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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 

對象 

八年級 3 個班 人

數 

82 人(男:48 女:34) 

執行

策略

摘要 

1.健體領域教師參加「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相關研習 

2.八年級3個班填寫臺北市110學年度健促網路前後測問卷。 

3.結合國語文競賽舉辦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學生書法比賽。 

4.結合七、八年級健教寒假作業，請學生持健保卡至醫療院

所做口腔檢查，讓同學知道洗牙為健保給付項目，被列為有

疾病治療性的醫療服務，完成作業的學生贈送獎品一份。 

5.七、八年級健教寒假作業製作全民健保相關標語文字或繪

圖，挑選符合作業規定的學生贈送獎品一份。 

6.邀請社區聯合醫院林森院區藥師蒞校宣導全民健保及正確

用藥師生宣導及填寫學習單。 

7.學務週報宣導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知識。 

8.八年級健教課堂融入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聰明就醫，

醫全超人」桌遊課程。 

9.辦理全校學生CPR及AED急救教學課程及填寫學習單。讓

學生實際操作急救演練，提昇學生在執行心肺復甦術時常見

問題的處理能力。並建立校園緊急傷病急救處理機制。 

10.護理師宣導生理用品領取及月經教育，同步衛教治療經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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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尋求醫療治療的時機，以及止痛藥正確服用方式。 

量性分析: 推論統計、配對 t 檢定  

研究工具: 

1. 主要以臺北市「110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

網路問卷－全民健保議題」線上問卷為成

效評量工具。 

2.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醫全超人桌遊

課程。 

前後測時距:四個多月 

變項 

名稱 

前測值 

M(SD) 

後測值 

M(SD) 

t 值 P 值 結果簡述 
實驗組 

1.全民健

保的正確

認知比率 

57.44 

(24) 

71.18 

(26) 

-4.22 .000  後測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 t

檢定 

2.珍惜全 

民健保行 

為比率 

52.14  

(27) 

66.18 

(31) 

-3.23 .000 後測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 t

檢定 

3.遵醫囑

服藥率 

92.74 

(24) 

94.61 

(25) 

-4.12 .000 後測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 t

檢定 

4.看清藥

袋藥盒標

示率 

85.9 

(34) 

86.76 

(34) 

-0.33 .000 後測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 t

檢定 

5.不過量

使用止痛

藥率 

85.9 

(34) 

86.76 

(34) 

-0.3 .000 後測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 t

檢定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質性研究的結果: 

1.寒假作業學習單:13 歲以上健保給付每半年可至牙科洗牙一次。同
學攜帶健保卡由家人陪同，至牙醫檢查口腔並完成洗牙，養成定期洗

牙習慣，並珍惜健保的觀念，進而影響周遭的家人一同力行。。 

2.學習單部份 :社區藥師宣導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的學習單，及
CPR+AED 急救課程的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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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藉由實施「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議題為健康促進

活動，以教學課程融入及辦理相關活動，營造全民健保的學校物質

環境與精神環境。提升學校師生對全民健康的正確認知、態度、行

為，進而達到共同珍惜及善用健保資源之目標，也期盼將觀念傳播

至家庭社區，提升全民健康生活素養，落實達成健保永續經營目

標。研究成果亦可供日後學校推動全民健保相關活動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工具係以「台北市110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網路問卷－

全民健保議題」線上問卷及「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醫全超人桌

遊為量性成效評量工具，並輔以寒假作業、社區藥師宣導及CPR與

AED急救課程學習單為質性研究。  

三、研究發現： 

    經由全民健保教學與宣導活動介入，實驗組在後測分數顯著高

於前測分數。後測總平均81.1%，高於前測74.62%。 

關鍵字：全民健保、正確用藥、健康促進、行動研究 

聯絡人：黃孟敏 216@hhjh.tp.edu.tw  

地 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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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及動機:  

