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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教學在國際行銷課程之應用
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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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導本校大學部國際行銷課程學生如何吸收行銷的理論與知識，以

及將行銷知識如何應用於解決實務問題，為教學一大挑戰。目前許多大

專校院強調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採用以學生為中心的「問題導向

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學模式。本研究的目的旨在

運用PBL教學法於大學部國際行銷課程，採用準實驗設計研究法，以了

解學生接受PBL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法的學習成效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

對象為大學部國際行銷課程學生，以便利抽樣法選取85人，研究工具為

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自我效能等量表，進行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本

研究結果顯示，在參與課程活動之後，學生具備國際行銷專業知識的程

度，以PBL教學法的學生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法學生；接受PBL教學法的

學生在學習態度、自我效能，也顯著優於接受傳統教學法的學生。再

者，課程結束後，實驗組另接受PBL教學法態度評價問卷，發現所有參

與學生對於PBL教學法均持正面評價。研究結果對於教師在商管領域應

用PBL教學法提供一可行之教學實踐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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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2002）提出的「創造力白皮書」指出，解決問題能力、創

新思考、批判思考，皆是未來世界公民的重要基礎能力。近年來臺灣高

等教育（以下簡稱高教）發展已進入新的轉型期，高教評鑑中心建議未

來高教評鑑改革應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依歸，尤重視學生就業力。目前，

許多大專校院也強調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減少學用落差，希望能

有助於學生畢業後提升就業力，因而採取了以學生為中心的「問題導向

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學模式，成為高教發展的主

流趨勢之一。

PBL教學法源自加拿大MaMaster大學，主要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

模式，並以真實情況問題來進行探究，除了可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外，

更能連結知識與生活經驗，促進學生的自我學習、知識轉移（Norman 

& Schmidt, 1992）。傳統的教學法是採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學方式，教學

的主動權全部放在講授的教師，這種教學方式通常架構較為完整，傳

授的速度較快，但大部分是單向的知識傳輸，因此師生互動較不足，

Barrow（2000）認為傳統教學法學生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極少重視知

識的應用及高層次思考技巧的發展。

在商管領域，先前研究發現採用PBL對於學習是有幫助的，例如，

莊苑仙與陳彥君（2019）結合商業營運模式及社會企業的概念，藉由

企管系服務學習案例，運用PBL於訓練學生進行診斷的分析能力，並提

出問題解決方案。湯雅淳（2012）則採用混合式PBL教學模式於資訊課

程，發現學生的問題解決態度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法，且學生認同混合式

PBL教學方式。由此可見，PBL對於提升大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在商管

領域的應用，具有其參考與實用性。

在PBL教學法中，學習情境所提出的問題多是取自於真實生活之

中，當學生想要解決問題時，較容易引發其學習興趣，此即與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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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Dewey）所說的「教育即生活」相似。再者，學生如能運用自己

於課堂所學知識來解決類似生活中的情境問題，也將有助於其學習。

然而，有些研究發現PBL教學法在知識方面的成果是不確定的，有些

研究則比較傳統教學法與PBL教學法後，發現能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

（Albanese & Mitchell, 1993; Norman & Schmidt, 1992; Vernon & Blake, 

1993）；在學習上可以培養正向的學習態度及增進學習者的自信心（陳

鳳如，2008；Edens, 2000），也有的研究發現沒有差別（Singh, Baxter, 

Standen, & Duggan, 1998）。因此，本研究採用PBL教學法，想了解

PBL是否能提升本校大學部國際行銷課程學生的學習成效，此為本研究

的主要目的之一。

個人學習態度、自我效能等因素，亦是影響其學習成效高低的因素

之一 （Hammouri, 2004）。Rogers（1969）認為有效的學習只能出自於

學生主動、發自內心，即全心的投入，如此才能讓學生嘗試思考問題與

尋求答案，並提升學習成效；同時，學習者負責任的參與學習，學習態

度是影響學習成效的關鍵因素。學習態度的定義包括之內涵甚廣，例

如：主動學習、學習心態、學習態度認知、時間支配、學習技巧、努力

經營等。本研究探討的學習態度，是採用Hwang與Chang（2011）的定

義，指學生對課程的學習態度，即學生如何感受與思考其學習狀態、觀

念與行為等方面所受到的影響。

此外，自Bandura（1997）提出自我效能相關理論後，即被應用於

不同行為領域，尤其是對任務績效的影響具有高度的預測力，例如大

學生學業成就（Choi, 2005; Dunlap, 2005）。自我效能的定義，是指

個體在特定情境下，行為的產出會受到環境與認知因素的雙向影響，

特別是導致其成功行為的相關信念，在完成必要任務前，知覺能力的

程度（Feist & Feist, 1998）。本研究探討的自我效能，採用Pintrich、

Smith、Garcia與McKeachie（1991）的定義，指學生對課程的自信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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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基於以學習者為中心，針對研究者所授課的大學

部國際行銷課程，擬探究PBL教學法對於學生學習態度、自我效能是否

有提升，此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二。

貳、教學理念與理論基礎

人才是臺灣最重要的資本、人才即國力。在全球競爭趨勢下，如

何培育人才，其成功的關鍵就在教育。世界教育發展的趨勢，不再是

傳統的知識導向，而是走向能力導向，且是學習與生活結合的實務導

向。在此趨勢下，教育改革有其必要，而改革過程，第一線教師的教學

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自我概念及學習興趣（陳美玉，1998）。Duke

（1990）認為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優質教學與學生成就息息相關。此

外，教學與課程是教育的核心，不同的學習成效直接受教學方法的影

響。因此，教學方法的選擇是重要的。傳統教學法學生為被動的知識接

收者，將大部分時間用於座位上的靜態活動，PBL教學法是讓學生圍繞

一些複雜的、真實的問題，進行一種有針對性、實踐性的學習，強調把

學習者置於複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境中，經由學習者合作解決真實的

問題，來學習問題背後的知識，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進一步發展自主

學習的能力。目前PBL理念與教學模式，是許多學校採用為教育改革的

方法之一，且被廣泛用於各領域，例如：健康科學、社會工作、工程

學、商業法律、經營管理、中小學及大學教育各階段等。因此，本研究

旨在運用PBL於大學部的國際行銷課程，以改進偏重於知識與記憶的

現象。

PBL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合作學習、情境學習、建構主義三種學習

理論的基礎上。合作學習理論主要重點在於小組的合作學習，使學習者

能達到更好的學習成效，提高創造力、學習責任感，以及學習社會技

巧、溝通技能（Johnson & Johnson, 1989）。Artut（2010）及Akdemir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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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lan（2012）指出，學生在合作學習情境中更容易達成運動技能的學

