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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過重與肥胖：男52%，女37%
　　美國的成人，66%過重及肥胖(BMI大於25及
大於30)；台灣的成人，44%過重及肥胖(BMI大於
24及大於27)。美國的兒童，33%過重及肥胖；台
灣的兒童，25%過重及肥胖(BMI大於85百分位及
大於95百分位)，而且由學齡前的18%至國小國中
的27%遞增到高中的31%。

肥胖是慢性發炎，害人於無形
　　單純過重的青少男死於心血管疾病的機率已
經是一般人的兩倍之高。比較立即性的問題如胰
島素抗性誘發之第二型糖尿病，青少年高血壓高
血脂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容易被忽視的脂肪肝
已經是兒童青少年族群中最常見的慢性肝病，延
伸成肝硬化及肝細胞癌。

睡眠呼吸問題，膝臀關節不適
　　肥胖誘發之睡眠呼吸中止，表現為睡不飽，
上課精神不濟，打盹及注意力不集中，情緒不佳
，師生互動問題等。Blount’s disease是膝蓋生長
板受影響而疼痛及關節不穩定，呈現單側Ｏ型小
腿，影響外觀及運動。大腿股骨頭滑脫，是一種
骨折，最常見於肥胖，表現為瘸走跛行，腹股溝
疼痛，也會延伸為大腿或膝蓋疼痛。

孩子自信低落，憂鬱情緒與社交問題
　　過重及肥胖孩子因睡眠影響課業表現，因膝
蓋大腿疼痛而不愛活動和運動，容易被定位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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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動起來
預防兒童矮胖、早熟

開水在視覺和味覺上變得有趣。天然椰子水能更
好取代市售運動飲料。要知道，在｛特別場合｝
喝到飲料的機率非常之高，光是個家庭成員的生
日，台灣各大節慶如農曆新年春節的除夕大年夜
宴／年初一／元宵節年十五，夏天的端午節，秋
天的中秋節，冬天的聖誕節，最末年終的忘年會
和跨年，一年至少有12次喝飲料的場合，甭說中
元普渡被大力推銷的一箱又一箱的飲料，情人節
有214和七夕至少兩次；平日就不要再用各種藉
口用飲料｛殘害｝身體了。
2.單點不要套餐：套餐類似強迫消費，讓你買你其
實不想要又不需要的附餐，而且附上飲料，卻讓
消費者認為｛較便宜划算｝。單點需要的主餐，
只吃自己真正想要和需要的食物。
3.謝絕吃到飽：類似過度消費，一般生活用餐不需
要近千甚至破千的高消費，其實你已經超過用餐
預算，還攝入過量卡路里。
4.零嘴買小不買大：難免有嘴饞的時候，其實你只
想吃兩口解解饞。買大包裝吃了停不下，或吃一
半放著下次不那麼好吃了，也沒那麼想吃了。
5.點心聰明挑：請看食品成分，避開人工色素，化
學香精及甜味劑如玉米糖漿。成分越單純，較少
看不懂的化學名稱較無疑慮。

　　 同時參考營養標示表，糖每一百公克有15公
克糖已經相對高，表示這個食品吃下去100公克
其實吃了15公克是糖！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建
議成人一天，糖攝取上限是25公克。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建議成人一天，鈉攝取上限是2400
毫克；原味海苔和天然起司為高鈉食物；最簡單
的入門方式是，類似的點心拿兩款，比較成分／
糖／鈉含量／熱量。

　　 準備一些無調味堅果如腰果，開心果，榛果
，花生，夏威夷豆，黑白芝麻；還可以稍微打碎
撒在飯菜和湯上，增加視覺和口感。

　　 原味或無調味海苔／海帶／海帶芽可以補充
碘；甲狀腺問題請先諮詢專科醫師。
6.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吃蛋就對了：蛋料理非常
多元，水煮蛋，炒蛋／蛋炒飯／番茄炒蛋，煎蛋
／蚵仔蛋煎，蛋包飯，茶碗蒸，蛋花湯。家族有
膽固醇問題請先諮詢專科醫師。
7.選擇低油烹調，註明減鹽，不沾醬料：外食點餐
避開煎炸物，優選滷烤煮炒，請店家減鹽，也少
沾醬料，如蚵仔煎紅醬／漢堡芥末醬／薯條番茄
辣醬。
8.蔬菜水果多食用：外食多以澱粉和肉類為主，蔬
菜水果份量稀少甚至從缺。家中多準備蔬菜水果
來補足外食問題，澱粉和肉類比例降低。家中可

