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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全球性的肥胖及相關疾病人數增加、糧食危機等飲食狀況，讓各國紛紛關注飲食

議題。各國從糧食安全政策、農業政策、健康飲食指南以及飲食消費選擇等面向關注飲食，

也致力於從學校教育推動飲食教育。飲食，一直是家政教育重要的教學內涵。家政教育的目

標，在增進學生家庭生活能力，以提升生活品質。飲食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不論是烹

飪、健康飲食、飲食文化、綠色飲食都是重要的家政教學內容。本文探討日本、英國、瑞

典、義大利、美國的飲食教育概況，綜合整理出家政教學實施食育的重要概念，-家庭共食

與烹飪學習」、「低碳飲食與環境保護」、「健康飲食與飲食問題」、「糧食在統與食物主

權」四個面向。並且以臺北市立建國中學與國立內權高中的家政教學為例，說明在家政教學

中如何推動食育，最後提出以家政推動食育的建議。

關鍵詞:家政教學、食育、飲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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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lobal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obesity and 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food

crisis situation, so that countries have concerns dietary issues. 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food

security policy, agricultural policy, dietary guidelines, and concern for food consumption, is also

committed to promoting food education at school. Diet, has been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Goals of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are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of family

life in order to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Die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life, whether it is cooking,

healthy diet, food culture, green eating are important teaching conten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Japan,

Britain, Sweden, Italy, the United States food education profiles. And consolidate the key concep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od education in home economics curriculum: including families sharing

meals and cooking, low carbon die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ealthy diet and eating problems,

food systems and food sovereignty four dimensions. And Taipei Municipal Jianguo High School

and National Neili High School home economics teaching, for example, illustrate how to promote

Home Economics teaching food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and finally propose to promote Home

Economics food education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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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壹、前言

在家政教育中，飲食，一直是重要的教

學內涵。家政教育的目標，在增進學生家庭

一、日本

貳、各國飲食教育概視

以下分別探討日本、英國、瑞典、義大

利、美國的飲食教育推動的概況:

日本在 2005 年 7 月公布〈食育基本

法> '並訂每年 6月為食育月，每月 19 日為

食育日。目標在培育國民其備正確的飲食知

識及選擇食物的能力，實踐健全的飲食生活

(朱芷君， 2007年4月)。宣示食育成為全

民運動，並要求學校加入飲食教育課程，目

的在讓孩子從小學會自我管理飲食生活的能

力 o {食育白皮書〉更揭示:食育不僅是

營養指南，還包括所有飲食相關的文化、

知識、生活習慣、飲食安全(賓靜諜， 2011

年11 月) 0 {食育基本法> '將食育定義為

「智育」、「德育」、「體育」的基礎。透

生活能力，以提升生活品質。飲食是生活中

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在家政教育中，不論是

健康飲食、飲食文化、綠色飲食均是重要的

教學內容。在國中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四大主題軸的「生活經營」

主題軸，以及重大議題中的家政教育議題和

高中階段的家政課程綱要中都涵蓋了飲食教

育內容。在全球重視食育的當下，本文希望

透過借鏡各國飲食教育概況，檢視課程綱要

中的家政飲食教育，再綜合整理在家政教學

推動飲食教育的重要理念，並以臺北市立建

國中學及國內壢高中的家政教學為例，提供

各級學校推動飲食教育的參考。

「民以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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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吃飯皇帝大」

天 J ，從中可以看出「食」在生活中佔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由於社會經濟的改

變，每天忙碌的生活，常忽略飲食的重要

性，導致營養偏頗、三餐不規律，肥胖及相

關疾病人數增加。再者， 2008年全球性的糧

食危機，加上近年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

導致糧食欠收，種種的飲食狀況，讓各國關

注飲食議題，從糧食安全、農業政策、國人

健康、飲食消費等面向關注飲食，也從學校

教育推動飲食教育。

鄰近的日本公布食育基本法，推動飲

食教育。所謂「食育( syokuiku) J 一詞，

最早為日本著名的養生學家石塚左玄，其

在1896年與1898年的著作〈化學的食養長壽

論》、《通俗食物養生法〉中提出:，-體育

智育才育即是食育J (曾宇良、顏建賢，

2011 )。也就是說，在提倡德育、智育、體

育的同時，透過實踐來獲取食知識與食能力

的教育是必要的，才能達到培養健康的飲食

生活的人(王小鶴、陳冬梅， 2010) 。不管

是從健康、環境、糧食安全的觀點，都顯示

飲食對人類的關鍵影響，也都顯示應從根本

做起，落實飲食教育之重要。從中建立飲食

教育的新思維，及豐富飲食文化的傳承，同

時可藉由家人間的味覺與嗅覺感受，促進親

子交流的開始，也是培養家人關係的重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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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各項社區活動、學校教育，希望日本國民

不僅改善飲食生活，更培養對食物的感謝之

心，保存傳統飲食文化，傳承地區特有的飲

食生活。食育，已成為日本義務教育的教學

重點(孫曉萍， 2013年4月)。

張瑋琦( 2013年4月 7日)指出日本食育

計畫的推動，與二個上位政策有密切關連。

其中之一為 '21世紀國土發展藍圖 J '朝向

多元且富個性的地方營造，促進地方自立、

創造美麗國土。其二為「食料﹒農業﹒農村

基本法 J '揭示確保食穩定供給、農業永續

發展、農村振興及多面機能發揮。而從這些

政策的轉向歷程，一來可以發現日本修正將

鄉村視為發展落後地區的想法，重新肯定鄉

村價值。再者「食農教育」的推動並不是在

食育基本法之後才發生的，最早是在1997年

農山漁村文化協會為學校綜合學習時間而編

製的食農教育教材， 2005年日本通過「食育

基本法」後， ，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

即將「食育」與「地產地銷」列為提升糧食

自給率的配套項目，因此食育政策，不僅是

一個為解決當下飲食安全的問題而提出的方

案，更是日本農業發展策略下的一環。

〈食育基本法〉規定政府單位有責任義

務推行總體性的施政與政策，設立「食育推

廣會議 J '跨部會地做成與該法第二章標題

同名的「食育推廣基本計劃 J '都道府縣等

不同等級的地方政府則視狀況調整設計同項

計劃。計劃中有10項目標數值，其中包括提

高關心食育的國民比例、家人共進早晚餐的

次數、有吃早餐的國民比例、體驗過農林漁

牧業的國民比例、學校營養午餐地產地銷的

首家政遇上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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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等。

在政府編撰的指導小冊裡，除了類似健

康教育的身高體重內容之外，還以圖表解釋

日本與其他國家的糧食自給率問題，說明日

本的糧食自給率 40% '遠低於澳洲1173% 、

美國 124% 、法國 111 % '德國80%與英國

65% '高度仰賴進口食物，但同時每年卻也

去棄了5百萬到9百萬噸的食物，小冊以簡單

的插圖提醒大家，在買吃的之前，先確認

冰箱有沒有剩的食物，不要浪費了!J 另

外，不管是為了地產地銷，或是融入飲食的

傳統文化，甚至為了美味，選購當季食材都

是非常重要的食育內容之一。食育的內容也

結合文化的傳承，包括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者

的信賴關係，活化在地社區以及繼承與發

展豐富的飲食文化(宋竑廣，2012年 10月 30

日)

