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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

對象 

實驗組： 華山國小 

對照組： 桂林國小 
人數 

實驗組 25 

對照組 24 

執行

策略

摘要 

依循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範疇推行全民健保暨正確用藥議題中的子議題認

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 

1. 推行健康政策支持： 

1-1成立學校健康促進推行委員會，或議題相關委員會。 

1-2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分析學童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

源教育相關議題，及實施策略與計畫。 

1-3擬訂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推行項目，將各項活動納入行事曆。 

1-4辦理校內全體教師講座研習 

2. 建構物質支持性環境： 

2-1營造校園環境在學校公告欄以及健康中心廊道張貼「急診議題

ㄤ關訊息」宣傳標語海報 

2-2學校網頁連結連結健康促進網站，讓親、師、生與民眾能夠迅

速找到相關資源網站。 

2-3運用「巧推 Nudge」原理，在校園環境各項宣導標語張貼。 

2-4宣傳品製作，在各項活動中，分發給來賓、家長、學生作為宣

傳使用。 

3. 營造社會支持性環境： 

3-1利用融入寒假作業方式辦理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議題四格

漫畫、著色、作文、硬筆字比賽。 

3-2於寒假作業展時公開展示著色比賽的成果，並將優良作品張貼

在學校公布欄，讓家長來學校時也能夠看到。 

3-3老師利用全校學生集會時間對全校師生做「急診相關」議題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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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結合社區衛生所，宣導使用急診資源的正確觀念。 

3-5結合民間單位明基科技辦理一日營隊活動，讓學生在遊戲中學

習。 

4. 凝聚社區結盟支持： 

4-1給家長的一封信及回饋意向書張貼聯絡簿，家長與孩子共同認

識急診資源與珍惜急診資源教育。 

4-2結合節慶活動，於聖誕節晚會時辦理「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

診資源」健康促進活動，由學生表演「各「急級」病人，看診順序

都清楚劇本」健康促進戲劇以及講座，邀請家長與社區人士共同參

與。 

4-3辦理社區關懷，帶學生到社區表演與宣導活動。 

5. 提供健康服務支持： 

5-1健康中心辦理各項健康諮詢、以及保健服務等各項功能，隨時

提供親、師、生正確的醫療資訊。 

5-2 健康中心窗外廊道張貼健促相關議題的海報宣導，隨時提供學

生、老師與家長與健促相關議題的正確資訊，達境教功能。 

6. 提升個人健康技能： 

6-1於課程中針對學校實驗組部分設計 1節教學闖關課程，讓學生

在遊戲中學習，加深對健康促進相關議題與急診資源的了解與認

識，並且在活動後完成學習單，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學生參

與活動後的心得。 

6-2辦理家長增能講座分享正確急診資源訊息。 

6-3融入英語領域教學，讓學生學習與急診相關的單字與常用句

子。 

本研究採量性統計，實施教學前後測問卷調查 

研究工具:認識急診資源議題問卷 前後測時距: 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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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名稱 組別 
前測值

M(SD) 

後測值 

M(SD) 
t值 P值 

結果簡

述 
備註 

對急診資

源的想法 

學生實驗組 
0.30 

(0.46) 

0.94 

(0.24) 
18.475 .000 

後測顯

著進步 
 

家長實驗組 

0.42 

(0.49) 

0.94 

(0.24) 
17.566 .000 

後測顯

著進步 

急診資源

的態度 

學生實驗組 
3.31 

(1.06) 

4.66 

(0.57) 
11.122 .000 

後測顯

著進步 
 

家長實驗組 
3.33 

(1.30) 

4.27 

(0.78) 
9.367 .000 

後測顯

著進步 

急診資源

的效能 
學生實驗組 

2.65 

(1.24) 

3.68 

(1.00) 
11.889 .000 

後測顯

著進步 
 

急診資源

的行為 

學生實驗組 

3.19 

(0.93) 

4.66 

(0.56) 
7.872 .000 

後測顯

著進步 
 

家長實驗組 
3.81 

(0.76) 

4.34 

(0.60) 
4.296 .000 

後測顯

著進步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1.實驗組學生在介入各項教學活動認真參與與踴躍 

                   2.實驗組學生對於認識急診資源議題的觀念都有顯著提

升，對照組學生則無明顯差異。 

                   3.實驗組家長對於認識急診資源議題的觀念都有顯著提

升，對照組家長則無明顯差異。 

研究工具: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問卷、學校環境布置、戲劇表演。 

成效:1.實驗組的學生在認知、情意與技能方面都有顯著的差異。 

     2.對照組的學生在認知、情意與技能方面沒有顯著的差異。 

     3.實驗組的家長在認知、情意與技能方面都有顯著的差異。 

     4.對照組的家長在認知、情意與技能方面沒有顯著的差異。 

學校在推動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實驗組學生與家長都有進步，因

此在推動議題中，設計各項的活動可以可以讓參與者能夠更關注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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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多元化策略推動全民健保暨正確用

藥之「認識與珍惜急診室資源」成效 

摘要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台灣全民健保自 1995年開辦，從原本的 59%臺灣人民納入保障，至今已經高

達 99.6%以上的國人納入健保，並且 80%以上的社會大眾對該制度表示滿意。全民

健保實施以來，民眾就醫越來越方便了！不但醫療服務好，而且費用十分低廉，平

均每人每年花費 982 美元，只有美國的 15%，日本的 33%，但也因此造成醫療資源

的浪費。例如：醫療資源的濫用、醫療糾紛、醫療暴力等。醫療資源的濫用與醫療

暴力又屬急診室最常見的情況，急診是醫療的最前線，卻成為工作最繁重，壓力最

大的醫療工作區。 

    電視新聞中，我們時常看到一般民眾對急診的誤解，甚至是急診暴力事件，非

常浪費急診資源。102學年度全民健保議題融入健康促進學校廣為推廣，本校也努

力進行宣導與紮根工作，學童是未來國家的中流砥柱，及早給予正確的就醫觀念，

由自身做起，進而可以影響周邊的家人，讓有限的健保醫療資源能做最有效的使

用，共同珍惜醫療資源，才是健保永續經營知道。 

     

研究方法： 

    本計畫實施期間為 108年 10月至 109年 3月，為期共 6個月，以 3-6年級學

生共 25名以及社區家長共 62名為對象，進行「認識急診、珍惜急診資源」為主題

的教學課程與宣導活動，於介入前完成前測問卷，並在介入後完成後測問卷。學生

使用「巧推(Nudge)」的方式，在學校中以情境式的教學方式，在潛移默化中學

習，達到我們需要的效果。社區家長方面除了結合學生的「巧推(Nudge)」並且配

合節慶活動辦理宣導活動，介入前一樣先完成前測問卷接著由參與此實驗活動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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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同排演一齣戲劇向家長宣導正確的就醫醫療觀念，以及進行急診資源觀念宣導

講座，並於介入後實施後測問卷。 

研究發現： 

    研究結果可以得知，實驗組學生在珍惜急診資源、認識急診資源議題上的各項

認知、情意、技能都有顯著的增加。另外發現對照組學生無顯著差異。實驗組家長

的部分，前後測大致上有顯著的進步，對照組家長則無太大的差異。由於大人原本

在認知程度上就比較高，所以前後測差異程度比學生來得小，但是還是有呈現顯著

差異。 

 

致謝： 

    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張家臻博士指導，令感謝社區

資源(衛生所)、華山國小團隊、桂林國小團隊、學生、家長協助，得以完成本計

畫。 

 

 

 

關鍵字： 

    全民健保、急診資源、檢傷分級 

 

聯絡人： 郭淑娟、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 41號、kuo639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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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一) 需求評估 

古坑鄉位於雲林縣的東方，緊鄰中央山脈。本校地理位置則離斗六市區中心偏

遠的地方，毗鄰斗南鎮與嘉義梅山鄉，鄉內居民多以從事農業、服務業或斗六工業

區工作。 

學區屬山區偏鄉小學，且無任何一間中、西醫診所，無專業的藥師進駐藥局，平

日只有每週四上午 2 個小時時間由斗六市小太陽診所進駐義診，故社區居民大多選

擇搭乘免費的接駁車就醫或者自行開車到鄰近的鄉鎮或甚至車程需 30 分鐘以上的

醫療院所去就醫，有此可見偏鄉醫療資源的不足及就醫可近性、正確性，在這個科

技蓬勃及醫療發達的時代還是遠遠存在著醫療分配不均的問題和醫療知識缺乏。故

此珍惜健保資源和正確的就醫觀念仍有待我們探討和省思。 

本校為古坑鄉內的偏遠小型學校，目前編制 6班，學生人數 40 名，教職員工 14

名。低收入戶、單親、隔代教養及新住民子女比例佔 53%，照顧者平常都忙於生計，

無閒暇之餘培養教導學童健康衛生的習慣及正確知識，學區內學童家庭背景相對弱

勢，對於醫療知識的認知更是嚴重地缺乏。希望藉由此次透過學校的健康促進活動

建立學童正確的健保知識與正確的就醫觀念，進而影響家人珍惜我們的健保資源以

及培養正確的就醫觀念，促進家庭整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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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機會）

小型學校，
校園環境易
營造健促氛
圍。

教學能配合
課程調整，
並且整合容
易。

學童對於平
時所吸收知
識大多能夠
吸收體會，
並且運用於
日常生活中。

鄰近衛生所
平時就常支
援學校健康
促進與衛生
教育相關議
題的教育宣
導活動。

T（威脅）

學校辦理健
康促進相關
活動家長因
工作忙碌，
配合度有限。

學生人數少，
樣本數少，
並且研究對
象必須跨年
級才能實施。

社區家長資
源進入學校
非常少。

S（優勢）

健康中心能
提供相關教
學資源。

教師具有專
業教學資能，
並且不斷進
修相關研習
課程。

小規模活動
推動容易。

W（劣勢）

社區醫療不
足、嚴重缺
乏，家長必
須跨區就診。

隔代教養及
單親家庭比
率費長高，
家長醫療資
訊觀念薄弱。

 

表 1-1  SWOT情境分析 

華山國小情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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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台灣自1995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簡稱全民健保或是健保)，至今已近25年。

根據全民健康保險2016-2017年報，全民健康保險立基於增進全體國民健康，經過多

年的耕耘，納保率已達99.6%，醫療院所特約率亦高達93%，大幅增加民眾就醫的可

近性，不再像過去容易出現因貧忌醫或因病而貧的現象，經由風險分攤也進一步縮

小貧富差距。台灣民眾享有非常自由的就醫選擇權，健保給付項目涵蓋廣泛所以近

年來民眾滿意度平均維持在八成以上，由此可見民眾對於健保是非常給予肯定。 

 為急診資源能夠獲得有效的利用，2012年 5月起推動「全民健康保險急診品質

提升方案」，將急診部門檢傷分類採五級分類標準，預期改善急診品質，提升急重症

病患照護品質，有效提升急診病人處置效率。 

    近年來由於人口數的急速增加，以及一般大眾對於急診認知的不足，造成急診

醫療的需求逐年上升。但是在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時常造成各大醫院急診部

門人滿為患。高流量的急診室就很容易導致急診過度負荷，也會有較高的機會產生

醫療糾紛，此種狀況排擠真正急重症病患所需資源，嚴重影響急診醫療品質，甚至

危急病人安全。 

    針對台灣民眾所做的一份研究調查顯示，大部分病人與家屬對急診壅塞及利用

急診資源時機仍感模糊，並將全民健保制度視為政府社會福利；這些因素可能影響

民眾對於急診就醫醫院選擇。研究結果也指出教育可以影響民眾就醫習慣 (陳淑惠，

2019) 。 

 自1998年開始出現健保財務危機後，當時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曾調整部

分負擔及開拓財源，卻未見效果。所幸立法院於2011年1月通過《二代健保法》，擴大

健保費基，使健保財務暫時獲得緩解。除制度設計及醫療提供者外，在高可近性又

就醫便利的條件下，民眾的就醫行為更影響未來制度的永續發展。首先提出推動健

保教育的理念，指出國中、小學學生的全民健康保險認知、態度及觀念乃是必要的

教育議題，故建議教育部應修訂各級學校課程標準，於不增加學生課業負擔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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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關概念融入科目，並增加健保教材相關研究，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在架構全民健保永續經營的願景上，對於健保的討論應從長期關注的「收入面」

