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計畫 

「前後測成效評價」成果報告 

 

研究題目：國小三年級學生正確用藥認知之行動研究 

 

研究機構：屏東縣立鶴聲國小 

 

研究人員：楊麗燕老師 

辛定朋組長 

楊爵竹校護 

 

 

指導者：蔡文正教授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3日 



 1 

屏東縣健康促進議題行動研究計畫表 

學校：鶴聲國小 

研究團隊姓名：楊麗燕老師、辛定朋組長、楊爵竹校護 

題目：國小三年級學生正確用藥認知之行動研究 

教育現場待

解決的問題 

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四：做身體的主人 

   為了自己的健康，不在不當場合購買藥品，如攤販、地下電

台、遊覽車休息站等，購買藥品時要請教醫師或藥師，凡廣告

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都要特別提高警覺，有病看醫生，用藥

找藥師。堅持不聽、不信、不買、不吃、不推薦五大原則。 

 

問題一：學生常逛夜市、百貨賣場時，會順便買防蚊藥膏、 

        擦青春痘的藥、酸痛貼布、擦香港腳的藥…。             

問題二：電視廣告說很有效的祖傳祕方，吃了會快速長高。 

問題三：遊覽車休息站常賣燙傷的藥，熱賣！一堆人都在買！ 

問題四：廣告代言人，是我的偶像，所以要追隨偶像，使用和 

        偶像一樣的產品。 

問題五：老闆說只要推薦三個人來買藥，就贈送一份禮物！ 

研究動機 一、想要知道學生目前買藥常去的地點 

二、想要透過教學教導學生電視廣告的商品，若想購買要三

思，並會分辨是否為合格安全的廠商 

三、想要透過教學教導學生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的區

別 

四、想要透過教學教導學生現實生活與偶像生活的差異 

五、想要透過教學教導學生不盲從，買藥要有自己的判斷力 

研究目的 一、瞭解學生及家人目前買藥常去的地點 

二、設計教導學生會分辨製藥的廠商是否為安全合格的廠商之 

    教學活動設計 

三、設計教導學生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的區別之教學 

    活動設計 

四、透過價值澄清教學法，讓學生瞭解現實生活與偶像生活的 

    差異 

五、設計教導學生買藥要有自己的判斷力，不盲從 

待答問題 一、學生及家人目前買藥的地點為何？ 

二、學生會分辨製藥的廠商是否為安全合格的廠商之教學活動 

    設計為何？ 

三、學生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的之教學活動設計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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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讓學生瞭解現實生活與偶像生活的差異之價值澄清法教學 

    活動設計為何？ 

五、設計教導學生買藥要有自己的判斷力，不盲從之活動設計 

研究方法 一、依據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四：做身體的主人，來設計調 

    查問卷－前測，蒐集學生目前買藥的情形 

二、教師依據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四：做身體的主人，設計 

    製藥的廠商是否為安全合格的廠商之教學活動設計，實施 

    教學 

三、教師依據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四：做身體的主人，設計 

    學生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的區別之教學活動設計，    

    實施教學 

四、教師透過價值澄清教學法，讓學生瞭解現實生活與偶像生 

    活的差異 

五、後測－做身體的主人調查問卷施測，蒐集學生經教師正確 

    用藥教學後之學生正確用藥認知與行為 

研究對象 研究團隊目前任教的國小三年級學生 

研究工具 一、正確用藥認知與行為調查問卷 

二、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四：做身體的主人，設計教學活動 

三、教學者觀察與省思 

研究預期的

結果 

一、瞭解106學年度本校國小三年級學生正確用藥之情況 

二、本校國小三年級學生在正確用藥調查問卷之前後測答對題 

    數有明顯的增加 

三、針對本校國小三年級學生正確用藥普遍錯誤認知，設計正 

    確用藥教學活動設計 

四、進行實地教學課程，提升本校國小三年級學生正確用藥認 

    知與行為習慣的建立 

行動研究的

循環 

一、運用調查問卷前測瞭解學生正確用藥迷思 

二、依據迷思的認知與錯誤用藥行為設計教學課程 

三、實施正確用藥教學 

四、後測學生經正確教學後，認知與行為有無進步 

五、學生若仍有錯誤觀念或行為，教學者們再次深刻思考其他     

    方法或策略，以導正學生的偏差認知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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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三年級學生正確用藥認知之行動研究 

服務學校：屏東縣鶴聲國小 

作者：楊麗燕、辛定朋、楊爵竹 

 

摘要 

 以學生正確用藥認知為研究目的及行動主軸，透過教導讓學生知道分辨製藥

的廠商是否為安全合格的廠商；如何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的區別；有具備

買藥的判斷力，不盲從！期盼透過此研究能讓學生獲得正確用藥認知，並將知識

傳遞給家人、朋友！日後，長大成人有經濟能力時能做正確的判斷，有正確的買

藥行為，不濫吃藥物。 

 學生的思緒，是看不到的！教師透過與學生接觸了解學生的認知，價值澄

清，內化，進而影響學生日後的行為。思緒千變萬化，本研究是一個開端，產出

一個研究成果，整理研究成果，延續研究成果，循環歷程的研究。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學生常逛夜市、百貨賣場時，會順便買防蚊藥膏、擦青春痘的藥、酸痛貼布、

擦香港腳的藥…；電視廣告說很有效的祖傳祕方，吃了會快速長高；遊覽車休息

站常賣燙傷的藥，熱賣！一堆人都在買；廣告代言人，是我的偶像，所以要追隨

偶像，使用和偶像一樣的產品；老闆說只要推薦三個人來買藥，就贈送一份禮物！ 

這些林林總總的買藥、用藥…，正確嗎? 

