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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介入：全校學生、家長 

問卷：五年級學生 
人數 

109人 

14人(男：6人 女：8人) 

執行策略摘要 

1.利用網路問卷前測發現學生問題所在 

2.依據學生現況分析擬訂口腔衛生保健計畫並納入行事曆中 

3.規劃教師增能研習，設計生活技能教學編入課程計畫 

4.辦理親子潔牙比賽、親子共學創作及家長志工口腔保健技能研習 

5.推動早餐後到校潔牙及午餐後潔牙行動。 

6.規劃妥善潔牙環境，定期檢查學生潔牙工具及使用含氟牙膏(1000ppm)情形 

7.落實學生半年口腔檢查一次。 

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研究工具:口腔衛生成效評量問卷 前後測時距:三個月以上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 或 % 

後測值 

M(SD) 或 %  

t值 

或 X2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午餐後搭配含
氟牙膏潔牙率 

93.33 100 -1.000 .317 後測分數比前測稍高，但
未達顯著 

無母數

Wilcoxon 

檢定 
睡前潔牙率 100 100 .000 1.000 後測分數與前測一樣達到

100％，未達顯著 
每日至少使用
一次牙線率 

20 100 -3.464 .001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高 

在學校兩餐間
不吃零食率 

100 100 .000 1.000 後測分數與前測一樣達到
100％，未達顯著 

在校兩餐間不
喝含糖飲料率 

100 100 .000 1.000 後測分數與前測一樣達到
100％，未達顯著 

口腔保健行為 80.56 100 -3.316 .001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高 

口腔保健態度 76.52 100 -2.668 .008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高 

口腔保健知識 80.00 100 -3.341 .001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高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研究工具: 教學紀錄、學生學習單、學生聯絡簿 

教師： 

1.在課程進行中，講述氟化物的作用與取得並讓孩子實作，發現大部分孩子都能觀察到有塗氟膠的

雞蛋，明顯多了一層保護且更願意使用含氟牙膏。 

2.平時都再三強調吃完東西要刷牙，可是確實做到的學生並不多。但教學後，發現學生刷牙變

認真了，問他們為什麼刷牙變認真？表示怕牙菌斑偷偷躲在小縫隙讓自己蛀牙。 

學生： 

1.老師在大螢幕上展示我畫的心目中的牙科診所，我覺得很有趣，看見自己的作品，好開心。 

2.模仿牙醫師做窩溝封填，令我印象深刻，覺得牙醫師好厲害，想出這個方法來幫助我們減少

蛀牙的機會。 

家長： 

1.孩子經過窩溝封填教學後，去看牙醫時還問了醫生伯伯，很關心自己是不是已經施作了？ 

2.與孩子共創口腔保健作品過程中，看到孩子認真的神情，相信孩子真正有學到。 



2 

 

題目：口腔衛生教育成效探討—以大鄉國小為例 
摘要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世界衛生組織明確指出口腔健康是整體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從小培養學童正確

的口腔保健知識、態度和技能，落實持續維護口腔健康，以減少日後口腔疾病及健康問題之

發生，是學校教育應當努力的目標。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本校學童口腔保健行為、態度及

知識，透過口腔衛生教育方案介入後，學童在口腔保健行為、態度及知識的改變情形，以尋

求有效解決學童齲齒問題之介入策略，奠定學童口腔保健基礎，達成終身口腔健康之目標。 

 

研究方法： 

採用嘉義縣 107 學年網路問卷系統健康促進學校口腔衛生問卷實施前後測，採網路填答

方式，以五年級為對象，期中實施介入措施及生活技能教學活動，與社區牙醫師策略聯盟，

結合家長專業增能訓練，辦理親子共學活動，前後測相距超過三個月，採用無母數 Wilcoxon

檢定，分析前後測是否達到顯著差異？ 

 

研究發現： 

依據學生網路問卷前後測答題狀況，顯示睡前潔牙率、在校兩餐間不吃零食率及在校兩

餐間不喝含糖飲料率等向度前後測都保持 100％，學生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潔牙率及每日至

少使用一次牙線率後測分數都比前測高，其中每日至少使用一次牙線率達到顯著改善。口腔

保健行為、態度及知識，後測都比前測進步且達到顯著改善。根據 107 學年學生口腔衛生健

康指標顯示，學生小四同一樣本組學生初檢齲齒率從 100％下降至 28.57％，複檢率也維持

100％，說明學校推動口腔衛生教育，親師生口腔保健意識提高，介入措施也能發揮效果，有

效改善學生口腔健康問題。 

 

 

 

關鍵字：潔牙、不吃零食、不喝含糖飲料 

 

聯絡人：盧怡遠 dsps@mail.cyc.edu.tw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 560 號 

 

mailto:dsps@mail.c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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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口腔衛生是身體健康的基礎，世界衛生組織更明確指出口腔健康是整體健康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國小是學童身心發展的重要階段，且正值建立衛生行為與習慣的關鍵期。

