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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孩子一生的健康－－從學校營養午餐出發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國民小學學務主任  許聰顯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國民小學營養師  黃珠玉

壹、前言

回顧過去10年，因狂牛病禁止美國牛肉進

口、豬肉是否含瘦肉精、大陸奶粉原料蓄意添加

三聚氰胺、起雲劑含塑化劑、順丁烯二酸酐化

製澱粉、油品混充與違法添加銅葉綠素，以及

餿水油、飼料油加工精製做為食用油等事件，食

品安全、食品違規與食品品質等不同制度與管理

的問題交錯其中，讓國人處於疑慮與不安的情緒

之中（陳陸宏、蔡淑貞，2014）。在食安問題層

出不窮的此刻，日本作家石塚左玄早在1896年所

提出的「食育」一詞，可提升到與五育並進的階

段，值得國人加以重視（人間福報，2014）。陳

惠雯（2011）指出，12歲以下的孩子會把常吃到

的味道，當做「媽媽的味道」記憶下來。所以，

讓孩子們在國民小學階段，養成良好的飲食觀念

與習慣，也就是贏在健康的起跑點上。筆者身為

校園午餐工作者，如何提供孩子們安全又健康的

午餐，以幫助孩子健康成長，深感責任重大。因

此，本文從探討學童營養健康上所面堃的狀況出

發，提出可行的做法與建議，希冀學校成為守護

孩子一生健康的堡壘。

貳、校園現況探討

一、學童的早餐

國內學者研究指出，有吃早餐習慣的

兒童精神較好、反應快，無論在智能或體

能上的表現都比較好；如果不吃早餐，容

易注意力不集中，影響上課精神，學習效

果也不好（曾國書、黃建文、施惠玲，

2013）。而國外學者從兒童與青少年早餐的

習慣、營養狀況、體重與學習成就等各方

面的研究加以統整分析也認為，優質的早

餐確實可改善學童的認知功能與學業成就

(Rampersaud, Pereira, Girard, Adams, 

&Metzl, 2005)。經常不吃早餐的學童，快

近中午時因飢餓難耐，就比較喜歡吃高脂

肪、高膽固醇的食物和點心，日後可能導致

肥胖與慢性病的增加(Timlin, & Pereira, 

2007; Wilson, Parnell, Wohlers, & 

Shirley, 2006)。一項對國小學童營養健康

狀況的調查發現，中低年級每天吃早餐的比

率82.4%，中高年級學童天天吃早餐者則為

77.2%（林薇、楊小淇、杭極敏、潘文涵，

2006）；另一項研究顯示，每天吃早餐的國

中生為64.7%（陳慧媛，2010）。

除了吃早餐的頻率外，早餐的品質亦是

值得探討的議題。衛福部國民每日飲食指南

指出，米、麵等全榖類食品含有豐富澱粉及

多種必需營養素，是人體最理想的熱量來

源，應作為三餐的主食。除了全穀根莖類的

主食外，蛋白質類（含豆、魚、肉或蛋）、

奶或奶製品、蔬菜、水果和適當油脂也都是

營養均衡的早餐所不可或缺的。萬衛華、李

正綱（2011）的研究發現，早餐外食的人

口比率高達81.1%，主要是在西式早餐店購

買，同時不常更換購買地點，以購買三明治

及蛋餅為主，搭配飲料主要為奶茶，其次為

豆漿及牛奶。一般市售早餐的食物高脂、高

鹽、高糖，而且膳食纖維及蔬果含量不足。

高糖的早餐會刺激體內胰島素分泌，使血糖

在早上約第三堂課就開始下降，使人容易感

到飢餓，以致上課無法專注；再者，高油脂

的早餐因為不易消化會使腸胃負擔增加，同

時造成副交感神經亢奮，感到疲累以及造成

熱量過剩；長期食用高鹽的早餐，除了養成

重口味攝取過多的鈉，更使血壓表現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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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進而造成心血管問題。因為兒童及青

