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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制度的建立过程、营养教师的培养方式与工作内容、营养教师的现状及其课题等问题ꎬ探索日本营养教师在健康教育及

其营养教育方面的未来之路ꎮ
【关键词】 　 营养政策ꎻ卫生保健辅助人员ꎻ在职培训ꎻ日本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５１　 Ｇ ４５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１１￣１６０４￣０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 Ｍｉｙｕｋｉ Ｓｕｅｎａｇａ∗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 ∗ Ｔｏｋａｉ ｃｈ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ｊｕｎｉ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ｈｉｚｕ￣
ｏｋａ ４２０８５１１  Ｊａｐ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ｓ ａ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ｌｉ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

【作者简介】 　 末永美雪( １９５４－　 )ꎬ女ꎬ日本静冈县人ꎬ学士ꎬ教授ꎬ主
要研究方向为营养教育与营养指导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２

　 　 日本的营养教师制度是依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中

央教育审议会答申关于“近年来ꎬ由于饮食生活不规

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ꎬ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成为现今

日本社会的最大问题ꎮ 为使儿童青少年将来能拥有

健康的生活状态ꎬ加强儿童青少年的饮食教育指导ꎬ
促进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显得尤为重要ꎮ 另外ꎬ加
强饮食教育指导不仅可以增强构成‘生存能力’基础

的健康与体质ꎬ也期望能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与社

交性的培养有所成效”的提议ꎬ为了加强学校的饮食

教育指导体制而建立的制度ꎮ

１　 营养教师制度的建立过程
日本的营养教师制度是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 日开始实

施的ꎮ 在此之前ꎬ«学校饮食教育指导» (以下简称为

食育)都是以班主任和学校保健教师为中心开展的ꎮ
另外ꎬ主要负责学生营养餐管理工作的营养士(学校

营养职员)也参与其中的一部分工作ꎮ 但是ꎬ随着近

年来围绕饮食生活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ꎬ在饮食生活

越来越多样化的进程中ꎬ饮食生活混乱问题也成为一

个深刻的社会问题ꎮ 特别是不吃早饭的儿童青少年

被指出饮食生活不规律、体力低下等问题ꎮ 为了能使

儿童青少年将来拥有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ꎬ
让孩子们拥有运用正确的饮食知识来为自己选择营

养健康食物的判断能力ꎬ以及能够对自己的饮食生活

进行“自我管理”与掌握保持“良好饮食习惯”的能力

显得尤为重要ꎮ 因此ꎬ学校有必要加强饮食指导教

育ꎬ促进良好饮食习惯的形成ꎮ 所以在学校的“食育”
指导教育推进中起到核心作用的“营养教师”制度被

建立ꎮ

２　 营养教师的职责与资格证的取得
营养教师是既具备教育教学资质ꎬ又具有营养专

业性的职员ꎬ主要职责是将饮食教育指导工作和一直

以来由学校营养职员负责的营养管理、卫生管理、食
物留样检测与食材物资管理等学生营养餐的管理工

作结合在一起ꎮ
工作职责来看ꎬ营养教师无疑是最合适担任该工

作的不二人选ꎮ 学生营养餐与其他学校教材最大的

不同点就是ꎬ不仅可以直接用眼睛看到、用鼻子闻到、
用手触摸到、用舌头品尝到ꎬ还可以通过进餐吸取人

体需要的物质来维持生长发育等生命活动ꎮ 以上特

性也证明了学生营养餐可以作为“活教材”的特殊地

位ꎮ 所以ꎬ为使学生营养餐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

用ꎬ在明确了其重要地位的同时ꎬ加强工作职责管理

也是必不可少的ꎮ 另外ꎬ在饮食教育指导过程中所总

结出的经验及方法ꎬ还有助于学生营养餐的管理ꎮ 具

体来说ꎬ让学生营养餐使用当地特色食材和相应的食

育指导与课堂教学相结合ꎬ可以在教育上起到相辅相

成的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由其他学校教职员来担任此项

工作是非常困难的ꎬ只有营养教师才有能力担此重

任ꎮ 所以ꎬ学校应该建立整体推进食育工作的体制ꎬ
食育推进计划等相关工作是需要营养教师与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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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科任课教师等人员共同协作来完成的ꎮ 营养教

