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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午餐規範法制化 公聽會

─ 以校園午餐作為公共議題的實踐 ─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陳 玠 廷 副研究員

與時俱進的學校營養午餐計畫
校園午餐作為公共衛生議題 ─ 美國推展經驗

孩童
食物/營養缺乏

食物過剩
吃得多≠吃得好
高熱量≠高營養

社會公平性
(equality)

一致性

(integrity)

經社會、經濟、人口、環境等變遷 ···
美國農業部 (USDA) 肩負兩大主要任務 ─
推廣美國農產品、指引大眾如何運用這些農產品
美國校園午餐計畫的起源，便是建基於上述兩大任務：政府將剩餘之食品商品
配發予來自低收入家戶的孩童，同時藉此消耗剩餘存糧
資料來源：Nestle, M. (2011). School food, public policy, and strategies for change. In S. Robert & M. Weaver-Hightower (Eds.),
School food politics (pp.143-146). Bern, Switzerland: Peter Lang US.

121

1

2019/3/12

飲食建議的轉向

為降低慢性病如糖尿病風險

農業部
角色兩難

減糖減脂
減膽固醇

提高攝食

意味減少攝取
主要食物來源
校園午餐的政治

如肉、酪農產品、馬鈴薯等

美國國會容許校園午餐服務
開放商業競爭

美國國內長久食物生產過剩問題
造就了食物供應的高度競爭；
廠商為削價競爭，不乏選用低廉
原物料者
任務在於推廣美國農產品、
指引大眾如何運用這些農產品

美國農業部機構內部面臨利害的衝突與兩難，無法建議減少任何一種食物的攝取
必須尋求其他同盟機構的協助，方能打造健康的校園午餐，預防慢性病風險

健康‧健全的學校營養午餐計畫
‘A healthy school meals program’
具熱忱的午餐業務執行長
孩童需求至上
非消費至上

支持理念的
校長

樂於參與的
父母

資料來源：Nestle, M. (2011). School food, public policy, and strategies for change. In S. Robert & M. Weaver-Hightower (Eds.),
School food politics (pp.143-146). Bern, Switzerland: Peter Lang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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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午餐作為社會正義
1950s
二戰後法西斯主義的轉向：
社會公平性 與 健康
戰時普羅大眾與孩童營養不良
的問題，開啟戰後福利運動的
興起，監督國人食物消費習慣
更被國家政府視為民主的果實

大眾食堂
(canteen)

義大利推展脈絡與經驗
1980s

校園餐食服務的提供
被公部門視作
強化健康飲食習慣的工具,
打造新世代「知」的消費者

國家營養研究院發布
《健康義大利飲食指導方針》，
推廣公部門膳食供應採用
地中海式餐食

1990s
大眾普遍關注狂牛病與農藥
殘留可能造成的健康影響，
奠下國內戮力投入食物教育
及在地取材的決心

健康飲食政策結合地方自主趨勢
各行政區催生出不同方案：
Cesena 鎮 執 行 國 內 首 個
有機校園餐食系統

的設立象徵了民眾飲食的
進步，營養等級更被用以
衡量國家是否實現對所有
公民自由與尊嚴的承諾

Padova 市 創 設 國 內 首 個
大學有機食堂

許多早期的校園餐廳也應生於此時，由義
大利國內與國際農糧、營養相關組織共同
催生

在上述社會意識下，催生出極
具創新度之Finance Law 488
(1999)的制定，建立有機餐食、
在地食材、公部門膳食供應的
直接連結

Udine試推行一套醫院有
機餐食菜單

資料來源：Morgan, K & Sonnino, R. (2008). School food as social justice: the quality revolution in Rome. In
The school food revolution: Public food and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p.65-88). London, UK: Earthscan.

義大利憲法

Law 488/1999

間接保證國內孩童取用在地及
健康餐食的權利

直接引導校園膳食體系的地域性：膳食
供應的品質評估必須考量在地文化與傳統

「健康是基本人權」
「和諧的個人發展為所有公民共享
的權利，不容侵犯」

鼓勵各行政區於大眾食堂、學校食堂採用有機產品，
為確保有機農業生產的推廣與品質佳的食物，運營
學校食堂及醫院食堂的公共機構將在每日飲食中，
提供有機、傳統普遍可見、來自轄區產地的產品，
並參酌國家營養研究院提出的指導方針與相關建議

「推廣文化與地域的發展」
「保護兒童─作為家庭的成員、及作為
地域性社會集體如學校的成員」
「活化地方自主性，決策權力的下放」

在上述法定規範脈絡下，義大利的校園膳食被賦予雙重的教育功能/願景
教導學童地域性與在地傳統的價值

協助學童獲知如何品嘗食物、利於個人發展

資料來源：Morgan, K & Sonnino, R. (2008). School food as social justice: the quality revolution in Rome. In
The school food revolution: Public food and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p.65-88). London, UK: Earth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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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採購政策
成為評估膳食供應商投標
的另類標準

食物教育倡議

安全性 季節性 地域性

透過多樣化的食物教育倡議
推廣這些價值給下一世代

連結校園餐食與地方自明性
全國性教育計畫

‘Cultura che Nutre’(1998- )
秋

夏

冬

連連看：季節性蔬果

春

《餵養我們的文化》計畫

農業與林業政策部推行的跨部會計畫，由
區域代表、公共教育部、飲食與營養國家
研究院、農業市場學研資訊中心等成員組
成中央委員會，實際計畫屬地方自主執行
發行相關書籍教材協助
學校教師組織課堂活動

酪農產品與它們的產地

資料來源：Morgan, K & Sonnino, R. (2008). School food as social justice: the quality revolution in Rome. In
The school food revolution: Public food and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p.65-88). London, UK: Earthscan.

我國校園午餐
面臨之問題
 不均、城鄉落差
 食材供應
 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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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午餐規範法制化 公聽會

學校午餐專法制定建議
消弭資源分配不均，落實社會正義

建立地產地消機制，
深化在地經濟

結合食農教育課程，
增進飲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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