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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平台（NPHRST）自民國 103 年首次進行國內博士求學背景及就業環境等全面性調查後，迄今已完成博士就業、流
動意向、求學動機與學位效益等調查，為深入利用寶貴的調查資料，並進一步了解 12 大學科領域差異，乃將「2018 年 NPHRST 博士求學動機與
學位效益調查」回卷者所填的博士就讀科系，依學科性質及畢業人數分成 12 大領域進行分析。本報告分析內容包含 12 領域之「基本資料」
、
「首
要就讀動機」
、
「修業滿意度」
、
「滿意&不滿意項目」
、
「目前工作滿意度」及「博士學位效益」等六大部分，期藉此了解 12 領域博士性別與年齡分
布概況，以及其博士畢業學校類型、入學與畢業年齡、全職學生與在職進修者修讀博士學位當時收入來源與薪資為何？12 領域博士的首要與次
要就讀動機為何？對博士修業滿意度及對博士修業的滿意和不滿意項目為何？最後，針對目前工作滿意度與博士學位是否值得等面向進行探討。
2018 年調查以 NPHRST 中民國 90 年（2001 年）～民國 107 年（2018 年）自國內、外大學獲取博士學位且目前在國內居住或就業之本國籍
博士為調查對象，排除無電子郵件信箱或電子郵件信箱有誤者，共寄發 33,632 份問卷調查函，退回 3,930 份，總共寄出 29,702 份有效邀請函。
調查時間為民國 107 年 6 月 5 日至 6 月 25 日，問卷採線上調查及不記名方式，最後回收 4,919 份問卷，去除重複填答者，最終有效問卷共計 4,897
份，回收率為 16.5%。今年本報告將「2018 年 NPHRST 博士求學動機與學位效益調查」之回卷博士的就讀科系分成 12 大領域以進行分析，由於
樣本資料已於 2018 年進行多變數反覆加權，代表加權後的樣本結構大致與母體接近，故今年本報告不再針對樣本資料進行加權。
本報告結論係依前述 12 領域六大部分進行綜整，依此歸納出理領域入學時與畢業時均相對年輕、就讀動機多為希望成為該領域頂尖人士，
且亦有相當比率是受他人影響而就讀，但卻為對博士修業、目前工作滿意度與博士學位效益認同程度不高的群體，而「工二」入學年齡超過 40
歲以上占比相對較高，就讀動機亦以就業趨動性較強，
「工四」則為對博士修業及現職工作相對較不滿族群，再者，
「農」領域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劃比率相對較低，但對博士修業與工作滿意度卻不低，至於社會領域博士中，以「社會二」表現相對較突出，因學位或人生目標而就讀比率相對
皆高，且對博士修業、現職工作與學位效益都有較高的滿意度。值得政府關注的是，各領域畢業於「國立一般大學」的修業滿意程度皆不算高，
尤其對教授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似乎有更高期待，或可進一步檢視這些優秀學者如何提升學生研究能量並予以評估成效，或全面檢討授課方
式、教育補助方式、教學環境等面向進而提升與改善，以再創高教培育新願景。

關鍵字：博士教育、就讀動機、博士修業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博士學位效益、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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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Platform on Human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PHRST) had conducted 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surveys of doctoral
background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intentions, motivations for studying and actual benefits of earning a PhD degree during period of 2014 to 2018. In order
to allow an in-depth use of valuable survey data, and to further clarify differences between subject areas, the 75 PhD second level subject categories reported
in the 2018 questionnaire were consolidated into 12 major fields according to the respective nature and number of graduates.
Questionnaire for each of the 12 major fields contained the following parts—(I) Personal Data (II) Motivations for Pursuing Doctoral Studies (III) Level
of Satisfaction with PhD Education (IV) Satisfaction & Dissatisfaction with Doctoral Study (V) Current Job Satisfaction (VI) Actual Benefits of Earning a
PhD degree.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gather relevant data. Research focused on a number of detailed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gender and age distribution of
graduates, the type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the age of PhD course was commenced and completed, the income situation of the student at the the time of
studies, the motivations for pursuing PhD education, the level of satisfaction level with PhD studies, including specific reasons, the reasons for satisfaction
and an individual judgement whether benefits of having obtaining a PhD justify the times and resources invested.
Data for the 2018 annual survey were compiled using questionnaires sent by email to PhD holders in NPHRST database who graduated between 2001
and 2018 and lived or worked in Taiwan at the time of the survey. During the period of 5th June to 25th June 2018, a total of 33,632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4,897 valid responses were returned, representing 16.5 percen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questionnaires sent, while 3,930 of them were returned due to error
of email address. As described above, information was broken down into 12 major fields that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line with the specific subjects provided
by responders. Furthermore, the weighted sample data by SPSS "Rake Weights" were used for the 2018 survey.
The quantative analysis of the data for the 12 chapters provided some important findings:, a) Those with a PhD Sciences who had started and finished
their doctorate program before the age of 30 were likely to strive for a leading or executive position at some point in their careers, b) However, most of those
in an applied science field who had commenced their doctoral course after the age of 40 years were mainly concerned by increased career chances possibly
brought about by a doctorate degree. c) PhD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in particular with a major in Education, reported a
higher level of satisfaction in regard to their course, their current job and the eventual degree benefits, than those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
Furthermor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ose who graduated with a PhD from a Taiwa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dicated a lower satisfactory level than
those who graduated from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regardless of the fact been received more financial and other resources from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Doctoral Education, Motivations to Study, Satisfaction with the Doctoral Study, Current Job Satisfaction, Actual Benefits of a PhD, NPH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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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本平台報告繼去（107）年「2018 年 NPHRST 博士求學動機與學
位效益調查」以全領域角度探討國內博士修讀博士學位動機及對學位
效益看法後，今（108）年度短篇報告則利用寶貴的調查資料，將原理、
工、醫、農、人文及社會六大領域依回卷博士畢業科系性質與畢業人數
分成 12 大領域1進行更深入之分析，以探討 4,897 位於民國 90 年後畢
業的 12 大領域博士之博士就讀動機、博士修業整體滿意度、對博士修
業感到滿意與不滿意項目、對目前工作滿意度、目前工作是否與原職涯
規劃符合，以及對博士學位效益等看法是否存在更顯著性的差異，量化
分析結果簡述如下。
理一

趣以外的首要動機以「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
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比率最
高，次要以「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
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占比最高。博士畢業學校為「國立一般
大學」與「國外大學」首要就讀動機與全體相同。除「民國 100 年以
後」以「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居
首外，其餘修業起始年區間之前二大動機與全體一致；以入學年齡區
分時，
「45 歲（含）以上」首要就讀動機不同於全體與其他入學年齡。
 修業滿意度：
「滿意程度」達七成、
「不滿意程度」5.6%。以修業起始
年與入學年齡區分，民國 100 年以前三個修業起始年區間的「滿意
程度」最高者大多落在 40 歲以上區間，至於「滿意程度」最低者，
在三個人數較多的起始年區間均落在「未滿 30 歲」與「30 至未滿 35
歲」兩區間。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人數 20 人以上的年齡

 基本資料：包含 7 個科系共 433 人，以「物理學*」的 134 人最多，

區間「滿意程度」大都在七成以上，但以「民國 95 至 99 年」的「35

年齡以「40 至未滿 45 歲」占多數，男女比率為 82.8%與 17.2%。博

至未滿 40 歲」占 33.3%最低。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國外大

士學校性質以「國立一般大學」的 77.0%最高；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學」與「國立一般大學」為「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最高與最低

歲」的 76.6%最高，畢業年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的 49.9%最高。

者；以就學身分觀察，「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

修讀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以「全職學生」占 85.0%居多，經濟來源

與「滿意程度」均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且修讀博士學位

以「教學助理／研究助理」占 85.0%最多，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占比

時主要就學身分為「在職進修人士*」
，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與「滿

超過半數的「12,000 至未滿 24,000 元」最高；
「在職進修」博士學位

意程度」皆較「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高。

者，修讀博士當時年薪則以「50 至未滿 100 萬」的 71.7%最高。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 57.9%「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

 首要就讀動機：以 40.0%的「學科／學位相關」比率最高。除個人興
1

12 大領域包含之科系請參閱表 1「領域科系名稱對照表」（p.4）。

III

頻率與熱忱」最高，不滿意項目以 33.8%「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

學」最低。以博士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就業相關」

機會*」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立一般大學」
、
「師範／

的「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為「值得程度」最高者、
「學

教育大學」與「私立一般大學」前二大滿意項目與全體相同，
「國外

科／學位相關」的「將博士學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最低。以

大學」則最滿意師資專業與素質；
「國立一般大學」不滿意項目以「提

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認為「非

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的占比最高，高於「理一」全體，而

常值得」與「值得程度」較同機構的「研究人員」高出三成；
「值得

「私立一般大學」前三大不滿意均落在「學校相關」的三個項目。以

程度」最高者為一般政府部門與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的「主管人員」
，

修業結束年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的前三大滿意項目與全體相同，不

而公立與法人研究機構「非研究人員*」的「非常值得」與「值得程

滿意項目部分，
「民國 95 至 99 年」於「學校相關」之「提供產學合

度」均居末。

作計畫與實習機會*」的四成占比較為顯著。
 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408 人占 94.2%，認為現職「符合」原職

理二

涯規劃有 338 人（82.8%）
，對目前工作「滿意程度」68.2%、
「不滿意

 基本資料：含 275 位「生命科學」系博士，年齡以「35 至未滿 40 歲」

程度」6.2%。以工作類型區分，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與定期契約

最多，男女比率接近 2：1。博士畢業學校性質以「國立一般大學」

的「滿意程度」相差二成以上；以求／轉職歷程區分，各歷程皆對目

68.4%最高；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的 68.1%最高，畢業年齡則以

前工作「滿意程度」差異不大。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

「30 至未滿 35 歲」58.9%最高。修讀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以「全

數占「理一」半數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的「滿意程度」有

職學生」占 82.8%居多，經濟來源以擔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最

七成，人數居二、三的大專院校及公立及法人機構「研究人員」則均

多，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12,000 至未滿 24,000 元」的 42.9%最高；

不及六成。

「在職進修」博士學位者，修讀博士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

 博士學位效益：「值得程度」為 70.5%、「不值得程度」10.2%；各科

的 63.2%最高，「200 萬（含）以上」亦有超過一成占比。

系以「化學」76.8%最高、
「地球科學」以 51.4%居末二位，僅高於理

 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的 45.1%居首。首要動機（除個人興

（其他）的 22.9%。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認為學位「值得

趣以外）以「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

程度」比率最高者隨修業結束年愈趨近現在年齡越高，而「值得程度」

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比率最高，次要

最低者，不論修業結束年皆為「30 至未滿 35 歲」；以畢業學校性質

以「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

區分，以「國外大學」認為「非常值得」比率最高、
「師範／教育大
IV

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占比最高。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除「師

備」同居滿意與不滿意項目之第三位，或可進一步觀察了解。

範／教育大學」外，其他學校性質前二大就讀動機皆與全體相同。以

 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272 人占 98.9%，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修業起始年區分，民國 100 年以前入學的三個區間前二大首要就讀

劃有 80.7%，對目前工作「滿意程度」69.1%、
「不滿意程度」近一成。

動機與全體相同；再以入學年齡區分，40 歲以下前二大首要動機與

全職工作之定期與不定期契約兩者占比差異不大，以求／轉職歷程

全體相同，「40 至未滿 45 歲」則改以「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

區分，
「滿意程度」最高為「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

構要求」居首。

不同職務或職級）」
、最低為「取得博士學位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

 修業滿意度：
「滿意程度」為六成一、
「不滿意程度」達 14.2%。以修

的工作」
。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居前三的大專院校

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各修業起始年「滿意程度」占比最高者落

「師資及主管人員」
、
「研究人員」與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的「研究人

在不同入學年齡區間，最低則皆為人數最多的「未滿 30 歲」
。以修業

員」之「滿意程度」均約七成，另「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居末

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以「民國 100 年以後」的「滿意程度」低於

者為醫療院所的「研究人員」，各為 0.0%與 42.1%。

五成最顯著。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居「非常滿意」

 博士學位效益：
「值得程度」為 62.9%、
「不值得程度」達 16.1%。以

與「滿意程度」最高，「國立一般大學」與「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

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
「值得程度」比率最高者隨修業結束年

則並列「滿意程度」最低者；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

愈趨近現在畢業年齡愈長；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以「非

再就讀」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

常值得」高達六成最高，
「值得程度」則以「師範／教育大學」居首。

讀」高；以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區分，
「在職進修人士*」

以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
「值得程度」最高與最低為「就

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比「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

業相關」項目，以「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最高、
「認

高。

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居末。以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 65.9%的「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

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的「非常

思考能力」居首，不滿意項目以 35.4%的「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

值得」比率達四成五、
「值得程度」亦達七成五，值得關注者為公立

機會*」居首。人數最多的「國立一般大學」與全體滿意項目一致，

及法人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對目前工作「滿意程度」約七成，但

「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對「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不滿

在認同博士學位的「值得程度」卻僅 36.6%；另醫療院所的「研究人

意比率居冠。以修業結束年區分，各區間的前三大滿意項目與順序大

員」則無人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值得程度」亦僅 45.5%。

致與全體相同，惟「民國 100 年以後」以「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
V

工一

國 90 至 94 年」與「民國 95 至 99 年」的「未滿 30 歲」不滿七成相

 基本資料：包含 3 個科系共 835 人，以「電子電機工程*」的 644 人

對值得觀察。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民國 95 年以後二個修

最多，年齡以「35 至未滿 40 歲」比率最高，男女性博士分別占 91.1%

業結束年之年齡區間的「滿意程度」差比達二至三成相對明顯。以博

與 8.9%。畢業學校性質以「國立一般大學」的 71.3%最高；入學年

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僅 5 人的「師範／教育大學」為「滿意程度」

齡以「未滿 30 歲」56.1%最高，畢業年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最

之首、
「國立科技大學」與「國立一般大學」則居末兩位；以就學身

高（35.1%）
。修讀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為「全職學生」者占 62.2%，

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

經濟來源以「教學助理／研究助理」的七成占比最高，每月平均獲取

均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且修讀博士學位時主要就學身分

金額由「6,000 至未滿 12,000 元」居冠（45.2%）；「在職進修」博士

為「在職進修人士*」
，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較

學位有 315 人，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的 69.8%最高，150

「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高。

萬以上相對高年薪占比亦達 8.7%。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 60.6%的「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

 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48.8%占比最高，且首要及次要動機

思考能力」最高，不滿意項目以 27.7%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

（除個人興趣以外）皆以「就業相關」比率較高，首要以「想從事的

備」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僅「國立一般大學」前三大滿

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居冠、

意項目順序與全體相同，比率亦相近；不滿意項目部分，以「私立一

次要以「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

般大學」於全體最不滿意項目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達近

助」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僅「國立科技大學」與全體一

五成占比最顯著。以修業結束年區分，不滿意前三大的「提供產學合

致。修業起始年以民國 95 年為分界點，民國 94 年以前兩修業起始

作計畫與實習機會*」與「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均有隨修業

年區間的前二大動機與全體一致，95 年以後改由「學科／學位相關」

結束年趨近現在比率越高的情形。

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居首；以入學年齡區分，僅「未滿 30

 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807 人占 96.6%，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歲」博士以想更深入學習自己求學領域居就讀動機首位，占三成。

劃有 682 人占 84.5%，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達七成、
「不滿意程度」

 修業滿意度：
「滿意程度」達 72.8%、
「不滿意程度」6.9%。以修業起

為 6.5%。以工作類型區分，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作「非

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不論修業起始年，
「滿意程度」最高者皆為入

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較不定期契約者高；以求／轉職歷程區分，

學年齡 40 歲以上者且高達九成以上，而「滿意程度」最低者，以「民

各歷程「非常滿意」或「滿意程度」差異不大。再以目前工作機構別
與職業別區分，任職人數前三高以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的
VI

70.8%最高、
「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僅 44.9%最

歲」52.0%最多，畢業年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34.3%最高，「45

低，惟民營企業的「主管人員」為所有機構職業別「滿意程度」最高

歲（含）以上」居次。修讀學位時為「全職學生」占 60.8%，經濟來

者，至於「滿意程度」最低者為一般政府部門的「研究人員」
，僅 22.4%。

源以「教學助理／研究助理」的 68.2%最高，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

 博士學位效益：「值得程度」達 74.2%、「不值得程度」為 8.1%；各

「6,000 至未滿 12,000 元」居多（48.8%）；另，「在職進修」博士當

科系以「電腦科學*」的「值得程度」最高（79.8%）
。以修業結束年

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的 59.4%最高。

與畢業年齡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值得程度」最高皆落在畢業年齡

 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占 55.0%最高。首要動機（除個人興

40 歲以上，而「值得程度」最低者均為未滿 40 歲者；以畢業學校性

趣以外）以「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

質區分，「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最高、

研究相關工作）」最高、次要以「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

「國立一般大學」最低，兩者相差達五成。以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

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居冠。各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居首動機項目大

以外）區分，
「值得程度」最高為「就業相關」的「從事的工作所需，

都與全體相同，居次動機則略為分歧，但以「學科／學位相關」項目

或任職機構要求」
、
「不值得程度」占比最高為「受（碩士）指導教授

占多數。以修業起始年區分，民國 95 年以前的前二大動機與全體一

鼓勵或推薦」
。以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較多的大專院校「師

致，「民國 95 至 99 年」改以「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

資及主管*」
、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與民營企業「研發人

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居次，此項目在「民國 100 年以後」躍升為

員」的「值得程度」中，以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的 84.0%最高、

居首動機；以入學年齡區分，未滿 35 歲兩區間的前二大首要動機與

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的 45.7%最低；至於「工一」全體

全體一致， 35 歲以上區間的前二大皆為「就業相關」。

「值得程度」居首及居末者為同屬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分別為「主
管人員」與「研究人員」，兩者差距達近五成。

 修業滿意度：
「滿意程度」達八成、
「不滿意程度」3.4%。以修業起始
年與入學年齡區分，
「滿意程度」最高皆落在 40 歲以上，最低者則分
布在未滿 40 歲三區間。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
「滿意程度」

工二

最高者皆落在「45 歲（含）以上」
，最低亦為所有區間最低者為「民

 基本資料：包含「機械工程*」的 298 人與「工業工程」134 人，年

國 100 年以後」的「30 至未滿 35 歲」。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齡以「35 至未滿 40 歲」最多，男性占 90.2%、女性占 9.8%。學校性

