建立

起身體活動的推薦量及優質的身體活動行為監測系統

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	媒體與瘦身企業共同建構了不安的體型意識
在電視、電影、照相等凸透鏡拍攝下，明星、

女模特兒的確要五官集中、身材瘦一些才不顯胖。

造成大眾媒體興盛的社會，祟尚不健康的纖瘦體型

（張，2002）。然而瘦身企業更助長了惡性減重的風
氣，與媒體共同建構了普遍不安的體型意識，想減

肥的人高居不下（Chang, Liou, Sheu, & Chen, 2004）。

三、	飲食攝取不當
根據1999年國民營養調查：台灣地區國小學童蛋

白質及油脂太多、醣類不足；鈣質及鐵質不足；肉類

攝取太多；奶類逐漸減少；蔬菜、水果不足。其中肉

類、油脂過多、蔬果不足對兒童肥胖有不良影響，

奶類、鈣質及鐵質不足則會影響發育（吳、潘、葉、

張，2006）。

四、	不利的環境因素
少動及不平衡的飲食多導因於環境，造成深

遠、個人難以抵抗的困境，過去往往會將減肥的重

擔、責任歸咎於個人，但是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基

因對肥胖的影響力很大，環境對肥胖的影響力深遠

（Budd & Volpe, 2006），用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來進行健
康體位計劃有其必要。

五、	台灣有良好的健康體位支持系統
教育部於八十二年公佈了「學校輔導學生體重

控制實施綱要」，八十八年提出「學校輔導學生體重

控制實施方案」，廣邀各界進行健康減重，以過重

肥胖學生為服務對象，以運動訓練與飲食控制為介

入策略，雖然十年後執行團隊的檢討報告指出：過

去校園體控班耗費較多人力、物力，無法持久；中

長期的減重成果並未呈現（董氏基金會，2003）。
王（2002）也指出減重班肥胖兒童的整體自尊顯著低
於正常體重兒童。但不可否認的十年的努力成就了

許多人才，也激發了校園注重兒童青少年的肥胖問

題，特別在校園食品的管理、午餐的供應標準有了

莫大的成就。體育團隊在健康體適能的長期努力，

也將333（每週運動三次、每次30分鐘、心跳130下
／分）的概念深植人心。體適能檢測的標準化及普及

更成為運動的動機及成效指標，功不可沒。衛生署

的1824活動，藉由行政力，各地都沸沸揚揚地推動
健康減重。臺北的減重100噸，不僅是全世界少見
的成功城市健康運動，也促使學校、職場、醫院都

加入此一陣容。

中小學生健康體位盛行率

世界肥胖盛行率大幅攀升，由1980年的15%暴
增到2000年的30%。亞洲地區過重肥胖兒童的增加
率正以每年1%的速度遞增，與澳洲、美、英等已開
發國家大致相當。美國有16.1%的兒童青少年肥胖，
30.9%過重；台灣2005年有1/8肥胖，1/4過重。以
時代來看：台灣從1980年至2000年四次全國營養調
查的研究結果顯示：過重、肥胖的小學生持續增加

（Chu, 2005）。用衛生署的兒童青少年肥胖標準檢視：
1997年過重盛行率為男生22.4%，女生18.8%；肥胖
的男生有10.6%，女生有8.1%（陳等，2003）。2005
年國中生過重盛行率為12.3%；肥胖為14.7%。2007
年國中過重盛行率為10.9%；肥胖盛行率為15.4%
（劉、張，2007）。可見肥胖的盛行率還在緩步上揚，
過重盛行率則飄搖不定。然而太瘦的國小生由2003
年的12.9%大幅增加到2005年的20%，有五分之一的
國小、國中女生太瘦的情形，太瘦的國小女生到了

2007年又飆升至28%。體位適中的國中生由56.5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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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53.7%；國小則由59.9降至55.2%。可見雖然國小
過重、肥胖上升比率得到控制，但是健康體位的績