張瑋琦在2012年 12月 25 日立法院飲食

教育法草案公聽會中，曾明白指出日本所提

「食育」並非一般字面上認為的「飲食教

育 J '而是「結合食物生產農事體驗的教

育 J '正確來說是「食農教育J '不僅含括

對於環境與文化的重視，更強調家庭價值，

並帶有提升糧食自給率目的，及食物之於日

本國民意義的精神性思考(陳儒瑋，2013年

1 月 2 日)

就以上觀點來看，日本的食育基本法涵

蓋的範圍與其他國家的飲食教育明顯不同。

日本的食育基本法就名稱上看來好像是關於

飲食的，但事實上是將食物置於人類最基本

需求的層級，食物是一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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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

2005年，英國知名主廚傑米﹒奧利佛

(Jamie Oliver) 與珍妮特﹒歐雷(Jeanette

Orrey) ，發起「給我好食」運動(Feed Me

Better) 。目的是要喚起英國家長、政府與社

會，對學校飲食嚴重偏差的重視。希望透過

這個運動，改變英國每下愈況的飲食文化，

改善英國人健康(辜樹仁， 2013年4月)

奧利佛認為要改善英國國人健康的狀況，最

好的方法，就是透過教育。因此英國自2005

年，開始推動一系列小學飲食教育。希望透

過食育，讓學童認識自己每天吃的食物，養

成正確的飲食習慣，進而改善英國愈來愈嚴

重的見童肥胖問題。

2006年，英國各地學校與社區共同組

成「生活飲食伙伴聯盟J (Food for Life

Partnership) ，目的是要改善學校飲食、教

育孩子認識食物、鼓勵家庭減少外食，最

終要改變英國飲食文化(辜樹仁，2013年4

月)。該聯盟由四個關注食物的公益專業

組織:士壤協會(Soil Association) 、關注

食物運動 (Focus on Food Campaign) 、健

康教育信託 (Health Education Trust) 、有

機庭園 (garden organic) ，與珍妮特﹒歐

雷(Jeanette Orrey) 共同創辦，歐雷並擔任

學校餐點政策的顧問。他們希望透過增能

(empower) 學校、教師、餐飲供應商、食

物生產者、學生，以及全英國當地的社區，

一起為年輕世代創造良好的飲食文化(Food

for Life Partnership [FFLP J ， 2013) 。

聯盟訂出五大領域，結合學校、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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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力量，五大領域包括:一、將學校飲食

食材標準化，提倡並鼓勵使用新鮮、當令、

有機食材;二、校園栽種蔬果;三、烹飪教

學;四、認識農村校外教學;五、結合農村

實地學習經驗和課堂教學。到目前為止，生

活飲食伙伴聯盟已將這個策略，推廣到全英

國四千所中小學，英國教育部也已將食育，

正式納入小學課綱當中(辜樹仁， 2013年4

月)

英國的食物政策白皮書中，也建議要

有專責教師負責學童的食物教育，開拓校園

內的農地、讓學生有機會自己種植蔬果、推

動校園就近訂購友善環境生產的食材作為營

養午餐的來源，並提升孩童對國家土地的認

同(余宛如， 2011年 12月)。知名的英國主

廚傑米奧利佛帶頭教導小學生正確的食物

知識，不但改正英國學童嗜吃加工食物的

劣習，更掀起一波校園食物運動的革命。

英國政府最近也決定，從2014年開始， r食

育」也將正式列入所有英國中學的必修課程

中(辜樹仁， 2013年4月)。自2014年九月

起，英國七到十四歲的中小學生，必須學會

二十道料理才能畢業。在英國教育部新公布

的教學大綱中， r 烹飪」正式列為必修課

程，從基礎教育培養孩子對食物的尊重。英

國教育部發言人表示，這個課程的重要性在

於，啟發孩子對好食物的興趣與了解，希望

能藉此激發小孩對食物的尊重，而這些正向

影響可以延續到他們以後的人生(陳掙話，

2013年6月)

傑米﹒奧利佛進一步於2012年推動



'Food Revolution Day (食物革命日) J 的

全球行動。訂定每年的5月 19日為食物革命

日，支持真正的好食物與烹調技能。希望號

召學校、企業、廚師、餐廳與食物愛好者共

同參與，分享廚房技能、食物知識與資源。

透過教育與行動，關注三個行動一一烹調、

分享與生活(cook it, share it, live it) ，讓每

個人認識什麼才是真正的食物與原味(Food

Revolution Day, 2012 )

三、瑞典

瑞典國家食品部 (National Food

Administration)及國家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於2009

年6月共同研擬出一份「友善環境食物選擇

指南 J (The National Food Admin血i誌ist仗t甘ra剖ti叩onσ'

envl廿ro∞nme叩nt叫a叫all句y effective fl臼O∞O叫d choices) ，建

議瑞典國民減少肉類、米及其他食物的食用

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目前瑞典國民的

人年均肉類使用量為的公斤，大約比十年前

增加10公斤，而肉類是對環境衝擊最大的食

物。該指南分六種食物型態:肉類、魚貝

類、果實、種子、蔬菜及豆類、馬鈴薯、穀

類製品及稻米、食用油以及飲用水，分別闡

述其營養價值以及對環境之影響，務求對大

泉能有正確之飲食概念，進而達到吃得健

康、吃得環保之目的內|自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2013) 。該指南針對六類食物分別分析

營養價值、對環境的衝擊，再提出具體建議

作法。主要建議減少肉類攝取，並減低自肉

類攝取蛋白質之頻率;選用當地製造之肉類

當家iE~遇上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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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選用野地放牧肉品;選用「穩定繁殖」之

魚貝類，以確保其永續性;選用季節性、在

地的蔬果及馬鈴薯、穀類;多補充植物性蛋

白以減少對肉類之依賴;選用無農藥、有機

栽培蔬果及馬鈴薯、穀類;減少使用瓶裝

水。

瑞典國家食品署 (National Food Agency

(NFA] ， 20日的指出每年每位瑞典人民平

均消費800峙的食物和飲料，大約有1/4的溫

室氣體的產生是來自於飲食的消費，除了氣

候之外，食物也會影響環境。建議民是:

少吃肉多吃蔬菜、選擇永續認證的魚、選

擇在地當季蔬果、少吃零食點心、減少食

物浪費。瑞典議會決定要在2020年連成溫室

氣體減量的%的目標，而為了達成這個目

標，必須改變每個人的消費習慣。因此瑞典

NFA鼓勵國人透過落實生態智慧的食物選擇

(Eco-smart food choices) 以及減少食物浪

費 (minimize food waste) 來改變飲食消費習

慣，進而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的目的 (National

Food Agency, 20l3b) 。其中生態智慧的食物

選擇，即為2009年提出的友善環境食物選擇

指南。減少食物浪費部分， NFA (20l3c)