此時若未能養成良好及正確的保健行為，不僅會直接影響兒童日後的健康，亦會間接的

影響學童生長發育與學習效果。因此，從小培養學童正確的口腔知識、態度和技能，以

減少日後口腔疾病及健康問題之發生，是學校生活教育應當努力的重要目標。 

本校地處朴子市市郊，社區家長以農牧業為主，外籍子女及隔代教養比例約占 48

％，健康照護有文化差異及隔代照養觀念問題，又學區內無牙科診所，學生就醫須至市

區，但因家長社經地位較為弱勢忙於經濟，常常無暇顧及學童健康照護。學校以「健

康」為首要願景，運用健康促進六大範疇發展校務，經過多年努力，本校學童齲齒率已

逐年下降，低於朴子市及嘉義縣。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持續探討本校學童口腔保健行為、

態度與知識的現況，瞭解口腔保健教育方案介入後，學童在口腔保健行為、態度與知識

的改變情形，以尋求有效解決學童齲齒問題之介入策略，奠定學童口腔保健基礎，達成

終身口腔健康之目標。 

(二)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1.學生層級： 

（1）健康指標現況： 

根據表 1 顯示，學生初檢齲齒率逐年下降，以班為單位亦呈現明顯改善比率(如表 2)，

顯見學校介入措施有效，未來需再加強幼生口腔保健行為，尤其牙線使用應推廣至中年級

使用。。 

 

表 1  大鄉國小學生健康資訊系統健康指標一覽表（統計至 107.8.30） 

項目 
指標 106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名稱 本校 朴子市 嘉義縣 全國 本校 朴子市 嘉義縣 全國 本校 朴子市 嘉義縣 全國 

口腔 
衛生 

初檢齲齒率 32.14 31.42 44.45 37.61 46.15 58.06 41.18 40.42 50 44.34 46.52 40.19 

齲齒複檢率 100 99.28 98.4 84.83 100 97.12 97.45 86.34 100 96.94 98.05 87.46 

 

表 2    大鄉國小各年級初檢齲齒率變化一覽表（統計至 107.8.30） 

學年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106  6.67   61.54  

105 38.89   66.67   

104   100    

103  60     

102 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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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議題網路問卷現況： 

由表 3 可知，本校推動口腔衛生介入措施確有成效，學生已能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但「使用牙線」行為仍待加強。 

 

表 3  大鄉國小 106 學年度健康議題網路問卷後測結果一覽表(107.5) 

 

2.學校層級： 

行政管理：學校口腔衛生健康政策具體明確且能依據家長社區特性及學生健康問題分

析，擬定可測量目標，同時納入重要人員(牙醫師公會)組成小組推動，並能

採用實證型行動研究方式，進行過程記錄、成效統計分析結果並提出改善策

略，做為來年擬訂計畫之參考。 

設施設備：提供充足口腔衛生設施及隨時補充口腔教材教具，支援潔牙行為落實。 

心理環境：制定明確獎勵機制及相關口腔保健機制，顧及各層面親師生需求，營造友善

潔牙環境。 

課程教學：提供教師口衛增能機會，提升教師口腔保健教育專業，採用生活技能取向教

學，確保口腔衛生教育效能提升。 

社區環境：已結合社會資源建立策略聯盟，並定期提供家長參與機會，營造口腔健康促

進氛圍。 

健康服務：主動積極全面提供親師生口腔健康服務，確保口腔衛生能獲得有效改善。 

(三)國內外執行該策略的成效說明與探討： 

劉雅綺(2017)針對主要照顧者對學童口腔保健責任歸屬的認知以及監督行為是否與

學童齲齒相關進行研究，發現：主要照顧者年齡大於 60 歲、隔代教養、家庭月平均收入

小於 20,000 元、無業或非技術類的工作是學童齲齒的高風險因子。主要照顧者認為學童

齲齒是照顧者的責任，則對學童的口腔保健監督行為會越高，對學童監督行為越多，就

越有可能影響學童的齲齒狀態。 

謝蕙如(2014) 調查原高雄縣原住民鄉鎮學童之口腔健康狀況、飲食及口腔衛生習

慣、其主要照顧者相關因素及不同口腔衛生策略介入的監測及成效評估。發現：學童低

頻率刷牙習慣與主要照顧者的刷牙習慣有關，另外對於剛萌發的第一大臼齒進行裂溝封

填劑塗佈，可有效預防齲齒。 

賴育群(2013)研究發現刷牙時配合使用牙線能提升預防齲齒的成效。 

鍾君儀(2012)運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國小學生餐後潔牙行為及其相關因素。研究發

現：口腔保健知識越佳者，其採取餐後潔牙行為的可能性越高。研究對象之「餐後潔牙

自我效能」為中等程度，當有人提醒或鼓勵時、當學校有要求時及當潔牙用具齊全時，

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 

(超過 1000ppm)潔牙率 
睡前潔牙比率 每日至少使用一次牙線比率 在校兩餐間不吃零食比率 

在校兩餐間不喝含糖飲料
比率 

校平均 市平均 縣平均 校平均 市平均 縣平均 校平均 市平均 縣平均 校平均 市平均 縣平均 校平均 市平均 縣平均 

100% 64.08% 78.61% 100% 93.20% 91.32% 57.14% 40.78% 49.81% 100% 61.65% 62.37% 100% 71.84% 69.0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bvpUl/search?q=auc=%22%E5%8A%89%E9%9B%85%E7%B6%B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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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執行餐後潔牙的自我效能較高。 