轉向民眾宣導妥善使用健保資源的「教育面」，才能培養民眾珍視健保和醫療制度

的態度，使健保永續推展，並能讓小朋友運用所學帶入家庭及社區中，讓台灣健保

能走入很多個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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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 

（一）量性目的： 

     1.提升學生與社區家長對急診資源的認知 

     2.提升學生與家長能夠珍惜急診資源 

     3.增進學生與家長能夠徹底執行珍惜急診資源的行為。 

（二）質性目的： 

     1.提升學生與家長對於急診資源的重視，養成正確就醫習慣，進而不浪費       

健保資源。 

     2.透過課程與活動的參與，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3.社區家長對學校活動參與度提升，增進社區與學校關係更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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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共計 107人，問卷調查對象分別為實驗組學校雲林縣古坑鄉華山國小

3-6年級 25人，對照組學校雲林縣古坑鄉桂林國小 3-6年級 24人，雲林縣古坑鄉

華山國小社區家長 37人、對照組學校雲林縣古坑鄉桂林國小家長 20人。 

二、 研究工具 

    使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所編制 108急診-國小(急急可

危)公版問卷、108 急診-國中(當務之急)公版問卷、108年珍惜急診資源家長問

卷。探討學生與家長對急診資源的想法、急診檢傷分級的態度、行為技能與效能四

大部分的現況。採現場填答方式，取得樣本，以編碼方式輸入電腦，再以

PASW22.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量性研究工具 

問卷內容分為四部份以下分別敘述之： 

1. 第一部分對急診資源的知識 

    學生問卷直接使用 108急診-國小(急急可危)公版問卷，內容包括健保資源的

正確觀念、急診檢傷分級、急診資源的正確使用方法。題數為 1-10 題，皆為單選

選擇題，每題答對者給 1分，答錯不計分，分數愈高代表對急診資源的認知愈好。 

    家長問卷根據 108急診-國小(急急可危)公版問卷、108急診-國中(當務之急)

公版問卷、108年珍惜急診資源家長問卷，整合出合適的問卷。題數為 1-10題，

皆為單選選擇題，每題答對者給 1分，答錯不計分，分數愈高代表對急診資源的認

知愈好。 

2. 第二部分對急診資源的情意 

    學生問卷直接使用 108急診-國小(急急可危)公版問卷，詢問個人對急診資源

的看法。題數為 11-15題，勾選「非常同意」者給 5分，勾選「同意」者給 4分，

勾選「沒意見」者給 3分，勾選「不同意」者給 2分，勾選「非常不同意」者給 1

分，並另設計反向題(11、12、13)，計分方式則與上述給分方式相反，分數介於

5-25分，分數越高代表對急診資源的態度愈正確。 

    家長問卷根據 108急診-國小(急急可危)公版問卷、108急診-國中(當務之急)

公版問卷、108年珍惜急診資源家長問卷，整合出合適的問卷。題數為 1-1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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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數為 1-5題，勾選「非常同意」者給 5分，勾選「同意」者給 4 分，勾選「沒意

見」者給 3分，勾選「不同意」者給 2分，勾選「非常不同意」者給 1分，並另設

計反向題(1、4、5)，計分方式則與上述給分方式相反，分數介於 5-25分，分數越

高代表對急診資源的態度愈正確。 

3. 第三部分對急診資源的效能 

    學生問卷直接使用 108急診-國小(急急可危)公版問卷，詢問個人對急診資源的

把握程度。題數為 16-20題，勾選「非常同意」者給 5分，勾選「同意」者給 4分，

勾選「沒意見」者給 3 分，勾選「不同意」者給 2 分，勾選「非常不同意」者給 1

分，分數介於 5-25 分，分數越高代表對急診資源的把握程度愈好。 

    家長問卷直接使用 108 年珍惜急診資源家長問卷，詢問個人對急診資源的把握

程度。題數為 6-10 題，勾選「非常同意」者給 5分，勾選「同意」者給 4分，勾選

「沒意見」者給 3 分，勾選「不同意」者給 2 分，勾選「非常不同意」者給 1 分，

分數介於 5-25分，分數越高代表對急診資源的把握程度愈好。 

4. 第四部份對急診資源的行為 

    學生問卷直接使用 108急診-國小(急急可危)公版問卷，詢問個人對急診資源

的行為。題數為 21-23題，勾選「總是」者給 5分，勾選「經常」者給 4分，勾選

「偶而」者給 3分，勾選「不常」者給 2分，勾選「從不」者給 1 分，分數介於

3-15分，分數越高代表對急診資源的行為愈好。 

(二)質性研究工具 

         一堂課時間活動介入教學，適時加入討論單及學習單，及完成所有校內活動繳

交心得報告，以下敘之： 

       「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闖關活動」(附件三教案)，將落實分級醫療及急診分級

等基本概念設計於各關卡題目中，讓 3-6年級學生運用所學及技巧去完成所有關

卡。關卡結束後每人填寫一張「珍惜健保之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闖關活動回饋

單」內有 5題勾選題、1題建議及感想回饋，讓學生於活動結束能省思在闖關當

中學習到些什麼，並且能回饋到家庭中，共同珍惜健保並且能夠認識與珍惜急診

資源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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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架構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健康促進學校定義為：「學校能持續的增強

它的能力，成為一個有益於生活、學習與工作的健康場所」。我國為響應

WHO 健康促進學校之理念，於 1996 年即開始推動「提升學生健康四年計

畫」，2002 年起由前衛生署與教育部共同以 WHO 訂定之健康促進學校 6 大

範疇：「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物質環境、學校社會環境、社區關係、個人

健康技能、健康服務」，制定學校衛生政策，營造學校師生共識，促進社

區共同參與，提供健康服務，以建構學習及培養健康生活的校園環境，增

進兒童及青少年整體健康，本校即以 6 大範疇推行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議

題，以下為本校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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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山 國 小 推 動 健 康 促 進 學 校 -  

認 識 與 珍 惜 急 診 資 源 行 動 研 究 架 構  

 

 

 

 

 

  

健康技能

健康
服務

社區
關係

社會環境

物質
環境

健康
政策

1. 召開健促衛生委員會 

2. 各項健促活動納入校務年

度行事曆 

3. 健促小組工作坊 

4. 全校教師增能研習 1. 校園規劃張貼宣導

海報 

2. 校網連結相關網站 

3. 校園環境各項標語

張貼 

4. 文宣品製作宣導 

1. 辦理校內著色、四格漫

畫、書法、硬筆字比賽 

2. 利用集會做全校議題宣

導 

3. 結合民間企業明碁科技

辦理一日營隊體驗活動 

4. 結合當地衛生所辦理宣

導講座 

1. 分給致家長的一封信 

2. 辦理聖誕節晚會，邀請家

長入校，提供家長增能講

座與宣導 

3. 社區關懷表演與宣導活動 

1. 進行學童急診資源教育之

檢測 

2. 健康中心諮詢與管理服務 

3. 參與健促議題增能研習 

1. 設計一堂課以闖關遊

戲的方式介入教學課

程 

2. 珍惜急診資源玩很大

之闖關活動 

3. 辦理長增能講座分享

珍惜急診資源的觀念 

4. 融入英語領域課程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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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過程 

    本部分共呈列包括健康促進相關推動小組之成員資料、健康促進學

校模式推動全民健保暨正確用藥之策略、預算經費表、進度甘特圖等以下

敘述之： 

(一)「健康促進相關推動小組之成員」 

   健促推動小組校內單位計 8 人，社區代表有古坑鄉衛生所、台大醫院雲

林斗六分院及指導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表 2-2)。  

表 2-2 健康促進相關推動小組之成員 

計畫職稱 姓名 所屬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計畫主持人 吳文策 校長 研擬並主持計畫 

協同主持人 郭淑娟 教導主任 教學課程研究策劃與督導執行，並協助協調工作 

協同主持人 劉盈妤 
教師兼 

訓導組長 
活動策略設計與督導執行，並協助協調工作 

協同主持人 黃仁甫 總務主任 相關活動經費執行，並協助場地布置協調工作 

執行秘書 許瑋芷 
教師兼 

教學組長 

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

調聯繫，協助彙整報告撰寫 

研究人員 謝宜峻 教師 全民健保暨正確用藥議題教學安排與設計 

研究人員 王晨榕 護理師 
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

調整合，協助彙整報告撰寫 

顧問 蔡顯勇 家長會長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區人力協助推展健

康服務 

諮詢單位 古坑鄉衛生所 協助提供各項醫療、諮詢資源及相關服務 

諮詢單位 
台大醫院雲林斗六

分院 
協助提供各項醫療、諮詢資源及相關服務 

指導單位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協助辦理各項知能研討進修、改進策略及相關經

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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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促進學校模式推動全民健保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之策略」 

    以健康促進學校六大範疇為方向，擬定各策略執行內容(表 2-3)，及各面向實

際執行說明如下： 

表 2-3 健康促進學校模式推動認識急診、珍惜急診之策略 

項

次 

推動

範疇 

實施內容 評價方法 佐證 

一 

 

健康 

政策 

1.成立學校健康促進推行委員會，或議題相關委

員會。 

組織架構 P17 

P21 

P22 2.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分析學童全民健保暨

正確用藥~急診資源教育相關議題，及實施策

略與計畫。 

1.會議記錄 

2.簽到單 

3.照片 

3.擬訂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推行項目，將各項活動

納入行事曆。 

行事曆 

4.辦理校內全體教師講座研習 
照片、簽到單 

二 物質 

環境 
1.規畫張貼急診資源教育宣導海報。 

照片 P24 

P25 

P26 

P27 
2.學校網站提供相關資料供學生查詢。 照片 

3.校園環境各項宣導標語張貼  照片 

4.宣傳品製作 照片 

三 社會 

環境 

1.辦理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教育著色、

四格漫畫、書法、硬筆字融入寒假作業比賽，

並進行成果展覽 

寒假作業照

片 

P29 

P30 

P31 

2.朝會時間加強宣導，建立學生養成良好的全民

健保暨正確用藥~急診資源教育 

照片 

3.結合社區衛生所，宣導使用急診資源的正確觀

念。 

照片 

4.結合民間單位辦理一日營隊活動 
照片 

四 社區 

關係 

1.給家長的一封信及回饋意向書張貼聯絡簿，家

長與孩子共同認識急診資源與珍惜急診資源

教育。 

給家長的信、

照片 

P33 

P34 

P35 

P36 

P37 

2.辦理聖誕晚會，邀請社區民眾、家長入校，提

供增能講座與宣導 

活動照片 

3.辦理社區關懷表演與宣導活動 活動照片 

五 健康 

服務 
1.進行學童急診資源教育之檢測 照片 P39 

P40 

P41 2.整理健康促進相關資料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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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中心提供各項諮詢與個案管理服務 
照片  