聰明和懶惰。因胰島素抗性而產生的黑色素棘皮
症，在後脖子及四肢關節處呈現黑黝黝的部位，
看起來骯髒，容易被誤解為不洗澡不愛乾淨的小
孩。到了青春期尋求同儕認同時，產生自信低落
及憂鬱，退縮內向及孤獨。

孩子減重，全家受益
　　家長體重過重肥胖，小孩也過重肥胖的機率
就高！母親的受教程度越高，可以減少孩子肥胖
的機率。甚至孕前體重過重肥胖，孕期中體重增
加過度，以及母親抽菸，都會增加孩子肥胖問題
。所以不論是減重還是預防過重肥胖，全家動員
一起來事半功倍，可說是一人瘦全家瘦。

爸媽瘦，全家瘦，一輩子長久的健康習慣
　　由於孩子的飲食主要掌控在爸媽（以及學校
），爸媽經身教調整生活習慣，包括飲食，活動
，運動及睡眠習慣，讓孩子擁有長久一輩子的健
康習慣，是克服孩子過重肥胖的關鍵。不能長久
的減重會復胖且更胖。

肥胖陷阱，商業催眠，放眼看清
1.滅絕糖飲：過渡期先半糖微糖，然後嘗試無糖，
最後謝絕飲料，包括果汁汽水養X多，以及調味
乳風味奶。需要口感可以考慮新鮮水果切片，讓

以快狠準處理又不怕泛黃的蔬菜有玉米筍，花椰
菜，小黃瓜，牛番茄，秋葵，毛豆，鴻禧菇，秀
珍菇。
9.澱粉替代品：麵不如飯，飯不如瓜。白飯考慮加
糙米／台灣紅藜籽，或者用馬鈴薯／地瓜／南瓜
／玉米取代。
10.九分八分七分飽：減少甚至杜絕正餐以外的小
三食物後，不改變太多飲食習慣的方式是，每
餐少吃兩口飯。每餐少兩口飯，一天可以減少
一些熱量和重量，減重於無痛無形，是比較能
被接受而持久的方式。

睡覺減重最簡單，你確定你做得到
　　睡覺似乎什麼都不用做，但是缺乏睡眠會提
高增重和肥胖的風險，對孩子的體重影響比大人
更鉅。下視丘分泌的食慾素orexin提升了人的清醒
度，同時也提升了食慾。學齡前兒童(3-5歲)睡眠
至少需要10小時、國小學童(6-13歲)至少9小時、
青少年(14-17歲)至少8小時。這樣推估，孩子至少
在晚間9-10點要睡覺。早起的時間再用來補足課
業和複習，甚至運動後吃早餐上學。

活動增加代謝，運動增加互動
　　活動是指日常生活運轉的能量消耗，運動是
指額外較激烈較高強度的體能訓練。按照個人生
活模式，增加日常活動之外，跳繩是短時間超高
效率的增肌減脂運動，還可以增加骨質密度，成
年人亦十分受用。不受天氣左右，不須風吹雨打
日曬，無須任何交通工具去到任何特殊運動場合
，可分段式累積，一次30下，一天至少3次，安插
在各個生活空檔。除了跳繩，還可以空手開合跳
，Bobby跳等花式跳躍。全家一起跳，可以互相計
數和鼓勵，變化跳繩花式增加趣味，加入音樂元
素等，變成家庭互動的美好時刻。

矮胖早熟不要來，全家動起來
    以上方法雖然主要針對體重過重與肥胖，但是
也可以同時幫助預防早熟及長高，因為過重與肥
胖容易伴隨骨齡超前，早熟也與飲食密切相關；
而睡眠和運動也是促進長高的兩大重要因素。造
成過重與肥胖的精緻糖，也會抑制夜間睡眠中分
泌的生長激素，造成往橫長不往上長，變得又胖
又矮。另外，學齡的孩子漸漸有自己的想法與主
見，越來越不能接受指令式改變。看到家長以身
作則帶頭做出改變與努力，才能翻轉整個家庭的
生活習慣，往長久且合理的健康模式去經營。