習目標，並激發個人內在動機，因而提高學習效能。Dyson、Griffin與

Hastie（2004）指出，異質性的小組合作學習對每位成員都有益處。在

PBL教學過程中，使用小組合作方式進行問題探索與討論，學生同時接

受到團隊合作、人際關係、思考和理解、解決問題，以及主動學習等訓

練，故與合作學習的學習理論有關。

情境學習理論認為知識存在於社會情境之中，學習內容安排要與日

常生活貼近，教師不必事先限制學習者所需的知識，而是適當地環境建

構（Souders & Prescott, 1999）。在PBL教學過程中，強調以真實世界

的問題為學習核心，融入情境中，讓學習者在情境中學習，可以促進學

習遷移，故與情境學習理論亦有關。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知識是由個

體透過物品操作過程、經驗的累積，建構出個人的知識架構。尤其是社

會建構主義認為，社會文化層面對於人的心智成長是息息相關的，並非

單向度的主導關係，個體的自主建構歷程與發展是交互關係，且學習更

能促進個體的發展（Vygotsky, 1978）。在PBL教學過程中，強調學習

可透過經驗性學習過程，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Torp & Sage, 1998），

從實做中學習、採取團隊合作、為了解決問題而去建構和應用知識，故

與建構主義有關。

在PBL實證研究方面，有研究支持學生可以透過PBL促進其問題

解決能力（Hmelo, Gotterer, & Bransford, 1997）。但也有研究認為，因

缺乏基礎科學知識會對學生學習產生影響，所以學生接受PBL比接受

傳統教學的評量成績差（Albanese & Mitchell, 1993; Vemon, 1995）。

Akinoglu與Ozkardes Tandogan（2007）採質性和量化混合研究法，以50

位七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科學教育採用PBL對於學生職業成就和

概念學習成效，結果顯示PBL對於學生的學業成就具正向的成效。

PBL易與專題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混淆，Prince與

Felder（2006）認為其相同之處都是以問題引導學生，激發學生主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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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動機，並以合作學習方式提出解決問題方案。但其相異之處在於

PBL較強調學生主動蒐尋、吸收知識，而「專題式學習」則重視知識的

整合運用、產生具體成果。換言之，「專題式學習」對於研究實務技能

的發展與培養較適用，而PBL之能力培養，則是訓練學習者從一個抽象

或模糊的情境中發現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案。因此，從商管領域學生所

學習的理論或實證性質而言，通常是以抽象或模糊的情境居多。例如，

本研究國際行銷課程，以市場、競爭情境及行銷方案等均屬此種情境，

學生常會遇到抽象情境，遭遇到學習者能力或環境等限制，而無法獲得

立即解決其問題之處境。因此，PBL較為適用於此課程。

綜合言之，PBL理念與教學模式，是教育改革的方法之一，對於商

管領域學生所學習的理論或實證性質，可能比專題式學習更適合，且

PBL有研究證實可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增進學習者的自信心及學習

能力與興趣。因此，PBL內涵的合作學習、情境學習、建構主義與社會

建構等理論基礎，可作為本研究國際行銷課程的PBL教學理念與理論基

礎之依據。

參、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

本研究選擇大學部三年級國際行銷課程，以106、107學年度各一個

班級為研究對象。本課程之先修課程為大二行銷管理課程，學生已修習

過該課程，依據研究者過去經驗發現，修國際行銷課程後學生對其專

業知識與應用的吸收大多數僅限於知道其內容概念，至於知道如何應

用到行銷實務上者較少，甚至於部分學生的專業知識較弱。例如，STP

（Segmentation, Targeting, Positioning）行銷理論雖提供學生可以了解市

場區隔、目標客群及市場定位的概念，但卻無法知道在行銷問題中如何

實際應用或產生STP策略；又如，即便學生已了解行銷問題，但可能無

法知道實際上如何有效應用4P（產品、訂價、通路、推廣）等行銷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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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識，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亦即，傳統講述教學法對於學生進階深

入吸收內容是比較有限的。是故，本研究以PBL教學法融入本課程，讓

學生運用PBL方式提出解決行銷實際問題，希望達到提升解決問題的能

力。同時，本研究於學習成效的量表中，設計了兩題項，一題是評量學

生對國際行銷理論如何應用至行銷問題的了解程度，另一題是評量學生

對行銷問題所需國際行銷專業知識的具備程度，以便期末可據以驗證是

否改善。

本研究為了結合一個好的PBL課程，參考文獻設計課程如下：

一、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考量學生的先備知識決定教學內容：因為在PBL的學習中，

先備知識與經驗是學生建構知識的基礎，國際行銷的先備知識是行銷管

理概念，所以，在課程單元中，有必要先釐清行銷的基本概念，以確保

與國際行銷的教學內容可以有效連結。

（二）設計PBL的學習目標：本課程決定以解決企業的行銷問題作

為達成學習目標的方法，並配合聘請企業高階主管為業師授課，以提供

學生更完整與真實問題的資訊。

（三）蒐集資料與修正：包括業師授課內容、企業網站產品與價

格、手工皂產業或市場、競爭產品資料等，這些資料將成為行銷學習內

容的基礎。本研究者與業師討論時，建議授課單元內容以國內行銷市場

為主，國外市場為輔，以免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難度太高。此外，也建

議各組學生設定行銷目標限制在兩項以內，以免教學時間不足，反而降

低PBL成效。再者，建議將業師的行銷失敗經驗，提醒學生避免提出類

似解決方案。因此，再次檢視與修正教學單元活動、問題和課程等。

（四）安排配套措施並發展評量方法：本研究採每週課堂小組與教

師討論方式，相對搭配每週學習單撰寫與回饋，並給予評量成績與改善

建議，可以知道學生學習狀況，並適時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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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內容單元的安排