六 健康 

技能 

1.設計教案介入教學課程並以喘關遊戲方式進

行。 

照片 P43 

P44 

P45 

P46 

P47 

2.辦理家長增能講座分享正確急診資源訊息 照片 

3.融入英語領域課程教學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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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政策 

(1) 召開健康促進委員會，健促活動納入校園行事曆：本校於 108 年 10 月 2 日召

開健康促進衛生委員會，與會人員校內 7 人，社區代表 1 人，主要討論校內執

行全民健保協力學校及行動研究方向、報告各項健促議題辦理時程並將各項活

動納入行事曆及需社區代表協助資源等。 

(2) 辦理教師全民健保增能講座：108 年 12 月 18 日辦理教師增能研習，由學校主

任親授課，講座題目為「急診知多少」，當日參與人數除 2 位老師須帶領學生

上課外，其餘參加共 14 位，參與率 87.5%。 

(3) 舉辦健促小組工作坊：108 年 11 月 24 日辦理健促小組教學精進工作坊，由護

理師、教導主任、訓導組長、教務組長、謝宜峻老師 5 人小組討論介入課程闖

關活動設計與教學內容，另外設計融入英語教學等相關課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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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1—健康政策 

說明：由校長帶領召開衛生委員會 說明：大家認真記錄會議內容 

  

說明： 健促委員會簽到及會議紀錄 說明： 列入學校行事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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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1—健康政策 

說明：週三進修教師增能研習 說明： 主任利用影片引導同仁一起認識急診分級 

  

說明：大家認真觀賞影片 說明：研習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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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質環境 

(1) 張貼宣導海報：健康中心專欄張貼「認識急診資源及落實醫療分級」等宣導海

報，隨機利用學生看專欄時，提供海報內容解說，如：認識急診分級與正確就

醫等訊息，合計每月瀏覽學生約 90人次，提供諮詢與服務約 30人次。 

(2) 提供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資訊：校園健康中心佈告欄之健康促進專欄提供全民

健保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訊息，學校網頁則連結與急診資源相關之互

動資訊網站，前者校園佈告欄提供給學生或是到校家長來賓訊息，後者校網佈

告欄主要提供社區家長瞭解學校各項活動，讓家長能夠隨時掌握與健促相關的

訊息。 

(3) 校園環境標語張貼：使用「巧推」的方式，在校園的每個角落張貼與認識與珍

惜急診資源相關訊息的標語，例如：廁所、洗手台、教室門口、教室黑板、教

室走廊----等地方，讓學生隨時隨地都能夠接觸到相關的訊息。 

(4) 文宣品製作：原子筆、額溫卡、面紙、保溫瓶----等與學生學習相關的學用

品，分發全校師生、校外來賓、社區民眾，讓親、師、生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

刻接收認識與珍惜急診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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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2-物質環境 

說明：張貼急診分級海報—健康中心，學生

走過隨時可以觀看 

說明：張貼急診分級醫療海報—學校走廊，

讓家長接送小孩都能看到 

  

說明：校網連結急診室相關互動數位資訊學習

網 

說明：校網連結急診室相關互動數位資訊學習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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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2-物質環境 

說明：張貼急診分級醫療小卡-學校各廁所

內-男廁 

說明：張貼急診分級醫療小卡—學校各廁所

內-女廁 

  

說明：校園內各洗手台張貼---急診分級醫

療小卡 

說明：校園內各洗手台張貼---急診分級醫療

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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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2-物質環境 

說明：校園外張貼急診分級海報，讓路過社

區民眾與家長都能看到 

說明：教室門口入口處張貼宣傳標語和貼紙，

讓學生隨時可以看到 

  

說明：教室布告欄張貼宣傳相關訊息 說明：文宣品資料夾，分發給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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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2-物質環境 

說明：文宣品面紙製作，於活動時分發給家

長，學生使用 

說明：文宣品原子筆製作，分發給學生與家長

使用  

  

說明：文宣品額溫卡製作，背面貼上宣傳標

語，發給學生、家長、外賓做體溫自我管理 

說明：文宣品保溫品製作，於活動時分贈給參

與的學生、家長暨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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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環境 

(1) 加強衛教宣導：利用結業式、始業式、朝會等集會場合，由護理師針對全 校

40 名學生宣導包括「認識急診分級」和「珍惜急診資源」等正確用藥與正確

就醫的觀念，每場次約進行 5-10 分鐘，讓學生學習正確的急診醫療知識概

念。雖然每次只有短短的時間，但是讓孩子能夠多次的學習，效果比一次長時

間的宣導好。 

(2) 辦理藝文競賽：加入 1-6 年級寒假作業中，共計 40 位學童參加，並於開學時

舉辦寒假作業展，項目有書法、四格漫畫、著色、硬筆字---等，內容均與急診

資源相關，由學校老師依年段選出 1-2 份優秀作品，最後得獎作品公告於川堂

佈告欄之健康促進專欄，為期一個月，營造全校師生暨家長「珍視急診資源」

意識，增進親師生關注議題氛圍。 

(3) 結合當地衛生所做宣導：與當地衛生所合作，辦理學生健康促進活動講座宣

導，利用一節課時間向全校師生宣導急診的各項觀念。 

(4) 結合民間企業單位辦理營隊活動：與明碁科技合作辦理一日營隊活動，並將急

診議題設計入活動中的教學，讓學生體驗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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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3-社會環境 

說明：將急診議題融入寒假作業 說明：同學們正認真欣賞及討論作品 

  

說明：寒假作業展出吸引不少同學來觀賞 說明：優良作品公開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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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3-社會環境 

說明：導護老師利用兒童朝會短暫 5-10 分

鐘宣導  

說明：導護老師利用兒童朝會短暫 5-10 分鐘

宣導 

  

說明：衛生所到校向師生宣導 說明：衛生所到校向師生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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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3-社會環境 

說明：結合民間單位-明碁科技辦理 1 日營

隊活動 

說明：結合民間單位-明碁科技辦理 1 日營

隊活動 

  

說明：結合民間單位-明碁科技辦理 1 日營

隊活動 

說明：結合民間單位-明碁科技辦理 1 日營

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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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區關係 

(1) 家長對急診資源認知大挑戰活動：辦理家長急診資源健康講座，開場前先請家

長填寫一份關於急診資源認知、情意與技能的問卷前測，問卷設計包括「對急

診資源的想法」、「急診資源的態度」及「行為技能」等題目，接著請學生配合

演出「急診資源行動劇」以及急診資源簡報聽講活動後，活動結束後請家長再

填寫一份關於急診資源認知、情意與技能的問卷後測，參與活動家長皆能獲得

印有(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的精緻環保保溫瓶一只，總計前測發出

65份，回收 43份，後測發出 65份，回收 39份。 

(2) 家長珍惜急診資源意向書：發放全校家長一封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

源」，內容提及急診分級重要性及傳達正確使用急診資源的觀念，最後邀請家

長簽署「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意向書」，提升學童家長關注正確使用

健保資源的重要性與信心。 

(3) 辦理社區關懷表演與宣導活動：利用歲末聯歡帶著學生到社區中心，藉由關懷

老人活動，讓學生使用戲劇表演的方式，以詼諧有趣的內容，向老人家們推廣

與急診資源相關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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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4-社區關係 

說明：利用聖誕晚會學生賣力演出，值得鼓

勵 
說明：利用聖誕晚會-主任宣導急診議題 

  

說明：運用戲劇張力，吸引家長對急診分級

的認知 

說明：將急診分級融入劇本中，達到另類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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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4-社區關係 

說明：學生逗趣生活化方式，演出精彩可

及  

說明：家長大家都看得很開心. 對急診分級

更有進一步認知 

  

說明：利用投影片方式做急診宣導  說明：活動簽到處 –家長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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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4-社區關係 

說明：大家非常認真聽講  
說明：吸引家長填問卷-贈送精緻保溫瓶.及造

型筆.急診標示面紙  

  

說明：珍惜急診資源—家長問卷 說明：家長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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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4-社區關係 

說明:走入社區讓老人家重視醫療分級知識 
說明：結合地方社區.更讓學校與社區更緊

密 

  

說明：結合當地活動--古坑茂古柑節做演出宣

導 

說明：結合地方社區-舉辦落實分級醫療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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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4-社區關係 

說明：雲林新聞網也來採訪 
說明：雲林電視台記者採訪播出歲末關懷老人

方式.用表演輕鬆方式呈現 

  

說明：雲林電視台記者採訪播出歲末關懷老

人方式.用表演輕鬆方式呈現 

說明：雲林電視台記者採訪播出歲末關懷老人

方式.用表演輕鬆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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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健康服務 

(1) 健康中心諮詢與管理服務：學校健康中心提供急診資源諮詢服務，例如協助認

識急診的定義、就診應注意事項、健保訊息、正確用藥資訊、正確就醫觀念、

年度身體健康檢查、日常飲食運動健康資訊提供，學生個人健康檔案管理，特

殊疾病學生病史與常規複診的紀錄，監督與協助學生按時常規服藥等。以培養

師生健全的體魄。 

(2) 參與健促議題增能研習：為強化健促小組成員知能，縣政府和各議題中心學校

辦理的增能講座均由小組成員共同輪流參加並全程參與再帶回資訊與校內同仁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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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5-健康服務 

說明：利用海報方式-指導學生如何正確了解急

診分級  
說明：醫院團隊到校健康檢查 

  

說明：醫師為學童進行檢查 說明：醫師為學童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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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5-健康服務 

說明：老師參加健促相關研習回校分享  說明：老師參加健促相關研習回校分享 

  

說明：老師參加健促相關研習回校分享 說明：老師參加健促相關研習回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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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5-健康服務 

說明：醫院提供健檢一團隊到校服務 說明：社區及學校教職人員健康服務  

  

說明：醫院健康檢查--委託書 說明：社區診所到校幫忙學生施打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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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健康技能 

(1) 設計一堂課以闖關遊戲的方式介入教學課程，並於 109年 1月 10日完成上

課，成效前測實驗組和對照組均於 108年 9月 16日至 108年 9月 30日完成施

測，成效後測實驗組與對照組均於 109年 1月 13至 109年 1 月 17日完成施

測，相關資料統計於 109年 3月 2日完成成效分析。 

 

