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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鑒於本校研究生佔全體學生人數近一

半，自 2010 年開始將研究所畢業生問卷納入問卷調查項目之一，今年已邁入第

三年。本年度於六月初開始進行網路問卷調查，於七月底結束，期間每週針對未

填答同學，寄送電子郵件催收。本年度問卷內容分為四大面向：基本資料、課程

與學習、論文寫作、學習成果。有感於「論文寫作」為研究所與大學學習歷程最

大的不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學習經驗，因此本年度的問卷題目設計，皆圍繞在

論文寫作，從論文題目訂定、文獻收集、論述發展到論文撰寫，均進行較深入的

調查。希望透過本次的調查，能對本校研究生在論文寫作上所產生的困擾，有更

深入的了解。個別研究所若對調查結果有興趣，歡迎逕洽教學發展中心規劃研究

組。 

 

貳、調查結果 

本問卷採四點量表，從 1 至 4 代表同意程度，1 代表非常不同意，4 代表

非常同意。本次問卷回收 1671 份，回收率為 31.6 %。為方便說明，以下圖表

將以同意百分比 (亦即同意和非常同意兩者百分比相加的數值) 表示。 

 

一、基本資料 

今年度的填答者中，碩士班畢業生有 1421 人 (85%)，博士班畢業生 250 人 

(15%)。就讀研究所時的身分由圖 1 可知，全職生佔大多數，其中碩士班有 96%，

博士班有 87%。又博士班為在職進修者 (13%) 的比例相較於碩士班 (4%) 高出

許多。 

 

                      圖 1 就讀研究所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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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所選擇的就讀領域如圖 2，高達九成的同學，會選擇與過去所學相同

或相似的領域就讀，又就讀的學位越高，轉換到不同領域的可能性也越小，如碩

士班與大學就讀領域完全不同者約 11%，博士班與碩士班所學領域完全不同者則

降至 6%。 

 

                    圖 2 研究所就讀領域 

 

    研究生畢業後的計畫，由圖 3 可看出絕大多數是投入就業市場，碩士班約有

七成左右，博士班則有八成五。又碩士班畢業生打算繼續升學者約為 14%，博士

班則為 5%。相較於博士畢業生 (2%)，碩士生也有較多人打算參加國考或準備專

業考試 (11%)。 

 

                    圖 3 畢業後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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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4 所示，繼續升學的畢業生中僅有 5% 的同學選擇與過去所學不同領

域，呼應上述的研究生就學現況。繼續升學的就讀地點則以國外較多 (圖 5)，也

有 12% 的同學選擇中國大陸的學校。 

 

 

         圖 4 繼續升學的就讀領域 

 

         圖 5 繼續升學的就讀地點 

 

二、課程與學習 

(一) 課程規劃 

圖 6 為學生對於所上課程規劃的看法。綜合而言，多數學生都認為所上的課

程對於完成學位論文有幫助，尤其是對於論文的專業知識的幫助程度，有高達九

成同學表示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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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 所上課程規劃 

 

(二) 指導教授角色 

由圖 7 可知，指導教授在學生完成論文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諮詢角色，不

論是決定研究主題、研究或實驗的過程、撰寫論文，或是建立自我論述等各面向，

都有超過九成的學生表示指導教授提供了諮詢，顯見指導教授在研究所學習的重

要性。 

 

 

                          圖 7 指導教授扮演的角色 

 

(三) 論文寫作學習投入情形 

論文寫作的各個階段，多數學生都投入了不少時間 (圖 8)。相較之下，為

數較少的學生花很多時間決定研究題目，但一旦題目決定之後，之後的文獻蒐集

與閱讀、做研究、建立論述、寫論文都需要相當程度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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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論文寫作學習投入 

 

三、論文寫作 

    論文寫作為研究生不同於大學生的重要學習經驗，故本次問卷特針對學生在

論文寫作各階段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做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一) 論文題目 

1、題目來源 

   決定論文題目為論文寫作的第一步，除了瞭解自己感興趣的主題之外，研究

題目的深度、廣度，以及研究範圍等都必須詳加斟酌。在填答者可以複選題目來

源的狀況下，本次調查結果顯示，約半數的學生 (55%)，論文題目來自於指導教

授，42% 的學生是自己找研究議題。約 1/3 的同學表示，研究主題是指導教授

研究計畫的一部分，或是承接學長姐的研究成果繼續深入研究。也有約 1/4 的同

學是自己從文獻中尋找題目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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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論文題目來源 

 

