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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本研究藉由非醫學主修大學生的通識課程「醫學與健康」，來發展「問題導向學習」的設計與實施，
並比較兩種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師講授為主、問題導向學習）對學生健康知識與行為的影響。方法：研究
採用不等控制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以一班為實驗組，接受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另一班為控制組，
接受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策略。結果：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健康知識的前測得分並無統計顯著差異。同
組學生的健康知識前、後測得分的改變量皆達統計顯著差異(p < .001)。實驗組學生之健康知識前、後測得
分的改變量顯著小於控制組學生的健康知識的改變量(p < .038)。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前測的每日攝取蔬
菜及水果的份數並無統計顯著差異。同組學生在前、後測的每日蔬菜及水果攝取份數的改變量均未達統計
顯著差異。結論：兩種教學策略都能顯著增進學生的健康知識，但在健康行為均無顯著成效。後續研究將
納入成長效應及混淆變項對學生健康知識的影響，以及深入探討影響健康行為的因素。
關鍵字：問題導向學習、健康知識、健康行為。

「醫學與健康」，來發展「問題導向學習」的設計與
實施，並比較兩種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師講授為主、
問題導向學習）對學生健康知識與行為的影響。

前 言
非醫學主修大學生在「醫學與健康」通識課程之學
習成效為何？自 2009 年 2 月至 2011 年底，筆者在「醫
學與健康」課程的教學策略一直是以教師講授為主，
即提問與大學生切身相關的健康問題，引起同學的注
意，然後講解教材，播放相關影片，鼓勵同學提問，
及時給予回饋等。然而，並不是每位同學都會提問或
回答教師的提問，為了增加全班同學的主動參與，及
培養學生終生持續學習健康促進知識的能力，筆者於
2012 年 2 月起在一班「醫學與健康」課程中首次採用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的教
學策略。
「問題導向學習」是由加拿大的 McMaster 大學於
1969 年應用在醫學教育上 。「問題導向學習」發展
至今已經 43 年，成效如何？有些文獻顯示：「問題導
向學習」的教學策略比教師講授為主 (Lecture-Based
Learning) 的教學策略顯著增進學生較多的知識 。此
外，Gijbels et al. 整合分析 40 個研究後發現「問題導
向學習」的教學策略對學生理解兩個以上的概念之關
係上顯著優於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策略。
大學生的蔬果攝取量低、身體活動量不足、及肥胖
等都是癌症及腦中風的共同危險因子。衛生署建議成
人每日攝取 3-5 份蔬菜、2-4 份水果、每日動態活動至
少 30 分鐘，以及維持體重在健康範圍。然而，大學
生每日蔬菜攝取頻率未達 3 次者佔 73.8%，水果攝取
頻率未達 2 次者佔 84.6% ，沒有運動習慣者佔
60.8%，體重過重者佔 20.3% 。
因此，本研究擬藉由非醫學主修大學生的通識課程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基於研究目的及大學生自由選課的情境，本研究採
用不等控制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nonequivalent control group pretest-posttest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本
研究以選修通識課程「醫學與健康」的大學生為研究
對象。「醫學與健康」課程開放給全校大學生選修，
不限年級不限科系（該校並無醫學院相關科系）。在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2012 年 2-6 月）開學後的第 1
週（學生加退選課期間），筆者在其教授的「醫學與
健康」課程之教室內，對選修學生口頭說明筆者教授
的「醫學與健康」課程依班別不同採用不同的教學方
法，本班是問題導向學習（或教師講授為主），某班
是教師講授為主（或問題導向學習）。在開學後的第
4 週，筆者邀請兩班學生參與本研究，提供完備之研
究參與者說明及知情同意書並口頭解釋本研究。選修
學生在充分瞭解後自願同意參加者，簽署知情同意書
後，由筆者留存。研究參與者填寫「大學生健康知識
及健康行為問卷」（前測）。然後 9 週的相同課程單
元但不同教學策略的介入。在開學後的第 15 週，筆者
再邀請兩班的研究參與者填寫「大學生健康知識及健
康行為問卷」（後測）。本研究通過銘傳大學人體研
究倫理委員會的研究倫理審查。
（二）「醫學與健康」
醫學與健康」的課程單元
每個學期 18 週，扣除第 9 週期中考及第 18 週期末
考後，16 週的課程單元內容依序為：簡介「醫學與健
康」課程、流行性感冒、性病、意外傷害、視力保健、
體重控制(健康飲食與衛生)、健康體能(背痛) 、癌症、
遺傳與健康、憂鬱症、沉迷成癮、糖尿病、高血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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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梗塞/腦中風、就醫與服藥、睡眠、及過敏症。