 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瞭解學生及家人目前買藥常去的地點 

二、設計教導學生會分辨製藥的廠商是否為安全合格的廠商之教學活動設計 

三、設計教導學生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的區別之教學活動設計 

四、透過價值澄清教學法，讓學生瞭解現實生活與偶像生活的差異 

五、設計教導學生買藥要有自己的判斷力，不盲從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價值澄清法、訪談 

研究發現：學生的正確用藥認知很多方面透過教學都明顯提升，如： 

 1. 學生會去藥局找合格藥劑師買藥，而非去賣場買藥。 

    2. 買藥時，學生會留意包裝上有無衛生署核准藥品許可證字號 

    3. 學生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的不同 

    4. 學生自覺有充分的能力正確用藥 

    另外，學生買藥時，會注意看藥名、療效、使用方法、服用時間、注意事項，

並且會留意藥盒上的製造日期、保存期限。學生們前測及後測結果都是不吃別人

贈送的藥。 

關鍵字：正確用藥認知、買藥、藥品的效用 

聯絡人：楊麗燕；vanessaliyen@yahoo.com；屏東市建國路121號 

mailto:vanessaliye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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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國人平均用藥劑量是美國人的7.2倍，國人自健保實施後，洗腎病患成

長3.5倍，洗腎率曾經一度高居全球第一。（李蜀平，2014）「正確用藥」，實為

重要課題！ 

「生病看醫師，用藥問藥師」，學習如何與疾病相處，請教藥師如何正確、

妥善的用藥是一個現代人應該認真學習的課題！ 

 台灣人常見的用藥文化，包括「感冒吊大筒就好」、「吃西藥會傷腰子，中

藥就沒事」、「偏方卡有效」 、「藥愈貴，療效愈大」 …。因此，對醫生處方

的合法藥品，遵從性不佳，卻對非法電台、地攤、夜市裡賣的偏方、草藥深信不

疑，愈貴銷路愈好，往往願意花大錢，勇敢服用，一買再買，這些錯誤的用藥艷

思及觀念，往往延誤就醫及造成身體更大的傷害（行政院衛生署，2012）。  

 小朋友蒐集洋娃娃、玩具車、機器人…；女人蒐集衣服、鑽石珠寶、保養品…；

男人蒐集手機、手錶、摩托車、汽車…；阿公阿嬤蒐集各式各樣的藥，感冒藥、

筋骨痠痛藥、頭痛藥、通血路的藥、顧肝藥、固腎藥、護眼藥、心臟病的藥、高

血壓的藥、咳嗽藥…琳瑯滿目。藥，是可以蒐集的嗎？值得蒐集嗎？如何正確用

藥、正確買藥，實在是值得讓人深思的課題。 

 98年度全國民眾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知能與經驗抽樣調查中發現，僅有三

成民眾會主動諮詢醫師、藥師；用藥行為研究調查發現，1.4％的民眾會吃剩餘

現成的藥、7.8％的民眾會忘記吃藥時間而與下次服藥時間一起服用，2.2％的民

眾會中西藥合併服用；14％的民眾會購買媒體所販售的藥、約41.78的女性會因他

人介紹而購買藥物或服用藥物（行政院衛生署，2012）。 

    現在購物很方便，夜市、百貨賣場、藥局、電視台、超商…都可以買到藥。

這些藥，都是合格的嗎？未必！有些合格，有些不合格，如何區辨哪些是合格的，

在國小這個階段的小朋友，好好學習，當作一顆種子，散播正確的買藥知識，讓

整個社會更富有知識、更文明！ 

    學校方面透過各項宣導，傳遞正確的用藥、買藥知識給學生、家長集社區人

士，強力大放送！送出正確的觀念給社會大眾！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行動研究，瞭解學生及家人目前買藥常去的地點； 

教導學生會分辨製藥的廠商是否為安全合格的廠商；教導學生會分辨處方藥、指

示藥、成藥；透過價值澄清教學法，讓學生瞭解現實生活與偶像生活的差異；教

導學生買藥要有自己的判斷力，不盲從。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為研究者目前任教的國小三年級學生，共25人。 

（二）研究時程：  

本研究時間為自2018年3月5日至3月16日，為期兩週。 

（三）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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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量性問卷（附錄一） ：研究者參考相關正確用藥書籍，自編。教學過程

中藉由問卷前測調查了解當前學生的正確用藥認知情況；透過一連串正確用藥教

學，後測學生的正確用藥認知是否有提升。 

 2.質性問卷： 

a.研究日誌： 

楊老師：目前國人平均用藥劑量是美國人的7.2倍，國人自健保實施後，

洗腎病患成長3.5倍，洗腎率曾經一度高居全球第一。（李蜀平，2014）「正

確用藥」，實為重要課題！正確用藥，不要亂用、濫用藥物，甚至為了提神

不慎去吸毒!都是不好的下場。(107.3.5) 

 

本校營養師:買藥要注意看盒子是否有GMP字樣，最好還要加一個小c，

就是有cGMP字樣的會更好，因為加了這個c，表示藥的品質又更好了。cGMP

就好比藥廠裡的模範生。(107.3.5) 

 

辛老師：學校每年去外面找合格的藥師,來學校為學生們做正確用藥宣

導，讓學生們能有更深刻的印象，從小就有正確觀念，長大才不會亂買藥、

亂用藥。(107.3.9) 

 

旅行團領隊：台灣人去日本旅遊，很喜歡買藥，我們都會留一段時間，

讓他們去採購。有些還是朋友拜託幫忙買的，呼!買一大袋。(107.3.10) 

 

旅行團領隊：你們猜猜看，台灣人去日本買藥，買最多的是什麼藥？…

是感冒藥水!其次是痠痛貼布。(107.3.10) 

 