     全民健康保險(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我國於 84 年 3

月 1 日開始實施，以提供醫療保健服務。近乎百分之百的國民納

保，約 93%的醫療院所參與特約，但健保醫療費支出年年增加，以

國人就醫觀念，導致小病大醫、重複就醫、過度用藥等不正確使用

醫療資源的行為，急待改善。 

   二代健保於 102 年 1 月 1 日實施並開徵補充保險費。106 年 2

月 18 日正式公告調整各級醫院部分負擔，落實轉診分流機制，導引

民眾就醫習慣改變。 

    依據衛服部國民健康署發現民國104年高國中小學生就

醫人口278.3萬，就診率高達九成六，亦即每100名中小學

生，只有四人是「健康寶寶」；就診疾病別中，以呼吸道感

染 (感冒 )、齲齒及近視之就診率較高。  

    國中生最常生病的項目前2-3名與眼睛相關，4-5名與牙

齒相關。而因感冒、蛀牙及近視問題，每年國中生每人就醫

次數平均10次，健保支付國中生平均每人76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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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能用在醫療，更需做預防保健」，全民健保目前每年支出

超過 7000 億元，但負責慢性病防治、提高國民健康餘命的國民健康

署預算卻只有 20 億元。健康保險只是國家整體健康政策的一環，疾

病預防的重要性絕不亞於治療。 

     本研究結合口腔及視力的預防保健辦理，利用健保資源至醫療

院所定期檢查，增加學生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而非等到牙痛才看

牙醫，眼睛不適才看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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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分析: 

    本校地理位置位於臺北市中山區，交通便利，捷運及公車皆步

行兩分鐘內即可到達，離學校約200公尺醫療院所，包括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林森院區(地區醫院)、學校斜對面有一間內兒科診所，一間

婦兒科診所、兩家社區藥局。全校共有12班， 學生數共計269人，

教職員工計60人。 

    本校學生健康情形，如110學年度七年級學生初檢未治療齲齒

率9.47％(全國31.2%)、平均齲齒率52.6%，含已治療齲齒 (全國

61%)；全校學生體位過重率35.6%(全國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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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學年度本校八年級學生與臺北市國中八年級學生全民健保

議題前後測網路問卷比較結果如下： 

109-110 學年度本校與臺北市國中全民健保議題前後測網路問卷比較 

  

正確認知

率 

珍惜行為

率 

遵醫囑服

藥率 

看清藥袋

藥盒標示

率 

不過量使

用止痛藥

率 

109 學年 

前測結果 
52.73 60 81.82 90.91 86.36 

109 學年 

後測結果 
70.91 75.45 89.39 95.45 95.45 

110 學年 

前測結果 
57.44 52.14 92.74 85.9 85.9 

110 學年 

後測結果 
71.18 66.18 94.61 86.76 86.76 

109 學年 

臺北市國

中前測 

56.88 67.65 84.15 89.17 89.67 

109 學年 

臺北市國

中後測 

63.54 71.36 84.50 92.82 91.40 

    本校自民國95學年度以來曾辦理健促相關議題包括：口腔保

健、視力保健、健康體位、性教育、菸檳防治等，109學年度首次

推動「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議題，推動後發現前後測結果差異明

顯進步，但是正確認知率及珍惜行為率仍未達80%。110學年度持續

推動該議題，目標為知識率可提高80%以上。 

    109年1月15日CDC公告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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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幾乎無預警的疫情如火如荼在世界各地擴

散，國內健保負擔每位確診國民的醫療費高達210萬元，由此可

見，健保在此發揮很大的互助作用。110年3年22日國內開始接種公

費新冠疫苗，每一劑疫苗因廠牌不同，價格從100-880元不等，皆

由國家支付，國人不需另付任何費用。 

 

三、 研究目的  

    本案係110學年度臺北市健康促進學校「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

議題」行動研究計畫，為配合臺北市推動各項健康促進議題之

「前、後測成效評價」，擬定「課程融入之教學」與「參與活動之

設計」，以建立學生們正確醫療觀念與習慣。期待透過規劃的介入

行動策略，能讓學生對全民健保的認知與態度都能獲得正向的學習

效果，其研究目的：  

[1] 提升學生對「全民健保的正確認知比率、珍惜行為比率」。  

[2] 提升學生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率、不過量使用止痛藥率」。 

[3] 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相關知識能推及社區家長。 

[4] 行動研究題目為「聰明就醫，藥知道」。 

四、全民健保指標 

    預期全民健保方面成果評價指標為：對全民健保有正確認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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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及珍惜全民健保行為比率至少比前一年提升 3-5%。預定指標

達75-80%以上。 

 