「非常滿意」以「師範／教育大學」百分之百居冠、
「國外大學」八

質以畢業於「國立一般大學」最多（59.2%）；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成居次，
「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則同時為「非常滿意」與「滿意程
度」最低者；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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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修讀博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
「值得程度」最高者隨修業結束年愈

士學位時為「在職進修人士*」對修業「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

趨現在畢業年齡愈高，至於「值得程度」最低者為「民國 100 年以

皆較全職學生高。

後」的「未滿 30 歲」
，僅 63.5%；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非常值得」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 64.3%「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

與「值得程度」均以「師範／教育大學」最高，
「國立科技大學」與

考能力」最高，不滿意項目以 29.1%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國外大學」則分居「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最低者。以博士就

居首。博士畢業學校為「國立一般大學」及「國立科技大學」者前三

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前二高占比均為「學科／學位相關」

大滿意項目與全體相同，比率亦頗接近；不滿意項目則相對分岐，惟

項目，至於「值得程度」最低與「不值得程度」最高皆為「他人影響」
。

「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在全體居首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居前兩大的大專院校「師資及

占比高達五成以上。以修業結束年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前三大滿意

主管*」與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值得程度」各為 85.6%

皆與全體相同，不滿意項目部分，
「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在

與 75.7%，且各機構別主管人員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比率皆約

各修業結束年均居前三大，且隨結束年愈趨現在不滿意比率愈高。

四成以上。

 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421 人占 97.6%，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劃有 368 人占 87.2%，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達七成五、「不滿意程

工三

度」8.2%。以工作類型區分，定期契約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作「非常

 基本資料：包含「土木水利工程*」
、
「環境工程*」與「建築及都市規

滿意」與「滿意程度」皆較不定期契約高；以求／轉職歷程區分，目

劃」
，年齡以「40 至未滿 45 歲」最多，男女比率為 83.6%與 16.4%。

前工作與取得博士學位前任職的機構、職務或職級皆相同者，對現職

畢業學校性質以「國立一般大學」最多；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

「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最高，最低為「取得博士學位後的首次

最高，畢業年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最高。修讀學位時的主要就

就業」
。以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占「工二」半數以上的大專院

學身分為「全職學生」者占 65.6%，經濟來源以「教學助理／研究助

校「師資及主管*」的「滿意程度」約八成，而民營企業「主管人員」

理」的 74.7%最高，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近五成的「6,000 至未滿

則為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比率最高者，「滿意程度」亦達八成，

12,000 元」最多；「在職進修」博士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

惟同樣服務於民營企業的「研發人員」其「滿意程度」卻未達五成。

的 68.7%最多，其次為「100 至未滿 150 萬」的 24.8%。

 博士學位效益：
「值得程度」達八成、
「不值得程度」7.4%，且「機械

 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39.3%最高。首要動機（除個人興趣

工程*」認為博士學位「值得程度」達 80.1%，略高於「工業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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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以「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

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居首；不滿意項目以「國立科技大學」有近

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居首、次要以「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

六成對「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不滿相對顯著。以修業結束年

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居冠。以博士畢業學

區分，各修業結束年前三大滿意項目與順序大致和全體相同；不滿意

校性質區分，僅「國立一般大學」與「國外大學」的前二大首要就讀

項目部分，
「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與畢業結束年呈年代愈近

動機與全體一致。修業起始年以民國 95 年為區隔，前後兩區間的首

比率愈攀高之現象。

要動機由原來的「就業相關」改為「學科／學位相關」
；以入學年齡

 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310 人占 99.2%，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區分，「35 至未滿 40 歲」有近三成博士以「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

劃有 238 人占 76.6%，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達 73.8%、「不滿意程

驗」為首要動機頗為顯著，另 40 歲以上者有超過三成以「將博士學

度」3.9%。以工作類型區分，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作

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為首要動機亦明顯不同。

「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較定期契約高；以求／轉職歷程區分，

 修業滿意度：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達 75.1%、
「不滿意程度」6.2%。

以「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對現職

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民國 90 年以後兩區間呈現「滿意程

「非常滿意」最高較顯著。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居

度」最高與最低差距擴大情況。再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相

前兩大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與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

對於「未滿 30 歲」者修業滿意度隨畢業年愈趨近現在愈高，30 至 40

人員」中，以大專師資主管的「滿意程度」較高，而超過 10 人之職

歲博士的滿意度卻呈相反變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非常滿

業別則多以擔任主管職級的滿意度較高。

意」以「國外大學」居冠、
「私立一般大學」居末，至於「滿意程度」

 博士學位效益：
「值得程度」為 73.2%、
「不值得程度」7.6%；三個科

最高同樣為「國外大學」
，最低則為「國立科技大學」
；以就學身分觀

系以「建築及都市規劃」認為的「值得程度」最高、
「環境工程*」最

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

低。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
「未滿 30 歲」認為的學位效益隨

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修讀博士學位時為「在職進修人士

畢業年越接近現在比率越高，
「值得程度」最低者落在「民國 100 年

*」對修業「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比率亦較全職學生高。

以後」且畢業年齡「40 至未滿 45 歲」者；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 65.9%「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

分，以「國外大學」認為學位「非常值得」最高、「私立一般大學」

考能力」最高，不滿意項目以 31.2%「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最低，兩者亦為「值得程度」最高與最低者。以博士就讀動機（除個

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僅「國立一般大學」前三大滿意項

人興趣以外）區分，
「值得程度」最高為「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

目和順序與全體相同，
「國立科技大學」和「國外大學」則由「師資

機構要求」
，而「不值得程度」以「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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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最多的大專院校「師資

業相關」的占比消長較顯著；以入學年齡區分，
「未滿 30 歲」者就讀

及主管*」的「非常值得」及「值得程度」占比均較人數居次的公立

動機較傾向再深入學習，「30 至未滿 35 歲」較多數認為博士學位為

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高出二成，而僅 5 人的民營企業「研發

基本要求，而「35 至未滿 40 歲」半數以上係因工作所需與機構要求。

人員」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及「值得程度」比率最高者。

 修業滿意度：博士修業「滿意程度」為 77.7%、
「不滿意程度」僅 3.4%。
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各修業起始年「滿意程度」最高與最

工四

低大多落在不同年齡區間，其中以「民國 95 至 99 年」入學時「35

 基本資料：包含「化學工程」
、
「材料工程」
、
「紡織工程」與「核子工

至未滿 40 歲」者「滿意程度」居所有區間最低，僅 48.3%。以修業

程」四個科系，以「材料工程」的 156 人最多，年齡以「35 至未滿

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
「滿意程度」最低者皆為「30 至未滿 35 歲」
，

40 歲」最多，男女比為 85.1%與 14.9%。畢業學校性質以「國立一般

且隨修業結束年愈趨現在占比愈低，而「滿意程度」最高且達 100.0%

大學」的 77.1%最多；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比率最高（66.4%）
，

者，除「民國 95 至 99 年」落在「45 歲（含）以上」
，其他兩修業結

畢業年齡則以 42.7%「30 至未滿 35 歲」占比最高。修讀學位時的主

束年皆集中於 35 至未滿 45 歲兩區間。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要就學身分為「全職學生」占 71.1%，經濟來源以「教學助理／研究

「國立科技大學」的「滿意程度」最高、
「國立一般大學」最低；以

助理」的 65.5%最高，每月平均獲取金額由「6,000 至未滿 12,000 元」

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與「滿

超過半數占比居首；
「在職進修」博士學位者以當時年薪「50 至未滿

意程度」均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修讀博士學位時主要就

100 萬」的 59.2%最多，其次為「100 至未滿 150 萬」的 30.5%。

學身分為「在職進修人士*」
，對修業「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比

 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的 48.2%最高。首要動機（除個人興
趣以外）以「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

率亦較全職學生高。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 72.4%「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

／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居冠、次要動機以「認為具博士學位者

考能力」最高，不滿意項目以 34.6%「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

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各學校性質居首者皆與全體相同；

質區分，僅「國立一般大學」與「國外大學」前三大首要就讀動機與

不滿意前三大僅「國立一般大學」與全體相同，
「國立科技大學」與

全體相同。以修業起始年區分，各修業起始年區間的前三大動機排序

「私立一般大學」則對「學校國際化程度*」較為不滿。以修業結束

略為不同，尤以民國 90 至 99 年兩區間在「學科／學位相關」與「就

年區分，以學校研究經費與產學合作兩項目在各修業結束年分居不
滿意項目排名前二較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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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280 人占 96.3%，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機構的「主管人員」
，另外民營企業「研發人員」不及四成的「值得

劃有 237 人（84.6%），目前工作「滿意程度」為 67.5%、「不滿意程

程度」亦頗為顯著。

度」5.5%。以工作類型區分，不定期契約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作「非
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為三種工作類型最高者；以求／轉職歷程區

醫

分，
「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對現職

 基本資料：包含 9 個科系，並以「醫學*」189 人最多，年齡以「40

「非常滿意」最高、最低為「取得博士學位後的首次就業」
，且亦分

至未滿 45 歲」占比最高，男女博士各占 47.4%與 52.6%。畢業學校

別為「滿意程度」最高與最低者。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

性質以「國立一般大學」的 44.7%最高；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

人數居首占約三成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與人數次多的公立

的 30.9%最高，畢業年齡集中於 30 至未滿 45 歲三區間，其中以「40

與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的滿意程度各為 78.6%與 64.3%，相對

至未滿 45 歲」最高。以修讀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觀察，「全職學

於其他工程領域，
「工四」博士目前任職民營企業者，不論職業別（包

生」與「在職進修」占比約各半，
「全職學生」經濟來源以「教學助

括主管人員）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比率相對較低，均不及一成五。

理／研究助理」最高，每月平均獲取金額由「6,000 至未滿 12,000 元」

 博士學位效益：
「值得程度」為 71.9%、
「不值得程度」9.4%；各科系
以「紡織工程」與「核子工程」的「值得程度」最高、「材料工程」
最低，僅 61.5%。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
「民國 100 年以後」

居冠；
「在職進修」博士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最高，
「200
萬（含）以上」亦有 25.0%。
 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占 48.9%最高。首要就讀動機（除個

的「30 至未滿 35 歲」認為學位「值得程度」僅 47.2%；再以博士畢

人興趣以外）以「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

業學校區分，
「非常值得」最高者為「國外大學」
、而「國立科技大學」

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占比最高，

為「值得程度」最高者，另「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最低皆為「國

次要動機以「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

立一般大學」
。以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
「值得程度」最

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最高。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人數

高為「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

居前二高的「國立一般大學」和「私立一般大學」居首者皆為「就業

企業家／頂尖人士*」
，而「不值得程度」以「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

相關」。以修業起始年區分，前二大動機在民國 95 年前後兩區間順

驗」占比最高。以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居前兩高的大專院

序相反；以入學年齡區分，
「30 至未滿 35 歲」和「35 至未滿 40 歲」

校「師資及主管*」與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的「非常值

在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占比未達三成，明顯低於皆達

得」占比差距達三成，惟「非常值得」比率最高者為公立及法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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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以上的其他入學年齡區間。

 目前工作滿意度：485 人中有 477 人就業中，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修業滿意度：
「滿意程度」達 74.8%、
「不滿意程度」6.4%。以修業起

劃有 429 人占 89.9%，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達 73.4%、「不滿意程

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
「30 至未滿 35 歲」與「35 至未滿 40 歲」在各

度」7.4%。以工作類型區分，定期與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對目

修業起始年的「滿意程度」均達七成以上，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區間，

前工作「非常滿意」或「滿意程度」並無太大差異；以求／轉職歷程

至於「45 歲（含）以上」於民國 95 年以後兩修業結束年區間的滿意

區分，
「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級）」

度高達 100.0%。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除「45 歲（含）以

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居各歷程之首，
「取得博

上」外，各年齡區間「滿意程度」明顯隨修業結束年下降，又「民國

士學位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作」則居末。以目前工作機構別

100 年以後」各年齡區間的「滿意程度」相對低於其他修業年區間。

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居次的「醫師及主管人員」之「滿意程度」高達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非常滿意」以「國外大學」高達六成居

達八成六，高出人數居首有 251 人的大專教師主管一成以上，；另一

首、「國立一般大學」僅兩成居末，惟「滿意程度」最高為人數僅 7

般政府部門的「研究人員」為「非常滿意」最高者，惟服務於其他機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
、最低則為「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
；以就學身

構別的「研究人員」之「滿意程度」均低於七成，其中又以大專院校

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

與醫療院所的「研究人員」居末二位（48.0%、51.7%）。

皆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略高，另「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

 博士學位效益：「值得程度」達 78.9%、「不值得程度」為 6.6%；各

者）」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則皆較「在職進修人士*」稍高。

科系以「醫（其他）」達 90.8%認為學位「值得程度」最高。以修業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 66.6%的「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

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
「值得程度」最低皆落在「30 至未滿 35 歲」
，

思考能力」最高，不滿意項目以 32.5%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

且占比愈趨現在愈低，至於「值得程度」最高者則隨修業結束年愈趨

備」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立一般大學」與「私立一

現在愈趨年輕；再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僅 7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

般大學」除前三大滿意項目與順序與全體相同外，占比亦頗接近；不

為「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占比最高者，
「私立一般大學」與「國

滿意項目部分，
「國立科技大學」
、
「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與「私立

立一般大學」則分別為「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最低者。以博士

一般大學」在居首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均較其他學校性

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以「其他」為就讀動機者最高、

質高出一至三成。以修業結束年區分，三個區間的前三大滿意項目與

最低為「他人影響」的「受家庭影響，想滿足父母、家人或其他人的

全體無太大差異；前三大修業不滿意項目，以「學校研究經費、空間

期望」
。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最多與次多的大專院

與設備」的不滿意比率隨修業結束年越接近目前占比越高最為顯著。

校「師資及主管*」與醫療院所「醫師及主管*」的「非常值得」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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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超過三成，
「值得程度」亦達八成以上；較值得注意的是各機構別

 修業滿意度：
「滿意程度」達 78.7%、
「不滿意程度」7.0%。以修業起

「研究人員」的「值得程度」均未達七成，且以「民營企業*」僅 4

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所有修業年區間「滿意程度」比率最高者皆落

人的「研發人員」占 37.6%最低。

在 35 歲以上，而「未滿 30 歲」在民國 80 至 99 年三個修業起始年
皆為「滿意程度」最低者，且隨修業起始年愈趨現在比率愈低。以修

農

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三個修業結束年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

 基本資料：共包含 8 個科系，其中以「一般農業*」57 人最多，年齡

最高者大致集中於人數較少的 40 歲以上族群，最低者則多在 30 至

以「40 至未滿 45 歲」最多，男女博士各占 70.2%與 29.8%。畢業學

未滿 40 歲兩區間。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對博士修業「非常滿

校性質以「國立一般大學」最高；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達 51.0%

意」以「國外大學」居首、
「國立科技大學」居末，兩者亦為「滿意

最高、畢業年齡以「30 至未滿 35 歲」的 43.8%最高。以修讀學位時

程度」最高與最低者；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

的主要就學身分觀察，
「全職學生」有 85 人占 57.9%，經濟來源以擔

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

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最高，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近四成的

另「在職進修人士*」對修業「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亦較「全

「12,000 至未滿 24,000 元」最多；
「在職進修」學位者當時年薪以占

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高。

七成的「50 至未滿 100 萬」最高，其次為「100 至未滿 150 萬」。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 63.5%「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

 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46.6%占比最高。不論首要或次要動

考能力」最高，不滿意項目以 32.2%的「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

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居首者均為「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

會*」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國立大學不論性質前三大滿

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
。以博士畢業

意項目與全體相同僅順序不同，而「國外大學」於居三的「學校研究

學校區分，
「國立一般大學」與「國立科技大學」居首項目與全體相

經費、空間與設備」較不論性質的國立大學高出甚多；不滿意項目僅

同，
「國外大學」則為「學科／學位相關」
。以修業起始年區分，以民

人數最多的「國立一般大學」與全體相同。以修業結束年區分，不論

國 95 年為分水嶺，「民國 90 至 94 年」與「民國 95 至 99 年」之前

修業結束年前三大滿意項目與全體相同僅順序略有不同，惟「民國

兩大動機的順序和占比互調；以入學年齡觀察就讀動機之結果頗分

100 年以後」三大項目「滿意程度」均低於六成；至於前三大不滿意

歧，「40 至未滿 45 歲」有近三成為「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

項目，
「民國 100 年以後」在「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高於前

要求」相對具差異性。

兩修業結束年區間兩成以上。
 目前工作滿意度：147 人中有 143 人就業中，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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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有 117 人（81.6%），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達 77.0%、「不滿意程

另 7 位民營企業「主管人員」的「值得程度」最低，僅五成多。

度」3.7%。以工作類型區分，不論定期或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
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或「滿意程度」皆無太大差異；以求／轉職

人文

歷程區分，
「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

 基本資料：包含 7 個科系共 470 人，以「語文*」的 279 人最多，年

級）」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居首，
「滿意程度」最

齡集中於「40 至未滿 45 歲」及「45 至未滿 50 歲」兩區間，男女比

低為「取得博士學位後的首次就業」僅約七成。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

例相近（48.5%與 51.5%）。畢業學校性質以「國立一般大學」最高

職業別區分，人數居前三的大專院校教師及主管、一般政府部門與公

（42.3%）；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達 52.7%%最高、畢業年齡以

立及法人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中，
「非常滿意」以大專院校「師

「30 至未滿 35 歲」的 42.1%最高。以主要就學身分區分，「全職學

資及主管人員」占 37.4%最高，「滿意程度」則以法人研究機構「研

生」有 339 人占 72.2%，前二大經濟來源占比為「親友資助」
（51.1%）

究人員」達 77.9%最高，至於一般政府部門的「研究人員」則為「農」

與「教學助理／研究助理」
（47.3%）
，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未滿 12,000