  校護A:學校幫受傷學生擦的藥，我們都是買很好的藥，都是我多年使

用，覺得有效的藥，都是大廠合格的藥，有些都不便宜咧。 

 

b.訪談大綱： 

Q1:(老師訪問小朋友)平常會去哪裡買藥？  

學生23號回答：會去藥局買藥。 

學生16號回答：只要有受傷，都會去醫院治療。 

學生6號回答：看到和家裡一模一樣的藥，就會繼續買。 

學生22號回答：檸檬C 很好喝，家裡會買。…媽媽應該是團購買的。 

學生6號回答：會去藥局買頭痛、咳嗽的藥。 

 

Q2：(老師訪問小朋友)家裡曾買過什麼藥？ 

學生3號回答：感冒藥、發燒藥。 

學生6號回答：買過肌樂，就是肌肉痠痛、運動會那時候會噴的那個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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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媽媽會買來給我噴。 

學生25號回答：每一種藥都可以買來試試看，但是若沒有標示或許可證

字號的藥，就不要買。 

學生24號回答：我媽媽每天都叫我吃這個－山桑子，說對眼睛很好。…

可是，老師這個山桑子的盒子，我找不到衛署藥製字第○○○○○○號耶。 

老師回答：因為山桑子是保健食品，不是藥。所以沒有－衛署藥製字第

○○○○○○號的字樣印在盒子上。 

 

Q3：(老師訪問小朋友)買藥時，要注意什麼？  

學生22號回答：要看清楚藥的內容，是治療什麼的、成分、許可證字號。 

學生8號回答：要看清楚盒子是不是有碰撞凹陷，那個就不要買。 

學生23號回答：要看製造日期，還有保存期限，過期的就不要吃，不要

買。 

 

Q4：(老師訪問小朋友)藥盒標示的成分，看不懂，怎麼辦？ 

學生8號回答：上網去查。 

 

Q5：(老師訪問小朋友)怎麼查?  

學生6號回答：就把成分再抄一次，按搜尋，找出藥的成分說明，就知

道了呀！ 

學生3號回答：有些網站還有藥的照片咧！藥長怎麼樣，它有照片可以

看，可以對照看是不是這個。 

學生12號回答：有時候，會查到別人說這個藥，沒有效。 

 

Q6：(學生9號提問)藥盒都是日本字，我又看不懂!怎麼辦？  

學生6號回答：找會日本字的人來幫你看看。 

學生3號回答：就不要亂買啊。 

老師回答：我們在台灣，買藥還是要買我們台灣認證合格的藥商買藥，

比較有保障。外文，很多我們都不懂，有爭議時，不知道向誰申訴才好。 

學生9號回答：這盒寫日本字的藥，是我媽媽去日本買的，說是擦蚊子

叮的藥。跟著人家買的。 

 

Q7：(老師訪問小朋友)看了這些藥的廣告，你會想買嗎？如果會買，你

會買哪一種藥？  

學生17號回答：會買感冒藥－斯斯 

學生6號回答：會買酸痛藥，我家有在買 

學生12號回答：買咳嗽藥、糖漿吧 

學生9號回答：買被蚊子叮，可以擦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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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23號回答：買魚肝油，我現在有在吃，你看（該生從抽屜拿出一瓶

魚肝油），我媽媽叫我要吃這個。 

 

Q7：(老師訪問小朋友)看了這些藥的廣告，代言人是當紅的明星，你會

跟著買嗎？  

(一堆小朋友嘻嘻笑) 

學生17號回答：那個韓星ΟΟΟ很紅咧！很多人都很喜歡她。(說完咯

咯笑)我會買來用用看。 

學生25號回答：反正只要合格的藥，都可以買來試試看。 

學生27號回答：我會去買斯斯，因為很多人買。 

 

Q8：(老師訪問小朋友)看到藥，一直買一直買，這樣，好嗎？  

(很多小朋友若有所思，班上沉寂了一陣子) 

學生16號回答：會有問題！藥不能亂吃。 

學生8號回答：有些藥有毒！ 

老師回答：應該說是－藥，會有副作用。 

學生16號回答：對呀！ 

老師回答：一般藥廠會去研發副作用較少的藥來賣。副作用愈少愈好。 

(有些小朋友點點頭) 

學生8號回答：我阿嬤說有人吃藥死掉。藥不可以亂吃。 

學生22號回答：要買合格的藥，不然就去看醫生。醫生比較厲害，知道

的比我們多。 

 

c.學生學習單： 

Q:買藥時，我會注意什麼? 

學生回答:○1  注意製造日期、保存期限 

   ○2  注意成分 

   ○3  注意是否有衛生署許可證字號 

         ○4  注意用法、用量，一天要吃幾次，一次要吃幾顆 

         ○5  注意是否有廠商地址、電話 

         ○6  明星代言的不一定是好商品  

         ○7  容量 

         ○8  這個藥，適合小孩子嗎? 

         ○9  藥的保存方式 

         ○10  藥品分三級，成藥、指示藥、處方藥 

         ○11  藥局與藥妝店，別傻傻分不清 

         ○12  藥局要有藥師在場 

         ○13  開架藥別買完就走，專業諮詢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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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分裝或散裝藥品，應知道藥名和警語 

         ○15  仔細閱讀產品的標示，別買錯！買到不是需求的藥！ 

         ○16  注意包裝是否完整，藥盒是否有凹陷、破洞 

          

d.其他… 

○1 106學年度正確用藥宣導計劃 (附錄四)         

 ○2  106學年度健康促進總實施計畫(附錄五) 

          ○3健康促進八大議題融入課程實施計畫（附錄六）  

 

3. 研究過程或介入方法： 

  （1）教學內容 

  ○1 教導學生會分辨製藥的廠商是否為安全合格的廠商 

     ○2 教導學生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 

  ○3 教導學生會分辨現實生活與偶像生活的差異 

  ○4 教導學生買藥要有自己的判斷力，不盲從 

（2）全校宣導 

 學務處主任、衛生組長及楊校護特地聘請合格藥師徐秀娥藥師到校宣導，讓

學生們能瞭解正確用藥的重要性，並能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學校的場地、投影機、麥克風效果都是良好的！在徐藥師親切、仔細的說明、