貳、研究方法 

一、量性研究 

(一)本研究以臺北市立新興國中八年級三個班級共82位學生為研究

對象，研究工具係以「臺北市110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網路問卷－

全民健保議題」線上問卷為成效評量工具，有效問卷共22份。研究

過程為期四個多月，歷程包含(1)110年11月進行線上問卷前測 

(2)111年3月進行全民健保桌遊教學課程與宣導活動介入 (3)111年4

月進行線上問卷後測 (4)111年4月進行資料統計分析。  

   問卷內容分成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全民健保「知識題」5 題，

第二部分為全民健保「行為題」5 題，第三部分為正確用藥11題。

將問卷內容與成效指標的各項內涵進行對照，以確認問卷的檢測能

涵蓋各項內涵，其對照如下：  

成效指標  指標內涵  問卷題號  

對全民健保有

正確認知比率  

1.全民納保  1 

2.發揮自助互助精神  2 

3.量能付費  3 

4.照顧弱勢  4 

5.醫療費用大於保費收入會導致虧損破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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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全民健保

行為比率  

1.正確使用分級醫療  6 

2.正確使用急診醫療（國高中用）  7 

3.避免想用則用，重複就醫或過度取藥  8 

4.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的優點  9 

5.提醒家人或朋友珍惜健保行為（國高中用）     10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經全民健保教學活動介入後，「對全民健

保的正確認知比率」、「珍惜健保行為比率」有顯著增加，實驗組

在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分數(正確認知率從前測57.44%─進步到後

測71.18%、珍惜行為率52.14%─進步到66.18% )。後測總平均

81.1%，高於前測74.62%。但與109學年度前後測比較結果沒有明

顯進步，但未達到預定指標 80%，整體比率並無想像中高，推測是

因本校施測時間是健教教師與學校護理師在健教課程施測，因一堂

課總共要施測4個健促選項，每個選項的題目過於冗長，學生耐心較

不足，相對不認真專注地做測驗。 

  

(二)「珍惜健保聰明就醫問卷」，結合八年級健教課程，安排「聰明

就醫醫全超人」桌遊體驗之前後測。問卷內容包括：就醫知能、就

醫認知、就醫態度、就醫行為效能。有效問卷前測共78份，後測共

72份。統計結果發現：在「就醫認知」方面10題中有5題答對率增

加11-33.4%；但是在「就醫態度及行為效能」方面在同意以上的比

率及有把握以上比率沒有明顯增加，反而是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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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測「就醫行為效能」方面的問題是以「把握」來回答，有些

學生會混淆，而不確定應該如何選擇。尤其是行為效能方面，建議

應以「從不、很少、偶爾、經常、總是」回答。 

    後測新增兩個題目，統計結果如下： 

(1)我對《聰明就醫醫全超人》桌遊的感覺是：非常喜歡佔40.3%、

喜歡佔31.9%、普通佔26.4%、非常不喜歡佔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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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有擴充包的小組桌遊(約3-6人玩)佔

40.8%、手機遊戲28.2%、有擴充包的全班分組桌遊及電腦小遊戲

接佔15.5%。 

成效

指標  

問卷內容  前測 後測 

我的

就醫

知能  

1.你會不會先觀察不舒服的情形，來決定是否需要看

醫生？ 回答「會」的比率 

93.5%  

2.你需要看醫生時，會不會先去家裡附近常去的診

所？   回答「會」的比率 

93.6%  

3.你會不會完整的跟醫生說明身體不舒服的情形？ 

       回答「會」的比率 

96 %  

4.你會不會覺得只要治療服藥，所有疾病都能有所好

轉？   回答「不會」的比率 

83.3%  

5.你會不會想說趁看醫生時多拿些藥來留著備用？ 

       回答「不會」的比率 

91 %  

6.你會不會覺得病好得差不多就不用回診？ 

        回答「不會」的比率 

66.7%  

我的 1.出國超過兩年未曾返臺的人，不能加入全民健保 47.4% 87.5% 



 12 
 

就醫

認知 

(答對

率) 

2.自己繳的保費，負擔大家的醫療費 67.9% 87.5% 

3.收入越多保費越高 62.8% 83.3% 

4.繳不出保費，可透過愛心轉介協助支付 29.5% 63.9% 

5.當健保醫療費用支出大於保費收入時，可能的後果？ 39.7% 40.8% 

6.對醫療效果有更高期待，不是聰明就醫的好處 48.7% 52.8% 

7.不要求額外的醫療檢查，是聰明就醫的行為 70.5% 81.7% 

8.先選診所，善用基層醫療，是就醫前掌握就醫資訊 89.7% 90.3% 

9.對治療有疑慮有不要問太多，是錯誤的 89.7% 90% 

10.病情惡化就提前回診，是正確的遵照醫生囑咐行為 87.2% 84.7% 

我的

就醫

態度 

(同意

及非常

同意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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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77.5% 