师所担任的食育指导工作主要是:对存在肥胖和挑食

及食物过敏等问题的中小学生进行个别指导ꎬ利用年

级活动和各科授课时间及学校活动时间连同班主任

等一起开展饮食教育指导活动ꎬ为使学校各教职员和

学生家长及当地民众配合开展食育工作而进行必要

的联络和调整等多方面的工作ꎮ
营养教师的资格证有 ３ 种类型ꎮ 对于设置 ３ 种类

型资格证的原因ꎬ文部科学省进行了以下描述:营养

教师的资格证作为普通教师资格证从高到低分为专

修资格证、资格证 １ 和资格证 ２ꎮ 可以在大学院、大学

和短期大学等不同阶段的学校ꎬ根据学习年限和所取

得学分的不同而取得不同的资格证ꎮ 制定这样的形

式ꎬ目的是为了保证营养教师间的相互交流和提升自

身专业资质的热情ꎬ并激发有意向取得更高级别资格

证的营养教师去主动学习和进修ꎮ 具体为:(１)专修

资格证(硕士研究生毕业)ꎬ硕士研究生学位＋管理营

养师资格证＋ ２４ 个学分ꎻ( ２) 资格证 １ (大学本科毕

业)ꎬ学士学位＋修完管理营养师培养课程＋营养师资

格证＋２２ 个学分ꎻ(３)资格证 ２(短期大学毕业)ꎬ短期

大学准学士学位＋营养师资格证＋１４ 个学分ꎮ 无论哪

一种资格证ꎬ都需要在大学里取得规定课程的学分才

能取得ꎮ 另外ꎬ这里所强调的“学分”指衡量学业量的

基准ꎮ 学业量的计算方法根据所修课程的不同而分

为 ３ 种形式ꎮ 在此介绍其中的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 ２
种形式ꎮ 以取得某一门课程的 １ 个学分需要 ４５ ｈ 以

上的学习量为例加以说明ꎬ该学习量并不是指一定要

在校内进行规定时间的学习才被认可ꎬ在校外的学习

也是被认可的ꎮ 因为无论是专业课程还是实践课程ꎬ
为保证能理解在校内听 １ ｈ 课的内容ꎬ需在课外进行 ２
ｈ 的预习或复习ꎮ 按此推算ꎬ在校内上 １５ ｈ 的课需在

校内和校外进行 ４５ ｈ 的学习ꎬ所以在校内修满 １５ ｈ
的课程便可以取得 １ 个学分ꎮ

在营养教师的培养过程中ꎬ为保证其职能得到充

分的发挥ꎬ要求必须具备营养专业性和教育教学 ２ 个

基本资质能力ꎮ 只有在拥有营养师或管理营养师资

格证的前提下ꎬ才有资格取得营养教师的资格证ꎬ营
养教师资格证是营养师的上位资格证ꎮ 另外ꎬ营养教

师作为教育职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资格能力ꎬ
为促进在职营养教师积极主动地进行研修学习ꎬ特别

制定了只要达到一定的在职年数并且在大学或者资

格证法承认的教育机关修满规定学分ꎬ最后通过所在

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的教育职员鉴定考核ꎬ就可

以取得上一级别资格证的“晋升制度”ꎮ 但在职营养

教师必须工作满 ３ 年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以上规定ꎮ
另外ꎬ针对在职的学校营养职员ꎬ法律上也有特

殊规定ꎮ 考虑到一些学校的营养职员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营养和教育的专业性ꎬ若其已经具备取得管理营

养师资格证的规定条件ꎬ并拥有满 ３ 年的学校营养职

员在职工作经验ꎬ且修满其所在都、道、府、县教育委

员会开设的资格证认定课程等规定的学分数ꎬ最后通

过所在地教育委员会的教育职员鉴定考核ꎬ便可以取

得营养教师资格证ꎮ
和其他教师资格证一样ꎬ一种资格证通常被认为

是最基准的ꎬ因为虽然资格证的类型有所不同但其工

作的内容并没有太大差异ꎮ 鉴于营养教师资格证所

规定的工作内容具有其特殊性ꎬ因此没有设置临时资

格证与特别资格证ꎮ 另外ꎬ营养教师需对中小学生进

行教育教学指导ꎬ所以还被要求其具备所必需的伦理

性和中立性资质ꎮ 鉴于其工作内容和职责的特殊性ꎬ
营养教师也适用于教育公务员特列法等法律中关于

职业资格认定的规定ꎮ 因此ꎬ营养教师的研修等事项

与学校保健教师一样需遵照法律规定(«教育公务员

特列法»第 ２ 条等)ꎮ

３　 营养教师配置的现状与课题
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文部科学省开展学生营养餐