宣導後還有搶答題，答對有贈送小禮物。學生們回到教室聊天時，開心的說覺得

自己更懂得用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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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 

（一）國小三年級學生正確用藥認知之行動研究 

表3-1國小三年級學生正確用藥認知之前後測問卷結果分析 

題目 十分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十分不符合 

 人

數 

百分

比 

人

數 

百分

比 

人

數 

百分

比 

人

數 

百分

比 

1. 逛夜市、百貨賣場時，若有需

要，我會順便買防蚊藥膏、擦青

春痘的藥、酸痛貼布、擦香港腳

的藥、感冒藥…。 

前測 1 4% 12 48% 5 20% 7 28% 

後測 1 4% 5 20% 7 28% 12 48% 

2. 我會買電視廣告很有效的藥

品   

前測 0 0% 5 20% 9 36% 11 44% 

後測 0 0% 1 4% 4 16% 20 80% 

3. 我會去藥局找合格藥劑師買

藥 

前測 5 20% 9 36% 6 24% 5 20% 

後測 16 64% 6 24% 2 8% 1 4% 

4. 我如果有不舒服，我會去買藥

來吃 

前測 1 4% 6 24% 7 28% 11 44% 

後測 2 8% 9 36% 7 28% 7 28% 

5. 我覺得藥品愈貴，療效愈大 前測 2 8% 0 0% 9 36% 14 56% 

後測 7 28% 6 24% 3 12% 9 36% 

6. 買藥時，我會注意看藥名、療

效、使用方法、服用時間、注意

事項 

前測 14 56% 10 40% 1 4% 0 0% 

後測 19 76% 5 20% 1 4% 0 0% 

7. 買藥時，我會留意包裝上有無

衛生署核准藥品許可證字號，

「衛署成製字第○○○○○○

號」 

前測 8 32% 13 52% 4 16% 0 0% 

後測 19 76% 4 16% 1 4% 1 4% 

8. 買藥時，我會留意藥盒上的製

造日期、保存期限。 

前測 19 76% 4 16% 1 4% 1 4% 

後測 17 68% 6 24% 1 4% 1 4% 

9. 我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

藥的不同 

前測 4 16% 7 28% 3 12% 11 44% 

後測 8 32% 11 44% 4 16% 2 8% 

10. 廣告代言人是我的偶像，所

以我會去買  他或她代言的藥

品 

前測 0 0% 0 0% 6 24% 19 76% 

後測 0 0% 1 4% 0 0% 24 96% 

11. 我會吃別人贈送的藥 前測 0 0% 0 0% 0 0% 25 100% 

後測 0 0% 0 0% 0 0% 25 100% 

12. 我有充分的能力正確用藥 前測 6 24% 12 48% 2 8% 5 20% 

後測 7 28% 13 52% 2 8%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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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過正確用藥教學活動，學生們 

1.「逛夜市、百貨賣場時，若有需要，會順便買防蚊藥膏、擦青春痘的藥、

酸痛貼布、擦香港腳的藥、感冒藥 」，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52%，後

測則降至24%。 

 

2.「我會買電視廣告很有效的藥品  」，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20%，

後測降至4%。 

 

3.「我會去藥局找合格藥劑師買藥」 ，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56%，

後測提升至88%。 

 

4.「我如果有不舒服，我會去買藥來吃」，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28%，

後測提升至44%。 

 

5.「我覺得藥品愈貴，療效愈大」 ，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8%，後

測提升至52%。 

 

6.「買藥時，我會注意看藥名、療效、使用方法、服用時間、注意事項」，

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96%，後測也是96%。 

 

7.「買藥時，我會留意包裝上有無衛生署核准藥品許可證字號，「衛署成製

字第○○○○○○號」 ，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84%，後測提升至92%。 

 

8.「買藥時，我會留意藥盒上的製造日期、保存期限」，由前測回答完全符

合和符合是92%，後測也是92%。 

 

9.「我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的不同」，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

是44%，後測提升至76%。  

 

10.「廣告代言人是我的偶像，所以我會去買  他或她代言的藥品」，由前

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0%，後測提升至4%。 

 

11.「我會吃別人贈送的藥」，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0%，後測也是

0%。 

 

12.「我有充分的能力正確用藥」，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72%，後測

提升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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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為了清楚呈現結果，將結果列成表格如下： 

 

表3-2國小三年級學生正確用藥認知問卷回答的情形結果分析 

學生們回答的情形 題目內容 

學生們的認知是完全符合和符合的明

顯提升 

1. 「我會去藥局找合格藥劑師買藥」 

2. 「我如果有不舒服，我會去買藥來

吃」 

3. 「我覺得藥品愈貴，療效愈大」 

4. 「買藥時，我會留意包裝上有無衛

生署核准藥品許可證字號，「衛署

成製字第○○○○○○號」 

5. 「我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

的不同」 

6. 「廣告代言人是我的偶像，所以我

會去買他或她代言的藥品」 

7. 「我有充分的能力正確用藥」 

 

學生們的認知是完全符合和符合的明

顯下降 

1. 「逛夜市、百貨賣場時，若有需要，

會順便買防蚊藥膏、擦青春痘的

藥、酸痛貼布、擦香港腳的藥、感

冒藥 」 

2. 「我會買電視廣告很有效的藥

品  」 

 

學生們的認知是完全符合和符合的保

持不變 

1. 「買藥時，我會注意看藥名、療效、

使用方法、服用時間、注意事項」，

由前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

96%，後測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也

是96%維持不變。 

2. 「買藥時，我會留意藥盒上的製造

日期、保存期限」，由前測回答完

全符合和符合是92%，後測回答完

全符合和符合也是92%。 

3. 「我會吃別人贈送的藥」，由前測

回答完全符合和符合是0%，後測回

答完全符合和符合也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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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家長回饋： 

 1. 學生14號媽媽：哇!寶貝好厲害在學校學到這麼多!知道買藥要注意藥名 

、藥效、使用方法、是否有衛署成製字第○○○○○○號、製造日期保存期限。 

 2. 學生25號媽媽：小朋友知道這麼多了呀! 