2、決定論文題目的困擾 

   約有半數的學生表示在決定論文題目上是有困擾的 (圖 10)。而這些學生之

中，多數的人都因為不確定題目的難度，擔心無法完成而感到困擾 (59%)。其他

如難以從文獻中找出題目、題目模糊難以界定、多數題目前人都已做過、題目過

大難以聚焦等，則約有 1/3 的同學因此感到困擾 (圖 11)。 

 

       圖 10 決定論文題目是否有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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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決定論文題目感困擾原因 

 

(二) 文獻回顧與批判 

    決定論文題目之後的文獻回顧與批判，有半數的學生 (54%) 表示有困擾，

如圖 12。其中又以「文獻龐雜，歸納整理能力不足」(47%) 與「無法判斷對文

獻批判論點是否合理」的比例較高 ( 45%)。接著較多學生感到有困擾的原因是

因為「沒有批判的習慣」以及「閱讀原文書籍或期刊沒有效率」(36%)。「難以找

出前人研究成果之不足」、「不知從何尋找文獻來源」、「跨領域研究使得文獻回顧

與批判難度加深」則約有 1/4 強的學生感到困擾 (圖 13)。根據學生的經驗，為

突破文獻回顧相關的困擾，相較於就教指導教授以及同學，多數人更傾向於自己

解決 (83%)，圖 14。 

 

    圖 12 是否有文獻回顧與批判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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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文獻回顧與批判感困擾原因 

 

        圖 14 突破文獻回顧與批判困擾的方式 

 

(三) 建立獨特新穎的自我論述 

    建立獨特新穎的論述，是論文寫作的關鍵之一，本次調查顯示，有超過半數

學生 (54%) 表示有此方面的困擾，如圖 15。由圖 16 可知，感到困擾的原因包

括「過去都是歸納統整別人的論述」(54%)、「不知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找新論

述」(48%)、「沒有提出論述的習慣」(46%)、「不太會連結看似不相關的知識，創

造新的論述」(42%)。換句話說，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較缺乏建立論述的訓練

與經驗，因此也就沒有培養出這樣的習慣。未來老師或許可以思考，對於研究所

的課程要求，可以提供提出論述的機會，加強學生論述的能力。 

     突破建立論述困境的方式，較多的學生 (76%) 表示是經由長時間醞釀後的

靈感或領悟，而完成論述建立。其次則是請教指導教授 (63%) 與同學 (50%)，

如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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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 是否有建立自我論述的困擾 

 

 
                    圖 16 建立自我論述感困擾原因 

 

 

                    圖 17 突破建立自我論述困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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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術論文撰寫 

1、相關經驗 

   關於學術論文撰寫的相關經驗，在撰寫學位論文之前，有近半數 (49%) 的學

生有獨立研究及撰寫學術報告的經驗，1/3 有在學術會議報告的經驗，1/5 有向學

術期刊投稿的經驗，修過論文寫作課的則較少，僅有 17%。完全沒有相關經驗

的則有 27% (圖 18)。 

 

 

                     圖 18 論文撰寫相關經驗 

 

2、論文撰寫的困擾 

   在完成論文的各階段中，以「論文撰寫」學生感到最為困擾。相較於先前各

階段，均有約半數的同學感到有困擾，而在撰寫論文上則有 2/3 的學生表示有

困擾，圖 19。而多數感到困擾的原因係「不知如何彰顯自己研究的重要性」以

及「研究結果不如預期時，不知如何解釋」。另外有四成的學生表示「不知如何

與先前文獻比較，彰顯自己研究的價值與貢獻」以及「不知如何確立全文邏輯一

貫的論述」，如圖 20。由此可知，學生對於自己所研究主題的重要性與價值，普

遍不知如何表述，另外，對於如何解釋不如預期的結果，以及確立論述也較無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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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 是否有論文撰寫的困擾 

 

 

                        圖 20 論文撰寫感困擾原因 

 

3、論文撰寫過程的感受 

在撰寫論文過程中，研究生的心情是如何呢? 本次的調查顯示有近九成的學

生感覺很充實，也有為數一樣多的學生感到辛苦，感到很焦慮的則有八成。另外，

感到有趣與痛苦的各有約六成左右。至於很享受其中的過程，以及另一極端的不

想再有第二次經驗，則約有半數 (圖 21)。在各種正向與負向的情緒交錯之下，

對學生而言，論文寫作實在是苦樂參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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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論文撰寫感受 

 

