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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我國擁有完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卻衍生不少醫療資源浪費的問題
。不少國外研究指出，醫療資源的使用不只與民眾自身健康識能有
關，更受到醫療專業人員的建議所影響。因此，本研究旨在發展以
醫師為對象的健康識能專業知能，除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外，第一
年採焦點團體訪談，瞭解國內醫師、醫學生與病友團體對於醫師健
康識能專業知能的觀點；另採德懷術凝聚專家群共識，建構醫師健
康識能專業知能內涵，包含「概念與評估」、「接納與尊重」、「
溝通與互動」及「醫療資訊與決策」等四面向、13次面向及44項指
標。後對應指標編製問卷題項，將所有題項分為知識、態度與技能
三類教學目標，再經由預試與信效度檢驗，完成信效度良好的醫師
健康識能專業知能評估工具。第二年依據建構之醫師健康識能專業
知能內涵，研發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創新教學模組，教學媒材則
包括醫療情境影片、角色扮演及桌遊。後招募全臺醫學院之五年級
醫學生分為實驗組（n=99）與對照組（n=98），前者接受教學介入
。兩組前後測問卷分析結果發現，實驗組的醫療資源素養得分在知
識、態度與技能皆顯著（p<0.001）高於對照組，顯示教學介入能有
效提升五年級醫學生的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可作為國內醫學教育推
展先驅。
中 文 關 鍵 詞 ： 醫療資源、健康識能、醫療資源提供者、創新教學、醫學教育
英 文 摘 要 ： Although people in Taiwan have a seemingly sound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the problem of wasting of medical
resources cannot be ignored.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e
usage of medical resource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people’s
health literacy but influenced by health professional’s
suggestions. This study is a two-year program to develop
physician’s literacy on medical resources. In the first
year, systematic reviews of health literacy was conducted.
We also adopted focus-group interviews to realize the views
and needs of medical resource literacy among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Delphi method was applied to construct four
dimensions, namely “concept and evaluation”, “acceptance
and respect”,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and 13 subdimensions and 44 indicators. We developed a valid and
reliable assessment tool as “questionnaire in physician’s
literacy on medical resource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indicators. In the second year, we established ”
physician’s literacy on medical resources in innovation
teaching module” and developed teaching materials such as
situation videos and board games. Finally, 197 medical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was intervened with teaching
module. The result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questionnair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experimental group’s scores on
physician’s literacy on medical resources of knowledge,
attitude and skil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cores of control group’s.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effectively enhanced medical students literacy on medical
resources and pioneered in medical education.
英 文 關 鍵 詞 ： medical resources, health literacy, medical resource
provider, innova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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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健康素養是指認知與社會技能，這些技能決定個人獲得、瞭解及運
用訊息的動機與能力，藉此促進及維持良好的健康」[1]；Nutbeam 主張健康素養包含功能性、
溝通性與批判性等三層級[2]。因此，在醫療照護中，醫師需考量病人讀寫能力；運用資訊以