 3. 學生3號爸爸：小朋友說買藥一定要看是否有衛署成製字第○○○○○○

號，沒有就不要買。 

 4. 學生14號阿嬤：最近發現屏東夜市附近那一家ΟΟΟ裡面賣的藥品，有

些都沒有衛署成製字第○○○○○○號，是黑心商品！以後不要去那裏買了。 

 

四、 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1.在行動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由於研究者是班級導師，學生在課堂上的問題

回答可能會有所顧慮，隱藏內心真正的想法，因而對蒐集到的資料恐有疏漏。 

  

 2.研究對象為屏東市某國小三年級某一班的學生，以立意取樣的方式決定，

樣本數量不夠大，故其研究結果的推論性可能受到限制。 

 

 3.學生有家庭背景、文化差距、城鄉差距…等等的不同，因此所得到的結果

可用於具備類似情境的班級，但仍無法全面推論到其他不同的情境或班級。 

 

 4.學生第一次填量表問卷，施測者需耐心地逐題念題目，每次念完一題，需

留一分鐘至兩分鐘給學生琢磨、思考或是提問。 

 

（二）學生的正確用藥認知很多方面透過教學都明顯提升，如： 

 1. 學生會去藥局找合格藥劑師買藥，而非去賣場買藥。 

    2. 買藥時，學生會留意包裝上有無衛生署核准藥品許可證字號 

    3. 學生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的不同 

    4. 學生自覺有充分的能力正確用藥 

    另外，學生買藥時，會注意看藥名、療效、使用方法、服用時間、注意事項，

並且會留意藥盒上的製造日期、保存期限。學生們前測及後測結果都是不吃別人

贈送的藥。 

 看了這些結果，很讓研究者欣慰，辛苦教學總算有很多正向的成果呈現。 

 

（三）讓研究者納悶的是「廣告代言人是我的偶像，所以我會去買他或她代言的

藥品」 這題，由前測是0人符合自己的經驗，後測變成是 1 人回答符合自己的

經驗。研究者去訪問這位學生，她也是班上本學年的模範生代表，她聽了研究者

的問題後，大叫一聲，「哎唷！填錯了啦!我看錯題目了啦!要填1，結果填成4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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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讓研究者納悶的第二個問題是「我覺得藥品愈貴，療效愈大」，學生回答

由前測的8%符合自己的經驗，飆升至52%符合自己的經驗！研究者思索很久，納

悶又納悶，接著回頭想了一下教學內容，……課堂中研究者曾提到學校一個主任

父親罹患癌症，該主任很孝順，每個月載父親去看醫生，醫藥費一次要將近兩萬

元，主任的父親癌症算是有控制住。可能是這個舉例對學生的認知影響很大，所

以才會覺得藥品愈貴，療效愈大!「我覺得藥品愈貴，療效愈大」研究者覺得這

是一個可以再深度研究的問題。 

 

（五）校方常常在宣導反毒，學生們覺得不吃別人贈送的藥，也可以避開吸毒。

因為很多吸毒者一開始是好奇、或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吸毒。對正確用藥有充分

的認識，對藥品的成分有能力上網去搜尋瞭解，學生們覺得對自己有信心－不濫

用藥物，不吸毒!會正確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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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正確用藥認知調查問卷 

     年     班 座號：      姓名：              

 

 

十   符   不   十 

分   合   符   分 

   符        合   不  

    合             符  

                   合  

 

1.逛夜市、百貨賣場時，若有需要，我會順便 

  買防蚊藥膏、擦青春痘的藥、酸痛貼布、擦            4    3    2    1 

香港腳的藥、感冒藥…。   

2.我會買電視廣告很有效的藥品                        4    3    2    1 

3.我會去藥局找合格藥劑師買藥                        4    3    2    1 

4.我如果有不舒服，我會去買藥來吃                    4    3    2    1 

5.我覺得藥品愈貴，療效愈大                          4    3    2    1 

6.買藥時，我會注意看藥名、療效、 

  使用方法、服用時間、注意事項                      4    3    2    1 

7.買藥時，我會留意包裝上有無衛生署核准藥品 

  許可證字號，「衛署成製字第○○○○○○號」        4    3    2    1 

8.買藥時，我會留意藥盒上的製造日期、保存 

  期限。                                  4    3    2    1 

9.我會分辨處方藥、指示藥、成藥的不同                4    3    2    1 

10.廣告代言人是我的偶像，所以我會去買 

  他或她代言的藥品                                  4    3    2    1 

11.我會吃別人贈送的藥                               4    3    2    1 

12.我有充分的能力正確用藥                           4    3    2    1 

 

填答說明：請您依個人的認識及實際經驗，並在適當的數字選項（1 2 3 4 ） 

          上畫Ο。為便於資料的統計與分析，請您能每一題都作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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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教學照片 

 
 

 

說明：利用晨光時間，倡導正確用藥

的重要。 

說明：利用網路繪本教學，讓學生對正

確用藥的印象更深刻。 

 

 

說明：邀請合格藥師到校宣導 說明：藥師說明如何正確使用指示藥與

成藥 

  

說明：邀請合格藥師到校宣導 說明：邀請合格藥師到校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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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藥師說明如何做良好的醫病溝

通。 

說明：藥師提問，學生搶答。 

  

 

說明： 請小朋友們帶家裡的藥盒到學

校。 

說明：學生們分組找碴，探究哪些是合

格安全的，哪些不是。 

 
 

