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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縣 政 府 1 0 7 年 度 自 行 研 究 成 果 摘 要 表 

計 畫 名 稱 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執行成效評估 

研究單位及人員 
彰化縣衛生局 

賴姝惠、黃美芳 

期 程 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0月 31日 

經       費 0元 

緣 起 與 目 的 

    學校是學生長時間聚集活動之場所，國中小學

階段之學生活動力強，常有身體碰撞跌倒等事故發

生，江岢彧(2011)的調查發現國小學童對學校的保

健服務需求以緊急傷病處理為最高，更由於近年來

因少子化的關係，家長對學童在學校的生活點滴極

為重視，而引發了學校健康中心藥品及醫療器材逾

有效期限之事件，突顯學校健康中心藥品及醫療器

材管理之問題。此研究是針對健康中心藥品管理組

所擬定相關規範及推動後之成效分析，期望提升健

康中心藥品之衛生安全。 

方 法 與 過 程 

一.制定「彰化縣衛生局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

核表」。 

二.辦理稽查人員查核前之查核標準教育訓練。 

三.215所學校分四階段進行查核。 

四.依據查核結果，修正「各級學校健康中心及幼

兒園藥物管理注意事項」及「彰化縣衛生局學校健

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表」。 

研究發現及建議 

研究發現 

1.護理人員對於藥品及醫療器材屬性認知不足 

2.未確實執行藥品及醫療器材之盤點作業 

3.健康中心環境及設施整齊清潔度上升 

建議: 

  學校健康中心藥品及醫療器材之採購流程，為護

理人員評估年度用量後進行採購，每間健康中心並

有限量金額，造成每家學校健康中心購買的上游廠

商品質不一、購買量不足及花時間管理整年分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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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醫療器材之問題，如由教育處統一採購全縣國

中小藥品及醫療器材，量能大才能有最優惠的價

格，且賦予藥商管理之責，學校健康中心每月依照

所需數量領用，如此才能讓護理人員專心的推動學

校各項健康促進之業務。另外學校應善用周邊社區

醫院及衛生所，運用策略聯盟模式適時的引進專業

人員及資源，達到資源共享及全體師生之健康促

進。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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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前言 

     學校是學生長時間聚集活動之場所，國中小學階段之學生活動力強，常

有身體碰撞跌倒等事故發生，江岢彧(2011)的調查發現國小學童對學校的保

健服務需求以緊急傷病處理為最高，更由於近年來因少子化的關係，家長對

學童在學校的生活點滴極為重視，而引發了學校健康中心藥品及醫療器材逾

有效期限之事件，突顯學校健康中心藥品及醫療器材管理之問題。      

二、現況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學校總計 212所，其中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38所及

國民小學 174所，依照學校衛生法規定設置護理人員及健康中心，執行健康

檢查與管理、緊急傷病處理、衛生諮詢及支援健康教學等業務。本縣為使學

校健康中心護理業務更為精進，縣長於 104年 9月 2日主管會議中裁示成立

「學校健康促進協力小組」，此協力中心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小組召集人由

副縣長兼任，副召集人二名由衛生局長及教育處長兼任，執行秘書二人由衛

生局企劃資訊科長及教育處體育保健科長兼任，小組任務為統籌學校護理師

之職能評鑑及專業管理，以提升學校護理品質，並協調整和衛生及教育資源，

強化學校健康促進相關之推展，另視業務需要設有健康中心藥品管理組、校

園緊急傷病處理組、護理業務及護理紀錄組及健康中心環境清理組，研擬相

關規範與推動作業。此研究是針對健康中心藥品管理組所擬定相關規範及推

動後之成效分析。 

三、研究目的 

(一)提升健康中心藥物之管理衛生安全 

(二)提升學校護理人員對藥事法規之認知 

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方法 

       此研究對象為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內設立之健康中心共 212所，擬定學校

健康中心藥理管理規則，於彰化區、和美區、員林區、田中區及二林區之「彰

化縣健康促進學校座談會」報告並討論修正，制定「各級學校健康中心及幼兒

園藥物管理注意事項」作為各國中小學健康中心對於藥品管理之規範。 

       依據各級學校健康中心及幼兒園藥物管理注意事項制訂「彰化縣衛生局

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表」，查核表共有十大查核項目，依據藥品管理之重

要性將「現場無醫師處方用藥」及「藥品及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限內」等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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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 15分，其餘查核項目分數列為 5分及 10分，並函轉知各國中小「彰化縣