全體「滿意程度」最低者。

元兩個金額區間居前二名，比率合計達近七成；另「在職進修」博士

 博士學位效益：「值得程度」達 79.9%、「不值得程度」為 6.0%；各

學位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最高，占七成三。

科系以「農業工程、水土保持」達 94.4%的「值得程度」最高。以修

 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占比最高（51.0%）
。進一步以首要及

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
「值得程度」最高者集中於人數較少的 40

次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觀察，皆由「就業相關」的「想從

歲以上群體、最低者則多在 30 至未滿 40 歲兩區間；再以畢業學校

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

性質區分，
「非常值得」以「國外大學」最高、
「國立科技大學」最低，

及「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

「值得程度」以「國立一般大學」最高、
「國立科技大學」最低。以

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居前二大。以博士畢業學

博士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
「值得程度」最高為「認為

校性質區分，各學校性質前二大首要動機與排名大致同於全體。以修

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
、最低為「受

業起始年區分，前二大首要就讀動機亦與全體頗為一致，惟民國 95

家庭影響，想滿足父母、家人或其他人的期望」
。以目前工作機構別

年以後兩區間選擇「就業相關」動機比率超過五成以上，較 95 年以

與職業別區分，占「農」領域半數的大專師資主管「非常值得」與「值

前高出一成以上；以入學年齡區分，
「未滿 30 歲」是唯一以「受（碩

得程度」各達近五成與八成四，而人數僅 4 人的公立及法人研究機

士）指導教授鼓勵或推薦」擠入前五大之族群。

構「非研究人員」的「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均居首，達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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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業滿意度：
「滿意程度」達近七成五、
「不滿意程度」則近一成。以

度」亦最低；以求／轉職歷程區分，
「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

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
「民國 95 至 99 年」以最年輕區間「未

同機構、職務或職級）」的「非常滿意」最高，但「滿意程度」最低，

滿 30 歲」的「滿意程度」居所有起始年與入學年齡之末位。以修業

而「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級）」的

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不論修業結束年「滿意程度」最高者皆為「45

的「非常滿意」最低，但「滿意程度」卻居所有歷程首位。以目前工

歲（含）以上」
，最低則落在未滿 35 歲的兩個較年輕區間。以博士畢

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居首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之

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居

「滿意程度」約七成，人數居次的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

首；以就學身分觀察，「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的「非常滿意」與

雖然「非常滿意」最低，但「滿意程度」卻最高，達九成以上。

「滿意程度」均略高於「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
；另全職學生對

 博士學位效益：
「值得程度」達七成七、
「不值得程度」5.9%；各科系

修業「非常滿意」比率雖較「在職進修人士*」高，但「滿意程度」

以「哲學」最高、
「藝術*」最低。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修

卻稍低於「在職進修人士*」。

業結束年愈趨近現在「值得程度」則呈遞減現象，
「民國 100 年以後」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 60.0%的「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

30 至未滿 45 歲三個區間的「值得程度」已降至五到六成；以畢業學

學品質」最高，不滿意項目以 35.5%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的「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比率皆居

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所有學校性質前三大滿意項目與全

首位，
「國立一般大學」則居末位。以博士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

體一致，僅順序略有不同；不滿意項目方面，
「國立科技大學」前三

外）區分，以「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的「值得程度」

大皆落在「學校相關」
，而「師範／教育大學」對「師資的專業素養

最高。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
「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

與教學品質」及「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的不滿意比率明顯高

居首者皆為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
，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

於其他學校性質。以修業結束年區分，對「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

員」則居末。

質」與「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滿意比率於「民國 100
年以後」有一成以上的降幅。
 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453 人占 96.4%，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劃有 404 人，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達 72.5%、
「不滿意程度」8.0%。
以工作類型區分，定期契約全職工作者對現職「非常滿意」最高，
「兼
職（不論契約類型）」對現職工作則完全無「非常滿意」者，
「滿意程

社會一
 基本資料：包含 12 個科系共 354 人，其中以「政治學*」人數最多，
年齡區間以「40 至未滿 45 歲」居多數，男女博士比例約 7：3。畢業
學校性質以「國立一般大學」最高（56.3%）
；入學年齡以 47.2%「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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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30 歲」占比最高，畢業年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的 35.6%最

滿意」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以「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

高。以主要就學身分區分，
「全職學生」占 68.0%，其中近六成以「教

作者）」的「非常滿意」較高。

學助理／研究助理」為經濟來源，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12,000 至未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

滿 24,000 元」最多；「在職進修」博士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力」最高（63.8%）
，不滿意項目以比率達近四成的「學校研究經費、

萬」人數最多，約近七成。

空間與設備」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私立一般大學」與

 首要就讀動機：以 52.8%「就業相關」占比最高。以除個人興趣以外

「國外大學」最滿意項目皆屬「教師相關」
，有別於「國立一般大學」

之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觀察，首要動機以「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

與「師範／教育大學」
；在修業結束年方面，
「民國 90 至 94 年」滿意

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占比最高，次要動機

項目居首位的「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隨修業結束年愈趨近現

則以「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

在比率愈下滑，至「民國 100 年以後」已不及四成；而不滿意項目則

企業家／頂尖人士*」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不論學校性

以「民國 100 年以後」於「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占四成二與

質，前二大首要動機皆與全體相同。以修業起始年區分，除「民國 100

「提供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突破三成相對顯著。

年以後」外，皆以「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

 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337 人占九成五，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居首；以入學年齡區分，未滿 40 歲區間之前

劃有 304 人，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達近八成、
「不滿意程度」3.9%。

二大就讀動機同於全體，40 歲以上的兩個區間於「將博士學位視為

以工作類型區分，不定期契約全職工作者於「非常滿意」與「滿意程

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占比相對高於其他入學年齡區間。

度」占比皆最高、
「兼職（不論契約類型）」最低；以求／轉職歷程區

 修業滿意度：
「滿意程度」達 77.6%、
「不滿意程度」5.4%。以修業起

分，各歷程「滿意程度」占比皆達七成五以上。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

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民國 95 年以前入學且 40 歲以下的滿意度隨

職業別區分，人數最多的大專院校師資主管的「非常滿意」與「滿意

年紀增長呈遞減現象，
「民國 95 至 99 年」入學者則反而隨年齡區間

程度」高出人數居二、三的大專院校及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

上升比率漸增。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95 年以後兩畢業年

員」約一至二成。

區間皆以「未滿 30 歲」的「滿意程度」最高，惟同樣兩畢業年區間

 博士學位效益：
「值得程度」約七成五、
「不值得程度」6.4%；各學科

年齡介於 30 至 40 歲區間的滿意度卻相對為低。以博士畢業學校性

以「運輸服務」認為「值得程度」最高達九成以上、
「經濟學*」居末。

質區分，
「國外大學」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居各學校性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三個修業結束年區間均以「未滿 30

質之首；以就學身分觀察，以「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

歲」認為學位「值得程度」最高，且「民國 100 年以後」30 至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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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歲區間占比皆不及七成；再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雖

性質前二大首要動機與全體相同。以修業起始年區分，
「民國 100 年

然「值得程度」略低於「私立一般大學」
，但「非常值得」仍居首位，

以後」畢業博士之前兩大就讀動機皆為「就業相關」
，且累計占比達

「國立一般大學」則為「值得程度」最低者。以博士就讀動機（除個

近六成較為顯著；以入學年齡區分，「未滿 30 歲」於「想從事的工

人興趣以外）區分，以「受（碩士）指導教授鼓勵或推薦」認為的「值

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占比較高，突破四成。

得程度」最高。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最多數博士所任職

 修業滿意度：「滿意程度」高達八成五、「不滿意程度」僅 3.4%。以

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為「非常值得」占比最高者，
「值得程度」

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人數最多的「民國 90 至 94 年」於各年

亦達八成以上，人數居二、三的「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與大專

齡區間的「滿意程度」均達八成以上最顯著。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

院校之「研究人員」的「值得程度」則不及六成。

齡觀察，不論修業結束年「45 歲（含）以上」的「滿意程度」占比均
達九成以上，至於「未滿 30 歲」與「35 至未滿 40 歲」兩區間的修

社會二

業滿意度則在「民國 100 年以後」大幅下降三至四成，居所有區間

 基本資料：
「教育」博士共 399 位，年齡以「45 至未滿 50 歲」最多，

「滿意程度」之最末二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非常滿意」

男女性比率分別為 49.4%與 50.6%。畢業學校性質以「師範／教育大

與「滿意程度」均由「國外大學」居首，最低者則為「私立一般大學」
；

學」最高（53.2%）；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占比居首（30.2%），

以就學身分觀察，「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的「非常滿意」較高，

畢業年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最多，占比達 27.1%。以修讀學位

另「在職進修人士*」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較「全職學

時的主要就學身分區分，
「全職學生」人數僅占三成八，當時的經濟

生（含有兼職工作者）」高。

來源有六成為擔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

「6,000 至未滿 12,000 元」居首；至於六成「在職進修」者，修讀學

力」最高（65.7%）
，不滿意項目以比率達 31.7%的「提供產學合作計

位當時薪資以「50 至未滿 100 萬」人數最多。

畫與實習機會*」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不同於其他學校

 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48.7%占比最高。首要就讀動機（除

性質與全體，
「國外大學」以近八成的「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個人興趣以外）以「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

居首；不滿意項目方面，除「師範／教育大學」外，所有學校性質對

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占比達 32.3%最高，次要則以 15.5%的「視

「學校相關」的「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之不滿意排名皆

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多數學校

居前三。以修業結束年區分，
「民國 90 至 94 年」居滿意項目之首的
「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隨修業結束年愈接近現在比率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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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不滿意項目部分，於民國 100 年以前區間居第三的「學校研究經

究人員」的「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卻居所有機構職業別之末位。

費、空間與設備」
，反而於「民國 100 年以後」成為首要不滿意項目。
 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376 人占近九成五，現職「符合」原職涯

社會三

規劃有 350 人，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達 78%、
「不滿意程度」6.2%。

 基本資料：
「商業及管理*」博士共 415 位，年齡以「40 至未滿 45 歲」

以工作類型區分，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作較滿意，其中不定期契約者

居首；男女性比率分別為 60.5%與 39.5%。畢業學校性質以「國立一

於「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占比均居所有類型之冠；以求／轉職

般大學」占 51.8%最高；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達 36.2%居首，

歷程區分，各歷程「滿意程度」差距皆在一成內，以「取得博士學位

畢業年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占比最高（30.4%）
。以修讀學位時

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作」占八成居首，
「取得博士學位前的

的主要就學身分區分，「全職學生」有 232 人占 56.0%，當時經濟來

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以七成二居末。以目前工作機

源以擔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最多，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6,000

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次多的「其他各級學校」之「師資及主管人

至未滿 12,000 元」居首；至於四成「在職進修」者，修讀學位當時

員」於「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占比居所有機構職業別之首，均

薪資以占六成的「50 至未滿 100 萬」最多，
「100 至未滿 150 萬」居

高出任職人數最多的大專院校教師近一成，另在大專院校與公立及

次，150 萬以上兩個年薪區間占比加總達近一成亦相對顯著。

法人研究機構擔任「研究人員」者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皆為 0.0%，

 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63.6%占比最高。首要與次要動機（除

其中大專院校「研究人員」的「滿意程度」亦居「社會二」末位。

個人興趣以外）皆為「就業相關」
，其中首要以「想從事的工作，博

 博士學位效益：
「值得程度」達近八成五，
「不值得程度」則僅 2.8%。

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達五成以上最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畢業年齡未滿 40 歲三個區間的「值

高、次要動機以占 16.4%的「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

得程度」由「民國 90 至 94 年」的九成隨修業結束年遞減；以畢業學

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人數較多的

校性質區分，以「國外大學」的「非常值得」比率最高，惟「值得程

學校性質大都以「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

度」由「師範／教育大學」居首位，另「私立一般大學」與「國立科

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居首。以修業起始年觀察，前二大動機項目皆

技大學」分別為「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最低者。以就讀動機（除

同於全體；以入學年齡區分，
「未滿 30 歲」是唯一「就業相關」三項

個人興趣以外）區分，以「將博士學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的

動機占比加總不及五成者，另「35 至未滿 40 歲」以「從事的工作所

「值得程度」居冠。再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居首的

需，或任職機構要求」擠入前二大，亦相對較顯差異性。

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之「值得程度」最高，惟同機構性質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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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業滿意度：
「滿意程度」達 73.8%、
「不滿意程度」8.0%。以修業起

以工作類型區分，
「全職工作（不定期契約）」者對目前工作最為滿意，

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不論修業年「未滿 30 歲」的「滿意程度」均

「非常滿意」亦居其他工作類型之首，至於兼職工作者，不僅對目前

不及七成，反之「45 歲（含）以上」則達八成以上，其餘各修業年

工作無「非常滿意」者且「滿意程度」亦最低；在求／轉職歷程方面，

之入學年齡區間的占比則較分歧。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與

「非常滿意」占比最高為「取得博士學位後的首次就業」
，但「滿意

修業起始年和入學年齡結果相似，
「未滿 30 歲」的「滿意程度」皆不

程度」以「取得博士學位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作」居首，至

達七成，
「45 歲（含）以上」皆超過八成。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於「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的「非

「國外大學」的「非常滿意」最高，
「滿意程度」則略低於「私立科

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僅 10.5%與 51.6%，居所有歷程末位。以目

技大學」
，而「師範／教育大學」則無「非常滿意」者且「滿意程度」

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
「社會三」領域占八成以上的大專院校

亦居末；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與「在職進

「師資及主管人員」的「滿意程度」約近七成，至於「非常滿意」或

修人士*」於「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高於「學／碩士畢業直

「滿意程度」占比最高與最低者之職業別任職人數均少於 10 人。

接就讀」與「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

 博士學位效益：「值得程度」達 76.7%，「不值得程度」為 9.7%。以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滿意項目以「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

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不論修業結束年皆以「45 歲（含）以

力」最高（59.7%）
，不滿意項目以 34.4%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

上」的「值得程度」最高， 35 歲至未滿 45 歲兩年齡區間則有隨修

設備」居首。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以近七成的「師

業結束年越接近現在占比越低的情況；再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以

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
「國立科技大學」以近七成五「教授指導

「國立科技大學」的「非常值得」比率最高、「值得程度」則以人數

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的「滿意程度」居首；不滿意項目方面，

最多的「國立一般大學」以七成二居末。以博士就讀動機區分，
「值

不同學校性質差異甚大，惟所有學校性質皆對「學校研究經費、空間

得程度」以占 91.4%的「將博士學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居冠，

與設備」感到不滿，並居各學校性質不滿意項目排名前三大。以修業

「不值得程度」則以「視為新的人生及體驗」居首。以目前工作機構

結束年區分，
「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不滿意比率有隨修業結

別與職業別區分，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認為博士學位（非常）

束年區間上升之現象外，
「民國 100 年以後」對於「師資的專業素養

值得比率各約四成與八成，而「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卻分別由

與教學品質」的不滿程度亦以近兩成占比居於第三。

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與「主管人員」居首，大專院校

 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401 人占 96.6%，現職「符合」原職涯規

的「研究人員」及「其他各級學校」的「師資及主管」居末。

劃有 369 人，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達 68.6%、
「不滿意程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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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1

前言

背景
「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平台」（NPHRST）為一國家級人才資

「NPHRST 博士就業調查」每（兩）年設定的調查主題皆不相同。
「2014 年 NPHRST 博士就業調查」針對國內博士人才進行全面性調
查，主要目的在了解國內博士基本的分布概況，以及學校教育和現職工
作狀態；「2015 年 NPHRST 博士就業知覺調查」則聚焦於不同就業領

料庫，自民國 91 年建立至今，收錄之科技人才資料已超過 11 萬筆，截

域與機構性質的供需概況；
「2016 年 NPHRST 博士流動意向調查分析」

至今（民國 108）年 10 月 30 日止，具博士學位之人才資料已達 7.8 萬

鑒於當時人才流動議題受各方關注，乃針對不同領域與機構別博士人

筆，其中男性約 74.4%、女性約 25.6%，年齡分布以 45 至 54 歲占整體

才的流動意向進行了解；民國 106 年抽取「2016 年 NPHRST 博士流動

30.2%居多，博士畢業領域以工程領域占比最多達三成四，其次為社會

意向調查分析」中任職於大專院校之教師，以任職科系角度探討國內大

領域的 24.0%，第三為理領域的 15.8%2，前三大占比超過七成，另就業

專院校各科系教師未來五年流動意願及原因，以及對人才流動的看法；

中人數為 69,350 人，占 88.8%，現職工作以在教育部門任職者占 70.4%

民國 107 年鑒於近年國內博士班就讀意願低落，臺、清、交、成等頂尖

為最多。

大學甚至有部分系所註冊率為零，本平台為深入瞭解可能之成因，乃擬

NPHRST 於民國 99 年接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定調查主題為「2018 年 NPHRST 博士求學動機與學位效益調查」。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邀請，參加歐美 25 國

今（民國 108）年短篇報告基於去年報告結果中發現理、工、醫、

共同參與的「博士人力職業生涯調查（Careers of Doctorate Holders,

農、人文與社會六大領域博士之求學動機與學位效益頗具差異，再者，

CDH）」計畫後即開始與世界各國同步關注博士人力教育、就業及流動

蔡瑞明（2010）
、劉曉芬（2014）與林世昌與邱詩詠（2015）等在探討

等議題，並持續利用 NPHRST 博士人才資料發表國內博士相關議題分

國內博士就業相關議題時皆曾提及，科學、理工、農或醫療科系相對於

析報告。民國 103 年起，本平台在提供國內博士人力整體概況的長期

人文、教育、法律、商管較傾向至非學術機構工作，且 Townsend (2012)

追蹤機制及博士人才現況調查資料的期許下，開始以線上問卷方式進

在針對就讀科系為歷史系博士的探討發現，任職學術機構的歷史系博

行年度「NPHRST 博士就業調查」
，求更多元且深入利用珍貴調查資料，

士薪資水平不僅較其他科系博士低，在非營利單位和企業界薪資差距

民國 105 年起乃將調查改為 2 年一次，分析報告則改為調查當年度出

更大；另，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 2016 年的「Why doing a PhD

版長篇完整報告，隔年再根據資料特性或不同議題需求產出短篇報告。
2

NPHRST 博士畢業科系學門共分為 23 學門，工程領域含電算機學門、工程學門及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門；

社會領域含教育、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傳播學門、商業及管理學門、法律學門、社會服務學門、民生學
門、運輸服務學門及軍警國防安全學門；理領域則包含生命科學學門、自然科學學門及數學及統計學門。

