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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健康』這個議題？

WELLBEING!

沒有病?



一、健康的定義

健康的古典定義（WHO, 1974）：

”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
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

「健康是一種生理、心理，以及社會層面的
安寧狀態，而不僅僅只是免於疾病或虛
弱。」



“health depends on 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manag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environment”
（WHO, 1992）

「健康端賴我們了解及處理人類活動與物理
及生物環境之間互動的能力。」



十大死因的轉變 - 臺灣地區十大死因之變化 ( 四十一年與八十二年 )



九十一年十大死因

1.538.67高血壓性疾病10

2.4113.59自殺9

3.2818.55腎炎、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8

3.5720.17肺炎7

3.7821.35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6

6.6937.79事故傷害5

6.9539.26糖尿病4

9.0150.93心臟疾病3

9.4653.46腦血管疾病2

27.05152.88惡性腫瘤1

占死亡總人數之百分比每十萬人口死亡數死 亡 原 因順位



2004年台灣十大死因統計
94年國人十大死因統計資料



九十五年十大死因

1.38.01,816高血壓性疾病

3.319.34,406自殺

3.520.64,712腎炎、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

3.722.15,049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4.023.65,396肺炎

5.935.18,011事故傷害

7.242.59,690糖尿病

9.153.812,283心臟疾病

9.355.212,596腦血管疾病

28.1166.537,998惡性腫瘤

100.0591.8135,071所有死亡原因

死亡率
人口

百分比人數死 亡 原 因



影響健康的因素

 Living things 有生命的物質
極細小的有機物像是細菌、病毒、真菌、蟲及變形蟲等經
由接觸、吞嚥及呼吸進入人體，或是經由昆蟲或其他生物
體的抓傷或咬傷而致病。例如像蠍子及某些種類的蛇、蜜
蜂及海星和蜘蛛的咬或螫傷都有可能致命。食用或觸摸某
些植物種類也可能導致中毒或是紅疹。

 Non-living substances 無生命的物質
觸摸、吞入或吸入某些物質，例如石油、殺蟲劑、瓦斯、
化學肥料、鉛和酸類可以使人體中毒或受傷害。

 Natural events 天然災害
洪水、地震、暴風雨及相似的事件可以造成受傷及死亡。



影響健康的因素

Man-made environmental factors 人為的環境因素
煮飯時不小心引起火災、太過擁擠的房屋、開放式
水溝、碎裂的瓶罐、刀片、及簡陋道路或建築都可
能造成事故傷害。工作壓力與不順、家庭不和諧、
社區問題等狀況都可導致心理和身體生病。

Heredity 遺傳
某些像是鐮刀型貧血症、糖尿病及某些精神疾病

是可被遺傳的。這些疾病的特性就是從母親、父親
或雙親遺傳到孩子身上。

其他：開放討論



二、影響健康之因素(Lalonde,1974)

遺傳(20%) 生活方式(50%)

醫療照護系統(10%)環境(20%)



健康行為？

Kasl & Cobb ：Health-related behavior

預防性與保護性的行為(preventive and
protective behavior)

疾病行為(illness behavior)

疾病角色行為(sick role behavior)



Risk health behavior

與生活型態有關的主要死亡率可歸因於下列風
險（WHO, 1999）：

1、tobacco use (6%)

2、hypertension (5.8%)

3、inadequate water and sanitation(5.3%)

4、risky sexual activity (2.2%)

5、alcohol use (1.5%)



Healthy Behavior

每日正常三餐,不吃零食
每日吃早餐
每週運動2-3天
適當睡眠
不吸菸
維持適當體重
少量飲酒或不喝酒



Harris&Guten(1979)

2.避免有害物質

1.培養健康之習慣



3.安全之行為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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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行為之基本概念

Gochman 之健康行為定義：

健康行為是個人屬性(如信念、
經驗、動機、價值、知
覺、…)；人格特質和外顯行
為。



健康行為決定之因素

個人

家庭

機構

社會文化



健康教育（health education)

衛生教育（Health Hygiene)



衛生教育概論

(一)定義：

1、衛生教育就是要藉教育的方法使民眾具
有健康的知識及健康的態度，從而實行
健康的生活。它是一種學習的過程，也
可以說是一種改變的過程。



定義：

2、”any combination of planned learning
experiences based on sound theories
that provide individuals, groups, and
communities the opportunity to acquire
information and the skills needed to
make quality health decisions.”

「任何一個基於實用理論的計劃性學習經驗
組合，可提供個人、團體和社區機會去獲取
有品質的健康抉擇所需資訊和技能」。



定義：

3、”any planned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that is aimed at the voluntary
actions people can take to look after
their health or the health of others.”
（Green and Kreuter, 1991）

「任何有計畫的教育介入，主要的目的在於
讓人們產生自願性的行動去照顧自己或他
人的健康」



政治學 經濟學
歷史學 哲學

人性學 生物醫學

公共衛生學領域：
衛生服務提供
環境衛生
人口動力學

方法/內容：
生物統計學
流行病學
健康促進
疾病預防

教 育 學 領 域：
國民教育
社區教育
成人教育
非正式教育
訓練
輔導

方法/內容：
課程發展
教學原理
教育法
評價研究

行 為 科 學 領
域：心理學
社會學
人類學

方法/內容：
行為理論
認知與態度改變
社會學習
社會改變

健康教育

衛生教育的基礎



衛生教育的任務

1、增進對衛生之正確認識
2、培養個人及社區解決衛生問題的技能
3.啟發民眾對健康的責任感
4.推廣公共衛生設施與服務之利用
5、其他



衛生教育的領域

1、學校
2、職場
3、健康照護機構
4、社區
5、社會大眾



衛生教育的三大領域及實例
 場所別或目標人口別

大學或學院的衛生教育
學校衛生教育
職業衛生教育
消費者衛生教育
病人教育
社區衛生教育
全國性的衛生教育

 內容別/領域別
營養教育
死亡或瀕死教育
性教育
藥物濫用防治教育
癌症教育
健康促進
疾病防治

 過程別/責任別
衛生教育諮商者； 衛生教育計畫者
衛生教育教學者； 衛生教育訓練者
衛生教育專家：媒體方面或評價方面
衛生輔導者； 社區組織者



衛生教育之專業技能

1、瞭解教育學習理論及方法

2、熟悉健康行為改變策略

3、運用社區組織

4、瞭解社會行銷策略

5.瞭解健康教學計畫與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