本研究依據Torp與Sage（1998）建議PBL教學歷程的九大步驟安

排與對應各階段主題內容（如表1所示）：課程第一階段決定學習主題

（第1-9週），均是為了補救學習者行銷基礎的不足。這是考量整體學

生背景條件與人數所設計，此階段相當於九大步驟的第一步驟「為學習

者準備」，且於第一階段決定學習主題（第10週）進行業師協同教學，

此階段相當於九大步驟的步驟二「面對遭遇的問題」及步驟三「確認我

們所知、必須知道及想法」。接下來，第二、三階段界定問題、設定解

決問題的目標（第11-12週），此階段相當於步驟四「界定問題」。第

四、五階段蒐集資料、洞察分析資料（第13-14週），此階段相當於步

驟五「蒐集與分享訊息」。第六、七階段腦力激盪、提出備選方案（第

15週），此階段相當於步驟六「引發可能的方案」。第八階段選擇最佳

方案（第16週），此階段相當於步驟七「決定最適合解決方案」。第九

階段設計或執行最佳方案（第17週），此階段相當於步驟八「呈現解決

方案」。最後，第十、十一階段發表問題解決之結果、評鑑學習效果，

此階段相當於步驟九「簡報問題」。

表1的第四階段，於上課前選擇與PBL情境相似個案題材，學生閱

讀後回答問題，並依個案教學法於課堂上師生互動，且評量學生於步驟

中的表現，檢驗其學習效果。表1的第六階段，在PBL歷程前可依據合

作學習法分組，每組四人，組員角色有組長、記錄長、資料長等，各組

員負責其角色。小組組員採用腦力激盪、同儕協助。每個歷程均有學習

單。小組完成學習單記錄後交給教師，教師再給予指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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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課程內容單元

教學內容

階段

Torp和Sage
九大步驟

週次 主題 活動方式

第一階段 1. 為學習者準備 第1週 國際行銷課程目

的與PBL概念

1.  藉由課程、教材PBL概
念，讓學生了解國際行

銷課程及應用 P B L的

目的

2. 進行前測

第2-3週 行銷概念、工具

等複習

了解學生的行銷概念基礎

能力，並補救其不足

第4-8週 國 際 行 銷 主 題

講解

講述法、個案討論並用，

讓學生吸收課程內容

第9週 國際行銷個案教

學法與評量

檢視學生學習國際行銷內

容的學習效果

2.  面 對 遭 遇 的

問題

3.  確 認 我 們 所

知、必須知道

及想法

第10週 本研究教學實踐

歷程

1. 決定學習主題

1.  業師之企業與產品介紹

2.  業師之行銷經驗分享

3.  提出以牛樟芝手工皂產

品行銷問題為 P B L之

問題

第二階段 4. 界定問題 第11週 2. 問題界定 1.  從牛樟芝手工皂產品行

銷問題開始，運用行銷

知識進行 P B L各階段

探討

2.  進行合作學習法小組

討論

3.  教師給予各小組意見回

饋與修正

第三階段 第12週 3.  設定解決問題

的目標

第四階段 5.  蒐 集 與 分 享

訊息

第13週 4. 蒐集資料

第五階段 第14週 5. 洞察分析資料

第六階段 6.  引 發 可 能 的

方案

第15週 6. 腦力激盪 1.  進行合作學習法小組行

銷方案設計，並發表

成果

2.  教師給予各小組意見回

饋與修正

3.  選出成果優良小組進行

實際情境驗證

4.  進行PBL教學後之後測

第七階段 7. 提出備選方案

第八階段 7.  決定最適合解

決方案

第16週 8. 選擇最佳方案

第九階段 8. 呈現解決方案 第17週 9.  設計或執行最

佳方案

第十階段 9. 簡報問題 第18週 10.  發表問題解決

之結果

第十一階段 第18週 11.  評量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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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設計

依據課程目標，除了應用PBL教學策略為主之外，亦運用其他的教

學策略。PBL歷程包含了解問題、解決問題及小組討論，乃結合個案教

學法與合作學習法之內涵。個案教學法的個案問題，有可能是虛擬情

境，但對於學生推理、思考、問題解決之訓練卻是相似的，對於學生在

PBL過程中的實際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有所幫助。而合作學習法是促進

小組合作與學生互動之策略，在PBL歷程中，可透過分組合作學習方式

激發潛能，讓組內同儕負起共同學習任務，將有助於PBL的知識建構。

詳細說明如下：

（一）個案教學法

個案教學法是一種以個案為基礎進行討論的教學方法。除了可傳授

資訊、概念、理論之外，也可訓練學生推理、思考、問題解決的技巧

（Kowalski, 1991）。在PBL教學上，學生需應用課程的專業知識概念

或理論，進行思考與討論，並提出主題情境和解決方案，故與個案教學

有共同之處，因個案教學提供了模擬的機會，可協助人們了解及處理未

來可能遭遇的情境。本研究的課程於初始階段安排運用了國際行銷個案

練習，即是為了建構學生在PBL教學中的基礎。

（二）合作學習法

PBL教學過程中，學生可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促進師生互動、同儕

互動，以激發潛能；而合作學習是指學習者擁有共同的學習目標、工具

及活動，並參與互動（Webb & Palincsar, 1996）。因此，許多學者認為

合作學習就是分組、小組討論、同儕協助和小組互動的教學策略（黃詠

仁、王美芬，2002）。本研究課程在PBL歷程中，亦運用了分組合作學

習方式，如解決問題、成果發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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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實踐與歷程

本研究課程因必須考量課堂時程的限制，參考崔家蓉（2002）綜合

相關文獻所歸納的五大實施步驟，再依國際行銷課程特性設計修改為11

個實施步驟，作為本研究教學實踐歷程。在教師方面，本課程教師具備

10年以上教學經驗，對國際行銷課程熟悉，且具有多年業界實務經驗，

對於學生課堂提問與困難，足以協助回答或解決。主要採用的教學模式

為：教師提問、學生回應、再具體提示與再回應。本研究的教學實踐歷

程，簡要以範例說明如下：

一、決定學習主題

由業師高階主管入班授課一週（如圖1所示），介紹牛樟芝手工皂

的產品特性、包裝、定價、通路及行銷推廣手法，並以實際商品呈現讓

學生了解。接著，分享過去行銷經驗，遭遇的行銷問題，讓學生了解未

來行銷可能面臨需要解決的問題。業師並對學生的提問給予回應，鼓勵

雙向互動，吸收實務經驗與知識。

本研究業師提出許多牛樟芝手工皂行銷的相關問題，例如：訂價過

高、國內市場競爭激烈、如何增加銷售量或營業額等。然後，經由授課

教師與學生共同從中篩選出一個重要且在實務上可以解決的問題，最

後決定以「增加牛樟芝手工皂之銷售數量或金額」，作為PBL界定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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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業師授課

