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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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本調查) 項目之一，以了解本校研究生的學習行為。本調查針對

應屆畢業生進行普查，採網路問卷形式。調查時間於五月初開始，七月底結束，期間每週針對未填答同

學，寄送電子郵件催收。為能比較不同年度的調查結果，今年的問卷題目沿用去年版本，並做部份調整。

本調查主要包括四大面向：基本資料、學習成果、課程與學習，以及研究所求學經驗回顧。此調查報告

以分析整體資料為主，可作為本校制定相關政策及本中心提供相關服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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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有效問卷共 1858 份，回收率為 33.82%。問卷中多數問題採四點量表以及複選的勾選方

式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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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說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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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者基本資料 

    今年度的填答者中，全職研究生佔大多數，為 95%，在職生僅佔 5%。填答研究生約有 42% 其前

一求學階段是在台大就讀(圖 1)，而研究所選擇的就讀領域如圖 2，選擇與前一學位階段領域相同者約

有 64%，相近者約有 35%，完全不同者僅有 1%，可見本校研究生就讀領域仍與前一學位相同或相近，

轉換跑道者相對較少。 

 

 

 

 

 

 

圖 1 前一求學階段是否在臺大就讀 圖 2 研究所就讀領域 (包含碩班與博班) 

圖 1 研究所就讀領域與前一學位就讀領域

之關係 (包括碩士與博士班) 
圖 2 前一階段是否在臺大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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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七成八的研究生畢業後計劃投入職場】 

由圖 3 可看出約 78% 的研究生打算

就業，計劃繼續升學約有 13%，其中大部

份為碩士生，另外約有 6% 準備國考或其

他專業考試。至於選擇其他者，多數計劃出

國打工、當交換學生或作博士後研究，亦有

同學選擇先實習以累積職場經驗。 

 

【打算繼續升學的畢業生中，約有八成選擇至臺灣以外的國家進修】 

    在選擇繼續升學的畢業生中，幾乎為碩士生，因此就碩士生的資料來看，近九成五 (48%+47%)1 

的畢業生選擇與過去所學相同或相近的領域 (圖 4)，且約近八成的畢業生選擇至國外進修，其中以

選擇至北美留學者最多，選擇繼續留在國內進修的畢業生則約有 21% (圖 5)。打算繼續進修的學

生中，約有 27% 的畢業生已申請到學校。在這 27% 已申請到學校的學生中，半數仍留在臺灣進

修 (約 55%) ，約 31% 選擇至北美進修 (圖 6)。 

 

                                                      
1
 因小數點進位至個位數，圖表內數值加總後可能超過 100%。 

圖 3 畢業後的計畫 

圖 5 繼續升學者選擇就讀領域 圖 4 繼續升學者選擇前往就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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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果 

【高達九成畢業生清楚且認同所上核心能力；八成四以上畢業生肯定所上課程規畫及老師教學對於培養

核心能力的幫助】 

絕大多數的畢業生都清楚與認同 (92%) 所上期待學生具備的核心能力，如圖 7。約有 84% 的學

生認為所上的課程規畫能夠培養核

心能力，約有 89% 的學生認為老師

的教學可以培養核心能力，由此可見

所上的課程規畫及老師教學皆獲得

學生肯定。然而，僅有 78% 的畢業

生表示若重新選擇願意選擇就讀同

樣的研究所，相較之下數量顯得較

少。 

 

 

圖 6 申請到學校與否及選擇就讀國家 

圖 7 對於所屬研究所整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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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比較入學時及目前狀況，平均而言，感興趣及滿意程度微幅降低，了解程度則是大幅升高】 

    相較於入學之際，畢業生對於就讀研究所感興趣程度(以 0-100 表示，表 1)，由 78.2 降至 71.3；

對於就讀研究所的瞭解程度，則由 56.8 升至 80.9，也就是說學生在就讀研究所後，對於該所的了解

程度有明顯地上升；對所的整體滿意度上，則是呈現微幅下降 (當初為 75.1，畢業時為 71.6)。本年度

的結果與過去四年相同，建議未來可更深入探討研究生為何對所就讀的研究所感興趣及滿意程度下降，

以作為各所教學精進的參考資訊。 

表 1 歷年學生對就讀研究所感興趣、了解與滿意程度比較 

 
對就讀研究所感興趣程度 對就讀研究所了解程度 對就讀研究所滿意程度 

 
入學時 畢業時 入學時 畢業時 入學時 畢業時 

20142 78.2 71.3 56.8 80.9 75.1 71.6 

2013 78.8 72.3 68.6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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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認為自己在本校基本素養具備程度平均達到 7 分以上】 

  圖 8 為畢業生自評個人具備本校基本素養的程度 (0-10)。整體來看，畢業生認為個人在本校基本素

養的具備程度上，平均都有達 7.0 以上，其中最高的前三項能力分別為「道德思辨與實踐」 (平均 7.90 

分)、「專業知能」 (平均 7.66 分)、「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平均 7.64 分)；相對具備程度較低的基本

