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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例:五年級 2 個班 人數 例:66 人(男:43 女:23 ) 

 

 

 

執行策略摘 

要 

1.首先調閱檢視 105學年~109學年的口腔齲齒初檢分析，了解學校歷年的齲齒

狀況。 

2.本研究設計採取單一實驗組前後測方式設計，以齲齒率最高的五年級 2班，

共 66人為研究對象，利用 google表單進行網路問卷進行前測，以了解學生

的飲食行為來調查學生齲齒問題所在。 

3.課程與教學： 

(1)辦理口腔衛生教學講座。 

(2)利用語文課程進行「讀報教學」，由五年級老師選取國語日報關於口腔保健

的文章進行前置教育，讓學生了解到影響牙齒健康的相關因素。 

(3)利用健康課程進行「口腔保健學習」，讓學生了解口腔清潔、保健，除了學

習「貝氏刷牙」還利用牙菌斑顯示劑檢視潔牙成果，讓學生互相勉勵、自

發的將牙齒保健落實日常生活中，讓全部的學生都能擁有健康的口腔。 

4.親師生活動：老師、父母、孩子一起潔牙；共同完成刷牙紀錄表。 

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寫出所測之變項與相關數據，重點為主。若有推論統計，則請寫出推論統 

計  t 值、卡方值、備註使用之統計方法…等，若無則無須填) 

研究工具:  例:自製網路問卷、牙菌斑顯示劑 前後測時距:  例: 三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或% 

後測值 

M(SD)或% 

t值  

或 X
2

 

P 值 結果簡述 備註 

糖分與齲

齒發生的

關聯 

80%以上的

學生都認為

高度相關。 

完全正相關

的人數降低 

  實驗組後測人數比前測

稍高，但是完全相關人

數減少。對照組前後測

程度無明顯差異。 

表 32~ 

表 37 

中午潔牙

清潔程度 

每組約有

5~7人沒有

完全刷乾淨 

實驗組的同

學清潔度接

近 100% 

  實驗組後測中午刷牙清潔

度顯著提升。對照組前後

測程度無明顯差異。 

 

每日平均

潔牙次數 

平均每日

2~3次 

平均每日

2~3次 

  無明顯提升 表 18~表 19 

每週減

糖程度 

平均每週

4~5次 

平均每週 4

次 

  實驗組同學有減少攝取

醣類。對照組前後測程

度無明顯差異。 

表 20~ 

表 23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若無則不需填寫) 

研究工具: 學生學習單 



 

『光』潔牙還不夠，『仁』要減糖 

──莫讓甜蜜外衣，毒害你的牙齒 

 

摘要 

    光仁國小位於萬華區，雖然本地區齲齒率在北市中偏高，

但考量本校是私立學校，狀況應與其他學校不同。檢視本校學

生近年的齲齒發生率，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某年度的齲齒

率落在 50%上下，其餘的年度則落在 25%上下，因此才會促成這

一次的研究計畫。 

    因為齲齒的防治與成果無法在短時間、簡單呈現，因此採取

一些變通的措施，例如：問卷調查、牙菌斑顯示劑……。期待能

由簡單的方式呈現出研究成果。這次的結果讓我們發現到經濟優

勢家庭有不同於其他家庭的問題，這是以往我們沒有注意到的，

未來我們必當更仔細來發現和解決這些問題。 

 

 

關鍵字：齲齒、甜食、澱粉、含糖飲料 

聯絡人：李彥勳   (02)23032874#833   

tea195@kjes.tp.edu.tw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423巷 15號 

 



 