指出瑞典平均每人每年扔掉30公斤可食用的

食物，家庭、餐廳和宴會一年丟棄食物的碳

足跡則高達200萬噸，那大約是70萬輛汽車

所製造的污染。因此NFA呼籲透過改變飲食

消費來改善環境，提出幾項建議作法:包含

有計畫的購買食品;在食物壞掉之前儘快食

用;妥善儲存食物;別扔掉只是因為最佳賞

味期已過 (best-before date has passed) 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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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只要妥善保存，雖過了最佳賞味期，它

可能仍是安全的;有創意利用殘羹剩飯。

瑞典是歐洲第一個透過建立飲食指南

改變國民飲食消費習慣以達到環境保護的

國家，讓每個國民也負起對環境保護的責

任(張良欽. 2012) 。瑞典城市馬爾默，為

了發展「永續城市 J ， 2012年要求各級學校

全面供應有機午餐，做為達成2020年溫室氣

體減量40%的方法之一(上下游新聞市集，

2012年6月 5 日)。

四、義大利

1986年當第一次有麥當勞在羅馬的西班

牙廣場旁開張的時候，卡羅﹒佩屈尼( Carlo

Petrini) 發起「慢食 (slow food) J 運動，

是對大量生產模式下全球口味均一化而導致

的傳統食材及菜館消失，及對速食式的生活

價值觀之反省。慢食運動提倡維持單一生態

區的飲食文化，使用與之相關的農業品、促

進在地畜牧業及農業，反對工業化、全球化

之食物生產模式。建立及開發種子銀行，

以保護在地食物系統中傳統且特有的農產

品，並支持具永續性、生產力、能適應本土

區域之小規模替代生產方式(林欣怡、陳

裕鳳譯. 2009) 。義大利的慢食運動，影響

擴及世界各地，目前有超過八萬個會員分

布在世界各地，且還創辦了美食科技大學

(University of Gastronomic Science) .主要

就食物的文化及歷史做多元性的傳承。慢食

教育中心負責人史卡菲迪(Cinzia Scaffidi)

擔憂地指出:愛吃美食的義大利人正在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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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變遷造成的危機。許多孩子從小就習慣

人工製造的味道，叫他們閉起眼睛間. ，-聞

到草莓香，就說是牙膏味，蘋果則是洗髮

精， J 年輕人對食物的原貌和來源缺乏概

念，也不知道食材會隨季節變換生長。

堅持教育是為了「探索吃的喜悅J '

義大利的食育沒有嚴肅刻板的營養教條，而

是活潑融入在環境和教學中，讓孩子能重新

認識食材、探索味覺，不但吃得好、吃得健

康，還要透過飲食連結歷史、情感與回憶。

食育從幼稚園開始小朋友透過圖解，

可得知當令適合的植物，並在幼稚園外頭的

專用花園栽培。從種下去到收成的變化過程

都用照片記錄，讓孩子學習數量概念。更藉

由解釋食材的故事，培養歷史和語文基礎。

中小學，透過食育學語文、科學、數學，

義大利更重視與生命、生活息息相關的食

育，塑造健康意識，成為有活力的公民。美

食科技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Gastronomic

Sciences) 則成立於2004年，課程涵蓋植物

學、食品科學、農業歷史、人類學，結合飲

食經濟、科技和文化面，並傳遞慢食守護生

物多樣性、飲食傳統的核心價值，校長卡塔

尼 (Carlo Catani) 說，希望培養世界各地

的年輕人分享理念，美食之外如何兼顧生態

永績，想為未來培養領袖人才，解決人類糧

食、農業議題。

義大利學校老師能將飲食相關知識結合

各自學科，設計出寓教於樂的課程，他們的

高明其實來自托斯卡尼省普拉多慢食食育中

心的培訓。要成為食育教師，約需上二十門



課程。第一階段以味覺體驗、購買行為等F

用知識為主;第二階段則是有機耕種、基因

食品等議題。

上課用的食材全產自當地，透過試吃、

討論，學習飲食與農業的基礎，成為食育種

子教師後，再回到自己學校分享推動。第二

階段課程中，也會安排家長和老師互動。而

為了打造良好的食育環境，食育中心2006年

起為市政府供應學校營養午餐的單位上課，

包採購食材的人、主廚、飯堂管理員，要求

他們體認營養午餐不只是填飽肚子，食物安

全、品質、營養都很重要(朱芷君， 2008年

11 月)

綜合言之，義大利有系統地由幼稚園、

中小學，甚至大學，及成立食育中心培訓

等，正式將食育課程在教育深耕，並以飲食

文化及歷史的多元性傳承，除美食之外，同

時兼顧生態永續，解決人類糧食、農業等議

題。

五、美國

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於2010年 1 月 31

日公佈新版美國人飲食指南 '2010 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J (USDA, 2010) 。

該指南強烈建議美國人要降低熱量的攝取並

增加運動量，注意熱量與運動量的平衡，以

避免肥胖。鼓勵多攝取健康的食物，包括蔬

菜、水果、全穀類、去脂和低脂乳製品以及

海產類，採低納飲食，不加糖，少吃飽和和

反式脂肪，避免食用精繳穀類。美國農業部

2日發佈一張健康飲食指南園，名為「我的

當家毆遇上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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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子 J '用以替代風行近20年卻收效不大的

「我的金字塔」圖。「我的盤子」是一張看

似盤子的示意園，顯現飲食中應該包含哪類

食物以及不同類別食物在飲食中大致應佔比

例。示意圖主體是一張餅狀圖，分 4塊，左

側兩塊分別是水果和蔬菜，右側兩塊分別是

糧食和蛋白質。餅狀圖右上角是一個藍色圓

圈，標注「奶製品」。示意圖顯示，蔬菜和

糧食兩個色塊最大。

圖 l 健康飲食指南圖: '我的盤子」。

曾任美國賓州大學經學教授、俄亥俄州

托里多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兼政治學教授史考

特聶爾寧 (Scott Nearing) 基於理想，和太

太海倫 (Helen) 在1932年離開紐約市隱居到

鄉村經營農場，創立「美好生活中心 (The

Good Life ) J '主張素食、反戰、自給自

足、簡樸生活、倡導社會正義和和平主義，

被視為1960年代美國「回歸自然運動」的先

鋒(洪毓璟，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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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美國重要的農業月刊Growing For