二、界定問題

由於業師已於課堂上說明了手工皂，目前其訂價高於市場相似產品

價格許多、銷售量相對公司其他產品較低些，且手工皂競爭品牌很多、

市場成熟度高，以及手工皂成分大同小異。因此，基於這些行銷困境的

背景與限制，為了讓行銷問題明確具體化，各組進行三步驟的界定：先

辨識出產品特色、依據產品特色找出競爭商品與之比較，以及進一步辨

識出產品的具體行銷核心問題。教師提供範例，再由學生依討論後各自

提出產品特色、競爭商品、行銷核心問題，教師再給予引導修正。學生

界定問題之實例，例如：知名度不夠、乏人問津、新客群不易增加、價

格偏高，導致替代品容易搶奪客群、各年齡層的銷售，遍布不均、銷售

通路少、相似產品繁多，市場相對飽和等。

三、設定解決問題的目標

各組設定解決行銷核心問題的目標，該目標可包括量化目標與質性

目標，教師於各組討論中協助及修正其設定的目標，各組狀況不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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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次數不同，直至教師判斷其設定目標合理且具可行性為止。學生設定

解決問題目標之實例，例如：增加市占率5%的量化指標、提升外包裝

美感與實用性之質性指標等。

四、蒐集資料

除了業師提供的重要資料之外，各組必須蒐集與產品、市場及行銷

問題等有關的資料，以補充更完整或足夠的行銷分析所需之資訊。教師

依據其資料正確性、可用性，給予學生修正回饋，直到資料足以進行後

續步驟為止。學生蒐集資料之實例，例如：健康意識的趨勢、中國大陸

擁有巨額消費及手工皂市場未飽和、消費群寬廣、產業門檻低等。

五、洞察分析資料

各組彙整所蒐集的資料後，從中挑選出關鍵部分，以作為後續發展

行銷策略的基礎。教師提供範例，再由各組提出關鍵性資料，教師修正

資料後，作為行銷策略之參考基礎。學生洞察分析資料之實例，洞察

STP，例如：以心理統計變數進行區隔（人們生活型態轉變崇尚天然環

保）、天然養生、無添加物、使肌膚溫和不刺激、肌膚保濕美白、以性

別需求作為定位；洞察4P，例如：天然環保無添加物以牛樟芝為主要

成分、包裝風格精簡環保、價格高於他牌產品亦吸引生活水準高的消費

者關注、以官方網站為主、在中國大陸設有體驗館及實體店面，並與觀

光產業做結合、配合特定節日進行促銷優惠故事推廣、請專業人士代

言、與電視購物頻道合作、進攻家庭主婦市場等。

六、腦力激盪

依據洞察資料，建立可行的行銷策略，包括：市場區隔策略、目標

市場策略、定位策略，以及產品或品牌策略、訂價策略、通路策略、推

廣策略等戰術策略。教師與各組反覆討論與修正其策略之合理性，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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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策略合乎邏輯與正確性為止。學生腦力激盪之實例，如圖2所示。

：

圖2　學生腦力激盪之實例

七、提出備選方案

各組依據所建立的行銷策略，再規劃與設計出解決行銷問題的可能

行銷方案。教師針對各組提出的行銷解決方案進行互動與修正，直至確

認方案具有可行性為止。學生提出備選方案之實例，如圖3所示。



唐永泰　問題導向學習教學在國際行銷課程之應用與實踐 89

方案一：與養生會館、飯店合作，在貴店家販賣手工皂

方案二：與戲劇合作並做業配

方案三：在網路部落格推廣且介紹防水肥皂盒

方案四：參展推廣手工皂

方案五：特定節日推出限定版造型香皂

方案六：節目冠名（健康節目論壇、綜藝節目）

方案七：找醫學相關背景的知名藝人或醫生背書

1.6 提出方案Step six

圖3　學生提出備選方案之實例

八、選擇最佳方案

各組從設計的可能行銷方案中，選擇1或2個最佳行銷方案，亦即選

出最具可行性與效益的行銷方案，作為進行的主軸。教師從旁協助各組

同儕對話或討論如何決定最佳的行銷方案。學生選擇最佳方案的實例，

例如：舉辦肥皂DIY體驗營活動，在各城市挑選合適地點進行等。

九、設計或執行最佳方案

各組依據最佳行銷方案，再進一步規劃與設計該方案的細部內容，

以及行銷費用、可行性評估等事項。教師引導各組設計行銷方案之執行

細節，並修正不合理的內容。學生設計或執行最佳方案之實例，例如：

選擇最佳方案為採用大眾運輸廣告—以公車車體廣告之方案；設計方

案細部內容，例如：行銷預算經費估計包括公車經費、交通費、人力經

費等一年花費了25.4萬元的成本；可行性評估，例如：包括一年銷售量

增加30%，預期效益150萬元新臺幣之損益估算，以及增加曝光率，提

高知名度、車體廣告面積巨大，可帶來強大的視覺吸引力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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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發表問題解決之結果

依據最佳行銷方案細部設計內容，提出執行後的預期效益，包括：

量化效益、質化效益，以呈現行銷問題獲得解決的成果。教師檢核各組

之指標合理性，並提出修正方向，直到沒有偏離行銷問題為止。學生發

表問題解決結果之實例，例如：量化指標之活動收益包括新臺幣78,000

元，利潤33,200元、2021年國內外銷售額增加新臺幣2,000萬；質性指標

之活動包括：體驗手工皂天然感受、舒壓、加深印象、增加顧客滿意

度、增强改良功效、增加銷售據點、設計多種包裝等。

十一、評量學習效果

各組發表問題解決結果，以書面、口頭報告或實作作品的方式呈現

學習成果。教師針對各組報告內容提問，並由學生回應，教師再協助修

改內容或作品。此外，考量時間與費用，僅擇優一組進行行銷方案驗

證，驗證方式是以該組的行銷方案成果，至實際行銷市場的目標顧客，

以便利抽樣方式抽取15位消費者訪問，調查消費者對該行銷方案的評

價，以獲得驗證效果。

伍、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課程綜合考量時間運作等各項因素，採用準實驗設計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此方法是當無法像真實驗設計進行隨機

