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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七年級 16個班 人數 459人(男:235 女:224 ) 

N=452 

執行策略摘

要 

1.辦理全民健保(正確用藥)學生場講座 

2.學生全民健保(正確用藥)桌遊教學 

3.全民健保(正確用藥)標語競賽 

4.社區藥局參訪活動。 

5.全民健保(正確用藥)抽獎活動、有獎徵答。 

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研究工具: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評量問卷 前後測時距:四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 

或 % 

後測值 

M(SD) 

或 %  

t值 

或 X2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對全民健

保有正確

認知比率 

61.86% 

(23.07) 

98.14% 

(6.39) 

33.54 <.001 受試者對全民健保有

正確認知得分率，後

測平均得分率比前測

高 36.28%，達到顯

著，後測平均得分達 

98.14%。 

配對

t檢

定 

珍惜全民

健 保行為

比率  

53.54% 

(29.61) 

93.14% 

(18.02) 

25.66 <.001 珍惜健保行為得分人

數，後測人數比前測 

高 39.6%，達到顯著，

後測得分人數達

93.14% 

配對

t檢

定 

遵醫囑服

藥率 

66.59% 

(47.22) 

95.58% 

(20.59) 

12.42 <.001 遵醫囑服藥得分人數，

後  測人數比前測高 

28.99.%，後測得分人

數達 95.58%。 

配對

t檢

定 

不過量使

用 止痛藥

比率  

92.70% 

(26.04) 

98.01% 

(13.99) 

3.76 <.001 不過量使用止痛藥得

分人數，後測人數比

前測高 2.88%，後測得

分人數達 98.01%。 

配對

t檢

定 

使用藥品

前 看清藥

袋、 藥盒

標示比 率 

90.49% 

(29.37) 

98.67% 

(11.46) 

5.85 <.001 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

藥 盒標示得分人數，

後 測 人 數 比 前 測 高

8.18%，後測得分人數

達 98.67%。 

配對

t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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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利用統計對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問卷中 

五大構面，進行前、後測值依樣本 t 檢定分析後，在「全民健保

正確認知率」(p=.00*)、「珍惜健保行為比率」(p=.00*) 、「遵醫

囑服藥率」(p=.00*) 、「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比率」

(p=.00*) 「不過量使用止痛藥比率」(p=.00*)皆有顯著差異。說

明學校實際介入的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的活動，可全面提升學生

各項指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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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國中七年級學生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概念行動研究  

~以彰化縣溪湖國中為例 

摘要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校今年除了配合施測參與「彰化縣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執行計

畫」外也需參加「健康促進輔導改善計畫」，原因為本校此學度為全民健保(含

正確用藥)種子學校外，本校在辦理「彰化縣 108 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執

行計畫」評量結果不佳，各評量項目成效比率皆低於縣指標，其中「不過量使

用止痛藥比率」此項目甚至發生後測數值低於前測數值之情形。 

    透過設計相關的介入措施及融入教學、舉辦宣導與活動，增進學生對全民

健保及正確用藥各指標的答對率及正確行為比率，研究目的期能以多元教育方

式提升學生對此議題認知、情意、技能上的學習，此外要在研究指標數值上有

顯著的進步，且需高於 109學年度縣平均的後測指標。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量性問卷施測，該問卷取自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與

網路維護計畫─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議題評量工具」，採線上作答方式。研究

對象為本校國中七年級學生 459人，其中男生 235，女生 224人，有效問卷 452

份。研究過程中針對研究對象進行為期四個月的介入實驗，成效評價則採單組

前後測分析，受測學生先於 109年 11-12月進行量性問卷的線上前測，學校統

計前測結果，並分析受測學生得分率，針對未達 80%之項目，學校研議相關介

入策略。經過四個月介入實驗後，同批受測學生再於 110年 3-4月進行量性問

卷的線上後測。 

研究發現： 

    透過評量工具前後測答對率之圖表統計分析後可發現，後測成績普遍提

升，由此可認定活動、教學介入是有成效的，且呈現正相關。學生對全民健保

有正確認知比率、珍惜全民健保行為比率、遵醫囑服藥率、不過量使用止痛藥

比率、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比率等介入措施後達到顯著知能提高，

統計達顯著差異(P <.001)，說明學校推動健保及正確用藥教育發揮效果，唯獨

看病必拿藥且領了藥不吃囤積藥物之陋習，或重複拿藥，須再教育且應釐清相

關錯誤知識，對全民健保方有正確認知才能免於健保導致虧損破產。提醒家人

或朋友珍惜健保及用藥行為，做自己的健康守門員。 

 