表 2-4 教學課程時程表 

項目 

時間 

組別 

成效前測 

課程 

珍惜急診資源玩很大之

闖關活動 

成效後測 

實驗組 108.09.16 109.01.10 109.1.13 

對照組 108.09.30 無實施 109.1.16 

(2) 3-6 年級藉由全校彈性課程實施一節「珍惜急診資源玩很大之闖關活動」內

容，以闖關遊戲的方式進行，讓學生在遊戲中學習，本次課程活動於 109 年 1

月 10 日 1 節課實施，用以提升學生在認知、情意、生活技能能力，懂得急診

資源在醫療制度上的重要以及能提供的服務與功能，使學生能夠認識急診資

源，從自我做起，培養正確的醫療觀念。 

(3) 108 年 12 月 23 日辦理「華山耶誕，感恩傳愛」耶誕晚會，加入認識急診資

源、珍惜急診資源的宣導，內容概敘認識急診資源、急診資源的分級、急診資

源的功能與服務、以及正確就醫行為等。再加入由學生融入角色扮演，合演一

齣戲劇【各「急/級」病人，看診順序都清楚】以活潑有趣的方式向社區民眾

與家長宣導急診資源的概念，在活動開始前每位來參加活動的家長先做「「全

民健保 永續經營」珍惜急診資源家長問卷」的前測，最後在活動結束後再向

家長進行後測。活動與會家長共計 65 人；另於會後贈送與會家長每人一個印

有「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文字的保溫水壺以做紀念，隨時提醒家長

正確的就醫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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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程設計 

    本教學活動設計融合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和藝術與人文等相關領域，並結合

資訊多媒體運用於教學活動中。由教學教師根據國小急診資源之教學目標與重要學

習內涵來設計活動，期望經由教學與遊戲方式的配合，讓學生於遊戲中學習，增強

學生對急診的認知，在後測時能有顯著的進步。本活動課程共 1 節： 

單元一「珍惜健保正確用藥玩很大之闖關活動」 

將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議題，透過問題設計關卡，讓學生了解急診資源的基本觀

念。關卡共計六關，每一關由老師協助擔任關主，在闖關遊戲結束後各關主會給予

本關的重點整理，以便學生更了解及運用於日常生活當中並且學會珍惜急診資源和

正確醫療行為。整個闖關結束時最後第六關重頭戲是讓 3-6年級學生填寫回饋單，

不僅回饋給師長也能將其觀念帶入家庭中。 

(5) 融入英語課程教學 

與急診相關的單字與英語句子，溶入在學生平時英語課程中，用淺顯易懂的方

式教學，除了能夠學習英文外，也可以學習與急診相關的單字、句子，讓學習不再

只是枯燥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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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6-健康技能 

   說明：由學校護理師進行宣導 說明：以影片方式加強學生的印象 

  

說明：學生反映熱絡  說明：宣導方式學生更加認識急診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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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6-健康技能 

說明：學生珍惜急診問卷    說明：急診桌遊了解急診輕重緩急 

  

    說明：由主任講解闖關課程 說明：由遊戲瞭解急診--玩得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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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6-健康技能 

說明：每個老師都是關主 說明:闖關後-填問卷 

  

說明：辛苦的幕後工作師長團隊 說明：闖關玩還有禮物可以拿—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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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策略 6-健康技能 

說明：融入英語課程教學 說明：融入英語課程教學 

  

說明：融入英語課程教學 說明： 融入英語教學~每日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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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成果照 

「闖關活動」回饋單 

說明：學生了解急診議題 說明：學生闖關後的滿滿回饋 

  

說明：闖關卡 說明： 急急可危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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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算經費表」 

本計畫經費為雲林縣 108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推動全民健保議題中心學校計劃補助

行動研究學校(表 2-5)，核撥經費為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 

表 2-5 預算經費表 

計畫活動名稱 雲林縣 108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推動全民健保議題行動研究經費 

總預算金額 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 

經費明細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

位 
小計 備註 

一 教材費 教學模組製作費 3000 1 式 3000 

製作教學用具所需

海報、麥克筆與闖

關遊戲的教具製作

費等 

二 印刷費 

印刷前後測驗題

目 

印刷學習單 

2 300 張 600 

實驗組、對照組與

家長前後測驗題目

所需紙張印刷費、

介入教學用學習單 

三 文宣品 

保溫瓶 100 60 份 6000 
分發社區民眾家長

參與活動時使用 

貼紙 1.4 500 張 700 
張貼在其他文宣品

上的標語 

帆布條 2000 1 幅 2000 製作校園宣傳海報 

面紙包 98 6 袋 294 

(買一送一) 

分發社區民眾家長

參與活動時使用 

七 
成果 

製作 

DVD 空白光碟片 500 1 桶 500 燒製成果資料 

成果冊製作 200 6 本 1200 成果冊印製 

八 雜支 706 1 式 706 

含業務聯繫郵資、

二代健保雇主負擔

及其他 

總計 15000 
本案活動經費得互

相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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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度甘特圖 

 實施時間為 108 年 09月至 109年 4月(表 2-6)，分為預定進度及實際進度。 

表 2-6 甘特圖 

                     104 學年度 

項目 

108

年 

09

月 

108

年 

10

月 

108

年 

11

月 

108

年 

12

月 

109

年 

01

月 

109

年 

02

月 

109

年 

03

月 

109

年 

04

月 

1.成立「全民健保暨正確用藥」行動研究工作團隊 
        

2.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訂定年度推動健康促進學

校各議題執行方向和執行內容 

        

3.確認研究對象及研究方向 
        

4.完成研究施測問卷工具 
        

5.成效評量前測 
        

6.前測資料分析統計 
        

7.營造校園推動正確使用醫療資源氛圍（舉辦學藝

競賽活動與校園環境佈置等） 

        

8.建立社區結盟關係 (衛生所協助議題推動活動；

到校宣導) 

        

9.介入教學(一堂課程) 
        

10.成效評價後測 
        

11.後測資料分析及召開成果檢討會議 
        

12.研究報告撰寫及上傳資料 
        

13.經費核結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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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健康教學成效 

受測學生基本資料分析 

針對研究對象學生進行基本資料現況分析。性別分佈實驗組男生 9 人女生 16 人，

對照組男生 14 人女生 10 人。 

表 3-1 學生性別分析 

研究 

變項 
次數 

性別 3 年級 4 年級 5 年級 6 年級 總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實驗

組 

個數 9 16 0 5 4 2 2 5 3 4 25 

% 36 64          

對照

組 

個數 14 10 2 2 3 2 4 4 5 2 24 

% 5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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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組與對照組前後測分析 

1.實驗與對照組學生對急診檢傷分級的想法情形 

    由表 3-2 中，可看出實驗組 10 題急診資源認知題中，前測答對率平均數從最

低 0.12 到最高 0.56 之間，答對率最差是第 8 題「急診的檢傷分類，一共分為幾

級？」(0.12)，和第 9 題「關於急診的首要看診順序，何者正確？」(0.12)，其他依

答對率排序，第 3 題「下列有關每個人繳交的健保費用敘述，何者正確？」

(0.16)，第 10 題「關於急診和門診的差別，何者正確？」(0.2)，第 1 題「有關加入

健保的敘述，何者正確？」(0.32)，第 2題「有關爸爸媽媽幫你繳的健保保費，何

者正確？」(0.32)，第 4題「下列關於全民健保的敘述，何者錯誤？」(0.32)，第

7題「關於急診的描述，何者正確？」(0.36)，第 5題「當沒有全民健保之後，生

病時？」(0.52)，第 6題「撥打 119欲轉送急診時，在電話中不需要報備什麼？」

(0.56)，關於急診檢傷分級的想法學生答對率普遍在一半以下，在未介入活動與教

學前，學生對急診檢傷分級的想法上還是有落差的。 

經學校一學期的各項教學與活動設計，以及環境建置運用「巧推」的影響下，

後測答對率提升至 0.84-1.00 之間，每一個題目均有進步，由其是前測最差第 8 題

「急診的檢傷分類，一共分為幾級？」(0.12)進步到 1.00。進步最多，此題對於一

般的學生而言知道的人幾乎是很少的，在後測上因為活動與課程的介入，環境巧推

不斷的影響之下，學生們都可以知道急診的檢傷分類，因此答對率提升。 

對照組前測答對率從最低第 2 題 0.19 到最高第 6 題 0.92，後測答對率從最低

第 2 題 0.15 到最高第 6 題 1.00，每題進步幅度有限，甚至有退步的，可看出對照

組學校對急診檢傷分級的想法是相當陌生。其中值得討論的是第 6 題，對照組學校

在前測時答對率已經非常高，推測可能學校在撥打 119 專線上曾經有過教學活動或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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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急診檢傷分級的想法 

實

驗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有關加入健保的敘述，何者正

確？(1)健康的人可以選擇不要加

入健保 (2)沒有工作的人可以不

要加入健保(3)有其他醫療保險就

可以不用加入健保 (4)以上皆非 

(5)不知道 

.32 .476 .96 .200 

2.有關爸爸媽媽幫你繳的健保保

費，何者正確？(1)需支付所有病人

的醫療費用 (2)只能用來自己家人

的醫療費用 (3)只能用來支付自己

生病時的醫療費用 (4)用來支付自

己年老時的醫療費用 (5)不知道 

.32 .476 .84 .374 

3.下列有關每個人繳交的健保費用

敘述，何者正確？(1)不常生病的人

繳的比較少 (2)年紀越大的人繳的

比較多 (3)收入比較高的人繳的比

較多 (4)每個人繳交的健保費用都

一樣 (5)不知道 

.16 .374 .88 .332 

4.下列關於全民健保的敘述，何者

錯誤？(1)即使住在偏遠地區，也可

以加入全民健保獲得保障 (2)繳不

起保費的人，仍可以使用健保 (3)

住在離島的民眾，只能使用當地的

醫療資源 (4)不管有沒有錢，都可

以得到全民健保的照顧 (5)不知道 

.32 .476 .84 .374 

5.當沒有全民健保之後，生病時？

(1)由政府全部支付醫療費用 (2)

由爸爸媽媽全部負擔 (3)由學校幫

你負擔 (4)由醫院幫你負擔 (5)不

知道 

.52 .510 .96 .200 

6.撥打 119欲轉送急診時，在電話

中不需要報備什麼？(1)事發狀況 

(2)事發地點 (3)指定的醫院 (4)

聯絡人資料 (5)不知道 

.56 .507 1.00 .000 

7.關於急診的描述，何者正確？ 

(1)不管大病、小病都應該送急診 

(2)急診是處理緊急和重大醫療問

題的地方 (3)急診是不用等待的快

速診 (4)急診效率快，適合作檢查 

(5)不知道 

.36 .490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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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急診的檢傷分類，一共分為幾

級？(1)3 級 (2)4 級 (3)5 級    

(4)6級 (5)不知道 

.12 .332 1.00 .000 

9.關於急診的首要看診順序，何者

正確？(1)依照掛號順序，先掛號的

先看 (2)依照檢傷順序，病情急迫

的先看 (3)依照疼痛順序，喊越大

聲的先看 (4)救護車送來的先看 

(5)不知道 

.12 .332 .92 .277 

10.關於急診和門診的差別，何者正

確？(1)急診處理突發狀況（救命）；

門診處理一般狀況（治病） (2)急

診收費比門診貴，所以服務會比較

周到 (3)門診有不同開放時段；急

診是 24 小時門診 (4)門診數量較

少；急診數量較多 (5)不知道 

.20 .408 1.00 .000 

對

照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有關加入健保的敘述，何者正

確？(1)健康的人可以選擇不要加

入健保 (2)沒有工作的人可以不

要加入健保(3)有其他醫療保險就

可以不用加入健保 (4)以上皆非 

(5)不知道 

.23 .430 .23 .430 

2.有關爸爸媽媽幫你繳的健保保

費，何者正確？(1)需支付所有病人

的醫療費用 (2)只能用來自己家人

的醫療費用 (3)只能用來支付自己

生病時的醫療費用 (4)用來支付自

己年老時的醫療費用 (5)不知道 

.19 .491 .15 .464 

3.下列有關每個人繳交的健保費用

敘述，何者正確？(1)不常生病的人

繳的比較少 (2)年紀越大的人繳的

比較多 (3)收入比較高的人繳的比

較多 (4)每個人繳交的健保費用都

一樣 (5)不知道 

.19 .634 .19 .634 

4.下列關於全民健保的敘述，何者

錯誤？(1)即使住在偏遠地區，也可

以加入全民健保獲得保障 (2)繳不

起保費的人，仍可以使用健保 (3)

