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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校供餐制度简介 

内容摘要：学生营养工作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一项公共

事业，学生的营养状况代表着国民的素质、国家的未来。日本是

发达国家中较早开始实施学校供餐制度的国家，自 1954 年开始实

施《学校供餐法》，并从多方面推动了学校供餐制度的实施。政

府在提供财政经费补助以外，开展学校供餐教育，完善供餐卫生

制度，鼓励供餐教育多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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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校供餐制度简介 

                         郭 佩1 

一、学校供餐制度的历史变迁 

日本学校供餐制度最初是为了保障贫困家庭的学校教育而产生。

1889 年，山形县鹤冈日丁私立忠爱小学为贫困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这是日本首次出现学校供餐。1932 年，日本实施了通过国库补助的

旨在救济贫困儿童的学校供餐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学校供餐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扶贫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于 1948 年开始在东京市内小学推行

营养午餐供给制度。实行学校供餐的学校逐渐增加，到 1954 年接受

学校供餐的儿童已占总数的一半。尽管如此，因没有关于学校供餐的

统一措施或法律依据，学校供餐在实施时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在这样

的背景下，1954 年同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学校供餐法》。该法规定，

全国施行义务教育制的小学必须实施“学校供餐制度”。同时该法将

学校供餐定位为教育活动的一环，认为它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日常生

活中的饮食，并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饮食习惯。该法在制定时，仅仅

只是以小学为对象的法律。到 1956 年，供餐学校从小学扩大到初中。 

此外，1957 年学校供给牛奶制度作为应对乳制品需求变化的调

整对策在日本中小学开始实施。牛奶在日本中小学校的供应覆盖率，

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 10％，1967 的 50％，1970 的 80％，到 1973

年快速增长为 90％。截至 2003 年，日本中小学供给牛奶人数达 1030

万，覆盖率达 93％以上。其中小学为 96％，中学为 83％。在日本中

小学校中，供应牛奶的方式，90％左右结合在学校营养午餐中。2 

2005 年以《食育基本法》的制定为契机，通过教师资格证法的

修订等创设了营养师制度。2009 年，国家从食育及卫生标准等方面

对《学校供餐法》进行了大幅的修改。据文部科学省调查，2004 年

全国中小学校营养午餐实施率已达到 93.2%，日本中小学营养午餐已

基本实现普及化发展目标。3 

                                                        
1 郭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二部项目主任。 
2 胡承康. 学校供给营养餐:日本的强国战略[J]. 教育, 2006(1):24-24. 
3李冰, 周爱光. 日本中小学校的供食制度及其启示[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3(11):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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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校供餐〃学校供餐法的变迁 

1889 年 在山形县鹤冈町私立小学，以贫困家庭为对象实施学校供餐。 

1932 年 文部省训令第 18 号《学校供给饮食临时实施方法》实施。第一

次通过国库补助实现以贫困家庭救济为目的的供餐。 

1948 年 联合国发放物资（亚洲救援公认团体物资）开始实施供餐。 

1954 年 《学校供餐法》正式公布。 

1957 年 修订《学校供餐法》。 

①  学校供餐由只以小学为对象扩展到义务教育（初中）的全体

学校。 

②  对需要救助儿童的供餐费用进行补贴。 

1964 年 开始实施公共厨房的国库补助制度，之后各地相继建设公共厨

房。 

1976 年 《学校供餐法》中明确了米饭供餐的必要性。 

1996 年 全国性的“o157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此后制订了卫生管理标准。 

2005 年 公布《食育基本法》。通过修订学校教育法等完善了营养师制度。 

2009 年 修订《学校供餐法》，进一步明确推进食育教育、学校供餐标准

及卫生管理。 

 

二、 学校供餐制度的主要内容 

1．实施标准 

 一般来讲，“学校供餐”广义上指的是在学校的管理下，向该

学校在学的儿童学生提供食物。其实施标准见下表 2： 

 

表 2   学校供餐的实施标准 

1.以所有儿童为对象； 

2.一年之中每周 5天，在上课日的午饭时间实施 

3.营养的内容由文部科学省标准规定 

2. 主要规定 

由于学校供餐是基于《学校供餐法》实施的，主要有以下规定：  

第 1，根据该法律的第 11 条规定，学校供餐涉及的经费中，人

工费、设备费、补修费等由市政府来承担。 

第 2，在实施学校供餐时，必须遵守文部科学省制定的卫生标准

和营养价格基准。 

第 3，根据学校教育法第 19 条规定，针对需要就学援助的儿童

可以减免供餐费。现在的小学供餐中，有 24%的儿童需要就学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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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供餐费减免的政府补贴金高达 6 亿 6 千万日元。表 3 为学校供餐