1

if often a waste of time」報導中曾提及一項針對英國博士畢業生的研究，

信件 3,930 份，總共寄出 29,702 份有效邀請函。問卷調查時間為民國

「約有三分之一的博士畢業生，其中工程領域更有接近半數的博士承

107 年 6 月 5 日（二）至 6 月 25 日（一），採線上調查及不記名方式

認其攻讀博士學位係為了繼續當學生或延遲就業」
；前述可知，不同科

進行。調查函於 6 月 5 日寄發，並於 6 月 13 日和 6 月 25 日分別寄發

系博士畢業生於就讀動機、工作類型、薪資水平等的確存在差異。基於

兩次催函，最後共回收 4,919 份問卷，去除重複填答者，最終有效問卷

前述，本平台將今年報告訂為「2019 年 NPHRST 博士求學動機與學位

共計 4,897 份，回收率為 16.5%。

效益調查－以 12 大學科領域區分」
，以 2018 年問卷回卷者所填博士就
讀科系依其學科性質及畢業人數分成 12 大領域3，期藉此了解此 12 領

1.3

資料分析項目

域近年畢業博士當初就讀博士學位動機為何？對博士整體修業滿意度

本報告先將 2018 年回收之 4,897 份「2018 年 NPHRST 博士求學

如何？博士修業期間感到滿意與不滿意項目為何？目前工作滿意度為

動機與學位效益調查」問卷依博士就讀科系分為 12 大領域，各章節逐

何？是否與其原有職涯規劃符合？以及其對博士學位效益的看法等。

一對各領域的「基本資料」
、
「首要就讀動機」
、
「修業滿意度」
、
「滿意＆

報告完成後之分析結果、圖表與原始統計數據，將置於 NPHRST

不滿意項目」
、
「目前工作滿意度」及「博士學位效益」等六大項目進行

首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 STPI 首頁電子書城，供有

分析與探討，藉此了解 12 領域博士性別與年齡分布概況，以及其博士

興趣的大眾下載瀏覽與加值分析，並寄送報告內容予相關政府單位供

畢業學校類型、入學與畢業年齡、全職學生與在職進修當時薪資為何？

局處首長參考。

12 領域博士的首要與次要就讀動機為何？對博士修業滿意度又是如
何？以及對博士修業的滿意和不滿意項目為何？最後，針對目前工作

研究對象

滿意度與認為博士學位是否值得等進行探討，希冀藉此了解 12 個領域

本報告研究對象同「2018 年 NPHRST 博士求學動機與學位效益調

在攻讀博士學位之動機、修業滿意度、目前工作滿意度、與取得博士學

查」
，為民國 90 年（2001 年）～民國 107 年（2018 年）自國內、外大

位值得與不值得程度等項目的關聯性，期藉此找出國內近年各大專院

學獲取博士學位且目前居住或就業在國內之本國籍博士，排除無電子

校博士班就讀意願低落的可能成因與差異，提供政府相關單位未來決

郵件信箱或電子郵件信箱有誤者，共寄發 33,632 份問卷調查函，退回

策方向參考。

1.2

3

12 大領域包含之科系請參閱表 1「領域科系名稱對照表」（p.4）。

2

考量樣本資料已於 2018 年進行多變數反覆加權，代表加權後的樣

1.4.2

本文中，所有交叉統計分析使用之樣本人數為目前居住或就業

本結構大致與母體接近，故今（2019）年報告不再針對樣本資料進行加

在國內之本國籍、年齡 70 歲以下博士，並且於民國 90 年（2001

權，如需參考相關內容，請參閱「2018 年 NPHRST 博士求學動機與學

年）～民國 107 年（2018 年）自國內、外大學獲取博士學位者。

位效益調查」報告。再者，本文將十個求學動機問項歸類為「學科／學

各領域詳細統計人數與包含之科系皆於各領域「基本資料」上方

位相關」
、
「就業相關」
、
「人生目標」與「其他」等四大類型，係參考日

說明，其他「首要就讀動機」
、
「修業滿意度」
、
「修業滿意＆不滿

本 科 學 技 術 ‧ 科 技 政 策 研 究 所 （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意項目」及「博士學位效益」分析人數同各領域「基本資料」上

Technology Policy, NISTEP）於 2017 年 9 月發表的「博士課程在籍者の

方之全體人數，僅「目前工作滿意度」分析人數係以「就業中」

キャリアパス等に関する意識調査」
，將博士求學動機分為「內發型」
、

人數進行統計。六大項目交叉分析之樣本人數概略說明如下：

「目的型」與「環境型」三種，以及 Tarvid (2014)在探討博士求學動機

(1) 基本資料：各領域、所含科系及各年齡區間人數均請參照圖

時亦將目標分為「主要為個人因素（Mostly personal）」
、
「大部分為個人

表上方；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入學年齡及畢業年齡均僅列百

因素（Primarily personal）」
、
「大部分為勞動市場因素（Primarily labour-

分比；依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區分時，在職進修

market），以及「主要為勞動市場因素（Mostly labour-market）」而成，

及全職學生人數請參照各圖表標示，全職學生修讀博士學位

至於問卷第五部分的「其他意見」，因已於「2018 年 NPHRST 博士求

經濟來源為複選，各選項百分比之分母均為該領域全體人數，

學動機與學位效益調查」的第參章「質化分析」詳細討論，故本次短篇

至於教學助理／研究助理的平均每月獲取金額及在職進修者

報告並未將此項目納入分析。

修讀博士學位當時年薪則僅列百分比，其分母分別為全職學
生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以及在職進修之人數。

編輯說明

1.4

本文雖依博士就讀領域進行分析，惟各領域交叉分析項目人數不
盡相同，且各統計圖表欲補充資訊甚多，囿於篇幅限制，特於此將編輯
及註解方式說明如下。
1.4.1

(2) 首要就讀動機：各圖表均僅列百分比，依博士畢業學校性質、
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之圖表，統計人數請參照表格內
各別變項的人數。
(3) 修業滿意度：圖上方僅列各領域全體博士修業滿意度比率；

為節省圖表空間，本文在探討博士就讀動機時，不論首要或次要

進一步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

皆係描述「除個人興趣以外」的動機，敬請讀者謹慎小心解讀。

年齡區分的表格內含百分比與人數；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
3

分、以就學身分與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區分之統

目重整，本文並依據實際調查結果，將人數眾多與人數過少的

計人數，請參照圖表內各別變項人數。

科系項目重新分類，若需對照原科系名稱，請參考表 1。

(4)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此題為複選題（最多 3 個）
，僅列滿
表1

意＆不滿意前三大項目百分比（各選項之分母均為該領域全
體人數）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與修業結束年區分，統計人數

領域

物理學（含天文及太空科學）

(5) 目前工作滿意度：圖上方列出不同就業狀態人數，惟目前工
理一

理（其他）
理二

表格內含百分比與人數；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及目前工作機
工一

工二

算時，小數點位數並無限制，故計算結果無虞。

(1) 領域科系名稱對照表：此分類根據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程度
及學科標準分類」及本平台 103 年博士就業調查結果進行類

電子電機工程（含光電、通訊等；請參見工一：電

腦科學）

機械工程（含航太、造船工程）

電子電機工程*

工三

機械工程*

工業工程
土木水利工程（含營建、河海工程、交通運輸及測

因各統計圖表篇幅有限，未將部分全稱過長的變項完整呈現於
圖表中，如需對照全稱，請參考以下各表。

生命科學

生醫工程

表可能會發生加總比率為 99.9%或 100.1%的狀況，惟此誤差僅

1.4.4

生命科學（含微生物、生化及生物科技等）

電腦科學（含資管；請參見工一：電子電機工程） 電腦科學*

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之統計人數，請參照各變項之人數。

可能出現於以四捨五入簡化表達之統計圖表中，於後端統計運

大氣科學

海洋科學

(6) 博士學位效益：各領域全體與各科系博士認為之學位效益僅

因本調查統計分析進位方式採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各圖

物理學*

地球科學

照圖表內各別變項人數。

1.4.3

報告使用之簡稱

化學

作滿意度僅含各領域就業中人數；進一步以工作類型、求／

列百分比；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博士就讀動機區分的

科系全稱
數學及統計學

參照各表格變項所列人數。

轉職歷程、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之統計人數，請參

領域科系名稱對照表

量工程）
環境工程（含環境資源及保護）

土木水利工程*
環境工程*

建築及都市規劃
化學工程
4

領域
工四

醫

科系全稱

報告使用之簡稱

領域

材料工程

歷史

紡織工程

人類

核子工程

哲學

醫學（含生理、病理、藥理及免疫等）

醫學*

藝術（含美術、音樂及設計）

公共衛生（含流行病學）

公共衛生*

人文（其他）

藝術*

經濟學（含財政）

經濟學*

復健醫學

政治學（含公共行政、國際事務）

政治學*

營養學

社會學

護理

心理學
醫學技術及檢驗*

地理學
傳播學（含圖資及公共關係）

牙醫
社會一

醫（其他）
一般農業（農藝、園藝、植保及農化）

傳播學*

法律
社會服務（含社工、兒保）

一般農業*

社會服務*

食品科技

民生（含觀光休閒、運動科技及生活應用科學等） 民生*

農業經濟及推廣

運輸服務

農業工程、水土保持

軍警國防安全

林業

社會（其他）

漁業

社會二

畜牧及獸醫學

社會三

農（其他）
語文（中國語文、外國語文、翻譯學、比較文學及
人文

報告使用之簡稱

藥學

醫學技術及檢驗（含醫學生技）

農

科系全稱

語言學）
宗教

教育（含科教、特教、體育、教育行政與教育心理） 教育*
商業及管理（含會計、貿易、金融、行銷、資管、

醫管及其他管理）

商業及管理*

語文*

(2) 學校性質對照表：本報告部分圖表因空間不夠，將博士畢業學
校性質名稱簡化，對應之全稱請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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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表2

學校性質對照表

學校性質全稱

就讀動機
類別

報告使用之簡稱

國立一般大學
國立科技大學

學科／

師範／教育大學

學位相關

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

國防大學*

就讀動機對照表

就讀動機全稱

報告使用之簡稱

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

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

該領域國內甚至世界級的優秀學者／

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

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

／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

嚮往博士學位身分，或其帶來的社經
地位與成就感

私立一般大學

將博士學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

私立科技大學

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

國外大學

（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

(3) 主要就學身分對照表：本報告部分圖表將修讀博士學位時的

就業相關

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
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

主要就學身分名稱簡化，對應之全稱請見表 3。

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

表3
主要就學身分全稱

主要就學身分對照表

他人影響

其他

關」
、
「就業相關」
、
「人生目標」
、
「他人影響」與「其他」等五
大類，各就讀動機全稱與簡稱詳見表 4。

受家庭影響，想滿足父母、家人或其他
人的期望

在職進修人士*

(4) 就讀動機對照表：本報告將就讀動機區分為「學科／學位相

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
受（碩士）指導教授鼓勵或推薦

報告使用之簡稱

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
在職進修人士，邊修博士學位

人生目標

其他

(5) 工作類型對照表：本報告部分圖表將現職工作類型名稱簡化，
對應之全稱請見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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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修業滿意／不
滿意項目類別

工作類型對照表

工作類型全稱

報告使用之簡稱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全稱
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

全職工作（不定期契約）

培養團隊合作協調整合及領域統御能力

全職工作（定期契約，如計畫人員、專案人員等）

全職工作（定期契約*）

培養具宏觀視野與掌握世界趨勢的能力

兼職（不論契約類型）

其他

(6)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對照表：本問卷將博士對修業滿意／

其他

(7) 機構性質名稱對照表：本報告部分圖表將機構性質名稱簡化，
各對應之全稱詳見表 7。

不滿意項目區分為「教師相關」
、
「學校相關」
、
「課程相關」與
「其他」等四類，各修業項目名稱詳見表 6。
表6
修業滿意／不
滿意項目類別

教師相關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全稱

機構性質名稱對照表

其他各級學校
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

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

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

指導教授提供的就業協助

醫療院所（含診所）

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

無舉辦國際會議及有無交換學者等）

報告使用之簡稱

大專院校（不含附設醫院）
報告使用之簡稱

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基金會及學協會等民間團體
學校國際化程度*

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如：提供

提供產學合作計畫

實習企業規模、實習期長短及相關性）

與實習機會*

提供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
課程相關

表7
機構性質全稱

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對照表

學校國際化程度（如：有無外籍教師、有
學校相關

報告使用之簡稱

醫療院所*

基金會*

其他

(8) 職業別名稱對照表：本報告部分圖表將各機構性質職業別名
稱簡化，各對應之全稱詳見表 8。

培養具備核心專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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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機構性質

職業別名稱對照表
職業別全稱

師資及主管人員
大專院校
（不含附設醫院）

機構性質
報告使用之簡稱

護理、技術及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主管人員

非研究人員*
一般政府部門及
國營企業

師資及主管*

非研究人員（含資訊人員）

基金會及學協會等
民間團體

主管人員

研究機構

非研究人員（含資訊人員）

其他

1.4.5

主管人員
研發人員

及個人工作室

研究人員

非研究人員*

其他

民營企業、事務所

非研究人員*

其他

研究人員
非研究人員（含資訊人員）

非研究人員（含資訊人員）

主管人員

非研究人員*

其他

公立及財團法人

研究人員

其他

研究人員
其他各級學校

護理、技術及其他*

其他

其他
師資及主管人員

報告使用之簡稱

師資及主管*

研究人員
非研究人員（含資訊人員）

職業別全稱

非研發人員（含資訊人員）

非研發人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如：律師、建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築師及會計師等）

*

單一變項人數少於 3 人者，因較不具代表性，為避免誤導讀者，
故圖表以網底呈現，數字也以淺灰色表示，且不列入報告本文討
論。另為提高分析之全面性，部分圖表中人數僅 4 人或 5 人者
仍列入討論，惟敬請讀者閱讀或分析應用時須謹慎小心解讀與
使用。

其他
醫療院所
（含診所）

醫師及主管人員

醫師及主管*

研究人員
非研究人員（含資訊人員）

非研究人員*
8

第二章
2.1

統計分析

理一：
（一）基本資料
圖 1 為 433 位「理一」領域博士之基本資料分布，包含「數學及

統計學」、「物理學*」、「化學」、「大氣科學」、「地球科學」、「海洋科
學」及「理（其他）」等 7 個科系共 433 人，以「物理學*」的 134 人
最多，年齡以「40 至未滿 45 歲」占最多數，男女博士性別比率為 82.8%
與 17.2%。
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卷
回卷博士人數來看，兩者人數增長趨勢相近，惟本問卷以 103 年畢業
的 40 人最多，教育部以 101 學年度的 395 人畢業為高峰。
畢業學校性質由圓餅圖可知，
「理一」博士以畢業於「國立一般大
學」的 77.0%最高，其次為 7.8%的「師範／教育大學」與 7.7%的「國
外大學」
，
「私立一般大學」以 6.5%居第四順位，而「國防大學及軍警
院校」與「國立科技大學」占比皆在 1.0%以下。以入學年齡與畢業年
齡觀察，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的 76.6%最高，畢業年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的五成占比（49.9%）最高。
再將畢業領域「理一」博士以「全職學生」或「在職進修」身分
區分，
「全職學生」有 368 位占 85.0%，修讀博士學位的經濟來源以擔
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最多（85.0%）
，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12,000
至未滿 24,000 元」超過半數的比率最高（50.2%）；另有 65 人為「在
職進修」
，其修讀博士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的 71.7%最高，
其次為 22.0%的「100 至未滿 150 萬」，未滿 50 萬者占 6.3%。

圖1

理一：（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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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理一：
（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2 為 433 位「理一」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 40.0%的黃色區塊

「學科／學位相關」比率最高，居次為僅 1.6%差異的紫色區塊「就業
相關」
（38.4%）
，第三為占比降至 11.7%的橘色區塊「他人影響」
，第四
為 8.3%的綠色區塊「人生目標」，居末為 1.7%的粉色區塊「其他」。
以右圖上方表格之各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的占
比觀察，首要就讀動機以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
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
比率最高，次要就讀動機則以紫色區塊「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
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占比最高。
將首要就讀動機前五大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可見，
「國立一般
大學」與「國外大學」以「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
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居首，
「國外大學」占比達四成以上（43.3%）
，
「師範／教育大學」與「私立
一般大學」則以「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
（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占多數（39.2%）。
左下表為前五大首要就讀動機以修業起始年區分，各修業起始年
的前二大首要就讀動機與全體一致，惟「民國 100 年以後」改以「就業
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居首。右下表為前五大首要
就讀動機以入學年齡區分，入學年齡「45 歲（含）以上」僅 10 人的首
要就讀動機不同於全體與其他入學年齡，以「他人影響」的「受（碩士）
指導教授鼓勵或推薦」居首，占比高達 35.2%。
圖2

理一：（二）首要就讀動機
10

2.1

理一：
（三）修業滿意度
右圖為 433 位「理一」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分別為「非常滿意」

28.8%、
「滿意」40.7%，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達七成，而「不太滿
意」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4.4%與 1.2%，「不滿意程度」占 5.6%。
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博士修業滿意度，民國 100 年以前
三個修業起始年區間的「滿意程度」最高比率大多落在人數僅 5 人入
學年齡為 40 歲以上區間，惟「民國 90 至 94 年」的「35 至未滿 40 歲」
與「民國 100 年以後」的「30 至未滿 35 歲」的「滿意程度」亦達 100.0%；
至於「滿意程度」最低者，在三個人數較多的起始年區間均落在未滿 35
歲的兩個區間，其中以 107 位「民國 95 至 99 年」入學時「未滿 30 歲」
的最年輕博士「滿意程度」最低，僅五成（51.4%）。
進一步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人數達 20 人以上的幾個年
齡區間「滿意程度」大都在七成以上，僅「民國 100 年以後」的 30 至
未滿 40 歲兩畢業年齡區間的五至六成例外，至於「理一」全體滿意度
最低者為「民國 95 至 99 年」的「35 至未滿 40 歲」，占比僅 33.3%。
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以超出五成的「非常滿
意」比率居各學校性質之首、
「國立一般大學」則以僅二成五居各學校
性質之末，二者亦為「滿意程度」最高與最低者。另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比率與「滿意程度」均較
「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再者，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
為「在職進修人士*」
，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比率較「全職學生（含
有兼職工作者）」高出近二成，「滿意程度」則高出近三成。
圖3

理一：（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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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理一：
（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以 433 位「理一」博士對修業的滿意（直條圖）與不滿意（折線