說明：分組討論結果，合格安全的藥

盒，應該有照片中的10項標示。 

說明：全班一起上網搜尋－ΟΟ藥的廣

告影片，並一起觀賞。 

  

 

說明：前測照片 說明：後測照片 

 



 18 

附錄三 

教案內容 

教學內容 教學

時間 

實施內容 活動過程 探索思考 

○1 教導學

生會分辨

製藥的廠

商是否為

安全合格

的廠商 

20 

分鐘 

教導學生

若要買指

示藥或成

藥時，要

檢查包裝

上是否有

衛生署的

核准藥品

許可證字

號。 

一、引起動機 

  藥有成千上萬種，選購藥物

時，如何分辨是否為安全合格

廠商，實為重要課題。 

 

二、發展活動 

  教師請學生帶一些藥盒到學

校，大家分組一起來找碴，看

看哪些是安全合格的廠商。 

  教師宣導告知學生，若自行

購買藥品時，必須特別留意包

裝上有無衛生署核准藥品許可

證字號，「衛署成製字第

○○○○○○號」、「衛署藥

製字第○○○○○○號」、「衛

署藥輸字第○○○○○○號」 

  學生們分組找碴，探究哪些

是合格安全的，哪些不是。 

 

三、綜合活動 

  教師歸納：完善藥品包裝標

示與說明應包括：藥品名稱、

許可證字號、衛署藥輸字第、

成分、濃度劑量、適用症狀、

使用方法、副作用、製造商、

代理商、批次號碼、製造日期、

保存日期。 

 

熱賣的藥、家

裡常用的

藥，不一定都

是安全合格

的。學生需要

學習去認識

何謂安全合

格的藥。 

○2 教導學

生會分辨

處方藥、指

示藥、成藥 

40 

分鐘 

藥師透過

教學，讓

學生清楚

明白何謂

「處方

藥」、「指

一、引起動機 

  一般學生大多只知道這是

藥，但是說到何謂處方藥、指

示藥、成藥，就一頭霧水。教

師透過教學，傳達正確觀念給

學生。 

教導學生會

分辨「處方

藥」、「指示

藥」、「成

藥」，學生獲

得了更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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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藥」、

「成藥」    

 

二、發展活動 

  藥品和電影一樣，有分級

制度，分別是普遍級的「成

藥」、輔導級的「指示藥」與

限制級的「處方藥」。 

「處方藥」的風險性較高，

必須醫師診斷後開立處方，才

能由藥師調劑交付。例如︰降

血壓藥、降血糖藥、抗生素等。

其中具成癮性麻醉藥、影響精

神及其他認為有加強管理必要

之藥品，列為管制藥，一至三

級管制藥品需持有醫師開立的

專用處方箋，經身分確認，並

簽名後領藥。 

  「指示藥」的藥性溫和，

風險較處方藥低，不需醫師處

方，但仍須經醫師或藥師依症

狀評估及指示後才可購買。例

如多數的胃腸藥與綜合感冒藥

等。 

「成藥」作用緩和，民眾可

視需求自行購買，但使用前需

詳閱說明書與標示。例如：綠

油精、撒隆巴斯、枇杷膏等。

自行購買藥品時，必須特別留

意包裝上有無衛生署核准藥品

許可證字號，「衛署成製字第

○○○○○○號」、「衛署藥

製字第○○○○○○號」、「衛

署藥輸字第○○○○○○號」

（蔡旻芳，2017）。 

 

三、綜合活動 

  藥師透過搶答活動，再次複

習何謂處方藥、指示藥、成藥。 

 

的知識，顯得

豁然開朗，很

開心多學了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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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導學

生會分辨

現實生活

與偶像生

活的差異 

20 

分鐘 

透過價值

澄清教學

法，引導

學學生現

實生活中

的人，只

有一條

命；偶像

夢幻生活

的人、

事、物很

多都是虛

幻的。 

一、引起動機 

  小學生階段的小朋友，很多

都迷戀於某些偶像，偶像說的

話會覺得很有道理；偶像穿的

衣服會覺得很漂亮；偶像吃的

東西會想要買來吃吃看！ 

  現實與夢幻是不一樣的，誰

先夢醒，誰先成長進階。 

 

二、發展活動 

     全班透過網路一起看感

冒藥廣告、頭痛藥廣告、胃痛

藥廣告、減肥藥廣告……，大

家共同觀賞討論。營造一個安

全、和諧的教室氣氛，「選擇」、

「珍視」、「採取行動」 ，透

過價值澄清法教學，讓學生做

出正確的抉擇、有正確用藥的

理念，不被偶像拉著走。   

   正確用藥，才能保健康！道

聽塗說，沒有判斷力的盲從，

是愚蠢的行為。聰明的現代

人，有知識也有正確行為! 

 

三、綜合活動 

  偶像是虛擬夢幻的人物，現

實世界很多事是不能重來一次

的，是不能NG的！ 

 

偶像應當欣

賞就好，不該

迷戀。 

○4 教導學

生買藥要

有自己的

判斷力，不

盲從 

40 

分鐘 

要購買需

要的商

品，而非

想要的商

品或是被

他人所蠱

惑影響 

一、引起動機 

 「流行，就是盲從」，這句話

萬萬不可用於買藥這方面。買

藥要有自己的判斷力，不可盲

從。 

 

二、發展活動 

  不肖商人為牟取利益也是會

跟著時代潮流升級的，真藥、

充足的知

識，可讓人做

正確的判

斷，煩惱困惑

也會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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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藥；適合自己的藥、道聽塗

說的藥；醫生開的藥、親友家

人推薦的藥…，透過影片欣賞

教學，讓學生透過實例去瞭解

買藥要有自己的判斷力，不可

盲從。 

 

三、綜合活動 

    獲得充分的知識，才能做

最正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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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106學年度正確用藥宣導計劃 

屏東縣鶴聲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正確用藥宣導計畫 

一、 依據： 

1、106學年度本校學務處工作計畫、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2、106學年度本校健康中心護理工作計畫。 