 

關鍵字：全民健保、正確用藥、行動研究 

聯絡人：蕭亞男、nan70294@gmail、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四段 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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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 

(一)問題背景： 

    全民健保自 1995年 3月 1日實施以來，讓所有國人都得以獲得醫

療照護，由於國中小時期的學生較少自行就醫且僅少部分有慢性病，

故對於全民健保的概念大部分只停留在使用健保卡就醫僅 150~200元

費用，所以對於醫療實際耗費額、全民健保福利不甚了解。正確用藥

部分學生透過健康課獲得相關知識，但在實際用藥上缺乏生活技能，

此習慣受家庭影響很大，常出現任意使用成藥而延緩就醫、跟隨長輩

使用無認證藥物等，近年來更出現學生因為心因性因素而濫服安眠

藥、抗憂鬱藥物的情形，嚴重者更導致成癮。 

(二)研究動機： 

    本校今年除了配合施測參與「彰化縣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

卷執行計畫」外也需參加「健康促進輔導改善計畫」，原因為本校此學

度為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種子學校外，本校在辦理「彰化縣 108 學

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執行計畫」評量結果不佳，各評量項目成效比

率皆低於縣指標，其中「不過量使用止痛藥比率」此項目甚至發生後

測數值低於前測數值之情形。 

    此次由本校七年級學生共 452位施測相關主題問卷，發現學生在

「對全民健保有正確認知比率」、「珍惜全民健保行為比率」二項主題

的答對率偏低，分別只有 61.86%和 53.54% %，代表對全民健保知識及

珍惜健保行為顯著不足。另外在「遵醫囑服藥率」方面之答對率也只

有 66.59 %，不到七成，故本校欲透過行動研究是否可以在介入設計

相關健促措施及教學、宣導、活動等增進學生對全民健保(含正確用

藥)的認識，並提升健康促進網路問卷執行計畫中指標項目的後側平均

數值。 

二、 現況分析： 

(一)學生層級： 

    學生組成除了溪湖鎮原學區就讀外，亦有多數埔鹽鄉、埔心鄉、

二林鎮等跨區就讀學生。家長從事的工作型態包括經商、職工、務農

等，型態多元工作繁忙，近年來外配子女比例增加，加上隔代教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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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學生對全民健保認知、態度、行為及正確用藥知識等觀念較為薄

弱。部分家長本身亦較不重視自己的健康及衛生習慣，皆成為學生負

面學習樣本，所以學生健康知識大多由學校教育獲得。根據學校護理

師及健體領域教師觀察學生回饋時發現，學校學生對於全民健保及正

確用藥的能力及健康信念概念，歸納如下表: 

表一、本校學生對於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的能力及健康信念概念表 

知識 

1. 未經過宣導、課堂教授前，不了解也沒興趣瞭解健保體制。 

2. 不了解就醫流程及正確用藥行為。 

3. 不認識全民健保的成本概念，不了解掛號部分負擔的意義。 

4. 健保費由父母支付，所以不了解健保費用因人因地而有差別。 

態度 

1. 無法體認「風險」無處不在。 

2.無法認同全民健保自助互助的精神，缺乏擁有全民健保的幸福感。 

3.缺乏正確就醫與正確用藥之態度 

技能 

1. 無法向家人宣導全民健保概念、精神的能力。 

2. 無法運用做決定的技巧來養成健康行為。 

3. 無法正確區辨醫療消費「想要」與「需要」的差別。 

危險知覺 

1. 不認為珍惜健保資源是重要的。 

2. 對身體的警訊判斷輕忽不足。 

3. 沒有聽醫囑，正確服藥。 

4. 尚未體認生活中養成健康行為的重要性 

自我效能 

1. 學生認為健康與否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2. 學生無法自我覺察全民健保與個人的關係。 

