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吃 快樂動 校園宣導計畫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雀巢健康兒童全球計畫支持 



致力菸害防制、食品營養、心理衛生等國民身
心健康工作，全方位關懷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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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 執行長 

董氏基金會組織與宗旨 

宗旨：促進國民身心健康，預防保健重於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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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45歲， 
慢性病漸漸找上門來 



臺灣學童健康狀況 

高血壓：一年級男童高血壓盛行率為7.05%；國小男童整體高血壓盛行率約3.24%，
國小女童整體高血壓盛行率約2.72%。 
高血壓的定義以收縮壓大於或等於 130mmHg 或舒張壓大於或等於 85mmHg 或有服用降血壓藥物者。 
 

高血糖：國小學童高血糖盛行率平均為27.11%，男童為32.26%、女童為21.34%。 



學童W型飲食型態較平緩， 
鈣質與膳食纖維攝取不足之問題較之前嚴重 



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2015調查結果-學生主要飲食生活問題 

蔬果、乳製品、運動 高油糖鹽食物、含糖飲料 

油炸食物 

含糖飲料 

零食吃太多 

偏挑食 

水果 

蔬菜 

乳製品 

運動 
飯前吃零食 

Too Little Too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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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康食物對人體影響 

慢性病 
肥胖、糖尿病、高血

壓、新陳代謝症候群、

心血管疾病、痛風等 

易成癮 

情緒問題 
常吃高熱量低營養食

物(甜甜圈、加工肉品、

油炸等)的人較易有憂

鬱傾向！ 

過動 
人工色素易造成過動 影響學習力 
暴力 
常喝汽水的青少年較

易有暴力傾向！(與菸、

酒精比率相當)。 

影響成長發育 
身高、體重、視力、

骨骼發育等 



Fed Up 

糖和古柯鹼(白粉)一樣容易上癮！ 

董氏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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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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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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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不離手的低頭族幾乎都是窮人？紐時記者揭露「殘酷現
象」，矽谷富孩讀的名校都禁螢幕！ 



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培養學齡期兒童良好

飲食習慣 

提升師長飲食營養知能 建立良好健康飲食環境 

(學校與家庭) 

健康吃 快樂動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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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2010-2012，11所小
學4371學童；3年主
題活動培養孩子飲食
運動好習慣。 

2013-2014，16所小
學6622學童；推出2
年精華版主題活動。 

2015-2017，與嘉義市、宜
蘭縣合作，加上延續過去重
點小學計畫，總共深耕於
112所小學、18457學童。 

2017-2019，344所小
學40656學童；進一步
與宜蘭縣、臺中市和臺
南市進行縣市合作。 

健康吃快樂動校園宣導計畫 

2019-2021，與新竹縣、
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
合作，總計357所小學、
44774名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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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期間 宣導主題 (建議每堂課40分鐘) 教學對象 

108學年度 

第1學期 
108年9月~109年1月 

1. 均衡飲食六大類 

2. 天天多蔬果 
二、三年級學生 

108學年度 

第2學期 
109年2月~109年6月 

1. 每天2份奶 

2. 天天吃早餐 
二、三年級學生 

109學年度 

第1學期 
109年9月~110年1月 

1. 吃全榖顧健康 

2. 黃金比例221 
三、四年級學生 

109學年度 

第2學期 
110年2月~110年6月 

1. 天天運動去&喝白開水技巧 

2. 健康吃快樂動總複習 
三、四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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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快樂動計畫執行期程表(108.9-110.6) 

Sept Oct Nov Dec 109Jan Feb Apr May Jun 108Jul Mar Aug 

宣導主題:均衡飲食六大類、天天多蔬果 宣導主題:每天2份奶、天天吃早餐 

108-1種子
教師培訓 

前測問卷&
文宣品寄
送到各校 

成果回收&教
師滿意度調查 

前測問卷
寄回董氏 

前測問卷統整&分析 

108-2種子
教師培訓 

成果回收&教
師滿意度調查 

Sept Oct Nov Dec 110Jan Feb Apr May Jun 109Jul Mar Aug 

宣導主題:吃全穀顧健康、黃金比例221 宣導主題:天天運動去(含喝白開水技巧)、總複習 

109-1種子
教師培訓 

前測問卷&
文宣品寄
送到各校 

成果回收&教
師滿意度調查 

109-2種子
教師培訓 

成果回收&教
師滿意度調查 

110.7後測問卷統整&分析 

專訪影片錄製 

學期禮物寄送到校 學期禮物寄送到校 

學期禮物寄送到校 
學期禮物寄送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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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 文宣品：【海報】我的飲食新主張 
• 使用對象：二、三年級每班一張 
• 建議張貼時間：9-10月 
 