抽樣與隨機分派，使實驗中的實驗組與控制組為等組，進而確認自變項

與依變項的因果關係。

本研究以106學年度大學部三年級一個班級國際行銷課程學生為控

制組，採用傳統講述教學方式，並於課程開始第一週進行學習成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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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態度與自我效能問卷前測，期末最後一週進行相同問卷的後測，前後

測人數經篩選去除無效問卷後，獲得有效問卷40份。另以107學年度大

學部三年級一個班級國際行銷課程學生為實驗組，採用PBL教學方式，

並於課程開始第一週進行前測，期末最後一週進行後測，前後測人數經

篩選去除無效問卷後，獲得有效問卷45份。本研究控制組受試人數計40

位，其中男生15位，女生25位；實驗組受試人數計45位，其中男生14

位，女生31位，兩組受試人數合計85位。此外，本研究於實驗組課程結

束後，額外施測一份PBL教學法態度問卷，調查學生於接受PBL教學法

後對PBL教學法態度的評價。受測人數為49位，經篩選無效問卷後，獲

得有效問卷48份。

因本研究以106、107學年度不同時間兩個班級進行實驗設計，為避

免產生抽樣偏誤，將兩次抽樣的前測樣本問卷的各研究變項，包括了解

程度、具備程度、學習態度、自我效能等，分別進行 t檢定，其結果顯

示各研究變項皆無顯著差異（如表2所示），故可將兩個樣本合併進行

統計分析。

表2

樣本偏誤之 t檢定

變項 t p
了解程度 -0.05 .95
具備程度 -0.01 .98
學習態度 0.64 .52
自我效能 1.24 .2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各研究變項之衡量，主要是參考相關文獻為依據，採用自行

設計或原設計量表，以確保各研究變項之信、效度。第一份問卷包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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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學習態度、自我效能三個研究變項，共17題；第二份問卷則

僅包含對PBL態度評價之研究變項，共8題。量表的尺度統一使用Likert

五點尺度，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各研究變項題項之題型均

為選擇題，評分方式以加總各題分數計算，同意程度愈高，表示分數愈

高。為測試問卷之效果，第一份問卷以同系同年級非本研究班級之學

生，共8位進行問卷預試，結果僅修訂問卷部分題項之文字與連接詞，

沒有受試者反應題項有不清楚之處。

第一份問卷，於「學習成效」研究變項量表共2題，一題是評量學

生對國際行銷理論如何應用至行銷問題的了解程度，另一題是評量學

生對行銷問題所需國際行銷專業知識的具備程度。量表的Cronbach’s α 

= .77（N = 40），具良好信度。「學習態度」研究變項量表是評量學生

對國際行銷課程的重要性、意義性及價值性之感受，題項採用Hwang與

Chang（2011）所設計的學習態度量表，共7題，量表的Cronbach’s α = 

.84（N = 40），具良好信度。「自我效能」研究變項量表是評量學生個

人在國際行銷課程的成績表現、理解能力、作業報告等之自信程度，

題項採用Pintrich等人（1991）所設計的自我效能量表，共8題，量表的

Cronbach’s α = .93（N = 40），具良好信度。

第二份問卷，為「對PBL教學法態度」研究變項之量表，衡量學

生對於本課程應用PBL教學法的評價。題項採用Mikkila-Erdmann、

Södervik、Vilppu、Kääpä與Olkinuora（2012）所設計的PBL教學法態度

量表，共8題，量表的Cronbach’s α = .86（N = 48），具良好信度。

本研究將各研究變項進行探索式因素分析，採用最大轉軸法，各

研究變項因素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學習成效」之因素負荷值介於 

.90～.91之間，「學習態度」之因素負荷值介於 .62～.90之間，「自我

效能」之因素負荷值介於 .72～.87之間，「PBL教學法態度問卷」之因

素負荷值介於 .60～.89之間，且所有研究變項均沒有刪除題項，各題項

因素負荷值均大於 .50，顯示所有研究變項均具備因素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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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研究變項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與因素構面結果

研究變項與題項 因素負荷值

學習成效

1.  在修完國際行銷課程後，我對國際行銷理論如何應用到行銷問

題的了解程度很高

2.  在修完國際行銷課程後，我對行銷問題所需國際行銷專業知識

的具備程度很高

因素1
.90

.90

學習態度

1. 我覺得學習這個課程是有意義且值得的

2. 我覺得學習跟這個課程有關的事物是值得的

3. 我覺得把這個課程學好是值得的

4. 我覺得學習和觀察更多有關這個課程的內容是重要的

5. 我想了解更多這個課程的學習內容

6. 我會主動搜尋更多與這個課程相關的內容

7. 我覺得對每個人來說，學習這個課程是重要的

因素1  因素2
.90
.78
.80
.63

.64

.87

.62
自我效能

1. 我相信我可以在這個課程得到優異的成績

2. 我確信能精通這個課程所教的方法技能

3. 我能理解這個課程最困難的部分

4. 我自信能理解這個課程老師所教最複雜的部分

5. 我自信能學好這個課程所教的基本觀念

6. 我自信能將這個課程所指定的內容做好

7. 我預期能在這個課程拿高分

8.  考量這個課程的困難度、老師、和我們這組的能力，我覺得我

可以學好這個課程

因素1
.87
.79
.86
.86
.79
.76
.85
.72

對PBL教學法態度

1.  在國際行銷課程採用問題導向學習方法是一種學習的好方法

2.  經由國際行銷課程實際使用企業問題，會激發我的學習動機

3.  由於國際行銷課程的隨堂定期練習，讓我的學習是有效率的

4.  由於國際行銷課程的隨堂練習覺得有意義，因此我可以對自己

的學習負責

5.  在國際行銷課程組員團隊中一起工作，我不會感到浪費時間

6.  在國際行銷課程組員團隊中分享彼此的資料（資訊），是很

棒的

7.  國際行銷課程的問題導向學習方法，也可以運用到其他課程中

8.  國際行銷課程的問題導向學習方法，我是可以學習到好的東

西的

因素1  因素2
.81
.55
.76
.69

.89

.87
.8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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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變項之因素分析構面方面，「學習成效」萃取一個因子，