圖）項目觀察。直條圖滿意部分，前三大占比依序為 57.9%「教授指導
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
，其次為僅 0.4%差異的「培養獨立研究與創
新思考能力」
（57.5%）
，第三為 48.8%「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
折線圖的修業不滿意項目，以 33.8%「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
居首，「提供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以 26.9%居次，第三為「學
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的 23.1%。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滿意項目在「國立一般大學」
、
「師範／
教育大學」與「私立一般大學」前二大項目與全體相同僅順序不同，皆
為「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與「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
能力」
，而「國外大學」博士對修業滿意項目不同於國內學校，以「師
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居首、
「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居次；
修業不滿意項目部分，人數最多的「國立一般大學」在「理一」全體最
不滿意項目「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的占比達 37.6%，而人
數僅 28 人的「私立一般大學」前三大不滿意均落在「學校相關」的三
個項目，又以「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的近五成比率最高（47.0%）
。
另以修業結束年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前三大滿意項目與全體相
同僅順序不同，不滿意項目部分，
「民國 90 至 94 年」前二大與全體相
同，但第三大為「教師相關」
，另民國 95 年以後兩修業結束年之居三者
則改為「課程相關」
；至於不滿意項目中又以「民國 95 至 99 年」於「學
校相關」之「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的四成占比較為顯著。
圖4

理一：（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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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理一：
（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人員」
，兩者均為 100.0%。前述可知，不論機構別，擔任主管職務者對

圖 5 為探討「理一」領域對目前工作滿意度的看法，就業中有 408

目前工作滿意度大多高於其他職業別。

人占 94.2%、待業中 9 人、未就業 15 人、退休 1 人。就業中博士現職
「符合」原職涯規劃有 338 人（82.8%）
，且就業中博士有 23.5%對現職
「非常滿意」、44.7%「滿意」，「滿意程度」達 68.2%，而「不太滿意」
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4.0%與 2.2%，
「不滿意程度」為 6.2%。
以工作類型區分，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與定期契約的「滿意程
度」相差二成以上（78.3% vs. 56.4%），且不定期契約者「非常滿意」
比率較定期契約高出一成（11.3%）
。另以求／轉職歷程區分，各歷程皆
對目前工作「滿意程度」差異不大，惟以「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
（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級）」的「非常滿意」比率最高，達 32.1%，
最低則為 21.8%的「取得博士學位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作」，
且兩歷程亦為「滿意程度」最高與最低者。
進一步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半數以上「理一」博士任
職於大專院校，其中「師資及主管人員」以七成「滿意程度」高於同一
機構性質「研究人員」的五成六，而「非常滿意」比率最高與次高者皆
為 18 人任職的「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的「主管人員」與
「其他各級學校」的「師資及主管人員」，占比各為 35.8%與 35.6%，
而「非常滿意」比率最低為皆僅 4 人之「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
「非研究人員*」與「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的「主管人員」
，占比
均為 0.0%；又，
「滿意程度」最高為僅 8 人的「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
構」與前述無人「非常滿意」之「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的「主管
圖5

理一：（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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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理一：
（六）博士學位效益

員」同為「值得程度」比率居首者（100.0%），至於任職於「公立及財

圖 6 為「理一」領域認為的博士學位效益，圖上方可知有 32.2%認

團法人研究機構」的 4 位「非研究人員*」則無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

為「非常值得」、38.3%「值得」，「值得程度」達七成（70.5%），另有

得」者，「值得程度」亦居末，僅 36.4%。

6.3%認為「不值得」
、3.9%「非常不值得」
，
「不值得程度」占比達一成
（10.2%）
。而「理一」各科系對學位效益的看法，以「化學」的 76.8%
最高，而 52 人的「地球科學」僅 51.4%，低於其他科系一成五以上。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修業結束年「民國 90 至 94 年」以
畢業年齡「未滿 30 歲」認為博士學位「值得程度」最高，隨修業結束
年愈趨近現在，改由畢業年齡較長的「40 至未滿 45 歲」與「45 歲（含）
以上」取代為「值得程度」最高者，而「值得程度」最低者，不論修業
結束年皆為畢業年齡「30 至未滿 35 歲」
，惟「民國 100 年以後」
「值得
程度」較前兩區間大降三成，僅 45.8%。再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國
外大學」博士認為「非常值得」比率最高，達 49.1%，亦為「值得程度」
居首者，而「值得程度」最低為占比未達六成的「師範／教育大學」。
再以除個人興趣以外的就讀動機區分，
「就業相關」的「從事的工
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的「值得程度」最高，達 92.8%、最低則為
學科學位相關的「將博士學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僅 51.8%。
另，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大專院校 160 位「師資及主
管*」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分別達 44.9%與 83.4%，
較同機構別的「研究人員」
（13.6%與 53.3%）均高出三成，另認為博士
學位「非常值得」則以僅 4 人的「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之「主管
人員」最高（47.8%）
，且其與「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主管人
圖6

理一：（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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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二：
（一）基本資料
圖 7 為「理二」領域博士基本資料分布，「理二」僅含「生命科

學」系，共 275 位，年齡以「35 至未滿 40 歲」的 79 人最多，男女比
率接近 2：1，分別為男性 183 人（66.5%）及女性 92 人（33.5%）。
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卷
回卷博士人數來看，本問卷回卷人數在 100 年至 105 年間變化較大，
以 102 年的 30 人為歷年最高；教育部各學年畢業生人數逐年上升至
101 學年度達到高峰的 289 人後開始微幅上下，105 學年度畢業人數
為 253 人，回復至與 99 學年度幾乎相等之人數。
由圓餅圖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可知，
「理二」博士以畢業於「國立一
般大學」68.4%最高，居次為 11.2%「國外大學」，第三為 10.6%「私
立一般大學」，其次依序的「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師範／教育大
學」與「國立科技大學」占比皆在一成以下。以入學年齡與畢業年齡
觀察，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68.1%最高，畢業年齡以「30 至未滿
35 歲」58.9%最高。
再以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身分為「全職學生」或「在職進修」
區分，
「全職學生」有 228 人占 82.8%，其修讀博士學位的經濟來源以
擔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最多（58.3%）
，每月平均獲取金額「12,000
至未滿 24,000 元」最高（42.9%）；另有 47 人（17.2%）為「在職進
修」博士者，其修讀博士學位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的 63.2%
最高，其次為 14.9%的「25 至未滿 50 萬」，第三為「100 至未滿 150
萬」的 11.7%，另「200 萬（含）以上」亦有超過一成占比（10.1%）
。
圖7

理二：（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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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二：
（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8 為「理二」領域 275 位「生命科學」科系畢業博士的首要就讀

動機，以紫色區塊「就業相關」的 45.1%居首，居次為 43.7%的黃色區
塊「學科／學位相關」
，前二大占比僅有 1.4%的微幅差異，其次依序為
占比降至一成以下的橘色區塊「他人影響」（5.4%）、4.6%的綠色區塊
「人生目標」，以及 1.1%的粉色區塊「其他」。
觀察右圖上方表格之各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的
占比，首要動機以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
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比率
最高（35.8%）
，次要以紫色區塊「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
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占比最高（23.9%）
。
將首要就讀動機前五大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除「師範／教育
大學」外，其他學校性質前二大就讀動機皆與全體相同，其中「國外大
學」有高達六成以「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
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為首要就讀動機者，高出畢業人數最
多的「國立一般大學」近三成（60.4% vs. 32.4%）。
左下表為首要就讀動機前五大以修業起始年區分，民國 100 年以
前入學的三個區間前二大首要就讀動機與全體相同，
「民國 100 年以後」
入學者則改以「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
幫助」居首。再將首要就讀動機前五大以入學年齡區分，40 歲以下前
二大首要就讀動機與全體相同，至於人數與「35 至未滿 40 歲」同為 15
人的「40 至未滿 45 歲」則改以「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
居首，且占比達 38.0%。

圖8

理二：（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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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二：
（三）修業滿意度
右圖為 275 位「生命科學」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分別為「非常滿

意」19.7%、
「滿意」41.6%，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為六成一，另有
8.7%「不太滿意」、5.5%「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程度」達 14.2%。
將博士修業滿意度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各修業起始年
「滿意程度」的最高占比落在不同入學年齡區間，比率皆在七成以上，
相對於此，各修業起始年區間「滿意程度」最低者則皆為人數最多的「未
滿 30 歲」
，且比率隨修業起始年愈趨現在愈低，
「民國 90 至 94 年」與
「民國 95 至 99 年」的滿意程度皆僅約五成四，又，修業年為「民國
100 年以後」部分年齡區間雖因人數過少不列入討論，但有 10 人的「30
至未滿 35 歲」之「滿意程度」僅 34.8%為所有區間最低，頗值得觀察。
再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發現，民國 95 年以後兩個修業結
束年區間之「滿意程度」最高者均落在「40 至未滿 45 歲」，達八成以
上，
「滿意程度」最低者則分別落在「35 至未滿 40 歲」及「30 至未滿
35 歲」
，其中「民國 100 年以後」的「滿意程度」更低於五成，僅 47.4%。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的「非常滿意」比率為 43.1%
居各學校性質之首、「私立一般大學」則以 16.3%居末，若以「滿意程
度」觀察，最高仍為「國外大學」
，最低改由「國立一般大學」與「國
防大學及軍警院校」並列，皆僅約五成五。另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
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較「學／碩士
畢業直接就讀」高一成左右；再以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區
分，
「在職進修人士*」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比「全職學生
（含有兼職工作者）」高近二成與近三成。

圖9

理二：（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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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二：
（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右圖為以 275 位「生命科學」系的「理二」博士對修業滿意（直條

圖）與不滿意（折線圖）項目觀察。在博士修業滿意部分，以 65.9%的
「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居首，居次為占比降至 45.4%的「教
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第三為 41.2%的「師資的專業素養
與教學品質」；折線圖修業不滿意部分，以 35.4%的「提供產學合作計
畫與實習機會*」居首、27.5%的「指導教授提供的就業協助」居次，第
三為 25.6%的「培養具宏觀視野與掌握世界趨勢的能力」。
進一步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滿意項目前三大僅人數最多的
「國立一般大學」與全體分布一致，亦即「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
力」
、
「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及「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
品質」，比率分別為 63.1%、40.6%及 39.0%，人數居次有 31 人的「國
外大學」則以「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的滿意度居首，且占比高
達近七成，高出其他學校性質三成以上；至於修業不滿意項目，16 人
的「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有高達八成（79.8%）不滿意「提供產學合
作計畫與實習機會*」
，居所有畢業學校性質不滿意項目比率之冠， 29
人的「私立一般大學」對於「學校國際化程度*」不滿意比率亦近五成。
另以修業結束年區分，各區間的前三大滿意項目與順序大致與全
體相同，然而「民國 100 年以後」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以
近四成占比（38.4%）擠下前兩修業結束年區間居三的「師資的專業素
養與教學品質」進入前三大，惟該項目亦以 30.0%居不滿意項目第三位，
可進一步觀察是否為國內各學校資源分配不均所致。
圖 10

理二：（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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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二：
（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圖 11 為「理二」領域的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272 人占 98.9%、

待業中 3 人、未就業與退休皆 0 人。其中 272 位就業中博士現職「符
合」原職涯規劃有 220 人（80.7%），另有 52 人（19.3%）為現職「不
符合」原職涯規劃者。就業的 272 人中，16.1%對現職「非常滿意」、
53.0%「滿意」
，「滿意程度」達 69.1%，而「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
意」為 4.9%與 4.2%，「不滿意程度」近一成（9.1%）。
以工作類型區分，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以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
作者最高，略高於定期契約者一成左右（20.8% vs. 11.3%）
，
「滿意程度」
同樣以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較高。再以求／轉職歷程區分，對目前
工作「非常滿意」占比大多在一至二成間，僅「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
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
」突破二成達 20.8%最高，至於綜合「非
常滿意」與「滿意」的「滿意程度」，最高者為 84.1%的「取得博士學
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級）」
、最低為 64.7%的「取
得博士學位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作」，兩者相差達 19.4%。
再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居前三的大專院校「師資
及主管人員」
、
「研究人員」與「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研究人
員」
，
「非常滿意」占比皆不及二成五，
「滿意程度」則均約七成（69.7%、
68.5%、69.9%）
；而僅 5 人任職的「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的「主
管人員」除為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比率最高者（41.5%）
，並與 4 位
「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主管人員」以「滿意程度」達 100.0%
居各機構別與職業別之最高；至於 25 位「醫療院所（含診所）」的「研
究人員」，「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居末，各為 0.0%與 42.1%。

圖 11 理二：（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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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二：
（六）博士學位效益

或末位且人數僅 4～5 人之職業別，任職「醫療院所（含診所）」的 25

圖 12 為 275 位「生命科學」博士認為的學位效益，最上方可知

位「研究人員」無人（0.0%）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
，且其「值得

30.0%認為「非常值得」
、32.9%「值得」
，
「值得程度」為 62.9%，另有

程度」僅 45.5%，頗值得關注。

6.1%認為「不值得」
、10.0%「非常不值得」
，
「不值得程度」達 16.1%。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認為博士學位「值得程度」比率最
高者隨修業結束年愈趨近現在畢業年齡愈長，以畢業人數最多有 153 人
的「民國 100 年以後」來看，僅 40 歲以上兩區間「滿意程度」占比約
七至八成間，其他年齡區間皆不到六成，其中又以「30 至未滿 35 歲」
的 46.4%，明顯低於之前兩修業結束年達二成以上。再以博士畢業學校
性質區分，以「國外大學」認為學位「非常值得」達 65.9%最高，其他
學校性質約在二至三成上下，惟「值得程度」居首者為僅 9 人的「師範
／教育大學」，達百分之百。
以博士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
「值得程度」最高與最
低皆落在「就業相關」項目，以「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
占 84.2%最高、
「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
有幫助」占 30.7%居末；「不值得程度」之最高與最低項目恰與「值得
程度」相反，以博士學位有職場競爭力為就讀動機者的「不值得程度」
比率最高，達五成五。
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104 位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
對博士學位感到「非常值得」比率達四成五、
「值得程度」亦達七成五，
惟較值得關注的是，有 49 人的「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研究
人員」雖然對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高達七成，但在認同博士學位的「值
得程度」卻僅 36.6%；再者，若忽略「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居首

圖 12

理二：（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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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一：
（一）基本資料
圖 13 為就讀「工一」領域的基本資料分布，包含「電腦科學*」
、

「電子電機工程*」與「生醫工程」3 個科系共 835 人，以「電子電機
工程*」的 644 人最多，年齡以「35 至未滿 40 歲」比率最高，男女性
博士分別占 91.1%與 8.9%。
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卷
回卷博士人數來看，本問卷回卷博士畢業人數與教育部畢業人數增減
趨勢大致相同，各以 101 年畢業的 81 人及 101 學年度的 834 人居歷
年最高峰，且「工一」近三至五年間畢業人數有逐漸遞減的趨勢。
由圓餅圖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可知，以「國立一般大學」的 71.3%
最高，居次為 12.0%「私立一般大學」
，第三為 9.0%「國立科技大學」
，
其次依序為 4.5%「國外大學」
、2.1%「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
，以及占
比降至 1.0%以下的「師範／教育大學」（0.7%）與「私立科技大學」
（0.4%）。另以入學年齡與畢業年齡觀察，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
的 56.1%最高，畢業年齡以「30 至未滿 35 歲」最高（35.1%）
，
「未滿
30 歲」居次（21.4%）。
以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就學身分區分，「全職學生」有 520 位占
62.2%，其修讀博士學位的經濟來源以「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七成
占比最高（69.5%），每月平均獲取金額由「6,000 至未滿 12,000 元」
居冠（45.2%）
；另有 315 人為「在職進修」博士學位者，其當時年薪
以「50 至未滿 100 萬」的 69.8%最高，其次為 20.1%的「100 至未滿
150 萬」，另 150 萬以上相對高年薪占比亦達 8.7%。
圖 13

工一：（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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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一：
（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14 為 835 位「工一」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紫色區塊「就業

滿 30 歲」博士的首要動機明顯不同於全體與其他入學年齡者，另「40
至未滿 45 歲」則以「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居首（31.0%）
。

相關」48.8%最高，居次為占比相差一成五的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
關」（34.4%），其次依序為占比降至一成以下的橘色區塊「他人影響」
（8.6%）
、綠色區塊「人生目標」
（6.0%）
，以及粉色區塊「其他」
（2.2%）
。
觀察右圖上方表格之各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的
占比可知，首要與次要就讀動機皆以紫色區塊「就業相關」比率最高，
首要動機以「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
究相關工作）」居冠（29.7%）
，次要就讀動機以「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
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居首（18.1%）。
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各學校性質的前二大首要就讀動機
僅「國立科技大學」與全體一致，
「國立一般大學」與「國外大學」之
最高與次高者恰與全體順序對調，至於「師範／教育大學」與「私立一
般大學」前二大動機皆為「就業相關」
，其中「師範／教育大學」以從
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53.1%）占首位頗為顯著，另，
「國防大
學*」以「將博士學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占多數（48.1%）。
左下表為首要就讀動機前五大以修業起始年區分，以民國 95 年為
分界點，僅前兩個修業起始年區間的就讀動機前二大與全體一致，之後
則改由「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居首，其中
「民國 100 年以後」占比更超過四成（41.4%）
，另外，占全體「人生目
標」僅 6.0%的「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在「民國 100 年以後」以
26.6%居次位頗具差異性。右下表以入學年齡區分，468 位入學時「未

圖 14

工一：（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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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
（三）修業滿意度
右圖為 835 位「工一」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分別為「非常滿意」

28.6%、
「滿意」44.2%，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達 72.8%，而「不太
滿意」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4.8%與 2.1%，「不滿意程度」6.9%。
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不論修業起始年，
「滿意程度」最
高者皆為入學年齡 40 歲以上的區間，占比皆在九成以上，至於「滿意
程度」最低者，則以「民國 90 至 94 年」與「民國 95 至 99 年」人數達
150 人以上的「未滿 30 歲」年輕族群不滿七成占比相對值得觀察。
進一步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相對於「民國 90 至 94 年」
，
民國 95 年以後二個修業結束年之各年齡區間的「滿意程度」彼此差異
較大，最高與最低的占比相差達近三成，其中又以「民國 100 年以後」
的「45 歲（含）以上」
（85.2%）與「30 至未滿 35 歲」
（56.6%）滿意程
度差異最鉅。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以僅 5 人的
「師範／教育大學」居各學校性質之首（70.0%）
、
「國立科技大學」則
以一成多占比（17.4%）居末，若以「滿意程度」來看，18 人的「國防
大學及軍警院校」與「師範／教育大學」同為 100.0%，
「國立科技大學」
與「國立一般大學」則分別以 69.9%與 70.5%居末兩位。另以就學身分
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
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再者，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
分為「在職進修人士*」對博士學位「非常滿意」較全職學生高 11.5%，
「滿意程度」則高出一成五。
圖 15

