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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醫療知識不斷更新，醫事人員的自我學習能力非常重要，以實證為基礎進行最恰當
之評估與介入措施，是基本的專業倫理。 

• 專業人員必須隨時閱讀最新期刊文獻，而閱讀文獻的速度與效率，在繁忙的臨床工作中
至關重要。過慢與無效率的閱讀，將使實證為基礎的臨床實務無法落實。 

• 回顧過去關於實證研究的相關課程，並未能提供充分的時間與實際的引導，建立大學新
生對於科學文獻的熟悉感與信心。若面對面與學生討論此議題，會發現學生在初入大學
時，對於科學文獻的撰寫邏輯、主要元素、撰寫原理、撰寫格式…等等，普遍感到陌生，
大學課程裡一次又一次的主題報告，在未給予適當準備便要求表現的情境下，帶來了挫
折感與排斥感。 

• 本課程以復健科學相關文獻為題材，以每堂課僅介紹有限資訊，將大部分時間用於現場
模擬練習，每人操作一台電腦動手操作。也鼓勵同儕討論解答，並由教師與助教在現場
走動，於當下一對一回應困難。課堂練習後，由教師總結現場同學遭遇的困難，同學各
自將自己的作業上傳後下課。採取不出回家作業，不進行額外分組報告，僅以每週50分
鐘，課堂內時間完成所有學習。因課程內容之閱讀技巧，可直接應用於準備其他課程之
報告。藉此方式以最少上課時間，搭配學校準備作業之情境，達到有效率之自然學習。 

• 教學策略邏輯:少量多餐授予科學文章基本邏輯知識，於練習當下在旁引導，降低閱讀難
度，確保知識吸收。力求過程體驗成功經驗，降低同學對於科學文獻的排斥感。透過這
樣基礎，將有助於進階實證研究課程的學習，保持同學的高動機。 

背景與目的 

教學對象、進行方法 

教學成果 

• 完整填寫問卷67人，佔總修課人數80%。 
• 61%為女性，76%為大一。 
• 69%為職能治療系學生。 

討論與建議 
 經15次少量多餐，每週50分鐘的練習後，對於「搜尋文章」、 「文章要素與結構的掌

握」 、 「判別文章表面效度」 、 「閱讀效率」 、 「對文章的不排斥感」 ，都能有顯
著的進步。 

 第二學年較第一學年，教師於課程改善成效最大，之後則相對持平。經進一步探查，第
二學年完整填寫問卷者人數較少，且填寫問卷之學生，為學期成績較高，是動機與成就
較佳之次族群，間接解釋了106學年成效，數據上等於小於105學年的現象。 

 學生對「文章要素與結構的掌握」在期初時是最沒自信的，經過課程可得到大幅度加強。 

 有同學反映醫圖電腦教室的電腦有一定比例故障，造成了課程中的不方便。 

 有同學提出喜歡此課程，希望可以延為2小時；同時有同學回饋，能在短短50分鐘內紮實
的學到有用的東西，覺得很棒! 教師針對時間是否延長持續考慮中。 

 評量以同學自我評價為分數，僅代表學生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與實際的知識與技
能表現未必完全對應。但本課程也有紙筆測驗的期中與期末考來評量實際的習得能力，
學生普遍成績理想。而且自我效能的提高(覺得自己可以做到)，使學生願意持續參與，
也因自信而有助實力發揮。 

致謝 
感謝鄭雅心助教的用心投入、成大醫學院圖書館同事們的協助、成大醫學院圖書館的場地
與設備提供，以及所有參與課程的學生對教師的回饋與鼓勵，讓彼此在過程中教學相長! 

教學對象 
大學一年級到四年級，大一為主要對象 / 所有科系學生皆可選修。 
課程目的 

1. 能找到自己要的科學文獻            4. 有效率地閱讀科學文獻 

2. 熟悉科學文獻的基本要素與結構      5. 對閱讀科學文獻感到自在、不排斥 

3. 初步決定科學文章的表面效度 

進行方式 
• 成大醫學院書館 電腦教室；每週五下午，1:10~2:00 (一節課) 
• 扣除假日，共17週，含1次期中考、1次期末考。 
• 每次上課: 20分鐘演講授課，20分鐘課堂內練習，10分鐘討論與結論。 

成功大學 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黃百川，張哲豪 

「職能治療文獻閱讀」課程教學成果 

以104、105、106學年3個學期之學生自評檢驗:  
1)  期末科學閱讀能力是否比期初進步?  
2)  期末科學閱讀能力是否隨教師教學經驗累積而逐年提高? 