曾豐琪(2011)探討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口腔衛生行為現況及其相關因素，發現：

學生口腔衛生行為會因其性別、主要照顧者社經地位、是否上過口腔保健課程和是否有

蛀牙而有所差異。 

綜合上述，主要照顧者的口腔保健行為及態度深深影響學童口腔衛生狀況，學校口

腔衛生教學必須長期且有系統實施，並不斷進行宣導及鼓勵，同時建置友善的潔牙環境

在在都能改善學童潔牙習慣。另外，窩溝封填及氟化物的使用確實能有效預防齲齒。 

(四) 研究目的： 

1.目的： 

(1)透過介入措施指導口腔保健知識，培養學生正確潔牙行為。 

(2)推廣親師生正確口腔保健觀念，確保家庭學生個人口腔健康。 

2.校本指標： 

(1)降低學童未治療齲齒率 5％。 

(2)複檢齲齒診治率達到 100％。 

(3)四年級窩溝封填施作率達到 100％。 

(4)睡前潔牙率達到 90％。 

(5)午餐餐後搭配含氟牙膏潔牙率達到 100％。 

(6)在校二餐間零零食比率達到 100％。 

(7) 在校不喝含糖飲料率達到 100％。 

二、 研究方法： 

(一)前後測成效評價對象： 

以五年級進行前後測分析，問卷採網路填答方式，前測於107年11月底完成，後測於

108年3月底完成。 

(二)前後測成效評價工具：  

1.量性問卷： 

(1)採用嘉義縣 107 學年網路問卷系統健康促進學校口腔衛生問卷實施前後測，採網路填

答方式，取得樣本資料後以編碼方式輸入電腦，再以 PASW 22.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因樣本數過少採用無母數 Wilcoxon 檢定，分析前後測是否

達到顯著差異？ 

(2)採用黃曉靈教授編撰家長講座知識調查，採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參加親子比賽家長進

行取樣，以 106 年及 107 年家長填答情形進行比較。取得樣本資料後以編碼方式輸入

電腦，再以 PASW 22.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因樣本數過少

採用無母數 Wilcoxon 檢定，分析二者是否達到顯著差異？ 

2.質性工具： 

(1)學習單：於實施口腔衛生教學後，由學生填寫學習單。 

(2)教學紀錄：擔任健康課程授課教師於教學後填寫教學紀錄含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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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聯絡簿：於聯絡簿中納入學生每天潔牙次數紀錄，由老師、家長及學生共同登記。 

3.前後測成效評價過程或介入方法： 

(1)研究過程： 

○1 學校政策方面： 

組織推動小組納入學生代表、專家學者及家長代表，研擬口腔保健工作事宜。另

徵求健康小天使協助學生潔牙輔導紀錄。小組成員如後。 

 

表 4  口腔保健推動小組 

計畫職稱 姓名 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備註 

計畫主持人 李春輝 校長 綜理計畫並主持小組會議 工作小組 

協同主持人 蔡幸玲 教導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
助行政協調 

工作小組 

協同主持人 盧怡遠 總務主任 
學校物質環境規劃、口腔保健器
材設置維護、家長志工組訓 

工作小組 

總幹事 宋莉萱 訓導組長 
潔牙獎勵活動規劃及督導、親子
活動執行、親師生協調聯繫 

工作小組 

諮詢委員 黃琮琪 家長會長 
計畫推動並提供諮詢服務及整合
社區人力協助推展健康服務 

 

諮詢委員 陳敏麗 
長庚科技大學副
教授 

學校衛生保健工作之諮詢與建議 中央輔導委員 

諮詢委員 黃國軍 東石國中校長 學校衛生保健工作之諮詢與建議 地方輔導委員 

諮詢委員 李宜霈 朴子衛生所主任 學校衛生保健工作之諮詢與建議  

諮詢委員 李口榮 
鴻元牙醫診所 

醫師 
學校口腔保健工作之諮詢與建議 

嘉義縣牙醫師
公會理事長 

研究人員 蔡立瑜 護理師 學生個案輔導、健康服務 工作小組 

研究人員 侯成洲 教務組長 
健康教師安排、生活技能課程設
計研發及學校衛生專業成長規劃 

工作小組 

研究人員 李采燕 幹事兼人事、主計 
文書支援、規劃教職員文康健促
活動及健促相關經費編列 

工作小組 

研究人員 各班導師 
協助研發學校相關課程及督導學
生健康行為養成 

 

研究人員 蔡育呈 學生代表 
協助辦理學生需求評估與活動及
協助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2 於公開場合由校長宣示學校拒絕零食及含糖飲料進入校園，並尋求家長支持。 

(2)修正過程： 

口腔保健相關推動事項討論併學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採滾動修正。並於期末校

務會議併健康促進各項健康議題提出報告檢討。 

○1 建置歷年（102-107 學年）口腔保健健康指標相關資料，作為規劃活動參考。 

○2 結合縣版網路問卷方式收集學生口腔保健各項指標、保健行為、態度及知識情形，作

為教學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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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作問卷收集家長口腔保健認知，作為學校擬定相關政策參考。 