工一：（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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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
（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以 835 位「工一」博士對修業的滿意（直條圖）與不滿意（折線

圖）項目觀察。直條圖滿意部分，前三大占比依序為 60.6%的「培養獨
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其次為占比略降的「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
頻率與熱忱」
（58.3%）
，第三為 47.4%「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
折線圖修業不滿意項目，前三大占比皆在二成以上，依序為 27.7%的「學
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26.7%「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
及 22.8%「培養具宏觀視野與掌握世界趨勢的能力」。
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僅「國立一般大學」前三大滿意項目
順序與全體相同，比率亦相近，
「國立科技大學」
、
「國防大學及軍警院
校」與「私立一般大學」則在排序上與全體略有不同，係以「教授指導
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占六成以上比率居首，至於「國外大學」最
滿意項目反為居全體不滿意項目之首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
且滿意度達六成以上，顯見國內外學校的差異性；在修業不滿意項目部
分，以「私立一般大學」於全體不滿意比率居首的「學校研究經費、空
間與設備」達近五成（48.1%）最顯著，至於人數較少的「師範／教育
大學」於「學校國際化程度*」與「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於「提供跨
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不滿意比率高達 83.2% 與 61.6%亦頗顯著。
另以修業結束年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為何，前三大滿意與不滿意
項目大致與全體相同僅順序略有不同，其中居不滿意前三大的「提供產
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與「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均有隨修
業結束年趨近現在比率越高的情形，可再進一步觀察。
圖 16

工一：（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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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
（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圖 17 為「工一」領域的目前工作滿意度分布，就業中有 807 人占

滿意」與「滿意程度」最低者則分別為人數不滿 10 人的大專院校「非
研究人員*」（0.0%）與政府部門的「研究人員」（22.4%）。

96.6%、待業中 12 人、未就業 3 人、退休 13 人。807 位就業中博士現
職「符合」原職涯規劃有 682 人占 84.5%、
「不符合」為 125 人占 15.5%。
就業中的 807 人，有 26.6%對現職「非常滿意」
、42.9%「滿意」
，
「滿意
程度」達七成（69.5%），而「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為 4.8%與
1.7%，「不滿意程度」6.5%。
以工作類型區分，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
與「滿意程度」皆較不定期契約者高，僅 4 人的不論契約類型兼職工作
者「不滿意程度」則為百分之百。另以求／轉職歷程區分，各歷程「非
常滿意」或「滿意程度」差異不大，其中目前工作與取得博士學位前的
機構、職務或職級均相同者，對現職「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僅高
於相同機構但不同職務或職級者 0.1%～0.2%；又，首次就業的「非常
滿意」比率僅 21.4%，與其他歷程相差 7.5%～7.9%。
進一步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任職人數居前三高的大
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
、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人員」與民營企業
「研發人員」
，其「滿意程度」以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的 70.8%
最高、「公立及財團法人機構」的「研究人員」僅 44.9%最低，且較同
一機構性質的「主管人員」低於約四成（44.9% vs. 85.1%）
；有 45 人服
務於「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的「主管人員」雖然「非常滿
意」比率略低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44.5% vs. 59.0%）
，但其「滿
意程度」卻為「工一」所有機構職業別最高者，達 88.4%；至於「非常

圖 17

工一：（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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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
（六）博士學位效益

常值得」與「值得程度」首位，同機構的「研究人員」則為所有機構性

圖 18 為「工一」博士認為的博士學位效益，圖上方可知 35.9%認

質及職業別中「值得程度」最低者。

為「非常值得」
、38.3%「值得」
，
「值得程度」達 74.2%，另有 5.9%「不
值得」
、2.2%「非常不值得」
，
「不值得程度」8.1%。若以科系來看，以
「電腦科學*」認為「值得程度」最高（79.8%）
、
「生醫工程」77.4%居
次，居末且占比唯一較全體低者為「電子電機工程*」（72.9%）。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值得程度」最高
皆落在畢業年齡 40 歲以上，占比均在八成以上，而「值得程度」最低
者在民國 100 年以前為「30 至未滿 35 歲」
，比率約七成五上下，
「民國
100 年以後」則為「35 至未滿 40 歲」
，僅 57.8%。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
質區分，18 人的「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
比率最高、人數最多有 596 人的「國立一般大學」最低，二者相差五成
以上，而「值得程度」以僅 5 人的「師範／教育大學」居冠（100.0%）
、
「私立一般大學」的 71.4%居末。
進一步以博士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
「值得程度」最
高為「就業相關」的「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85.0%）；
「不值得程度」占比最高則為有 11 人認為不值得的「受（碩士）指導
教授鼓勵或推薦」。
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觀察人數較多的大專院校「師資
及主管*」
、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與民營企業「研發人員」
，
三者對博士學位「值得程度」的看法，以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的
84.0%最高、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的 45.7%最低；至
於「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主管人員」以 54.9%及 93.7%居「非

圖 18

工一：（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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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二：
（一）基本資料
圖 19 為「工二」領域基本資料概況，包含「機械工程*」的 298

人與「工業工程」的 134 人，年齡以「35 至未滿 40 歲」最多，性別
分布為男性 389 人占 90.2%、女性 42 人占 9.8%。
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卷
回卷博士人數來看，教育部資料顯示畢業人數在 94 學年度開始有較
大幅度成長，並在 98 學年度達最高峰有 326 人，惟 101 學年度後再
度下滑至 105 年的 188 人，本問卷在 95 年以後至 105 年均達 20 人以
上，以 102 年畢業的 46 人最高，惟 106 年降至歷年次低的 13 人。
再由圓餅圖觀察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可知，
「工二」領域博士畢業於
「國立一般大學」最多（59.2%）
，居次為 14.1%的「國立科技大學」
，
第三為占 13.2%的「私立一般大學」
，其次依序為占比降至一成以下的
「國外大學」
（7.6%）
、
「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
（4.3%）與「師範／教
育大學」
（1.6%）
。另以入學年齡與畢業年齡觀察，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的 52.0%最多，畢業年齡以「30 至未滿 35 歲」的 34.3%最高，
但畢業年齡居次者為年齡區間最為年長的「45 歲（含）以上」，占
22.1%。
將「工二」領域依修讀博士學位時主要就學身分為「全職學生」
及「在職進修」區分，
「全職學生」有 263 人占 60.8%，其修讀博士學
位的經濟來源以「教學助理／研究助理」的 68.2%最高，每月平均獲
取金額大多為「6,000 至未滿 12,000 元」
（48.8%）
；169 位「在職進修」
學位者，修讀博士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的 59.4%最多，其
次為 31.0%的「100 至未滿 150 萬」
，150 萬以上兩年薪區間達 8.2%。

圖 19

工二：（一）基本資料
27

2.4

工二：
（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20 為「工二」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紫色區塊「就業相關」

55.0%最高，居次為占比與居首相差近半的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關」
（29.7%）
，其次依序為橘色區塊「他人影響」
（7.0%）
、綠色區塊「人生
目標」（6.7%），以及粉色區塊「其他」（1.6%）。
進而觀察右圖上方表格除個人興趣外之各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占
比，首要就讀動機以「工二」全體過半數為紫色區塊「就業相關」的「想
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
比率最高（28.1%）
；次要動機同樣以「就業相關」最高，由「認為具博
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占比達 19.0%居冠。
將首要就讀動機前五大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各學校性質居
首項目大都與全體相同為「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
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
，占比多在三成上下，僅 19 人的「國防大
學*」以「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最高，占 26.0%，至於居次動機，
各學校性質略為分歧，但以「學科／學位相關」項目占多數。
進一步將首要就讀動機前五大以修業起始年區分，民國 95 年以前
的前二大就讀動機與全體一致，
「民國 95 至 99 年」改以「認為具博士
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居次，此項目在「民
國 100 年以後」甚至躍升為居首就讀動機，且占比達七成以上。右下表
以入學年齡區分，未滿 35 歲兩區間的前二大首要就讀動機與全體一致，
惟三個入學年齡較晚的 35 歲以上區間居前二大者皆為紫色區塊「就業
相關」，黃色區塊的「學科／學位相關」被擠至第三與第四順位。
圖 20

工二：（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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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二：
（三）修業滿意度
右圖為 432 位「工二」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分別為「非常滿意」

38.7%、
「滿意」40.7%，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達八成（79.4%）
，
「不
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占比同為 1.7%，「不滿意程度」3.4%。
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
「滿意程度」最高皆落在入學年齡
40 歲以上，且占比均達九成以上，反之，修業起始年為「民國 95 至 99
年」之「未滿 30 歲」的「滿意程度」僅占 66.3%，居所有修業起始年
與入學年齡區間之末位。
再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滿意程度」最
高皆落在畢業年齡「45 歲（含）以上」
，惟占比隨修業結束年越接近現
在比率越低，
「民國 100 年以後」已低於九成（89.0%）
，而「滿意程度」
最低者，在民國 95 年以後兩區間皆為「30 至未滿 35 歲」，不過仍以
「民國 100 年以後」的 65.0%居所有區間最低。
進一步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以人數
僅 7 人的「師範／教育大學」100.0%居冠、占比高達 80.6%的「國外大
學」居次，「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則以 32.2%居末，且「師範／教育
大學」與「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同時亦為「滿意程度」最高與最低者。
另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對博士修業「非常滿
意」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出一成五（45.2% vs. 29.7%）
、
「滿
意程度」則高近一成（82.7% vs. 74.8%）；再者，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
要就學身分為「在職進修人士*」
，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與「滿意程
度」分別較「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高出 3.1%與 12.8%。
圖 21

工二：（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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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二：
（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右圖為 432 位「工二」博士對修業滿意（直條圖）與不滿意（折線

圖）項目分布情形。直條圖滿意部分，前三大占比依序為 64.3%「培養
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
，其次為占比降一成的「教授指導論文的方
向、頻率與熱忱」
（54.3%），第三為 49.7%「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
質」；折線圖修業不滿意項目，前三大占比皆在二至三成間，依序為
29.1%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27.3%的「提供產學合作計畫
與實習機會*」、以及 24.5%「提供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立一般大學」及「國立科技大學」
前三大滿意項目與全體相同，比率亦與全體頗接近，而「國防大學及軍
警院校」
、
「私立一般大學」及「國外大學」則與全體相同然而順序則略
有不同，其中「私立一般大學」居首的「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57.7%）高出其他國內學校性質一至二成；至於不滿意項目部分，在
全體居首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中，又以「國立科技大學」
、
「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與「國外大學」比率相對較高，皆達三成以上，
且「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占比更高達五成一，不僅如此，其前三大不
滿意項目皆為「學校相關」。
以修業結束年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的前三大滿意項目皆與全體
相同，其中「民國 100 年以後」畢業博士對於「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
頻率與熱忱」感到滿意的比率較前兩修業結束年區間低約一成；而在不
滿意項目部分，
「學校相關」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在各修
業結束年均居前三大，且隨修業結束年愈趨現在不滿意比率愈高，至
「民國 100 年以後」占比已超出三成（33.0%）。

圖 22

工二：（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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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二：
（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圖 23 為 432 位「工二」博士的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421 人

（97.6%）
、待業中 3 人、未就業 1 人、退休 7 人。421 位就業中博士現
職「符合」原職涯規劃有 368 人占 87.2%、
「不符合」為 54 人占 12.8%。
就業中的 421 人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29.3%、
「滿意」45.2%，
「滿意
程度」達七成五（74.5%）
，
「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為 6.4%與 1.8%，
「不滿意程度」8.2%。
以工作類型區分，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
與「滿意程度」皆較不定期契約者高，分別高出 9.1%與 3.5%。另以求
／轉職歷程區分，目前工作與取得博士學位前的機構、職務或職級相同
者，對現職「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最高，最低則皆為「取得博
士學位後的首次就業」者，且「滿意程度」與最高相差二成以上（87.3%
vs. 64.6%）。
進一步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占「工二」總人數達半數
以上的大專院校師資主管「滿意程度」約八成，人數居第二高有 53 人
的「公立及財團法人機構」之「研究人員」則未達七成（67.4%）
；有 27
人任職於「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的「主管人員」則為對目
前工作「非常滿意」比率最高者（51.0%）
，惟「滿意程度」
，以分別僅
4 人與 8 人且無人「非常滿意」的「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
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與「醫療院所（含診所）」的「醫師及主管
人員」
，以及 5 位「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的「主管人員」達 100.0%
最高，而僅 4 人的民營企業「非研發人員*」以 0.0%居末。
圖 23

工二：（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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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二：
（六）博士學位效益

居所有機構與職業別之最高，另同樣任職民營企業的 4 位「非研發人

圖 24 為「工二」博士領域認為的博士學位效益，圖上方長條圖可

員*」則無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者，且「值得程度」亦為 0.0%。

知 40.9%認為「非常值得」
、38.9%「值得」
，
「值得程度」達八成（79.9%）
，
另有 5.3%「不值得」、2.1%「非常不值得」，「不值得程度」為 7.4%。
而「工二」包含的「機械工程*」與「工業工程」對博士學位效益看法，
以「機械工程*」認為的「值得程度」略高（80.1% vs.79.4%）。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認為博士學位「值得程度」最高者
有隨修業結束年愈趨現在畢業年齡愈高的情況，至「民國 100 年以後」
以「45 歲（含）以上」居首，至於「值得程度」最低者，以「民國 100
年以後」的「未滿 30 歲」占 63.5%最低。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以僅 7 人的「師範／教育大學」最高
（100.0%）
，且「非常值得」以「國立科技大學」占 33.9%最低，而「值
得程度」則以「國外大學」72.1%最低。
進一步以除個人興趣以外博士就讀動機區分，
「值得程度」居前二
高者均為「學科／學位相關」項目，居首的「嚮往博士學位身分，或其
帶來的社經地位與成就感」占 87.5%，至於「值得程度」最低與「不值
得程度」最高皆為「他人影響」的「受（碩士）指導教授鼓勵或推薦」
，
其「值得程度」比率未達六成（57.2%）
、
「不值得程度」達近三成（26.0%）
。
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居前兩多的大專院校「師資
及主管*」與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值得程度」相差約
一成，各為 85.6%與 75.7%；而各機構別擔任主管職者認為博士學位「非
常值得」比率約四成以上，且以僅 4 人的「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
作室」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以高達 67.3%的「非常值得」比率

圖 24

工二：（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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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三：
（一）基本資料
圖 25 為「工三」博士的基本資料概況，包含「土木水利工程*」

197 人、
「環境工程*」82 人與「建築及都市規劃」34 人，年齡以有 77
人的「40 至未滿 45 歲」最多，男女性別比率為 83.6%與 16.4%，女性
於「工三」領域占比較前述工程領域高。
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卷
回卷博士人數來看，本問卷自 101 年開始有較大幅度增加，惟 104 年
達到最高的 34 人後隨即下降，教育部資料以 101 學年度畢業的 215
人最多，103 年後呈明顯下降趨勢，105 學年度畢業人數與 95 學年度
的 152 人頗為相近。
由圓餅圖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分布可知，畢業於「國立一般大學」
的 74.4%最高，居次為 12.8%的「國立科技大學」
，第三為占比降至一
成以下的「國外大學」（7.8%），其次為「私立一般大學」（4.8%）與
「私立科技大學」
（0.2%）
，且無「師範／教育大學」與「國防大學及
軍警院校」畢業者。另以入學年齡與畢業年齡觀察，入學年齡以「未
滿 30 歲」的 52.7%最高，畢業年齡以「30 至未滿 35 歲」占 36.5%最
高，其他畢業年齡區間占比皆在一成五上下。
再將「工三」依「全職學生」或「在職進修」身分區分，
「全職學
生」有 205 人占 65.6%，修讀博士學位的經濟來源以擔任「教學助理
／研究助理」的 74.7%最高，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近五成的「6,000 至
未滿 12,000 元」最多；另有 107 人為「在職進修」學位者，其修讀博
士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的 68.7%最多，其次為「100 至未
滿 150 萬」的 24.8%，其餘年薪區間占比皆低於 3.0%。

圖 25

工三：（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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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三：
（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26 為「工三」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紫色區塊「就業相關」

顯著外，入學時已經 40 歲以上的兩年齡區間有三成以上占比以「將博
士學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為首要動機明顯有別其他年齡區間。

的 39.3%最高，居次為占比同樣在三成以上的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
關」（35.4%），第三為橘色區塊「他人影響」占 14.7%，其次依序為綠
色區塊「人生目標」（9.0%）及粉色區塊「其他」（1.7%）。
以右圖上方表格之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的占比
觀察，首要就讀動機以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
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
居首（21.7%）
，居次者為次要動機居首之占 21.0%的紫色區塊「想從事
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
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立一般大學」與「國外大學」前
二大首要就讀動機與全體一致，「國立科技大學」則改以「就業相關」
居首，居次為橘色區塊「他人影響」的「受家庭影響，想滿足父母、家
人或其他人的期望」
，至於 15 人的「私立一般大學」頗不同於全體，居
首動機為綠色區塊的「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占比為 21.9%。
左下表為首要就讀動機前五大以修業起始年區分，以民國 95 年為
區隔，前後兩修業起始年區間的首要動機有明顯變化，若暫忽略僅 4 人
的「民國 100 年以後」，「民國 95 至 99 年」以「學科／學位相關」的
「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
家／頂尖人士*」為首要動機，比率較「民國 90 至 94 年」的 16.8%高
出一成。再由右下表入學年齡區分觀察，除「35 至未滿 40 歲」區間有
近三成博士的首要動機為綠色區塊的「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頗為

圖 26

工三：（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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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三：
（三）修業滿意度
圖 27 為 312 位「工三」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分別為「非常滿意」