衛生局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表」之查核項目及評分標準。為使評分之一

致性，於查核表內明定評分標準，並於查核前辦理稽查人員查核標準教育訓練。 

表 1.彰化縣學校健康中心查核標準教育訓練 

年度 查核階段 教育訓練日期 備註 

106年 

第一階段 

(106.02.13-106.02.20) 

106.02.07 訂定「彰化縣衛生

局學校健康中心

藥物管理查核表」 第二階段 

(106.03.20-106.03.29) 

第三階段 

(106.09.18-106.09.27) 

106.09.12  

第四階段 

(106.10.23-106.11.01) 

107年 

第一階段 

(107.03.19-107.03.28) 

107.03.13  

第二階段 

(107.04.16-107.04.24) 

第三階段 

(107.09.17-106.09.26) 

107.09.11 修訂「彰化縣衛生

局學校健康中心

藥物管理查核表」

內評分標準。 

第四階段 

(107.10.01-107.10.09) 

 

      需查核之學校健康中心計有 212所，分 4階段進行查核，由彰化縣衛生局

衛生稽查人員至各學校健康中心依查核表執行查核，學校之護理人員陪同查核，

於查核現場填寫查核分數及告知陪同之護理人員及學校校長此次查核之缺失項

目，並函文被查核學校及本府教育處督促改善缺失項目。另外彙整查核結果，並

於「彰化縣健康促進學校座談會議」執行結果檢討報告並討論。 

表 2. 彰化縣健康促進學校座談會議 

會 議 日 期 參加人員 

106年 03月 29日 1.彰化縣衛生局(企劃資訊科、行政科、醫政科、

長期照護科、保健科、衛生稽查科、疾管科) 

2.教育處(體健科) 

3.彰化區、和美區、員林區、田中區、二林區各

分組組長學校共 20所學校護理人員 

106年 10月 25日 

107年 08月 02日 

 

二、資料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稽查員評核填寫之「彰化縣衛生局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

表」進行分析，數據統計分析工具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6 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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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結果 

一、107年查核結果統計分析 

       107年分 4階段查核總計 212家，其中國民中學 38家及國民小學 174家，

查核結果總平均分數 95.8分，查核項目「過期或變質之藥物及作為教學用途使

用之醫療.有設置專區專櫃至放並標示」各學校均合格，項目「藥品及醫療器材

均在有效期限內」扣分比率最高，分析國中及國小各項目得分與總平均分數並

無太大差異，二類別之扣分比率最高項目亦為「藥品及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限

內」。 

表 3.彰化縣學校健康中心 107年藥物管理查核結果 

 家數 平均分數 

全年 212 95.8 

  國中  38   96.0 

  國小   174   95.7 

 

表 4.彰化縣學校健康中心 107年藥物管理查核各細項查核結果 

                                                        單位:平均分數 

評核項目/配分 全部 國中 國小 

現場無醫師處方用藥(15分) 14.5 15 14.4 

藥品及醫療器材分開列冊建檔管理(10分) 9.7 9.7 9.6 

藥品及醫療器材列冊填報項目齊全且資料正確(10分) 9.4 9.8 9.3 

藥品及消耗性醫療器材每月進行盤點.並陳核機關首

長(10分) 
9.3 9 9.4 

非消耗性醫療器材每學期進行盤點.並陳核機關首長

(10分) 
9.6 9.3 9.6 

盤點紀錄表保存 3年(5分) 5 5 5. 

