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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汐」開始，「止」點迷津--「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 

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之成效探討 

「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 
對象 

汐止國中七、八年級學生 人數 160人 

執行 
策略 
摘要 

以健康促進六大範疇進行 
1.推動學校衛生政策 
(1)召開健康促進委員會，將「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議題納入行事曆。 
(2)制定校本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實施計畫，並送校務會議通過。 
(3)成立「健康促進」委員會，凝聚全校親、師、生重視全民健保的重要性。 
(4)本校為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中心學校，訂定珍惜健保、聰明就 
   醫相關宣導策略。 
2.營造物質支持性環境 
(1)佈置健促議題宣導專欄。 
(2)運用校園跑馬燈、校門口電視牆進行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影音宣導。 
(3)學校校網首頁連結相關網站。 
(4)運用汐中 FB粉絲專業推廣。 
(5)拍攝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影片。(附件 13) 
3.建置社會支持性環境 
(1)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議題 Kahoot PK賽。(附件 18~19) 
(2)結合品德聯絡簿，推廣珍惜健保、聰明就醫。 
(3)辦理健康促進主題書展。(附件 24) 
(4)寒假健康自主管理宣導活動。 
4.健康素養「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教學活動 
(1)辦理新北市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校群研習活動。(附件 15) 
(2)新北市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校群，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影片劇 
   本撰寫指導研習。(附件 12) 
(3)新北市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校群，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影片製 
   作成果分享。(附件 14) 
(4)參加師大「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教學研習。(附件 6) 
(5)邀請龍芝寧中央輔導員，辦理國小組：聰明就醫-寶可夢，國中組：聰明就 
   醫-醫全超人，桌遊教學研習。(附件 7) 
(6)七、八年級「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教學。(附件 8~11) 
5.整合「家長參與」、「社區結盟」社區系統 
(1)印製親師健康手冊-宣導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聰明就醫「五有」問。 
(2)辦理親職健康講座，邀請家長及社區民眾參與。 
(3)親師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相關知能宣導。 
(4)期初志工會議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相關宣導。 
(5)邀請亞東醫院許嘉芬藥師分享「素養導向健康教學-以正確用藥教育為 
   例」。 
(6)社區張貼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宣傳單張、參訪社區健保藥局。 
(7)邀請汐止國泰醫院藥師到校辦理健康促進講座。 
6.提供健康服務支持 
(1)每學期醫師到校健康檢查。(附件 25) 
(2)健康中心學生健康資料建立，提供學生回診檢查。 
(3)健康中心提供健康諮詢與個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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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國中】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國中版) 前後測時距:三週 

變項

名稱 

前測值 後測值 
P 值 結果簡述 備註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的

就醫

認知 

6.06 2.265 6.57 2.295  

就醫認知，後測比前測有進

步。 

次數分析 

我的

就醫

態度 

21.17 3.237 21.32 3.129 .566 

就醫態度，前後測的分數有

進步，但未達顯著水準。 

前後測成

對樣本 T-

檢定 

我的

就醫

行為

效能 

38.19 5.22 38.19 5.58 .988 

就醫行為效能，前後測的分

數一樣，未達顯著水準。 

前後測成

對樣本 T-

檢定 

研究流程:  

運用七、八年級語文領域－閱讀彈性課程，融入珍惜健保 · 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教學。 

１.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前測、醫全超人桌遊介紹、玩桌遊練功 

２.醫全超人對對碰、玩桌遊練功、挑戰任務 

３.玩桌遊練功、演練「十拿九穩」、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後測 

成效:  

1.學生學習到「建立信任醫療專業的正向、積極態度」。 

2.「我的就醫認知」在前後測的進步達顯著水準；「我的就醫態度」和「我的就醫行為效能」， 

   在前後測的進步未達顯著水準。 

3. 不同年級在「我的就醫認知」的得分上，有顯著差異。 

4.「我的就醫認知」與「我的就醫態度」成正相關；「我的就醫態度」與「我的就醫行為效 

  能」成正相關。 

5.從後測「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答對與答錯對「我的就醫態度」各題項的差異分析發現， 

  若加強「我的就醫認知」以下題項，將可提高「我的就醫態度」的成效： 

(1)了解健保並不是人人有份，可增加「期待合理的醫療效果」的態度。 

(2)了解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什麼有關？可促進「減少健保資源的浪費」的態度。 

(3)了解聰明就醫的好處，可增強「醫療過程中的理性表達或詢問」的態度。 

(4)了解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可提升「病人配合醫生治療，增加醫療效果」的態度。 

(5)了解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正確選擇，可提高「先選診所，善用基層醫療」的態度。 

(6)了解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可促進「和醫護人員有充分的溝通，良性的互動，將 

   使醫病關係良好」的態度。 

(7)了解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正確行為，可增進「病人配合醫生治療、民眾應該信任專業 

   醫護人員」的態度。 

6.從後測「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答對與答錯對「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各題項的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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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加強「我的就醫認知」以下題項，將可提高「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的成效： 

(1)了解健保並不是人人有份，可提高「會先透過診所醫生轉診到醫院」的行為。 

(2)了解繳交保費是負擔大家的醫療費，可強化「能正確運用急診資源」的行為。 

(3)了解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什麼有關？可增進「生病不先去急診室，也不會重複看病或 

   拿藥」的行為。 

(4)了解聰明就醫的好處，可提升「生病不先去急診室，也不會重複看病或拿藥」的行為。 

(5)了解有關聰明就醫的正確行為，可增強「能公開表示支持聰明就醫珍惜健保資源、不濫 

   用急診資源」的行為。 

(6)了解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正確選擇。可促進「向醫護人員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症情況 

   」的行為。 

(7)了解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可增進「和醫護人員有充分的溝通，良性的互動，將 

   使醫病關係良好」的行為。 

(8)了解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可提升「病情惡化就提前回診」的行為。 

7.學生瞭解聰明就醫對於珍惜健保資源的重要性。 

8.學生喜歡上課邊玩邊學。 

9.學生希望「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以手機遊戲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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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汐」開始，「止」點迷津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教學對學生學習投入之行動研究 

 

摘要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七、八年級學生，七年級 2 班，八年級 6 班，

共 160 名學生，利用閱讀推動課程，以「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

桌遊融入全民健保永續經營進行教學。 

（二）研究目的 

1. 瞭解聰明就醫對於珍惜健保資源的重要性 

2. 認識就醫前、中、後過程，聰明就醫方法與行動 

3. 培養合理期待醫療效果的態度 

4. 建立信任醫療專業的正向、積極態度。 

5. 演練珍惜健保資源的聰明就醫行動與技能 

6. 表達珍惜健保的健康立場，公開倡議聰明就醫的行動。 

研究方法：量化分析。 

研究發現： 

1.學生學習到「建立信任醫療專業的正向、積極態度」。 

2.七年級與八年級學生在「我的就醫認知」的得分上，有顯著差異。 

3.「我的就醫認知」在前後測的進步達顯著水準；「我的就醫態度」和「我

的就醫行為效能」，在前後測的進步未達顯著水準。 

4.「我的就醫認知」與「我的就醫態度」成正相關；「我的就醫態度」與「我

的就醫行為效能」成正相關。 

5.從後測「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答對與答錯對「我的就醫態度」各題項

的差異分析發現，若加強「我的就醫認知」以下題項，將可提高「我的就

醫態度」的成效： 

(1)了解健保並不是人人有份，可增加「期待合理的醫療效果」的態度。 

(2)了解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什麼有關？可促進「減少健保資源的浪費」

的態度。 

(3)了解聰明就醫的好處，可增強「醫療過程中的理性表達或詢問」的態

度。 

(4)了解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可提升「病人配合醫生治療，增加醫療效

果」的態度。 

(5)了解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正確選擇，可提高「先選診所，善用基層

醫療」的態度。 

(6)了解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可促進「和醫護人員有充分的溝通，

良性的互動，將使醫病關係良好」的態度。 

(7)了解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正確行為，可增進「病人配合醫生治療、

民眾應該信任專業醫護人員」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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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從後測「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答對與答錯對「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各

題項的差異分析發現，加強「我的就醫認知」以下題項，將可提高「我的

就醫行為效能」的成效： 

(1)了解健保並不是人人有份，可提高「會先透過診所醫生轉診到醫院」

的行為。 

(2)了解繳交保費是負擔大家的醫療費，可強化「能正確運用急診資源」

的行為。 

(3)了解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什麼有關？可增進「生病不先去急診室，

也不會重複看病或拿藥」的行為。 

(4)了解聰明就醫的好處，可提升「生病不先去急診室，也不會重複看病

或拿藥」的行為。 

(5)了解有關聰明就醫的正確行為，可增強「能公開表示支持聰明就醫珍

惜健保資源、不濫用急診資源」的行為。 

(6)了解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正確選擇。可促進「向醫護人員清楚地表

述自己的病症情況」的行為。 

(7)了解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可增進「和醫護人員有充分的溝通，

良性的互動，將使醫病關係良好」的行為。 

(8)了解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可提升「病情惡化就提前回診」的

行為。 

7.學生瞭解聰明就醫對於珍惜健保資源的重要性。 

8.學生喜歡上課邊玩邊學。 

9.學生希望「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以手機遊戲的方式呈現。 

關鍵詞：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桌遊 

聯絡人：李國健 

e-mail：kwok2772@gmail.com 

地 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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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研究源起 

全民健保提供了就醫便利與無財務障礙的醫療服務，確實也造成極少數民眾有

大醫院門診就醫次數過高的情形。因為國人一般心理上較相信醫院之醫療品質，遇

有不舒服病痛時，大部份都會想到去醫院就醫，有些甚至於還叫救護車直接將其送

到醫院掛急診接受治療，造成各醫院人滿為患，滯留情況嚴重，而其他一般診所，

病患則顯得較少，造成醫院負擔過重，影響醫院就醫的醫療品質，使急症或重症患

者無法獲得適當且及時的醫院醫療服務。 

為確保民眾聰明就醫並撙節有限醫療資源，健保局自 99 年起，對於前 1 年門診

就醫次數≧100 次者予以專案輔導（排除重大傷病者），每年約有 3.3 萬人，執行成

效良好，以 101 年全年輔導 100 年高診次者成效來看，其輔導後每人就醫次數下降

24％（總下降就醫次數近 95 萬次），醫療費用減少支出 8.29 億元。健保局為加強關

懷高診次民眾，自 102 年 4 月起，由原本輔導全年門診就醫次數≧100 次者下修為

≧90 次，輔導人數由全年 3.3 萬人增加為 5.9 萬人，健保局將於 5 月底前完成寄發

關懷函，以提醒保險對象珍惜醫療資源；另為強化提醒，自 102 年 5 月起，對於當

年門診就醫次數≧20 次者，藉由民眾刷健保 IC 卡就醫時，即時訊息提醒，並請診

治醫師協助瞭解原因及輔導，期藉由醫師之協助，以確保民眾正確利用醫療資源。(衛

生福利部，2013)有病應立即就醫，但更需要有正確聰明的就醫方式，此一觀念，必

須由國小、國中之學生著手宣導，建立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正確觀念。 

二、研究動機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正確觀念建立，可以透過桌遊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在遊

戲中，邊玩邊學，潛移默化，建立聰明就醫的正確觀念。桌上遊戲（Tabletop Games/ 

Board Games）簡稱桌遊（board games）涵蓋在平面上玩的遊戲，而在華人地區則被

稱為紙盤遊戲、紙上遊戲、圖版遊戲、德式遊戲、桌上遊戲或設計者遊戲（陳介宇，

2010）。從過去十年崛起，截至 2015 年 6 月為止，臺灣的桌遊店已增加到 2015 年

的兩百多家，全臺與桌遊類的研習也不斷增加。但臺灣桌遊市場的崛起不僅是因家

庭遊戲的需求，也是因教師渴望改變僵化的教學方式所致（蘇岱崙、楊煥世、李岳

霞，2015）。故在桌遊崛起的時代脈絡下，正是學術研究投入之良機。 

由教育著手，讓學生在遊戲中潛移默化中養成眾多良好品行，是本校努力辦學

的基本理念。本校連續兩年為新北市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中心學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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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全力推動宣導珍惜急診資源，到今年推動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由於國中現