（三）教師講授為主的
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策略
本研究以一班「醫學與健康」的選修學生為控制組，
接受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策略。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
策略，即教師提問與大學生切身相關的健康問題，引
起同學的注意，然後教師講解教材，播放相關影片，
鼓勵同學提問，教師及時給予回饋等。
（四）「問題導向學習」
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
本研究以一班「醫學與健康」的選修學生為實驗組，
接受「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Duch 提出四類
PBL 教學模式：醫學院模式、流動的促進者模式、同
儕導師模式及大班級教學模式。由於本校目前並無
PBL 教室，也無 PBL 小組導師（tutor），因此可能無
法採用醫學院模式。此外，本研究實驗組學生預計有
70 位，若採用流動的促進者模式，當小組有疑問或需
教師協助時，等待教師到達該組的時間可能過久。由
於小組導師可由受過訓練的教師或學生擔任，而且，
教師或學生擔任小組導師下的學生知覺或學習成效並
無差異 。因此，本研究採用大三、大四學生擔任小
組導師的同儕導師模式。
本研究的「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流程如下：在開
學後的第 1 週（學生加退選課期間）及第 2 週，教師
請每 10 位同學組成一個學習小組，同學可以自己找組
員。教師為每一小組安排一位修過此課程單元內容的
大三、大四學生擔任小組導師。小組成員每週自行找
尋該週「醫學與健康」課程單元的相關資料，小組討
論課程單元的相關資料，製作 powerpoint 檔案，每週
每一小組 1 人代表上台報告該週「醫學與健康」課程
單元的相關資料 3-5 分鐘。教師針對每一小組提出改
善建議及總結。
（五）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醫學與健康」的教學目標（促進大學
生的健康知識與行為），編製評量工具為「大學生健
康知識及健康行為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健康知識、
健康行為及基本資料三大部份。健康知識部份包括肥
胖危害健康、蔬果預防疾病、中風、癌症及糖尿病。
肥胖危害健康的題目有單選 7 題及複選 1 題含 10 選
項。蔬果預防疾病的題目有單選 2 題及複選 1 題含 7
選項。中風的題目有單選 2 題，危險因子複選 1 題含
11 選項及警訊複選 1 題含 9 選項。癌症的題目有單選
2 題，危險因子複選 1 題含 13 選項、防癌行為複選 1
題含 11 選項及癌症的警訊複選 1 題含 11 選項。糖尿
病的題目為危險因子複選 1 題含 10 選項。單選題及複
選題均含不知道選項。單選題，每題答對 1 分，答錯
0 分。複選題，每個選項答對 1 分，答錯 0 分，不知
道選項不計分。本研究編製的健康知識部份總分最高
為 87 分，前測（n = 74）的 Kuder-Richardson 20 (KR20)
值為 .812，後測（n = 74）的 KR20 值為 .808。
健康行為部份包括個人在運動（身體活動）、蔬菜
水果的攝取、體重控制、抽煙、喝酒、嚼食檳榔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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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習慣的題目。基本資料部份包括性別、年級、身高、
體重、出生年月及學號等。
（六）資料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20.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資
料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
成對樣本 t 考驗、Fisher's 精確檢定及 Bowker's test，並
以 α= .05 為顯著水準。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實驗組與控
制組學生之健康知識的前測得分是否有顯著差異。以
成對樣本 t 考驗同組學生在健康知識的前後測得分的
改變量（後測分數-前測分數）是否呈現顯著差異。此
外，Van Breukelen 的研究結果顯示：介入效果的比
較，如果是非隨機分組，採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不同組前後測得分的改變量（後測分數 -前測
分數）較共變數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合適；如果
是隨機分組，宜採用共變數分析。由於本研究是非隨
機分組，而且只有兩組，因此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實驗
組與控制組學生之健康知識的前、後測得分的改變量
是否呈現顯著差異。在健康行為方面，以 Fisher's 精確
檢定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前測的每日蔬菜及水果攝
取份數的分布是否呈現統計顯著差異；以 Bowker's test
同組學生在前、後測的每日蔬菜及水果攝取份數的分
布，各組的改變是否呈現統計顯著差異。
[10]