实施情况调查结果的概要来看ꎬ在国立、公立、私立的

学校中ꎬ实施学生营养餐的学校在全国有 ２９ ９５９ 所ꎬ
实施率为 ９５.０％ꎮ 另外ꎬ完整的营养餐(由主食、主菜

配菜、牛奶构成实施率为 ９２.６％ꎬ小学和中学都同比去

年有所增长ꎮ 虽然学生营养餐的实施率如此高ꎬ但营

养教师的配备并没有被规定为义务化ꎮ 究其原因可

列举以下 ３ 点:(１)学生营养餐本身并没有被强制义

务化ꎻ(２)实施学生营养餐的学校目前连学校营养职

员都没有完全配备ꎬ营养教师的配备任重而道远ꎻ(３)
在地方分权的国家体制下ꎬ必须要尊重地方政府的自

主性ꎬ所以营养教师的配备是由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

部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裁夺的ꎮ 根据«学校教育

法»第 ３７ 条的规定ꎬ公立中小学的营养教师是属于由

省教育经费来负担的教职员ꎬ因此营养教师的配置要

根据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的判断来决定ꎮ
推进学校食育指导工作ꎬ需要一个完善的教育指

导体制ꎮ 因此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营养教师制度实施以来ꎬ
食育的推进工作成为各学校整体教育指导体制中的

重要环节ꎬ营养教师也在推进食育工作中肩负起最重

要的职责ꎮ 在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召开的政府食育推进

会上制定了食育推进基本计划ꎬ并要求日本所有都、
道、府、县尽快落实好营养教师的配备工作ꎮ 希望通

过加快推进营养教师的配备工作ꎬ使各学校能够以营

养教师为中心制定出相关的学校整体食育指导计划ꎬ
并使学校的各教职员也能和营养教师一起系统持续

地实施好此项计划ꎮ 在 ２００５ 年ꎬ营养教师的配备人数

只有 ３４ 名ꎻ到 ２０１８ 年时ꎬ全国的营养教师人数已上升

到 ６ ３２４ 名ꎬ其中北海道最多为 ４６９ 名ꎬ最少的鸟取县

只有 ２０ 名ꎮ 虽然说根据各地中小学生人数和学校数

的不同ꎬ营养教师的配备也会有所不同ꎬ但还是可以

看出各地营养教师配备的差异是非常大的ꎮ 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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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育的发展ꎬ２０１６ 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制定«第 ３ 次食

育推进基本计划»ꎬ其中第 ３ 条“关于全面推进食育事

项”的第 ２ 款“学校和保育员等食育的推进”中规定ꎬ
作为一项国策政府要推广和宣传营养教师的重要作

用及其取得的成就ꎬ努力部署好学校营养职员向营养

教师过渡的相关具体措施ꎬ各地方政府也要配合好ꎮ
另外ꎬ文部科学省要求各都、道、府、县的教育主管要

充分掌握全国营养教师的配备情况ꎬ还专门出台了

«关于促进营养教师配备» 的法令ꎬ督促营养教师的

配备ꎮ

４　 食育课的现状与课题
营养教师制度已经实施了 １４ 年ꎬ但还属于一个新

的制度ꎬ其制度宗旨和内容还没有得到各相关学校和

教育主管部门、学生和家长及地方民众的充分理解和

认可ꎬ深入广泛地推进和开展食育指导工作还任重而

道远ꎮ 要让一个新生事物或新制度为社会所熟知和

接受ꎬ并达到理想的目的是需要一定年限的ꎬ因此营

养教师制度全面体系的建立可以说还处在发展阶段ꎮ
近年来ꎬ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ꎬ为适应和应对