壹、前言 

一、緣起 

本計畫針對 106學年到 109學年間，本校學生的齲齒率多落在 20%~33%之間（107學

年以及 108學年），其中 106學年、109學年的齲齒率高達 46.51%以上（106學年的一年

級學生齲齒率是 50.75%，109學年四年級學生增加到 62.79%），這兩年有同一批檢測的

學生族群（110學年的五年級生）。近四年的口腔齲齒初檢結果如表 1(各年度齲齒初檢

率)。 

根據歷年齲齒率顯示，我們推論有兩項原因使得 106、109兩個學年的齲齒率大幅增

加的原因。例如：採檢醫院的儀器、標準是否有符合教育部的規範？該年學生的齲齒率

真的偏高？排除採檢規範，我們能進行研究的方向就是假設該學年學生的齲齒率真的偏

高。 

本校為私立學校，雖然校處萬華區（社經環境較老舊，附近學校學生的齲齒率也同

樣偏高），學生來源涵蓋整個大台北地區，因此我們想從該學年學生研究、了解本校學

生的齲齒狀況，期能推論到大台北地區民眾的口腔健康情況。 

表 1各年度齲齒初檢率 

106學年 108學年 

年級性別 人數 
初檢 

齲齒人數 

初檢 

齲齒% 

 

年級性別 人數 
初檢 

齲齒人數 

初檢 

齲齒% 

1 

男 111 57 51.35% 

1 

男 113 45 39.82% 

女 90 45 50.00% 女 101 33 32.67% 

小計 201 102 50.75% 小計 214 78 28.17% 

4 

男 95 40 42.11% 

4 

男 99 29 29.29% 

女 82 38 46.34% 女 79 26 32.91% 

小計 177 78 44.07% 小計 178 55 30.90% 

總計 387 180 46.51% 總計 403 133 33.00% 

107學年 109學年 

年級性別 人數 
初檢 

齲齒人數 

初檢 

齲齒% 

 

年級性別 人數 
初檢 

齲齒人數 

初檢 

齲齒% 

1 

男 110 33 30.00% 

1 

男 110 52 47.27% 

女 103 27 26.21% 女 78 40 51.28% 

小計 213 60 28.17% 小計 188 92 48.94% 

4 

男 78 7 8.97% 

4 

男 96 63 65.63% 

女 98 24 24.49% 女 76 45 59.21% 

小計 176 31 17.61% 小計 172 108 62.79% 

總計 398 91 22.86% 總計 360 200 55.56% 

 

  



 

 

二、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一)學生層級：本校學生從大台北地區各處前來就讀，家庭的社經地位多屬中上，

因此家長本身的健康概念大多十分清楚，更何論對學生身體健康的重視程度，

其中光是營養午餐的關注與參與程度就非常的高。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過於關

愛與保護也導致學生產生了幾項重大的危機，例如：對於危險覺知會比較被動、

能完全自主的比例降低、較多機會接觸含糖食物與飲料、受家長的迷思產生堅

定不移的錯知……。 

(二)學校層級：學校是一個教育單位，對於政府政策以及家庭教育有著重大的責任，

所以只要有相關的政策需要執行，校方一定會努力推展。除了教育孩子，更要

教育家長，使得親師雙方都能有正確的成長。本校家長多屬中上社經地位的族

群，因此只要學校能提出合理、正確的論點與策略，家長多能配合與接受，尤

其家長有許多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由家長之間互相說明、解釋，更是一項利

器。 

(三)基於學生家庭的環境基礎下，我們推論有可能接觸過多的含糖食物、飲料，加

上對潔牙概念的不清楚、不確實，導致齲齒率偏高的情況。 

三、研究目的 

(1) 透過問卷(前測)了解學生對於含糖食物、含糖飲料、澱粉食物的喜好(表 2、3、

4)與使用頻率(表 5、6、7)；含糖食物與齲齒的關係(表 8、表 9)；澱粉與口腔健

康的關聯(表 10)；潔牙的正確觀念(表 11、表 12)。 



 

(2) 利用前測擬定教學方向，期許以教育來更正繆思，進而建立自動、共好的家庭、

群體互動以及良好的個人習慣。最後希望能將成功經驗提供給校內外所有有需求的

人士，讓此次的研究發揮最大的價值。 

 



 