2.我覺得病人配合醫生治療，可以增加醫療效果。 79.5%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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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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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79.2% 

 5.我覺得如果大家都遵守聰明就醫的原則，就可以減

少健保資源的保費。 

85.9% 77.8% 

我的

就醫

行為

效能 

(有把

握及非

常有把

握比

率) 

1.確認需要就醫時，我能先選擇附近固定的基層診所

就醫。 

79.5%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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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73.6% 

3.我能在就醫後，遵照醫生指示聰明用藥或按時回診。 67.9% 70.8% 

4.我能公開表示支持聰明就醫來珍惜健保資源。 70.5%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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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70.8% 

6.我或家人在必要時，會先透過診所醫生轉診到醫院。 75.6% 76.4% 

非常沒把握

及沒把握率 

7.我會為了讓病趕快好，生病的時候先去急診室就醫。 57.7% 63.3% 

8.我或家人會因為重覆看病或拿藥而沒有吃完。 47.4% 54.1% 

 9.我會向家人或朋友說明全民健保的好處。 60.3% 69.4% 

10.當家人或朋友看病時，我會提醒他們珍惜健保資源 67.9%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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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研究： 

(一)社區藥師週會宣導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 

1.學習單知識答對結果： 

    本校七、八年級學生在111年3月4日週會時間，邀請鄰近學校

的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社區藥師，宣導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

所填寫學習單，統計發現答對率情形如下： 

第一題「別人推薦或送給我的藥品，都可以服用看看」(答對率

98.5%) 

第二題「藥可以治病，所以每種藥都可以長期吃來保養身體，不必

先諮詢醫師或藥師」(答對率99.3%) 

第三題「下列關於「成藥、指示藥及處方藥」之敘述，何者正

確？」(答對率90.3%) 

第四題「下列哪類藥品不需要拿去藥品檢收站做檢收？」(答對率 

48.5%) 

第五題「生病時該去醫院還是診所就醫，以下觀念何者錯誤？」(答

對率87.3%) 

  

2.學生參與社區藥師演講的心得回饋如下： 

學生1：知道各種藥的分級，也知道有健保，看醫生可以省下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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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2：不隨便吃別人送的藥、也不要在網路購買藥品，不隨便推薦

別人藥品。 

學生3：不隨便相信來路不明的藥，看病要先和醫生說目前吃得所有

藥，讓醫生方便開藥，並按時服藥，將不需要的藥做好分類丟棄。 

學生4：了解藥的分級，也更清楚怎麼看藥袋。 

學生5：更了解用藥的安全，跟藥品標示。 

學生6：依疾病的輕重到哪種醫療院所。 

學生7：可以將正確用藥知識和家人及朋友分享。 

學生8：更清楚知道藥的安全使用、辨別，和如何就醫方法。 

學生9：正確用藥是非常重要的，我一定要把這些知識分享給家人。 

學生10：不可以亂吃藥，需要詢問藥師或看醫生。 

學生11：知道哪些藥品需要拿去檢收站檢收。 

學生12：清楚表達自己的情況，醫生才能對症下藥。 

學生13：原來藥那麼危險，我以為藥對身體都是好的。 

學生14：讓我充分了解藥物使用，看病時的重要知識。 

學生15：我們應該做身體的主人，懂得用藥知識，讓身體更好。 

學生16：服藥只能配水，用藥不過量，就醫要落實分級醫院。 

學生17：不亂吃藥，看醫生要說清楚身體狀況，看清楚藥品標示。 

學生18：以前很愛亂吃藥，聽完後都不敢亂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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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19：平時小感冒，不要直接去大醫院，先去附近診所，才不會

浪費醫療資源。 

學生20：認識成藥、指示藥、處方藥的差別。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全民健保-藥你安全宣導』學習單   111.3.4 

