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飲食三件事
一五一十講你知

程卓端醫生
2012年8月16日



這個你可能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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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每五個學童便有一個屬肥胖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資料



這個你可能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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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及2011年首五類致命疾病主要為非傳染病

2010 2011#

死因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1. 惡性腫瘤(癌症) 13076 184.2 13113 185.4

2. 心臟病 6636 94.5 6316 89.3

3. 肺炎 5814 82.8 6131 86.7

4. 腦血管病 3423 48.7 3325 47.0

5.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2093 29.8 1963 27.8

死因排名是根據「已登記」死亡人數編製

#臨時數字

*每十萬人口計算的死亡率



這個你可能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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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你可能會知…

行為風險因素
•吸煙
•不健康飲食
習慣

•缺乏運動
•酗酒

生理指標
•肥胖
•血壓
•血糖
•血脂

病發率
•心臟病
•中風
•糖尿病
•癌症
•慢性呼吸
道疾病

健康飲食、恆常運動、不吸煙 = 預防

~80%冠心病
~90%糖尿病II型
1/3癌症



這個你可能曾經見過…

全方位的宣傳運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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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你可能曾經見過…

全方位的宣傳運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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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下三件事情
不說你可能不會知…

我們以在小學推廣健康飲食作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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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措施最重要

世衞建議成員國
可根據國情考慮採用階梯式或全面方
式，減少向兒童推銷富含飽和脂肪、
反式脂肪、游離糖或鹽的食品

不應以任何形式在兒童聚集的場所推
銷富含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遊離糖
或鹽的食品。這類場所包括、但不限
於托兒所、學校、學校操場、幼稚園
、遊樂場、家庭診所、兒童診所和兒
科醫療服務點以及在這些設施中舉行
任何體育和文化活動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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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措施最重要

以學校為例，校方可以制訂健康飲食政策

由上而下、由下而上達致共識

清晰方向，具體措施，書面文件

方便委派專人負責

教職員培訓

跨學科融合教育

積極回應每年學生體檢的肥胖數據

更留意針對兒童的食物推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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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措施最重要

衞生署推出至「營」學校認證計劃
全方位支援學校的健康飲食政策

學校營造「營養友善」的校園環境

午膳

小食

家長教育、人員培訓

家校合作、師生參與

一種生活態度：生活健康化、健康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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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伴參與不能少

推廣學童健康飲食需要各方協作

12



二、結伴參與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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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及宣傳

健康午膳 健康小食

學校行政措施



學校政策及行政措施

學校健康飲食政策(範例)

認證文件清單14



健康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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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食

學校小食監察手冊

有「營」小食資料庫

小食營養分類精靈

學生小食營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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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及宣傳
「開心『果』 日」活動

每月通訊

專題網頁

教職員及家長營養培訓



二、結伴參與不能少

 與供應商的協作

向供應商介紹「有『營』小食資料庫」 、「小食
營養分類精靈」網上及手機版本、學校小食監察
手冊等工具，使供應商能有效配合學校

定期與供應商會面，收集意見

舉辦簡介會及培訓工作坊

設立「學校午膳供應商資料庫」

衞生署指派護士長專責與供應商
聯絡，協助解決疑難，並處理有
關在學校推廣健康飲食方面的事宜



QR Code

http://school.eatsmart.gov.hk

http://school.eatsmart.gov.hk


三、評估數據好材料

 2011至12學年「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回顧

至「營」學校認證計劃

 196間小學報名參與

 27間小學取得基本認證

 40間小學獲嘉許成為「至『營』學校」

 2012年「開心『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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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類別 參與學校 參與學生

中學 162 127,639

小學及特殊學校 425 218,157

學前機構 613 136,067

所有學校 1,200 481,863

http://school.eatsmart.gov.hk/b5/template/index.asp?pid=0&id=619


學童肥胖率有下降趨勢

香港小學學童肥胖率1995/96 –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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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數據好材料

21.4%

女童
16.4%

男童: 

26%

資料來源：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三、評估數據好材料

小學飲食模式評估研究2012

問卷調查了75間小學的家長師生，並到受訪學校視察
其午膳及小食供應

比較2006及2008年相同研究的結果

 學生在不同方面的飲食行為上都有明顯的進步

 制定了健康飲食政策的學校比率明顯上升

 較多家長支持學校採取行政措施推廣健康飲食

比較取得與未曾取得認證資格的學校

 前者的學生營養知識較高

 前者提供較健康的午膳和小食

 前者有較多認識衞生署的健康飲食推廣運動
22



各項行動背後的理論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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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措施最重要

二、結伴參與不能少

三、評估數據好材料



《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

以五種行動促進人口健康
1. 建立健康公共政策

2. 營造具支持性的環境

3. 加強社區行動

4. 發展個人能力

5. 重整醫療服務方向

(WHO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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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學校所作的正符合世衞提倡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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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健康：
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框架



推行策略的元素 PEOPLE

1. 伙伴關係 (Partnership)

2. 生活環境 (Environment) 

3. 以成效為重點 (Outcome-focused)

4. 人羣為本的介入措施
(Population-based intervention)

5. 採取貫穿人生歷程的措施
(Life-course approach)

6. 提升能力 (Empowermen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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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目標

• 人人從小採取健康生活模式

• 減低日後患上非傳病及
其併發症的風險

• 減低非傳病對社會的負擔

、

我們的共同夢想

及小食

教學及宣傳

健康午膳 健康小食

學校行政措施

• 所有學校邁向整全的「至『營』學校」模式
• 所有學童享用符合營養指引的午膳

家、校、社共同協作

學前教育 小學 中學

體格測量優化計劃

採取貫穿
人生歷程的措施

終極目標

• 人人從小採取健康生活模式

• 減低日後患上非傳病及
其併發症的風險

• 減低非傳病對社會的負擔

http://school.eatsmart.gov.hk/b5/template/index.asp?pid=0&id=619


革命未成功，同志須努力
傳媒朋友，多多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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