3. 學生認為就醫與否與地點都是由家長決定。 

家長態度 

1. 家長存在錯誤就醫及用藥知識，影響學生健保觀念。 

2. 受長輩、鄰里健保觀念影響，產生濫用醫療行為。 

3. 對地區醫院或診所沒信心，常常小病就直接到醫學中心看診。 

(二)學校層級： 

    溪湖國中位處彰化縣溪湖鎮中心中型學校，109學年度共有 47

班，學生數共 1352人，教職員工 146人，本校鄰近溪湖交流道，亦公

車站經過，生活機能與交通皆屬便利，故吸引不少鄰近鄉鎮學生跨區

就讀。本校社區醫療資源豐富，校地週邊即有溪湖衛生所、數間中西

醫診所、藥局，步行亦可至社區醫院。下表為學校之於全民健保及正

確用藥議題之 SWOT分析表如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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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溪湖國中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議題 SWOT 分析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整
體
政
策 

1.校方定期召開行政 

會議，對「健康促進 

學校計畫」的制定與 

推動有專責單位負 

責。 

2.依學生需求及社區

資源訂定有效學

校健康政策。 

1.學校資源有限，無法

充足配合學校各項衛

生政策執行。 

2.單親、隔代教養與 

新住民家庭人數占 

45%，健康觀念普遍  

不足。 

1.參與辦理健康進學 

校推行，擬定詳實可

行之衛生政策。 

2.學校臨近健保診 所

及藥局，容易尋求合

作。 

3.為全民健保正確 用

藥種子學校，有補助。 

4.健全家長會組織。 

1. 學校人力資源不 

足，時間上實較難充

分執行。  

2.健保行之有年，但

政府宣導活動較少。 

物
質
環
境 

1.位於彰化縣中心，鄰

近省道，交通便利。 

2.學校面積寬闊，環境

優雅寧靜，綠美化校

園，提供師生優質學

習場所。 

3.學校位於住宅區， 

人口單純。 

1.位於中南部空氣品

質不佳。 

2.圖書室全民健保正

確用藥書籍不足。 

1.衛生所、私人診所、

社區醫院和學校相距

不遠，緊急後送和支

援系統完善。 

2.縣府提供種子學校 

相關補助。 

1.本區自水來品質不

佳，飲水管線需更新。 

2.社區家長關心的焦

點不在全民健保及正

確用藥，經費挹注有 

限。 

社
會
環
境 

1.綿密學校、家長、社

區的輔導網路。 

2.營造相互關懷、信任

和友愛的環境。 

3.家長會熱心校務、

樂於提供資源。 

4.學生相較都市學生

純樸乖巧，可塑性

高。 

1.學校舉辦的各項宣

導活動，家長參與仍 

在少數。 

1.善用學校、社區資 

源辦理親師座談會、

成長團體等活動。 

2.家長會及社區里辦 

樂於支持學校辦理有

益學生健康之活動。 

1.大部分家長工作忙

碌，忽略關懷學生非

學業成績層面，例如

心理、健康、學校的 

衛教宣導。 

社
區
關
係 

1.優良校風能獲社區

家長支持。 

2.學校與衛生所、醫

療 院所互動良好。 

1.大部分家長忙於工 

作，平日無法參與學 

校活動。 

2.無較大型醫療機構

和設施。 

1.妥善運用社區各項

資源，與衛生所 、

社區醫療院所合作，

推動全民健保及正確

用藥教育。 

1.社區民眾較無衛生

教育之概念。 

2.學校推動事務眾

多，排擠全民健保及

正確用藥教學。 

健
康
教
學
與
活
動 

1.定期召開健康與體 

育教學研究會。 

2.適時辦理各項健康

講座、宣導。 

1.學生學習態度被  

動，缺乏持續力。 

2.校內全民健保及 正

確用藥相關書籍、雜

1.健康與體育教育教

學研究。 

2.規畫教師之全民健

保及正確用藥之校內

1.家長對全民健保 

及正確用藥方式沿 

襲舊有觀念很難鬆 

動。  

2.學校經費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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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班班有電腦、單槍