少年時期養成的飲食行為將持續到成年期

(Birch, & Fisher, 1998)，所以，學童早

餐的頻率與品質值得重視。學生如能在一個

全面健康的環境中學習和生活，就能為學生

提供更多健康機會，健康的選擇就變成學生

最容易的選擇（賴香如，2004）。因此，新

北市政府的「幸福晨飽」計畫，免費提供弱

勢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學生早餐，讓成長階

段的學童，不會因為家庭因素而錯失健康成

長的機會，有其重大的意義。

二、營養素攝取不良待改善

學者以24小時飲食回顧法評估國小學童

膳食營養狀況後發現，國內學童飲食型態

呈現「油脂過多、醣類攝取偏低、蛋白質

攝取量高」的現象（吳幸娟、潘文涵、堃乃

華、張新儀，2004）。學童平均每天攝取量

約主食類10.5份、蔬菜1.8份、水果1份、豆

魚肉蛋6份、奶類0.7杯、油脂3份。10至12

歲高年級學童，尤其女學童，低於國人膳

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dietaryreference 

intakes, DRIs）的比例最高。男學童膽固

醇攝取量高於女性，其中男學童攝取超過

300mg者有75%，超過400mg者有31%；女學童

超過300mg者有51%，超過400mg者有20%。學

童維生素E與鈣的平均攝取量，各年齡層國

小男、女學童皆低於每日飲食建議攝取量。

約五成比率的學童之維生素B2營養狀況不理

想其攝取堃未達DRIs，由此可見，學童可增

加攝取富含鈣的乳品，以改善鈣與維生素B2

的營養堃況，並舒緩鈣磷比所呈現磷過高的

現象。

「鐵質缺乏」是世界各國常見的營養缺

乏症，若長期缺鐵會影響孩子的學習能力及

注意力，運動協調性和心智、語言發展等

（蔡妍心，2011）。趙思姿（2007）指出，

10~12歲學童鐵的攝取量，男生有36.1%、

女生則有53.0%未達到建議攝取量。因此，

學校午餐的設計上，也應注意鐵質的營養攝

取堃況。此外，鈉或鹽的攝取與高血壓息息

相關，是心血管疾病與腎臟病的危險因子

(Arbeit, Nicklas, & Berenson, 1992)。

學童鈉的攝取量換算成鹽則已超過10g，男

性學童高於女性，同時也高過青少年與成年

人（吳幸娟等人，2004）。原因應該與學童

鹽和湯堃的攝取堃較高有關，因此，除堃需減

少烹調用鹽與其他調味堃之外，亦需堃意由零

食等便利食品中所潛在的鈉含量。

三、零食與含糖飲料誘惑

隨著生活水準的提升以及飲食型態的改

變，學童體位的改變一直是相當關注的議

題。且隨著家庭結構改變，雙薪家庭越來越

普遍，父母將投注在工作上的時間遠超過家

庭。因此，觀看電視便成為兒童日常生活的

基本活動。簡淑真（2012）觀察兒童最常觀

看電視節目時段中的電視廣告發現，廣告的

屬性多為零食與含糖飲料。鄭淑玲（2011）

則指出，近年來各國兒童在零食攝取方面有

增加的趨勢，從零食所攝取到的熱量比率很

高，而零食中含有許多的食品添加物，造成

健康與行為問題，進而影響兒童的學習成

就。雖現行體制規範了校園食品內的營養與

健康但離開校園後滿街的鹹酥雞、飲料攤的

誘惑，真不知學童看到的是「營養、健康」

還是「炸雞、可樂」，因此校園教育應該建

立學童健康飲食觀念，多吃天然且新鮮的食

物，避免攝取過度加工、高脂、高鹽、高糖

的垃圾食物，應多吃新鮮天然的食物以維護

身體健康，增進學習成就。

參、建議

學童的營養問題儘管仍存在以上的困境，但

為了我們下一代的健康，學校經營上還是應該有

所作為。以下就「學校午餐實務工作」以及「教

育與制度」兩個面向提出建議：

一、學校午餐實務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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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造良好用餐環境，維持愉快用餐氣氛