行體制有關「健教」的課程標準中，與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相關的教學內容極少，

且又在教學時間不足、教材分量過重且重複的限制下，若教師教法單一，將很難引

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在學習成效上更將無法有過多的期待。所以，此次研究目的希

望藉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全民健保永續經營計劃團、董貞

吟教授總編、龍芝寧主編，所研發出的「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融

入閱讀推動課程實施。讓學生在玩醫全超人桌遊過程中，學習聰明就醫六大能力。

能力一：觀察病症的情形；能力二：優先選擇一家醫；能力三：詳述病症用口訣；

能力四：合理期待最和諧；能力五：聰明用藥愛健保；能力六：如期回診要記牢；

以及「十(健康狀況與病「史」)、拿(病症在「哪」)、九(病症有多「久」、醫病詢

「問」)、穩(醫並詢問)」口訣(龍芝寧 2020)。醫全超人桌遊推廣，使珍惜健保資、

聰明就醫議題更深、更廣，讓每一個學生從玩桌遊中，真正落實把珍惜健保資源、

聰明就醫的知識與觀念化成一顆顆小小蒲公英的種子隨風起舞，進而讓珍惜健保資

源、聰明就醫的正確觀念散播到每位國人身上，改善誤用、濫用健保資源的觀念。

大家的健保，大家共享、共珍惜。讓健保永續，大家安心。這才是全民健保，永續

經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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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況分析 

一、學生層級： 

經觀察及與學生討論後，歸納出幾點影響學生「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因素，

分析如下： 

表 2-1 影響學生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因素 

知識 

1. 誰都可以參加全民健保。 

2. 我們都有健保費。 

3. 有病就去醫院看醫生。 

態度 

1. 期待最棒的醫療服務，藥到病除。 

2. 病人最大，常常質疑專業醫護人員。 

3. 不配合醫生囑咐 。 

危險知覺 

1. 看病掛急診比較快的錯誤認知。 

2. 都繳了健保費，不看白不看。 

3. 小症狀去教學醫院看病。 

4. 去看病怎麼不打針、不拿藥？ 

5. 重複看病以確認病症。 

同儕關係 
1. 易受同儕影響，易產生以訛傳訛的錯誤認知。 

2. 多數愛好集體行動，增加需要大醫院資源的機會。 

家長態度 
1. 因本身對健保資源不了解，對學生的認知造成負面影響。 

2. 存在錯誤的就醫知識，錯誤的身教影響了學生。 

 

二、學校層級：從健康促進學校六大面向進行 SWOT 分析如下表： 

表 2-2 健康促進學校六大面向進行 SWOT 分析 

六大 

面向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學校 

政策 

1.為健康促進中心學

校，可整合相關資

源。 

2.納入學校行事曆推

行。 

1.單親家庭、隔代教

養比率日增衛教觀

念待加強 

2. 學校校務計畫繁

多，需與其他處室

協調可推行時段。 

1. 配合健康促進計

畫，持續推動，師

生建立良好共識。 

 

1.家長聰明就醫知

識不足，影響學生

對珍惜健保的正確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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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 

面向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學校 

教學 

1.藉由「珍惜健保

聰明就醫—醫全

超人」桌遊融入

閱讀課程。 

2.教師可洽詢本校

護理師或欸生組

獲得珍惜健保聰

明 就 醫 教 學 資

源。 

1.媒體資訊發達，

傳遞錯誤訊息影

響學生認知。 

2.課程可融入推動

期程仍不足。 

1.與衛生局、汐止

國泰醫院密切聯

繫，形成合作模

式 互 相 協 助 推

動。 

2.製作健康促進影

片。 

1.汐止國泰醫院實

地參訪課程設計

必須考慮其參與

意願。 

2.課程後學生仍有

遺忘現象。 

學校 

環境 

1.學校健康中心定

期檢視緊急救護

設施及藥品，營造

健康環境 

2.學校護理師定期

進修，精進自身急

救相關之能，提供

全校師生必要的

聰明就醫能力。 

1.圖書館書籍較少

珍惜健保聰明就

醫圖書，有待增

加。 

2.校內健康中心缺

乏各類全民健保

宣導展示空間。 

1.學校教學環境及

活動空間正逐步

整建中，有助於

未來師生身心能

均衡發展。 

1.學校附近較少大

型醫院，學生較

少可實際體驗的

聰 明 就 醫 的 實

例。 

 

學校 

社會 

環境 

1.健康中心、公佈

欄、校網，皆有

珍惜健保相關文

宣。 

2.教職員工間能互

相關懷提醒健康

形成良好氛圍 

1.學校舉辦多樣宣

導活動，但參與家

長仍限於少數。 

1.配合認識珍惜健

保 聰 明 就 醫 競

賽，鼓勵學生參

賽融入生活。 

2.醫院就醫參訪活

動擴充學生生活

經驗。 

1.多種計畫同時進

行，執行上或有

倉促、疏忽之處。 

學校 

服務 

1.本校健體老師、

護理師皆有良好

健康觀念，能使

師生獲得珍惜健

保資源與協助。 

2.衛生組積極提供

各項資源。 

1.學生中仍有家庭

成員誤解健保資

源的認知，致珍惜

健保資源教學成

效受限。 

1.專家學者、健康

中心，配合學校

宣導與聯繫。 

1.社區家長仍待宣

導，目前未主動

洽詢學校相關資

源。 

社區 

關係 

1.本校有社區居民

成立的家長志工

隊，為學校推展

社 區 活 動 的 前

鋒。 

1.家長忙於工作，

無法參與學校宣

導活動。 

1.與社區診所合

作，予學生正確

就醫觀念或宣導

品，讓學生帶回

家中影響家人。 

1.學校事務眾多，

若不積極與家長

聯繫，家長也不

可能主動配合，

社區共識有待凝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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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融入國中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對學生學習投入之行動研究」為主題，以「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

遊為教學模式，運用「【國中】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進行前後測，探討我的就醫

認知、我的就醫態度、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等三方面，期望對於提升國中生珍惜健保、

聰明就醫之成效有其貢獻。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聰明就醫對於珍惜健保資源的重要性。 

二、認識就醫前、中、後過程，聰明就醫方法與行動。 

三、培養合理期待醫療效果的態度。 

四、建立信任醫療專業的正向、積極態度。 

五、演練珍惜健保資源的聰明就醫行動與技能 

六、表達珍惜健保的健康立場，公開倡議聰明就醫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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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以本校七年級學生2個班、八年級學生6個班，以桌遊推動宣導珍惜健

保聰明就醫全民健保教學之研究。研究對象分為701、705、801、803、804、806、

807、809等八個班。開始桌遊教學前，先進行「【國中】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前

測。再實施桌遊教學，從桌遊遊戲中學習聰明就醫三大面向與六項能力。最後，桌

遊教學結束後，進行「【國中】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後測。 

二、前後測及桌遊教學實施預計時程 

為進行本研究，特擬定實施期程如表 4-1： 

表 4-1 前後測及桌遊教學實施預計時程 

日期 預計完成事項 備註 

2/22(一) 準備教案、問卷、教具  

2/23(二) 
前測問卷施測、桌遊說

明、開始玩桌遊 

705 班第 6 節 

2/24(三) 
前測問卷施測、桌遊說

明、開始玩桌遊 

701 班第 5 節 

3/2(二) 玩桌遊練功、闖關 705 班第 6 節 

3/3(三) 玩桌遊練功、闖關 701 班第 5 節 

3/8(一) 
前測問卷施測、桌遊說

明、開始玩桌遊 

801 班第 6 節 

806 班第 7 節 

3/9(二) 
玩桌遊練功、闖關 

後測問卷施測 

705 班第 6 節 

3/10(三) 
玩桌遊練功、闖關 

後測問卷施測 

701 班第 5 節 

3/15(一) 玩桌遊練功、闖關 
801 班第 6 節 

806 班第 7 節 

3/22(一) 

前測問卷施測、桌遊說明 

玩桌遊練功、闖關 

後測問卷施測 

809 班第 2 節 

801 班第 6 節 

806 班第 7 節 

3/23(二) 
前測問卷施測、桌遊說

明、開始玩桌遊 

804 班第 1 節 

807 班第 7 節 

3/24(三) 
前測問卷施測、桌遊說

明、開始玩桌遊 

803 班第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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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一) 玩桌遊練功、闖關 809 班第 2 節 

4/6(二) 玩桌遊練功、闖關 
804 班第 1 節 

807 班第 7 節 

4/7(三) 玩桌遊練功、闖關 803 班第 6 節 

4/12(一) 
玩桌遊練功、闖關 

後測問卷施測 

809 班第 2 節 

4/13(二) 
玩桌遊練功、闖關 

後測問卷施測 

804 班第 1 節 

807 班第 7 節 

4/14(三) 
玩桌遊練功、闖關 

後測問卷施測 

803 班第 6 節 

4/15(四)~4/21(三) 統計整理、報告撰寫。  

4/22(四)~4/28(三) 完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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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一、量性問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全民健保永續經營計劃

團所研編的「【國中】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 

二、問卷說明： 

第一部分：背景因素共4題：除研究對象之年級，另外前測有「我覺得自己的學

習能力屬於…」、「我對『上課邊玩邊學』感覺到…」兩題，後測

有「我對《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的感覺是…」、「經過這堂課

的體驗，如果未來《聰明就醫醫全超人》進行改版，我最希望它的

類型是…」兩題。 

第二部分：我的就醫認知量表採單選題型，共10題。我的就醫認知量表內容以

聰明就醫三大面向與六項能力為內涵，採單選題型設計，選項共有

五個選項。各題答對者給1分，若答錯、未答或回答不知道者，均以

0分計算。總得分範圍為0~10分，得分愈高，表示對珍惜健保聰明就

醫知識的瞭解程度越高。 

第三部分：我的就醫態度量表採Likert Scale五分量表，共5題。正向題的計分方

式為1~5分代表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製作而成。總得分範圍為5~25

分，得分愈高代表研究對象的我的就醫態度愈正向。 

第四部分：我的就醫行為效能量表採Likert Scale 五分量表，共10題 。正向題(包

括1～6題、9～10題，共八題)的計分方式為1~5分代表從非常沒有把

握~非常有把握，反向題(包括7、8兩題)的計分方式為1~5分代表非

常有把握~非常沒有把握製作而成。總得分範圍為10~50分，得分愈

高代表研究對象我的就醫行為效能表現愈佳。 

三、研究過程：本研究過程經過七次討論會議。 

 (一)、研究過程： 

第一次會議會議內容：行動研究模式及內容、工作分工討論。 

第二次會議會議內容：行動研究實施期程與各項工作確認事宜、各協助教

師實施課程班級確認。 

第三次會議會議內容：確認「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課程融

入『閱讀』教案、行動研究前後測問卷內容確認。 

第四次會議會議內容：行動研究實施前各項事項確認。 

第五次會議會議內容：行動研究實施中各項事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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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會議會議內容：行動研究實施後各項事項確認、確認已統整珍惜健

保聰明就醫相關數據與資料。 

第七次會議會議內容：完成報告之確認。 

(二)、研究參與人員工作分派如下： 

表 5-1 研究參與人員工作職掌 

職  掌 姓  名 職  稱 工 作 項 目 

主持人 吳慧蘭 校長 本研究計畫之綜合督導。 

研究員 

李國健 學務主任 

決定會議討論時間，擬訂計畫之策

略、作法，進行問卷測驗，執行教學

研究活動，及指導影片製作，並撰述

研究報告。 

葉耘竹 衛生組長 

鍾怡萍 健教老師 

沈素琴 護理師 

協同研究員 

游亞儒 公民老師 

協助會議紀錄、問卷調查及教室觀

察、拍照、統整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相

關數據與資料。 

林淑美 英語(地理)老師 

吳昇鴻 理化老師 

王心郁 國文老師 

李澤薰 數學老師 

杜蓉榕 英語老師 
統整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相關數據與

資料。 

協同 

研究機構 
汐止國泰醫院 

提供珍惜健保聰明就醫諮詢與研究

參考資料 

(三)、修正過程： 

原先設定研究對象以 4 個班級之七、八年級各 2 個班級，為使研究結

果更有代表性，故又增加 4 個八年級班級，以增加樣本個數。 

 (四)、研究設計： 

1、8 個班級，以「【國中】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於閱讀課程實施前、 

   後測問卷做比較分析。 

2、以《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進行教學模式，透過課堂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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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省思，修正桌遊實施方式，探討學生我的就醫認知、就醫態度、就 

           醫行為效能等之變化，日後配合健康促進-全民健保的推動做更完善確 

           實的研究。 

 (五)、介入研究策略--健康素養「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教學 

           活動 

        1、教學課程設計 

(1)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前測、醫全超人桌遊介紹、玩桌遊練功 

(2)醫全超人對對碰、玩桌遊練功、挑戰任務 

(3)玩桌遊練功、演練「十拿九穩」、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後測 

     2、教學課程設計 

第一節課 

(1)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前測。 

(2)珍惜健保 聰明就醫教學簡報。 

 a.認識健保五個知道。 

 b.目前健保亂象：健保方便，民眾隨便。 

 c.聰明就醫前，你可以。 

 e.聰明就醫中，你可以。 

 f.聰明就醫後。你可以。 

        g.聰明就醫六要素，珍惜健保 We can do！ 

(3)「醫全超人」桌遊介紹 

 a.道具介紹。 

 b.結束條件。 

 c.勝負計算。 

 d.遊戲流程。 

 f.地圖區域說明。 

 g.練功卡牌內容說明。 

 h.聰明就醫卡情境說明。 

 i.37 個聰明就醫卡情境與對應所需的能力。 

(4)分組。 

(5)「醫全超人」桌遊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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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試玩「醫全超人」 