貳、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校（110學年度）五年級卓越班兩班學生，Ａ班為實驗組（34人），Ｂ班為對照

組（32人），受測學生共 66人。 

二、研究工具： 

(一)量性問卷：自編前後測問卷（以 google表單呈現），題目內容包含： 

1.情意：齲齒與含糖食物的關聯、齲齒與含糖飲料的關聯、澱粉對口腔保健的影

響、潔牙對防治齲齒的影響。 

2.行為：每週使用含糖食物的頻率、每週使用含糖飲料的頻率、每週使用澱粉的

頻率。 

3.自我效能：每天潔牙的頻率。 

(二)質性工具：搭配語文課設計閱讀學習單(如圖 1、附件 1)，透過閱讀後的問題回

答，來了解記錄成效。 

圖 1讀報教育 

  

 



 

三、研究過程或介入方法： 

(一)研究過程： 

1.首先組織此次學校健康促進相關推動小組，研究團隊分工如表 13 

職務 姓名 工作內容 備註 

指導教授 劉影梅教授 引導行動研究大方向、各階段建議

與調整 

 

召集人 何碧蓮校長 召集、主持相關工作討論  

行政支援 周蒼琳主任 協調、支援相關工作 學務主任 

研究者 李彥勳老師 擬定、執行研究計畫、分析、編輯

成果 

體衛組長 

協助研究者 桑慧安主任 資訊設備提供、協助進行問卷調查 資訊老師 

協助研究者 李慎源老師 協助進行問卷調查 資訊老師 

研究者 楊曉逸老師 配合進行各階段行動研究內容、學

習單指導 

導師 

研究者 羅文俊老師 配合進行各階段行動研究內容、學

習單指導 

導師 

協助研究者 陳玉燕護理師 歷年資料蒐集、牙菌斑顯示劑指導  

牙醫師 郭大維醫師 衛教宣導、口腔保健 學生家長 

表 13健康促進小組分工表 

2.配合學生健康檢查，請護理師調閱近年的口腔齲齒檢查紀錄，並整理成表格

（表 1），接著分析討論齲齒率偏高的可能原因：採檢醫院的儀器、標準是否

有符合教育部的規範？該年級學生的齲齒率偏高的可能原因？針對我們能進行

研究探討的研究方向，選取樣本群，並著手分析家庭背景，討論出可能的原因

～與糖類攝取過量、潔牙清潔程度不足有關。 

3.設計前測問卷，進行施測，從問卷中瞭解真實情況，是否與我們預測的方向

相符？並且透過牙菌斑顯示劑，了解學生的潔牙效能，從中擬定實驗組的教學

方向進行教學。 

4.關於課程活動，第一：委託郭大維牙醫師針對研究假設來設計課程內容，進

行專業的口腔衛教宣導(圖 2)。第二：搭配語文教學，進行閱讀學習單課程。

達到深層的情意教學目標。第三：配合潔牙歌的播放，強化學生午餐後潔牙的

動力。第四：透過含氟漱口水的使用讓潔牙效能能再次提升。第五：貝氏刷牙

法的教學，讓孩子充分練習掌握正確的刷牙方式，以期達到潔牙功效。 



 

(上)圖 2牙醫師口腔衛教宣導              (下)牙菌斑顯示劑檢測 

 

5.針對實驗組和對照組進行後測(表 13~表 19)（問卷以及牙菌斑顯示劑的使用

圖 3），分析比較前後測結果，檢討實驗設計是否符合預設的成果。 

 

 

  

 



 

(二)修正過程：因為齲齒無法在短時間看出成效，也無法利用很簡單的方法看出成

果，因此此次實驗利用了，第一：牙菌斑顯示劑的前後測比較(圖 4)，來檢視

潔牙效能。第二：利用實驗組、對造組間的前後測問卷的交叉分析比較來探討

實驗效能。 

圖 4牙菌斑顯示劑的前後測比較 

(三)實際行動： 

1.口腔衛教宣導：透過老師聯繫，我們找到同學的擔任牙醫師的家長，請醫師

協助進行一場有趣的衛教宣導，從牙齒構造開始說起，介紹到影響齲齒發生

的原因，甜食的影響、餐後即刻潔牙的成效、澱粉適度攝取、糖類攝取的頻

率、牙齒意外斷落的處理。孩子在講座中與醫師熱烈的互動，搶著問問題，

讓學生在講座後還不斷討論著相關議題。 

 