的主要特征： 

 

表 3     学校供餐的主要规定 

内容 学校供餐制度 法律依据 

监护人负担（供餐费） 主要是食材费 《学校供餐法》第 11条 

设备费·人工费4 市政府负担 同 

学校供餐卫生管理标

准 

适用 《学校供餐法》第 8条 

供餐营养摄取标准 适用 同 

就学援助制度 适用 学校教育法第 19条、生活保护法第

13条 

设计菜单 教育委员会实

施 

文部省体育局长通知（1985年） 

3．食材招标 

一般情况下，全国学校的供餐食物中，主食和牛奶由省级政府管

理实施。另一方面，副食品则由学校单位、教育委员会、或各自治体

设置的学校供餐协会将收集的供餐费用于原始资金采购食材后供应。

有的地方的学校供餐协会会接受各学校的委托，进行学校供餐费的管

理运营，因此，主食、牛奶、副食品的食材等也均由该协会进行管理。 

三、学校供餐配套制度 

1.财政经费补助 

政府为推动学校供餐提供了大批经费补助。1953 年日本政府为

学校供餐组织提供了 400 万日元的资金扶持。1969 年日本政府对学

校设置营养指导中心等组织提供了经费补助。在学校供餐组织体系稳

定后，日本政府又不断对这些供餐组织开展的学校供餐工作给予了大

批经费补助。 

在学生就餐经费补助方面，根据《学校供餐法》中对学校供餐经

费的相关规定，特困生免费，非特困生的监护人只需负担学生用餐的

食材费用，余下的部分则由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学校共同承担。详

情见下表 4： 
                                                        
4各级市政府主要承担学校供餐费中的设备费、人工费，而学生监护者则主要承担食材费及部分水电煤气

费。根据 2011 年的年度预算，小学•特别援助学校中，学校承担了约 54 亿日元，儿童监护者承担约 36亿

日元，总共花费 90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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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9 年日本全国学校供餐费（月度） 

区分 供餐次数 每月供餐金额 营养标准（Cal） 

小学校 低年级 189次 4098日元 560Kcal 

中年级 189次 4116日元 660 Kcal 

高年级 189次 4126日元 770 Kcal 

初中 185次 4682日元 850 Kcal 

另外，关于学校供餐费的管理和运营，根据文部省的通知，可以

由学校校长进行或地方公共团体进行管理，大多数情况采用的都是学

校管理。然而近年来，随着学校供餐费的透明化和为了减轻学校事务

负担，转为由公共团体管理的学校也在逐步增加。 

2. 改善学校供餐环境 

日本学校供餐环境的建设工程在日本学校供餐制度的保障下逐

渐获得改善，1995 年日本全国已有 8554 所学校设置了餐厅，占学校

总数的 25.6％，为发展日本学校供食事业提供了多元空间。 

3. 丰富学校供餐内容 

近年来，学校供食的发展趋势是注重日本传统饮食以及各个地区

的特色饮食。 

4. 开展供餐教育制度 

（1）开展供餐教育课程 

2005 年《食育基本法》提出“加深对日常饮食生活的理解力与

判断力”的供餐教育目标。围绕培养中小学生自主管理健康的习惯，

在学校供餐教育课程中采取了“自助餐”、“AB”两套菜单与供餐

值日生等制度措施。除自主管理健康外，日本供餐教育课程中的另一

特色是快乐饮食。日本各类学校安排了教师与中小学儿童共同进餐，

饭前、饭中、饭后密切配合、温馨交流等环节。此外，为使中小学生

了解食物的加工过程，日本的供餐教育课程还导入了定期参观配餐室

厨师等工作人员劳动的内容，并以此对其进行感恩教育。日本的自主

饮食、快乐饮食、感恩饮食正推动日本的供餐教育课程由“食物”迈

向“食文化”。 

（2）建设供餐教育队伍 

日本政府于 2005 年制定了“营养教师制度”，截至 2011 年 4 月，

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的公立学校已成功配备了 3，853 名营养教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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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营养指导人员数量的增多、质量的提升及营养教师制度的实施有效