第二節課 

(1)醫全超人對對碰。 

(2)玩醫全超人桌遊練功、挑戰任務。 

(3)發學習單： 

  a.聰明就醫 we can do學習單。 

  b.讀具識野--聰明就醫：1口訣、6大能力、feat.健保議題。 

  c.讀具識野--圖表繪製 feat.健保議題。 

  d.為珍惜健保資源盡一份心力，我可以！ 

第三節課 

(1)玩桌遊練功、挑戰任務。 

(2)演練「十拿九穩」口訣。 

發情境小卡，呈現詳述病症「十、拿、九、穩」字卡，和病人症狀卡，

請 1 位學生隨機指定一張病人症狀卡時，運用「十、拿、九、穩」

口訣進行「你說我猜」，由其他學生舉手猜出是哪一個病人症狀卡。 

(3)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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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針對選取的 160 名學生進行實驗研究，以下就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以及介入

前、後測「我的就醫認知」、「我的就醫態度」和「我的就醫效能行為」等方面的變

化來說明研究結果。 

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本行動研究，受試者 160 位學生，參與並完成前測，經過三週之課程，最後完

成前測和後測的受試者共 160 位。其中包括 40 位七年級學生、120 位八年級學生，

如表 6-1。 

 

表 6-1  參與學生基本資料分佈表 

組別 全      體 

 人數（百分比） 

七年級 40（25） 

八年級 120（75） 

 

    在前測分數部分，學生-我覺得自己的學習能力非常好者 13 位(8.1%)、好者 34

位(21.3%)、普通者 79 位(49.4%)、不好者 28 位(17.5%)、非常不好 6 位(3.8%)。表示

接近三成的學生是自覺得自己的學習能力是好或非常好的；接近五成的學生是自覺

得自己的學習能力是普通；接近二成的學生自覺得自己的學習能力是不好的，只有

6 位學生自覺得自己的學習能力非常不好，如表 6-2。 

 

表 6-2  我覺得自己的學習能力統計資料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的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非常不好 6 3.8 3.8 3.8 

不好 28 17.5 17.5 21.3 

普通 79 49.4 49.4 70.6 

好 34 21.3 21.3 91.9 

非常好 13 8.1 8.1 100.0 

總計 160 100.0 100.0  

 

 

    再者，在前測分數部分，學生-我對「上課邊玩邊學」感覺到非常喜歡 59 位

(36.9%)、喜歡 52 位(32.5%)、普通 40 位(25%)、不喜歡 3 位(1.9%)、非常不喜歡 6

位(3.8%)。表示約六成九的學生是對上課邊玩邊學感覺到是喜歡或非常喜歡；約二

成五的學生是對上課邊玩邊學感覺到是普通；3 位學生對上課邊玩邊學感覺到是不

喜歡的，有 6 位學生對上課邊玩邊學感覺到非常不喜歡，如表 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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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我對「上課邊玩邊學」感覺到統計資料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的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非常不喜歡 6 3.8 3.8 3.8 

不喜歡 3 1.9 1.9 5.6 

普通 40 25.0 25.0 30.6 

喜歡 52 32.5 32.5 63.1 

非常喜歡 59 36.9 36.9 100.0 

總計 160 100.0 100.0  

 

 

    在後測分數部分，學生-我對《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的感覺是非常喜歡 33

位(20.6%)、喜歡 59 位(36.9%)、普通 57 位(35.6%)、不喜歡 2 位(1.3%)、非常不好 9

位(5.6%)。表示約五成八的學生對《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的感覺是喜歡或非常

喜歡；約三成六的學生對《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的感覺是普通；2 位學生對《聰

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的感覺是不喜歡的，有 9 位學生對《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

遊的感覺是非常不喜歡，如表 6-4。。 

 

表 6-4  我對《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的感覺是統計資料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的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非常不喜歡 9 5.6 5.6 5.6 

不喜歡 2 1.3 1.3 6.9 

普通 57 35.6 35.6 42.5 

喜歡 59 36.9 36.9 79.4 

非常喜歡 33 20.6 20.6 100.0 

總計 160 100.0 100.0  

 

    再者，在後測分數部分，學生-經過這堂課的體驗，如果未來《聰明就醫醫全超

人》進行改版，我最希望它的類型，如表 6-5：有擴充包的小組桌遊(約 3-6 人玩)69

位(43.1%)、手機遊戲 53 位(33.1%)、電腦小遊戲 21 位(13.1%)、有擴充包的全班分

組桌遊 17 位(10.6%)。表示約四成三的學生對如果未來《聰明就醫醫全超人》進行

改版，最希望它的類型：有擴充包的小組桌遊(約 3-6 人玩)；約三成三的學生對如

果未來《聰明就醫醫全超人》進行改版，最希望它的類型：手機遊戲；約一成三的

學生對如果未來《聰明就醫醫全超人》進行改版，最希望它的類型：電腦小遊戲；

約一成一的學生對如果未來《聰明就醫醫全超人》進行改版，最希望它的類型：有

擴充包的全班分組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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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經過這堂課的體驗，如果未來《聰明就醫醫全超人》 

       進行改版，我最希望它的類型統計資料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的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有擴充包的小組桌遊 

(約 3-6 人玩) 
69 43.1 43.1 43.1 

有擴充包的全班分組桌遊 17 10.6 10.6 53.8 

電腦小遊戲 21 13.1 13.1 66.9 

手機遊戲 53 33.1 33.1 100.0 

總計 160 100.0 100.0  

 

二、我的就醫認知、就醫態度、就醫行為效能等向度前後測統計資料分析 

(一)、「我的就醫認知」向度統計資料分析 

    在前測-我的就醫認知部分，如表 6-6：第 10 題(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

為，哪一項是正確的？)答對平均數(0.88)最高，第 9 題(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

作法，哪一項是錯誤的？)答對平均數(0.84)次高，第 8 題(有關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

的選擇，哪一項是正確的？)答對平均數(0.78)第三高，第 4 題(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

確的？)答對平均數(.33)最低，第 6 題(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答對平均

數(0.45)次低，第 1 題(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答對平均數(0.50)第三低。 

 

表 6-6  前測「我的就醫認知」向度統計資料  (n=160)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排序 

1. 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 0 1 .50 8 

2. 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確？ 0 1 .65 4 

3. 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 0 1 .54 6 

4.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0 1 .33 10 

5. 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 0 1 .53 7 

6. 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 0 1 .45 9 

7. 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何者正確？ 0 1 .58 5 

8. 有關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選擇，哪一項是正確的？ 0 1 .78 3 

9. 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是錯誤的？ 0 1 .84 2 

10. 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是正確

的？ 
0 1 .88 1 

總分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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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測-我的就醫認知部分，第 10 題(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

是正確的？)答對平均數(0.94)最高，第 9 題(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

項是錯誤的？)答對平均數(0.79)次高，第 2 題(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

確？)答對平均數(0.76)第三高。第 4 題(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答對平均數(0.34)

最低，第 1 題(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答對平均數(0.55)次低，第 6 題(以下哪

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答對平均數(0.56)第三低。(以上數據，如表 6-7。) 

    「我的就醫認知」前測總分為 6.06(如表 6-6)，後測總分為 6.58(如表 6-7)，

後測總分比前測有所進步。換而言之，經過「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教

學，「我的就醫認知」是有所進步的。 

 

表6-7  後測「我的就醫認知」向度統計資料   (n=160)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排序 

1. 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 0 1 .55 9 

2. 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確？ 0 1 .76 3 

3. 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 0 1 .61 7 

4.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0 1 .34 10 

5. 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

能的後果？ 
0 1 .67 5 

6. 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 0 1 .56 8 

7. 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何者正確？ 0 1 .62 6 

8. 有關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選擇，哪一項

是正確的？ 
0 1 .74 4 

9. 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

是錯誤的？ 
0 1 .79 2 

10. 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

是正確的？ 
0 1 .94 1 

總分   6.58  

 

    「我的就醫認知」前、後測，「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是錯誤

的？」、「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是正確的？」這兩題都顯示了答

對百分比較高，顯示了在「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教學過程中，學生掌

握了聰明就醫的第四項能力「合理期待最和諧」，以及第六項能力「如期回診要牢

記」，使學生對於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知識分數具一定的認知。前、後測，第 1、

4、6 題都顯示了平均數較低，顯示了學生對「於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以

及「下列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等珍惜健保基本概念不清楚，在學校珍惜

健保的教育宣導上，要加強珍惜健保的基本概念，以及「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

人」桌遊教學中六大能力的練功培養。各題前後測的答題情況如表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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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前後測分析表       (n=160) 

題    目 
答對人數 答對百分比（%）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1. 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 80 88 50.0 55.0 

2. 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確？ 104 121 65.0 75.6 

3. 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 86 97 53.8 60.6 

4.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52 54 32.5 33.8 

5. 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

後果？ 
84 108 52.5 67.5 

6. 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 72 90 45.0 56.3 

7. 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何者正確？ 93 99 58.1 61.9 

8. 有關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選擇，哪一項是正

確的？ 
124 118 77.5 73.8 

9. 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是錯

誤的？ 
135 126 84.4 78.8 

10. 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是正

確的？ 
140 150 87.5 93.8 

 

(二)、「我的就醫態度」向度前後測統計資料分析 

    「我的就醫態度」向度的前、後測，每題均高於中數 3。其中「我覺得要期待

合理的醫療效果，因為醫療不是用藥後就能馬上恢復。」得分由 4.11提高為 4.13、

「我覺得如果大家都遵守聰明就醫的原則，就可以減少健保資源的浪費。」得分由

4.23提高為 4.32等兩題認同度增加，但未達顯著水準，如表 6-9。雖然如此，但經

過桌遊教學練功過程中，大家還是學習到能力四「合理期待最和諧」、能力五「聰明

用藥愛健保」、能力六「如期回診要牢記」，也是認同「藥到不一定病除」、「配合醫

生」、「減少健保資源浪費」。另外，沒有進步的題目，推測可能是受到媒體的影響，

由於新聞通常報導的都是醫療上的糾紛，以致對學生的就醫態度，造成不良影響，

必須加強「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六大能力有效教學與宣導，建立正確的就

醫態度。 

    就「我的就醫態度」各題的成對樣本 T-檢定分析資料顯示，「我覺得病人配合

醫生治療，可以增加醫療效果。」t值為-2.193，p＝0.03，p<.05，達顯著水準，

如表 6-9。大家覺得病人配合醫生治療，確實可以增加醫療效果，也就是學習到珍

惜健保、聰明就醫六大能力中的能力四「合理期待最和諧」、能力五「聰明用藥愛健

保」、能力六「如期回診要牢記」。其餘題目，未達顯著水準，是因為雖然學習到聰

明就醫的知識，但無法在短時間內有所改變，還需要時間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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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我的就醫態度」向度前後測答題情形表     (n=160) 

題目敘述 
前測 

平均數 

後測 

平均數 

前後測

比較 

成對樣本檢定 

T P(雙尾) 

1.我覺得要期待合理的醫療效

果，因為醫療不是用藥後就能馬

上恢復。 

4.11 4.13 +0.02 -.178 .859 

2.我覺得病人配合醫生治療，可以

增加醫療效果。 
4.14 4.29 +0.15 -2.193 .030 

3.我覺得民眾應該信任專業醫護

人員，並適時表達感謝之意。 
4.34 4.31 -0.03 .469 .640 

4.我覺得如果病人在醫療過程中

有任何疑慮，都應該理性表達或

詢問。 

4.34 4.26 -0.08 1.284 .201 

5.我覺得如果大家都遵守聰明就

醫的原則，就可以減少健保資源

的浪費。 

4.23 4.32 +0.09 -1.231 .220 

我的就醫態度 21.17 21.32 +0.15 -.575 .566 

 

(三)、「我的就醫行為效度」向度前後測統計資料分析 

    就「我的就醫行為效度」向度而言，每題的分數都在「普通把握」之上，題目

「確認需要就醫時，我能先選擇附近固定的基層診所就醫。」得分由 4.15提高為

4.21、「我能在就醫後，遵照醫生指示來聰明用藥或按時回診。」得分由 3.89提高

為 3.96、「我會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的好處。」得分由 3.54提高為 3.63等

題目，把握度有所提升，如表 6-10。這是桌遊練功卡，所起的教學成效，讓學生掌

握三大面向中的就醫前、就醫後，也就是能力二「優先選擇一家醫」、能力四「合理

期待最和諧」、能力五「聰明用藥愛健保」、能力六「如期回診要牢記」。。其餘題目，

進步不明顯，最主要是不善於或羞於向別人表達，例如：「向醫護人員清楚地表述」、

「我能公開表示」、「我能向親友、家人說明」等，也突顯學生對自己與人互動的就

醫行為明顯信心不足，需要加以教導。 

就「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各題的成對樣本 T-檢定分析資料顯示， t 值為 0.015、

p＝.629，p>.05，未達顯著水準，如表 6-10。顯示，雖然大家學習到珍惜健保、聰

明就醫六大能，但呈現在實際行為上，還需要花時間實踐、經驗累積，才能建立起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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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向度前後測答題情形表  N=160 