前 

測 

後 

測 



 

2.語文融入教學（閱讀學習單）：利用五年級的閱讀課程，選取了國語日報中

一篇與口腔保健相關的文章，在課堂中讓孩子相互導讀與討論，並且回家

跟家人解釋文章內容，再書寫學習單中問題。從導讀到研討、分享的過程

中，親、師、生彼此共學，激盪出超過預期的成效，例如：有學生能主動

分享『甜食容易造成口腔變成酸性環境的看法，因為吃完甜食後過一段時

間後，感覺口內的酸酸的感覺更明顯』。由同學間的交流，有不少同學表

達贊同。在這樣共學的情境下，孩子當天的潔牙時間變久了，似乎還欲罷

不能。 

3.配合潔牙歌的播放：學校平時已經在餐後會播放潔牙歌，但是課間的時候並

不會特別播放，有時候仍能發現即使潔牙歌播放了，孩子們能應付了事。

但是在進行閱讀課程以及含氟漱口水的前測後，孩子餐後主動潔牙的比例

提高，老師也不太需要一個一個去催促要潔牙，加上班級潔牙紀錄的統計，

孩子也有小小的動力產生。 

4.含氟漱口水：例行性的使用含氟漱口水，以往比較多『過水』的情況，在教

學後，實驗組同學漱口時間也都能達到 30秒以上，表示孩子們已經正確知

道潔牙的重要性。也透過此活動，有孩子表示家長也在外面購買了漱口水

回家使用，達到親子共好的潔牙好習慣。 

5.貝氏刷牙法、牙菌斑顯示劑：兩組的同學在前測的時候，牙菌斑顯示劑呈現

出未完全清潔的比例偏高。在教學後，三個月的時間內，孩子在潔牙後再

次使用牙菌斑顯示劑，實驗組同學明顯的改善未完全清潔的情況。 

參、研究結果 

一、量性結果： 

(一)每週吃甜食、含糖飲料的頻率(表 20~表 23)，實驗組在經過教學後，每週食用甜食、

含糖飲料的頻率有降低；對照組的學生沒有明顯改變。 



 

(二)對甜食、含糖飲料以及澱粉的喜好程度上(表 24~表 27)，實驗組的同學有稍微降低，

對照組的同學一樣沒有多大改變。 

 

(三)對澱粉的喜好與實用頻率上(表 28~表 31)，實驗組和對照組同學平均每週食用澱粉

的頻率都有增加。 

 



 

(四)甜食、含糖飲料對蛀牙的影響(表 32~表 35)，實驗組同學在後測的結果中，兩者的相

關性降低了，推論可能與牙醫師強調潔牙的重要性比攝取甜食還更重要有關。 

 

(五)澱粉對蛀牙的影響認知上(表 36、表 37)，實驗組的同學接收到牙醫師的觀念：告訴

同學適量的攝取澱粉，能降低對於甜食的需求感，只要用完食物後潔牙，不會有很大的

影響。因此對於澱粉的影響關聯性降低。對照組的同學就呈現了很不一樣的走向，有可

能是同學在受測這兩週的食慾不同而有較大的波動。 

 

 

 



 

(六)潔牙對蛀牙的影響以及每日潔牙次數上(表 38~表 41)，兩組同學些微增加了正相關

的部分，但是落差不大。以每日潔牙次數來看，兩組同學每天平均都會潔牙 2 次以上，

推論可能在學校上課，作息固定，加上疫情關係，比較少有下課飲食的狀況，因此次

數沒有加。但是加上牙菌斑顯示劑的前後測(圖 4)來判斷，可以發現潔牙的清潔程度

有明顯提升。 

 