住在離島的民眾，只能使用當地的

醫療資源 (4)不管有沒有錢，都可

以得到全民健保的照顧 (5)不知道 

.31 .838 .35 .846 



~ 56 ~ 
 

5.當沒有全民健保之後，生病時？

(1)由政府全部支付醫療費用 (2)

由爸爸媽媽全部負擔 (3)由學校幫

你負擔 (4)由醫院幫你負擔 (5)不

知道 

.65 1.018 .69 1.011 

6.撥打 119欲轉送急診時，在電話

中不需要報備什麼？(1)事發狀況 

(2)事發地點 (3)指定的醫院 (4)

聯絡人資料 (5)不知道 

.92 1.129 1.00 1.095 

7.關於急診的描述，何者正確？ 

(1)不管大病、小病都應該送急診 

(2)急診是處理緊急和重大醫療問

題的地方 (3)急診是不用等待的快

速診 (4)急診效率快，適合作檢查 

(5)不知道 

.54 1.392 .50 1.393 

8.急診的檢傷分類，一共分為幾

級？(1)3 級 (2)4 級 (3)5 級    

(4)6級 (5)不知道 

.38 1.577 .38 1.577 

9.關於急診的首要看診順序，何者

正確？(1)依照掛號順序，先掛號的

先看 (2)依照檢傷順序，病情急迫

的先看 (3)依照疼痛順序，喊越大

聲的先看 (4)救護車送來的先看 

(5)不知道 

.50 1.772 .50 1.772 

10.關於急診和門診的差別，何者正

確？(1)急診處理突發狀況（救命）；

門診處理一般狀況（治病） (2)急

診收費比門診貴，所以服務會比較

周到 (3)門診有不同開放時段；急

診是 24 小時門診 (4)門診數量較

少；急診數量較多 (5)不知道 

.50 1.965 .54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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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與對照組學生對急診檢傷分級的態度情形 

   成效問卷第二大題是要了解實驗組對急診檢傷分級的態度 

   從表 3-3 可看出，實驗組對急診檢傷分級的態度均有增加。反向題第 1 題，平

均得分從 3.00 分上升到 4.56 分。第 2 題，平均得分從 3.44 分上升到 4.80 分。第 3

題平均得分從 2.92 分上升到 4.56 分，是所有題目中進步最多的。正向題第 4 題，

平均得分從 3.32 分上升到 4.64 分。第 5 題，平均得分從 3.88 分上升到 4.72 分。 

    實驗組對介入措施後，對於急診檢傷分級上有更進一步的認知，有正確的觀

念，也就能更進一步珍惜急診資源，因此每題的測驗分數都有進步。尤其在的 3 題

的反向題中，一般大眾只要在假日或是夜間遇到生病不舒服，幾乎都是直接到醫院

掛急診看病，雖然知道這樣是浪費急診資源，但是實際上要執行真的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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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實驗組前、後測對急診檢傷分級的態度 

實

驗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趕時間看病就可以去掛急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00 .957 4.56 .712 

2.常需要排隊的健康檢查就應該多

利用急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44 .768 4.80 .408 

3.因為急診大多 24小時開放，所以

身體一有不舒服就應該使用急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2.92 1.077 4.56 .712 

4.如果小感冒就掛急診，可能導致

急診室壅塞，延誤急重症病人的搶

救時機。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32 1.314 4.64 .490 

5.到急診就醫時，應該聽從醫護人

員所安排的看診順序。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88 .881 4.72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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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對照組(表 3-4)，反向題第 1 題，平均得分前測 2.92 分後測 2.81 分。第 2

題，平均得分前測 3.35 分後測 3.27 分。第 3 題平均得分前測 3.54 分後測 3.35 分。

正向題第 4 題，平均得分前測 3.96 分後測 3.73 分。第 5 題，平均得分前測 4.62 分

後測 4.42 分。對照組學校學生測驗結果前後測分數相差不大，大約在 3 分左右，

沒有課程活動的介入，學生接受到的訊息來源有限，因此測驗分數無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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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實驗組前、後測對急診檢傷分級的態度 

對

照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趕時間看病就可以去掛急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2.92 1.998 2.81 2.020 

2.常需要排隊的健康檢查就應該多

利用急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35 2.116 3.27 2.164 

3.因為急診大多 24小時開放，所以

身體一有不舒服就應該使用急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54 2.319 3.35 2.314 

4.如果小感冒就掛急診，可能導致

急診室壅塞，延誤急重症病人的搶

救時機。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3.96 2.537 3.73 2.491 

5.到急診就醫時，應該聽從醫護人

員所安排的看診順序。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4.62 2.282 4.42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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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急診資源效能情形 

    成效問卷第三大題是要了解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對急診資源的效能 

    從表 3-5 可看出，實驗組對急診資源的平均得分均有增加，經過課程活動的介

入，學生能夠正確了解急診資源的分級與功能，就會比較有意願跟家裡的人分享急

診資源的分級與重要性，但是實驗中發現大部分的學生所答大部分落在普通這欄。

小學生本身是無行為能力者，一切的決策均由家長來決定，所以只要有關醫療行為

的部分還是得由家長來決定，自己本身是無法作任何決策的。 

    對照組對急診資源的行為技能前後測平均得分呈現持平狀況。另外也與實驗組

一樣，實驗中發現大部分的學生所答大部分落在沒意見這欄。小學生本身是無行為

能力者，一切的決策均由家長來決定，所以只要有關醫療行為的部分還是得由家長

來決定，自己本身是無法作任何決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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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急診資源效能 

實

驗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我或家人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會

先到附近的診所看病，必要時才會

透過醫生轉到大醫院。 

□總是 □經常 □偶而 □不常    

□從不 

2.96 1.274 3.68 1.282 

2.我或家人會因為重複看病或拿藥

而沒有吃完。 

□總是 □經常 □偶而 □不常    

□從不 

3.00 1.258 3.76 .879 

3.我會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

的好處。 

□總是 □經常 □偶而 □不常    

□從不 

2.00 .913 3.60 .816 

對

照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我或家人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會

先到附近的診所看病，必要時才會

透過醫生轉到大醫院。 

□總是 □經常 □偶而 □不常    

□從不 

2.92 1.152 3.16 1.068 

2.我或家人會因為重複看病或拿藥

而沒有吃完。 

□總是 □經常 □偶而 □不常    

□從不 

3.12 .833 2.84 .624 

3.我會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

的好處。 

□總是 □經常 □偶而 □不常    

□從不 

1.64 .757 1.56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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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急診資源行為技能情形 

    成效問卷第四大題是要了解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對急診資源態度的認知行為 

    從表 3-6 可看出，實驗組對急診資源的認知行為平均得分均有增加，經過課程

活動的介入，學生能夠正確了解急診資源的分級與功能，也是會比較有意願跟家裡

的人分享急診資源的分級與重要性，但是實驗中也發現大部分的學生所答大部分落

在偶爾這欄。小學生本身是無行為能力者，一切的決策均由家長來決定，所以只要

有關醫療行為的部分還是得由家長來決定，自己本身是無法作任何決策的。 

    對照組對急診資源的行為技能前後測平均得分呈現持平狀況。另外也與實驗組

一樣，實驗中發現大部分的學生所答大部分落在偶爾這欄。小學生本身是無行為能

力者，一切的決策均由家長來決定，所以只要有關醫療行為的部分還是得由家長來

決定，自己本身是無法作任何決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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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急診資源行為技能 

實

驗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我能先到診

所看病，避免濫用急診資源。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2.88 .781 4.68 .627 

2.身邊有人發生緊急傷病的時候，

我能撥打 119 並且清楚說明狀況。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3.04 .735 4.56 .712 

3.發生病症緊急或嚴重的時候，我

才會去掛急診。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3.40 1.080 4.56 .507 

4.到急診就醫時，我能聽從專業醫

護人員安排的看診順序。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3.60 .913 4.76 .436 

5.如果親友感冒咳嗽要去掛急診，

我能勸他應該把急診留給真正有需

要的人。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3.04 .978 4.72 .458 

對

照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我能先到診

所看病，避免濫用急診資源。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3.28 1.021 3.48 1.005 

2.身邊有人發生緊急傷病的時候，

我能撥打 119 並且清楚說明狀況。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3.28 .936 3.16 .800 

3.發生病症緊急或嚴重的時候，我

才會去掛急診。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4.16 .800 4.00 .816 

4.到急診就醫時，我能聽從專業醫

護人員安排的看診順序。 
4.00 .866 4.04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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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5.如果親友感冒咳嗽要去掛急診，

我能勸他應該把急診留給真正有需

要的人。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3.48 1.194 3.24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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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與對照組學生介入方案成效分析 

分析推動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計畫成效之際，首先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急

診檢傷分級的正確認知」、「急診檢傷分級的態度」、「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效能」和

「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行為」，實驗組學生前後測得分之差異結果可以得知在「急

診檢傷分級的正確認知」、「急診檢傷分級的態度」、「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效能」和

「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行為」均有達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實驗組的課程介入成效顯

著高於對照組，表示課程活動的進行與推動可以增加學生整體的分數。 

表 3-7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急診檢傷分級正確認知、態度、善用行為和效能前後

測得分差異表 

項目 T df 顯著性 

實驗組學生 

想法 18.475 24 .000 

態度 11.122 24 .000 

行為 11.889 24 .000 

效能 7.872 24 .000 

對照組學生 

知識 .721 24 .478 

態度 -1.809 24 .083 

把握程度 -.792 24 .436 

效能 -.647 24 .524 

 

在實驗結果中也發現，實驗組的前測分數大部分高於對照組，可能原因是實驗

組學校在接受到要執行這項實驗時，學校師生便總動員，開始分配規劃工作，以及

學生練習排演戲劇。可能有些先備的知識概念存在，因此較好的方式是讓學生先作

前測，再進行實驗，但是礙於實驗期程時間短暫不得度同時進行，所以對於前測部

分會有大幅度的影響。 

    另外在對照組學校的後測分數上的大致相同，學生所接受到訊息的來源以學校

佔最大的部分，所以學校推動活動與課程對學生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尤其以「巧

推」的方式最不影響學生的生活作息，但是又無時無刻接觸的效果為最佳。 

  