藥品及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限內(15分) 13.4 13.4 13.4 

過期或變質之藥物及作為教學用途使用之醫療.有設

置專區專櫃至放並標示(10分) 
10 10 10 

銷毀或報廢之藥物有製成紀錄備查(5分) 4.9 4.9 4.9 

慢性病學童家長所備用之緊急使用藥物備有醫師處方

箋及詳實標示管理(10分) 
10 9.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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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查核結果統計分析 

        比較 106年及 107年的查核平均分數分別為 95.1分及 98.8分，107年

評核分數略為上升 0.7分，另在平均不合格率由 106年 7.1%下降至 6.2%，下降

0.9%。 

表 5.彰化縣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年度比較表 

 106年 107年 

查核家數 112家 212家 

平均分數 95.1分 95.8分 

平均不合率 7.1% 6.2% 

 

       106年以「藥品及醫療器材列冊填報項目齊全且資料正確」之查核項目

不合格率最高為 23.2%，107年則以「藥品及醫療器材分開列冊建檔管理」不合

格率 14.2%最高，107 年較 106年不合格比率下降之查核項目有「現場無醫師處

方用藥」、「藥品及醫療器材列冊填報項目齊全且資料正確」、「藥品及消耗性醫

療器材每月進行盤點.並陳核機關首長」、「非消耗性醫療器材每學期進行盤點.

並陳核機關首長」、「過期或變質之藥物及作為教學用途使用之醫療.有設置專區

專櫃至放並標示」、「銷毀或報廢之藥物有製成紀錄備查」、「慢性病學童家長所

備用之緊急使用藥物備有醫師處方箋及詳實標示管理」，另在 2年不合格比率上

升之項目「藥品及醫療器材分開列冊建檔管理」、「盤點紀錄表保存 3年」及「藥

品及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限內」，不合格比率下降最多之項目「藥品及醫療器材

列冊填報項目齊全且資料正確」，另上升最多之項目為「藥品及醫療器材分開列

冊建檔管理」。 

表 6.彰化縣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年度各細項不合格率比較表 

單位:百分比 

評核項目 106年 107年 結果 

現場無醫師處方用藥 5.4 3.3 

下降 

2.1 

藥品及醫療器材分開列冊建

檔管理 
3.6 14.2 

上升 

10.6 

藥品及醫療器材列冊填報項

目齊全且資料正確 
23.2 13.7 

下降 

9.5 

藥品及消耗性醫療器材每月

進行盤點.並陳核機關首長 
13.4 9 

下降 

4.4 

非消耗性醫療器材每學期進

行盤點.並陳核機關首長 
11.6 7.1 

下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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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紀錄表保存 3年 0 0.9 

上升 

0.9 

藥品及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

限內 
5.4 10.4 

上升 

5 

過期或變質之藥物及作為教

學用途使用之醫療.有設置專

區專櫃至放並標示 

0.9 0.5 

下降 

0.4 

銷毀或報廢之藥物有製成紀

錄備查 
7.1 2.4 

下降 

4.7 

慢性病學童家長所備用之緊

急使用藥物備有醫師處方箋

及詳實標示管理 

0.9 0.5 

下降 

0.4 

 

        以查核逾有效日期之品項進行比較，104年首次專案稽查共查核 1467

品項，逾有效日期之品項計 589項，不合格率 40%，107年查核品項共計 636項，

不合格率 3.8%。 

表 7.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逾有效日期比較表 

 查核品項數 逾有效期限品項 不合格率 

104年 

(新聞事件年) 

1467項 589 40% 

106年 336項 10 3% 

107年 636項 24 3.8% 

 