命名為「國際行銷知能與應用學習成效」（2題）；「學習態度」萃取

兩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國際行銷學習價值」（4題）、「國際行銷學

習重要性」（3題）；「自我效能」萃取一個因子，命名為「國際行銷

學習自信度」（8題）；「PBL教學法態度」萃取兩個因子，分別命名

為「個人學習PBL態度評價」（6題）、「團隊學習PBL態度評價」（2

題）。

陸、結果與討論

一、學習成效變項

本研究以兩題項學習成效指標來衡量，分別是國際行銷理論如何應

用實務的了解程度、國際行銷課程專業知識的具備程度，分別由學生進

行前測、後測問卷填寫。

為排除前測差異的影響，採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

以便更精確地分析兩組的後測是否有顯著的差異。進行ANCOVA之

前，先檢測共變項與自變項具有獨立性，因準實驗研究可能存在獨立性

問題，故共變項與自變項應具獨立性的基本假設。以獨立樣本t檢定，

獲得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顯示，實驗組受試者的共變項分數均未顯著高於控制組

（t(83) = -0.05, p > .05; t(83) = 0.02, p > .05），故沒有違反獨立性檢定的

基本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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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共變項與自變項獨立性假設檢定

共變項

實驗組

（N = 45）
控制組

（N = 40） t
M      SD M      SD

了解程度 2.66   0.67 2.67   0.76 -0.05
具備程度 2.42   0.65 2.42   0.71 0.02

其次，再檢測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設，以一般線性模式之單變量

檢驗，獲得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

果，在了解程度與具備程度，顯著性p均大於 .05，故沒有違反組內迴

歸係數同質性假設，顯示適合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5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設檢定

變項 SV SS df MS F

了解

程度

迴歸異質性

誤差

0.02
21.52

 1
81

0.02
0.26

0.08

總和 21.54 82

具備

程度

迴歸異質性

誤差

0.01
26.96

 1
81

0.01
0.33

0.02

總和 26.97

接下來，採ANCOVA，並以前測學習成效變項為共變項，在實驗

組與控制組進行後測後，檢測其結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實驗組的

平均「了解程度」未顯著高於控制組（p > .05），然而，在實驗組的平

均「具備程度」卻顯著高於控制組（p < .05），表示實驗組具備程度平

均數3.88高於控制組的3.37。此外，效果大小Cohen d於了解程度方面，

d = 0.27屬於中等至高等效果之間，但在具備程度方面，d = 0.89則是屬

於高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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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結果可知，PBL教學法對於學生在國際行銷課程專業知識的

具備程度有顯著的幫助。

表6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變項 組別 N M SD Adj M SD F d

了解

程度

實驗組 45 4.08 0.55 4.08 0.07 1.55 0.27
控制組 40 3.95 0.45 3.95 0.08

具備

程度

實驗組 45 3.88 0.61 3.88 0.08 17.03** 0.89
控制組 40 3.37 0.54 3.37 0.09

**p < .01.

二、學習態度與個人自我效能變項

表7所示為評量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本課程的學習態度、個人自我效

能之學習活動的前、後測 t檢定結果。

表7

學習態度與個人自我效能的前、後測 t檢定

組別 變項 N M SD t

實驗組

學習態度
前測  45 4.16 0.41 -2.63**
後測 45 4.37 0.43

自我效能
前測 45 3.65 0.64 -3.73**
後測 45 4.03 0.57

控制組

學習態度
前測 40 4.11 0.41 0.67
後測 40 4.06 0.36

自我效能
前測 40 3.50 0.39 -4.13**
後測 40 3.76 0.37

**p < .01.

由表7可知，實驗組前、後測結果皆為正面的結果，學習態度有顯

著地改善（t(83) = -2.63, p < .01），且自我效能亦有顯著地改善（t(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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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p < .01）。亦即，應用PBL教學法後，不僅改善了學生對本課程

的學習態度，也改善了對本課程的自我效能，這與過去發現學習態度、

自我效能均有改善的研究結果是相似的（Hwang & Chang, 2011; Pajares, 

1996）。另一方面，控制組在參與本課程後，學習態度沒有顯著地改

善（t(83) = 0.67, p < .01），然而，自我效能卻有顯著地改善（t(83) = 

-4.13, p < .01）。

接下來，採ANCOVA分別以前測學習態度、前測自我效能為共變

項，進行學習態度、自我效能在實驗組與控制組進行後測之後檢測其結

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實驗組的平均學習態度顯著高於控制組

（p < .01），且實驗組的平均自我效能亦顯著高於控制組（p < .05）；

表示實驗組學習態度平均數4.37高於控制組的4.06，自我效能平均數

4.02高於控制組的3.75。此外，效果大小Cohen d在學習態度方面，d = 

0.79屬於中等至高等效果之間；在自我效能方面，d = 0.56則是屬於中

等效果。由以上結果可知，PBL對學生於國際行銷課程的學習態度、自

我效能，均有顯著地幫助。

表8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變項 組別 N M SD Adj M SD F d

學習

態度

實驗組 45 4.37 0.42 4.37 0.05 12.69** 0.79
控制組 40 4.06 0.36 4.06 0.06

自我

效能

實驗組 45 4.02 0.56 3.99 0.06 4.80* 0.56
控制組 40 3.75 0.37 3.78 0.07

*p < .05. **p < .01.