效被過瘦比率的吃掉了。台灣不僅需要對過重、肥

胖維持關注，過瘦也成為一個新興的焦點，台灣需

要一套全新的健康體位計劃。

對　　策

教育部針對此一問題，2004年廣邀學者建立健
康體位白皮書，作者有幸身為其中一員，致力於將

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的身體活動測量；有國家代表性

的身體活動監測系統；體型意識的知識；及環境對肥

胖防治的重要性融入中小學生健康體位白皮書，並由

國立陽明大學結合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北師範學

院、國立師範大學、國立體育學院、東吳大學、中

國醫藥大學、及長庚技術學院的學者展開計畫。在

定位方面：我們認為肥胖是病態環境下的正常生理表

現（Egger, Swinburn, & Rossner, 2003），因此服務的對
象是共處於此一環境下的全體教職員工生及家長。追

求的目的為穩定肥胖的成長；改變生活型態及增加自

信心。目標界定為：營造健康體位優質環境；提升正

確體型意識；藉由動態生活、均衡飲食提昇學生體適

能；逐年降低學生過輕及過重（肥胖）之比率；及促

進學生身心健康。提出Aid students to fit的口號，以
及健康體位AID金三角觀念（Active, Image, Diet），並
運用五大策略加以推動：

一、	發展符合家長、學生、教師共同理念的健康體
位說帖

明確的告訴師長、學生：在台灣每四個兒童

就有一個體重過重，但八分之一的國小女生體重過

輕，肥胖問題的嚴重性是許多人所熟知，但同樣因

為體重過輕問題，所引發生成長失衡問題也不容我

們忽略（杜，2007）。所謂的Aid students to fit，意
指關注對象從過去的預防過重與肥胖學生，擴展為

全國中小學生，藉由正確體型意識的教育，推動動

態生活及健康的飲食習慣三大主軸，除了改變學生

的生活型態，身心理健康並重外，更要積極地建構

一個健康的校園環境。希望大家都能在AID（活躍的
生活、健康的體型意識、健康的飲食）及體位上都

能 fit，而不是一味減重、追求纖瘦。圖一表示健康
體位之金三角策略的Aid形象標誌，「A」代表著ac-
tive，代表活力與動態生活；「I」為image，象徵著優雅

自信的體型意識；「D」則是diet，說明聰明吃健康飲
食的概念，由Aid所組成的人型圖案則具有昂首挺胸
的自信形象。以「快樂、長高、變聰明」做為計劃的

核心概念，強調健康基礎奠基於就學時期。提出競

爭力的方程式為腦力 × 活力 × 體力，三者缺一，競
爭力就歸零了。健康有競爭力的下一代，必須是有

自信、能攝取健康飲食、及活潑有體力。

將這些理念及數據製成投影片，放在教育部的網

站上，並利用體健科長、校長、體育健康組長、體健

輔導團會議；健康促進學校輔導，廣泛與師長們溝通。

經過長期、深入的分享與溝通，令主持人更確定健康

體位計劃必須在學校落地深根，優秀的第一線師長才

是成敗的關鍵，中央要提供的是支持系統與激勵。

二、訂定可監測的具體行為指標，並提出口號

㈠ 活躍的生活：333再升級，210增活力
結合150位第一線的教師、校長、家長、學生

及學者，建立起中小學生動態生活行為指標：明訂學

生須要規律運動。新的333再升級政策為333、343、
353：指國小、國中、高中，每週各要有三、四、五
天做心跳達“莫輕鬆”（請用閩南語發音）程度的費力

運動，每次持續30分鐘。此外還要每天累積30分鐘
的活躍生活，以養成每週210分鐘的動態生活習慣。
㈡ 健康的體型意識
建立理解接受、優雅自信的體型意識。由簡莉盈

教授主導之健康的體型意識五大指標包含：準確認知

自己的體型；正確認知合乎自己健康的體型；提升對

體型的滿意度；接受自己，尊重他人的體型；降低過

度節食行為。

㈢ 健康的飲食：強調減脂五蔬果、均衡聰明吃。
由蔣立琦教授主導健康的飲食指標是特別為兒童

青少年制定的。攝取均衡飲食方面有：1.享受均衡及

圖一　健康體位形象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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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食物的樂趣。2.三餐以五穀根莖類為主食：每
天攝取3至5碗五穀根莖類，多攝取全榖類。3.多吃
蔬菜、水果：健康五蔬果，三份蔬菜兩份水果，其