投影設備，教師能利

用資訊設備進行全民

健保及正確用藥教

學。 

4.對於學校規畫之 全

民健保及正確用藥課

程及活動，教職員均 

能配合執行。 

5.家長多能尊重學校

與教師教育理念。 

誌較少，無法提供師

生足夠的健康保健資 

訊。 

宣導，以達教學相長

之教師成長之效。  

3.運用公部門資源，

申請免費健康講座， 

豐富教學內容。 

4.衛生醫療機構，提

供專題講座及教學資 

源。 

無法採購相關教學

所需之教材。  

3.各單位推動活動

多，學生學習時數飽

和，以致於學生分身

乏術。 

健
康
服
務 

1.專任護理人員，提

供全民健保(含正確

用藥)服務。  

2.學生各項健康資

料建檔，並針對特

殊個案追蹤管理。  

3.利用朝會及衛教 

專欄，提供相關健康

資訊。 

4.特殊疾病學生資料

建立詳實。 

1.學生課程及活動 

眾多，難有充足時間 

進行衛教宣導。 

 

1.109 學年度起，新增

約聘僱校護一名。學

校校護素質高，服務

態度慹忱。 

2.診所、衛生所提供

藥師配合學校全民健

保 (含正確用藥 )教

育。 

1.學校編列經費預算 

有限，再加上疫情影

響，可運用於健促推

廣的資源受限。  

2.家長健康保健觀 

念有待加強。  

三、研究目的與計畫目標 

(一) 研究目的:透過設計相關的介入措施及融入教學、舉辦宣導與活動，增進

學生對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各指標的答對率及正確行為比率，研究目的

期能以多元教育方式提升學生對此議題認知、情意、技能上的學習，此

外要在研究指標數值上有明顯的進步，且需高於 109學年度縣平均的後

測指標，本校 108學年度、109學年度指標成效比較表整理如表三。 

表三、本校 108學年度、109 學年度指標成效比較表 

全民健保(含正

確用藥)五大核

心能力 

108學年度本校成效 109學年度本校成效 108與 109

學年度後測

差異(%) 

前測 

(%) 

後測 

(%) 

前測 

(%) 

後測 

(%) 

1.對全民健保

有正確認知比
61.27 62.49 61.86 98.14 ↑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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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2.珍惜全民健

保行為比率 
48.90 57.28 53.54 93.14 ↑35.86 

3.遵醫囑服藥

率 
68.95 74.11 66.59 95.58 ↑21.47 

4.不過量使用

止痛藥比率 
94.38 93.40 92.70 98.01 ↑4.97 

5.使用藥品前

看清藥袋、藥盒

標示比率 

90.22 91.62 90.49 98.67 ↑7.05 

 

(二) 計畫目標：依教師觀察之學生屬性和學校內外 SWOT 分析，學校應設定

具體、可供評斷的具體推行目標，針對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設定學

生健康成效指標努力推動: 

1. 健保正確認知率(高於 69.99%)： 

體認全民健保的特色，培養珍惜全民健保的態度 

2. 珍惜全民健保行為比率(高於 64.51%)： 

培養對醫療消費的批判性思考，宣揚全民健保制度資源有限的概念 

3. 遵醫囑服藥率(高於 74.39%)： 

建立正確的服藥觀念及行為，並了解其重要性 

4. 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比率(高於 93.65%)： 

養成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的習慣。 

5. 不過量使用止痛藥比率(高於 93.76%)： 

了解止痛藥的用途與使用時機，不過量使用或濫用止痛藥 

四、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以本校國中七年級學生 459人，其中男生 235，女生 224

人，有效問卷 452份。 

(二)研究工具：量性問卷─本研究之問卷取自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

導與網路維護計畫─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議題評量工具」（附件一），

採線上作答方式。 

(三)研究過程及介入方法： 

1. 研究過程：針對研究對象進行為期四個月的介入實驗，成效評價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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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單組前後測分析。受測學生先於 109年 11-12月進行量性問卷的

線上前測，學校統計前測結果，並分析受測學生得分率，針對未達

80%之項目，學校研議相關介入策略。經過四個月介入實驗後，同批

受測學生再於 110年 3-4月進行量性問卷的線上後測。 

2. 學校介入方法：學校召開健促相關會議，首先擬定策略推動小組名

單（表四），藉由討論和本校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概念教學之 SWOT 

分析結果，訂定學校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六大範疇執行內容摘錄表

（表五），分工合作依內容推行，而學校實際介入活動如表六。 

表四、溪湖國中健康促進輔導改善計畫推動小組成員一覽表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屬性  

