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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高校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隐性逃课现状

及其对食品毒理学成绩的影响

张志刚,史传道,辛摇 宝,田敏敏,刘龙珠,李摇 娟,周摇 晶

[摘要]目的:了解某中医高校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本科生隐性逃课现状,分析引起隐性逃课的原因及对食品毒理学课程成

绩的影响,为提高食品毒理学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方法:2019 年 5 月 6 日采用整群抽样法选择陕西中医药大学 2016 级食品卫

生与营养学专业 50 名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调查隐性逃课情况及其原因,并分析隐性

逃课对食品毒理学考试成绩的影响。 结果:调查对象隐性逃课(隐性逃课时间逸5 min)发生率为 87. 76% ,隐性逃课各因子学

业认知、学习习惯、自我调整、课堂认知和学习环境评分分别为(8. 16 依 2. 51)(16. 86 依 3. 03)(23. 45 依 3. 03)(12. 06 依 3. 94)和
(12. 96 依 3. 03)分。 隐性逃课时间 5 ~ 15 min 最多占 71. 43% ,主要发生在 7 ~ 8 节(32. 65% )、3 ~ 4 节(28. 57% )和 5 ~ 6 节

(24. 49% );逃课方式主要表现为发呆(69. 39% )、玩手机(53. 06% )和看其他书籍(26. 53% );发生教学环节主要为理论讲授

(69. 39% )、播放教学视频(34. 69% )和自由讨论(34. 69% )。 隐性逃课原因中与学生相关的主要因素有因困倦或心情原因导

致精力不能集中(87. 76% )、学习目标不明确(46. 94% )以及对课程不感兴趣(42. 86% );与教师相关的主要因素有:讲课枯燥

无味(69. 39% )、教学方法不灵活(59. 18% )以及表达能力欠缺(20. 41% )。 隐性逃课因子学习环境与成绩存在负相关关系

( r = - 0. 32,P < 0. 05)。 结论:该中医高校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本科生隐性逃课现象普遍存在,隐性逃课因子中学习环境

对课程成绩的影响较大,教师应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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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of recessive truanc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chievement of food toxicology
course in food hygiene and nutrition major in colle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ANG Zhi鄄gang,SHI Chuan鄄dao,XIN Bao,TIAN Min鄄min,LIU Long鄄zhu,LI Juan,ZHOU Jin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Xianyang Shaanxi 71204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recessive truancy among undergraduates in food hygiene and nutrition major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and analyze the causes of recessive truanc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chivement of food
toxicology course,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food toxicology. Methods:Fifty undergraduates of the
2016 food hygiene and nutrition major in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ere investigated by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on May
6,2019.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cessive truancy and its causes,and the influence of
recessive truancy on the achivement of food toxicology course was analyzed. Results:The incidence rate of recessive truancy( recessive
truancy time wa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five minutes)was 87. 76% ,and the scores of cognition of study,study habit,self鄄adjustment,
cognition of class and environment of study of recessive truancy factors were(8. 16 依 2. 51),(16. 86 依 3. 03),(23. 45 依 3. 03),(12. 06
依 3. 94)and(12. 96 依 3. 03) points,respectively. The five to fifteen minutes of recessive truancy was the most,which accounted for
71. 43% ,and mainly occurred in the sections 7 - 8(32. 65% ),3 - 4(28. 57% ) and 5 - 6(24. 49% ). The main forms of recessive
truancy were in daze(69. 39% ),playing mobile phones(53. 06% ) and reading other books(26. 53% ). The main teaching links of
recessive truancy were theoretical lecture(69. 39% ),playing instructional video(34. 69% )and free discussion(34. 69% ). The lack of
concentration due to sleepiness or mood(87. 76% ),unclear learning objectives(46. 94% )and not interested in the course(42. 86% )
were the main factors related to students忆 recessive truancy. The boring lecture(69. 39% ),inflexible teaching method(59. 18% ) and
lack of expression(20. 41% ) were the main factors of teachers.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recessive truancy factor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hievement( r = - 0. 32,P < 0. 05). Conclusions:The recessive truancy is widespread among undergraduates in food