教學成效評量工具 
課程第一週與期末考前一週各填寫一次問卷，以10點李克特量表給分。 

統計分析 
1) 以配對t檢定比較學生期初與期末自評分數的差異。 
2) 以期初自評為共變數(covariate)，以學年度為獨立變數(104 vs. 105 vs. 106)，期末
自評為依變數，進行ANCOVA分析。也就是在控制期初自評分數下，比較期末自
評分數是否因學年度而不同? 

面        向 問                            題 
搜尋文章 Q13.我知道怎麼找到我有興趣的專業論文。 

Q14.我知道至少一個專業論文的資料庫。 
文章要素與結構 Q2. 我對研究論文(primary research article)的構成元素充分了解。 

Q3. 我對回顧型論文(review article)的構成元素充分了解。 
Q6. 我對科學論文的"書寫格式"感到很陌生。(反向計分) 

判別表面效度 Q1. 我能分辨網路報導、文章的內容客觀與否。 
Q16.我自認有能力評估一篇科學論文寫得好不好。 

閱讀效率 Q4. 我能"很快地"找到一篇論文裡的"關鍵資訊"。 
Q5. 我能"很快地"把一篇論文裡的有用資訊寫成一個"總結"。 
Q11.我覺得讀懂一篇科學論文非常耗時間。(反向計分) 
Q18.我覺得"有效率地"閱讀科學論文是可能的。 

自在不排斥 Q7. 我覺得科學論文很難懂。(反向計分) 
Q8. 我對閱讀科學論文有排斥感。(反向計分) 

其他(未使用於本報告) Q9. 目前為止我上過課中(這堂課除外)，有直接在課堂上教導怎麼閱讀科學文獻。 
Q10.我看不懂科學論文裡的統計分析。(反向計分) 
Q12.我不知道怎麼把科學論文裡的資訊，應用在生活上。 
Q15.目前為止我上過的課中(這堂課除外)，有充分的機會與同學在課堂中，共同解決問題、交換意見。 
Q17.我覺得閱讀科學論文時，英文是很大阻礙。(反向計分) 

學年  分析人數/修課總學生數 百分比 
104 
105 
106 

23 / 25 
19 / 29 
25 / 30 

92% 
66% 
83% 

總數 67/84 80% 

樣本數 (N=67)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女性 41  61% 
年級     
    大一 
    大二 
    大三、大四 

51 
13  
3 

76% 
19% 
5% 

科系      
    職能治療 
    其他科系 

46   
21  

69% 
31% 

期初 期末 t p Mean (SD) Mean (SD) 
搜尋文章 5.3 (2.08) 8.2 (1.58) 10.56 .000 
要素與結構 3.8 (1.70) 8.0 (0.96) 17.63 .000 
表面效度 5.3 (1.21) 7.0 (1.06) 10.55 .000 
閱讀效率 5.2 (1.12) 7.4 (0.91) 13.42 .000 
自在不排斥 4.8 (1.81) 6.5 (1.50) 7.82 .000 
總分 4.9 (0.99) 7.4 (0.86) 18.56 .000 

1) 期末學生科學閱讀能力全面顯著進步 (期初 vs. 期末)。  

2) 期末學生部分面向之科學閱讀能力，隨教師教學經驗累積逐年提高。 

• 期初: 文獻閱讀相關能力略差
或普通(3.8~5.3分，滿分10分) 

• 期末: 進步到還不錯或佳
(6.5~8.2分，滿分10分)。 

• 期末自評分數(7.4)皆顯著高
於期初(4.9)分數(p < .001)。 

調整後期末平均 ANCOVA 
Post hoc 學年 統計值 

104 105 106 F p η2 

搜尋文章 7.4 8.9 8.3 6.72 .002 .18 105>104 ; 106>104 
文章要素與結構 8.0 8.4 7.7 2.46 .094 .07   
表面效度 6.6 7.3 7.3 4.16 .020 .12 105>104 ; 106>104 
閱讀效率 7.1 7.9 7.3 4.92 .010 .14 105>104 ; 105>106 
自在不排斥 6.6 6.9 6.2 1.66 .198 .05 
總分 7.1 7.9 7.3 4.87 .011 .13 105>104 ; 105>106 

• 在控制期初自評分數的前提下，「搜尋文章」、 「判別表現效度」 、 「閱讀效
率」 、 「總分」之期末自評分數皆隨教師經驗顯著提昇( p < .05)。 

• 「了解文章要素與結構」、 「閱讀文章感到自在不排斥」未因學年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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