肆、問題與討論 

一、藥品及醫療器材分開列冊建檔管理不合格率上升 10.6% 

       「彰化縣衛生局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表」於 106年設立並開始評

核，經過 1年適用評核後，發現評分標準太過籠統，各稽查員對於評分基準難

有一定基準，尤其以「藥品及醫療器材分開列冊建檔管理」最為嚴重，此項目

評分標準為「1.分開列冊 1 0分  2.未分開列冊 5分  3.無列冊 0分」，但在

查核時常發現有分開列冊，但屬性歸類錯誤的，例如一般商品列於藥品名冊內、

藥品歸於醫療器材名冊內及醫療器材歸於藥品名冊內，有些稽查員認為評分標

準並無屬性問題，造成評分落差大，在今年第三、四階段之稽查員查核標準教

育中修改「彰化縣衛生局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表」，將名冊內屬性列為評

分標準內，因而讓此項評核項目不合格率驟升。 

       另外因將名冊內屬性歸類列為查核項目，發現了學校健康中心之護理人

員對於藥品及醫療器材屬性判斷常有錯誤，雖然於學校健康促進協力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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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                             改善前 

 

中已有提供基本的判斷依據供學校護理人員參考，但效益似乎沒有達到，藥品

及醫療器材屬性判斷將列為明年教育訓練之課程之一。 

二、藥品及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限內不合格率上升 5% 

       在健康中心藥品管理規範最主要之目的是希望用於學童身上之藥品或

醫療器材均能在有效期限內，維護學童用藥之安全，但在二年的查核比較中 107

年有上升之趨勢，分析過期品項藥品 14項及醫療器材 10項，過期藥品均是放

置於換藥車目前正在使用，且包裝重量介於 20-40公克，護理人員可能每月盤

點藥品及醫療器材置放櫃，而疏忽了目前放置於換藥車上之藥品及醫療器材，

另外所購買之藥膏屬於中大包裝，藥膏每次使用量不用太多，從打開後到有效

期限日都還沒有使用完，且因長期使用有效期限之標示已模糊不清或者已脫

落，無法判定有效期限，使得藥品及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限內不合格率上升。 

三、健康中心環境及設施整齊清潔度上升 

      雖然「各級學校健康中心及幼兒園藥物管理注意事項」著重於藥品及醫

療器材之管理，使護理人員於執行護理業務時能夠符合藥事法之相關規定，但

由於考核內容包含醫品及醫療器材要分開列冊、要每月進行盤點、作為教具過

期的醫料器材需專區置放標標示，護理人員為了符合規範及方便盤點管理，勢

必須整理環境，因而使健康中心之環境設施之整齊清潔度大幅提升。 

    

 

 

 

 

 

 

 

圖 1.學校健康中心藥品醫療器材存放櫃前後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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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善 後                              改 善 前  

 
圖 2.學校健康中心換藥車前後比較圖 

伍、結論及建議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健康中心的藥物管理，從 104年開始訂定管理規範，從

彰化區、員林區、田中區、二林區及和美區的彰化縣健康促進學校座談會中埔不

斷的溝通並宣導，以及每年每家健康中心至少評核一次並將評核結果函文缺失學

校及縣府教育處督促改善等措施中，健康中心的藥物管理已經有很大的進步，在

「現場無醫師處方用藥」、「藥品及醫療器材列冊填報項目齊全且資料正確」、「藥

品及消耗性醫療器材每月進行盤點.並陳核機關首長」、「過期或變質之藥物及作為

教學用途使用之醫療.有設置專區專櫃至放並標示」、「銷毀或報廢之藥物有製成紀

錄備查」、「慢性病學童家長所備用之緊急使用藥物備有醫師處方箋及詳實標示管

理」等項目缺失率均有下降趨勢，顯見改善措施已有達到當初之目的，每年評核

仍會繼續進行，在依據查核結果修正「各級學校健康中心及幼兒園藥物管理注意

事項」及「彰化縣衛生局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表」，讓藥物管理持續進行，

使縣內學童可以擁有更安全的用藥環境。 

      學校健康中心藥品及醫療器材之採購流程，為護理人員評估年度用量後進

行採購，每間健康中心並有限量金額，造成每家學校健康中心購買的上游廠商品

質不一、購買量不足及花時間管理整年分之藥品及醫療器材之問題，如由教育處

統一採購全縣國中小藥品及醫療器材，量能大才能有最優惠的價格，且賦予藥商

管理之責，學校健康中心每月依照所需數量領用，如此才能讓護理人員專心的推

動學校各項健康促進之業務。另外學校應善用周邊社區醫院及衛生所，運用策略

聯盟模式適時的引進專業人員及資源，達到資源共享及全體師生之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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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各級學校健康中心及幼兒園藥物管理注意事項