綜合上述結果可知，PBL對於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自我效能等影

響，在實驗組與控制組之組內、組間，均有顯著的差異正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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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PBL教學法態度變項

本研究變項之各題項平均數介於4.20～4.37，且整體平均數為

4.28，同意、非常同意人數百分比合計100%。顯示受試者對PBL教學法

態度的評價全數是持肯定的態度。

四、質性資料結果

除了上述實驗研究法的研究結果之外，本研究亦蒐集各組期末報告

之心得與收穫，共摘錄11位學生在PBL不同歷程中呈現的學習成效之實

例內容，作為量化研究結果之輔助驗證，列述如下：

（一）PBL教學法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學生對行銷問題所需國際行銷專業知識，以及國際行銷理論如何應

用至行銷問題等，是教學的一大挑戰，透過PBL教學法的過程可讓學生

增加體會與了解，進而提升其學習成效。

經過這次的國際行銷課程……，在上課時，我們能知道如何以

理論來做行銷，但是真正在做產品行銷時，就有很多實際面的事情

需要考量，這也讓我們知道產品行銷的困難點。（S1）

老師上課的方式非常生活化，而且是能實際應用的，我們覺得

非常值得。從課程分享到我們實際操作與練習……。（S2）

早就把STP、4P忘光光了，但因為這個課程，不會也得要會，

所以就上網找、翻書找，一遍不會就讀100遍，讀到能應用在報告

裡，現在STP和4P可以說是我深層記憶中的一部分了。（S3）

行銷學習的不只是理念懂，還需要實作才能完整了解整個行

銷企劃的流程。……且一再強調企劃前後的連貫性及一致性，以

及徹底了解STP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事。……不僅學到如何在面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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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互相理解與克服，也學到許多行銷企劃方面的技巧與實作經

驗。（S5）

（二）PBL教學法對學生學習態度的影響

依據教學經驗，傳統教學法學生是較被動的知識接收者，學生藉

由PBL教學法的過程，可引發學習動機、激發感受、思考自己的學習狀

態、觀念，以及行為的學習態度。

對於行銷企劃，並不是我們表面上看到的買與賣而已，而是

必須去做風險管理、市場調查、經過統整之後才能決定這個產品

要怎麼定位、怎麼銷售，這些都是行銷上要思考的重點，……同

時也要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希望獲得怎樣的服務，才能把產品賣出

去。（S2）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行銷，一開始我真的搞不清楚狀況，幸好

有隊友們的幫忙，以及老師的指導，經過每堂課對於報告的討論

後，我確實有比較了解什麼是行銷了。……上老師的課，都體會到

不一樣的上課方式，老師總是用不同的技巧讓我們理解課本裡的內

容，非常有趣且生動。（S5）

學到要完成一份可行性高的行銷企劃，除了要有行銷的基本知

識外，還必須要有創新的思考能力和遠觀性。（S8）

讓我們學習到的是，一份行銷企劃不能只是憑空想像，更不

能紙上談兵，而是要一次次不怕失敗的多方嘗試才能有收穫。

（S10）

（三）PBL教學法對學生自我效能的影響

依據教學經驗，學生學習的自信心一部分是來自於對課程的自信程

度。本研究採循序漸進的PBL教學法，將一個行銷問題解析成11個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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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當學生一步步完成每一個步驟，並解決其實際問題時，將會產生自

信心。

經過這次行銷報告的洗禮，讓我們更能體會到完成一個行銷計

畫的難處，每一個步驟都攸關於整體計畫的成功與否，所以必須

小心慎行，考慮各個面向。……然而最大的收穫是因為這次的課

程，……不但讓以前所學的行銷觀念派上用場，實際演練更在我們

腦海裡烙下深刻的印象，有所成長。（S3）

這次我們學到很多行銷手法，……並找出我們覺得最實際而且

有效益的，相信這些經驗在未來對我們一定很有幫助，不管我們要

創業或當主管，都是不可或缺的經驗。（S4）

經過這堂國際行銷課，……老師教會我們如何完成一份專業的

報告，包括內容、上臺的口語表達、服儀等，每個地方都細心教

導，讓我們對於未來的報告能夠更有專業度，在職場上也能更得心

應手。（S6）

（四）PBL教學法對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影響

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能力，往往與其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關，PBL教學

法的過程可訓練學生對一個實務問題進行診斷分析，並提出解決方案，

對於提升解決問題能力是有幫助的。

經過這堂國際行銷課，我們跟著老師的步驟走，每個步驟依照

書本資料或是向老師詢問，……從探討問題，到最後解決方案，每

個步驟環環相扣、前後呼應，一次次的修改，使我們對於行銷學有

了一定的了解。（S6）

透過這次行銷企劃實作的經驗，……在整個過程中，學到如何

利用有限的資源，解決該公司的行銷問題，還有要做出具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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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方案，要經過重重的考量，這些經驗都是我們在課本上學不到

的。（S11）

綜合以上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學生對PBL呈現出與傳統

教學法不同的感受與收穫，且是正面的態度，此與本研究實驗研究結果

大致是相似的。

五、實作結果

在期末報告過程中，鼓勵各小組設計與製作行銷方案的實作作品，

以提高真實感及創意表現能力。例如，有一組學生為了提高牛樟芝手工

皂組合的銷售量，將手工皂組合之包裝修改其設計，以提高美感與實用

度，改變包裝紙上的商標圖形為菱形，並於外包裝紙雙面印上底圖，內

封面印上書籤的圖形與折線，連結QR code提供製作書籤影片，教導消

費者如何自己製作，並利用影片呈現故事行銷；另有於內封面印上勵志

語錄與框線，消費者可依照框線剪下書卡。其產品與作品展示，如圖4

所示。

圖4　實作結果之學生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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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組為了驗證其設計的行銷方案是否實際可行？於臺中市區

採用便利抽樣法，訪問15位目標客群，經解說與呈現行銷方案給消費者

了解後，隨即進行問卷填答，以獲得意見回饋與評價。統計問卷結果

後，於書籤設計方面是否有創意、內封面印上勵志語錄是否有創意、是

否有購買意願、推展國外市場之可行性高低等四方面的評價，全部15位

受訪者回答同意及非常同意者，合計100%，顯示該組實作作品均獲得

正面的評價。

柒、教學省思

在PBL的實施過程中，教師扮演輔助、教練的角色，從旁幫助學

生，由學生主導歷程，然而，也有些重要因素可能影響最後的成效。因

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幾點省思：

一、學生學習效果省思

（一）學生在PBL學習過程中，需自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因

此，必須具備該問題的先備知識。本研究課程於開學即進行基本概念的

複習，對於後續課程實施極有幫助。然而，每組學生的先備知識存有差

異，因此，教師必須耗費較多精力與時間，以提升其不足，這是在教學

進度的掌握上可能會遭遇的困難。先備知識較不足之實例如下段文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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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排業師參與授課，讓學生體會理論與實務之落差，有非常