校長 鄭宇森 主持計畫 

教務主任 張世昆 
協助全民健保教育融入課程教學與正確用藥教育活

動設計規畫。 

學務主任 洪茂富 
研究策畫、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社區及

學校資源整合。 

會計主任 蔡西村 經費審查核銷，建構健康環境。 

衛生組組長 蕭亞男 
研究策畫、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彙整報

告撰寫。 

健康中心 

護理師 

陳雅琪 

蘇苑婷 

彙整報告撰寫與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策

略設計及效果評估。 

健康教育 

教師 
劉志祥 

協助全民健保教育融入課程教學與正確用藥教育活

動設計、執行。 

級導師 

周家全 

周榮裕 

楊美儀 

協助辦理學生需求評估與活動、協助班級與行政單

位之聯繫、協助健康促進活動推行。 

家長代表 巫建勝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家長志工人力 協助推

展健康服務。 

社區醫師 洪錦壕 
協助計畫推行輔導委員、健康促進宣導講座講師、社

區藥局參訪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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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溪湖國中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依六大範疇執行內容摘錄表 

六大

範疇 
健康促進活動之工作內容 

學校

健康

政策 

1. 召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決議推動「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方案。  

2. 健康促進工作小組，定期召開會議訂定研究計畫、執行內 容並隨

時修正。 

3. 推展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議題健促相關活動並將期程納入學期

行事曆。 

4. 於學校網站、粉絲專頁加強宣導全民健保(正確用藥)之重要性。。  

健康

教學

與活

動 

1. 每學期固定安排健體領域會議，討論健康促進議題融入課程之教

學活動。 

2. 配合校慶活動辦理健康促進議題有獎徵答活動。 

3. 邀請社區藥師蒞校針對七年級學生辦理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宣

導講座。 

4. 辦理親師座談會，以了解學校推廣之健康促進議題。 

5. 運用家庭連絡簿，建立與家庭的聯絡管道宣揚健康概念。 

6. 配合學校各項競賽活動，如運動會、海報比賽、才藝競賽等，推

廣健康促進議題。 

7. 舉辦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的標語設計、有獎徵答等競賽活動。 

8. 辦理七年級學生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課程融入健康教育教學。 

9. 健康教育課運用「醫全超人」桌遊，進行創意模組教學。 

10. 參加「彰化縣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前後測成效評價分析報告輔

導』實施計畫」。 

11. 各班運用空白時間欣賞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宣導影片。 

物質 

環境 

1. 健康公佈欄配合張貼健康促進相關議題宣導海報、DM。 

2. 充實健康中心設備，如：體脂計、身高體重計、AED 訓練機等。 

3. 穿堂公佈欄、廁所間公告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等健促相關議題

宣導 DM。 

4. 訂製健康促進標語旗幟布置於校園。 

5. 學校完備宣導講座辦理時所需的影音設備。 

健康 

服務 

1. 辦理健促講座、親師座談會。 

2. 橫向連結校內其他處室活動辦理，強化健康促進議題。 

3. 參訪社區藥局融合正確用藥課程。 

4. 健康中心、衛生組、健康教育老師提供學校師生全民健保(含正確



 11 

用藥)諮詢服務。  

社會 

環境 

1. 校內外張貼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標語。 

社區 

關係 

1. 校園周邊懸掛宣導布條、健促海報，增加社區名眾對健康促進議

題觀念的建立。 

2. 召開班親會、家長會時進行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宣導。 

表六、溪湖國中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實際介入行動一覽表 

項次 名  稱 日 期 地 點 
對象

人數 
簡述活動主題 

1 全民健保及正確

用藥海報宣導快

閃活動 

109.09.30 

~ 

110.04.09 

佈告欄 1352 健康促進校園之全民健保與正

確用藥健康促進宣導訊息 

2 全民健保及正確

用藥宣導 

109.10.14 教室 30 護理師結合健教老師，融入健

體領域教學，強化健康知能及

態度行為 

3 全民健保及正確

用藥主題講座 

(家長參與) 

社區結盟 

109.10.14 體育館 120 邀請學生家長入校參與主題講

座，強化健康知能融入家庭生

活教育，以達衛生教育效能提

升 

4 健康促進標語競

賽 

109.12.2 學務處 1352 辦理全校學生藝文比賽發揮創

意製作健促標語海報 

5 全民健保及正確

用藥宣導 

109.12.15 中庭 50 護理師集合班長做宣導，並發

予衛教單張提供正確保健常識 

6 運動會健康促進

各議題有獎徵答 

109.12.18 操場 1500 運動會設置健康攤位，增進全

校師生對健康促進校園議題保

健作為並釐清正確保健常識 

7 運動會健促議題

-化妝進場 

109.12.18 操場 1500 校慶進場融入健促議題結合班

級師生創意表演 

8 全民健保及正確

用藥入班宣導 

110.01.05 教室 30 護理師結合健教老師，融入健

體領域教學，強化健康知能及

態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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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健康促進唸標語