(105.05.12修訂) 

一、 以下注意事項，主要依據藥事法規定所訂定。 

二、 藥物一詞依藥事法規定，分為藥品及醫療器材兩大類。 

三、 藥品及醫療器材來源廠商須領有藥商許可執照。藥品來源廠商

須有藥品販賣業或藥局許可執照；醫療器材須領有醫療器材販

賣業或藥局許可執照。合法之藥物皆領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查

驗登記許可字號(如衛署藥製字第○○○號、衛署醫器製字第

○○○號)，可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西藥、醫療器材、

含藥化粧品許可證查詢系統(http://www.fda.gov.tw/MLMS/

(S(404wb455dsbwuey1y3icie45))/H0001.aspx)查詢。 

四、 不可使用醫師處方用藥。 

五、 藥品及醫療器材應分別列冊建檔管理，檔案內容須依藥品及醫

療器材之標籤、說明書或包裝標示所刊載資料填報，需填報之

項目包含（一）品名（二）批號（三）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

保存期限（四）購入數量（五）耗用數量（六）結存數量（七）

購買廠商名稱地址及連絡電話，所有相關紀錄應予保存備查。 

六、 藥品及消耗性醫療器材每月最後一個上班日應進行盤點作

業；非消耗性醫療器材每學期結束前最後一個工作日進行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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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前揭二項盤點作業皆須製作盤點紀錄表 (格式如附件 1)

應陳報機關首長，並予以保存三年備查。 

七、 有關藥品及醫療器材之品名、批號、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

存期限，須依藥品及醫療器材之標籤、說明書或包裝標示所刊

載資料填報。 

八、 藥品及醫療器材應各自設置專用櫥櫃分區貯放，並明顯標示。 

九、 藥品及醫療器材須於保存期限內，且須妥適貯放，不得讓學童

可任意取得；另藥品應避免光線直接照射。 

十、 藥品不可擅自分裝（大瓶分裝至小瓶），係屬藥事法第二十條

第一款所稱偽藥，依同法第八十二條規定，處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十一、 藥品及醫療器材使用須依先進先出原則辦理。 

十二、 不可使用過期藥物。 

十三、 藥品有顯明變色、混濁、沉澱、潮解或已腐化分解、超過有效

期間或保存期限、因儲藏過久或儲藏方法不當而變質或超過有

效期間或保存期限之不良醫材及經衛生主管機關通知應回收

之藥物，應移出健康中心另行置放，並標示清楚。 

前項已超過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之醫療器材，若要做為教學用

途使用者，應設置專區專櫃置放，並標示「教學器具專用櫃」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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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第十三點第一項之藥物須於盤點後十日內完成銷燬或報廢，並

製作紀錄(格式如附件 2)備查。待銷燬或報廢之藥物需專區置

放，並應標示「待銷燬 (報廢)藥物區」字樣。 

十五、 慢性病患者如需備緊急時使用之處方用藥置於學校健康中

心，則請家長於開學時備妥藥物及醫師處方箋，送交學校健康

中心管理。 

學校健康中心於受理後，應詳實標示(一)學童姓名 (二)學童

班級(三)藥品品名(四)使用方法(五) 注意事項(六)藥品保存

期限等，並妥善保存。 

藥品保存期限屆期前 1個月或即將使用完畢，請與家長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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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表(第一版)  
學校名稱:                      地址: 

                               稽查日期:    年    月    日 
查核項目 評分標準 得分 

1.現場無醫師處方用藥(不含慢

性病學童家長所備用之緊急使

用藥物) 