Market致力於推行「購買在地食材、支持在

地農場J '並於2001年提出十大購買在地食

材的理由，用以向社會大泉推廣在地食材理

念，後經學者Grubinger (2010) 修訂，列

出十個在地食材的好處:較美味、對人比較

好、保存基因多樣性、更安全、可支持在地

家庭、能建立社群、可保存開放空間(農地

有工作可保存地景、避免被賣掉)、有助稅

金利用、對環境和野生動物有益且在地食材

是對未來的投資。由此可知在地食材運動的

推動不僅能提供消費者便利、健康且安全的

食物選擇，也為生產者提供新的市場，使農

村再生成為可能。

美國加州金恩中學，十年前在居民與

學校的合作下，基於對地方生態的考量以及

協助在地小農的有機生產，推動了一項「由

種子到餐桌」計畫。。這是一種在師生的教與

學之間，在學校與社區之間，在地方生態與

農業經濟之間，在食物生產與加工、料理之

間，全新的嚐試。在三、五年後，金恩中學

成為全加州、甚至全美國新的教學標竿，變

成一種新的綠色農業與食物運動的先趨。

「由種子到餐桌」計劃是金恩中學由1995年

開始推展的一項日益形成制度，且計畫已轉

為校園傳統的活動。當然，這活動，不是一

日、二日，而是以一學年為週期。它包含:

校園中蔬果的種植、收成，全班一起料理、

共食，及進行廚餘、堆肥的製作與再利用

(舒詩偉，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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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日本，英國、瑞典、義大

利、美國等國，以推動飲食教育為一大重

點，同時增進個人瞭解健康生活、環境永續

與食物的相互關係，及促進糧食自給率。英

國、日本視食育為其他第六育「食育J '並

納入國民義務教育，進而培養孩子尊重生命

及感謝食物、生產者及生命，共同維護自然

環境生態平衡。對個人而言，可培養健康飲

食;在家庭方面，可增進家人關{系，在環境

方面，以達到永續發展。

參、家政教育中的食育

在臺灣，除了各縣市透過營養午餐利用

在地食材或是在社會、綜合領域融入教材，

以推動食育之外，在家政教學中其實一直有

食育的課程，也一直都持續進行中。臺北糧

食協進會執行長劉志偉認為，民國四、五0

年代，農復會的家政推廣工作中，已隱含食

育概念(蔡紀眉， 2013年4月)。從最早期

的農村家政推廣班到國中家政課程，到九年

一貫以後的國中小綜合活動領域一一家政、

重大議題一一家政議題中的飲食教育，到95

、 99高中家政課綱，家政教學一直未曾在食

育中缺席。本文以高中家政教學的食育教學

為例，先探討高中家政課程綱要中的食育內

容，再綜合整理家政教學中的食育重要概

念，並以臺北市立建國中學與國立內壢高中

為例，說明在高中家政教學中食育的實施。



一、高中家政課程綱要中的

飲食教育

目前施行的99高中課程綱要，家政課程

綱要包含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選修課程開

設於非升學選修學分。必修學分依各校課程

安排，可以開設必修2學分(參見表 1 )及4

學分(參見表2) 課程，主要有關飲食教學

的主題是十、膳食計畫與製作，課程主要內

容包含:各生命階段營養需求、食品衛生與

安全、膳食計畫與食物實作， 4學分課程的

主要內容則增加飲食文化。 99課程綱要中的

非升學科目的選修課程，家政科有「時尚生

活」、「飲食文化與製作」、「形象管理與

時尚」等選修課程，其中「時尚生活」

「飲食文化與製作」均包含食育的內容，

「時尚生活」中有時尚飲食的主題， I"飲食

文化與製作」則包含飲食文化與禮儀以及健

康飲食二個主題。

表 1 2學分版課程飲食教學主題及主要內容

主題 十、膳食計畫與製作

主要
1.各生命階段營養需求。

內容
2. 食品衛生與安全。

3. 膳食計畫與食物實作。

1-1 各生命階段的飲食原則及營養需

求。

2-1 衛生安全的食晶之辨識與選購。

說明 2-2 食品保存。

3-1 個人的膳食計畫。

3-2 食物製備。

3-3 用餐禮儀。

參考
8

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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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4學分課程飲食教學主題及主要內容

主題 十、膳食計畫與製作

1.各生命階段營養需求。

主要 2. 食品衛生與安全。

內容 3. 膳食計畫與食物實作。

4. 飲食文化。

1-1 各生命階段的飲食原則及營養需

求。

2-1 衛生安全的食品之辨識與選購。

2-2 食品保存。

說明
3-1 個人的膳食計畫。

3-2 均衡飲食調製。

3-3 食物製備。

3-4 用餐禮儀。

4-1 飲食文化與影響因素。

4-2 健康的飲食觀。

參考
18

節數

二、高中家政教學中的食育

重要概念

高中家政教學的食育重要概念發展，整

理各國飲食教育的推動經驗，並結合家政教

學的核心精神、課程綱要，從家政教學的思

維出發，落實食育的推動。

前述各國飲食教育的推動特色，日本

是結合國土發展、農業政策的飲食教育政

策，透過食育、地產地銷提升健康飲食與糧

食自給的「食農教育 J 英國是從關注學生

肥胖問題開始，透過改善學校飲食、教育孩

子認識食物、學校開設烹飪教學、鼓勵家庭

烹調並減少外食，改善國人健康問題及飲食

文化;瑞典是政府鼓勵國人透過落實生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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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食物選擇以及減少食物浪費來改變飲食

消費習，慣，進而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義大利

從關注傳統飲食文化與食材開始，推動飲食

文化及歷史的多元性傳承，同時兼顧生態永

績，解決人類糧食、農業等議題;美國政府

公佈健康飲食指南，民間推動購買在地食

材、支持在地農場運動。

高中家政教學中有關飲食的教學主題

有:各生命階段營養需求、食品衛生安全與

食物選擇、膳食計畫與食物實作、飲食文

化。綜合整理各國飲食教育經驗與高中家政

教學飲食相關主題，本文歸納出家政教學中

的食育重要概念，主要的理念如下:

(一)家庭共食與烹飪學習

和樂融融地同桌好好吃飯，聽似老生

常談，卻也是「食育」的重要一環。餐桌上

包含嗅覺與味覺的情感交流，會成為孩子成

長過程中的深刻記憶，而這一幕幕美昧的記

憶，正是親子關係的厚實基礎(鄭曉蘭，

2013)。與家人一同進餐的意義不僅僅在於

吃飯，除了增進家人親密關係外，還有助於

孩子的成長與健康。根據美國紐澤西州立大

學調查顯示，常跟家人一起用餐的幼兒會攝

取較多水果、蔬食、鈣含量、維他命高的食

物，也較少吃垃圾食物，比較沒有肥胖問

題。而常和家人在家用餐的青少年，和經常

不在家用餐的青少年相比，罹唐、憂鬱症的比

例較低，感受得到家人的支持。研究也發

現，若是全家人經常圍坐在電視機前用餐，

或一起到外頭吃速食，家人健康狀況遠不如

在家自己煮、一起在餐桌用餐的家庭好(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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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霞， 2012年5月)