食物不僅會影響孩子攝入全面、

充分的營養，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食品和品牌實驗室的一項

研究發現，在不使用門牙狠咬就無法進

食的情況下，孩子會更加容易變得粗

暴，所以用餐可能影響孩子的禮儀甚至

是性格。餐桌上對孩子的遷就，會使孩

子養成任性、自私、難以控制等人見人

厭的性格，飲食方式不雅觀，也會養成

孩子偏食的習慣，影響身體健康發育。

要讓孩子安靜、放鬆地進食，首先，自

立午餐廚房在食材的處理上，儘量將食

物切成小塊使其能剛好一下放入口中食

用；其次，級任導師在午餐的用餐時段

儘速讓同學就定位，用餐過程維持良好

的氣氛，教導學童細嚼慢嚥體會食材的

美好，並以感恩惜福的心培養正確的用

餐禮儀。

(二)提升餐點衛生品質，建立品質管控機制

為了學童健康，營養師在設計菜

單時，針對學童鐵質、鈣質與維生素等

營養素攝取不足現象，配合安心蔬菜政

策加以補充與調整，務求在學校食用的

午餐，成為學童在一日三餐中營養素最

充足的一餐。除了在廚房內對食物營養

與烹調品質的管控外，尚有許多其他須

注意事項，例如：飯菜擺放需離牆離地

至少10公分，勿直接放置於地面；運送

飯菜過程需加蓋，勿隨意掀開，避免異

物進入等事項，都需要工作人員和導師

確實地掌控與時時注意。

(三)研議提供優質早餐，防範垃圾食品入侵

雖然學童在校園外的用餐選擇無

法控制，但是，學校可以主動與「幸福

晨飽」計畫的廠商，或與校內合作社

共同合作，提供學童代訂優質早餐的

服務，增加學童早餐的選擇空間。不但

可以防範不符健康要求的早餐食品進入

校園，亦可減少學童忽略食用早餐的機

會。此外，學校也應落實對合作社販售

食品的稽查，同時，不要把漢堡、炸雞

或含糖飲料等當作活動的獎勵品。隨著

這些措施的落實，相信能培養出孩子健

康的飲食習慣，而趁早培養孩子的飲食

習慣，也就可以為孩子一生的健康打下

基礎。

二、教育與制度面

(一)食養教育與終生學習

國民健康是國家競爭力的後盾，

如要矯正學童營養不均衡、肥胖等問

題，政府應編列預算協助學校改善供餐

環境與落實食育，給予學童充分的營

養以及建立健康的飲食習慣。以日本為

例，2008年修訂國小學習指導要領及國

中學習指導要領，預計經過2至3年的準

備後，規劃於2011年、2012年分別全面

實施（林堂馨，2008）。學習指導要領

秉持培養孩子們「生存能力」的教育理

念，為此強化飲食及安全教育成為國小

與國中共同的課程推動重點之一（李坤

崇，2009）。我國則於學校衛生法第16

條中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健

康相關課程，專科以上學校得視需要開

設健康相關之課程。健康相關課程、教

材及教法，應適合學生生長發育特性及

需要，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第一項

健康相關課程應包括營養教育，以建立

正確之飲食習慣、養成對生命及自然之

尊重，並增進環境保護意識、加深對食

材來源之了解、理解國家及地區之飲食

文化為目的。

綜上所述，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

關研修、整合相關的法規以及課綱，在

學校推行全面性的營養教育，除教導正

確的營養知識外，亦可協助分辨營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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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正確與否，期望建立良好的飲食行

為，促進健康，預防飲食營養相關疾病

的產生。

(二)制度的落實與監督

因食品安全問題的叢生，隨著食

品雲供應鏈的把關以及學校衛生法的

修訂，如第23條規定，學校供應膳食

者，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

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以及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餐食，實

施營養教育，並由營養師督導及執行。

第23-1條則明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應至少置營養師

一人。但衍生的問題是40班級以下學校

和學校沒有供應膳食者就沒有設置營養

師，縱使教育部明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

及營養基準來規範學校午餐內容，但以

學校教師擔任午餐秘書者非受營養相關

專業訓練，如何能遵循此規範辦理？學

校午餐品質和營養教育該由誰把關？把

關者的專業訓練又在哪裡？建議教育行

政主管機關，應重視營養師的專業，適

度進用營養師協助學校供餐的輔導及幼

教飲食的管理。此外，亦可設置專責監

督單位，以提升學校午餐品質與營養教

育之成效。

(三)評估閒置空間設置廚房的可行性

學校午餐供應的方式，目前有自

立午餐（公辦公營）、自設廚房委外辦

理（公辦民營）、受他校供應以及中央

餐廚等四種方式辦理。這四種方式中，

自立午餐由學校設置廚房，聘任營養師

或午餐秘書專業把關，僱用持證照之廚

工烹調餐點烹調。因為自立午餐不以營

利為目的，收取的午餐費，取之於學生

用之於學生，供餐品質與時間較易掌

握，所以自立午餐能提供更營養均衡、

衛生安全有保障的餐點，最為家長、教

師、學生們所推崇喜愛（新北市政府教

育局，2014）。因此，提高學校設置廚

房比例，是一個正確的政策方向。隨著

學生少子化逐漸使學校出現閒置空間的

現象，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評估將閒

置空間改建成廚房的可行性，投注資源

聘任足夠的營養師進入校園，以提供學

童更高品質的午餐。

肆、結語

食育就是品格教育，也是生活與美學教育，

有關食育的生活禮儀與知能，其點點滴滴都要從

小培養。健康飲食對慢性疾病之影響，已有充

足強力之科學證據，政府除了在學校課程中規劃

飲食營養教育外，同時可藉由團體供膳促進健康

飲食行為的實踐。日本為保障兒童、青少年的營

養，1954年首次制定《學校供食法》，至2005年

3月間頒布第五次修訂版本。接著2005年6月通過

《食育基本法》，將食育定位為生存的基本知識

（李冰、周愛光，2013）。從《學校供食法》到

《食育基本法》，日本為提供青少年豐富的營養

攝取，建構了完善的法律基礎。換言之，提升營

養攝取的品質，成為青少年身體健康的重要基

石。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為了讓國人能有一個健

康完善的營養環境，提升營養管理之成效，以落

實國民營養教育，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我們可

以從學校開始做起，讓學校成為國民健康的第一

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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