(3)介入方法(問題解決策略)： 

○1 建置完善潔牙環境 

a.確保充足洗手台，以每班至少一個(含三個水龍頭)為原則。 

b.班級設置潔牙設備置放區，由家長準備潔牙工具，導師須注意提醒學生清潔衛生。 

c.教室設置牙刷消毒設施，並定期檢查學生潔牙工具。 

d.於午餐後(12:30)，由健康小天使播放潔牙歌，提醒學生進行餐後潔牙，並登錄至學

生聯絡簿，由導師及家長共同監督，並由訓導組不定期抽檢各班實施情形。 

e.製作衛教看板宣導口腔保健資訊—正確刷牙法及正確使用牙線。 

○2 辦理教師及家長增能研習 

a.邀請牙醫師衛教指導教職員及家長口腔保健常識。 

b.辦理口腔衛生融入教學研習，建立教師專業知能。 

c.擔任健康課程教學教師要求自我進修學校衛生知能每學期至少 3小時。 

○3 運用實證支持性環境策略運用，設計規劃生活技能取向口腔主題教學課程 

a.課程發展委員會擬定一至六年級口腔教學重點，責成授課教師撰寫生活技能導向教

學計畫並實施，如表 5及附件六，讓學生建立正確口腔保健知識。 

 

表 5 口腔主題教學設計彙整表 

設計者 莊淑富 莊淑富 陳鳳如 吳惠婷 林淑真 吳宗祐 

教學者 陳鳳如 莊淑富 梁倫凰 吳惠婷 羅敏華 吳宗祐 
教學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單元名稱 我愛牙 
我是小小牙
醫師 

牙齒的功能 
口腔疾病知
多少 

牙齒撞斷了
怎麼辦 

別急著刷牙 

生活技能
取向 

自我覺察.自

我健康管理.

有效溝通.做
決定.解決問
題 

自我覺察.自
我健康管理.

有效溝通.做
決定 

自我覺察.做
決定 

自我覺察.合
作與團隊作
業.拒絕技
能.批判思考 

自我覺察.
目標設定.合
作與團隊作
業.倡導能
力.做決定.

解決問題 

自我覺察.自
我監控 

主要教學
內容 

口腔保健重
要性、潔牙
方法 

窩溝封填重
要性 

各類牙齒功
能及保護方
法 

認識口腔疾
病 

斷牙處理 

運用牙菌斑
顯示劑明瞭
自己潔牙技
巧是否得宜
並落實正確

潔牙方法 

 

b.將口腔保健知識及技巧融入跨領域教學，讓學生能形成自我健康管理習慣，養成正

確潔牙及口腔保健習慣。 

C.收集網路數位教材教具，提供家長及教師參考運用。 

○4 辦理親子潔牙活動及親子共學學藝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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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辦理潔牙比賽，並增設親子組，邀請家長參加。 

b.辦理親子共學學藝創作競賽，如繪本、海報，一方面建立親子支持性環境，一方面

加深家長學生正確潔牙觀念。 

○5 建立家長夥伴關係，共同營造完善學童口腔保健防護網。 

a.於家長日公布學校整體口腔健康數據，溝通學校保健作為並釐清正確保健常識。 

b.聯絡簿規劃潔牙紀錄，由家長督促學生完成晚餐後、睡前及起床後之潔牙行為。 

c.規劃口腔保健增能研習，鼓勵家長參加並實作正確潔牙。 

d.規劃親子潔牙比賽及親子共學活動，鼓勵家長實際參與並習得正確口腔保健技能以

指導孩子正確口腔保健。 

e.建立機制要求家長落實學生半年口腔檢查一次及準備學生正確潔牙工具。 

○6 結合社區策略聯盟，邀請牙醫師及商家結盟服務。 

a.與市區牙醫診所策略聯盟，免除學生掛號費並協助牙齒定期檢查(每學期至少一

次)。 

b.檢查異常學生，通知家長帶往鄰近牙醫診所就醫矯治。如有家長沒空，則取得家長

同意後，由學校聯繫有意願之牙科診所，統一帶往診療，其掛號費由家長負擔，如

有經濟困難不堪負荷之情事，則尋求社會資源支助。 

c.與鄰近商家結盟，張貼飲料紅綠燈宣導單，鼓勵學生少糖飲食。 

○7 建立積極性健康服務機制，列管追蹤以有效降低齲齒率 

a.針對齲齒率高之學生建立追蹤關懷名冊，實施早餐後到校刷牙活動，並由健康小天

使紀錄追蹤。 

b.製作口腔保健的衛教單張（由衛生福利部提供之資料）予家長，請家長在生活中共

同配合監督學童的口腔衛生保健。 

c.落實定期檢查機制，於每學期初(即開學後二週內)全面發放定期檢查通知單，請家

長利用時間帶往鄰近牙醫診所檢查矯治。 

○8 配合政府推動含氟漱口水、窩溝封填及塗氟計畫 

a.每週二午餐潔牙後以含氟漱口水漱口。 

b.低年級國小學齡兒童配合政府窩溝封填政策，鼓勵家長將學生帶往牙科診所進行，

並由護理師追蹤輔導，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完成。 

c.幼兒園配合衛生所實施幼生塗氟。 

三、 研究結果： 

(一)量性結果： 

1.學生部分： 

(1)依網路填答情形，前測 15 人上網填答，後測 15 人上網填答，共 30 筆，經過交叉比

對，前後測皆上網填答者並扣除填答不完整，共得有效資料 15 人（共 30 筆）。 

a.將有效資料前後測答題狀況進行描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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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前後測答題狀況一覽表(N=15) 