傑米﹒奧利佛即大力鼓吹學習烹飪，

因為烹調課程涵蓋著文化、經濟及生活技巧

等面向，透過從烹煮食物開始，讓烹煮食物

的生活哲學重新回到我們生活。過去飲食文

化是組成社會的核心關鍵，我們透過家庭共

同烹煮食物與共食，傳遞食物以及飲食文化

的觀點與想法。家庭是飲食文化中的核心角

色，或許因為社會的變遷，也許做不到每天

都自己烹煮食物，但一個星期至少為家人和

自己烹煮一次食物，可以找回家人的溫馨互

動與健康的飲食文化傳承。

(二)低碳飲食與環境保護

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會減損糧食

的生產，威脅人類生存，但是人類也經由食

物生產及消費的過程製造大量溫室氣體而影

響氣候 (FAO， 2006) 。根據聯合國報告指

出，全球人類產生的溫室氣體約有13.5%來

自農業，甚至高於交通運輸所產生的溫氣室

體 (IPCC， 2007) 。歐盟指出有29%的溫室

氣體產生與食物有關，顯示食物生產對於全

球暖化有很大的影響 (EIPRO， 2006) 。也

因此許多國家的政府與民間環保團體均倡

議透過飲食來保護環境。 2005 年世界環保

日，舊金山環保團體Four Women結合「在

地 J (Local) 和「飲食J (Vore) 創造出

r Locavore J (朱乙真， 2013年7月) ，提出

在地化飲食的概念，強調只消費百哩之內、

土生土長的在地、當季食材，減少食物在運

送過程中所消耗的能源以及所製造的溫室氣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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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2011 年發行的「國

民低碳飲食選擇參考手冊」之中提到低碳飲

食，定義為「在食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中盡量

排放最少溫室氣體」。並針對食物生命週期

各階段，提出減少碳足跡的原則，包括:選

用當季食材、選用當地食材、選擇精簡包

裝、少加工食材、購適當分量的食物、遵守

節能原則烹調、購物時少可更用交通工具、盡

量減少產生垃圾及廢棄物(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2011 )。如何珍惜食物、減少食物的浪

費，也是各國努力的重點。除了前面提到的

瑞典、日本，透過教育致力於減少國民的食

物浪費之外，鄰近的韓國則推動廚餘計重收

費，以達到減少食物浪費的目的(侯如珊，

2013年4月)

(三)飲食問題與健康飲食

行政院衛生署2011年進行國高中生臺灣

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顯示:高中男

女的平均過重盛行率為13.6% '平均肥胖盛

行率為17.2% 。國中男女的平均過重盛行率

為 1 1.6% '平均肥胖盛行率為14.7% 0 在血

糖方面，國中生血糖過高盛行率平均血糖過

高盛行率為25.9% 。高中生的平均尿酸過高

盛行率在男性2年級最高，有27.6% '女性在

3年級最高，有5.6% 。整體的平均尿酸過高

盛行率為12.7% (行政院衛生署， 2011 )

原因為不良的飲食習慣所致，影響學生在校

表現。突顯除了德智體群美五育之外，食育

的重要與急迫性。

(四)糧食系統與食物主權

什麼是「食物主權 J ?食物主權一詞是

1996年由「農民之路 J (Via Campesina) 所

提出的政治主張，他們倡議:個人、社群、

人民和國家有權定義他們自己的農業、畜產

和漁業等農業和食物政策，而不受其他國家

傾銷的壓迫。食物主權的倡議有別於「糧

食安全J (food security) 主張，其更強調

「文化」在食物選擇上的重要性。食物主權

強調人們不僅有免於飢荒或食用不安全食品

的「人權J '更有選擇適合其文化的食物之

「文化權J (張瑋琦， 2012年11月)。

在《糧食戰爭〉一書中，作者指出現今

社會是人類生產糧食有史以來最多的時候，

但地球上仍有超過10% (即8億)的人處於

飢餓狀態，與此同時，卻也有10億人體重超

重(葉家興、謝伯讓、高意涵、謝佩妓譯，

2009)。為何會有如此矛盾的對比?作者將

世界糧食體系比喻成一個沙漏狀，上下兩端

分別是廣大的生產者(農民)和消費者，但

溝通兩端的卻是中間細細的部份:食品企

業，也就是食品企業以市場力量宰制了無能

為力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導致了糧食系統的

失衡。作者在最後的章節呼籲，只有透過收

回我們的食物主權，才有可能建立起新的食

物體系，改寫權力關係對糧食種植者和消費

者的雙重剝削。

目前臺灣的糧食自給率32% '大量依

賴進口食物。日本的自給率的%'考量糧食

安全及食物主權議題，因此日本的食育推廣

計劃特別將提升糧食自給率列為重要項目之

一。相較之下，對於臺灣而言，如何透過政

府與消費者共同努力取得食物主權、建構安

全的糧食供給系統是更迫切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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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家政教學的食育實施

依據現行高中課程綱要，家政課程包含

必修課程與選修課程。以下以臺北市立建國

中學與國立內壢高中為例，分享高中家政教

學的食育實施，包含家政必修課程與家政選

修課程。

(一)家政必修課程中的食育實施

l家庭共食一一建中「傳家的味覺記憶」

飲食，不只是食物，更蘊含豐富的情感

意義。透過飲食的味覺與嗅覺，連結了

人們的情感與回憶。飲食，是連結人們

情感的最佳媒介(張園笙、曾慶玲、李

瑞婷， 2010) 。傑米﹒奧利佛( Jamie

Oliver) 近年來在世界各地推動食物革

..
命，呼籲學校讓每個學生畢業時，都能

學會做十道餐點，因為這是他們應該必

備的生活技能，也因為他深信，.食物

擁有維繫家庭、讓家人共享美好人生的

‘ 力量。 J (王思涵， 2013) 。

家政的核心在於家庭，飲食除了是生活

基本能力，更是連結家人的重要媒介。

尤其是對高中生，青少年時期因課業或

同儕因素，較缺乏與家人互動。此教學

活動設計，期望透過向家人學習、傳承

家族或家鄉特色菜，並與家人一起用

餐，不僅能提升基本烹調能力，更能拉

近家人關係'進而省思自我家庭傳承的

角色與責任。教學活動設計如下:

教學主題 | 傳家的味覺記憶

i|一一恥家庭出發的飲食習價與文化滲透，是最

直接而深刻的。祖父母或父母承龔自

家族傳統的飲食文化，值得子孫們學

習。

教學時間 I 2節課(100分鐘)

了…一義2. 透過父母或祖父母飲食經驗，進一

步學習臺灣飲食文化。

3. 透過飲食經驗的分享，增進祖孫互

動或親子互動，連結家人情感。

時間 教學活動流程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一、引起動機

10分 H 觀賞名人傳家飽10;24-何酬，全家團圓的|影片

阿體湯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RkZfEzn CWvk 。

10分 12 請同學想想祖父母或父母最懷念的食物中，發 I I 個人學習單

現有那些共同特色?是否發現許多都是地方小

吃或家鄉美味?這些其實都展現了臺灣飲食文

化的特色。

二、發展活動

30分 11 介紹臺灣飲食文化特色。 I 教學簡報 |小組討論

飲食所蘊涵的，不只是食物，更是尋常百姓家

最樸實真切的生活文化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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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 2. 名人的味覺記憶分享

簡禎、林昭亮、郭台銘等。

10分 3. 請同學思考自己的味覺記憶:家族或家庭日常 個人學習單

飲食中自己最喜歡或最具特色的菜館?這些食

物中你最想學會的一道菜是?為什麼?