改善醫病溝通模式，幫助病人分析與批判資訊。但民眾健康素養不足存在國際間。世界衛生
組織歐洲區署在 2009 至 2012 年期間針對西班牙等八個國家進行調查，發現 7700 多位成人
中有一半以上的健康素養不足[3]。健康素養與個人疾病知識、健康行為、健康結果及醫療服
務使用狀況息息相關[4-6]，其對健康結果的預測力高於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學
變項[7]，或較差的健康素養會導致較高的醫療花費[8,9]。如民眾缺乏健康素養，恐將無法針
對醫療資源做出正確地分析、取得及使用之決定，造成健保醫療資源濫用問題日益嚴重。
臺灣擁有制度完善的全民健保資源，民眾就醫方便，但因長期缺乏醫源資源素養或能力，
以致國人平均一年門診就醫次數高達 13 次，為其他國家的 2 倍多，明顯有高門診使用率[10]、
重覆就醫情形[11]，小病多看和重覆檢查或用藥的情形也相當普遍[12, 13]。除浪費健保醫療
資源問題外，民眾更常忽略與尊重醫療資源提供者，一項針對醫療提供者的研究發現，89.8%
住院醫師曾擔心會面臨醫療糾紛，74.6%曾有與病人溝通困難的經驗[14]。然而，民眾能正確
從事預防保健的具體行為與醫師或其他專業人員的建議有關[15, 16]。考量醫師自身健保醫療
資源素養與民眾最終採取的健康決策有關，為提升民眾健康狀態，須先強化醫師的醫療資源
素養，進而能落實病人運用健保醫療資源的能力，以及確保醫療品質的完善。
強化醫學訓練制度便顯得相當重要[17]。臺大醫學院自 1992 年起，採用問題導向教學進
行醫學生的社會醫學人文課程，探討醫病關係、認識全民健保、社會時事等議題，引導醫學
生分析並尋求解決問題的思維過程[18,19]，並透過「事前準備」、「示範」、「角色扮演」、
「回饋評鑑與省思」、「經驗共享與類化」等策略進行。課程強調促進及培養良好的溝通技
巧，並善盡說明、告知以避免醫療糾紛，亦設置治療互動板，透過專案方式提升醫病溝通正
確率[20,21]。綜上，現今國內醫學院的社會醫學人文課程議題廣泛，但未聚焦於健保醫療資
源素養，更未涉及病人健保醫療資源素養與正確健康決策之提升。
綜覽國內外相關文獻可知現有醫學教育之醫療資源素養課程不多。Coleman等調查美國61
所醫學院，其中七成期望在醫學教育加入健康素養課程；而有開設健康素養相關課程的學校，
則側重於「透過口語傳達健康素養相關知能」（95.5%）與「介紹素養、健康素養與病人健康
狀況的連結」
（84.1%）
，故難以在醫學養成教育中深化與內化醫療資源素養[22]。爾後，Co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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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進行多項醫療人員健康素養介入研究，於2015年對45位醫師、社工師、護理師、醫師助理
等醫療資源提供者進行3.5小時健康素養培育課程，並著重於醫病溝通，發現能提升參與者的
自覺醫療資源素養與行為意向，但是醫師的進步幅度較非醫師族群小[23]。在2016年針對醫學
生進行為期兩年的健康素養課程，聚焦於低健康素養病人的醫病溝通情境，結果顯示課程介
入對二年級的成效較一年級佳[24]。由此可知，早期公共衛生政策與實證研究偏重病人健康素
養之增強，目前已轉為關注醫療專業人員之健康素養，亦即強調應重視醫師與護理人員之醫
療資源素養之培育。如此一來，可藉由具備完善素養之醫師群體，站在醫療資源提供者的角
度上，不僅提供健全的疾病照護，並能提升民眾對醫療資源的瞭解與珍惜。
Coleman等考量醫療專業人員因經常面對低健康素養病人，故需具備充足健康素養，才能
扮演好醫療資源提供者的角色。採用德懷術凝聚11類跨醫療領域共23位專家群意見，進行四
回合問卷評定與修改，建構屬於醫療專業人員的健康素養教育與實務內涵，其中教育層面之
三面向共62項指標，包括知識面向24項、態度面向11項和技能面向27項[25]，對照醫療專業人
員健康素養之內涵與指標，可作為本研究發展國內醫師健保醫療資源素養之參考。
醫師為醫療資源提供者，在中央健康保險署、被保險人與醫療機構之三角醫療關係中，
扮演重要角色。本研究欲研發醫療資源素養創新教學模組，再透過教學介入，促使醫學生未
來能秉持「以病患為中心的健康照護」理念[10]，讓民眾對健保政策、醫療體系、健康概念
等有充分知能；也促成民眾與醫療人員間的互相配合，進而為全民健保的存續開闢出生機
[26]。考量「醫療資源素養」一詞與國內公共衛生界之用語不一致，不易與醫療資源使用端
的病人健康素養區隔，故將「健保醫療資源素養」統一改為「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
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發展以醫師為對象的健康識能專業知能，以促醫療資源提供者掌握與因應病
人健康識能，協助其有效運用醫療資源。研究主要目的如下：一、評估「醫師健康識能專業
知能」教育需求。二、建構「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內涵與指標」。三、發展「醫師健康識
能專業知能」評估工具。四、研發「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創新教學模組」。五、執行「醫
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創新教學模組」介入並評價成效。
參、 成果
一、建構「醫療資源素養內涵與指標」
經由系統性文獻回顧與三場焦點團體訪談(共計21人)擬定指標初稿後，再進行三回合德
懷術修訂指標。經專家三次的群質性意見調查，最後修訂為4面向、13次面向與44項指標，
完成指標建構(表1)。
表 1、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面向、次面向與指標
面向
次面向
指標
1.概念與
1.1 醫師健康識能概念 1.1.1 認識醫師健康識能的定義
評估
1.2 醫師健康識能重要 1.1.2 理解醫療資源有效運用的內涵
性及價值
1.2.1 瞭解醫師健康識能的重要性
1.3 病人健康識能之覺 1.2.2 認同醫師健康識能的價值
察與評估
1.3.1 認同病人健康識能覺察與評估的重要性
1.3.2 覺察健康識能不足病人的表徵與易顯現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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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運用合適的的健康識能評估工具
1.3.4 根據病人健康識能程度使用適切的醫病互動模式
2.接納與
尊重