摇 摇 摇 hygiene and nutrition major in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and the effect of study environment on achievement
is great. The teachers should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of
study,and cultivate good study habits of students.
[Key words] recessive truancy;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摇 摇 摇 摇 摇 university; food hygiene and nutrition; food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toxicology;achi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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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隐性逃课是指学生按时来上课,似乎也在认真

听课,但实质则“形在而神不在冶,不听老师讲课,只
顾自学其他知识或从事其他与课堂无关的事,如自

学其他科目、睡觉、聊天、玩手机、发呆等[1 - 2]。 研

究[3 - 5]表明,大学生隐性逃课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

响了课堂教学效果。 为进一步适应社会和学科发展

的需要,我校于 2016 年开设了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

业,旨在培养从事营养支持与治疗、健康管理、食品

卫生管理、食品质量检验与监督等相关工作的高级

专业人才。 为了解该专业学生隐性逃课现状、原因

及其对课程成绩的影响,本研究在食品毒理学教学

过程中做了调查分析。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2019 年 5 月 6 日采用整群抽样法

选择陕西中医药大学 2016 级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

业 50 名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实际调查 49 名(1 名

学生缺勤),其中男生 11 名(22. 45% ),女生 38 名

(77. 55% )。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隐性逃课的评价摇 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

价相结合的方法,编制问卷调查研究对象隐性逃课

情况。 定性评价包括隐性逃课时间及分布、方式、涉
及教学环节、影响因素等;定量评价采用苏明宏

等[6]编制的大学生隐性逃课量表进行,该量表分为

5 个因子(学业认知、学习习惯、自我调整、课堂认知

和学习环境),共 28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5 级记

分,由 1 ~ 5 表示符合程度由低到高,评分越高表示

隐性逃课程度越严重。 在食品毒理学课程最后 1 次

课结束后,统一发放问卷并现场回收。
1. 2. 2摇 考试安排和成绩评价摇 根据学校统一安排

进行试卷命题和闭卷考试,试卷命题参照教学大纲

进行,总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10 min,考试结束

后 1 周内完成试卷评阅。
1. 3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和 Pearson 相关性

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一般情况摇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49 份,收
回 49 份,回收率为 100% ;调查问卷中隐性逃课量

表内部一致性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643。
2. 2摇 隐性逃课发生情况 摇 调查对象中 43 人出现

隐性逃课 (隐性逃课时间 逸5 min), 发生率为

87. 76% 。 隐性逃课各因子:学业认知、学习习惯、自

我调整、课堂认知和学习环境评分分别为(8. 16 依
2. 51)(16. 86 依 3. 03) (23. 45 依 3. 03) (12. 06 依
3. 94)和(12. 96 依 3. 03)分。
2. 3摇 隐性逃课的时间比率及分布情况摇 理论课授

课时间为 50 min,隐性逃课时间 5 ~ 15 min 人数最

多占 71. 43% ,其次为 1 ~ 5 min[6 人(12. 24% )]、
15 ~ 30 min[5 人(10. 20% )]和 30 ~ 45 min[3 人

(6. 12% )]。 隐性逃课发生时间段依次为 7 ~ 8 节

[16 人(32. 65% )]、3 ~ 4 节[14 人(28. 57% )]、5 ~
6 节 [ 12 人 ( 24. 49% )] 和 1 ~ 2 节 [ 7 人

(14. 29% )]。
2. 4 摇 隐性逃课的方式 摇 学生隐性逃课的方式顺

位为发 呆 [ 34 人 ( 69. 39% )]、 玩 手 机 [ 26 人

(53. 06% )]、看其他书籍[13 人(26. 53% )]、聊天

[5 人(10. 20% )]和睡觉[5 人(10. 20% )]。
2. 5摇 隐性逃课的教学环节摇 最容易发生隐性逃课

的教学环节为理论讲授[34 人(69. 39% )],其次为

播放教学视频[17 人(34. 69% )]、自由讨论[17 人

(34. 69% )]、案例分析[3 人(6. 12% )]、思考提问

[1 人(2. 04% )]。
2. 6摇 隐性逃课的原因分析摇 影响隐性逃课的原因

中与学生相关的因素有:43 人(87. 76% )因困倦或

心情原因导致精力不能集中,23 人(46. 94% )学习

目标不明确,21 人(42. 86% )对课程不感兴趣,8 人

(16. 33% ) 认为听课与考试成绩相关不大,6 人

(12. 24% ) 认 为 听 课 与 就 业 关 系 不 大, 5 人

(10. 20% )课堂管理不当。 与教师相关的因素依次

为:讲课枯燥无味[34 人(69. 39% )],教学方法不

灵活 [ 29 人 ( 59. 18% )], 表达能力欠缺 [ 10 人

(20. 41% )],普通话不标准[8 人(16. 33% )],教学

内容不适当[4 人(8. 16% )],考评方式不完善[4 人

(8. 16% )],教学态度不端正[2 人(4. 08% )]。
2. 7摇 隐性逃课与食品毒理学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分