題目敘述 
前測平

均數 

後測平

均數 

前後測

比較 

成對樣本檢定 

t P（雙尾） 

1.確認需要就醫時，我能先選擇附

近固定的基層診所就醫。 
4.15 4.21 +0.06 -.846 .399 

2.我能在看病的時候，向醫護人員

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症情況。 
4.11 4.02 -0.09 1.137 .257 

3.我能在就醫後，遵照醫生指示來

聰明用藥或按時回診。 
3.89 3.96 +0.07 -.946 .345 

4.我能公開表示支持聰明就醫來珍

惜健保資源。 
4.01 3.87 -0.14 1.579 .116 

5.我能向親友、家人說明聰明就醫

的方法與行動，以獲得他們的贊

同。 

3.76 3.73 -0.03 .361 .719 

6.我或家人會在必要時，會先透過

診所醫生轉診到醫院。 
4.09 4.02 -0.07 .925 .356 

7.我會為了讓病趕快好，生病的時

候先去急診室就醫。 
3.52 3.52 0 .000 1.000 

8.我或家人會因為重複看病或拿藥

而沒有吃完。 
3.23 3.34 -0.11 -1.163 .247 

9.我會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

的好處。 
3.54 3.63 +0.09 -.894 .372 

10.當家人或朋友看病的時候，我會

提醒他們珍惜健保資源。 
3.89 3.89 0 .000 1.000 

我的就醫行為效能 38.19 38.19 -0.22 .015 .629 

 

    

二、年級變項在我的就醫認知、我的就醫態度、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之影響分析 

    年級變項對我的就醫認知、我的就醫態度、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之影響分析，不

同年級在就醫認知(前測 t=-2.499,p=.013；後測 t=-3.521,p=.001)上，有顯著差異，如

表 6-11。推測此得分差異的原因是，七年級學生較八年級學生的在學學習時間少了

一年，同時年紀也小了一歲，所以，其所學、所聞均較為不足所致。不同年級在就

醫態度(前測 t=1.659,p=.099；後測 t=1.419,p=.158)、就醫行為效能(前測

t=1.129,p=.261；後測 t=0.867,p=.387)，在分數上 p 值>0.05，不論前、後測均無顯著

差異性，如表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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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不同年級在就醫認知、就醫態度、就醫行為效能分數差異的獨立樣本 t 檢定 

  

三、前、後測之我的就醫認知、我的就醫態度、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皮爾森積差相關 

(一)、前測之我的就醫認知、我的就醫態度、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皮爾森積差相關 

    學生在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前測，我的就醫認知、我的就醫態度和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方面的前測得分之相關情形，我的就醫認知和我的就醫態度有顯著正相關

（r=.322,p<0.01），如表 6-12；可知學生的就醫認知得分越高，則就醫態度則是越正

向。就醫態度和我的就醫行為效能有顯著相關（r=.527,p<0.01），如表 6-12；學生就

醫態度的得分越高，則就醫行為效能就越正向。綜上所述，以前測數據可了解本校

受試學生在未接受「醫全超人」桌遊教學前，其「就醫認知」對「就醫態度」有正

相關；「就醫態度」和「就醫行為效能」有正相關。顯示，學生能將就醫認知轉化到

就醫態度與就醫行為中。 

 

表 6-12 前測之就醫認知、就醫態度、就醫行為效能皮爾森積差相關 

變項 就醫認知 就醫態度 就醫行為效能 

就醫認知 1 .322**  

就醫態度  1 .527** 

就醫行為效能   1 

                            ＊p＜.05, 
＊＊

p＜.01 

 

 

(二)、後測之就醫認知、就醫態度、就醫行為效能皮爾森積差相關 

運用《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教學後，學生在珍惜健保、聰明就醫中，我的

就醫認知、我的就醫態度和我的就醫行為效能方面的後測得分之相關情形。學生的

的就醫認知和就醫態度有顯著正相關（r=.317,p<0.01），如表 6-13；顯示學生的就醫

認知得分越高，則就醫態度則是越正向。學生的就醫態度與就醫行為效能有顯著正

相關（r=.650,p<0.01），如表 6-13；顯示學生的珍惜健保聰明就醫態度得分越高，則

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t 值 

 

P 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就醫

認知 

前測 5.30 0.315 6.32 0.210 -2.499 .013 

後測 5.50 0.428 6.93 0.185 -3.521 .001 

就醫

態度 

前測 21.90 0.462 20.93 3.311 1.659 .099 

後測 21.93 0.482 21.12 0.287 1.419 .158 

就醫

行為

效能 

前測 39.00 0.802 37.93 0.480 1.129 .261 

後測 38.85 0.811 37.97 0.522 0.867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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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行為效能則是越正向，越會有正確的就醫行為效能。所以，運用《聰明就醫-醫

全超人》桌遊教學，確認從遊戲中學習就醫認知，有助於珍惜健保聰明就醫態度之

建立，亦連帶有助於珍惜健保聰明就醫行為效能之提升。 

 

表 6-13 後測之就醫認知、就醫態度、就醫行為效能皮爾森積差相關 

變項 就醫認知 就醫態度 就醫行為效能 

就醫認知 1 .317**  

就醫態度  1 .650** 

就醫行為效能   1 

                          ＊p＜.05, 
＊＊

p＜.01  

 

四、就後測之我的就醫認知對就醫態度、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的差異性檢測 

    就問卷中「我的就醫認知」、「我的就醫態度」、「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三個向度

而言，「認知」是態度、行為效能的基礎，若針對學生的認知進行最根本的加強，將

會對其態度和行為效能產生正向的加乘效果。因此，以下針對就醫認知的各個題項

和就醫態度、就醫行為效能進行差異分析。 

 

（一）針對「我的就醫認知」各題與「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題項之分析討論 

以下針對「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進行受試者答對的差異分析 

1.「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 

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答：出國超過 2年未

曾返臺】」在「我的就醫態度」中的「我覺得要期待合理的醫療效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馬上恢復。」分析顯示，t值為 2.2192、p=.030，p<.05，達顯著水

準(如表 6-14)。當了解健保並不是我們人人有分之下，就會認同藥到不一定病

除，而是需要期待合理的醫療效果。 

表 6-14「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變項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題項

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88 4.25 

2.192 .030 

我覺得要期待

合理的醫療效
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
馬上恢復。 

答錯 72 3.97 

題項二 答對 88 4.35 1.106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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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病人配

合醫生治療，可
以增加醫療效

果。 

答錯 72 4.22 

題項三 答對 88 4.36 

.982 .328 
我覺得民眾應

該信任專業醫
護人員，並適時

表達感謝之意。 

答錯 72 4.25 

題項四 答對 88 4.26 

-.024 .981 

我覺得如果病

人在醫療過程
中 有 任 何 疑

慮，都應該理性
表達或詢問。 

答錯 72 4.26 

題項五 答對 88 4.27 

-.988 .325 

我覺得如果大
家都遵守聰明

就醫的原則，就
可以減少健保

資源的浪費。 

答錯 72 4.39 

我的就醫態度 答對 88 21.50 
.809 .420 

總分 答錯 72 21.10 

 

2.「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確？」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題 

  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確？【答：自己繳

的保費，負擔大家的醫療費】」在「我的就醫態度」中的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答對

與答錯的受試者均未達顯著差異(如表 6-15)。這可能是受試學生在各題項的選擇上

對於得分 4和得分 5的選項區分情況不大所致。 

表 6-15「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確？」變項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

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121 4.13 

.199 .842 

我覺得要期待
合理的醫療效

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

馬上恢復。 

答錯 39 4.10 



22 
 

 

 

題項二 答對 121 4.35 

1.613 .109 
我覺得病人配

合醫生治療，可
以增加醫療效

果。 

答錯 39 4.13 

題項三 答對 121 4.34 

.805 .422 
我覺得民眾應

該信任專業醫
護人員，並適時

表達感謝之意。 

答錯 39 4.23 

題項四 答對 121 4.29 

.791 .432 

我覺得如果病

人在醫療過程
中 有 任 何 疑

慮，都應該理性
表達或詢問。 

答錯 39 4.18 

題項五 答對 121 4.37 

1.416 .159 

我覺得如果大
家都遵守聰明

就醫的原則，就
可以減少健保

資源的浪費。 

答錯 39 4.18 

我的就醫態度 答對 121 21.48 
1.028 .308 

總分 答錯 39 20.82 

 

3.「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題 

  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答：收入越多

保費越高】」在「我的就醫態度」中的「我覺得要期待合理的醫療效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馬上恢復。」分析顯示，t值為 2.884、p=.005，p<.01，達顯著水準(如

表 6-16)。當瞭解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收入越多保費越高有關，同時更應該同意

期待合理的醫療效果與醫生的醫術有關，不能因為錢繳得多就非理性認為可以更快

痊癒。 

     「我的就醫認知」中「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在「我的就醫

態度」中的「我覺得病人配合醫生治療，可以增加醫療效果。」分析顯示，t值為

2.558、p=.011，p<.05，達顯著水準(如表 6-18)。說明當瞭解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

和收入越多保費越高有關，同時更應該同意配合醫生治療，可以增加醫療效果，不

能存在著有錢就是大爺的錯誤觀念，反而更應該同意病人配合醫生治療，可以增加

醫療效果。 

    「我的就醫認知」中「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在「我的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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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中的「我覺得如果大家都遵守聰明就醫的原則，就可以減少健保資源的浪費。」

分析顯示，t值為 2.093、p=.038，p<.05，達顯著水準(如表 6-18)。說明當瞭解全

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收入越多保費越高有關，同時更應該同意遵守聰明就醫的原

則，以減少健保資源的浪費。 

    總而言之，「我的就醫認知」與「我的就醫態度」在分析資料顯示，t 值為 2.638、

p=.009，p<.05，達顯著水準(如表 6-18)。顯示有正確的就醫認知，對於就醫態度

的影響也是正向的。 

表 6-16「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變項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

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不能加

入全民健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97 4.27 

2.844 .005 

我覺得要期待

合理的醫療效
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
馬上恢復。 

答錯 63 3.90 

題項二 答對 97 4.41 

2.558 .011 
我覺得病人配
合醫生治療，可

以增加醫療效
果。 

答錯 63 4.11 

題項三 答對 97 4.40 

1.947 .053 
我覺得民眾應
該信任專業醫

護人員，並適時
表達感謝之意。 

答錯 63 4.17 

題項四 答對 97 4.33 

1.591 .114 

我覺得如果病
人在醫療過程

中 有 任 何 疑
慮，都應該理性

表達或詢問。 

答錯 63 4.16 

題項五 答對 97 4.42 

2.093 .038 

我覺得如果大
家都遵守聰明

就醫的原則，就
可以減少健保

資源的浪費。 

答錯 63 4.17 

我的就醫態度 答對 97 21.84 
2.638 .009 

總分 答錯 63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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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答：繳不出保費，可透

過愛心轉介協助支付】」在「我的就醫態度」的總分及其各題項的得分，答對 與答

錯的受試者，均未達到顯著的差異(如表 6-17 所示)。這可能是受試學生在各題項的

選擇上，對於得分 4和得分 5的選項，區分情況不大所致。 

表 6-17「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變項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題項得

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54 4.22 

1.089 .278 

我覺得要期待

合理的醫療效
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
馬上恢復。 

答錯 106 4.08 

題項二 答對 54 4.43 

1.620 .107 
我覺得病人配
合醫生治療，可

以增加醫療效
果。 

答錯 106 4.23 

題項三 答對 54 4.43 

1.410 .160 
我覺得民眾應
該信任專業醫

護人員，並適時
表達感謝之意。 

答錯 106 4.25 

題項四 答對 54 4.37 

1.463 .145 

我覺得如果病
人在醫療過程

中 有 任 何 疑
慮，都應該理性

表達或詢問。 

答錯 106 4.21 

題項五 答對 54 4.46 

1.693 .092 

我覺得如果大
家都遵守聰明

就醫的原則，就
可以減少健保

資源的浪費。 

答錯 106 4.25 

我的就醫態度 答對 54 21.91 
1.864 .065 

總分 答錯 106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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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在「我的就醫態度」總 