班級_________   座號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一、是非題 

（  ）1.別人推薦或送給我的藥品，都可以服用看看。 

（  ）2.藥可以治病，所以每種藥都可以長期吃來保養身體，不必先諮詢醫師

或藥師。 

二、選擇題 

（  ）1.下列關於「成藥、指示藥及處方藥」之敘述，何者正確？ 

   (1)成藥：不需經醫師或藥師指示，可在一般藥局購得 

       (2)指示藥：由醫師或藥師指示用法之藥品 

       (3)處方藥：需醫師處方才可使用           (4)以上皆是 

（  ）2.下列哪類藥品不需要拿去藥品檢收站做檢收？                                                       

        A.血壓藥   B.抗生素   C.荷爾蒙藥物   D.抗腫瘤藥物 

（  ）3.生病時該去醫院還是診所就醫，以下觀念何者錯誤？ 

       (1)分級醫療的目的是讓醫療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益 

    (2)我國醫療院所的層級區分：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及基層

診所 

    (3)醫學中心的主要任務是：醫學研究、教學以及急重症病患的治療照

護 

       (4)不論是大病或小病都先到醫學中心就醫  

▲請同學寫下今日「藥你安全宣導」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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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PR+AED急救課程的學習單之心得回饋 

學生1：感謝講師講解急救、AED的知識，讓我們學習實際演練。 

學生2：上完課後，讓我們一學就會了，之後要是遇到這情況，可以

去救人一命。 

學生3：今天教的APR及AED都很重要，因為患者可能是自己家人。 

學生4：學到了很寶貴的知識，以後可以救回一條寶貴的生命。 

學生5：今天我學到有人昏倒時，如何幫忙！ 

學生6：我覺得今日課程，教的急救方法非常的有用，讓我們未來遇

到緊急情況，不會手忙腳亂。 

學生7：很感謝學校為我們安排CPR的教學。 

學生8：學到怎麼用正確的方式救人，使用AED、CPR方法。 

學生9：覺得在體驗的時候很有趣，尤其是AED，超酷的。 

學生10：謝謝那麼專業的救治人員來學校教我們。 

學生11：如果我以後遇到有人需要做CPR時，握希望可以用到今日

學到，並拯救他人的生命。 

學生12：這是我從未上過的課程，非常有趣、有用。 

學生13：這樣在路上看到有人昏倒時，就不會不知道要做什麼。 

學生14：有實體演練很棒！ 

學生15：以前以為CPR很簡單，原來有這麼多細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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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16：了解「叫叫CD」口訣的意義，而且要把握黃金5分鐘，患

者才不會死亡。 

學生17：我覺得今天的教學很好，因為讓我學習到如何用今天所學

救人，感謝老師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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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成果： 

(1)111年3月4日週會，社區藥師蒞校宣導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之學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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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年 12 月國語文競賽-書法項目 

   

 

(3)111 年 2 月 11 日 學務主任防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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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年 3月 4日林森院區藥師蒞校宣導—藥你安全 

 

 

(5)健康中心外的健康小學堂張貼「藥品保存藥注意」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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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年3-4月八年級健教課─聰明就醫「醫全超人」創意桌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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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就醫We can do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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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合健教課程，辦理健促網路問卷，七、八年級共六個班級施測 

  

 

(8)利用每周學務週報宣導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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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年3月7日本校護理師宣導生理用品領取及月經教育，同步衛

教治療經痛應尋求醫療治療的時機，以及止痛藥正確服用方式。 

 

(10)校園樓梯健康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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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年3月25日 邀請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能推廣協

會辦理全校238位學生CPR及AED教學課程 

   

學習單 

 

 



 26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111年度健教寒假作業-「聰明就醫

〝藥〞知道！」 

班級：______     座號：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珍惜健保、聰明就醫、正確用藥，以下主題擇一進行文字敘述(亦可

分享自己聰明就醫及正確用藥經驗)或圖像設計、繪圖作品： 

1.聰明就醫六要素：觀察病症的情形、優先選擇一家醫、病症表述

用口訣、合理期待最和諧、聰明用藥愛健保、如期回診要記牢。 

2.認識全民健保制度中的急診醫療、分級醫療、轉診、家庭醫師。 

3.從疫情方面看健保負擔就醫費用、新冠疫苗免費接種等醫療資

源。 

4.正確用藥原則及如何正確處理不需要的藥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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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111年度健教寒假作業-「從齒健