項目別 前後測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偏差 增減 

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超過 1000ppm)

潔牙比率% 

前測 0.00 100.00 93.33 25.820 
6.67 

後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睡前潔牙比率% 
前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0 
後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每日至少使用一次牙線比率% 
前測 0.00 100.00 20.00 41.404 

 80.00 
後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在學校兩餐間不吃零食比率% 
前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0 後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在學校兩餐間不喝含糖飲料比率% 
前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0 
後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口腔保健行為 
前測 58.33 100.00 80.56 12.063 

19.44 
後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口腔保健態度 
前測 21.74 100.00 76.52 24.487 

23.48 
後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口腔保健知識 
前測 35.29 100.00 80.00 15.848 

20 
後測 100.00 100.00 100.00 0.000 

 

從表 6-1 中可以發現，學生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超過 1000ppm)潔牙比率、每日至少使

用一次牙線比率、口腔保健行為、態度及知識等五個面向，後測都比前測高，尤其是每日至

少使用一次牙線比率進步最多(80%)，睡前潔牙比率、在學校兩餐間不吃零食比率、在學校

兩餐間不喝含糖飲料比率等三個面向，前後測都達到 100%，顯示學生口腔保健行為逐漸養

成固化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b.以無母數 Wilcoxon 檢定分析樣本在前後測差異是否顯著？ 

 

表 6-2 無母數 Wilcoxon 檢定 

 

學午餐後搭配含氟
牙膏(超過 

1000ppm)潔牙比率 

睡前潔牙率 每日至少使
用一次牙線
比率 

在學校兩餐
間不吃零食
比率 

在學校兩餐間
不喝含糖飲料
比率 

Z 值 -1.000b .000c -3.464b .000c .000c 

漸近顯著性（雙尾） .317 1.000 .001 1.000 1.000 

a.Wilcoxon 檢定  b.根據負等級 c.負等級的總和等於正等級的總和。   **P＜.001   *P＜.05 

 

從表 6-2 中得知前後測，每日至少使用一次牙線比率（z =-3.464，P＜.05）面向有顯著差

異；學生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超過 1000ppm)潔牙比率（z =-1.000，P＞.05）、睡前潔牙比

率（z =.000，P＞.05）、在學校兩餐間不吃零食比率比率（z=.000，P＞.05）、在學校兩餐

間不喝含糖飲料比率%（z =.000，P＞.05）等四個面向則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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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無母數 Wilcoxon 檢定 
 口腔保健行為 口腔保健態度 口腔保健知識 

Z 值 -3.316b -2.668b -3.341b 

漸近顯著性（雙尾） .001 .008 .001 

b.根據負等級   **P＜.001   *P＜.05 

從表 6-3 中得知前後測，口腔保健行為（z =-3.316，P＜.05）、口腔保健態度（z =-

2.668，P＜.05）、口腔保健知識（z =-3.341，P＜.05）等面向有顯著差異 

2.家長部分： 

(1)辦理親子潔牙比賽，請參加家長填答口腔保健知識測驗，106 學年 8 人，107 學年共 9

人，扣除填答不完整，共得有效資料 17 人（共 17 筆）。 

a.將有效資料答題狀況進行描述性統計： 

 

表 6-4 家長參加親子潔牙比賽口腔保健知識測驗統計表 

題次 題目 
答對率(％) 

106 學年 107 學年 

1 造成蛀牙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100 100 

2 
刷牙時要使用含氟牙膏，但是應該至少要刷牙幾分鐘以上，才
能有效防治蛀牙？  

29 75 

3 一天中何時刷牙最能保護牙齒? 71 75 

4 牙菌斑是什麼？  100 75 

5 造成牙周病的原因是什麼？  100 100 

6 氟化物對牙齒的主要功能為何？  100 100 

7 漱完含氟漱口水後，至少要等多久後才可進食？  71 75 

8 清潔牙縫及牙齒鄰接面最好的工具是什麼？  100 100 

9 在一般狀況下，我們應多久做一次定期口腔檢查?  86 100 

10 牙齦發炎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100 100 

平均 85.7 90 

 

從表 6-4 中得知家長參加潔牙比賽口腔保健知識測驗，107 學年度平均得分比 106 學年度

進步，在「刷牙時要使用含氟牙膏，但是應該至少要刷牙幾分鐘以上，才能有效防治蛀

牙」、「一天中何時刷牙最能保護牙齒」、「牙菌斑是甚麼」及「漱完含氟漱口水後，至少

要等多久後才可進食」等四題，家長答錯機率很高，但分數仍達 75 分。 

b.以無母數 Wilcoxon 檢定分析樣本是否顯著？ 

 

表 6-5 家長口腔保健知識(N=11) 