結 果
本研究以一班「醫學與健康」的 65 位選修學生為實
驗組，接受「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另一班「醫
學與健康」的 67 位選修學生為控制組，接受教師講授
為主的教學策略。學生同意並自願填寫「大學生健康
知識及健康行為問卷」的前測及後測者，實驗組有 33
位學生，控制組有 44 位學生。扣除問卷填寫不完整的
3 位實驗組學生，本研究分析 30 位實驗組學生及 44
位控制組學生的前測及後測問卷共 148 份。
（一） 研究對象的人口學
表 1 顯示完成前測及後測問卷的 74 位研究參與者的
人口學，以女性（ 66.2%）、大三（ 44.6%），和 21
歲者居多（37.8%）。實驗組與控制組之性別和年齡之
比例沒有統計顯著差異，但年級別比例達統計顯著差
異（p = .001）。30 位實驗組學生，以大二最多（56.7%）；
44 位控制組學生，以大三最多（61.4%）。
（二） 健康知識
表 2 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前、後測的健康知
識得分的平均數及改變量（後測分數-前測分數）。以
獨立樣本 t 檢定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健康知識的前
測得分，發現兩組並無統計顯著差異。以成對樣本 t
考驗分別比較同組的健康知識前、後測得分的改變
量，兩組的改變量皆達統計顯著差異(p < .001)，表示
兩種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師講授為主、問題導向學習）
都能顯著增進大學生的健康知識。以獨立樣本 t 檢定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健康知識前、後測得分的改變
量，發現實驗組學生的健康知識的改變量顯著小於控
制組學生的健康知識的改變量，表示教師講授為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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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顯著增進大學生較多的健康知識。
表 1 研究對象的人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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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統計顯著差異，表示兩種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師講
授為主、問題導向學習）都未能顯著增加大學生每日
攝取蔬菜及水果達建議量的人數。
表 3 實驗組及控制組的每日蔬菜及水果攝取份數（前、後測）

表 2 實驗組及控制組的健康知識（前、後測）

表 4 實驗組及控制組的身體質量指數（前、後測）

（三） 健康行為
衛生署建議成人每日攝取 3-5 份蔬菜及 2-4 份水
果，因此將每日攝取蔬菜份數，分為小於 3 份（未達
建議量）、大於等於 3 份（達建議量）、及不確定三
類；而每日攝取的水果份數，也分為小於 2 份、大於
等於 2 份、及不確定三類。表 3 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
學生在前、後測的每日蔬菜及水果攝取份數達建議量
與否及不確定的人數。Fisher's 精確檢定發現兩組在前
測的每日蔬菜及水果攝取份數達建議量與否及不確定
人數的分布並無統計顯著差異。Bowker's test 結果顯 衛生署建議成人維持體重在健康範圍，若以身體質
示，同組學生在前、後測的每日蔬菜及水果攝取份數 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為指標，健康體重範圍
達建議量與否及不確定人數的分布，各組的改變均未 是指身體質量指數介於 18.5 與 24 之間（18.5≦ BM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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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依據同學填寫的身高及體重計算身體質量指數，
並分為體重過輕（BMI < 18.5）、健康體重（18.5≦
BMI<24）、健康體重（18.5≦ BMI < 24）、過重或肥
胖（BMI ≥ 24）、及未知（不確定或不便回答）四類。
表 4 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前、後測的身體質量
指數的人數分布。Fisher's 精確檢定發現兩組在前測的
身 體質量 指數的人 數分布 並無統 計顯著差 異 (p
= .687)。Bowker's test 結果顯示，同組學生在前、後測
的身體質量指數的人數分布，各組的改變均未達統計
顯著差異，表示兩種不同的教學策略都未能顯著增加
大學生在健康體重範圍的人數。