~ 67 ~ 
 

二、「社區結盟」與「家長參與」成效 

(一)家長參與急診資源計畫推動成效分析 

1. 家長組急診資源認知 

    由表 3-8中，可看出實驗組的家長在 10題急診資源認知題中，前測答對分數

從最低 0.16到最高 0.7之間，每題的認知程度相差很大，答對分數最差是第 3題

「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只得到 0.16分，其他還有幾題答對分

數普遍偏低，排序分別，第 6題「關於急診檢傷分類，共分為幾級？」得分 0.27

分，第 5題「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得分 0.30，

第 9題「下列檢傷分類的級別，哪一級是最危急的？」得分 0.30 分，第 8題「關

於急診的「急」字，下列解釋，哪一項錯誤？」得分 0.32分，第 4題「關於健保

照護弱勢的敘述，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得分 0.32分，在未介入教學與宣

導前，家長對急診資源的認知上普遍得分是低的。 

接著藉由學校安排的一連串宣導活動，聖誕晚會由學生戲劇表演以及急診資源

宣導；社區關懷表演活動，各項宣傳標語海報張貼與文宣品發放之後，後測答對每

一個題目均有進步，由其是前測最差第 3題「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

關？」由原本的 0.16 進步到 1.00，進步最多。第 6題「關於急診檢傷分類，共分

為幾級？」也從原本的 0.27進步到 1.00，以及和第 6題連帶關聯性的第 9題「下

列檢傷分類的級別，哪一級是最危急的？」也從原本的 0.30進度到 1.00。因此學

校安排這些活動對家長而言也有相當不錯的成效。     

對照組的家長在 10題急診資源認知題中，前測答對分數從最低 0.10到最高

0.85之間，每題的認知程度相差也很大，後測中也看到每題的分數與前測不無太

大的差異。對照組的家長在前後測之間並沒有接受任何與急診知識有關係的宣導活

動，因此在認知的程度上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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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家長組急診資源認知前後測分佈表 

實

驗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

(A)關在監獄的罪犯；(B)出生未滿

6個月的嬰兒；(C)罹患癌症；(D)出

國超過 2年未曾返台；(E)不知道。 

.70 .463 1.00 .000 

2.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

者正確？(A)自己繳的保費，只支付

自己的醫療費用；(B)少用健保的

人，可以減少保費；(C)自己交的保

費，是用來負擔大家的醫療費用；

(D)65 歲以上的老人比較常生病，

所以需繳較多的保費；(E)不知道。 

.46 .505 .89 .315 

3.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

有關？(A)收入越多保費越高；(B)

看病次數越少保費越低；(C)年齡越

小保費越低；(D)有抽菸和酗酒習慣

的人保費較高；(E)不知道。 

.16 .374 1.00 .000 

4.關於健保照護弱勢的敘述，下列

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A)住在偏

遠地區，可以免繳保費；(B)繳不出

保費的人，可透過愛心轉介，協助

支付保費；(C)半年以上沒有工作的

勞工，可請勞保局代墊保費；(D)積

欠保費的人，可以向醫院申請分期

付款；(E)不知道。 

.32 .475 .92 .277 

5.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

收入時，可能的後果？(A)大家必須

繳納更多的保費；(B)政府必須舉

債，挹注健保費；(C)雇主會裁員，

以減輕保費負擔；(D)以上皆有可

能；(E)不知道。 

.30 .463 .73 .450 

6.關於急診檢傷分類，共分為幾

級？(A)7 級；(B)6 級；(C)5 級；

(D)4級；(E)不知道。 

.27 .450 1.00 .000 

7.急診實施檢傷分類的目的是？ .70 .463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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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讓病患候診時間一致；(B)節省

醫療人力；(C)優先處理急重症病

患；(D)節省民眾看病費用；(E)不

知道。 

8. 關於急診的「急」字，下列解釋，

哪一項錯誤？(A)危急；(B)快速；

(C)緊急；(D)急迫；(E)不知道。 

.32 .475 .86 .347 

9. 下列檢傷分類的級別，哪一級是

最危急的？(A)7 級；(B)5級；(C)3

級；(D)1級；(E)不知道。 

.30 .463 1.00 .000 

10. 病患「急性蕁麻疹」，最適當的

就醫選擇是？(A)在家觀察；(B)建

議優先到門診，也可到急診接受治

療(C)一定要立刻到急診接受治療；

(D)直接到藥局拿藥；(E)不知道。 

.70 .463 1.00 .000 

對

照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

(A)關在監獄的罪犯；(B)出生未滿

6個月的嬰兒；(C)罹患癌症；(D)出

國超過 2年未曾返台；(E)不知道。 

.85 .366 .80 .410 

2.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

者正確？(A)自己繳的保費，只支付

自己的醫療費用；(B)少用健保的

人，可以減少保費；(C)自己交的保

費，是用來負擔大家的醫療費用；

(D)65 歲以上的老人比較常生病，

所以需繳較多的保費；(E)不知道。 

.50 .513 .45 .510 

3.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

有關？(A)收入越多保費越高；(B)

看病次數越少保費越低；(C)年齡越

小保費越低；(D)有抽菸和酗酒習慣

的人保費較高；(E)不知道。 

.30 .470 .30 .470 

4.關於健保照護弱勢的敘述，下列

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A)住在偏

遠地區，可以免繳保費；(B)繳不出

保費的人，可透過愛心轉介，協助

支付保費；(C)半年以上沒有工作的

.20 .410 .2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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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可請勞保局代墊保費；(D)積

欠保費的人，可以向醫院申請分期

付款；(E)不知道。 

5.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

收入時，可能的後果？(A)大家必須

繳納更多的保費；(B)政府必須舉

債，挹注健保費；(C)雇主會裁員，

以減輕保費負擔；(D)以上皆有可

能；(E)不知道。 

.45 .510 .60 .503 

6.關於急診檢傷分類，共分為幾

級？(A)7 級；(B)6 級；(C)5 級；

(D)4級；(E)不知道。 

.05 .224 .05 .224 

7.急診實施檢傷分類的目的是？ 

(A)讓病患候診時間一致；(B)節省

醫療人力；(C)優先處理急重症病

患；(D)節省民眾看病費用；(E)不

知道。 

.85 .366 .85 .366 

8. 關於急診的「急」字，下列解釋，

哪一項錯誤？(A)危急；(B)快速；

(C)緊急；(D)急迫；(E)不知道。 

.30 .470 .45 .510 

9. 下列檢傷分類的級別，哪一級是

最危急的？(A)7 級；(B)5級；(C)3

級；(D)1級；(E)不知道。 

.10 .308 .05 .224 

10. 病患「急性蕁麻疹」，最適當的

就醫選擇是？(A)在家觀察；(B)建

議優先到門診，也可到急診接受治

療(C)一定要立刻到急診接受治療；

(D)直接到藥局拿藥；(E)不知道。 

.75 .444 .75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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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長組珍惜急診資源態度情形 

   成效問卷第二大題是要了解家長之珍惜急診資源態度 

    從表 3-9可看出，實驗組家長珍惜急診資源態度均有增加。每一題的平均得分

都呈現增加。家長在前測分數上的得分已經算不錯了。在後測中分數增加的幅度並

不多，回答的反應，偏向於中間值，回答沒意見的人數增加。大人對急診資源的觀

念應該會比小孩更好，雖然一般大眾都認為急診的醫療應該在急需時才需要，但是

這是在實驗上，大人會有自己心裡的考量，所以實際執行情形是無法從這份問卷來

呈現，建議可以再作進一步做的追蹤。取得家庭就醫的資料，來作為分析，是否可

以知行合一，還是知易行難。 

    對照組的家長珍惜急診資源態度在前後測上的差異並不大，大致上來說沒有甚

麼差異。 

表 3-9  家長組珍惜急診資源態度前後測分佈表 

實

驗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任何病症都可以直接看急診 3.65 1.160 4.54 .650 

2.急診看診的順序應該要依照病情

嚴重度 
4.00 .972 4.46 .505 

3.我覺得急診的醫護人員很辛勞 4.32 .709 4.68 .475 

4.非門診營業時段（半夜、假日）

就去急診看病即可 
2.35 1.033 3.73 .769 

5.急診效率高且資源齊全，適合作

快速健康檢查單位 
2.32 1.082 3.95 .970 

對

照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任何病症都可以直接看急診 4.15 .489 4.20 .523 

2.急診看診的順序應該要依照病情

嚴重度 
4.45 .826 4.45 .686 

3.我覺得急診的醫護人員很辛勞 4.20 1.005 4.40 1.046 

4.非門診營業時段（半夜、假日）

就去急診看病即可 
2.65 .988 2.35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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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急診效率高且資源齊全，適合作

快速健康檢查單位 
2.25 .786 2.30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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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長組善用急診資源行為技能情形 

    從表 3-10可看出，實驗組家長對急診資源的行為平均得分均有增加，經過宣

導活動的介入，家長能夠更正確了解急診資源的功能與角色，在實驗中發現原本在

前測部分答沒有意見的家長有大幅度的下降，覺得自己更能落實急診資源的功能。

大人身是有行為能力者，一切的決策可以由自己來決定，所以在行動方面會有較高

的分數，但是我們仍然還是要考慮到，是否能夠知行合一，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追

蹤。 

    對照組的家長珍惜急診資源的行為在前後測上的差異並不大，大致上來說沒有

甚麼差異。 

表 3-10  家成效問卷第三大題是要了解家長對急診資源態度的行為 

實

驗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我能初步判斷病情的輕重緩急 3.54 .730 4.00 .707 

2.去急診前，我能三思投奔急診的

必要性 
3.76 .597 4.24 .597 

3.去急診時，我能耐心等候看診 3.97 .726 4.46 .505 

4.去急診後，我能向醫護人員表示

感謝 
4.08 .829 4.59 .498 

5.我能向周遭親朋好友倡議珍惜

急診資源 
3.68 .818 4.38 .545 

對

照

組 

題目 前測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我能初步判斷病情的輕重緩急 3.65 .813 3.60 .681 

2.去急診前，我能三思投奔急診的

必要性 
3.80 .696 3.65 .671 

3.去急診時，我能耐心等候看診 4.05 .605 4.20 .616 

4.去急診後，我能向醫護人員表示

感謝 
4.15 .745 4.30 .657 

5.我能向周遭親朋好友倡議珍惜

急診資源 
3.45 .999 3.35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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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長組推動急診資源計畫成效分析 

    分析推動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計畫成效之際，首先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對

急診資源的知識」、「對急診的態度」和「對急診的把握度」，實驗組家長前後測得

分之差異結果可以得知在「對急診資源的知識」、「對急診的態度」和「對急診的把

握度」均有達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實驗組的課程介入成效高於對照組，友達顯著性

差異。雖然增加的幅度並不大，但可以看出課程活動的進行與推動可以增加家長整

體的分數。因此推動急診資源計畫能有效提升家長在認識急診資源制度等各面項之

成效。 

表 3-11  家長組在急診資源正確認知、珍惜態度和善用行為之前後測得分差異表 

項目 T df 顯著性 

實驗組家

長 

知識 17.566 36 .000 

態度 9.367 36 .000 

把握程度 4.296 36 .000 

對照組家

長 

知識 1.000 19 .330 

態度 .000 19 1.000 

把握程度 .000 1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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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家長簽署珍惜健保資源意向書 

  利用「給家長的一封信」正面加入意向簽署單，內容提醒急診應注意的相關知

識概念以及珍惜急診資源，共分發 40 份，交回 38份，回收率 98%，代表全校有超

過 9 成以上家長願意承諾珍惜急診資源。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生數 6 9 5 6 7 7 

家長回收數 5 9 5 5 7 7 

回收比率 83% 100% 100% 83%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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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討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實驗組學生在對急診的檢傷分級想法中，經 paired t-test 分析，後測成效