  平均數 Z 值 P 值 

106 學年 85.7 
-0.948b .343 

107 學年 90.0 

            a. Wilcoxon 檢定    b. 根據正等級。   **P＜.00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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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6-5 中得知參加潔牙比賽的家長口腔保健知識，106 學年及 107 學年無顯著差異（z 

=-0.948，P＞.05）。 

3.學生初檢齲齒率表現： 

 

表 6-6  107 學年學生初檢齲齒率一覽表 

年級 
106 學年 107 學年 增減 

本校 市平均 縣平均 本校 市平均 縣平均  

一年級 61.54 49.75 53.50 46.67 45.27 43.76 -14.78 

四年級 6.67 40.88 46.92 28.57 36.76 38.84 21.9 

 

從表 6-6 可以看出學生初檢齲齒率，一年級有改善，但四年級雖有增加但平均已比

縣市平均還低，從表 6-7 顯示每學年小四相較原小一的齲齒率都有明顯下降，顯示學校

介入措施確能改善學生口腔問題。 

 

表 6-7    大鄉國小各年級初檢齲齒率變化一覽表（統計至 108.3.30） 

學年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107   28.57％   50％ 

106  6.67％   61.54％  

105 38.89％   66.67％   

104   100％    

103  60％     

102 89.47％      

 

(二)質性結果：詳見附件聯絡簿、教師教學省思及學生學習單 

老師部分： 

1.每位學生對於看牙的恐懼感程度不同，但是在教學後學生明顯減少恐懼感，第一節最後

的不記名問卷中，可以看見學生的改變。 

2.我是小小牙醫師活動，學生很仔細地依照步驟施做，學生發現有塗立可白的牙齒就像有

一層保護膜，可以保護牙齒，立可白就像窩溝封填劑，可以保護我們的牙齒，沒有塗立

可白的牙齒比較沒有保護。 

3.學生開始使用牙線，雖然他們的動作尚未熟練，要配合鏡子才能更清楚清潔的位置。但

學生對於牙線使用很感興趣，只要一清出東西就會大呼小叫的同學分享。每個學生對牙

線使用有更深刻的體驗，對於可以將牙縫中的食物殘渣清潔乾淨，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4.在課程進行中，講述氟化物的作用與取得，並讓孩子實作，發現大部分孩子都能觀察出有塗

氟膠的雞蛋，明顯多了一層保護力，表示氟化物真的會給牙齒多一層的保護，讓孩子懂得要



12 

 

使用含氟量正確的牙膏、牙線、氟膠或氟錠來幫自己的牙齒多一層保護力。 

5.學生確定只要做對適當處理，斷掉的牙齒是可以被救回的。另外，學生現在也了解冰牛

奶具有高張力，可以延長斷牙裡的細菌組織，是一個保存斷牙的好溶液，也了解可用生

理食鹽水或礦泉水保存斷牙，重點是要保持斷牙濕潤，才能挽回生機。 

6.透過這次的教學讓孩子們更熟悉使用牙線來清潔牙齒，也知道刷牙的時間要有一定的時

間才能有效的清潔牙菌斑。 

學生部分： 

1.老師在大螢幕上展示我學習單裡面畫的心目中的牙科診所，我覺得很有趣，看見自己的

作品，好開心。 

2.模仿牙醫師做窩溝封填的活動，令我印象深刻，覺得牙醫師好厲害，想出這個方法來幫

助我們減少蛀牙的機會。 

3.原來牙線也可以保護牙齒!卡在牙縫裡面的東西使用牙刷刷不到，使用牙線卻可以把裡面

的東西刮出來，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保護牙齒。 

4.原來我們所使用的牙膏跟週二所使用的漱口水都是有含氟的，氟化物就像牙齒的守護

神，保護第一層的法瑯質，不被我們所吃食物產生的酸破壞牙齒，真是一位大功臣。 

5.以前牙齒掉了都用衛生紙包起來！現在知道斷掉的牙齒不能這麼做！牛奶、生理食鹽水

和礦泉水都這麼好用！可以保存斷牙！ 

6.雖然在學校午餐後潔牙的時間是比較長的，但回家後常為了玩而沒有把潔牙做確實，都

很短時間就刷完牙，今後我要讓自己的刷牙時間足夠。 

家長部分： 

1.孩子經過這次的教學活動後，終於了解學校一再強調的窩溝封填是什麼，前幾天去看牙

醫時還問了醫生，很關心自己是不是已經施作了。更棒的是用鏡子仔細觀察自己的牙齒

後，發現自己的牙齒因蛀牙的關係黑黑的，很醜，請他睡前刷牙要仔細，有乖乖清潔

了，不用再催催催，真是太好了。 

四、 討論與建議： 

(一)根據學生前後測答題情形，學生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超過 1000ppm)潔牙比率、每日至少

使用一次牙線比率、口腔保健行為、態度及知識等五個面向，後測都比前測高，尤其是

每日至少使用一次牙線比率進步最多(80%)；睡前潔牙率、在學校兩餐間不吃零食比率比

率、在學校兩餐間不喝含糖飲料比率，前後測都達到 100%；每日至少使用一次牙線比率

（z =-3.464，P＜.05）面向、口腔保健行為（z =-3.316，P＜.05）、口腔保健態度（z =-

2.668，P＜.05）、口腔保健知識（z =-3.341，P＜.05）等四個面向有顯著差異，顯示學

生口腔保健各層面逐漸養成習慣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二)學生午餐後搭配含氟牙膏(超過 1000ppm)潔牙率、在學校兩餐間不吃零食比率及不喝含糖