討 論
本研究藉由非醫學主修大學生的通識課程「醫學與
健康」，來發展「問題導向學習」的設計與實施，並
比較兩種不同的教學策略（教師講授為主、問題導向
學習）對學生健康知識與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兩種
教學策略都能顯著增進學生的健康知識，而且教師講
授為主的教學策略比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顯著增
進學生較多的健康知識。然而，有些文獻顯示：問題
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比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策略顯著
增進學生較多的知識 。本研究的結果與上述文獻的
研究結果不同，可能的原因有三：其一是筆者採用教
師講授為主的教學策略已經多年，但確是第一次採用
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雖然筆者事前詳閱國內外
問題導向學習的相關文獻；參加「2011 年 PBL 師資訓
練營：PBL 應用於醫護藥學相關之人文通識課程」，
並取得 PBL 師資證明書；但筆者畢竟沒有採用問題導
向學習的實際經驗。可能的原因之二是實驗組與控制
組之年級別比例達統計顯著差異（p = .001）。30 位實
驗組學生，大二佔 56.7%；44 位控制組學生，大三佔
61.4%（表 1），大三的成長效應可能多於大二的成長
效應。可能的原因之三是實驗組與控制組之缺席率可
能不同，出席同學的認真上課程度可能也不同。
本研究的兩種教學策略都未能顯著增進學生的健康
行為。然而，Hager et al. 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學單
學期的通識課程「Health and Wellness」顯著增進大學
生每日身體活動量及蔬果與全穀物的攝取量。兩份研
究結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教師只著重在「醫
學與健康」的課程單元內容，即健康知識，而 Hager et
al.
除了「Health and Wellness」的課程單元內容外，
還以列入該科成績的作業要求學生參加為期十週的運
動方案，該方案包括每週至少三天的有氧運動（每天
30 分鐘）、一天的力量訓練（全身）、三天的柔軟度
運動（每天 10 分鐘），及買計步器，記錄每天步數達
14 天等。
本研究的限制有四：其一是採用不等控制組前、後
測準實驗設計，並非隨機抽樣、隨機分派力求等組的
實驗研究，因此可能有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 ；其
二是未考量兩組的成長效應可能不同，也未考慮可能
的混淆變項（如：兩組之缺席率可能不同，出席同學
的認真上課程度可能也不同等）；其三是教師採用教
師講授為主的教學策略已經多年，但確是第一次採用
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策略；其四是未深入探討影響健
康行為的因素。因此研究結果如欲類推至其他大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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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應審慎為之。後續研究將納入成長效應及混淆變
項對學生健康知識的影響，以及深入探討影響健康行
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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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program in the course 'medicine and
health' for non-medicine majors and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he PBL program with the traditional lecture-based learning (LBL)
program on students’ health knowledge and behaviors. Methods: This study adopts a nonequivalent control 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lass A (n = 65), implemented the PBL program. The controlled group, Class B (n = 67), implemented the LBL program. Results: The paired t test showed that the mean score of health knowledge of the posttes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etest for both experimental group (p < .001) and control group (p < .001). However, the independent t test results on the change from the pretest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38). The servings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per day of the posttest were no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etest for both groups. Conclusions: Both PBL and LBL program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health knowledge, but do
not impact their health behaviors.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trol for potential biases from quasi-experimental studies and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health behaviors.
Key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general education, medicine, health knowledge, health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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