台灣的過重與肥胖：男52%，女37%
　　美國的成人，66%過重及肥胖(BMI大於25及
大於30)；台灣的成人，44%過重及肥胖(BMI大於
24及大於27)。美國的兒童，33%過重及肥胖；台
灣的兒童，25%過重及肥胖(BMI大於85百分位及
大於95百分位)，而且由學齡前的18%至國小國中
的27%遞增到高中的31%。

肥胖是慢性發炎，害人於無形
　　單純過重的青少男死於心血管疾病的機率已
經是一般人的兩倍之高。比較立即性的問題如胰
島素抗性誘發之第二型糖尿病，青少年高血壓高
血脂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容易被忽視的脂肪肝
已經是兒童青少年族群中最常見的慢性肝病，延
伸成肝硬化及肝細胞癌。

睡眠呼吸問題，膝臀關節不適
　　肥胖誘發之睡眠呼吸中止，表現為睡不飽，
上課精神不濟，打盹及注意力不集中，情緒不佳
，師生互動問題等。Blount’s disease是膝蓋生長
板受影響而疼痛及關節不穩定，呈現單側Ｏ型小
腿，影響外觀及運動。大腿股骨頭滑脫，是一種
骨折，最常見於肥胖，表現為瘸走跛行，腹股溝
疼痛，也會延伸為大腿或膝蓋疼痛。

孩子自信低落，憂鬱情緒與社交問題
　　過重及肥胖孩子因睡眠影響課業表現，因膝
蓋大腿疼痛而不愛活動和運動，容易被定位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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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水在視覺和味覺上變得有趣。天然椰子水能更
好取代市售運動飲料。要知道，在｛特別場合｝
喝到飲料的機率非常之高，光是個家庭成員的生
日，台灣各大節慶如農曆新年春節的除夕大年夜
宴／年初一／元宵節年十五，夏天的端午節，秋
天的中秋節，冬天的聖誕節，最末年終的忘年會
和跨年，一年至少有12次喝飲料的場合，甭說中
元普渡被大力推銷的一箱又一箱的飲料，情人節
有214和七夕至少兩次；平日就不要再用各種藉
口用飲料｛殘害｝身體了。
2.單點不要套餐：套餐類似強迫消費，讓你買你其
實不想要又不需要的附餐，而且附上飲料，卻讓
消費者認為｛較便宜划算｝。單點需要的主餐，
只吃自己真正想要和需要的食物。
3.謝絕吃到飽：類似過度消費，一般生活用餐不需
要近千甚至破千的高消費，其實你已經超過用餐
預算，還攝入過量卡路里。
4.零嘴買小不買大：難免有嘴饞的時候，其實你只
想吃兩口解解饞。買大包裝吃了停不下，或吃一
半放著下次不那麼好吃了，也沒那麼想吃了。
5.點心聰明挑：請看食品成分，避開人工色素，化
學香精及甜味劑如玉米糖漿。成分越單純，較少
看不懂的化學名稱較無疑慮。

　　 同時參考營養標示表，糖每一百公克有15公
克糖已經相對高，表示這個食品吃下去100公克
其實吃了15公克是糖！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建
議成人一天，糖攝取上限是25公克。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建議成人一天，鈉攝取上限是2400
毫克；原味海苔和天然起司為高鈉食物；最簡單
的入門方式是，類似的點心拿兩款，比較成分／
糖／鈉含量／熱量。

　　 準備一些無調味堅果如腰果，開心果，榛果
，花生，夏威夷豆，黑白芝麻；還可以稍微打碎
撒在飯菜和湯上，增加視覺和口感。

　　 原味或無調味海苔／海帶／海帶芽可以補充
碘；甲狀腺問題請先諮詢專科醫師。
6.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吃蛋就對了：蛋料理非常
多元，水煮蛋，炒蛋／蛋炒飯／番茄炒蛋，煎蛋
／蚵仔蛋煎，蛋包飯，茶碗蒸，蛋花湯。家族有
膽固醇問題請先諮詢專科醫師。
7.選擇低油烹調，註明減鹽，不沾醬料：外食點餐
避開煎炸物，優選滷烤煮炒，請店家減鹽，也少
沾醬料，如蚵仔煎紅醬／漢堡芥末醬／薯條番茄
辣醬。
8.蔬菜水果多食用：外食多以澱粉和肉類為主，蔬
菜水果份量稀少甚至從缺。家中多準備蔬菜水果
來補足外食問題，澱粉和肉類比例降低。家中可