素養則是「美感品味」 (平均 7.02 分)、「身心健康管理」 (平均 7.12 分)以及「國際視野」(平均 7.24 

分)。 

                                                      
2
 今年量表改為 0-10，為方便與歷年比較，自動將平均乘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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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認為培養個人基本素養的來源，大多主要來自主要修課活動及教師教學】 

    在畢業生評估個人具備本校基本素養程度後，繼續詢問畢業生，整體來說，哪些活動是他們認為可

以培養基本素養的來源，結果如圖 9。結果可見，學生認為培養基本素養的主要來源是修課 (約 80 %) 

包括系所課程、通識課程、跨領域學程課程等；次為學習活動 (約 70%)，包括課後作業、實習、進行

研究或專題等；再者為教師教學 (約 60%)，包括課程設計、教學法、課堂活動等。由於研究所教學主

要是以專業訓練為主，超過一半的學生認為修課、學習相關活動、教師的教學是培養基本素養的主要來

源並不意外。因此不論是校方或各學系在課程規劃上應注重學生在各方面學習的平衡，鼓勵學生積極參

加各種校內或校外活動，以均衡發展各種面向，不僅開拓視野，同時亦有助了解自我。 

圖 8 本校基本素養具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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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基本素養培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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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與學習  

(一) 課程規畫 

【約有八成四的畢業生認為所上的課程規畫對撰寫論文或繼續進修有幫助；約近七成畢業生認為能為就

業做好準備】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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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學位論文

有幫助 (約 83%)，而且能夠幫助學生為繼續進修做好準備 (約 85%)，可見大部份學生認為研究所的課

程規畫與訓練有助其學術能力。至於認為研究所課程能夠為就業做好準備的比例則相對較低，僅約 

69%。校內不論對於論文寫作或提升就業能力皆不遺餘力。校內除了設有寫作教學中心，提供中、英文

論文寫作相關諮詢服務，同時也開始推廣學生畢業前實習的計畫。建議強化宣傳實習計畫等與就業相關

之政策，並且進行成效分析，以利持續提升，為同學增加職場競爭力。 

 

圖 10 所上課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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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導教授角色 

【高達九成五的畢業生認為論文指導教授能夠給予論文指導或建議；約有八成七認為指導教授能在生涯

發展上給予建議】  

論文的指導教授所扮演的角色，不僅只於在寫論文、作研究方面的指導，有時更是可以一同討論生

涯發展的人生導師。由圖 11 可知，對研究所畢業生而言，指導教授最主要的角色是在學生完成論

文的過程給予指導與建議 (約 95%)；至於論文指導教授在生涯發展上的指導，也有高達 87% 的學

生認為他們的指導教授有扮演這樣的角色。由此見得，論文指導教授不僅在論文上指導學生、給予

建議，在學生的生涯發展上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圖 11 指導教授扮演的角色 

 

(三) 學術論文撰寫情形 

論文撰寫在研究生涯中是很重要的一環，因此本調查將此過程劃分為不同階段，分別為撰寫論文前

的經驗、撰寫過程中的困擾以及學生遇到困擾時如何突破，藉以了解研究生在不同階段的情形，以

提供系所相關資訊，得以探討如何進一步幫助研究生解決面臨做研究或撰寫論文時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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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論文前，有學術相關經驗的畢業生不到五成；完全沒有相關經驗的畢業生約有三成】 

如圖 12 所示，研究生在論文寫作之前，約有 47% 的學生有獨立研究且撰寫學術報告的經驗；曾

在學術會議，如研討會等活動上報告的學生約有 33%；約有 21% 的學生有投稿學術期刊的經驗，

至於在大學時修過論文寫作課程的學生僅只有 14%，以上經驗皆無的學生約有 31%。整體來看，

研究生在撰寫論文之前相關學術經驗是較少的，各學系在課程規畫上，也許可考慮在大學高年級時

規劃總整課程，尤其是對於未來欲往學術發展的學生，以此協助提早接觸學術相關活動，獲得銜接

大學與研究所的學習經驗。 

圖 12 論文寫作前的學習經驗 

 

【約四成畢業生不知如何彰顯自己研究的重要性，或不知如何解釋與預期不符的研究結果】 

根據發展論文的不同階段詢問學生遇到哪些困擾，分別為確定論文題目、文獻處理與研究問題、研究設

計、整體論述等面向，結果如圖 13。在不同階段中，相對較多學生感到困擾的是歸納整理文獻的能力 (約 

36%)，以及在自己對文獻批判的論點合理與否較無信心 約 36%)；再者是不知如何彰顯個人研究的重

要性 (約 42%)，或是當遇到研究結果不如預期時，不知該如果解釋 (41%)。其中也有約 7% 的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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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以上任何困難。 

 

圖 13 撰寫論文時遇到的困擾 

 

【約有七成以上畢業生在寫論文時遇到困擾，會求助指導教授或是靠自己長時間思考醞釀】 

學生在撰寫論文時若遇到困擾，大部份的學生會請教指導老師 (約 74%)，另外大部份學生會靠自己長

時間醞釀靈感或思考去解決 (約 72%)。如果將突破困擾的方式歸類3為「向外求助」(如請教指導教授、

與同學私下腦力激蕩、自主學習小組) 及「向內求助」(即靠自己，如經自己長時間醞釀、自己將跨領域

概念加以重組)，結果見圖 15，當遇到困擾，僅採取向外求助的同學相對完全靠自己的人較多 (31% vs. 