  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 

  【答：大家必須繳納更多的保費】」在「我的就醫態度」的總分及其各題項的得分， 

  答對與答錯的受試者，均未達到顯著的差異(如表 6-18所示)。這可能是受試學生  

  在各題項的選擇上，對於得分 4和得分 5的選項，區分情況不大所致。 

表 6-18「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變項在「我的就醫

態度」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不能加

入全民健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108 4.14 

.331 .741 

我覺得要期待

合理的醫療效
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
馬上恢復。 

答錯 52 4.10 

題項二 答對 108 4.32 

.745 .457 
我覺得病人配
合醫生治療，可

以增加醫療效
果。 

答錯 52 4.23 

題項三 答對 108 4.34 

.752 .453 
我覺得民眾應
該信任專業醫

護人員，並適時
表達感謝之意。 

答錯 52 4.25 

題項四 答對 108 4.31 

1.432 .154 

我覺得如果病
人在醫療過程

中 有 任 何 疑
慮，都應該理性

表達或詢問。 

答錯 52 4.15 

題項五 答對 108 4.40 

1.815 .071 

我覺得如果大
家都遵守聰明

就醫的原則，就
可以減少健保

資源的浪費。 

答錯 52 4.17 

我的就醫態度 答對 108 21.52 
1.165 .246 

總分 答錯 52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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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題 

  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答:對醫療效果有更 

  高期待。】」在「我的就醫態度」中的「我覺得病人配合醫生治療，可以增加醫療 

  效果。」分析顯示，t值為 2.079、p＝.039，p<.05，達顯著水準(如表 6-19)。 

  可瞭解當對醫療效果有合理期待，而非有更高期待時，病人若清楚配合醫生治 

  療，就可以增加醫療效果。 

  「我的就醫認知」中「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答:對醫療效果有 

  更高期待。】」在「我的就醫態度」中的「我覺得如果病人在醫療過程中有任何疑 

  慮，都應該理性表達或詢問。」分析顯示，t值為 2.516、p＝.013，p<.05，達顯 

  著水準(如表 6-19)。這就說明病人對醫療效果有合理期待時，在醫療過程中有任 

  何疑慮，都會理性表達或詢問。 

  「我的就醫認知」中「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答:對醫療效果有 

  更高期待。】」在「我的就醫態度」中的「我覺得如果大家都遵守聰明就醫的原則， 

  就可以減少健保資源的浪費。」分析顯示，t值為 3.988、p＝.000，p<.01，達顯 

  著水準(如表 6-19)。這就說明病人對醫療效果有合理期待時，就會遵守聰明就醫 

  的原則，也可以減少健保資源的浪費。 

  綜合上述，「我的就醫認知」中「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答:對 

  醫療效果有更高期待。】對整體「我的就醫態度」而言，t值為 2.881、p＝.005， 

  p<.05，達顯著水準(如表 6-19)。因為「對醫療效果有更高期待。」，是錯誤的認 

  知，應該是對醫療效果有合理期待，這也反應了「我的就醫態度」的正確性。 

表 6-19「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變項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

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90 4.22 

1.739 .084 

我覺得要期待

合理的醫療效
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
馬上恢復。 

答錯 70 4.00 

題項二 答對 90 4.40 

2.079 .039 
我覺得病人配
合醫生治療，可

以增加醫療效
果。 

答錯 70 4.16 

題項三 答對 90 4.41 
1.959 .052 

我覺得民眾應 答錯 70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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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信任專業醫

護人員，並適時
表達感謝之意。 

題項四 答對 90 4.38 

2.516 .013 

我覺得如果病
人在醫療過程

中 有 任 何 疑
慮，都應該理性

表達或詢問。 

答錯 70 4.11 

題項五 答對 90 4.52 

3.998 .000 

我覺得如果大

家都遵守聰明
就醫的原則，就

可以減少健保
資源的浪費。 

答錯 70 4.07 

我的就醫態度 答對 90 21.93 
2.881 .005 

總分 答錯 70 20.53 

 

7.「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何者正確？」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題 

  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何者正確？【答: 不要求額外的

醫療檢查。】」在「我的就醫態度」中的「我覺得要期待合理的醫療效果，因為醫療

不是用藥後就能馬上恢復。」t值為 2.168、p＝.032，p<.05，達顯著水準(如表 6-22)；

「我覺得病人配合醫生治療，可以增加醫療效果。」t值為 2.207、p＝.029，p<.05，

達顯著水準(如表 6-20)。說明病人期待儘快治好疾病乃人之常情，但正常人都瞭解

檢查並非治療，再多的檢查並不能治好疾病。唯有配合醫師的治療，當個聽話的病

人，才是治好疾病的根本之道。這兩個題項顯現的顯著性，正是反映正確就醫態度

的正常結果。 

表 6-20「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何者正確？」變項在「我的就醫態度」總分及其各
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99 4.23 

2.168 .032 

我覺得要期待

合理的醫療效
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
馬上恢復。 

答錯 61 3.95 

題項二 答對 99 4.39 2.207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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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病人配

合醫生治療，可
以增加醫療效

果。 

答錯 61 4.13 

題項三 答對 99 4.36 

1.132 .259 
我覺得民眾應

該信任專業醫
護人員，並適時

表達感謝之意。 

答錯 61 4.23 

題項四 答對 99 4.28 

.489 .625 

我覺得如果病

人在醫療過程
中 有 任 何 疑

慮，都應該理性
表達或詢問。 

答錯 61 4.23 

題項五 答對 99 4.39 

1.507 .134 

我覺得如果大
家都遵守聰明

就醫的原則，就
可以減少健保

資源的浪費。 

答錯 61 4.21 

我的就醫態度 答對 99 21.67 
1.804 .073 

總分 答錯 61 20.75 

 

8.「有關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選擇，哪一項是正確的？」在「我的就醫態度」總 

  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有關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選擇，哪一項是正確的？【答：

先選診所，善用基層醫療。】」在「我的就醫態度」中總分及各題項的得分差異分析

均達顯著水準(如表 6-21)。顯示，病人關心自身的疾病，希望了解病情，期待早日

康復等心情是符合人性的正常表現。但國內民眾普遍存在不管大、小病都往大醫院

跑，以致各大醫院都是人滿為患。所以聰明的病患，都以小病先選擇居家附近的家

醫診所，了解疾患需要的最適合治療後，再決定該前往哪個醫院的哪個專科診治是

最明智的。是故，受測學生對「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先選診所，善用基層醫療」

的認知，也確實反映了這樣的就醫態度。總而言之，「我的就醫認知」中「有關就醫

前掌握就醫資訊的選擇，哪一項是正確的？」在「我的就醫態度」t值為 3.921、p

＝.000，p<.01，達顯著水準(如表 6-21)。這說明我的就醫認知，在就醫前掌握就

醫資訊，先選擇診所，善用基層醫療。這也是我的就醫態度的正向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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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有關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選擇，哪一項是正確的？」變項在「我的就醫

態度」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118 4.21 

2.314 .022 

我覺得要期待

合理的醫療效
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
馬上恢復。 

答錯 42 3.88 

題項二 答對 118 4.43 

4.163 .000 
我覺得病人配
合醫生治療，可

以增加醫療效
果。 

答錯 42 3.90 

題項三 答對 118 4.41 

2.803 .006 
我覺得民眾應
該信任專業醫

護人員，並適時
表達感謝之意。 

答錯 42 4.05 

題項四 答對 118 4.36 

3.335 .001 

我覺得如果病
人在醫療過程

中 有 任 何 疑
慮，都應該理性

表達或詢問。 

答錯 42 3.98 

題項五 答對 118 4.46 

3.972 .000 

我覺得如果大
家都遵守聰明

就醫的原則，就
可以減少健保

資源的浪費。 

答錯 42 3.95 

我的就醫態度 答對 118 21.87 
3.921 .000 

總分 答錯 42 19.76 

 

9.「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是錯誤的？」在「我的就醫態度」總 

  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是錯誤的？

【答：對醫療有疑慮也不要問太多】」在「我的就醫態度」中除了題項一之外，其餘

均達差異考驗的顯著水準(如表 6-22)，正說明了病患在就醫時，若能和醫護人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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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溝通，良性的互動，將使醫病關係良好，減少誤會與誤解，讓治療發揮最好

的功效，進而節省健保資源。 

 

表 6-22「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是錯誤的？」變項在「我的就醫

態度」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126 4.18 

1.516 .137 

我覺得要期待

合理的醫療效
果，因為醫療不

是用藥後就能
馬上恢復。 

答錯 34 3.91 

題項二 答對 126 4.40 

3.508 .001 
我覺得病人配
合醫生治療，可

以增加醫療效
果。 

答錯 34 3.91 

題項三 答對 126 4.37 

2.043 .043 
我覺得民眾應
該信任專業醫

護人員，並適時
表達感謝之意。 

答錯 34 4.09 

題項四 答對 126 4.32 

2.022 .045 

我覺得如果病
人在醫療過程

中 有 任 何 疑
慮，都應該理性

表達或詢問。 

答錯 34 4.06 

題項五 答對 126 4.40 

2.398 .018 

我覺得如果大
家都遵守聰明

就醫的原則，就
可以減少健保

資源的浪費。 

答錯 34 4.06 

我的就醫態度 答對 126 21.67 
2.382 .022 

總分 答錯 3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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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是正確的？」在「我的就醫態度」總 

   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是正確的？ 

【答：病情惡化就提前回診。】」病患病情的變化是無法預期和掌控的，所以病患自

己在治療的過程中，必須隨時掌握病況，若病情惡化，即須立即告知醫護人員，由

其做專業的判斷，是否繼續原來的療程，或是必須做適當的調整。有此認知的人，

自然對「我的就醫態度」各題項會有正確的態度。受試學生答對此題的人，也確實

反應了這個情況(如表 6-23)。綜合上述，總結受試者認知各題項答對與答錯對就醫

態度各題項有顯著差異。學校可根據此差異的顯著性，針對這些認知加強教學。 

表 6-23「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是正確的？」變項在「我的就醫 

       態度」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 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不能加入

全民健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150 4.15 

1.731 .085 
我覺得要期待合理的

醫療效果，因為醫療
不是用藥後就能馬上

恢復。 

答錯 10 3.70 

題項二 答對 150 4.33 

2.204 .029 我覺得病人配合醫生

治療，可以增加醫療
效果。 

答錯 10 3.80 

題項三 答對 150 4.35 

2.329 .021 我覺得民眾應該信任
專業醫護人員，並適

時表達感謝之意。 

答錯 10 3.80 

題項四 答對 150 4.30 

2.809 .006 
我覺得如果病人在醫

療過程中有任何疑
慮，都應該理性表達

或詢問。 

答錯 10 3.70 

題項五 答對 150 4.35 

1.891 .061 
我覺得如果大家都遵
守聰明就醫的原則，

就可以減少健保資源
的浪費。 

答錯 10 3.90 

我的就醫態度 答對 150 21.48 
2.569 .011 

總分 答錯 10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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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與「就醫行為效能」總分及其各題項之分析討 

      論。 

      以下針對「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進行受試者答對與答錯的差異分析。 

 1.「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 

   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答：出國超過 2年未曾

返臺】」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中的「我或家人會在必要時，會先透過診所醫生轉

診到醫院。」t值為 2.165、p＝.032，p<.05，達顯著水準，如表 6-24。這說明了

解健保並不是人人有份，所以會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呈現「我或家人會在必要時，

會先透過診所醫生轉診到醫院，呈現聰明就醫的行為效能」的行為。 

表 6-24「哪ㄧ種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量表」總分及其各

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88 4.27 

1.172 .243 
確認需要就醫

時，我能先選擇
附近固定的基

層診所就醫。 

答錯 72 4.13 

題項二 答對 88 4.05 

.323 .747 

我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
員清楚地表述

自己的病症情
況。 

答錯 72 4.00 

題項三 答對 88 3.97 

.058 .954 
我 能 在 就 醫
後，遵照醫生指

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答錯 72 3.96 

題項四 答對 88 3.89 

.248 .805 
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

來珍惜健保資
源。 

答錯 72 3.85 

題項五 答對 88 3.67 

-.949 .344 
我能向親友、家

人說明聰明就
醫的方法與行

動，以獲得他們

答錯 72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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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贊同。 

題項六 答對 88 4.15 

2.165 .032 
我或家人會在
必要時，會先透

過診所醫生轉
診到醫院。 

答錯 72 3.86 

題項七 答對 88 2.34 

1.530 .128 
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

時候先去急診
室就醫。 

答錯 72 2.65 

題項八 答對 88 2.63 

.394 .694 
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
完。 

答錯 72 2.69 

題項九 答對 88 3.64 

.162 .871 我會向家人或
朋友說明全民

健保的好處。 

答錯 72 3.61 

題項十 答對 88 3.89 

-.017 .986 
當家人或朋友
看病的時候，我

會提醒他們珍
惜健保資源。 

答錯 72 3.89 

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 

 88 36.48 
.897 .371 

總分  72 36.44 

     

2.「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確？」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總分及其