2.1 同理與接納
2.2 尊重與支持

3.溝通與
互動

3.1 溝通環境
3.2 關係建立
3.3 語言及非語言溝通

3.4 友善媒材與人力資
源之運用

3.5 回覆示教

4.醫療資訊 4.1 醫療目的與需求
與決策
4.2 共享醫療決策
4.3 確認醫療決策

2.1.1 接納不同社經、文化背景的病人
2.1.2 接納不同健康素養程度的病人
2.1.3 同理與接納病人之感受與情緒反應
2.2.1 尊重病人之表達與權利
2.2.2 保護病人隱私權
2.2.3 提供病人社會支持
3.1.1 安排有利溝通的環境
3.1.2 提供足夠的溝通時間
3.2.1 展現親和力
3.2.2 取得病人的信任
3.3.1 避免使用病人不易理解的醫學術語
3.3.2 採用譬喻方式或具體說明
3.3.3 盡量使用病人之日常用語與慣用詞
3.3.4 控制溝通速度及音量
3.3.5 提供適當的資訊量
3.3.6 強調重要資訊與澄清迷思
3.3.7 適當運用非語言溝通
3.4.1 運用適合媒材(門診衛教單、圖像、影片、模型)
3.4.2 提供適讀教材或資源
3.4.3 透過家屬協助溝通
3.4.4 透過病友協助溝通
3.4.5 藉由其他人員協助溝通
3.5.1 選擇適當的回覆示教時機與方式
3.5.2 引導病人複述示教內容或示範技術
3.5.3 確認病人回覆示教的正確性
3.5.4 澄清示教內容
3.5.5 肯定病人正確執行或回覆的內容
4.1.1 與病人討論並確認醫療目的
4.1.2 確認病人之疾病史、生活習慣等相關資訊
4.1.3 考量病人就診需求與喜好
4.2.1 說明疾病進展
4.2.2 分析各種治療選項的優缺點與風險
4.2.3 必要時，與病人討論會診或轉診資訊
4.3.1 給予病人足夠的決策思考時間
4.3.2 尊重並充分讓病人表達其意願
4.3.3 確認並執行醫療決策內容