析摇 食品毒理学考试成绩为(73. 57 依 10. 78)分,隐
性逃课学生考试成绩(73. 02 依 10. 68)分与非隐性

逃课学生(77. 50 依 11. 62)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0. 95,P > 0. 05)。 相关分析显示,隐性逃课因子中

学习环境与考试成绩存在负相关关系( r = - 0. 32,
P < 0. 05);学业认知、学习习惯、自我调整和课堂认

知与考试成绩无相关关系( r = - 0. 19、0. 19、0. 13、
- 0. 26,P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最基本、最主要的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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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高校课堂教学管理的不断增强,大学生显

性逃课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隐性逃课现象呈明

显上升趋势,直接影响了学生学风和课堂教学质

量[7]。 本研究表明,该中医高校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专业本科生隐性逃课(隐性逃课时间逸5 min)发生

率为 87. 76% ,低于医学生隐性逃课水平[8]。 进一

步分 析 表 明, 隐 性 逃 课 时 间 5 ~ 15 min 最 多

(71. 43% ),且 7 ~ 8 节发生比例最高(32. 65% ),与
马雅菊[7]报道一致。 隐性逃课表现依次为发呆、玩
手机、看其他书籍、聊天和睡觉,与其他研究[7 - 10] 中

表现形式一致,但比例存在一定的差异。
按照学校培养方案,该专业本科生需要学习掌

握自然科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食品卫生与营养

学等课程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其中,食品毒理学是

该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研究食品中可能存在或

混入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对人体健康损害的作用与机

制,评价其安全性和预防措施[11 - 12]。 我校自 2019
年开始食品毒理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通过课堂

讲授、案例分析、实验等方式,从毒理学的角度,为学

生从事食品安全性评价工作奠定基础。 本研究表

明,教学过程中隐性逃课发生环节比例由高到低为

理论讲授(69. 39% )、播放教学视频(34. 69% )、自
由讨论(34. 69% )、案例分析(6. 12% )以及思考提

问(2. 04% )。 可知,需改变传统的以 PPT 和板书为

主的教学模式,同时增加案例分析和课堂思考提问

环节的比例。
隐性逃课原因分析显示,与学生相关的因素表

现为 因 困 倦 或 心 情 原 因 导 致 精 力 不 能 集 中

(87. 76% )、学习目标不明确(46. 94% )以及对课程

不感兴趣(42. 86% );与教师相关因素表现为:讲课

枯燥无味(69. 39% )、教学方法不灵活(59. 18% )以
及表达能力欠缺(20. 41% );与相关研究[5,13] 结果

基本一致。 可知,应根据食品毒理学课程特点(理
论性强,涉及学科范围广,部分内容抽象、枯燥等)
和教学大纲,明确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目标,灵活采

用各种教学方法,将枯燥内容趣味化,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
进一步从个体认知和行为的角度(学业认知、

学习习惯、自我调整、课堂认知、学习环境)深入研

究隐性逃课原因发现,调查对象隐性逃课各因子学

业认知、学习习惯、自我调整、课堂认知和学习环境

评分分别为(8. 16 依 2. 51)(16. 86 依 3. 03)(23. 45 依
3. 03)(12. 06 依 3. 94)和(12. 96 依 3. 03)分,其中学

习环境与食品毒理学成绩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可

知,应加强教师对课堂的管理,以启发式、参与式的

教学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活跃课堂气氛,同时

让学生养成上课记笔记、课后复习的学习习惯。
综上可知,该中医高校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

本科生隐性逃课现象普遍存在,隐性逃课因子学习

环境对课程成绩的影响较大,教师应强化课堂管理,
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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