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確？【答：自己繳

的保費，負擔大家的醫療費】」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之差

異分析（如表 6-25）。說明「急診」不是「快診」，更不是治好病患的特效藥，病

患若能對急診的功能有深刻的認知時，就不會讓大醫院的急診室人滿為患，更不

會讓有急診需求的人久候還得不到該有的救治。因此，了解健保費率收取方式的

人，將能正確運用急診資源，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表 6-25「以下關於繳交健保費的敘述，何者正確？」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量表」  

       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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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題項一 答對 121 4.26 

1.406 .162 
確認需要就醫
時，我能先選擇

附近固定的基
層診所就醫。 

答錯 39 4.05 

題項二 答對 121 4.04 

.411 .682 

我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

員清楚地表述
自己的病症情

況。 

答錯 39 3.97 

題項三 答對 121 3.96 

-.104 .917 
我 能 在 就 醫

後，遵照醫生指
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答錯 39 3.97 

題項四 答對 121 3.88 

.163 .871 
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
來珍惜健保資

源。 

答錯 39 3.85 

題項五 答對 121 3.74 

.106 .915 

我能向親友、家
人說明聰明就

醫的方法與行
動，以獲得他們

的贊同。 

答錯 39 3.72 

題項六 答對 121 4.05 

.814 .417 
我或家人會在

必要時，會先透
過診所醫生轉

診到醫院。 

答錯 39 3.92 

題項七 答對 121 2.29 

3.431 .001 
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
時候先去急診

室就醫。 

答錯 39 3.08 

題項八 答對 121 2.62 

.733 .464 
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

完。 

答錯 39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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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九 答對 121 3.64 

.447 .656 我會向家人或

朋友說明全民
健保的好處。 

答錯 39 3.56 

題項十 答對 121 3.97 

1.945 .054 
當家人或朋友
看病的時候，我

會提醒他們珍
惜健保資源。 

答錯 39 3.64 

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 

 121 36.44 
1.738 .084 

總分  39 36.54 

 

3.「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總分及其各 

  題項得分之差異分析 

    「我的就醫認知」中「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答：收入越

多保費越高】」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中的「我會為了讓病趕快好，生病的時候

先去急診室就醫。」t值為-2.646、p＝.009，p<.05，達顯著水準；「我或家人會

因為重複看病或拿藥而沒有吃完。」t值為-2.019、p＝.045，p<.05，達顯著水

準，如表 6-26。瞭解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收入越多保費越高有關，將更能體

會在人均收入的金字塔形結構中，多數人是在金字塔下邊，是收入較低的，同時

也是對醫療資源需求較多者。因此，受試者答對此題項，正是反應出正確的行為

效能。就不會為了讓病趕快好，生病的時候先去急診室就醫；也不會因為重複看

病或拿藥而沒有吃完，真正做到珍惜健保，聰明就醫。 

表 6-26「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下列什麼有關？」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量表」總

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97 4.30 

1.847 .067 
確認需要就醫
時，我能先選擇

附近固定的基
層診所就醫。 

答錯 63 4.06 

題項二 答對 97 4.05 

.471 .638 

我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

員清楚地表述
自己的病症情

況。 

答錯 63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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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三 答對 97 3.96 

-.072 .943 
我 能 在 就 醫

後，遵照醫生指
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答錯 63 3.97 

題項四 答對 97 3.86 

-.220 .826 
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
來珍惜健保資

源。 

答錯 63 3.89 

題項五 答對 97 3.73 

.012 .990 

我能向親友、家

人說明聰明就
醫的方法與行

動，以獲得他們
的贊同。 

答錯 63 3.73 

題項六 答對 97 4.10 

1.578 .117 
我或家人會在
必要時，會先透

過診所醫生轉
診到醫院。 

答錯 63 3.89 

題項七 答對 97 2.27 

2.646 .009 
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

時候先去急診
室就醫。 

答錯 63 2.81 

題項八 答對 97 2.52 

2.019 .045 
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

完。 

答錯 63 2.87 

題項九 答對 97 3.68 

.890 .375 我會向家人或

朋友說明全民
健保的好處。 

答錯 63 3.541.043 

題項十 答對 97 3.95 

1.043 .299 
當家人或朋友
看病的時候，我

會提醒他們珍
惜健保資源。 

答錯 63 3.79 

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 

答對 97 36.41 
1.866 .064 

總分 答錯 63 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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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量表總分及其各題項得 
  分之差異分析 

  「我的就醫認知」中「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答：繳不出保費。可透

過愛心轉介協助支付】」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的總分及其各題項的得分，答對

與答錯的受試者，均未達到顯著的差異(如表 6-27)。這可能是受試學生在各題項

的選擇上，對於得分 4和得分 5的選項，區分情況不大所致。 

表 6-27「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量表」總分及其各題
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54 4.26 

.658 .512 
確認需要就醫
時，我能先選擇

附近固定的基
層診所就醫。 

答錯 106 4.18 

題項二 答對 54 4.20 

1.841 .067 

我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

員清楚地表述
自己的病症情

況。 

答錯 106 3.93 

題項三 答對 54 4.07 

1.237 .218 
我 能 在 就 醫

後，遵照醫生指
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答錯 106 3.91 

題項四 答對 54 3.94 

.688 .492 
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
來珍惜健保資

源。 

答錯 106 3.83 

題項五 答對 54 3.76 

.282 .779 

我能向親友、家
人說明聰明就

醫的方法與行
動，以獲得他們

的贊同。 

答錯 106 3.72 

題項六 答對 54 4.06 

.393 .695 我或家人會在

必要時，會先透
答錯 106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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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診所醫生轉

診到醫院。 

題項七 答對 54 2.69 

-1.434 .154 
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
時候先去急診

室就醫。 

答錯 106 2.38 

題項八 答對 54 2.65 

.061 .952 
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

完。 

答錯 106 2.66 

題項九 答對 54 3.81 

1.767 .079 我會向家人或

朋友說明全民
健保的好處。 

答錯 106 3.53 

題項十 答對 54 3.98 

.924 .357 
當家人或朋友
看病的時候，我

會提醒他們珍
惜健保資源。 

答錯 106 3.84 

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 
答對 54 37.43 

1.018 .310 
總分 答錯 106 35.97 

 

5.「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 
  量表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之差異分析 

      「我的就醫認知」中「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 

【答：大家必須繳納更多的保費】」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的總分及其各題項的

得分，答對與答錯的受試者，均未達到顯著的差異(如表 6-28)。這可能是受試學

生在各題項的選擇上，對於得分 4和得分 5的選項，區分情況不大所致。 

表 6-28「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在「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量表」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108 4.24 

.791 .430 
確認需要就醫
時，我能先選擇

附近固定的基
層診所就醫。 

答錯 52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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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二 答對 108 4.07 

1.013 .312 

我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
員清楚地表述

自己的病症情
況。 

答錯 52 3.92 

題項三 答對 108 3.95 

-.196 .845 
我 能 在 就 醫
後，遵照醫生指

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答錯 52 3.98 

題項四 答對 108 3.83 

-.650 .517 
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

來珍惜健保資
源。 

答錯 52 3.94 

題項五 答對 108 3.70 

-.560 .576 

我能向親友、家
人說明聰明就

醫的方法與行
動，以獲得他們

的贊同。 

答錯 52 3.79 

題項六 答對 108 4.03 

.195 .846 
我或家人會在

必要時，會先透
過診所醫生轉

診到醫院。 

答錯 52 4.00 

題項七 答對 108 2.54 

-.788 .432 
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

時候先去急診
室就醫。 

答錯 52 2.37 

題項八 答對 108 2.65 

.133 .894 
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
完。 

答錯 52 2.67 

題項九 答對 108 3.56 

-1.300 .196 我會向家人或
朋友說明全民

健保的好處。 

答錯 52 3.77 

題項十 答對 108 3.84 -.891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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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人或朋友

看病的時候，我
會提醒他們珍

惜健保資源。 

答錯 52 3.98 

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 
答對 108 36.42 

-.460 .646 
總分 答錯 52 36.56 

 

6.「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總分及其各 

  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答：對醫療效果

有更高的期待】」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中的「我會為了讓病趕快好，生病的時

候先去急診室就醫。」t值為 3.087、p＝.002，p<.05顯著水準；「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拿藥而沒有吃完。」t值為 2.501、p＝.013，p<.05，達顯著水準，

如表 6-29。由於不同的醫師對同一病痛的處治都是雷同的，患者並沒有「先到急

診」就醫，就會好得快；沒有「重複就醫」多拿藥存起來的必要。因此，對醫療

效果有正確期待認知的人，就不會有「生病時先去急診室就醫」，或「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完」的就醫行為。 

整體而言，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t值為 2.202、p＝.029， p<.05，達顯

著水準，如表 6-29。這說明了「我的就醫認知」中「對醫療效果有更高的期待」

對「我的就醫行為效能」有正向的影響。 

表 6-29「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題項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量表」總
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90 4.31 

1.910 .058 
確認需要就醫
時，我能先選擇

附近固定的基
層診所就醫。 

答錯 70 4.07 

題項二 答對 90 4.08 

.841 .402 

我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
員清楚地表述

自己的病症情
況。 

答錯 70 3.96 

題項三 答對 90 3.97 

.073 .942 我 能 在 就 醫
後，遵照醫生指

答錯 70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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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題項四 答對 90 3.81 

-.856 .393 
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
來珍惜健保資

源。 

答錯 70 3.94 

題項五 答對 90 3.76 

.388 .698 

我能向親友、家

人說明聰明就
醫的方法與行

動，以獲得他們
的贊同。 

答錯 70 3.70 

題項六 答對 90 4.06 

.621 .535 
我或家人會在
必要時，會先透

過診所醫生轉
診到醫院。 

答錯 70 3.97 

題項七 答對 90 2.21 

3.087 .002 
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

時候先去急診
室就醫。 

答錯 70 2.83 

題項八 答對 90 2.47 

2.501 .013 
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
完。 

答錯 70 2.90 

題項九 答對 90 3.73 

1.600 .112 我會向家人或

朋友說明全民
健保的好處。 

答錯 70 3.49 

題項十 答對 90 4.00 

1.717 .088 
當家人或朋友
看病的時候，我

會提醒他們珍
惜健保資源。 

答錯 70 3.74 

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 

答對 90 36.39 
2.202 .029 

總分 答錯 70 36.56 

 

7.「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何者正確？」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總分及其各題項 

  得分差異之 t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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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就醫認知」中「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何者正確？【答：不要求額外

的醫療檢查】」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中的「我能公開表示支持聰明就醫來珍惜

健保資源。」t值為 1.988、p＝.049，p<.05，達顯著水準；「我會為了讓病趕，

生病的時候先去急診室就醫。」t值為 2.483、p＝.014，p<.05，達顯著水準，如

表 6-30。由於非必要的醫療檢查及濫用急診資源，不但是浪費健保保費收入，更

會排擠有確實需要的患者。所以，受試者呈現出「不要求額外的醫療檢查」就是

對珍惜健保資源有了確實的認知，才會呈現出「能公開表示支持聰明就醫珍惜健

保資源」及「不濫用急診資源」的行為效能。 

整體而言，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t值為 2.321、p＝.002， p<.05，達顯

著水準，如表 6-30。這說明了「我的就醫認知」中「不要求額外的醫療檢查」對

「我的就醫行為效能」有正向的影響。 

表 6-30「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何者正確？」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量表」總分及

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99 4.28 

1.562 .120 
確認需要就醫

時，我能先選擇
附近固定的基

層診所就醫。 

答錯 61 4.08 

題項二 答對 99 4.10 

1.392 .166 

我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
員清楚地表述

自己的病症情
況。 

答錯 61 3.90 

題項三 答對 99 4.01 

.940 .349 
我 能 在 就 醫
後，遵照醫生指

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答錯 61 3.89 

題項四 答對 99 3.99 

1.988 .049 
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

來珍惜健保資
源。 

答錯 61 3.67 

題項五 答對 99 3.83 

1.758 .081 我能向親友、家

人說明聰明就
答錯 61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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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的方法與行

動，以獲得他們
的贊同。 

題項六 答對 99 4.05 

.606 .545 
我或家人會在
必要時，會先透

過診所醫生轉
診到醫院。 

答錯 61 3.97 

題項七 答對 99 2.29 

2.483 .014 
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

時候先去急診
室就醫。 

答錯 61 2.79 

題項八 答對 99 2.64 

.316 .753 
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
完。 

答錯 61 2.69 

題項九 答對 99 3.72 

1.528 .129 我會向家人或
朋友說明全民

健保的好處。 

答錯 61 3.48 

題項十 答對 99 3.93 

.733 .465 
當家人或朋友
看病的時候，我

會提醒他們珍
惜健保資源。 

答錯 61 3.82 

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 

 99 36.84 
2.321 .002 

總分  61 35.85 

 

8.「有關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選擇，哪一項是正確的？」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 

  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以下哪一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答：先選診所，