飲料比率皆能達到或保持 100％，顯見學校導師及行政人員護理師大都能全面參與，成

為學生在校口腔保健最佳推手。 

(三)學生睡前潔牙率後測達到 100%，可見家長都能認同學校作為，也能共同督導學生完成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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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潔牙習慣，且半年一次口腔衛生檢查，家長也都能配合學校通知帶學生前往市區診所

進行檢查及治療。 

(四)根據 107 學年學生口腔衛生檢查健康指標顯示，一年級有改善，但四年級雖有增加但平

均已比縣市平均還低，顯示學校介入措施確能改善學生口腔問題，複檢率也達到 100

％，說明學校推動口腔衛生教育，親師生口腔保健意識提高，介入措施也能發揮效果，

有效改善學生口腔健康問題。 

(五)家長口腔保健知識測驗，107 學年度平均得分比 106 學年度進步，但二年在「刷牙時要使

用含氟牙膏，但是應該至少要刷牙幾分鐘以上，才能有效防治蛀牙」、「漱完含氟漱口

水後，至少要等多久後才可進食」等三題，答錯機率很高，未來應釐清家長相關知識。 

(六)本校四年級健康檢查 107 學年度初檢齲齒率相較 160 學年度增加 21.9％，但平均已比縣

市平均還低，且相較四年級前小一初檢齲齒率，已從 100％下降至 28.57％，顯示學校介

入措施確能改善學生口腔問題。 

(七)建議及改善策略： 

1.牙線使用從中年級開始，並持續對老師家長增能口腔保健技巧。 

2.對新調入教師建議須有學校相關行政作為之研習或避免接任班級導師，待孰悉學校運作

及學生特性後，再視情形調整。 

3.建議針對家長辦理口腔保健增能研習或於家長日提醒家長學童口腔保健常見錯誤之處，

以免以訛傳訛，錯失學童建立正確口腔保健習慣之關鍵期。 

4.口腔衛生定期檢查應提前於學期結束前發放通知，以避免學期開始後診所看診時間排不

上，造成家長困擾及學生無法如期完成檢查。 

5.親子共學創作活動及親子潔牙比賽都能有效建立家長支持性環境，有助於親子關係改

善，未來建議應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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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口腔保健問卷 
 

 

 

 

 

 

一、口腔保健行為： 

    以下各題，是想了解你平日清潔口腔的習慣，請仔細閱讀每一個題目，並在□內勾選一

個符合你的選項，請按照你的實際情形作答。 

1.你的牙齒有蛀牙嗎？（從以前到現在） 

    □1.沒有  (請跳填第 3題)   □2.有，我有________顆蛀牙。(請繼續填第 2題) 

2.你被檢查出蛀牙後，是否有拿學校的複檢單到牙醫診所就診治療？    □是  □否 

3.過去一週，你起床後是否都有刷牙？ □是  □否 

4.過去一週，你早餐後是否都有刷牙？  □是  □否 

5.過去一週，你午餐後是否都有刷牙？ □是  □否 

6.過去一週，你晚餐後是否都有刷牙？ □是  □否 

7.過去一週，你睡前是否都有刷牙？ □是  □否 

8.你午餐後會用含氟牙膏(氟濃度 1000ppm 以上)刷牙嗎 □是  □否 

9.過去一週，你是否每天使用牙線？ □是  □否 

10.你一星期在學校會吃幾次零食？例如：糖果、餅乾、巧克力等等…。 

□我在學校不吃零食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7次以上 

11.你一星期在學校會喝幾次含糖飲料？例如：多多、汽水、奶茶、 紅茶等等…。 

□我在學校不喝含糖的飲料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 □ 7次以上 

12.你用什麼方法刷牙?  

□1. 橫擦法：刷毛與牙面呈 90度接觸，往返橫刷。 

 
□2. 貝氏法：刷毛朝牙根接觸牙齦，深入牙齦溝內並與牙面呈 45度角，微用力前後短距離震動。  

             
□3. 馮尼氏法：刷毛與牙齒表面呈 90度，外側作大圓形運動(左圖)，內側水平前後運動(右圖)。 

 
□4. 生理刷牙法：刷毛放置近牙冠處，由牙冠向牙齦弧形輕刷之。 

 

親愛的同學，你好！ 

    這份問卷主要是想了解學校推動口腔保健方面的成效狀況，你個人所填寫的結果會保

密，只做整體研究分析使用，不會公開，不會算成績，也不會對學校造成影響，所以請你

安心的依實際的生活情形填寫。 

    回答調查表時，請依照說明去做。謝謝你！     

敬祝          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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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腔保健態度 

    以下各題，是想了解你對口腔保健的看法。請仔細閱讀每一個題目，並在□內勾選一個

符合你的選項，請按照你的實際情形作答。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餐後立刻刷牙是很重要的事。 □ □ □ □ 