二、發展「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評估工具
本問卷內部一致性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94，顯示信度良好，各面向 Cronbach’s α 值介
於 0.53 至 0.90，屬於可接受的範圍。效度分析採專家效度，針對各題目的重要性、適切性及
明確性評分，以 1 至 5 等級，計算各題 3 分以上之專家人數佔專家總數的比例，得到內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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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標值（CVI）。結果顯示除面向 1(概念與評估)之適當性 CVI 值為 0.78 外，其餘面向均達
0.8 以上，故無刪除題目，完成具有良好信效度之醫療資源素養評估工具，包含認知 7 題、態
度 8 題與技能 32 題，共計 47 題。其中，面向 1(概念與評估)佔 12 題，面向 2(接納與尊重)佔
5 題，面向 3(溝通與互動)佔 21 題，面向 4(醫療資訊與決策)則佔 9 題。
三、研發「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創新教學模組」
本創新教學模組共兩單元，依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指標與內涵，發展對應教學目標，
採用小組討論法、探究教學法、角色扮演法與遊戲學習法等創新教學策略，啟發醫學生對於
健康識能專業知能的思考和批判，並提供充分的練習與鷹架支持。在教學媒材部分，研究團
隊製作題材新穎的情境影片與牌卡桌遊，使教學能夠生動活潑，引起學習興趣和動機。
四、「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創新教學模組」過程評價
招募國內三所醫學院，在 2020 年 2 至 5 月於各校附設醫院家醫科見習之五年級醫學生
為對象，每 8 至 10 人為小組參與課程。學生於課後口頭分享學習收穫，給予課程許多肯
定：「12 星座醫師的醫病互動影片很有趣，能夠引起我們的共鳴」、「教材很精美，讓教學變
得活潑」、「從觀察員的回饋，可以知道自己哪裡要改進，也可以學習其他人的醫病溝通技
巧」。教學者也對課程不足或待加強的部分提出具體建議：「共享醫療決策的演戲活動，對學
生而言有難度，演練時間可以再多一些」、「完成兩單元所需的教學時間略長，未來可轉化為
主題式的微型教學活動，以簡化時間」、「醫療資源素養不屬於醫學教育中的指定課程，低年
級的醫療人文課程亦有涉略，日後可將微型教學活動安排於前述相關課程」。
五、「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創新教學模組」成效評價
共計 197 位五年級醫學生參與，其中男性 136 位（69.0%）
，女性 61 位（31.0%）
。實驗組
98 名學生參與課程，並完成前後測問卷，回收率為 100%；對照組 106 名學生則未接受課程，
以網路問卷進行前後測，排除 7 名未回應者，回收率為 93.4%。統計分析先採單因子共變數
分析，以前測得分為共變量，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
考驗，結果發現迴歸係數不具同質性，故以廣義估計方程式（GEE）進行實驗處理效果間之
組別比較差異。
（一）對於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的認知：以 paired t 檢定結果發現實驗組的後測分數(5.48)
顯著高於前測(4.43)，對照組則無明顯進步。由此可見，兩組認知前後測改變情形有差異，
學生在介入後對於醫療資源素養的認知有顯著提升。
（二）對於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的態度：以 GEE 分析態度題前後測的得分情形，受到組
別與時間之影響，兩組的進步幅度有顯著差異。且實驗組的進步幅度比對照組多了 2.00
分，由此可知在介入後，學生對於醫療資素養的態度有顯著提升。
（三）對於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的技能：由 GEE 分析技能題前後測結果可見，受到組別
與時間之影響，兩組的進步幅度有顯著差異，且實驗組的進步幅度比對照組多了 10.64 分，
由此可知在介入後，學生對於醫療資素養的技能有顯著提升。
（四）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各面向之得分：由 paired t 檢定結果可見，實驗組在四面向的得
分皆有顯著提升，而對照組僅於面向 3(溝通與互動)與面向 4(醫療資訊與決策) 有顯著提升。
由此可知在介入後，學生對於醫療資源素養的四面向有明顯進步，達成本課程之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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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發展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指標與評估工具
經由系統性文獻回顧、焦點團體訪談擬定指標初稿，再進行三回合德懷術調查修訂指標，
建構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內涵，包含「概念與評估」
、
「接納與尊重」
、
「溝通與互動」及「醫
療資訊與決策」等四面向、13 次面向及 44 項指標。後依據指標發展為具有良好信效度的醫
療資源素養評估工具，可用以測量醫師的健康識能專業知能程度，也可作為醫師養成教育之
需求評估工具及教學介入評價工具。
（二）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創新教學模組介入成效
依據所建構之內涵發展教學目標，成效分析結果發現本模組能顯著提升學生對於醫師健
康識能專業知能的認知、態度與技能，探究學習法、角色扮演法等創新教學策略能啟發學生
對於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的思考和批判，題材新穎的情境影片與牌卡桌遊能引起學習興趣
和動機，獲得醫學生和醫師的肯定。本模組未來將進行教材電子化，並藉由醫學教育相關網
站推廣，提升可見度。
二、建議
（一） 進行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調查與分析
本研究發展之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評估工具，為國內第一個適用於評估醫學生健康識
能專業知能程度量表，建議盡早進行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調查與分析，瞭解醫學生健康識
能專業知能現況，作為醫學教育課程創新改革之參考。
（二） 進行醫學教育社會人文課程創新改革
現今醫學教育推動的社會人文課程面向雖廣泛，但缺乏醫師健康識能等議題。為儲備具
備健康識能專業知能之未來醫師人力，建議可依據本研究建構之創新教學模組，轉化為主題
式的微型教學活動，或分作不同單元，以簡化課程時間，並規劃於國內醫學系不同年級相關
課程進行教學，本模組亦將藉由醫學教育網站推廣，提供未來開發相關教學媒材之參考。
（三） 辦理醫師健康識能專業知能訓練
台灣病人健康識能不足之現象，亟需醫師的關注。然而，健康識能專業知能並非目前醫
師繼續教育之主要議題，因此，建議衛生福利部或醫師公會等公私立單位，將健康識能專業
知能納為研習課程內容，亦可開發相關教學媒材，並鼓勵各科醫師在從事醫療服務時，秉持
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理念，能關注病人的健康識能程度，提供適切的醫療資訊，以增進醫病
關係、提升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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