聰明和懶惰。因胰島素抗性而產生的黑色素棘皮
症，在後脖子及四肢關節處呈現黑黝黝的部位，
看起來骯髒，容易被誤解為不洗澡不愛乾淨的小
孩。到了青春期尋求同儕認同時，產生自信低落
及憂鬱，退縮內向及孤獨。

孩子減重，全家受益
　　家長體重過重肥胖，小孩也過重肥胖的機率
就高！母親的受教程度越高，可以減少孩子肥胖
的機率。甚至孕前體重過重肥胖，孕期中體重增
加過度，以及母親抽菸，都會增加孩子肥胖問題
。所以不論是減重還是預防過重肥胖，全家動員
一起來事半功倍，可說是一人瘦全家瘦。

爸媽瘦，全家瘦，一輩子長久的健康習慣
　　由於孩子的飲食主要掌控在爸媽（以及學校
），爸媽經身教調整生活習慣，包括飲食，活動
，運動及睡眠習慣，讓孩子擁有長久一輩子的健
康習慣，是克服孩子過重肥胖的關鍵。不能長久
的減重會復胖且更胖。

肥胖陷阱，商業催眠，放眼看清
1.滅絕糖飲：過渡期先半糖微糖，然後嘗試無糖，
最後謝絕飲料，包括果汁汽水養X多，以及調味
乳風味奶。需要口感可以考慮新鮮水果切片，讓

以快狠準處理又不怕泛黃的蔬菜有玉米筍，花椰
菜，小黃瓜，牛番茄，秋葵，毛豆，鴻禧菇，秀
珍菇。
9.澱粉替代品：麵不如飯，飯不如瓜。白飯考慮加
糙米／台灣紅藜籽，或者用馬鈴薯／地瓜／南瓜
／玉米取代。
10.九分八分七分飽：減少甚至杜絕正餐以外的小
三食物後，不改變太多飲食習慣的方式是，每
餐少吃兩口飯。每餐少兩口飯，一天可以減少
一些熱量和重量，減重於無痛無形，是比較能
被接受而持久的方式。

睡覺減重最簡單，你確定你做得到
　　睡覺似乎什麼都不用做，但是缺乏睡眠會提
高增重和肥胖的風險，對孩子的體重影響比大人
更鉅。下視丘分泌的食慾素orexin提升了人的清醒
度，同時也提升了食慾。學齡前兒童(3-5歲)睡眠
至少需要10小時、國小學童(6-13歲)至少9小時、
青少年(14-17歲)至少8小時。這樣推估，孩子至少
在晚間9-10點要睡覺。早起的時間再用來補足課
業和複習，甚至運動後吃早餐上學。

活動增加代謝，運動增加互動
　　活動是指日常生活運轉的能量消耗，運動是
指額外較激烈較高強度的體能訓練。按照個人生
活模式，增加日常活動之外，跳繩是短時間超高
效率的增肌減脂運動，還可以增加骨質密度，成
年人亦十分受用。不受天氣左右，不須風吹雨打
日曬，無須任何交通工具去到任何特殊運動場合
，可分段式累積，一次30下，一天至少3次，安插
在各個生活空檔。除了跳繩，還可以空手開合跳
，Bobby跳等花式跳躍。全家一起跳，可以互相計
數和鼓勵，變化跳繩花式增加趣味，加入音樂元
素等，變成家庭互動的美好時刻。

矮胖早熟不要來，全家動起來
    以上方法雖然主要針對體重過重與肥胖，但是
也可以同時幫助預防早熟及長高，因為過重與肥
胖容易伴隨骨齡超前，早熟也與飲食密切相關；
而睡眠和運動也是促進長高的兩大重要因素。造
成過重與肥胖的精緻糖，也會抑制夜間睡眠中分
泌的生長激素，造成往橫長不往上長，變得又胖
又矮。另外，學齡的孩子漸漸有自己的想法與主
見，越來越不能接受指令式改變。看到家長以身
作則帶頭做出改變與努力，才能翻轉整個家庭的
生活習慣，往長久且合理的健康模式去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