30.5%、
「滿意」44.6%，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達 75.1%，而「不太
滿意」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4.6%與 1.6%，「不滿意程度」6.2%。
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民國 90 年以後兩區間呈現「滿意
程度」最高與最低差距擴大的情況，其中又以「民國 95 至 99 年」入學
年齡「45 歲（含）以上」的 100.0%與「40 未滿 45 歲」的 49.3%相差
五成最多，其與「滿意程度」約六成的未滿 35 歲兩區間（63.0%、59.4%）
亦有三成以上差比。
再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可知，相對於「未滿 30 歲」博士
的修業滿意度有隨畢業年愈趨近愈高之現象，30 至 40 歲兩個畢業年齡
稍長區間的博士修業滿意度卻呈相反趨勢，亦即「民國 100 年以後」19
位畢業時「未滿 30 歲」博士修業滿意度達 100.0%，而「30 未滿 35 歲」
與「35 未滿 40 歲」滿意度卻僅分別為 56.2%及 46.9%，較修業結束年
區間為民國 100 年以前者低二成以上。
進一步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以「國
外大學」的 52.5%居各學校性質之首、
「私立一般大學」以 12.6%居末，
至於「滿意程度」最高同樣為「國外大學」
，最低則為「國立科技大學」
。
另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比率
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 4.9%，
「滿意程度」則較「學／碩士畢
業直接就讀」高出一成六（82.4 vs. 66.0%）；再者，修讀博士學位時的
主要就學身分為「在職進修人士*」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亦
較「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高 5.3%與 18.1%。

圖 27

工三：（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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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三：
（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右圖為 312 位「工三」博士對修業的滿意（直條圖）與不滿意（折

線圖）項目。直條圖滿意部分，前三大占比依序為 65.9%的「培養獨立
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
，其次為同樣占六成以上的「教授指導論文的方
向、頻率與熱忱」
（60.2%），第三為 51.9%「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
質」
；折線圖的修業不滿意項目，最不滿意項目為占比超過三成的「學
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31.2%）、其次為「學校國際化程度*」
（27.1%）、第三為「提供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25.8%）。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僅人數最多的「國立一般大學」前三大
滿意項目和順序與全體相同，
「國立科技大學」和「國外大學」則由「師
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超出七成占比居滿意項目之首（75.2%、
71.9%），較「國立一般大學」的 45.8%高出近三成，又 15 人的「私立
一般大學」前三大滿意項目皆集中於黃色區塊的「教師相關」
，其中「指
導教授提供的就業協助」擠進前三，與其他學校性質在此項目均僅不到
兩成占比有很大差異；修業不滿意項目部分，以「國立科技大學」有近
六成的人不滿意「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相對顯著。
以修業結束年區分，各修業結束年前三大滿意項目與順序大致和
全體相同，僅「民國 90 至 94 年」不同於其他兩區間以「學校研究經
費、空間與設備」居三；再者，在不滿意項目部分，「學校研究經費、
空間與設備」與畢業結束年區間呈年代愈接近現在比率愈攀高之現象，
「民國 95 至 99 年」及「民國 100 年以後」占比各為 27.3%與 38.7%，
均為兩區間不滿意項目之首。
圖 28

工三：（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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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三：
（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惟上述人數皆在 10 人以下，若觀察超過 10 人

圖 29 為 312 位「工三」博士的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310 人

之職業別，大多仍以擔任主管職級的滿意度較高。

占 99.2%、待業中與未就業皆 0 人、退休 2 人。310 位就業中博士現職
「符合」原職涯規劃有 238 人占 76.6%、「不符合」為 72 人占 23.4%。
就業中的 310 人，23.3%對現職「非常滿意」
、50.5%「滿意」
，
「滿意程
度」為 73.8%，而「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1.6%與 2.3%，
「不滿意程度」3.9%。
以工作類型區分，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作「非常滿
意」與「滿意程度」皆較定期契約高，各高出 6.6%與 9.0%。另以求／
轉職歷程區分，
「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
對現職「非常滿意」比率超過半數達 51.2%最高、最低為「取得博士學
位後的首次就業」的 12.1%，二者相差近四成（39.1%）；「滿意程度」
部分，最高為「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
級）」
（80.7%）
、最低為「取得博士學位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作」
（69.7%）。
進一步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首先觀察人數居前兩大
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與公立及法人機構「研究人員」
，其「非
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以大專師資主管的 28.1%與 80.8%較高；另
任職「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的 5 位「研發人員」則為對目
前工作「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最高者，與其並列「滿意程度」最
高尚有任職於「大專院校（不含附設醫院）」的「非研究人員*」
，比率
均為 100.0%，惟「非研究人員*」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比率為零。
至於「滿意程度」最低者為「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的「專

圖 29

工三：（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37

2.5

工三：
（六）博士學位效益

以僅 5 人的「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的「研發人員」所認知

圖 30 為「工三」領域認為的博士學位效益，圖上方可知以「非常

的博士學位「非常值得」及「值得程度」最高，占 62.6%及 100.0%。

值得」的 38.9%最高，「值得」亦有 34.3%，「值得程度」73.2%，另有
4.5%「不值得」
、3.1%「非常不值得」
，
「不值得程度」7.6%。而「工三」
包含的「土木水利工程*」
、
「環境工程*」與「建築及都市規劃」三個科
系，認為博士學位效益「值得程度」分別為 74.6%、67.5%與 78.7%。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與前述博士修業滿意度相似，
「未
滿 30 歲」博士認為的博士學位效益隨著畢業年越接近現在比率越高，
「民國 100 年以後」已達 88.8%，惟所有區間「值得程度」最低者則落
在「民國 100 年以後」畢業年齡為「40 至未滿 45 歲」的 53.3%。再以
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以「國外大學」認為學位「非常值得」比率最
高（47.5%）、「私立一般大學」的 17.1%最低，兩者亦為「值得程度」
最高與最低者，至於國立的一般與科技大學，對博士學位的「值得程度」
認知較相近，均約七成三。
以除個人興趣以外就讀動機區分，
「值得程度」最高為「就業相關」
的「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
（84.6%）
、次高為比率極相近
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84.3%）
；而「不值得程度」以綠
色區塊「人生目標」的「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占比最高，達 24.3%。
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125 位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
的「非常值得」及「值得程度」均較人數次多有 51 人的公立與法人機
構「研究人員」高出二成以上（51.1% vs. 30.2%、87.8% vs. 59.3%）
，再
者，除民營企業以外，各機構擔任主管人員者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
與「值得程度」比率均相對較高，然而工（三）全體機構別與職業別仍

圖 30

工三：（六）博士學位效益
38

2.6

工四：
（一）基本資料
圖 31 為「工四」領域的基本資料概況，包含「化學工程」
、
「材料

工程」
、
「紡織工程」與「核子工程」四個科系，以「材料工程」的 156
人最多，
「化學工程」亦有 119 人，另二科系人數皆在 10 人（含）以
下，年齡以「35 至未滿 40 歲」最多，男女性別比率為 85.1%與 14.9%。
在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
卷回卷博士人數來看，
「工四」領域回卷者歷年畢業人數以民國 100 年
畢業的 42 人最多，之後除 102 年外皆在 20 人以下，教育部畢業人數
則以 99 學年度的 351 人達高峰，且近三年人數亦緩減至 300 人以下。
由圓餅圖的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可知，
「工四」博士畢業於「國立一
般大學」的 77.1%最高，居次為 10.6%的「私立一般大學」
，其次依序
為占比降至一成以下的「國立科技大學」
（8.7%）
、
「國外大學」
（3.1%）
與「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
（0.6%）。另以入學年齡與畢業年齡觀察，
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的 66.4%最高，畢業年齡以「30 至未滿 35
歲」占 42.7%最高，其次為占 26.4%的「未滿 30 歲」
，與前述相較「工
四」博士畢業年齡未滿 35 歲之比率居所有工程領域最高，達六成九。
再將「工四」領域依「全職學生」或「在職進修」身分區分，
「全
職學生」有 206 人占 71.1%，其修讀博士學位的經濟來源以「教學助
理／研究助理」的 65.5%最高，每月平均獲取金額由「6,000 至未滿
12,000 元」超過半數占比居首；另有 84 人為「在職進修」學位者，其
修讀博士學位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的 59.2%最多，其次為
「100 至未滿 150 萬」的 30.5%，其餘年薪占比加總僅約一成。
圖 31

工四：（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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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四：
（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32 為「工四」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紫色區塊「就業相關」

占 48.2%最高，居次為占比降一成的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關」
（38.2%）
，第三為綠色區塊「人生目標」7.7%，第四為橘色區塊「他人
影響」5.9%，另「其他」就讀動機則為 0.0%。
進而觀察右圖上方表格之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
占比，首要就讀動機改以黃色區塊「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
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居首（28.7%）
；次要
動機居首者與全體相同為紫色區塊「就業相關」，並以 16.4%的「認為
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居首。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首要就讀動機，人數達 224 人的「國立一
般大學」與「國外大學」前三大首要就讀動機與全體相同，而人數合計
約 60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與「私立一般大學」前二大改以紫色區塊
「就業相關」居首，原居全體之首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
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分別降至第四與第
五順位，比率分別僅 12.1%與 9.1%。
左下表將前五大首要就讀動機以修業起始年區分，各修業起始年
區間的前三大動機排序略為不同，其中人數較多的民國 90 至 99 年兩
區間在「學科／學位相關」與「就業相關」的占比消長較顯著。右下表
以入學年齡區分，除「未滿 30 歲」年輕族群的就讀動機較傾向再深入
學習，「30 至未滿 35 歲」較多認為博士學位為基本要求，「35 至未滿
40 歲」博士則有半數以上係因工作所需或機構要求而就讀博士（53.7%）
。
圖 32

工四：（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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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四：
（三）修業滿意度
圖 33 為 290 位「工四」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分別為「非常滿意」

27.9%、「滿意」49.8%，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77.7%，而「不太滿
意」3.4%、
「非常不滿意」0.0%，「不滿意程度」僅 3.4%。
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博士修業滿意度，各修業起始年「滿
意程度」最高與最低大多落在不同年齡區間，惟相較其他修業起始年的
「滿意程度」多在七成以上，
「民國 95 至 99 年」入學時「35 至未滿 40
歲」的 6 位博士「滿意程度」降至 48.3%，居所有區間比率最低者。
再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三個修業結束年區間，對博士修
業「滿意程度」最低者皆為「30 至未滿 35 歲」，且隨修業結束年愈趨
現在「滿意程度」愈低，
「民國 100 年以後」僅約六成（59.6%）
，而「滿
意程度」最高且達 100.0%者，除「民國 95 至 99 年」落在「45 歲（含）
以上」外，其他兩修業結束年皆集中於 35 至未滿 45 歲兩區間。
進一步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以僅 9
人的「國外大學」居各學校性質之首（48.8%）
、
「私立一般大學」以 22.7%
居末，至於「滿意程度」最高為「國立科技大學」
、最低為「國立一般
大學」
。另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
比率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 12.6%，「滿意程度」則高二成以
上（20.7%）；而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為「在職進修人士*」
者，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較「全職學生（含有兼職
工作者）」高出 22.4%與 18.7%。與前述比較可知，
「工四」的「在職進
修人士*」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居所有工程領域之首，達九成一。
圖 33

工四：（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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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四：
（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右圖為 290 位「工四」領域博士對修業的滿意（直條圖）與不滿意

（折線圖）項目分布。直條圖滿意部分，前三大占比依序為 72.4%的「培
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其次為占比降至 49.0%「教授指導論文
的方向、頻率與熱忱」
，第三為 41.7%「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
折線圖修業不滿意項目，居首為 34.6%「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
居次為 29.5%「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
、第三為 24.2%「提供
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各學校性質滿意項目居首皆為與全體
相同的「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
，然而相較於前述工程領域大
都以「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居二、三名，
「工四」對師資素養
滿意比率皆不及四成五，其中又以僅 9 人的「國外大學」與「工ㄧ」~
「工三」同項目占比差距達三成以上特別顯著；前三大修業不滿意項目
僅「國立一般大學」與全體相同，
「國立科技大學」與「私立一般大學」
以「學校國際化程度*」取代全體居第二與第三的不滿意項目，至於「國
外大學」前三大不滿意項目僅「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與全
體相同，另二不滿意項目為「指導教授提供的就業協助」與「其他」。
以修業結束年區分，
「民國 90 至 94 年」與「民國 100 年以後」前
三滿意與不滿意項目與全體相同僅順序略不同，其中「培養獨立研究與
創新思考能力」於「民國 95 至 99 年」躍居首要滿意項目後，占比在
「民國 100 年以後」達 78.6%，前三不滿意項目則以「學校相關」的學
校研究經費與產學合作兩項目在各修業結束年分居一、二較需注意。
圖 34

工四：（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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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四：
（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域，「工四」領域目前任職於「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者，

圖 35 為 290 位「工四」博士的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280 人

不論職業別（包括主管人員）對目前工作的「非常滿意」比率相對較低，

占 96.3%、待業中 5 人、未就業 0 人、退休 6 人。280 位就業中博士現

均不及一成五。

職「符合」原職涯規劃有 237 人（84.6%）
、
「不符合」為 43 人（15.4%）
。
就業中的 280 人對現職「非常滿意」為 21.1%、「滿意」46.4%，「滿意
程度」合計 67.5%，而「不太滿意」4.0%、
「非常不滿意」1.5%，合計
「不滿意程度」為 5.5%。
以工作類型區分，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作「非常滿
意」與「滿意程度」皆為三種工作類型占比最高者，各為 22.2%及 68.6%，
另「兼職（不論契約類型）」對目前工作無「非常滿意」者，且近半數
對目前工作「非常不滿意」
（48.7%）
。再以求／轉職歷程區分，
「取得博
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對現職「非常滿意」
比率為 39.5%最高，而最低為「取得博士學位後的首次就業」占 16.4%，
兩者亦分別為「滿意程度」最高與最低者。
進一步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相對「工一」至「工三」
有四至五成博士目前工作為大專院校師資與主管，「工四」僅 91 人約
三成為「師資及主管人員」
，其與人數次多的公立與法人研究機構「研
究人員」的「滿意程度」各為 78.6%與 64.3%；另「一般政府部門及國
營企業」的 5 位「研究人員」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比率達近五成，
居各職業別之首（49.3%）
，有 28 人的「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
「主管人員」以 42.3%居次，至於「滿意程度」最高為「民營企業、事
務所及個人工作室」僅 8 人的「N/A」
（100.0%）
。惟相對於前述工程領
圖 35

工四：（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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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四：
（六）博士學位效益

的「主管人員」（60.1%），其「值得程度」亦達 87.0%，若暫忽略人數

右圖為「工四」認為的博士學位效益，圖上方可知 35.2%認為「非

少於 10 人的職業別，26 位民營企業「研發人員」的「值得程度」不及

常值得」、36.7%「值得」，「值得程度」71.9%，另有 6.3%「不值得」、

四成（37.9%）頗為顯著。

3.1%「非常不值得」
，
「不值得程度」9.4%。
「工四」包含的四個科系中，
以人數 10 人（含）以下的「紡織工程」與「核子工程」認為博士學位
「值得程度」最高（100.0%）
，
「工四」畢業人數最多的「材料工程」則
以 61.5%居末。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工四」博士對學位「值得程度」
看法仍相對分歧，值得注意的是，
「民國 100 年以後」的「30 至未滿 35
歲」博士不到半數認為學位值得，「值得程度」僅 47.2%，低於「民國
100 年以後」其他年齡區間約二成以上。再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以「國
外大學」認為「非常值得」比率最高（58.7%）
，占比同樣近六成的尚有
「國立科技大學」的 58.2%，且「國立科技大學」亦為「值得程度」最
高者，而「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最低皆為「國立一般大學」。
進一步以除個人興趣以外就讀動機區分，以「學科／學位相關」的
「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
家／頂尖人士*」為首要動機博士認為的「值得程度」最高，達 79.7%，
「不值得程度」最高則為綠色區塊「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
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居前兩高的大專院校「師資
及主管*」與公立與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的「非常值得」占比差
距達三成（54.2% vs. 25.3%），「值得程度」則各為 87.1%與 70.8%；至
於「非常值得」比率最高者為 28 位服務於「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
圖 36

工四：（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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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一）基本資料
圖 37 為 485 位「醫」領域博士的基本資料分布，包含的 9 個科

系中，以「醫學*」的 189 人最多，其次為「護理」113 人，其餘科系
除「公共衛生」外皆約 20 人上下，年齡以「40 至未滿 45 歲」占比最
高，男女博士各占 47.4%與 52.6%，女性占比略高於男性。
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卷
回卷博士人數來看，不論本問卷回卷或教育部畢業人數均在民國 99
（學）年（度）上升至相對高點的 34 人與 399 人，至 103（學）年
（度）達歷年人數最多的 46 人與 478 人。
由圓餅圖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可知，
「醫」領域博士多數畢業於占比
達 44.7%的「國立一般大學」
，其次為與居首相差一成的「私立一般大
學」
（34.8%）
，第三為 12.1%的「國外大學」
，其他學校性質占比皆在
一成以下。另以入學年齡與畢業年齡觀察，
「醫」入學年齡分布頗為平
均，以「未滿 30 歲」的 30.9%最高、居次為占比略降的「30 至未滿
35 歲」
（28.8%）
，畢業年齡則集中於 30 至未滿 45 歲三區間，其中以
「40 至未滿 45 歲」的 26.7%最高。
以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就學身分區分，
「全職學生」與「在職進修」
占比趨近各半（50.9% vs. 49.1%），「全職學生」修讀博士學位經濟來
源以「教學助理／研究助理」最高（54.3%），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
「6,000 至未滿 12,000 元」居多；
「在職進修」博士學位者，當時年薪
以「50 至未滿 100 萬」最多，
「200 萬（含）以上」亦占 25.0%，可反
映「醫」博士在職進修學位者高收入的現象。
圖 37

醫：（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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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38 為 485 位「醫」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紫色區塊「就業相

關」48.9%最高，居次為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關」36.6%，其次依序
為綠色區塊「人生目標」8.0%、橘色區塊「他人影響」5.4%，以及粉色
區塊「其他」1.2%。
觀察右圖上方表格除個人興趣以外之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首要
就讀動機以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
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占比最高
（28.6%）
，次要就讀動機以紫色區塊「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
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最高（21.2%）
。
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各學校性質的前二大首要就讀動機
僅「國外大學」與全體相同，人數居前二高的「國立一般大學」和「私
立一般大學」居首項目與僅 7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前二大動機皆為紫
色區塊「就業相關」
，而「國防大學*」居首項目與全體相同，惟綠色區
塊「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竄升至第二，且占比達 24.7%。
左下表為首要就讀動機前五大以修業起始年區分，前二大動機在
民國 95 年前後的兩區間的順序剛好相反。右下表以入學年齡區分，以
「30 至未滿 35 歲」和「35 至未滿 40 歲」在「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
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占比未達三成（25.8%、
20.7%），明顯低於皆達三成以上的其他入學年齡區間，至於「35 至未
滿 40 歲」則有二成三博士以「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
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居次，亦高出其他區間約一成以上。
圖 38