得分 15分 

 有處方藥 0分 

 無處方藥 15分 

 

2.藥品及醫療器材分開列冊建

檔管理 

得分 10分 

 分開列冊  1 0分 

 未分開列冊 5分 

 無列冊     0分 

 

3.藥品及醫療器材列冊填報項

目齊全且資料正確 

(填報項目共七項) 

得分 10分 

填報項目少一項扣 2分 

填報項目資料錯誤一項扣 2分 

 

4.藥品及消耗性醫療器材每月

進行盤點.並陳核機關首長 

得分 10分 

少一個月盤點扣 5分 

少一個月陳核扣 5分 

 

5.非消耗性醫療器材每學期進

行盤點.並陳核機關首長 

得分 10分 

少一學期盤點扣 5分 

少一學期陳核扣 5分 

 

6.盤點紀錄表保存 3年 得分 5分 

  少一年扣 3分 

 

7.藥品及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

限內 

得分 15分 

均在有效期限內 15分 

有過期藥物      0分 

 

8.過期或變質之藥物及作為教

學用途使用之醫療.有設置專區

專櫃至放並標示 

得分 10分 

無專區置放 扣 5分 

無標示     扣 5分 

 

9.銷毀或報廢之藥物有製成紀

錄備查 

得分 5分 

 有紀錄     5分 

 紀錄不確實 2分 

 無紀錄     0分 

 

10.慢性病學童家長所備用之緊

急使用藥物備有醫師處方箋及

詳實標示管理 

得分 10分 

有標示無醫師處方箋 扣 5分 

無標示             0分 

 

總分  

校方簽章 職稱:               簽名: 

護理人員簽章  

稽查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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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學校健康中心藥物管理查核表(第二版) 

學校名稱:                      地址: 

                               稽查日期:    年    月    日 

查核項目 評分標準 得分 

1.現場無醫師處方用藥(不含慢

性病學童家長所備用之緊急使

用藥物)(15分) 

有處方藥 0分   無處方藥 15分  

2.藥品及醫療器材分開列冊建

檔管理(10分) 

 有分開列冊,歸類正確 10分 

 有列冊,但藥品醫材未分開列冊 5分 

 有分開列冊,但有歸類錯誤者一品項  

 扣 1分 

 有分開列冊,但有未列冊之藥品或醫 

 療器材一品項扣 1分 

 醫療器材列冊名單中有出現無法確認 

 屬性之項目不扣分 

 

3.藥品及醫療器材列冊填報項

目齊全且資料正確(填報項目共

七項)(10分) 

以填報項目為扣分基準，每一項目最高扣 2

分 

 

4.藥品及消耗性醫療器材每月

進行盤點.並陳核機關首長(10

分) 

少一個月盤點陳核扣 5分 

少一個月有盤點未陳核扣 2.5分 

 

5.非消耗性醫療器材每學期進

行盤點.並陳核機關首長(10分) 

 少一學期盤點陳核扣 5分 

 少一學期有盤點未陳核扣 2.5分 

 

6.盤點紀錄表保存 3年(5分)  少一年扣 3分  

7.藥品及醫療器材均在有效期

限內(15分) 

均在有效期限內 15分 

有過期藥物      0分 

 

8.過期或變質之藥物及作為教

學用途使用之醫療.有設置專區

專櫃至放並標示(10分) 

有專區置放無標示 扣 5分 

無專區置放無標示 扣 10分 

 

9.銷毀或報廢之藥物有製成紀

錄備查(5分) 

 有紀錄 5分   紀錄不確實 2分 

 無紀錄 0分 

於盤點記錄(名冊)內有需銷毀或報廢之藥

物,才需填寫此份記錄 

 

10.慢性病學童家長所備用之緊

急使用藥物備有醫師處方箋及

詳實標示管理(10分) 

  有標示無醫師處方箋 扣 5分 

無標示             0分 

 

總分  

校方簽章 
職稱:               簽名: 

護理人員簽章 
 

稽查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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