善用基層醫療】」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中的「確認需要就醫時，我能先選擇附

近固定的基層診所就醫。」t值為 3.940、p＝.000，p<.01，達顯著水準；「我能

在看病的時候，向醫護人員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症情況。」t值為 2.067、p＝.040，

p<.05，達顯著水準；「我能公開表示支持聰明就醫來珍惜健保資源。」t值為

2.294、p＝.023，p<.05，達顯著水準；「我會為了讓病趕快好，生病的時候先去

急診室就醫。」t值為-1.999、p.049，p<.05，達顯著水準；「當家人或朋友看病

的時候，我會提醒他們珍惜健保資源。」t值為 2.031、p＝.044， p<.05，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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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如表 6-31。如果，人們瞭解就醫前「先選診所，善用基層醫療。」那麼，

在就醫行為裡會呈現「先選擇附近固定的基層診所就醫。」「在看病的時候，向醫

護人員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症情況」，還「能公開表示支持珍惜健保資源」，就將

是極其自然的情況了，對照受試者答對此題的情況答顯著水準，即可茲證明。 

表 6-31「有關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選擇，哪一項是正確的？」在「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量表」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118 4.35 

3.940 .000 
確認需要就醫

時，我能先選擇
附近固定的基

層診所就醫。 

答錯 42 3.81 

題項二 答對 118 4.11 

2.067 .040 

我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
員清楚地表述

自己的病症情
況。 

答錯 42 3.79 

題項三 答對 118 4.03 

1.644 .102 
我 能 在 就 醫
後，遵照醫生指

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答錯 42 3.79 

題項四 答對 118 3.97 

2.294 .023 
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

來珍惜健保資
源。 

答錯 42 3.57 

題項五 答對 118 3.78 

1.148 .253 

我能向親友、家

人說明聰明就
醫的方法與行

動，以獲得他們
的贊同。 

答錯 42 3.60 

題項六 答對 118 4.07 

1.236 .218 
我或家人會在
必要時，會先透

過診所醫生轉
診到醫院。 

答錯 42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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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七 答對 118 2.37 

-1.999 .049 
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
時候先去急診

室就醫。 

答錯 42 2.79 

題項八 答對 118 2.60 

-1.047 .297 
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

完。 

答錯 42 2.81 

題項九 答對 118 3.71 

1.902 .059 我會向家人或

朋友說明全民
健保的好處。 

答錯 42 3.38 

題項十 答對 118 3.97 

2.031 .044 
當家人或朋友
看病的時候，我

會提醒他們珍
惜健保資源。 

答錯 42 3.64 

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 

答對 118 36.97 
1.794 .075 

總分 答錯 42 35.05 

 

9.「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是錯誤的？」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 

  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是錯誤的？ 

【答：對治療有疑慮也不要問太多】」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中的「確認需要就

醫時，我能先選擇附近固定的基層診所就醫。」t值為 2.977、p＝.003，p<.01，

達顯著水準；「我能在看病的時候，向醫護人員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症情況。」t

值為 2.411、p＝.017，p<.05，達顯著水準；「我能在就醫後，遵照醫生指示來聰

明用藥或按時回診。」t值為 2.089、p＝.038，p<.05，達顯著水準；「我能向親

友、家人說明聰明就醫的方法與行動，以獲得他們的贊同。」t值為 2.153、p

＝.033，p<.05，達顯著水準；「我會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的好處。」t值

為 2.256、p＝.025，p<.05，達顯著水準；「當家人或朋友看病的時候，我會提醒

他們珍惜健保資源。」t值為 2.610、p＝.010， p<.05，達顯著水準，如表 6-32。

在我的就醫認知裡，聰明就醫，就是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根據上述達到顯著的

數據可以知道，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裡，呈現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配合專業的

作法：就會確認需要就醫時，我能先選擇附近固定的基層診所就醫；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員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症情況；在就醫後，遵照醫生指示來聰明

用藥或按時回診；能向親友、家人說明聰明就醫的方法與行動，以獲得他們的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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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的好處；當家人或朋友看病的時候，會提醒他們

珍惜健保資源。 

整體而言，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t值為 2.278、p＝.024， p<.05，達顯

著水準，如表 6-32。這說明了「我的就醫認知」中「對治療有疑慮也不要問太多」

對「我的就醫行為效能」有正向的影響。 

表 6-32「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是錯誤的？」在「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量表」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126 4.30 

2.977 .003 
確認需要就醫

時，我能先選擇
附近固定的基

層診所就醫。 

答錯 34 3.85 

題項二 答對 126 4.11 

2.411 .017 

我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
員清楚地表述

自己的病症情
況。 

答錯 34 3.71 

題項三 答對 126 4.03 

2.089 .038 
我 能 在 就 醫
後，遵照醫生指

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答錯 34 3.71 

題項四 答對 126 3.94 

1.674 .096 
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

來珍惜健保資
源。 

答錯 34 3.62 

題項五 答對 126 3.81 

2.153 .033 

我能向親友、家

人說明聰明就
醫的方法與行

動，以獲得他們
的贊同。 

答錯 34 3.44 

題項六 答對 126 4.06 

1.295 .197 我或家人會在
必要時，會先透

過診所醫生轉

答錯 34 3.85 



47 
 

 

 

診到醫院。 

題項七 答對 126 2.40 

-1.603 .111 
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

時候先去急診
室就醫。 

答錯 34 2.79 

題項八 答對 126 2.67 

.229 .819 
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
完。 

答錯 34 2.62 

題項九 答對 126 3.71 

2.256 .025 我會向家人或
朋友說明全民

健保的好處。 

答錯 34 3.29 

題項十 答對 126 3.98 

2.610 .010 
當家人或朋友

看病的時候，我
會提醒他們珍

惜健保資源。 

答錯 34 3.53 

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 

答對 126 37.02 
2.278 .024 

總分 答錯 34 34.41 

 

10.「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是正確的？」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 

   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考驗 

「我的就醫認知」中「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是正確的？  

【答：病情惡化就提前回診】」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中的「確認需要就醫時，

我能先選擇附近固定的基層診所就醫。」t值為 3.427、p＝.001，p<.01，達顯著

水準；「我能在看病的時候，向醫護人員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症情況。」t值為

2.737、p＝.007，p<.01，達顯著水準；「我能在就醫後，遵照醫生指示來聰明用

藥或按時回診。」t值為 3.137、p＝.002，p<.01，達顯著水準；「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來珍惜健保資源。」t值為 3.498、p＝.003，p<.01，達顯著水準；

「我能向親友、家人說明聰明就醫的方法與行動，以獲得他們的贊同。」t值為

3.714、p＝.002，p<.01，達顯著水準；「我或家人會在必要時，會先透過診所醫

生轉診到醫院。」t值為 2.435、p＝.016，p<.05，達顯著水準；「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時候先去急診室就醫。」t值為 3.009、p＝.007，p<.01，達顯著

水準；「我會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的好處。」t值為 2.114、p＝.036，p<.05，

達顯著水準；「當家人或朋友看病的時候，我會提醒他們珍惜健保資源。」t值為

3.251、p＝.001， p<.01，達顯著水準，如表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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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t值為 5.791、p＝.000， p<.001，達

顯著水準，如表 6-33。這說明了「我的就醫認知」中「病情惡化就提前回診」對

「我的就醫行為效能」有正向的影響。 

表 6-33「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行為，哪一項是正確的？」題項在「我的就醫

行為效能量表」總分及其各題項得分差異之 t 考驗 

題項 哪ㄧ種人

不能加入
全民健

保？ 

人數 平均數 t值 顯著性 

題項一 答對 150 4.26 

3.427 .001 
確認需要就醫

時，我能先選擇
附近固定的基

層診所就醫。 

答錯 10 3.40 

題項二 答對 150 4.07 

2.737 .007 

我能在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
員清楚地表述

自己的病症情
況。 

答錯 10 3.30 

題項三 答對 150 4.01 

3.137 .002 
我 能 在 就 醫
後，遵照醫生指

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答錯 10 3.20 

題項四 答對 150 3.91 

3.498 .003 
我能公開表示
支持聰明就醫

來珍惜健保資
源。 

答錯 10 3.30 

題項五 答對 150 3.77 

3.714 .002 

我能向親友、家

人說明聰明就
醫的方法與行

動，以獲得他們
的贊同。 

答錯 10 3.20 

題項六 答對 150 4.06 

2.435 .016 
我或家人會在
必要時，會先透

過診所醫生轉
診到醫院。 

答錯 10 3.40 

題項七 答對 150 2.45 3.00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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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為了讓病

趕快好，生病的
時候先去急診

室就醫。 

答錯 10 3.00 

題項八 答對 150 2.64 

1.288 .218 
我或家人會因

為重複看病或
拿藥而沒有吃

完。 

答錯 10 2.90 

題項九 答對 150 3.67 

2.114 .036 我會向家人或

朋友說明全民
健保的好處。 

答錯 10 3.00 

題項十 答對 150 3.95 

3.251 .001 
當家人或朋友
看病的時候，我

會提醒他們珍
惜健保資源。 

答錯 10 3.00 

我的就醫行為
效能 

答對 150 36.78 
5.791 .000 

總分 答錯 10 31.70 

綜合以上分析，可發現，雖然在整體的「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前後測成績有

進步，卻未達顯著水準，但是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後測結果，分題項逐

題針對「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各題項作答對與答錯的差異分析，則有以下發現： 

(1)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健保資源得來不易。所以，在「我的就醫

行為效能」中「我或家人會在必要時，會先透過診所醫生轉診到醫院」達顯
著水準，呈現聰明就醫的行為。 

(2)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健保費率收取方式的人，在「我的就醫行  
為效能」中能正確運用急診資源。具體而言，受試者不會為了讓病趕快好，

生病的時候先去急診室就醫。也不會因為重複看病或拿藥而沒有吃完。因而
能真正做到珍惜健保，聰明就醫。 

(3)在「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正確的聰明就醫的行為，因此在「我的就醫行為效
能」中的「我能公開表示支持聰明就醫來珍惜健保資源。」達顯著水準，可

知學生在認知後，能進而以具體行為實踐，向親朋好友宣示聰明就醫來珍惜
健保資源的好處。 

(4)從「我的就醫認知」裡，聰明就醫，就是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所以，在「我
的就醫行為效能」裡，呈現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配合專業的作法：就會確

認需要就醫時，我能先選擇附近固定的基層診所就醫；能在看病的時候，向
醫護人員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症情況；在就醫後，遵照醫生指示來聰明用藥

或按時回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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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發現與教學反思 

一、研究發現 

(一) 在「我的就醫認知」中發現：由於珍惜健保基本概念不清楚，因此學校在珍惜

健保的教育宣導上，要加強珍惜健保的基本概念，以及可以運用「珍惜健保聰
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進行教學，強化六大能力的練功培養。 

(二) 不同年級在就醫認知上，有顯著差異。 
(三)「我的就醫認知」、「我的就醫態度」、「我的就醫行為效能」三者的相關情形： 

1.「我的就醫認知」在前後測的進步達顯著水準；「我的就醫態度」和「我的
就醫行為效能」，在前後測的進步未達顯著水準。 

2.「我的就醫認知」與「我的就醫態度」成正相關；「我的就醫態度」與「我
的就醫行為效能」成正相關。 

(四) 雖然在整體的「我的就醫態度」、「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後測成績較前測成績有
進步，但卻未達顯著水準。根據前、後測各題項的平均得分均超過 4分來看，

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問卷的五點量表，其 4分與 5分的涵蓋範圍過大，無法正確
地表現出其中差異。 

(五) 從後測「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答對與答錯對「我的就醫態度」、「我的就醫行
為效能」各題項的差異分析有以下各點發現： 

1.後測「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答對與答錯對「我的就醫態度」各題項的差異

分析： 

(1) 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健保資源得來不易，健保並不是人
人有份，可增加「期待合理的醫療效果」的態度。 

(2) 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全民健保的保費高低和個人的收入
有關，可促進「減少健保資源的浪費」的態度。 

(3) 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聰明就醫的好處，可增強「醫療過
程中的理性表達或詢問」的態度。 

(4) 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有關聰明就醫的行為，可提升「病
人配合醫生治療，增加醫療效果」的態度。 

(5) 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正確選擇，
可提高「先選診所，善用基層醫療」的態度。 

(6) 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可促
進「和醫護人員有充分的溝通，良性的互動，將使醫病關係良好」的

態度。 
(7) 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正確行為，

可增進「病人配合醫生治療、民眾應該信任專業醫護人員」的態度。 

2.從後測「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答對與答錯對「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各題項

的差異分析： 

(1) 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健保資源得來不易。所以，受試者
會呈現「先透過診所醫生轉診到醫院」的聰明就醫行為。 

(2) 從受試者的「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健保費率收取方式的人，能正確運
用急診資源。亦即，受試者不會為了讓病趕快好，生病的時候先去急

診室就醫；也不會因為重複看病或拿藥而沒有吃完。因而能真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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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健保，聰明就醫。 