复杂的社会环境ꎬ营养教师的作用与职责也应该与时

俱进进行调整ꎮ 从目前现状看ꎬ虽然营养教师制度出

现了一些建立当初所没有预测到的问题ꎬ但必须继续

向新的征程前进ꎮ 为此ꎬ围绕营养教师的现状与课题

做以下探讨ꎮ
４.１　 建立食育推进机制　 现在ꎬ中小学校在课程安排

上并没有设置由营养教师来进行教育指导的食育课ꎬ
大多数营养教师很少有参与课堂教学的机会ꎮ 即使

有教学指导的机会也并不是在课堂上ꎬ基本都是在学

生营养餐进餐的时间进行指导ꎮ 所以在学生当中很

少有人把营养教师当作教师ꎬ大多数学生都把营养教

师当作负责烹饪营养餐的“阿姨”ꎮ 因此ꎬ一直以来营

养教师都没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重要作用ꎮ 为了

能使营养教师作为教师被认可ꎬ营造营养教师参与课

堂教学的环境是非常必要的ꎮ 当然和食育相关联的

代表性课程可以列出很多ꎬ如体育和保健体育、家庭

和家庭技术ꎮ 但终究还是期望食育能够作为一门独

立的课程有其独立的授课时间ꎮ 目前来看很长一段

时间内都很难实现ꎬ但食育和所有的课程都是紧密相

关的ꎬ期待各学科的任课教师能与营养教师积极配

合ꎬ在各学科课堂上开展好食育的教学工作ꎮ 可见让

学校教育第一线的教职员工深入理解食育工作是尤

为重要的ꎬ因此以校长为中心建立好食育推进体制被

认为是一个课题ꎮ
４.２　 «营养相关教育课程»的课程设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教育职员资格证法修订ꎬ其施行规则第 ６６ 条 ６ 款的

规定科目中ꎬ加入了取得营养教师资格证必修的教师

教育相关课程ꎬ也就是增设了«营养相关教育课程»ꎮ
不过«营养相关教育课程»中的每一门课只有 ２ 个学

分ꎮ 考虑到中小学生各种层出不尽的饮食问题ꎻ还有

日本特有的饮食文化和饮食历史需要传承ꎬ要在这 ２
个学分的课上教授完如何增强支撑儿童青少年“生存

能力”的健康和体力、如何培养社会性和社交性能力

等众多内容是非常困难的ꎮ 所以改变这种困境最有

效的方法就是在今后要对«营养相关教育课程»的课

程设置与学分数进行探讨ꎮ
４.３　 营养教师实习时长　 取得营养教师资格证的营

养教育实习为 １ 个星期ꎬ作为教师教育的实习被指时

间太短ꎮ 要在 １ 个星期(周一到周五的 ５ ｄ 时间)的时

间里做到充分理解学校工作ꎬ并与任课教师和学生们

建立信任关系是很困难的ꎮ 目前的现状是无论在怎

样的环境下ꎬ都期望学生能在学校教师的热心指导下

做好具有研究价值的课堂实习ꎮ 可这样一来ꎬ就会给

营养教育实习的学生和学校指导教师双方带来过大

的负担ꎮ 为保证营养教育实习具有实质意义ꎬ对营养

教师实习时间的讨论研究将会成为今后的一个课题ꎮ
４.４　 学生营养餐的管理　 在营养教师的 ２ 个工作职

责中ꎬ学生营养餐的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和困难ꎮ 无法

配备 １ 名以上营养教师的小规模配餐中心ꎬ即使营养

教师有意愿参与学校的食育教学ꎬ但由于人手不足和

工作繁忙等现实问题而无法参于课堂教学的现象也

成为了一个课题ꎮ 另外ꎬ近年来营养餐业务逐渐委托

配餐中心的现象在不断扩大ꎬ有数据显示在配餐中

心ꎬ合同工、临时工和钟点工等不具备营养专业知识

的非正规雇用员工的比例达到了 ４２.２％ꎮ 非正规雇用

参与学生营养餐制作的员工对技术、知识、使命感及

教育教学的热情低下现象让人担忧ꎬ也导致了很多人

对学生营养餐的制作和管理等工作产生了怀疑ꎮ 合

理恰当的雇佣值得信任可以参与课堂教学的专业人

员ꎬ并且整顿工作环境也是一个课题ꎮ

５　 结论
以上结合文部科学省的相关政府统计数据和资

料、研究著作和论文、在职营养教师的工作实况报告

进行了分析考察ꎬ可以看出国家在不断规范学生营养

餐和食育的相关法律ꎮ 具体为建立营养教师制度ꎬ制
定食育基本法及食育推进基本计划(现在是第 ３ 次食

育推进基本计划)、修订教学大纲与教学大纲解说、修
改学校营养餐法ꎮ 由此可以得出ꎬ在食育的推进过程

中ꎬ学生营养餐与营养教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毋庸

置疑并被寄予厚望ꎮ 但社会环境在不断变化ꎬ根据上

述的各种课题ꎬ当初规定好的营养教师的作用如何有

效地发挥ꎬ还存在太多需要去解决的问题ꎮ 但是ꎬ这
些课题并不是单纯依靠营养教师的努力就可以解决

的ꎮ 今后ꎬ期待可以通过与政府和教育部门及相关各

部门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ꎬ使营养教师制度的理念能

够真正实现并不断前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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