較前測是有進步並有顯著差異，對照組則呈現無差異。另外實驗組家長對急診資源

的知識部分，後測成績也是較前測進步，並且達顯著水準，對照組家長前後測成績

呈現無差異。 

(二)實驗組學生在檢傷分級的情意方面，經 paired t-test分析，後測成效較前測

是有進步並有顯著差異，對照組則呈現無差異。另外實驗組家長對急診資源的態度

部分，後測成績也是較前測進步的，並且達顯著水準。對照組家長前後測成績呈現

無差異。 

(三) 實驗組學生檢傷分級的效能方面，經 paired t-test分析，後測成效較前測

是有進步並有顯著差異，對照組則呈現無差異。另外實驗組家長對急診資源的把握

程度，後測成績也是較前測進步，並且達顯著水準，對照組家長前後測成績呈現無

差異。 

(四) 實驗組學生檢傷分級的行為方面，經 paired t-test分析，後測成效較前測

是有進步並有顯著差異，對照組則呈現無差異。 

(五) 整體成效來說，在整個實驗中的對象，無論是實驗組學生或是家長，因為有

課程活動的介入，整體成效上是有明顯的改變。實驗組的學生和家長，因為無課程

與活動的介入，因此整體的成效改變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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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這次進行的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的各項活動規劃以及課程介入，深

深感受到課程的介入對提升學生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幫助，尤其活動的辦理可以將日

常生活中一些想要傳達的觀念植入學生心中，提升意識，進一步才會行動力的執

行。 

    對照組學校的後測分數與前測分數幾乎沒有差異，顯示學校對學生做的任何活

動與學習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學校課程幾乎都是排滿的，因此要用課堂時間來推動

其實有相當的難度，但是短期的學習效果其實並不會有太大的效果，所以若要長期

推動，而且獲得不錯的成效，使用環境上利用「巧推」的方式，是非常不錯的方

式，不會占用到學生正常的課程，但是讓學生平時都可以接觸訊息，讓學生自然而

然的學習。另外在加入一些短時間性的課程或活動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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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一) 強化健康技能：透過課程與活動的介入確實可提升親、師、生對整個議題的

認知與核心能力。 

1. 「急診資源」這詞彙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只要生病不舒服急症的時候就可以掛

急診，對於「急診資源」的真正定義不是很清楚了解。經過教學介入與動態活動融

入推動議題、校園營造氛圍環境、健康中心提供諮詢、家長參與等，提升對急診資

源的正確認知與了解，進而能夠願意執行並採取行動，是擴展健保教育的一步。 

2. 一堂課的介入教學雖加入各項學習單與討論單，但有時因時間掌控不當，優秀

作品無再回饋或分享給其他學生，此點可做為日後介入教學的參考。 

3. 「急診資源」該議題是校內不曾推動的議題，一般都著重在全民健保、正確用

藥、以及正確就醫的觀念宣導，並沒有給予直接的名詞定義，校內教師亦存著許多

對推動此議題的疑問，但經過專家授課與回饋討論，教師除對急診資源有更深入了

解，認同急診資源推動的重要性；如此，在課程融入教學和各項推動活動均盡心參

與。 

(二) 健康服務的提供：為延續「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議題的推動，本

校預定於今年 5月 7日，結合母親節活動辦理健康促進宣導，參加對象為全校師生

以及參與的社區家長，參與人數預計 80-100名。讓校園推動健康促進氛圍不斷，

教職員工能更積極推動健康促進活動，學生能對自己健康有意識感與提升實踐能

力，進而影響家長，社區民眾將更能認同與參與校園推動各項健康促進活動。 

(三) 社區結盟：社區結盟因為學校位處於社區中心，學校位於山區，學生人數非

常少，也很分散，學校教師幾乎都是外地人，沒有住學區內的教職員工，社區舉辦

各項活動學校很難能參與，村里也難有聚會活動，唯一能夠提供資源的只有鄉內衛

生所，因此學校只能安排活動，讓社區民眾願意走入學校，讓社區民眾有參與的機

會，但是活動的辦理對學校來說是非常龐大的負擔，所以能辦的活動也有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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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想辦法走入社區，藉由帶學生關懷社區老人活動，順便將健康促進的觀念帶入

社區，但是每次出去所發費的時間太多，會延誤到學生正課的學習，所以每年也只

能有 1-2次的機會，因此在社區推廣的效果上較不明顯。 

 

致謝 

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張家臻博士指導；另感謝社區資源

(衛生所)及華山國小團隊、桂林國小團隊、學生、家長協助，得以完成本計畫。 

 

成果影片網址： 

上傳學校演戲影片 https://youtu.be/2Bn2bZxGEPM 

新聞媒體採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1hazp-BVho&t=30s 

 

https://youtu.be/2Bn2bZxGEP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1hazp-BVho&t=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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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國小  ____年____班  ____號 

 

（  ） 

（  ） 

（  ） 

（  ） 

（  ） 

附件 1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成效指標問卷

~學生版 

 

「急急」可危－珍惜急診資源問卷 
同學好： 

  請仔細閱讀每個題目，並請勾選一個合適的選項，注意不要漏答喔。這份

問卷並不會影響你的成績，請放心填答。 

----------------------------【認知】------------------------------- 

1.有關加入健保的敘述，何者正確？ 

(1)健康的人可以選擇不要加入健保  

(2)沒有工作的人可以不要加入健保 

(3)有其他醫療保險就可以不用加入健保  

(4)以上皆非  

(5)不知道 

2.有關爸爸媽媽幫你繳的健保保費，何者正確？ 

(1)需支付所有病人的醫療費用 

(2)只能用來自己家人的醫療費用 

(3)只能用來支付自己生病時的醫療費用 

(4)用來支付自己年老時的醫療費用 

(5)不知道 

3.下列有關每個人繳交的健保費用敘述，何者正確？ 

(1)不常生病的人繳的比較少 

(2)年紀越大的人繳的比較多 

(3)收入比較高的人繳的比較多 

(4)每個人繳交的健保費用都一樣 

(5)不知道 

4.下列關於全民健保的敘述，何者錯誤？ 

(1)即使住在偏遠地區，也可以加入全民健保獲得保障 

(2)繳不起保費的人，仍可以使用健保 

(3)住在離島的民眾，只能使用當地的醫療資源 

(4)不管有沒有錢，都可以得到全民健保的照顧 

(5)不知道 

5.當沒有全民健保之後，生病時？ 

(1)由政府全部支付醫療費用 

(2)由爸爸媽媽全部負擔 

(3)由學校幫你負擔 

(4)由醫院幫你負擔 

□前測 

□後測 

背面還有題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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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5)不知道 

6.撥打 119欲轉送急診時，在電話中不需要報備什麼？ 

(1)事發狀況           

(2)事發地點           

(3)指定的醫院 

(4)聯絡人資料         

(5)不知道 

7.關於急診的描述，何者正確？ 

(1)不管大病、小病都應該送急診   

(2)急診是處理緊急和重大醫療問題的地方   

(3)急診是不用等待的快速診   

(4)急診效率快，適合作檢查 

(5)不知道 

8.急診的檢傷分類，一共分為幾級？ 

(1)3級     

(2)4級     

(3)5級     

(4)6級     

(5)不知道 

9.關於急診的首要看診順序，何者正確？ 

(1)依照掛號順序，先掛號的先看   

(2)依照檢傷順序，病情急迫的先看 

(3)依照疼痛順序，喊越大聲的先看  

(4)救護車送來的先看 

(5)不知道 

10.關於急診和門診的差別，何者正確？ 

(1)急診處理突發狀況（救命）；門診處理一般狀況（治病） 

(2)急診收費比門診貴，所以服務會比較周到 

(3)門診有不同開放時段；急診是 24小時門診 

(4)門診數量較少；急診數量較多 

(5)不知道 

------------------------------【情意】----------------------------- 

11.趕時間看病就可以去掛急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2.常需要排隊的健康檢查就應該多利用急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3.因為急診大多 24 小時開放，所以身體一有不舒服就應該使用急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14.如果小感冒就掛急診，可能導致急診室壅塞，延誤急重症病人的搶救時機。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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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到急診就醫時，應該聽從醫護人員所安排的看診順序。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效能】----------------------------- 

16.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我能先到診所看病，避免濫用急診資源。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17.身邊有人發生緊急傷病的時候，我能撥打 119 並且清楚說明狀況。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18.發生病症緊急或嚴重的時候，我才會去掛急診。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19.到急診就醫時，我能聽從專業醫護人員安排的看診順序。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20.如果親友感冒咳嗽要去掛急診，我能勸他應該把急診留給真正有需要的人。 

□非常沒把握 □沒把握 □普通 □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行為】----------------------------- 

21.我或家人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會先到附近的診所看病，必要時才會透過醫

生轉到大醫院。 

□總是    □經常     □偶而    □不常    □從不 

22.我或家人會因為重複看病或拿藥而沒有吃完。 

□總是    □經常     □偶而    □不常    □從不 

23.我會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的好處。 

□總是    □經常     □偶而    □不常    □從不 

 

 

  

寫完記得檢察有無漏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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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成效指標問卷

~家長版 

「全民健保 永續經營」珍惜急診資源家長問卷 
 

親愛的家長，您好： 

  您是否常在新聞媒體上見到錯誤使用醫療資源（尤其急診）的事件呢？

為了想瞭解您對珍惜急診資源的想法，邀請您協助填寫以下的問卷。敬祝健

康順心 

                 「全民健保 永續經營」專案計畫團隊成員 敬上 

 

第一部份 對急診資源的知識 

1.(   )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 

(A)關在監獄的罪犯；(B)出生未滿 6 個月的嬰兒；(C)罹患癌症；(D)出國超過

2年未曾返台；(E)不知道。 

2.(   )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確？ 

(A)自己繳的保費，只支付自己的醫療費用；(B)少用健保的人，可以減少保費；

(C)自己交的保費，是用來負擔大家的醫療費用；(D)65 歲以上的老人比較常

生病，所以需繳較多的保費；(E)不知道。 

3.(   )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 

(A)收入越多保費越高；(B)看病次數越少保費越低；(C)年齡越小保費越低；

(D)有抽菸和酗酒習慣的人保費較高；(E)不知道。 

4.(   )關於健保照護弱勢的敘述，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A)住在偏遠地區，可以免繳保費；(B)繳不出保費的人，可透過愛心轉介，協

助支付保費；(C)半年以上沒有工作的勞工，可請勞保局代墊保費；(D)積欠保

費的人，可以向醫院申請分期付款；(E)不知道。 

5.(   )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 

(A)大家必須繳納更多的保費；(B)政府必須舉債，挹注健保費；(C)雇主會裁

員，以減輕保費負擔；(D)以上皆有可能；(E)不知道。 

6.(   )關於急診檢傷分類，共分為幾級？ 

背面還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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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級；(B)6 級；(C)5級；(D)4級；(E)不知道。 

7.(   )急診實施檢傷分類的目的是？ 

(A)讓病患候診時間一致；(B)節省醫療人力；(C)優先處理急重症病患； 

(D)節省民眾看病費用；(E)不知道。 

8.(   )關於急診的「急」字，下列解釋，哪一項錯誤？ 

(A)危急；(B)快速；(C)緊急；(D)急迫；(E)不知道。  

9.(   )下列檢傷分類的級別，哪一級是最危急的？ 

      (A)7級；(B)5級；(C)3級；(D)1 級；(E)不知道。 

10.(   )病患「急性蕁麻疹」，最適當的就醫選擇是？  

       (A)在家觀察；(B)建議優先到門診，也可到急診接受治療(C)一定要立

刻到急診接受治療；(D)直接到藥局拿藥；(E)不知道。 

 