中一份為深綠色蔬菜。4.適量攝取奶類食物：除特殊
體質外，每天攝取1至2杯奶製品，過重或肥胖學生
採低脂奶製品。5.適量攝取肉魚豆蛋類：每天攝取2
至4份蛋豆魚肉類最少1份是豆製品。養成良好的飲
食習慣方面有：1. 三餐少吃油、煎、炸及烘烤等高
油脂食物。2. 每天吃營養的早餐。3. 適當喝水，少喝
加糖飲料。4. 盡量不吃點心，以健康飲食為主。5. 減
少外食及甜食。

三、建置中央級的健康體位監測系統

以資訊促進健康是世界各國重視的國家健康政

策。洪永泰教授設計了抽樣計劃，以四年為週期，

每年依據北、中、南、東及都市化程度進行縣市抽

樣，針對每年中選縣市就讀高中、國中及國小學生

進行調查。張博論教授將本計劃發展出的健康體位資

料庫，以網路互動呈現，可點選全國或是四縣市，

再點選想看的指標分布情形，可做線上即時查詢。

四、發展數位化量身訂做的過重學生個案管理系統

電子化數位時代的來臨既是不可遏趨勢，為增加

有利行為改變的環境，教材應搭配適性媒體，發展

出適齡、有吸引力的數位化諮詢系統。配適諮詢「個

案管理」方案（Patient-centered/Physician-based Assess-
ment & Counseling for Exercise & Nutrition, PACE+）是

由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發展出來提升身體活動、
營養的評估諮詢工具，周全、簡易且操作方便，可

用於個案管理。此方案發展至今，由受過訓練之健康

人員執行，對成人及青少年皆有良好成效（Patrick et 
al., 2004）。PACE+完整考慮身體活動與飲食，並兼顧

行為修正，於2003年由劉影梅博士取得版權並翻譯
為中文版。經過廣泛收集國內相關文獻，舉辦專家會

議，將成人版配適方案大幅修正，以符合台灣國情

的生活習慣，完成本土化之兒童、青少年配適諮詢

方案，適合在校園推廣。目前已初步證實兒童及青少

年健康體位配適諮詢「個案管理」方案，對過重的國

小學生及國中生的體位及身體活動量之改變均有成效

（江，2006；劉，2007）。

五、	發展符合健康促進學校理念的教案、教材、教具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的「健康與體育」領域及普

通高中必修科目「健康與護理」課程綱要中，已將「體

重控制」內涵融入課程，但份量有限，觀念較陳舊，

仍在強調「體重控制」，應該更弦易張，將重心改為

較平衡的「健康體位」；也完全缺乏健康體型意識的

概念；對於活躍生活有助防治過重之概念，也需要補

強。因此當下亟需編列發展符合健康促進學校理念的

教案、教材、教具。因此本團隊依以健康促進學校的

六大構面，研擬了許多推動健康體位計劃時的可行建

議方案，供學校參考。本計劃由陳美燕、陳麗華等教

授建立起五種健康體位示範學校：西園國小活力校園

（全校晨光活動時間，一起踢毽運動）、員崠國小有氧

活力餐（多元化社團活動提供學生選擇）、立農國小全

家歡樂走（大家一起動起來）、集美、迴龍國小大學

小學逗陣行（校際建教合作）、林口麗林國小（推動走

路上學）。並將此經驗、計劃案放在健康體位網，希

望透過經驗及心得的交換，能更有效及快速的推展到

其他的學校。

在教材上：以簡單的問題導引將學生的身體活

動型態分成四種，分別有：喜好運動的族群、偶爾

活動的族群、不喜歡身體活動的族群、亦考量到患

有慢性疾病無法劇烈活動的族群。編製了國中生動態

生活寶典教師版、學生版，製作7－12歲學生適用之
健康體位網路百寶箱，及健康體位指引教師手冊，

詳細內容均可在健康體位網（http:/www.ym.edu.tw/ac-
tive/aid）免費下載運用。

展　　望

雖然本團隊結合了國內精英，向各界前輩虛心

求教，一路兢兢業業走來，仍然有以下許多未盡事

宜，值得努力。

1.建構健康體位及相關行為監測系統是了解問
題，監控績效的利器，宜持續調查，並進行縣市間

之比較。2.建立查核機制，將健康體位工作列為學
校考評重點。3.健康促進學校將健康體位視為重點
補助項目。4.重新檢討健體領域課程綱領，將健康
體位相關概念納入。5.持續研發、維護無遠弗屆的
健康體位網（含體位調查、諮詢），協助教師、學生