二、 目的： 

1、落實學童正確用藥常識與觀念，以期將正確用藥之觀念帶入家庭。 

2、透過校園正確用藥教育宣導，培養學生正確用藥五大核心，從 小培養正確用藥良好習慣。 

3、增進學童了解正確用藥五不五要原則。 

三、 實施對象：本校 3、4年級學童。 

四、 實施方法：外聘藥師到校衛教宣導。 

五、 實施時間：於開學後配合班級彈性課程時間以年級為單位統一  辦理。 

六、 實施地點：儒林樓地下室。  

七、 本辦法陳請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亦同。 

承辦人：楊爵竹 衛生組長：辛定朋   

        學務主任：賴俊宏  校長：賴玉雪 

 10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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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健康促進總實施計畫 

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 

健康促進總實施計畫 

壹、源起： 

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是多元多樣且具複雜性，並非是一個人或一個處室所能完成，必須處處相互配合，結合多方

的力量方能有效的推動工作，健康是人類基本權利和責任，也是一切學習的根本，學生的健康影響其學習情緒與學

習效果。 

    學校更是培養學生養成個人健康習慣與進行健康促進活動最有成效之場所。學校除了提供完善的健康服務及健

康的環境外，更透過教學的方式，以學生為中心培養學生養成良好的健康行為，這些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的觀念有待

大家的努力。 

    我們最大的期待就是學生每日到校上課時，能充滿快樂與期待，分享成長與學習，擁有健康使每個學生都充滿

健康活力，達到預防疾病，促進健康的目標。 

貳、學校現況： 

    本校目前學生人數約 1150人，班級數 44班，3班資源班，教職員工 82人。近年來由於社會變遷快速，家庭結

構改變，新住民、隔代教養比例增高；加上雙薪家庭，父母忙於工作，疏離孩子管教；而社經地位較低落的家長，

又普遍缺乏健康生活型態的相關知識，學童的生活、學習與成長情形頗值得關切。因此，如何結合家庭及社區資源，

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動關係，使社區民眾及全校教職員工生實踐健康生活，達成全人健康是學校教育積極推動的目

標。本校學生健康問題長期以來依序為視力不良，其次為齲齒、體重過重等問題最為嚴重。因此本校以此三項工作

為學校重心工作，配合其他衛生保健項目，推動本校衛生保健工作。 

參、實施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 

  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辦理。 

  三、本校學務處工作計畫。 

肆、工作目標： 

一、加強健康促進學校知識，養成學生正確健康促進觀念及良好習慣，建立學生良好行為。 

二、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讓學生健康安全的成長。 

三、強化優質的衛生保健諮詢，促進學校成員身心健康，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四、發展健康促進課程與教學，提升教師健康專業知能。 

  五、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網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政策。 

伍、實施期程：106年 8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日止。 

陸、經費來源：本校自籌。 

柒、實施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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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實施方式 實施時間 執行單位 備註 

整 

體 

學 

校 

健 

康 

促 

進 

政 

策 

1.成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並確實運作。 

2.提供溫暖安全的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3.舉辦健康體位研習 

4.舉辦心理衛生專題演講 

5.舉辦營養教育研習 

6.校園開放社區使用及管理。 

7.加強校園美綠化及生態教學環境。 

8.鼓勵並調查教師將健康議題融入課程與

教學。 

9.結合社區資源辦理相關衛生活動。 

10.邀請家長參與並協助學校衛生工作 

11.辦理健康檢查服務及後續追蹤矯治。 

 

8-9月 

 

經常性 

 

11月 

10-12月 

經常性 

經常性 

經常性 

經常性 

 

經常性 

經常性 

 

經常性 

 

 

學務處 

 

輔導室 

 

營養師 

輔導室 

營養師 

總務處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健康中心 

 

 

 

健 

康 

環 

境 

一、整潔活動 

1.規劃及分配整潔區域 

2.請購與分發清潔用具 

3.清潔工作督導與評鑑 

 

4.實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5.室內外消毒，確保環境衛生 

二、美化綠化環境 

1.環境綠化及花木栽植 

2.美化文化走廊 

三、環境衛生設備保養 

四、培養學生衛生習慣 

1.培養學生勿亂丟紙屑、果皮，共同維護

環境整潔 

2.培養學生餐後潔牙習慣 

3.培養學生勤洗手習慣 

  

開學前 

開學二週內 

經常 

 

經常 

經常 

  

經常 

經常 

經常  

  

經常 

  

經常 

經常 

  

衛生組 

衛生組 

總務處 

學務處 

衛生組 

總務處 

  

總務處 

各處室 

總務處 

  

學務處 

  

健康中心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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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服 

務 

一、健康檢查 

1.身高體重測量、生長遲緩追蹤 

2.一、四年級學童健檢、追蹤 

二、視力保健 

1.擬定視力保健實施計畫 

2.辦理學生視力檢查、新生斜弱視、辨色

力篩檢、追蹤、統計、輔導 

3.辦理視力保健宣導活動 

4.辦理視力保健繪畫比賽 

5.融入健康領域課程 

三、傳染病管制 

1.加強督導午餐食品衛生管理 

2.落實學童病假登記及傳染病通報作業 

3.預防接種作業 

4.頭蝨檢查、矯治 

5.寄生蟲及尿液檢查（一、四年級） 

6.新流感、登革熱、腸病毒、愛滋病及毒

品防制等宣導 

7.融入健康領域課程 

四、口腔保健 

1.訂定口腔保健工作計畫 

2.定期口腔檢查、追蹤、統計 

3.實施含氟漱口水、統計 

4.實施餐後潔牙活動 

5.口腔衛生宣導活動 

6.融入健康領域課程 

五、體重控制 

1.提供學生健康飲食或體重控制計畫 

2.每週五為蔬食日 

2.分發健康體位學童家長通知單 

3.過重學童飲食指導 

4.成立體重控制班 

5.定期辦理各項體育競賽 

6.融入健康領域課程 

  