2. 每餐飯後潔牙是一件麻煩的事。 □ □ □ □ 

3. 只要有刷牙就足夠保護牙齒，刷得仔細或正確不那麼重要。 □ □ □ □ 

4. 每天認真刷牙，就可以不用使用牙線。 □ □ □ □ 

5. 我會因為動作不好看而不使用牙線。 □ □ □ □ 

6. 用含氟漱口水漱口，就可以不用刷牙。 □ □ □ □ 

7. 為了牙齒健康，我會少吃甜食。 □ □ □ □ 

8. 定期找牙醫師做口腔檢查是必要的。 □ □ □ □ 

 

三、口腔保健知識（選擇題）(■表正確答案) 

    以下各題，是想了解你的口腔衛生知識，請仔細閱讀每一個題目，並在□內勾選一個你

認為正確的答案，若不知道答案，請勾選不知道。 

1.造成蛀牙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1.口腔中的細菌吸收醣類產生酸  □2.蛀蟲跑到牙齒內  □3.營養不良 □4.不知道。 

2.蛀牙侵蝕到牙齒的哪一層後，接觸冷或熱的飲食會引起痠痛感？  

□1.琺瑯質  ■2.象牙質  □3.牙髓腔  □4.不知道 

3.一天中何時刷牙最能保護牙齒? □1.起床後  ■2.三餐後及睡前  □3.放學回家後  □

4.不知道 

4.牙菌斑是什麼？ ■1.附在牙齒表面的細菌及其產物  □2.食物殘渣附在牙齒上  □3.

牙齒形成過程鈣化不全所致    □4.不知道 

5.造成牙周病的原因是什麼？  

 □1.常常吃甜食 ■2.牙結石及牙菌斑等堆積在齒齦下 □3.牙齒長得不整齊 □4.不知道 

6.氟化物對牙齒的主要功能為何？ ■1.強化琺瑯質抗酸能力  □2.美白牙齒  □3.增加

牙齒堅硬度  □4.不知道 

7.漱完含氟漱口水後，至少要等多久後才可進食？ □1.三分鐘 □2.十分鐘 ■3.二十分

鐘  □4.不知道 

8.清潔牙縫及牙齒鄰接面最好的工具是什麼？■1.牙線 □2.牙籤 □3.牙刷 □4.不知道 

9.在一般狀況下，我們應多久做一次定期口腔檢查?■1.半年 □2.一年□3.二年或以上  

□4.不知道 

10.牙齦發炎的主要原因是什麼？■1.口腔清潔不徹底  □2.火氣大  □3.吃太多麻辣食

物  □4.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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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國民小學學童潔牙比賽 

口腔保健知識測驗     姓名：          

請仔細閱讀每一個題目，並在(    )填入一個你認為正確的答案號碼。 

1.(    )造成蛀牙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1.口腔中的細菌吸收醣類產生酸  2.蛀蟲跑到牙齒內  3.營養不良    

4.不知道。 

2.(    )刷牙時要使用含氟牙膏，但是應該至少要刷牙幾分鐘以上，才能有效

防治蛀牙？  

1.一分鐘   2.二分鐘  3.三分鐘  4.隨便都可以。 

3.(    )一天中何時刷牙最能保護牙齒? 

1.起床後  2.三餐後及睡前  3.放學回家後  4.吃東西後 

4.(    )牙菌斑是什麼？ 

1.附在牙齒表面的細菌及其產物    2.食物殘渣附在牙齒上     3.牙

齒形成過程鈣化不全所致    4.菇類的一種。 

5.(    )造成牙周病的原因是什麼？  

1.牙結石及牙菌斑等堆積在齒齦下    2.牙齒長得不整齊       3.常

常吃甜食          4.不知道 

6.(    )氟化物對牙齒的主要功能為何？  

1.強化琺瑯質抗酸能力     2.增加牙齒堅硬度     3.美白牙齒  4.

促進牙齒生長 

7.(    )漱完含氟漱口水後，至少要等多久後才可進食？  

1.五分鐘     2.十分鐘    3.十五分鐘     □4二十到三十分鐘。 

8.(    )清潔牙縫及牙齒鄰接面最好的工具是什麼？  

1.牙線       2.牙籤      3.牙刷      4.用手挖 

9.(    )在一般狀況下，我們應多久做一次定期口腔檢查?  

1.半年       2.一年      3.二年或以上    4.牙齒痛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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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學生午餐後潔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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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生追蹤矯治通知單及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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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聯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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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活動照片 

  

校長親自向家長說明窩溝封填的重要 護理師進行口腔保健宣導 

  

導師定期檢查學生潔牙工具 學生早上到校主動潔牙 

  

健康櫥窗布置潔牙正確方法海報 設計口腔保健教具 

  

學生使用牙線棒潔牙 學生午餐後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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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衛生所到校進行減糖重要宣導 與社區商店結盟張貼飲食紅綠燈 

  

邀請牙醫師公會理事長指導家長口腔
保健技能潔牙技巧 

辦理潔牙比賽邀請衛生所主任及牙醫
師公會理事長擔任評審 

  

辦理親子共學繪本研習 親子共創健康繪本 

  

高年級卡片、中年級海報優勝 低年級繪本第一名 

 



26 

 

附件七  教學設計、教學紀錄及學生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