抽大獎活動 

110.01.12 圖書館前 102 學生主動參與健康促進議題標

語大聲唸活動，營造健康促進

校園環境氛圍 

10 全民健保及正確

用藥影片宣導 

110.01.20 各班教室 1352 各班導師於班級播放健促議題

相關影片，加強宣導健促行為

落實，亦配合學校健康促進政

策施行 

11 全民健保及正確

用藥宣導 

110.02.22 中庭 50 護理師集合班長做宣導，並發

予衛教單張提供正確保健常識 

12 全民健保及正確

用藥宣導 

洪錦壕藥師- 

社區結盟 

110.02.24 體育館 

 

1350 與社區藥局結盟建立夥伴關

係，辦理藥師蒞校宣導活

動，共同營造健康促進校園

氛圍 

13 全民健保及用藥

安全-有獎徵答

活動 

110.03.02 圖書館前 150 辦理健康促進議題搶答活

動，確認學生是否建立健保

及用藥的正確觀念，以達活

動目的 

14 溪湖社區藥局實

地參訪- 

社區結盟 

110.03.10 康健藥局 60 與社區藥局結盟建立夥伴關

係，主動提供學生實地參訪，

關於用藥知識及給藥流程等生

活技能取向教學，提供增能機

會 

15 醫全超人-桌遊

活動 

110.03.15 教室 30 藉由醫全超人教材教具辦理學

生桌遊競賽，加深學生健保及

用藥的正確觀念落實 

16 醫全超人-桌遊

活動 

110.03.17 教室 30 藉由醫全超人教材教具辦理學

生桌遊競賽，加深學生健保及

用藥的正確觀念落實 

17 健康促進問卷後

測 

110.03.16

-

110.03.22 

電腦教室 459 將健康促進網路問卷推動期程

納入行事曆，結合資訊教師施

行，了解其成效，獲得有效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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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畫行動研究活動時程：學校採取之行動研究規畫表如表七。 

表七、溪湖國中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行動研究規畫表 

起迄日  執行內容 

109年 11月~ 

109年 12月 

針對 459 名七年級學生以 109 年「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與網路

維護計畫-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議題評量工具」實施線上前

測。 

109年 11月~ 

110年 4月 
學校全民健保與正確用藥相關介入策略實施 

110年 3月 

針對同樣 459名七年級學生，以 106 年「健康促進學校輔導

與網路維護計畫-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議題評量工具」實施

線上後測 

五、研究結果：  

(一) 量化資料： 

1. 受測學生基本資料：本計畫共收得 452位樣本，其中男生有 231人

（51%），女生有 221人（49%）。 

2. 量化資料說明：從評量工具前後測答對率之圖表統計分析後可發

現，後測成績普遍提升，由此可認定活動、教學介入是有成效

的，但至於是否呈現正相關，有待於更進一步的統計分析。統計

分析資料如表八及圖一所示。 

表八、指標結果統計表 

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五大構面 前測  後測  
109學年度

縣訂指標  
是否達成 

1.珍惜全民健保行為比率 61.86 98.14 ≧81 是 

2.對全民健保正確認知比率 53.54 93.14 ≧82 是 

3.遵醫囑服藥率 66.59 95.58 ≧88 是 

4.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比

率 
92.70 98.01 ≧97 是 

5.不過量使用止痛藥比率 90.49 98.67 ≧9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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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指標結果統計圖 

3. 成對樣本檢定分析說明：利用統計對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問卷中

五大構面，進行前、後測值依樣本 t 檢定分析後，在「全民健保正

確認知率」(p=.00*)、「珍惜健保行為比率」(p=.00*) 、「遵醫囑服

藥率」(p=.00*) 、「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比率」

(p=.00*) 「不過量使用止痛藥比率」(p=.00*)皆有顯著差異。說明

學校實際介入的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的活動，可全面提升學生各

項指標成效，統計資料織成對樣本檢定詳見表九，其中成對 3-5（服

藥率、不過量使用止痛藥比率、看清楚藥袋率）以上三項的題數只

有 1題，分數若非 100分即為 0分，故標準標準差數字會讓人困

惑，但此並非錯誤，原始資料呈現結果即是如此。 

表九、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成對 1 後認知 - 認知 36.2832 22.9989 1.0818 34.1572 38.4091 33.540 451 .000 