康、護齒一生」 

班級：______     座號：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國中階段牙齒已逐漸換為恆牙，牙齒的清潔保健更為重要。包括

「減少喝含糖飲料」、「正確刷牙，並使用 1000ppm 含氟牙膏(增加

牙齒及牙線輔助」、「每半年定期洗牙，清除牙結石」。 

       牙科檢查日期：___________   牙科醫師簽章：_______________ 

        □已完成口腔檢查及洗牙     □無異狀 

        □口腔檢查結果有異狀項目(可在下圖標示)：__________________ 

 

 

 

 

 

 

 

 

      請分享這次洗牙經驗及其他護齒方法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完成的原因(如已在寒假前完成洗牙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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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寒假作業之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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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寒假作業之學生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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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齒健康、護齒一生」口腔檢查寒假作業之學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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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與建議  

將分成問卷方面、課程方面、研究對象、實務工作等方面來討論與

提出建議：  

(一)問卷方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經全民健保教學活動介入後，在全民健保

部分「正確認知比率」、「珍惜行為比率」有顯著增加，但與109

學年度後測比較結果是沒有明顯進步，且未達到預定指標 75-

80%，整體比率並無想像中高。在正確用藥部分「看清藥袋藥盒標

示率」及「不過量使用止痛藥率」前後測結果差異不大，且與109

學年度後測比較結果是沒有明顯進步。唯「遵醫囑服藥率」前測

92.74%、後測94.61%，與109學年度及全臺北市國中統計是明顯進

步。 

    推測是因本校施測時間是健教教師與學校護理師在健教課施

測，因一堂課總共要施測4個健促選項，外加醫全超人桌遊後測改以

線上表單填寫。每個選項的題目過於冗長，學生耐心較不足，相對

不認真專注地做測驗。 

    另外學生對全民相關知識部分尚不足，仍有待加強，期許未來

在課程方面應全面推動。而健康行為是最難達成的，所謂知易行

難，加上學生行為深受家長影響，光靠教導學生很難改變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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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需思考如何加強提升珍惜健保行為比率。 

(二)課程方面  

    本學期全民健保教學介入包括八年級健教課程安排健保聰明就

醫「醫全超人」創意桌遊體驗課程兩堂課，包括前後測、週會時間

邀請社區藥師宣導。建議全民健保教學行動研究應結合其他領域教

學，著重學生健康生活技能的教導，以提升健康行為。 

    原訂每年七年級下學期健教課程邀請林森院區護理師，結合健

教課入班教導CPR及AED急救教學，但108-109學年度因新冠肺炎

疫情，連兩年被迫取消既定課程，以至於八、九年級學生皆未參加

急救課程。111年3月份學校安排第一次段考下午，辦理全校學生

CPR及AED急救教學課程，並邀請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

能推廣協會蒞校協助辦理。看到每位學生認真學習及實際操作急救

安妮，心中是滿滿的感動。 

(三)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對象為八年級學生，配合健教教學，寒假作業主題為

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相關內容，讓學生在文字與圖畫做發揮。第二

項寒假作業主題為口腔保健，目的讓剛滿13歲的國中生知道，國民

可享健保福利其一為，健保提供給付，13歲以上的民眾，每半年洗

牙一次，只要繳掛號費，就可以享有洗牙服務。而長遠目標為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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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和其家人養成每半年至牙科口腔檢查及洗牙的習慣，期望「預

防保健勝於治療」觀念推廣到全校師生，並藉由學生帶動家人一起

參與及認同。 

(四)實務工作  

    110學年度是本校第二次推動全民健保此健康促進議題，因應

COVID-19疫情緣故，目前不適合帶學生參訪社區藥局與醫療院

所。與鄰近校園社區診所達成共識，提供本校師生就醫優免，並且

建議師生有就醫需求可先至社區診所，或隸屬聯合醫院地區醫院就

診，若需轉至大醫院，應請醫師開立轉診單。 

    本校健康中心平日亦關心及了解就醫學生服藥情形，必要時請

學生將藥袋帶至學校，指導藥物作用及服用注意事項。 

    另外結合書法國語文競賽的主題、學務週報宣導，每位學生在

國中期間有機會學習CPR及AED急救課程及實務演練，並得到參加

證明等。將健康促進活動融入學校重大活動與生活作息，全面性推

動健康促進活動，營造支持性的物質、社會環境，其推動能更具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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