正面的效果，但此部分學生仍會有無法完全吸收或應用的情形。例如，

如何設定問題解決的目標，或者設定目標不恰當，均有賴於教師的引導

與修正，因此，教師得具備足夠的理論與實務經驗。目標設定較不恰當

之實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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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蒐集資料、洞察資料分析階段，各組查資料與判斷資料的

能力不一。議題探索的依據或品質等細節，教師事前最好要有清楚地講

解或示範，則成效較佳。查資料與判斷資料較不佳之實例如下所示：

臺

（四）腦力激盪階段，各組必須提出行銷策略，有些組別不知如何

應用而產生挫折感。究其原因，可能是行銷策略較抽象，且多數學生缺

乏實務經驗背景，教師必須耗費較多精力、時間講解，以彌補其不足。

行銷策略較不佳之實例如下所示：

（五）提出備選方案階段，會考驗學生對理論的理解、運用策略工

具及創造力。本研究發現，學生在本階段感受到難度較高，究其原因，

可能與理論工具紮實程度、創意思考能力等有關。亦即，想要達到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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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學生在這些方面的學習訓練亦不可少。備選方案較不佳之實例如

下所示：

06 提出備選方案

方案一：舉辦肥皂DIY體驗營活動，在各城
　市挑選合適地點進行。

方案二：舉辦節日聯名活動（如與國際海
　洋日聯名）在肥皂上，以及相關
　產品上設計符合節日的相關事務

（六）設計或執行最佳方案階段，在行銷方案的執行設計、成本費

用預估及可行性評估等，發現學生於本階段感受到難度較高。究其原

因，是實務經驗較缺乏，因此教師必須多花費時間傳授經驗給學生，以

便在課堂上可以應用。由此可證，安排鼓勵學生參與實務專題、實習

等，實有助於多元能力的培養。成本估算與可行性較不佳之實例如下

所示：

（七）由於PBL強調合作學習，各組同學的組成、合作能力，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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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有直接影響。例如，在過程中產生組員之間的分工不均、合作

態度不足，都會影響其進度與成果。因此，教師在分組協助及組員的學

習考核上，事先就必須有適當的配套措施。組員分工合作默契佳與不佳

之實例如下所示：

二、教師本身角色的省思

（一）在理論方面，國際行銷理論授課雖已對學生進行先備知識

的補充，但就全體學生之平均吸收先備知識而言，不如教師預期。因

此，在授課內容的難度、講述方式技巧等安排方式，都是教師未來可改

善或加強之處。若搭配得宜，將有助於PBL之實施成效。

（二）在實踐方面，國際行銷課程基礎理論先備知識的建立已占

用整學期時程的一半，因此，PBL歷程進行時間顯得有些不足，教師如

果在時間上可以增加，或者分配更適當，將可提高PBL更大的效果。其

次，本研究請業師提供行銷問題，作為PBL學習主題與界定問題，從學

生的心得報告中顯現出正面的反應，此可作為教師PBL歷程執行之

參考。

由於本研究大學部班級人數較多，因而分組數也多，教師與學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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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建構鷹架的時間相對較少，PBL成效有可能被稀釋。教師若限制修課

人數或採小班制，相信PBL之成效可能會較好。另外，本研究於學習成

效測量僅以兩題問卷衡量，且統計檢測結果雖達顯著水準，但成效進步

幅度僅有些微，即便本研究有補充多位學生期末報告的質性資料佐證。

然而，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用其他更好的學習成效測量工具或增加測驗題

數，以便能進一步測量其學習成效之程度。

在未來的教學改進方面，建議在PBL步驟的操作上，要更加注意其

範圍界定與執行內容選擇之適當性。例如，界定問題的範圍、設定問題

解決的目標，以及課程難易度的選擇等等。這些操作化的適當性，均有

可能影響PBL成效的測量，對於教學實踐是有幫助的。

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設計，探討採用PBL教學法是否優於傳統教學

法。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本研究課程結束後，學生於行銷問題所需國際行銷專業知

識的具備程度，具有顯著差異。

（二）採用PBL教學法，實驗組的學習態度、個人自我效能顯著優

於控制組。顯示PBL教學法在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學習態度方面，優

於傳統教學法。

（三）課程結束後問卷調查，學生對於PBL教學法的評價結果顯示

對PBL教學法都持正面的評價。

（四）本研究採用PBL教學法亦結合業師協同教學。綜合學生分組

心得報告回饋，顯示業師授課對於學習具有正面價值，包括：業師可進

一步提供行銷知識與現實中的應用、吸收業師產品與行銷的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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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學生獲得創意激發與實作執行經驗。

二、建議

（一）雖然本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於行銷問題所需國際行銷專業

知識的具備程度顯著優於對照組，但兩組學生在國際行銷理論如何應用

至行銷問題的了解程度，卻沒有顯著差異。此可能是受試學生大多數未

具有工作實務經驗，即使提供業師具有正面價值。因此，在吸收理論

後，如何應用於實務的能力相對較困難，未來有必要再思考如何再彌補

其不足。

（二）在教學實踐方面，由於PBL教學法實施過程中有許多因素會

同時影響學習成效，建議未來對於有意運用PBL者，從問題主題的設定

到執行或設計方案等各階段，都必須仔細考量所面對的學生背景與能

力，並由教師在引導過程中彌補其不足，如此，PBL教學法的成效將會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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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Teaching in a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Course

Yung-Tai Tang*

Abstract

Delivering theoretical marketing knowledge to students enrolled in an 
undergraduate course 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ffered by the university 
while also enabling them to apply such knowledge in practical situations is 
a major challenge in teaching. Various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have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adopted a student-centered,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teaching model. 
Employing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apply the 
PBL teaching method in an undergraduate course 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to investigate differences in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students accepting 
PBL teaching and those accepting conventional teaching. A total of 85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through convenience sampling from 
students enrolled the cours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with the use of research instruments comprising scales for 
learning outcomes, learning attitudes, and self-efficac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tudents accepting PBL teaching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ed those 
accepting conventional teaching in terms of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learning attitudes, and self-efficacy. Furthermor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students who accepted PBL 
teaching to explore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his teaching metho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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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results revealing that all of the students held positive feedback toward 
PBL teach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served as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o 
practice PBL teaching in subjects related to business management.

Keywords:  self-efficacy,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course, learning outcome, learning attitu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