• 海報可用於布置環境(班級佈告欄、穿堂、立牌、

健康中心專欄等，再請於2020年1月10日前上
傳健康吃快樂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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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 文宣品：【海報】蔬菜妹妹 
• 使用對象：二、三年級每班一張 
• 建議張貼時間：11-1月 
 
• 海報可用於布置環境(班級佈告欄、穿堂、立牌、

健康中心專欄等，再請於2020年1月10日前上
傳健康吃快樂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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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 文宣品：【學習單】認識均衡飲食金字塔 
• 使用對象：二、三年級學生每人一份 
• 執行時間：上完「認識均衡飲食金字塔」課程後 
 
• 學習單請學生搭配營養教育宣導內容填寫，亦可

請老師帶領學生一同書寫。 
• 2020年1月10日前回報簡單答對率(填報表單將

於2019年12月中Email給計畫承辦人) 
• 可請學生著色美化學習單(非強制性)，每班精選

3-5份上傳網站，亦可申請小禮物 
• 學習單解答將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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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30 



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 文宣品：【學習單】我是蔬果達人 
• 使用對象：二、三年級學生每人一份 
• 執行時間：上完「天天多蔬果」課程後 
 
• 學習單請學生搭配營養教育宣導內容填寫，亦可

請老師帶領學生一同書寫。 
• 2020年1月10日前回報簡單答對率(填報表單將

於2019年12月中Email給計畫承辦人) 
• 可請學生著色美化學習單(非強制性)，每班精選

3-5份上傳網站，亦可申請小禮物 
• 學習單解答將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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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32 



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 文宣品：【家長聯絡單】我家有偏食的孩子，該怎麼辦 
• 使用對象：二、三年級學生每人一份 
• 執行時間：10-11月 

 
• 將家長聯絡單夾於家庭聯絡簿中，供家長閱讀使用 
• 請家長填寫回饋單，將回饋單撕下請孩子帶回學校交回

班導師，由承辦人員進行家長聯絡單摸彩活動，會後於
2020年1月10日前將全數回饋單寄回董氏基金會 

• 依學校回收數量，董氏提供摸彩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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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家長回饋單收齊 摸彩活動 表單填報預計申請
摸彩禮物數量 

收到禮物後，由校方
或承辦人進行頒獎 

(過程可拍照作為成果) 

將回饋單全數寄回 

董氏基金會 

抽獎、頒獎等活動照
片上傳健康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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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董氏 
- 設計製作各式教學

資源(海報、立牌、

教學ppt、家長聯絡

單…等) 

- 講師資源、獎品 

- 提供縣市政府、各

校問卷結果報告 

學校 
- 使用董氏提供之教

學資源 

- 發送家長聯絡單及

抽獎 

- 規劃宣導行事曆 

- 協助前後測問卷發

送及回收 

- 寒暑假半天研習 

縣市政府 
- 共同訂定宣導主題 

- 共同主辦寒暑假研

習 

- 提供計畫前後學童

體位變化結果 



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雀巢健康兒童HEHE力14天養成計畫 暑假作業 

2019年為了讓更多學童能夠培養好習慣，歸納了十點健康吃快樂動行為， 
設計「十大HEHE指標」（Healthy Eating Happy Exercise）， 
透過辦理本次暑假作業比賽，鼓勵學童落實十大HEHE指標於生活中，提升HEHE力變健康。 

• 暑假作業內含：14天好習慣紀錄表、繪畫、心情筆記 
• 截止日期：2019年9月30日(一)止 
• 活動獎項：分為1-3年級組及4-6年級組 

獎項 名額 獎項 

冠軍 各乙名 獎狀乙張+獎學金30,000元 

亞軍 各乙名 獎狀乙張+獎學金10,000元 

季軍 各乙名 獎狀乙張+獎學金5,000元 

進步獎 各乙名 獎狀乙張+獎學金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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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想了解更多計畫內容？ 

 

108年8月6日(就是明天！) 9:00-12:00 

 市政大樓惠中樓301會議室(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健康吃 快樂動 董氏基金會 

有相關疑問，請洽：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周亦秀營養師 02-27766133#301 301@jtf.org.tw 
張竹絃專員 02-27766133#310 310@jtf.org.tw 
劉志怡營養師 02-27766133#311 311@jtf.org.tw 
 
健康吃．快樂動活動網站  http://www.healthkids.com.tw/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http://nutri.jtf.org.tw/ 
 
FB粉絲專頁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 
讓孩子愛上餐桌 
雀巢健康兒童計畫 Nestle Healthy Kids Program in Taiwan 
 
 
 
 

誠摯感謝老師 
支持協助「健康吃快樂動」校園宣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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