每學期 

上學期 

  

開學前 

上學期 

  

經常 

下學期 

經常 

 

經常 

經常 

  

配合衛生所 

每學期 

每學年 

經常 

  

每學期  

 

開學期 

下學期開學一月內 

每週一次 

經常 

每學年 

下學期 

 

每學期  

每學期  

每學期 

經常 

每學期  

每學期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學務處 

健康中心 

  

學務處 

健康中心 

教務處 

 

營養師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學務處 

健康中心 

教務處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各班級任 

學務處 

教務處 

 

營養師 

營養師 

營養師 

營養師 

營養師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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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傷害防制 

1.預防意外事故的宣導 

2.傷病統計分析 

3.學童疾病史調查及建檔 

4.校園設施安全檢查及修繕 

5.加強交通安全教育 

6.立醒目標語或張貼告示牌 

7.融入各領域課程 

七、健康指導 

1.舉辦營養講座宣導均衡飲食 

2.蒐集並張貼健康教育資料及海報 

3.特殊疾病學童衛教指導 

4.融入健康領域課程 

八、保健資料整理 

1.學生健康資訊管理系統建檔 

2.整理健康紀錄卡及有關資料 

3.護理工作紀錄 

4.各項篩檢統計圖表製作、分析 

每學期 

 

 

經常 

每學期 

每學期 

經常 

經常 

經常 

每學期 

 

上學期 

經常 

每學期 

經常 

 

開學二週內 

每學期 

每學期 

每學期 

學務處 

 

 

學務處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總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 

 

營養師 

營養師 

健康中心 

教務處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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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服 

務 

九、實施菸害、檳榔防制及藥物濫用防治 

1.擬定並實施無菸害無檳榔校園計畫。 

2.明定禁止學生在校園內吸菸及嚼檳榔。 

3.邀請衛生機構到校辦理拒菸活動。 

4.辦理學生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5.推動家長及來賓至校不吸菸不嚼檳榔運

動。 

6.校園內外張貼禁菸禁檳榔標誌 

7.拒菸拒檳課程融入健康領域教學。 

8.張貼各項宣導資料 

 

十、性教育 

1.辦理五年級生理衛生講座。 

2.辦理四年級衛生教育宣導 

2.籌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3.利用集會時間宣導性侵害防治 

4.辦理愛滋病防治宣導教育 

5.張貼海報 

6.融入健康領域教學。 

 

 

開學前 

 

開學前 

 

上學期 

每學期 

每學期 

 

 

經常 

每學期 

經常 

 

 

上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經常 

經常 

經常 

上下學期 

 

 

學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輔導室 

學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 

  

捌、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辛定朋       學務主任：賴俊宏            校長：賴玉雪  

       教務主任：林郁文   總務主任：楊碧枝   輔導主任：陳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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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106學年度健康促進八大議題融入課程實施計畫 

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健康促進八大議題融入課程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中華民國 103年 04月 07日屏府教體字第 10310457400號函辦理。 

（二）本校校務發展實施計畫。 

（三）學校本位課程暨本校願景及活動計畫。 

二、目的： 

（一）加強健康促進學校知識，養成學生正確健康促進觀念及良好習慣，建立學生良好行為。 

（二）透過健康各議題融入課程，培養健康飲食及運動習慣，提升健康品質，營造健康校園。 

三、實施期程：106年 8月~107年 5月（配合成果呈報）。 

四、實施方式： 

（一）每一個議題每個班級一學期至少融入課程一次（不限任何課程）。 

（二）每一年級需安排一節彈性課程實施一個主題，並於五月底以前繳交成果。 

（三）每一年級融入課程之議題將議題主題呈現於各學習領域教學進度總表。 

 (四) 每一年級學生排定時間做前、後測。 

五、實施主題、地點及承辦業務人： 

融入課程議題 實施對象 承辦業務人 

視力保健 一年級 唐淑媞護理師 

口腔衛生 二年級 唐淑媞護理師 

正確用藥 三年級 楊爵竹護理師 

健康體位 四年級 莊千慧營養師 

菸害防制、檳榔危害 五年級 生教組長陳志豪老師 

性教育（不含愛滋病防治） 六年級 性教育：楊爵竹護理師  

性教育（愛滋病防治） 六年級 愛滋病防治：生教組長陳志豪老師 

全民健保 四年級 衛生組長辛定朋老師 
 

六、資料來源：（一）承辦業務人員提供（二）至校網網路硬碟健康促進專區下載。 

七、評鑑：請於 107年 5月底課程結束後，各班將成果報告書上傳校網。學生學習單 

          或測驗（批閱後全班收齊）交至業務承辦人，以便彙整成果。 

八、經費:由學校材料及用品費項下支付。 

問卷 實施對象 前測、後測 班級數 紙張 影印費用 

視力保健 一年級 2 7 B4 30張 x2x7班 x1元=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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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衛生 二年級 2 7 A4 30張 x2x7班 x0.8元=336 

正確用藥 三年級 2 7 A4 30張 x2x7班 x0.8元=336 

健康體位 四年級 2 7 B4 30張 x2x7班 x1元=420 

菸害防制 五年級 2 8 A4 30張 x2x8班 x0.8元=384 

檳榔危害 五年級 2 8 A4 30張 x2x8班 x0.8元=384 

性教育 六年級 2 8 A4 30張 x2x8班 x0.8元=384 

全民健保 四年級 2 7 A4 30張 x2x7班 x0.8元=336 

    合計 3000元 
 

九、本計劃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辛定朋   學務主任：賴俊宏   校長：賴玉雪    教務主任：林郁文         

輔導主任：陳麗梅    總務主任 :楊碧枝    會計主任 :徐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