(3) 在「我的就醫認知」中了解正確的聰明就醫的行為，因此能以具體行為
向親朋好友宣示聰明就醫來珍惜健保資源的好處。 

(4) 從「我的就醫認知」裡，聰明就醫，就是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所以，
在「我的就醫行為效能」裡，能呈現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配合專業

的作法：會在確認需要就醫時，能先選擇附近固定的基層診所就醫；
能在看病的時候，向醫護人員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症情況；在就醫後，

遵照醫生指示來聰明用藥或按時回診。 

 

二、教學反思 

(一)遊戲流程說明，需要分階段講解，學生沒辦法立刻記下來，需要多次提醒。桌遊   

介紹的時候，學生一般都沒有問題。只有在玩的時候，問題才會慢慢呈現。此

時，可以藉機宣導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具體作法。 

(二)桌遊的練功區、六大區域、聰明就醫區、練功卡、聰明就醫卡、指環等，所代表   

的珍惜健保、聰明就醫意義，可以在遊戲說明時先講解，當玩桌遊時，若學生

出現困境時，老師在回答過程中，需再重申其所代表的意義。 

(三)在玩桌遊過程中，學生對卡牌文句不了解，老師可以趁此機會，說明健保的相關

知能；又當遊戲玩到一半，因為沒有指環而破產，以致無法繼續遊戲時，老師

可以趁此機會，說明健保資源有限，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重要性。 

(四)根據遊戲規則，遊戲者若失去了所有指環就算破產，不能再玩；若集滿五個指環，

就不能再取得指環，因此，當輪盤轉到指環時，已經擁有五個指環的遊戲者就

要跳過不能再拿指環。在這兩種狀況下，學生會覺得會失去一次機會，建議可

以重轉一次。 

(五)學生玩了一次後，再玩時，興趣開始下降，缺乏再玩的動力。 

(六)本計畫在實施時，最好能依六大範疇並重推行，本校在營造良好教學氛圍的社

會環境、強化家庭與社區面向、融入校園活動…等，或有不足，這可能是行為

效能不顯著的原因之一。 

(七)受測班級中，八年級有 4 個班，的第一次上課和第二次上課間隔了 2 週（其餘 4

個受測班級均是連續 3 週上課），這 4 個八年級班級或許因為間隔時間太長，以

致所學的內容已經因為記憶不清，而降低了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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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學生學習到「建立信任醫療專業的正向、積極態度」。 

      在「【國中】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中顯示，我的就醫認知、就醫態度、

就醫行為效能等向度之前、後測統計資料分析的結果，「有關就醫後遵照醫生

囑咐的行為，哪一項是正確的？」、「有關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作法，哪一項

是錯誤的？」這兩題答對平均數最高，可知學生在「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

超人」桌遊裡，學習到「建立信任醫療專業的正向、積極態度」。另外，在「我

的就醫態度」各題的成對樣本 T-檢定分析資料顯示，「我覺得病人配合醫生治

療，可以增加醫療效果。」，達顯著水準。再次佐證，學生確實學習到「建立

信任醫療專業的正向、積極態度」。這也是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六大能力中的

能力四「合理期待最和諧」、能力五「聰明用藥愛健保」、能力六「如期回診要

牢記」等三種能力的呈現。 

（二）不同年級在就醫認知上，有顯著差異。 

（三）發現「我的就醫認知」與「我的就醫態度」成正相關：「我的就醫態度」與 

「我的就醫行為效能」成正相關。 

  就「我的就醫態度」而言，在傳統的觀念中，一般都是相信醫生，醫生

怎樣說就怎樣聽，比較不會提出異議。因為醫生這個角色，專業度本來就北較

強。再者，一旦發生醫療糾紛，受媒體新聞報導多為負面之影響，各種抱怨就

會紛至沓來，人云亦云，嚴重影響了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係。至於在「我的就

醫行為效能」方面，主要是因國中階段學生一般都不善於或羞於向別人表達，

例如：「向醫護人員清楚地表述」、「我能公開表示」、「我能向親友、家人說明」

等，也突顯學生對自己與人互動的就醫行為效能明顯信心不足，需要加以教

導。「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只實施三節課，時間尚短，而

「十拿九穩」也只演練一次。所以，「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在前後測的進步未

達顯著水準，原因在此。 

至於「我的就醫認知」與「我的就醫態度」成正相關，「我的就醫態度」

與「我的就醫行為效能」成正相關。這說明運用《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

人》桌遊教學，學生不但能透過練功過程端正自己的就醫態度，亦有助於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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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聰明就醫態度之建立，且連帶有助於珍惜健保聰明就醫行為效能之提升，

有助於學生的就醫行為效能實踐於生活之中。 

（四）「我的就醫態度」和「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在前後測的得分上有進步，惟未

達顯著水準。有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學校的其他配套措施未臻完善所致。 

（五）學生瞭解聰明就醫對於珍惜健保資源的重要性。 

學生在玩「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過程中，最常問的第一

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健保資源指環那麼少？」這也是遊戲設計者的精心策劃，

沒有健保資源指環，就不能繼續玩遊戲。健保資源指環一開始，每人只分到 3

個。這也是因為健保資源有限，珍惜指環，就跟珍惜健保資源一樣。這個觀念

顯淺易懂。透過遊戲，學生很容易就能掌握，很容易瞭解聰明就醫對於珍惜健

保資源的重要性。 

（六）學生喜歡上課邊玩邊學。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設計成「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        

遊形式的教材，融入教學。從背景分析中，喜歡的學生達到七成。在課堂上學

生也確實是開心的。課堂氛圍也十分熱絡，對於學習成效是正向的，較易達到

宣導的目的。 

（七）學生希望「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以手機遊戲的方式呈現。 

桌遊對學生而言，是喜歡的，但更喜歡手遊。桌遊和手遊，給學生選擇，

毫無懸念，學生會選擇手遊。手遊設計的廣度、深度、難度都比桌遊來得容易。

而且手遊可以升級，可以代練功，可以換取虛擬寶物、虛擬幣，更加吸引人。

所以，問卷中提及「如果未來《聰明就醫醫全超人》進行改版，我最希望它的

類型」，選擇手機遊戲是大宗。 

（八）從後測「我的就醫認知」各題項答對與答錯對「我的就醫態度」、「我的就醫

行為效能」各題項的差異分析發現 

1.若加強「我的就醫認知」中的「出國超過 2年未曾返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

「自己繳的保費，負擔大家的醫療費」、「收入越多保費越高」、「當健保醫療

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是大家必須繳納更多的保費」、「對醫

療效果有更高期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不要求額外的醫療檢查，是正確

的聰明就醫行為」、「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正確選擇：先選診所，善用基層

醫療」、「對治療有疑慮也不要問太多，是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錯誤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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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惡化就提前回診，是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正確行為」，可增加「我

的就醫態度」的「期待合理的醫療效果」、「病人配合醫生治療，可以增加醫

療效果」、「應該信任專業醫護人員，並適時表達感謝之意」、「在醫療過程中

有任何疑慮，都應該理性表達或詢問」、「都遵守聰明就醫的原則，就可以減

少健保資源的浪費」。 

2.若加強「我的就醫認知」中的「出國超過 2年未曾返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

「自己繳的保費，負擔大家的醫療費」、「收入越多保費越高」、「當健保醫療

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大家必須繳納更多的保費」、「對醫療

效果有更高期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不要求額外的醫療檢查，是正確的

聰明就醫行為」「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的正確選擇：先選診所，善用基層醫

療」、「對治療有疑慮也不要問太多，是就醫中主動配合專業的錯誤作法」、「病

情惡化就提前回診，是就醫後遵照醫生囑咐的正確行為」，就可增加「我的

就醫行為效能」的「就醫時，能先選擇附近固定的基層診所就醫」、「看病的

時候，向醫護人員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病症情況」、「就醫後，遵照醫生指示來

聰明用藥或按時回診」、「能公開表示支持聰明就醫來珍惜健保資源」、「能向

親友、家人說明聰明就醫的方法與行動，以獲得他們的贊同」、「會先透過診

所醫生轉診到醫院」、「不會為了讓病趕快好，生病的時候先去急診室就醫」、

「不會因為重複看病或拿藥而沒有吃完。」、「會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

的好處」、「當家人或朋友看病的時候，我會提醒他們珍惜健保資源」。 

二、建議 

依據前述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以供健康促進實務工作及未來相關

研究之參考： 

(一)增加桌遊的難度與成就感，讓學生更加熟稔聰明就醫六大能力。 

學生在玩遊戲過程中，很容易因手中擁有二至三種能力，就要離開練功

區，開始到聰明就醫區挑戰。而聰明就醫卡，通常也只需一至三種能力，就

可以挑戰成功。這樣，學生的成就感就會降低，失去繼續玩的興趣。假如難

度、成就感增加，學生就會在練功區多待點時間，自然會對六大能力更加熟

稔，「我的就醫態度」和「我的就醫行為效能」兩個向度，或可更加顯著。 

(二)醫全超人桌遊，改為手機遊戲，有助於聰明就醫宣導。 

桌遊改版為手遊，學生會更加喜歡，更主動去接觸，也不受時間、空間

的限制。透過線上練功，珍惜健保、聰明就醫的宣導目的，將會更簡單、更

多人、更主動去玩、效果更顯著。 

（三）以後進行此課程時，請學校教務處配合將此課程密集安排，避免因時間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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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影響了學習成效。 

（四）不同年級在就醫認知上，有顯著差異。日後若有再進行此類研究時，受試者

的選取宜選擇同一年級為佳。 

（五）此課程的推行需要營造良好教學氛圍、強化家庭與社區協助校園活動等全方

位的實施，因此，日後學校在規劃來年的行事曆時，宜將此構想安排於行事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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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師大「醫全超人」桌遊研習 

 

照片說明：吳慧蘭校長參加師大「醫全超人」桌遊研習 

 

照片說明：葉耘竹組長參加師大「醫全超人」桌遊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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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汐止國中辦理「聰明就醫保可夢」「醫全超人」桌遊研習 

 

照片說明：龍芝寧主任指導國中「醫全超人」桌遊研習 

 

照片說明：國小「聰明就醫保可夢」桌遊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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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705班「醫全超人」桌遊教學前測及遊戲說明 

 

照片說明：705班「醫全超人」桌遊教學前測 

 

照片說明：「醫全超人」桌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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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705班「醫全超人」桌遊教學 

 

照片說明：705班學生正問練功卡題目 

 

照片說明：705班學生正在練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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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803班「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教學 

 

照片說明：介紹「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 

 

照片說明：學生玩桌遊挑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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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教學後測 

 

照片說明：「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後測 

 

照片說明：聰明就醫要素，珍惜健保 We can do.宣導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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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社群影片劇本撰寫指導研習 

 

照片說明：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影片腳本撰寫 

 

照片說明：許愛玲輔導員指導大家健促影片腳本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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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影片拍攝 

 

照片說明：學生到拱北殿拍攝影片 

 

照片說明：學生到拱北殿拍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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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社群影片製作分享研習 

 

照片說明：汐中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影片-不能沒有你 

 

照片說明：張鳳琴教授對各校全民健保影片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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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汐中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中心校-校群研習會議 

 

照片說明：辦理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校群會議 

 

照片說明：吳景泉校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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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辦理新北市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推動績優學校工作坊 

 

照片說明：夏科長的發言 

 

照片說明：健促夥伴們認真作筆記 



80 
 

 

 

附件 17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 swot分析課程 

 

照片說明：葉耘竹老師上全民健保永續經營 swot分析 

 

照片說明：葉耘竹老師上全民健保永續經營 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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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全民健保含用藥安全年級 PK賽 

 

照片說明：全民健保含用藥安全年級 PK賽 

 

照片說明：生教組長，講解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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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全民健保含用藥安全 PK賽 2.0-Kahoot 

 

照片說明：全民健保含用藥安全 PK賽 2.0-Kahoot 

 

照片說明：全民健保含用藥安全 PK賽 2.0-Kah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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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新北市 109年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網路問卷 

 

照片說明：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含用藥安全網路問卷 

 

照片說明：學生認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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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健康促進-口腔衛生教學 

 

照片說明：健康促進-口腔衛生教學 

 

照片說明：健康促進-口腔衛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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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含正確用教學 

 

照片說明：健康促進-全民健保含正確用教學 

 

照片說明：學生認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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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健康促進-愛滋病防治入班宣導 

 

照片說明：健康促進-愛滋病防治入班宣導 

 

照片說明：學生獲得獎勵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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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健康促進專題書展 

 

照片說明：健康促進專題書展-學生認真閱讀 

 

照片說明：健康促進專題書展-學生認真寫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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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新北市立汐止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素養導向課程融入國中

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宣導 

教學活動實施成果 

健康促進-學生健康檢查 

 

照片說明：醫師到校健康檢查-抽血 

 

照片說明：醫師到校健康檢查-專業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