二、質性結果 

從學生的學習單回饋以及牙菌斑顯示劑兩項質性參考資料，加上比對實驗組與對照

組的結果可以發現，如果確實進行教育或是辦理相關活動，可以提升孩子的認知、情意

和技能。 

 

肆、討論、結論與建議 

此次的行動研究，我們發現到：教育要能順利推動，不但要教育學生，還要深入家

庭、擴大到生活。如果只有宣導，大多流於形式，效果不彰；如果沒有深入家庭，孩子

容易怠惰，家長也無所適從，更甚者，孩子在學校所學的可能會與家長聽聞的有出入；

如果沒有擴大到生活，孩子無法體會到重要性，便不會認真看待與實踐。即便是簡單的

活動與政策，仍然要不斷的溫故知新，並且讓親、師、生共同進行，才會真正達到自發，

也才會共好。而這個研究，讓孩子了解到原來潔牙是要在飲食後馬上做，效果最好，因

此學生的主動性潔牙提升了，潔牙更仔細了，真正達到了健康促進。未來，體衛組可以



 

將相關的訊息對全校進行宣導，並且試著利用鼓勵的方式，讓班級、家庭潔牙紀錄表來

換取獎勵。不定期利用牙菌斑顯示劑抽檢潔牙成果，並請持續追蹤蛀牙的同學的矯治情

形。其他各地學校也能在定期的活動中，辦理班級競賽，讓健康促進變成是有趣的活動，

鼓勵家長一起參與，孩子也會更樂意參加。 

因為疫情的緣故，所以學生的生活受到影響，連帶的飲食、潔牙等養成的習慣都受

到些許改變。未來在疫情舒緩前，可以設計不同領域的學習，讓親子共做，持續培養正

確的知能和習慣。疫情舒緩後，可以舉辦相關的影片拍攝，讓孩子結合資訊傳播等技能，

與他人互動、提升。 

一、未來可以再做怎樣的修正，繼續進行研究。 

未來的實驗設計中，我們想先固定健檢的醫療人員，讓假設的第一項變恩能完全排

除，接著希望能將樣本數擴大，讓統計結果更具真實性，也期待能結合他校的研究，為

孩子設計出一套有趣又有效的口腔保健課程。最後，希望結合各項領域老師，設計出不

同的活動、課程，讓同學在生活中互相學習、互相提升，共同成長。 

二、研究對學校的意義 

此次的研究，讓我們發現到雖然私校學生的社經環境較佳，但是也有不一樣的迷思

需要克服。如果我們能多用一點心思，將每一件事做好，孩子的提升是對我們產生最大

的保障。學校老師應放開胸懷，多一點突破的嘗試，並且和家長一起合作，讓整個學習

環境能呈現最大化，這樣的教育才是最有幫助的。 

三、研究對本人的意義  

此次的研究，讓我的腦袋再次活起來，回想初為人師，不就是抱著「雖千萬人吾往

矣」的衝勁，不斷構思、挑戰、嘗試不同的教學。在那段日子中，師生相互扶持成長，

每天都很期待新的火花出現。回到這樣的教育才是我的初衷，就算不需要寫報告，也讓

學生瘋狂愛上學。期待自己心靈再次年輕，將這一份有趣的志業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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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請參賽者自行保留成果報告底稿。 

※若投稿 2 件以上作品，必須分開準備上述各項資料。 

※請將成果報告資料燒錄成光碟，並於光碟正面註明【縣市學 

校名稱與研究名稱】。 

※繳交內容：（1）參賽光碟（內含前後測成效評價報告檔及參

賽 

報名表電子檔）2 份 （4）授權書 1 份（需所有參賽者簽

名） 

※務必確認報名資料之完整性與正確性，後續獲獎公告與獎狀

將 依據報名表資訊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