促进了日本学校供餐教育的发展。 

（3）推进供餐教育多方合作 

日本政府实行学校、家庭、社区合作发展学生供餐教育事业的政

策。目前日本关于三者合作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是学校定期

对中小学生进行饮食习惯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以学校快递、PTA（家

长教师会）广播报纸等方式通知家长；其二是召开家长教师洽谈会、

供餐讲座、食品展览会等有利于家长了解学校营养指导方针的各类集

会；其三是通过试吃会、亲子会等形式了解父母的要求与意见，反馈

到日后的学校供餐工作之中；其四是按照《食育推进基本计划》中食

用当地特色食品的要求，举办当地食品产业节等宣传地方特色食品的

活动。 

5. 完善供餐卫生制度 

（1）整顿供餐卫生设备 

日本设有配餐中心和学校配餐室两种学生供餐机构。为便于进行

分隔式、分类式操作，日本这两种供餐机构皆采用了独立的原料初加

工间、洗涤间与制作间。食品加工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流程与卫

生要求。 

（2）管理供餐相关人员 

关于配餐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文部科学省要求各校每年要对其

进行一次体检，每月进行两次以上粪便检查，患病期间不能进行配餐

工作。进入午餐操作间时，工作人员需经过特殊清洁消毒间，以彻底

清除体表的灰尘与细菌。文部科学省要求各校严格按照供食值日生检

查表，提前对供食值日生的健康状况进行核实。 

（3）规范学校供餐内容 

除设施设备与相关工作人员的卫生检查外，新《学校供餐卫生管

理标准》还对具体食物的采购、烹调及留样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关

于学校食品原料的采购，日本政府要求各类学校设立采购食品委员

会，采购食品委员会在购入食品时需尊重营养教师、监护人等相关人

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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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校供餐的多重作用 

首先，学校供餐是福利制度的重要方面。从历史上看，学校供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是以贫困家庭为对象而实施。战后，为了应

对食物不足的状况，国家通过联合国发放物资（亚洲救援公认团体委

员会）来进行。发展至今，学校供餐一直发挥着儿童援助的重要功能。

同时，学校供餐并不只是提供食物的一种活动，它还规定了一天儿童

1/3 的营养摄取要通过学校供餐来实现。 

其次，有些教材还将学校供餐的使用方法编入教材在课堂上讲

解，发挥了教育的功能。 

再次，学校供餐还具有产业振兴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的粮食战略之一就是将多余的小麦作为食物供给来发放。直到

1976 年米饭作为供餐的主食前，日本的供餐主食一直是面包。事实

上，日本从 1960 年代后期开始，大米出现了粮食过剩现象，米饭正

式被引入到供餐主食中。主要作用见下表 5。 

 

表 5   学校供餐的主要作用 

项目 内容 

福利方面 ①应对战后缺乏食物的儿童、②育儿援助 

③就学援助制度 

营养方面 文部科学省营养价值标准 

教育方面 食育·教授科目学习、就学援助制度、地产地消 

产业政策方面 战后的粮食政策（美国小麦剩余政策、日本大米剩余对

策） 

 

五、总结 

学生营养工作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一项公共事业，学生的营

养状况代表着国民的素质、国家的未来。从国际来看，实行学校供餐

计划的国家约有 47 个，发达国家学校供餐时间较长，有的已有百年

历史，日本是最早为学生营养工作立法的国家。在推进学校供餐方面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完善学校供餐的相关立法工作。日本自 1954 年开始实施

《学校供餐法》后，加强了卫生管理制度标准，同时于 2005 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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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食育基本法》，完善了营养师管理制度。进而在 2009 年再次修

订《学校供餐法》，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推进食育教育、学校供餐

标准及卫生管理。 

第二，大力发展学校供餐教育。日本通过开展供餐教育课程、建

设供餐教育队伍等不仅培养学生科学的饮食观念、良好的饮食习惯，

而且通过实施营养午餐加强了学生对本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理解和认

识。 

第三，多方合作推进学校供餐。日本政府实行学校、家庭、社区

协力发展学生供餐教育事业的政策。学校供餐不仅需要提供者学校的

促进，还离不开家庭和社区的配合。通过三方协作的方式，可以有效

提高学校供餐的质量。 

第四，加强学校供餐的卫生管理相关工作。学校供餐涉及多个环

节，从食材的采购到运输、存储、营养餐的制作需要由政府相关部门

加强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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