(五) 論文完成後之自我評估與感受 

1、認知層面 

    論文完成之後，研究生對於自我認知層面的評估如圖 22 所示。由圖可知，

學生普遍都給予高度正面的回饋，高達九成以上的學生都表示學會了「收集證據

或做實驗解決問題或驗證假設」、「解釋收集的證據或實驗結果的意義」、「運用所

學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以及「建立前後邏輯一貫的論述」。值得注意的是，雖

然確立全文邏輯一貫的論述，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對若干學生而言是困擾，但在

完成論文之後，絕大多數學生都表示已經學會，可見論文寫作的確是相當好的訓

練。約半數學生的論文與畢業後要走的方向相關性高，而僅有約一成的學生表示

不知道自己從中學到了什麼。     

 

 
圖 22 論文完成後自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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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意層面 

    除了認知層面之外，論文完成之後，學生的情意感受也在此次的調查範圍。

大部分學生表示「寫論文的經驗很值得」(94%)、「寫論文的經驗苦中帶甘」(91%) 

以及「寫完論文很有成就感」(90%)。對於往後研究的動機與信心，則約有五到

七成不等的學生表示認同 (圖 23)。綜合而言，學生對於完成論文後的整體感受

與認知層面的評估均偏正向。 

 

                    圖 23 論文完成後感受 

 

四、學習成果 

一、核心能力與整體評估 

    由圖 24 可知，研究生對於所上的核心能力，多數都是清楚 (83%) 與認同 

(85%) 的。而所上老師的教學以及課程規劃對於核心能力的培養，也得到學生的

認可與肯定。八成的學生表示如果重來，仍會選擇目前就讀的研究所；若以 0-100 

表示對於目前研究所的滿意程度，平均則為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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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核心能力與整體評估 

 

二、對於所就讀的研究所感興趣與瞭解程度 

    學生對於就讀研究所感興趣的程度，畢業時比起入學時的平均數略降一些 

(以 0-100 表示)。瞭解的程度則正好相反，畢業時比起入學時較為上升。該趨勢

與過去兩年調查的結果相同 (表 1)。 

 

 表 1 歷年來學生對於就讀研究所感興趣與瞭解的程度 

  對就讀研究所感興趣程度 對就讀研究所瞭解程度 

  入學時 畢業時 入學時 畢業時 

2012 79.8 75.6 73.3 82.0 

2011 79.1 73.9 70.2 81.6 

2010 79.7 74.7 69.6 84.4 

 

 

參、結論 

本年度研究生的問卷調查，主要聚焦於論文寫作，除了瞭解論文寫作各階段

的困擾與突破方式之外，也從「課程與學習」與論文的關聯性，以及完成論文後

的自我評估等面向，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在論文寫作的各個階段，皆有半數的學生感到困擾，尤以「論

文撰寫」為數最多。決定論文題目時，較多學生困擾於無法掌握題目難度，而擔

心無法順利完成論文；對於文獻回顧與批判，囿於歸納整理能力不足，以及無法

判斷批判論點是否合理，學生因此感到困擾；在建立獨特新穎論述時，學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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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這樣的習慣而感侷促，可能是以前都是歸納統整別人的論述，或是不知如何

在前人基礎找新論述。至於最多人感到困擾的論文撰寫，主要的原因為不知如何

彰顯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不知如何解釋不如預期的研究結果。而不管在哪個階段

遇到困難，多數學生傾向於自己解決困擾，再者才是請教指導教授。 

 

學生對於所上課程規劃之於論文撰寫有幫助的認同度相對較低，這項結果或

許呼應了學生最感困擾的是論文寫作。論文撰寫與產出為研究生最重要的學習課

題，因此建議各所鼓勵學生多修習寫作中心開授的寫作相關課程，或是在平常課

程中加強這方面的訓練，俾使學生有更紮實的基礎。即使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多

有困擾，不過絕大多數學生都表示，在完成論文之後，認知層面皆有所增長，學

會了做研究的方法。情感上則認為這是苦中帶甘，卻又值得與有成就感的經驗。 

 

研究生對於所上核心能力的了解，以及所上對於達成核心能力的培育都有正

向的回饋。與大學部畢業生相比，研究生的數據都較高。而對於就讀研究所的感

興趣與瞭解程度，若以各年度數據來看，趨勢一致。感興趣的程度在畢業時較入

學時略微降低，而瞭解的程度在畢業時較入學時提高。若與大學部相比，不論是

感興趣或瞭解程度，研究生在入學時的數據都較高。研究生對於繼續就讀領域，

通常都會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與興趣，才會決定投身其中，因此這項結果相當合

理。不過研究生在畢業時的感興趣程度略微下降，則需要再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