成對 2 後情意 - 情意 39.60186 32.81375 1.54343 36.56865 42.63506 25.658 451 .000 

成對 3 後服藥率 - 服藥率 28.9823 49.6179 2.3338 24.3958 33.5688 12.418 451 .00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前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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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 4 

後不過量用止痛藥

比率 - 不過量用止

痛藥比率 

5.3097 30.0501 1.4134 2.5320 8.0875 3.757 451 .000 

成對 5 
後看清藥袋比率 - 

看清藥袋比率 

8.1858 29.7705 1.4003 5.4339 10.9377 5.846 451 .000 

(二)研究結論與建議： 

1. 結論：根據 109 學年健康促進網路問卷後測顯示，學生對全民健

保有正確認知比率、珍惜全民健保行為比率、遵醫囑服藥率、不

過量使用止痛藥比率、使用藥品前看清藥袋、藥盒標示比率等介

入措施後達到顯著知能提高，說明學校推動健保及正確用藥教育

發揮效果，唯獨看病必拿藥且領了藥不吃囤積藥物之陋習，或重

複拿藥，須再教育且應釐清相關錯誤知識，對全民健保方有正確

認知才能免於健保導致虧損破產。提醒家人或朋友珍惜健保及用

藥行為，做自己的健康守門員。 

2. 建議： 

(1)未來研究方向期許─此次研究中在校園安排多項全民健保(含

正確用藥)相關教育活動與課程，主要以能提高學生填寫評量

工具的指標成效為目標。而原本欲規劃是否設計課程介入研

究，但本校七年級共 16的班，難以全面進行教學，又為了避

免對照組因為沒有介入實驗而影響甚至降低評量工具的效度平

均數故而作罷。因此，本研究沒有質性研究工具為待加強之

處。 

(2)此次研究學校所採取的介入策略（如：學生健促標語競賽、實

施桌遊教學課程、邀請社區藥師到校舉辦健康講座、學生有獎

徵答活動、辦理社區藥局參訪活動等），對於提升學生對全民

健保及正確用藥的「認知能力」具有顯著效果，可以供他校辦

理時參考。 

(3)建議問卷系統能在學生填答完成後即時給予回饋評分，讓學生

知道自己的評量結果，有助於填寫問卷時增加專心度並謹慎看

待。前測時，有助於學生瞭解測驗的意義；後測時，透過檢視

前後測的差異，讓大部分的學生看見自己的進步，也能讓各項

指標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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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議題評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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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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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藥局參訪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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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教育活動照片 

日期：109.10.14 

活動名稱：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宣導 

日期：109.10.14 

活動名稱：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主題

講座(家長場-社區結盟) 

  

日期：109.12.02 

活動名稱：健康促進標語競賽 

日期：109.12.15 

活動名稱：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宣導 

  

日期：109.12.18 

活動名稱：校慶-設置健促議題攤位 

日期：109.12.18 

活動名稱：校慶-健促議題創意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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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0.01.05 

活動名稱：健促融入健體領域教學  

日期：110.01.12 

活動名稱：健康促進標語宣讀活動 

  

日期：110.01.20 

活動名稱：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影片

宣導 

日期：110.02.22 

活動名稱：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宣導 

  

日期：110.02.24 

活動名稱：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主題

講座(學生場-社區結盟-藥師蒞校) 

日期：110.03.10 

活動名稱：溪湖社區藥局實地參訪 

(社區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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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0.03.15 

活動名稱：醫全超人桌遊教材競賽 

日期：110.03.17 

活動名稱：醫全超人桌遊教材競賽 

  

日期：110.03.16~110.03.22 

活動名稱：健促網路問卷施測(後測) 

日期：109.09.30~110.04.09  

活動名稱：全民健保及正確用藥海報

宣導快閃活動 

  

日期： 110.03.02 

活動名稱：聰明就醫有獎徵答活動 

日期：110.03.02 

活動名稱：聰明就醫有獎徵答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