三、總結及作業說明

15分 1.而且孫或家族共同的味覺記憶，可以是世代傳 梁郁倫

承，是連結家族情感的傳家美味。以讓郁倫的 (2012 )
「自家味」為例，說明年輕人如何傳承懷念的 自家味:傳

10分 家鄉味。 承媽媽的好

2. 教師以「我的傳家菜」參考範例說明而且孫共學 滋味，上旗 「我的傳家菜」作業

或家人共學傳家菜的可能作法及作業格式。 文化，臺北

3. 請學生利用假期，向祖父母、父母或家族長輩 市

學習菜館，並了解這道菜館對你或家人的意

義。

2低碳飲食一一內壢高中「低碳新食代」

教學資源|教學評量

電子白板、|配合教學目

單槍、電腦|標，學生踴

躍參與

教學時間 I 4節課(晰鐘)

一、認知部份

1.溫室漢堡的省思與認識溫室效應、

低碳飲食對環境的影響。

il 二技能部份2. 學習低碳飲食之相關資訊元件的使

用操作技巧。

三、情意部份

3. 樂於將低碳飲食理念落實生活。

教學主題

1.以〈永續飲食〉的觀點，自編教材

設計本單元。即從飲食相關的生產

者、食品產業到消費者的各層面都

血 E 可以達永續發展。

王 1 2 透過 {IRS即時反饋系統> '學生

理| 體驗未來教室。(即時同步評量、

念| 搶答、淘汰賽等活動，並立即呈現

E 統計圖表、排行榜、歷程記錄等資

訊。)及自行改編的數位教材的

編製，讓學生感受悅趣化學習的樂

趣。

時間| 教學活動就程

【司|起動機l】預告未來的2019學習圖像

5' 1 1.教師播放「微軟 2019年未來辦公室的願景」讓學生了解

未來學習的無限可能，課堂中應用資訊教材，開啟孩子

對未來學習銜接的視窗。

【司|起動機 2】明察秋毫猜一猜一一圓心轉動食物是什麼?

5' 1 1.教師利用自編資訊元件， IRS搶權，答案是:漢堡!

2. 這不是普通的漢堡，而是「溫室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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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1 】溫室漢堡好吃嗎?排碳量比一比!

25' 1.教師以自製「飲食與開車一一排碳量比一比」動畫搶

答，說明因肉類所排的溫室氣體量佔 14-22% 。

2. 以自編一一溫室氣體連連看，認識生活中的溫室氣體。

【發展活動2】樂活溫度測一測?你到底有多綠?

15' 1.教師請學生填寫樂活溫度計檢測。

2. 利用IRS投票系統，統計回答狀況，且以圖表立刻顯示各

選項比例及結果，立即進行分析及分享。

【綜合活動】低碳飲食來較量一斗可謂低碳飲食?

35' 1.教師說明低碳飲食三秘訣:低食物旦程、低碳烹調、在 電子白板、 學生能仔細

地當季食材。 單槍、電腦 聽講，學生

2. 播放食物旦程影片，帶同學進入環球餐廳，教師點選家 、學習單 能踴躍參與

政學科中心「地球村傳統飲食綠丈化」資訊元件，開始

體驗環遊世界。從中了解飲食碳足跡'並鼓勵學生多吃

低食物旦程的食材，減少碳排放。

【延伸活動】下週預告一斗且碳烹調好滋味

15' 1.為落實低食物旦程、低碳烹調二大原則，下週進行「低

碳烹調好滋味」之應用與體用，即「低食物旦程+省能

烹調+對環境友善的食材=歡樂壽司吧(異國美食在家

做) J '讓學生由實做過程中，落實教學的理念。

2. 教師利用料理虛擬實驗室，先預告及演練。

【體驗課程】低碳烹調好滋味 歡樂壽司吧 (2節課)

10' 1.引起動機 壽司吧大觀園一一連連看:黑板上貼各式

壽司圖卡及名稱，連連看，同時欣賞壽之美，進行外形

觀察。

70' 2. 發展活動一一壽司吧開始囉!教師說明壽司飯的煮法及

醋飯的作法。及示範各式低碳食材的切法。請學生開始
單槍、電腦

學生能仔細

製作，及觀察學生製作狀況。
、學習單

聽講，學生

20' 3. 綜合活動一一歡樂壽司吧:成果品嚐、分享、拍照、善 能踴躍參與

後。並請學生思考:還有什麼是低碳料理?在生活中如

何落實，課後與家人分享。

5' 4. 延伸活動一一下週預告一在地食時樂:強調當令在地對

環境友善食材的概念，以在地食材為橫軸、節氣為縱

軸，交織智慧的在地食時樂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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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珍惜食物一一內壢高中「情食代代香」

教學主題 | 情食代代香 教學時閱 |棚(10惜)

根據天下雜誌的最新調查顯示，

叫 l 全臺光一天就可產生出4萬桶的廚餘，

:7 1 桶子堆起來的高度可以堆出70棟的臺

己|北101 '透過課程的設計，讓學生了解

工|我們常忽略身邊的「好東西 J '花點

，間，小心思，就可以點石成金，情物善用

變身為營養、低碳美昧的佳備。

一、認知部份

1 認識與了一…

二、技能部份

2. 實踐黃金廢材使用的具體方法。

三、情意部份

3. 培養綠食育及環境永續發展關注

力。

教學資源|教學評量時間

5'

5'

10'

55'

教學活動流程

【哥阻動機l】「臺灣剩食之旅一一我們可以不再浪費」影片

1.透過「臺灣剩食之旅一一我們可以不再浪費J '請學生

思考影片問題。

2. 檢視自己是否浪費食物與食材?在生活中珍視「良

食 J '愛物情物。

【哥!起動機2】白蘿蔔脫皮記 I ~'.tiM =.r A. ----.L... I
|臺灣剩食之|學生能踴躍

1.教師詢問學生:哪些廢棄食材可以變身黃金料理?答 | |
|旅影片 |參與

案:西瓜皮、芹菜葉、馬鈴蘿皮...... ，還有蘿蔔皮。蘿 E 自

蔔如何去皮?教師播放影片，-只要一根牙籤'蘿蔔剝

皮不用三分鐘! J

2. 教師請各組派一人出來進行蘿蔔剝皮比賽，並說明:蘿

蔔皮洗淨，切段後，可以製成美味颺蘿蔔。廢棄食材還

可以變成什麼黃金料理?