16%)。至於採取其他方法解決的學生約有 3%，未採取問卷所列方法的學生約有 7%，其餘約 43% 的

學生則會嘗試兩種途徑以解決撰寫論文時所遇到的困擾。由以上資料可知，大部份的學生在撰寫論文時

遇到困擾，不但會自己思考，同時也會向他人求助討論，而不是只會自己悶著頭解決問題。 

 

                                                      
3
 此項分析，主要目的是為了解在學習做研究過程裡，學生是否只會悶著頭自己想辦法而不懂向外求助。變數處理說明：向

內求助 (即不包括任一項向外求助)；向外求助 (即不包括任一項向內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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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如何突破撰寫論文時遇到的困擾-1 

圖 15 如何突破撰寫論文時遇到的困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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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所求學經驗回顧 

這部份題組希望能夠了解學生在研究所時期的經驗回顧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高達九成五的畢業生認為研究所經驗讓他們懂得運用所學解決問題】 

在經歷研究所的訓練後，有 95% 的畢業生認為個人已懂得運用所學解決問題；有 82% 的學生知道如

何寫論文投稿期刊。不過在面對未來發展時，認為研究所經驗幫助自己做好就業準備的學生比例就降至

約 64%，認為畢業後要走的方向與研究有關的學生比例約 57%，想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的學生約 52% 

(圖 16)。由於現在所學對於未來是否有所幫助，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定奪，因此建議校方未來在校友問卷

調查時，可追蹤詢問類似問題，以了解學生在工作後，是否與所學相符或研究所經驗對其有所幫助。 

圖 16 研究所經驗 

 

【約有八成以上畢業生覺得研究所生活充實且對未來樂觀】 

圖 17 為畢業生對於即將畢業的感覺。整體來看，大部份的學生回顧研究所生活覺得很充實 (約 86%)。

約有 67% 的學生也了解自己的興趣與性向 (約 75%)。對於未來，約有 67% 的學生已決定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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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且約有 82% 的學生對未來充滿期待。不論是回溯過去或是展望未來，學生普遍感到樂觀。唯在

個人就業能力方面有近六成的學生相對較沒有信心，且約有 62% 的人面對未來感到焦慮。 

 

圖 17 即將畢業時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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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本年度研究生的問卷調查內容，分別由基本資料、學習成果、課程規劃與學習以及研究所求學經驗

等四大面向所構成。其中在課程規劃與學習的部份，特別針對論文寫作設計題組，探討論文寫作前的經

驗以及寫作中的困擾與突破方式。 

    調查結果顯示，研究所畢業生對於所上的核心能力多表清楚與認同，並且認為教師教學與課程

規劃對於能力培養有幫助。畢業生對於所上感興趣與瞭解程度，在入學時與畢業時的變化，歷年的調查

數據趨勢均相同，感興趣程度與滿意程度在畢業時較入學時稍降，瞭解程度在畢業時較入學時上升。未

來或可針對感興趣程度何以下降，發展題組加以探究。     

修課、與指導教授之間的學習和討論、以及論文寫作是研究所生涯主要的學習經驗。在進行論文寫

作之前，多數研究生缺乏相關的學術經驗 (例如學術報告撰寫、參加研究會、投稿、學術寫作課程等

等……)，因此建議在大學高年級可規劃總整課程，幫助對學術有興趣的同學銜接大學與研究所的學習。

而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同學亦碰到一些困難，最常見的包括整理歸納文獻資料、形成批判論點、彰顯研

究之重要性、以及解釋研究結果。當同學遇到困擾時，大多願意尋求解決方式，無論是指導老師、同儕、

或者是自我學習，對於論文寫作都有所幫助。另外，有八成以上的研究生認為上課程規畫以及指導教授

在論文寫作、學術能力與生涯發展方面都有重要的幫助。 

經過研究所的學習之後，多數同學認為自己的學術研究能力有所成長，甚至能夠肯定自己的學術能

力。然而，也許因為僅有一半的研究所想從事研究相關工作，仍約有六成的同學對未來感到焦慮、不確

定自己是否具有足夠的就業能力。建議研究所在課程規劃上除訓練學生的學術專業能力，亦可參考產業

資訊，思考學科專業在業界之運用，開設相關課程與學習活動，培養學生面對畢業後就業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