量身訂做健康體位計劃。6.督導學校對於過重、肥
胖、過輕個案訂定輔導、轉介方案。7.配合快活計
劃，落實學生累積一週210分鐘身體活動。8.配合教
育脫貧專案，落實學生午餐吃到二蔬果。9.矯正體
型意識之宣導。10.醫學、護理界積極的投入刻不容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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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產官學民的長期努力，台灣的肥胖防治經

驗，受到國際的矚目，今年六月在加拿大多倫多舉

辦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Obesity in Children，美國疾病管制局及世界衛生組織
邀請本文主筆，分享亞洲的兒童肥胖防治及身體活動

的促進經驗，共同建立國際的兒童肥胖防治立場聲明

及建議。會中筆者提出：在防治兒童肥胖的同時，也

要兼顧體重過輕人口增加的雙極現象；體位、活躍生

活、健康體型意識、及健康飲食之建議量及監測十

分重要；政策及環境的介入極其有效；分享如何藉著

多贏策略，動員、激勵學校、社區等多元資源，一

同投入，四個重點都受到與會專家的重視，成為會

議結論的一部份。

結　　論

在政府持續的關注支持及學界和第一線老師的長

期努力下，台灣學生肥胖盛行率的上升已獲得相當的

控制，但是體重過輕的比率快速增加，成為新的問

題。護理人員是學校衛生重要的一環，我們責無旁貸

需要由養成教育著手，更積極地整合資源及人力投注

此一重要健康議題。肥胖的防治是全面性的工作，應

該強調環境及政策的影響力；由消極的看後果（肥胖）

轉變為積極的過健康的生活型態；身心健康都要並

重，而追求健康體位。健康基礎奠基於就學時期，下

一代的健康我們必須負責。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

身為護理人員，我們有絕佳的機會，防微杜漸，期

待大家一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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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 of a Nation-Wide Integrated Program for 
Healthy Body Weight Amo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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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has good support systems for obesity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The percentage of elemen-
t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normal body weight, however, has undergone a sustained decrease to 55%. 
Many factors are associated with this trend, such as lack of physical activity, dissatisfaction with body 
image, unbalanced dietary pattern, and unsupportive environment. Even though the rat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s under control, the rate of underweight among girls has undergone a sustained increase, 
to 28%. Nurses therefore organized the “Aid students to fit” project, which emphasizes the bipolar is-
sue of overweight and underweight. This national project is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is expected to establish a benefi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students can easily adopt healthy life-
styles  and increase self-esteem. The program incorporates the AID triangle concept (Active, Image, 
Diet) and five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the goals. These strategies are: 1. Develop a persuasive state-
ment to fit in with the philosophies of parents, students and teachers. 2. Set up measurable behavior 
indices and slogans. (Active life: 210 minutes per week. Image: confident and elegant. Diet: balanced 
and wise choice of low fat and high fiber foods.) 3. Establish a nation-wide interactive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body weight control. 4. Develop an internet system that emphasizes tailored case manage-
ment for overweight students. 5. Develop a supportive teaching plan, material, and aids to promote a 
healthy school environment. Five modeling schools, moreover, can b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pro-
gram. Educators can also download a free teaching plan, material, and aids at the website for healthy 
weight management (www.ym.edu.tw/active/aid). The authors brought together scholars from eight 
universities to accomplish the program. In support of the program, the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
tion addressed the new recommendation for physical activity which is to engage in moderate 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every day for 30 minutes. We also shared this unique Asian experience at the round 
table discussion addressing the practical and policy issues of implementing public health strategies to 
reduce physical inactivity and prevent obesity in children. This was hosted by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ollaborating Center for 
Physical Activi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declar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obesity  
in children. 

Key Words:	 healthy	promoting	school,	obesity,	indices,	recommendations	of	physical	activity,	
	 prevalence	surveill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