第二部份 對急診的態度 

態度題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沒意

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1. 任何病症都可以直接看急診 1 2 3 4 5 

2. 急診看診的順序應該要依照病情嚴重度 1 2 3 4 5 

3. 我覺得急診的醫護人員很辛勞 1 2 3 4 5 

4. 非門診營業時段（半夜、假日）就去急診看病即可 1 2 3 4 5 

5. 急診效率高且資源齊全，適合作快速健康檢查單位 1 2 3 4 5 

 

第二部份 珍惜急診資源的把握程度 

把握題 

 

非常

沒把

握 

 

 

沒把

握 

 

 

普通 

 

有把

握 

非常

有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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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能初步判斷病情的輕重緩急 1 2 3 4 5 

7. 去急診前，我能三思投奔急診的必要性 1 2 3 4 5 

8. 去急診時，我能耐心等候看診 1 2 3 4 5 

9. 去急診後，我能向醫護人員表示感謝 1 2 3 4 5 

10. 我能向周遭親朋好友倡議珍惜急診資源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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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認識急診資源、珍惜急診資源】公版教案

調整版 

教學領域 綜合活動 教學者 郭淑娟老師 

教學對象 三-六年級 教學時間 40 分鐘﹝一節課﹞ 

單元名稱 
認識與珍惜急診資源玩很大之 

闖關活動 
適用年級    國小中高年級 

教材來源 教育部及衛生福利部公版教案示例 

設計理念 

教導 3-6年級認識急診的檢傷分級及珍惜健保資源的觀念，透過闖關活

動，寓教於樂，從小灌輸急診檢傷分級及珍惜健保資源正確基本概念並

將所學融入家庭中。 

教學重點 

一、正確的用藥來自正確的判斷、正確的選藥和正確的使用。 

二、領到藥品時應注意的事項。 

三、認識急診的檢傷分類 

四、認識全民健保優缺點 

教學資源 
海報、注音版回饋單、原子筆、闖關卡、禮品、桌椅、各關卡看板、藥袋

卡道具 

教學目標 

一 、明白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二、了解藥袋標示的資訊。 

三、了解急診的檢傷分類並落實分級醫療 

成效指標 85％學生能滿意且了解活動重點。 

 

 

 

 

 

 

 

 

 

 

教  

學

活

動 

教學過程 教材教具 教學時間 

【準備活動】 

1.海報佈置、藥袋看板 

2.五大關卡道具 

【關卡一】健保在手希望無窮 

方式：將桌面牌卡歸類於優點與缺點，答對即可過關 

優點 

減少重症病人的醫療費用支出 

免費健康檢查 

就醫方便限制少，民眾可以自由選擇就醫院所 

依所得高低繳納不同的健保費，具有公平性 

每個人享有的醫療水準不會因保險對象身份有 

  差異 

 

 

 

 

 

 

優點題目 

缺點題目 

優缺點看

板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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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缺點 

就醫頻繁高造成醫療資源浪費 

醫師服務量過大  

全民健保財務面臨破產問題 

醫療品質下降 

因健保給付標準未盡合理，影響醫師醫療的 

 選擇性 

 

【關卡二】「藥」你/妳認識 

方式：於藥袋看板上分別貼出核對的項目，答對即可過

關。結束關卡發放一張藥袋小卡，讓學生將訊息帶回家

庭。 

必須項目(十三項)  

1.病患姓名 2.性別 3.藥品商品名 4.藥品單位含量 5.藥

品數量 6.用法 7.用量 8.調劑地點(醫療機構或藥局)之名

稱 9.調劑地點之地址 10.調劑地點之電話號碼 11.調劑者

姓名 12.調劑(或交付)日期 13.警語 

 

【關卡三】五大核心對對碰 

方式：於題目中找出適合的答案做連結，答對即可過關。 

所謂看 專業看醫師時，要?                                

問專業 領到藥品時，要?                                   

用專業 使用藥品時，要? 

買專業 買藥應在專業場所，不要聽信來路不明的藥物，

要? 

聽專業 聽醫師、藥師專業指導 

清楚用藥方法 

做身體的主人 

看病時，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核對清楚資料及藥品標示 

有病看醫生，用藥找藥師 

【關卡四】健保是個寶 

方式：於桌面圈叉牌，唸完題目於三秒後作答，答對三題

即可過關。 

 

 

 

 

 

 

 

 

 

 

 

 

 

 

 

藥袋看板 

藥袋小卡 

牌卡 

 

 

 

 

 

 

 

 

 

 

 

對對碰題

目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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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1.()健康的人可以選擇不要加入健保。 

2.()身體不舒服時，可以自行到藥房購買成藥，不需 

要看醫師。 

3.()每次用藥前看清標籤，確定藥品名稱、劑量、使 

用方法。 

4.()害怕藥品太苦，服用時最好搭配果汁、牛奶、汽 

水使用。 

5.()藥品必須存放在乾燥陰涼，不受陽光直射的地方。 

6.()生病時，如果症狀跟姐姐差不多，直接服用姐姐 

的藥，可避免醫療資源浪費。 

7.()全民健康保險是自由參加的保險制度，民眾可以選擇

要不要加入 

8.()全民健保是針對中華民國國民設立的，所以外國人皆

不得加入 

9.()就醫時先到基層診所或地區醫 院看病，再由家庭醫

師視需要，轉診到大醫院，這樣可以避免醫療資源的浪

費。 

10.()每個人交的保費是用來負擔自己與大家的醫療費

用。 

【關卡五】急診分級~五級檢傷排排看 

檢傷

分級 

病情輕

重 
定義 

第一

級

(紅) 

復甦急

救 
病況危急，生命或肢體需立即處置 

第二

級

(橘) 

危急 
潛在性危急生命、肢體及器官功能狀況，需

快速控制與處置 

第三

級

(黃) 

緊急 
病況可能持續惡化，需要急診處置，病人可

能伴隨明顯不適的症狀，影響日常活動 

第四

級

(綠) 

次緊急 

病況可能是慢性疾病的急性發作，或某些疾

病之合併症相關，需要在 1-2小時做處置，

以求恢復、避免惡化 

 

 

 

 

 

 

 

 

 

 

 

 

題目 

圈叉牌 

 

 

 

 

 

 

 

 

 

 

 

 

 

五急檢傷

題目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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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級

(藍) 

非緊急 
病況為非緊急狀況，需做一些鑑別性的診斷

或轉介門診，以避免後續之惡化 

 

【活動結束】回饋單及闖關卡回收&小禮物 

 

 

 

 

 

 

 

回收箱 

小禮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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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珍惜健保正確用藥玩很大之闖關活動活動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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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各「急/級」病人，看診順序都清楚】戲劇劇本 

爸爸-志強 

媽媽-阿芬 

兒子-小山 

女兒-阿華 

阿嬤-招弟 

路人甲媽媽 

路人甲兒子 

 

【各「急/級」病人，看診順序都清楚】 

這天歡樂的下午，爸爸、媽媽、小山弟弟和阿華姐姐正開心聊天邊吃喝

下午茶。 

此時阿嬤邊咳嗽邊從房間走出來 

阿嬤：「唉呦喂呀，我好像感冒了，志強(爸爸)載我去看醫生。」 

爸爸、媽媽、小山、阿華起身，扶著阿嬤。 

媽媽：「今天星期日耶，附近診所都沒開，怎麼辦。」 

爸爸：「不用等了，直接去醫院掛急診。」 

心急的爸爸去拿車鑰匙、媽媽櫃子拿健保卡。 

爸爸：「小山和阿華你們顧家阿。」 

華山醫院急診室 

檢傷區 

爸爸：「護理師，我媽媽咳嗽，好像感冒不太舒服。」 

護理師：「阿嬤叫什麼名字?我先幫阿嬤量體溫跟血壓喔」 

阿嬤：「賀啦，我叫陳招弟啦」 

護理師：「體溫 37度，血壓 125/80。正常喔!」 

護理師幫阿嬤帶上綠色手圈 

阿嬤：「護理師阿，我一直咳嗽，要甘苦死阿。什麼時候才會叫我。」 

護理師：「阿嬤，請稍坐一下，急診室由緊急的人先看的，不是先來先

看，跟一般門診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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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跟爸爸和媽媽坐在一旁等待 10分鐘後 

阿嬤：「志強(爸爸)阿，你去問看看啦，過那麼久了，怎麼還不叫我

們。」 

志強起身詢問護理師 

爸爸：「護理師，我媽媽年紀大又一直咳嗽，怎麼不能先叫我們嗎?」 

護理師：「依照病情嚴重度叫人，您在稍等一下。」 

此時急診又來了一位媽媽帶著兒子 

路人甲媽媽：「他剛剛吃魚，不小心被魚刺卡在喉嚨，很不舒服。」 

(路人甲兒子)弟弟表情痛苦 

護理師：「好，請坐。弟弟，阿姨幫你量體溫血壓喔。」 

護理師此時幫弟弟戴上黃色的手圈 

護理師：「媽媽，可以帶弟弟進去囉!」 

阿嬤在一旁目睹一切過程 

阿嬤：「吼，志強阿，你看看啦，比我們慢來餒，還先讓他們進去。我

真的會咳到中風啦!」 

志強口氣不太好的質問護理師：「不好意思，剛剛那位比我們晚來，為

什麼他們就先進去給醫生看。」 

護理師：「先生，真的很不好意思，急診室依病情嚴重程度來區分就診

的次序，您看這張海報， 

第一級 
復甦急

救 
病況危急，生命或肢體需立即處置    紅色 

第二級 危急 
潛在性危急生命、肢體及器官功能狀況，需快速控制

與處置     橘色 

第三級 緊急 
病況可能持續惡化，需要急診處置，病人可能伴隨明

顯不適的症狀，影響日常活動  黃色 

第四級 次緊急 

病況可能是慢性疾病的急性發作，或某些疾病之合併

症相關，需要在 1-2小時做處置，以求恢復、避免惡

化   綠色 

第五級 非緊急 
病況為非緊急狀況，需做一些鑑別性的診斷或轉介門

診，以避免後續之惡化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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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芬(媽媽)：「怎麼那麼麻煩啦，只不過是看個醫生。」 

志強(爸爸)：「對阿，這樣我們是要等多久。」 

護理師：「很抱歉，醫院就是依照該 SOP流程進行。」 

志強神情不悅的邊走回位置上邊碎碎唸。 

阿芬(媽媽)：「好了啦，其實是因為台灣醫療發達阿，你看美國那邊，

聽說還要預約個好幾個月才能看到醫生耶，醫藥費也是高得嚇人。而且

媽媽的狀況真的沒那麼嚴重阿，多等一下沒關係啦。」 

 

由此場劇情，就能讓我們更了解其實在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造福了全台

灣人民更減輕了很多慢性病人及經濟狀況較弱勢族群的醫療負擔，所以

我們更應該珍惜台灣醫療健保並且落實小病到社區診所大病才到大醫

院，而且緊急狀況才需要到急診就醫。 

 

以上是華山國小帶來的演出，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