【發展活動l 】廢棄食材黃金料理 |電子白板、|學生能仔細

1.教師分享生活中廢材運用，並請學生分享家中常運用的|單槍、電|聽講

黃金廢材? I 腦、 PPT

2. 教師說明西瓜皮、芹菜葉、芋模、香菇蒂、蘿蔔皮、花|學習單

椰菜心等六種廢棄可用的黃金食材，其營養價值及應用

原理。並提醒學生在生活中落實「吃在地、選當季、不

浪費 J '是積極、有效的新食尚做法。

【發展活動2】新食尚饗健康

1.將#凹目分為六組，進行(1)西瓜皮一一西瓜拼盤問.西瓜

皮莎莎醬; (2) 芹菜葉一一芹菜炒豆干VS.芹菜葉豪華煎

餅; (3)蘿蔔皮一一紅蘿蔔總匯炒飯VS.什錦西式濃湯;

(4) 芋頭模一一芋泥西米露VS.客家妙芋模; (5) 香菇

蒂一一鮮炒香菇VS.空心菜佐xo醬; (6) 花椰菜心一一

三色炒花椰菜VS.畸花椰菜心等主題的製作。

2. 老師講解、示範後，學生依據教師示範與食譜學習單依|烹飪課食材

序完成製作。 I 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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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於製作過程中，隨時協助學生處理不了解之處。

20' 【綜合活動】成果分享

1.成果品嚐、分享及拍照。

2請學生完成學習單並於課後落實及與家人分享。

5' 【延伸活動】一一情食代代香

進行課後延伸，希望學生可將低碳飲食的概念、體，驗，與 學生能踴躍

家人分享，並請利用假日時光，和家人一同進行新良食代 參與

代香烹調，請家人(爸、媽、阿公、阿體......) ，教做一

道或一餐他的拿手菜中，符合廢棄食材黃金料理或符合低

碳飲食三原則的料理 o 無形中，孩子將低碳概念與家人分

享，家人也傳授孩子拿手好菜，藉由低碳飲食傳遞，促進

家人間情感交流，低碳飲食得以代代相(香)傳。

4健康飲食 內壢高中「食品魔術師」

教學主題 | 食品魔術師 教學時間 I 4節課(晰鐘)

1.由常見的食品衛生安全事件發想，

察覺生活中的飲食問題，及了解落

叩. I 實食育教育的重要性。 I 也

許 12 透過自行研發之〈食品檢驗法》 '|u

理| 一一檢視生活中的黑心食品，培養|目

ι| 做中學的能力。 1 且

心 I 3. 審視生活中的飲食問題，培養孩子 I 'PI'

面對問題的能力，及以行動落實綠

食育。

一、認知部份

1.認識生活中的食品衛生安全問題。

2. 明瞭食品衛生安全的原則。

二、技能部份

3. 使用食品檢驗方法。

4. 熟練慎選食物原則。

三、情意部份

5. 培養綠食力及環保永續的精神。

時間 教學活動流程 教學資源|教學評量

15' I 【哥跑動機】「魔法汽水秀」

1.教師備妥汽水的材料及用具，及請同學上台調製。(白

製市售汽水分析配方表) ，由生活經驗出發一一請同學想 I ，~.I. ...L....L \'''rl 配合教學目
'I 汽水、材料|

想:吃下的是什麼? | |標，學生能
卜數位教材|

2. 請同學思考:喝水果口味的汽水，是否有使用該種水果? I ~I....:.L...，.-.A.T.J I 踴躍參與

汽水的成分來白色素、香精、碳酸氫納及檸檬酸，這些稱

為食品添加物。

35' I 【發展活動l】同樂會的省思

1.教師備「同樂會的省思」學習單，上課將該零食的成份及

添加物寫在黑板上。

2. 請學生計算六組所備的零食，計算吃下多少添加物。教師

說明根據統計:每人每年吃下3.6公斤的添加物。教師說明

添加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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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發展活動3】食品糾察隊:食品檢測 檢測材料: 配合教學目

1.教師取出自行研發之「綠活妙錦囊」教具，為飲食把 豆製品、杯 標，學生能

關，並說明其檢測方法。 子、過氧化 踴躍參與

2. 學生依正確步驟，進行食品之「過氧化氫」、「皂黃」 氫試劑、皂

檢測。 黃試劑、蔬

3. 教師解釋過氧化氫及皂黃對飲食的影響及如何正確選購 果硝防隊、

食品。 餘氯測定液

25' 【綜合活動】食字路口停看聽

1.教師說明此項檢測對生活及健康的影響。說明由生活事 電子白板、

件出發，期待透過有系統的「食育」課程，讓飲食教育 單槍、數位

在校園深耕。 教材

2. 請學生討論，並分享生活中避免選購黑心食品的要訣及

如何落實。

3. 進行綠活大行動 教師說明下次體驗課程，良心食品

實踐篇之上課原則及步驟。

10' 【體驗課程】實習:食事求事 旦製品去除過氧化氫實

驗 (2節課)

引起動機 不可思議:根據消費者報雜誌 85年七、九月

(1 83 、 185期)指出，殘留過氧化氫的豆製品，水煮後仍

無法消除。因此透過本活動找出可以消除過氧化氫的食前

處理法。

10 發展活動 l一一追根究底，明察秋毫:說明實驗步驟及注意 魔看fLr道具、 配合教學目

事項。 旦腐模及材 標，學生能

50' 發展活動2 食事求事食驗趣:利用競賽方式，進行實驗 料 踴躍參與

，讓同學從中選取四種以上含亞鐵食材，看看哪組能做最

佳判斷，選擇正確去除過氧化氫的配料並實作。教師以試

劑滴試，宣布比賽結果。

20' 綜合活動:請小組上台分享實驗結果，及教師進行結論 o

延伸活動:透過簡便的食品檢驗，了解食品衛生安全的重

要性及如何在日常生活慎選!

(二)家政選修或特色課程中的食育

建中 101學年開設高三非升學選修課

程，為學生自由選修課程，家政科開設「飲

食文化與製作」課程，課程內容除參考99課

程綱要家政選修科目「飲食文化與製作」

外，也包含糧食安全、食物主權與臺灣在地

飲食議題，學生反應熱烈。因此以先前課

程為基礎，設計更完整的食物教育課程一一

「永績的餐桌J '希望透過食物教育，達成

飲食文化永續與環境資源永續。

※在地飲食與食物主權一一一建中「永績的餐

桌 J (名稱暫定)課程

此特色課程已通過校內特色課程審查，

但仍持續邀請學者專家進行課程修訂與教材

研發，預定於103學年高一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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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家政選修一一永績的餐桌

一、增進學生了解臺灣飲食文化與農特產，進而關懷臺灣農、漁業。

課程目標
二、引導學生探討臺灣糧食與海洋議題，以全球視野思考臺灣糧食永續問

題。

二、在個人及家庭的飲食消費行為，採取適當的行動以落實永續的理念。

1.大自然的蝕贈(一)一一臺灣農特產。

2. 大自然的蝕贈(二) 臺灣漁產。

3. 誰掌控你的餐桌食物? (糧食戰爭)。

4.13年後，我們吃什麼? (彭明輝， 2007) (糧食危機關鍵報告 臺灣觀

察)

5. ，-無米樂」欣賞與討論。
6. 海鮮的美味輯歌(漁線的盡頭)

教學進度 7. 臺灣的漁業悲歌。

(暫定) 8. 他山之石 日本(食育基本法、都市與農山漁村共生)

9. 向大自然學習一自然農法、樸門農藝。

10. 臺灣「食」力(一) 日月老茶廠。

11.臺灣「食」力(二)一一農夫市集。

12. 臺灣「食」力(二)-'慢漁、底食。

13. 餐桌上的行動 吃對食物(一)支持在地小農。

14. 餐桌上的行動一一吃對食物(二)慢漁、底食。

15. 小組報告 臺灣飲食觀察報告(農特產品、關懷農漁民)。

體驗活動 營隊:一日農務體驗營

評童工具與課程目標、教學活動設計的對應

多元評量工具 課程目標 教學活動設計

紙筆評量
個人學習單 了解臺灣飲食文化與 以教學簡報搭配問答介紹大自然的規

農特產。 贈一一臺灣農特產

1.小組討論 探討全球與臺灣糧 1.小組討論食物供給體系與海洋

2. 影片心得分享 食、海洋議題。 生態議題， ，-誰掌控你的餐桌

真實性評壘 與對話 食物? J 、，- 13年後，我們吃什

麼? J 、「海鮮的美味輯歌」

2. ，-無米樂」影片欣賞與討論

1.我的一日農務 透過體驗活動，感受 一日務農體驗

收穫 農民辛勞，進而關懷

2. ，-餐桌上的行 臺灣在地農、漁業。

實作評矗
動」 吃對 以全球視野思考臺灣 1.介紹以推動臺灣糧食永續的實例。

食物實作烹調 糧食永續問題，並能 2. 餐桌上的行動一一吃對食物(支持

3. 臺灣飲食觀察 採取適當的行動。 在地小農、慢漁、底食)
報告 3. 學生擇定一臺灣特產或地區農漁

民，實地觀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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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興建議

一、結論

隨著肥胖疾病日漸嚴重，加上糧食危

機、溫室氣體等環境議題，許多的研究均證實

透過飲食教育是有效與正確的方向，因此許多

國家均將飲食教育列為重要教育內容，英國與

日本已將其列入義務教育必修內容，義大利、

瑞典、美國也將其列為重要教育推動項目。臺

灣除了各縣市透過推動在地食材的營養午餐

外，在九年一貫綜合活動領域一一家政、重

大議題一一家政議題中的飲食教育，到95 、

99高中家政課綱，家政教學一直努力食育的

推動。整理各國推動食育的經驗與家政教育

的核心，本文綜合家政教學推動食育的重要

理念包含:1.家庭共食與烹飪學習; 2. 低碳

飲食與環境保護; 3. 飲食問題與健康飲食;

4. 糧食系統與食物主權四大面向，並分別以

北市立建國中學與國立內壢高中家政科教學

為例，分享家政教學中的食育實施經驗。

整體而言，透過家政教學中的食育推

動，可以達到以下目標:

(一)透過家庭共食、烹飪學習，傳承

優良飲食文化，增進家人關係

以建中「傳家的味覺記憶」教學為例，

學生向家人學習具傳承意義的家鄉味，可增

進學生對家庭與家鄉的認同與了解，也可以

向家人學習烹調技能，一方面可傳承飲食文

化與家庭價值，也可增進家人關係。

(二)透過低碳飲食、珍惜食物教學活

當家jEll:遇上食育

Food Education in Home Economics Curriculum

動，推動環境保護、資源永續教育

內壢高中的「低碳新食代」先說明飲食

與溫室氣體的關連，再介紹低碳飲食，結合

烹飪實作活動，讓學生真正能在生活中落實

低碳飲食，而「情食代代香」單元，則讓學

生將平日原本丟棄的廢棄食材運用巧思變化

成美味餐點。透過這樣的食育活動，結合理

論說明與烹調實作，可以讓學生更能在生活

中落實環境保護與資源永續行動。

(三)透過健康飲食教學，促進健康飲

食觀念，提升健康

內壢高中的「食品魔術師 J '透過檢驗

黑心食品與食品添加物，審視生活中的飲食

問題，促進健康飲食的觀念，培養學生面對

生活飲食問題的能力，以提升身體健康。

(四)透過在地飲食與食物主權課程，

促進在地認同，關注糧食安全與

食物主權

建中的「永續的餐桌」特色課程，從

臺灣飲食文化開始，引導學生關注臺灣農、

漁特產，再探討臺灣糧食系統議題與可能因

應，並透過實際務農體驗活動與烹飪課程，

以期在個人及家庭的飲食消費行為，能採取

適當的行動以落實永續的理念。

二、建議

整體而言，家政教學能落實食育推動，

含括健康、環境、飲食文化、家人關係等面

向。但現今的教育現場，受圍於升學主義，

有些學校並末聘任正式家政教師，名義由其

他科目教師兼授，實則上升學科目課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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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校則未開設非升學科目選修，或未設

置烹飪教室，致使家政教學未能真正落實正

常教學。當今世界各國均熱切重視食育之

際，如果能落實正常家政教學，必能對國內

食育推動有極大的助益，因此本文提出兩點

建議:

(一)落實家政正常教學

1.聘任正式家政教師

專業教師是教學成功的首要關鍵，尤其

是家政教學。目前中小學師資培育制度

中，家政教師是唯一受過完整營養、飲

食、烹飪等專業訓練養成的師資，有能

力結合相關專業落實食育推動。因此學

校應聘任正式家政教師，以利食育推

動。

2. 設置烹飪教室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J '目前仍有些學

校本著升學至上的思維，對於藝能科教

學設備多不願花費經費，致使全臺灣仍

有部分學校沒有烹飪教室設備，如此一

來，家政教學就不能有烹飪實習課程，

學生也就失去了學習烹調的機會。傑

米﹒奧利佛 (Jamie Oliver) 在世界各國

都極力提倡學習烹飪的重要，他主張這

是基本的生活技能。在國中、高中設置

烹飪教室，透過家政烹飪教學，才能讓

學生從烹調中認識、了解食物，進而選

擇健康與生態智慧的飲食。

(二)落實非升學科目選修

曾有高中教育界的朋友聽到建中開設非

升學選修一一飲食文化與製作，帶著驚訝叉

讚嘆的口氣說，-你們是玩真的! J 高中非

t06 中等教育第64卷第4期

升學科目選修課程掛羊頭賣狗肉或虛有課程

名稱的事，其實在教育界已是公開的秘密。

從送教育部、教育局核備的資料，各校都做

出很漂亮的課程，但是，實際落實執行的有

多少呢?若非升學選修課程無法被落實，再

有意義的食物教育或飲食文化的選修課程，

也會難以實現。

(三)結合社區資源推動食育

在目前的家政教學中的食育推動，多

侷限在學校，未來應可學習日本與英國的作

法，結合社區資源推動食育，如此不僅可整

合資源有助於食育教學活動，也可將藉機將

食育的觀念向社區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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