醫：（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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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三）修業滿意度
右圖為 485 位「醫」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分別為「非常滿意」28.0%、

「滿意」46.8%，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達 74.8%，而「不太滿意」
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4.1%與 2.3%，
「不滿意程度」6.4%。
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可知，
「30 至未滿 35 歲」與「35 至
未滿 40 歲」兩入學年齡區間在各修業起始年的「滿意程度」均達七成
以上，明顯較部分年齡區間僅四至六成滿意度高，至於「45 歲（含）
以上」較年長族群於民國 95 年以後兩修業結束年區間的滿意度高達
100.0%，較「民國 90 至 94 年」的 40.9%高出六成。
相對於前，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除「45 歲（含）以上」
外，各年齡區間「滿意程度」明顯隨修業結束年下降，其中以「未滿 30
歲」與「30 至未滿 35 歲」的三成降幅較大，又，「民國 100 年以後」
各年齡區間的「滿意程度」均不及八成，最高為「35 至未滿 40 歲」的
75.7%，最低為「30 至未滿 35 歲」的 59.4%，相對低於其他區間。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以「國外大學」
居各學校性質之首、
「國立一般大學」居末，兩者相差四成，
「滿意程度」
最高為僅 7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
（100.0%）
、最低為「國防大學及軍警
院校」
。另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
與「滿意程度」皆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略高；進一步以修讀博
士學位時主要就學身分為「在職進修人士*」或「全職學生（含有兼職
工作者）」區分，對修業「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以全職學生較
高，此與理工領域以「在職進修人士*」滿意度較高頗為不同。
圖 39

醫：（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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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進一步以 485 位「醫」博士對修業的滿意（直條圖）與不滿意（折

線圖）項目觀察。直條圖滿意部分，前三大占比依序為 66.6%的「培養
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其次為 52.9%「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
率與熱忱」
，第三為 47.4%「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折線圖修業
不滿意項目，以 32.5%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居首，居次為
占比略降至 31.2%的「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
，第三為占比降
至二成五的「提供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國立一般大學」與「私立一般大學」
除前三大滿意項目與順序與全體相同，占比亦頗接近，至於僅 7 人的
「國立科技大學」前兩大滿意項目比率皆超出八成（91.8%、85.5%），
以及「國外大學」有六成七博士以「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居滿
意項目首位相對顯著；修業不滿意項目部分，
「國立科技大學」
、
「國防
大學及軍警院校」與「私立一般大學」在居首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
與設備」較其他學校性質分別高出一至三成，尤以「國立科技大學」與
「國外大學」的差距最大（50.6% vs. 18.2%）。
另以修業結束年區分，三個區間的前三大滿意項目與全體相較，僅
「民國 90 至 94 年」順序略有不同，占比並無太大差異，惟「師資的專
業素養與教學品質」和「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滿意度隨
年代愈近比率呈現消長現象；至於前三大修業不滿意項目，以「學校研
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從「民國 90 至 94 年」的 19.9%上升至「民國 100
年以後」的 38.8%成長幅度最為顯著。
圖 40

醫：（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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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右圖為「醫」領域的目前工作滿意度分布，485 人中有 477 人占

98.4%為就業中、待業中 2 人、未就業 1 人、退休 5 人。就業中博士現
職「符合」原職涯規劃有 429 人占 89.9%、「不符合」48 人占 10.1%。
就業中的 477 人，有 22.0%對現職「非常滿意」
、51.4%「滿意」
，
「滿意
程度」達 73.4%，而「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6.4%與 1.0%，
「不滿意程度」7.4%。
以工作類型區分，不論定期或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
作「非常滿意」或「滿意程度」皆無太大差異。再以求／轉職歷程區分，
「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級）」對目前
工作「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居各歷程之首，反之，
「取得博士學
位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作」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比
率皆最低。
進一步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首先觀察人數居前兩大
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與醫療院所的「醫師及主管人員」
，有
107 人的「醫師及主管人員」其「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高於大
專教師及主管（28.1% vs.21.1%、86.3% vs. 71.0%）
；而對目前工作「非
常滿意」最高者則為服務於「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僅 6 人的「研
究人員」
（67.9%）
；綜合「非常滿意」與「滿意」為「滿意程度」
，以「非
常滿意」最低的「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之「主管人員」為
「滿意程度」最高者（92.1%）
，而 12 人的「大專院校（不含附設醫院）」
與 17 人的醫療院所「研究人員」分居末二位（48.0%、51.7%）。
圖 41

醫：（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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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六）博士學位效益

與「值得程度」最高占比分別為人數僅 5～6 人的「一般政府部門*」的

圖 42 為「醫」領域認為的博士學位效益，圖上方可知以「非常值

「研究人員」
（67.9%）與「主管人員」
（100.0%）
，最低則為人數未達 10

得」比率最高（40.0%）
、
「值得」次之（38.9%）
，
「值得程度」達 78.9%，

人的「民營企業*」的「主管人員」與僅 4 人的「研發人員」
，各僅 7.9%

另有 4.8%「不值得」、1.8%「非常不值得」，「不值得程度」為 6.6%。

與 37.6%。

2.7

至於各科系對學位效益看法，以「醫（其他）」達 90.8%認為學位「值
得程度」最高，另較全體高（78.9%）且尚有八成以上占比的科系為「護
理」、「復健醫學」、「藥學」與 79.1%的「公共衛生*」。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
「值得程度」最
低者皆落在「30 至未滿 35 歲」，且占比愈趨現在愈低，到「民國 100
年以後」已不滿六成（59.2%）
，至於「值得程度」最高者則隨修業結束
年愈趨現在愈趨年輕區間，
「民國 100 年以後」且「未滿 30 歲」畢業的
「值得程度」達九成以上（91.4%）
。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人數
僅 7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同為「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最高占比
者，私立與國立一般大學則分別為「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最低者。
進一步以除個人興趣以外博士就讀動機區分，
「值得程度」最高為
6 位以粉色區塊的「其他」為就讀動機者，達 100.0%、最低為「他人影
響」的「受家庭影響，想滿足父母、家人或其他人的期望」（42.7%）；
而「不值得程度」占比最高與最低恰與「值得程度」相反，另「學科／
學位相關」的嚮往博士學位身分帶來的社經地位亦無人認為不值得。
再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最多與次多的大專院校
「師資及主管*」與醫療院所「醫師及主管*」的「非常值得」占比均超
過三成，「值得程度」亦達八成以上；惟「醫」領域全體「非常值得」
圖 42

醫：（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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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一）基本資料
圖 43 為 147 位「農」領域的基本資料分布，共包含 8 個科系，

其中以「一般農業*」57 人最多，其次為「食品科技」25 人，其餘科
系皆在 20 人以下，年齡以「40 至未滿 45 歲」最多，男女性博士各占
70.2%與 29.8%。
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卷
回卷博士人數來看，本問卷「農」領域歷年回卷人數大多在 10 人以
下，以民國 98 和 100 年的 13 人最多，教育部則在 97 學年度進入相
對高峰期，且各於 97 與 103 學年度達到最高峰有 121 人，之後自 104
學年度開始明顯下降。
由圓餅圖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可知，以「國立一般大學」84.1%最
高，居次為占比降至一成的「國外大學」
（10.5%）
，其次依序為「國立
科技大學」3.8%、
「師範／教育大學」與「私立一般大學」0.8%，顯示
「農」領域博士畢業學校性質相對較集中。以入學年齡與畢業年齡觀
察，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超過半數達 51.0%最高、畢業年齡以
「30 至未滿 35 歲」的 43.8%最高。
再以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就學身分區分，「全職學生」有 85 人占
57.9%，修讀博士學位時經濟來源以擔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最
高（69.7%）
，居次為占比超過半數的「親友資助」
（52.2%）
，而「教學
助理／研究助理」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近四成占比的「12,000 至未滿
24,000 元」最多；另，
「在職進修」博士者有 62 人占 42.1%，當時年
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的 73.8%最高，其次為「100 至未滿 150 萬」
的 17.5%，其他年薪占比總和不及一成。

圖 43

農：（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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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二）首要就讀動機

未滿 45 歲」近三成為「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相對具差

右圖為 147 位「農」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紫色區塊「就業相

異性。

關」46.6%最高，居次為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關」39.8%，再者依
序為橘色區塊「他人影響」7.1%、綠色區塊「人生目標」5.4%，以及
粉色區塊「其他」1.1%。
以右圖上方表格之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占比
觀察，不論首要或次要動機居首者皆為紫色區塊「就業相關」，各占
32.4%與 18.9%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
職或研究相關工作）」
，而首要動機的居次項目為黃色區塊「學科／學
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
／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至於次要就讀動機居次者為綠色區塊
「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
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占「農」總人數近九成的「國立一
般大學」與全體相同，比率亦相近，而僅 6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居
首就讀動機與全體相同且占比高達六成，另「國外大學」居首動機則
為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比
率達四成五。
左下表為首要就讀動機前五大以修業起始年區分，以民國 95 年
為分水嶺，前兩大動機的想從事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與想深入學
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於「民國 90 至 94 年」與「民國 95 至 99 年」順序
與占比互調（38.0% vs.22.5%、22.5% vs. 33.4%）」
。右下表以入學年齡
觀察博士就讀動機，結果頗分歧，以「30 至未滿 35 歲」有 16.7%「認
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與「40 至

圖 44

農：（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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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三）修業滿意度
圖 45 為 147 位「農」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分別為「非常滿意」

34.4%、
「滿意」44.3%，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達 78.7%，而「不太
滿意」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4.2%與 2.8%，
「不滿意程度」7.0%。
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所有修業年區間「滿意程度」比
率最高者皆落在 35 歲以上的較年長區間，且占比達九成以上，反之，
最年輕族群的「未滿 30 歲」在民國 80 至 99 年三個修業起始年皆為
「滿意程度」最低者，且呈現修業起始年愈趨現在比率愈低的趨勢，
由「民國 80 至 89 年」的七成六降至「民國 95 至 99 年」的六成。
再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最高
者在三個修業結束年區間的分布頗分散，但仍大致集中於人數較少的
40 歲以上族群，至於「滿意程度」最低者亦多在 30 至未滿 40 歲兩區
間，其中又以「民國 95 至 99 年」的「35 至未滿 40 歲」占比最低為
57.2%。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對博士修業「非常滿意」以「國外大
學」高達六成占比居各學校性質之首（59.6%）、「國立科技大學」以
22.2%居末，兩者相差達三成七，且亦為「滿意程度」最高與最低者。
進一步以就學身分觀察，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常滿意」
與「滿意程度」分別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出一至一成五左
右；而修讀博士學位時主要就學身分為「在職進修人士*」
，對博士修
業「非常滿意」較「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高 16.8%，「滿意
程度」亦較全職學生高 19.0%，頗具顯著性。
圖 45

農：（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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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進一步以 147 位「農」博士對修業的滿意（直條圖）與不滿意（折

線圖）項目觀察。直條圖滿意部分，前三大占比依序為 63.5%「培養
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
、56.1%「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
忱」
、46.5%「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折線圖修業不滿意項目，
以 32.2%「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居首、29.8%「學校研究
經費、空間與設備」居次，第三為 25.1%的「提供跨領域／跨機構合
作的機會」。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國立大學不論性質的前三大滿意項目
與全體相同僅順序不同，惟「國立一般大學」前三大項目的滿意比率
均高出「國立科技大學」約二成上下，15 人的「國外大學」則於居三
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較前述國立大學高出二成以上；修
業不滿意項目部分，僅人數最多的「國立一般大學」與全體相同，僅
6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有六成七認為「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亟須改善，至於 15 人的「國外大學」前三大不滿意項目，以「其他」
為首、
「培養團隊合作協調整合及領導統御能力」居次，第三則是全體
不滿意項目居首的「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
，比率皆約三成。
以修業結束年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前三大滿意項目與全體相同
僅順序略不同，惟「民國 100 年以後」於各項目之「滿意程度」均低
於六成較有差異；至於前三大不滿意項目，
「民國 100 年以後」在「學
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以 43.6%的占比高於前兩個修業結束年區
間兩成以上，不過「民國 90 至 94 年」居不滿意之首的「提供產學合
作計畫與實習機會*」
（39.9%）至民國 95 年以後兩區間降至三成以下。

圖 46

農：（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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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至於「滿意程度」最低者為前述人數居次的「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

圖 47 為「農」領域的目前工作滿意度，147 人中有 143 人就業

業」之「研究人員」，僅六成（62.2%）。

中、待業中 1 人、未就業 0 人、退休 3 人。就業中博士現職「符合」
原職涯規劃有 117 人（81.6%）
、
「不符合」26 人（18.4%）
。就業中的
143 人，有 30.1%對現職「非常滿意」、46.9%「滿意」，「滿意程度」
達 77.0%，而「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為 2.2%與 1.5%，
「不滿
意程度」3.7%。
以工作類型區分，不論定期或不定期契約的全職工作者，對目前
工作「非常滿意」或「滿意程度」皆無太大差異。再以求／轉職歷程
區分，「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級）」
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皆居各歷程之首，且比率各
占 49.5%及 93.4%，而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最低比率者由「取得
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與「取得博士學位
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作」並列（23.5%）
，與最高的 49.5%相
差二成六，至於「滿意程度」最低者為「取得博士學位後的首次就業」
，
僅約七成（69.5%）。
進一步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居「農」人數前三多的
大專院校教師及主管、
「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與「公立及財團法
人機構」之「研究人員」中，以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的「非
常滿意」占 37.4%最高，「滿意程度」則以法人機構「研究人員」達
77.9%較大專師資高出 0.1%最高；惟「農」領域全體對目前工作「非
常滿意」最高者為服務於「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 4 位「非研
究人員*」
，其同時也是「滿意程度」最高者，兩者占比均達 100.0%，

圖 47

農：（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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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六）博士學位效益

「研究人員」高出一至兩成；
「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居首均為僅

圖 48 為「農」領域的博士學位效益分布，以「值得」比率最高

4 人的「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非研究人員*」，達 100.0%，

（40.4%）
，
「非常值得」次之（39.5%）
，
「值得程度」達 79.9%，另有

最低者均為 7 人的民營企業「主管人員」，占比各為 5.1%與 53.2%。

3.7%「不值得」、2.3%「非常不值得」，「不值得程度」6.0%。各科系
中以「農業工程、水土保持」認為的「值得程度」最高（94.4%）
，其
餘較全體 79.9%高之科系尚有「食品科技」
、
「漁業」與「一般農業*」
。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與前述修業滿意度頗為相似，
「農」領域博士認為學位「值得程度」最高者集中於人數較少的 40 歲
以上群體，占比達九成以上，至於「值得程度」最低者則集中在 30 至
未滿 40 歲兩區間，占比約六至七成，且「民國 100 年以後」4 位「未
滿 30 歲」博士的「值得程度」亦僅 60.9%，居所有區間次低；再以博
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以畢業於「國外大
學」占 50.5%最高、
「國立科技大學」20.1%最低，
「值得程度」則以「國
立一般大學」最高、「國立科技大學」最低。
進一步以博士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
「值得程度」最
高為「就業相關」的「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
及待遇有幫助」
（100.0%）
、最低為「他人影響」的「受家庭影響，想
滿足父母、家人或其他人的期望」
（65.7%）
；而「不值得程度」以「學
科／學位相關」的「嚮往博士學位身分，或其帶來的社經地位與成就
感」（19.8%）最高。
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區分，人數占「農」領域近半數的大
專師資主管「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各達五成與八成四，較人數
居二三的「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與「公立及財團法人機構」之

圖 48

農：（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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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一）基本資料
圖 49 為 470 位「人文」領域博士基本資料分布，包含「語文*」
、

「宗教」
、
「歷史」
、
「人類」
、
「哲學」
、
「藝術*」及「人文（其他）」等
7 個科系共 470 人，並以「語文*」的 279 人最多。年齡集中於「40 至
未滿 45 歲」及「45 至未滿 50 歲」兩區間，人數分別為 114 與 115 人，
男女比例相近，分別為 48.5%與 51.5%。
在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
卷回卷博士人數來看，兩者人數增長趨勢無太大差異，皆在 105（學）
年（度）達到歷年最高，分別為 368 人及 52 人，且由教育部資料可
知人文博士畢業人數在近五年仍屬高峰期。
在畢業學校性質方面，由圓餅圖可知，
「人文」領域博士以畢業於
「國立一般大學」占比最高，達 42.3%，
「國外大學」占 25.1%居次，
「私立一般大學」則以 17.3%居於第三，
「師範／教育大學」以 11.6%
居第四順位，而「國立科技大學」與「私立科技大學」占比各僅 3.2%
及 0.4%。另，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占比居首達 52.7%，畢業年
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占比最高，達 42.1%。
再以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就學身分區分，「全職學生」有 339 位占
72.2%，其修讀博士學位時的經濟來源占比居前兩高者分別為「親友
資助」（51.1%）與「教學助理／研究助理」（47.3%），至於每月平均
獲取金額於未滿 12,000 元之兩個最低金額區間合計已達近七成，且亦
居前二名；另 131 位「在職進修」博士者，其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占比最高達 73.1%，其次為 21.5%的「100 至未滿 150 萬」，
其餘年薪區間占比皆不及 3.0%。

圖 49

人文：（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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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50 為 470 位「人文」領域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紫色區塊「就

業相關」占比最高，超過五成達 51.0%，其次為黃色區塊的「學科／學
位相關」占 38.4%，再者為比率降至 7.2%綠色區塊的「人生目標」
，至
於橘色區塊「他人影響」與粉色區塊「其他」則分居四、五名，比率相
對偏低，分別僅占 2.6%以及 0.8%。
進而觀察右圖上方表格之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
的占比，首、次要就讀動機皆由紫色區塊「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
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及黃色區
塊「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
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居前二大，其中首要動機居首
之比率達四成以上（43.8%）。
若將前五大首要就讀動機依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可見，各學校
性質前二大首要動機與排名大致同於全體，僅 15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
以「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居次，且其首要就讀動機排名居首項目
之比率高達七成（71.7%）
，有別於其他學校性質多落在三至四成之間。
再觀察左下表的前五大首要就讀動機以修業起始年區分以及右下
表的以入學年齡區分可見，前二大首要就讀動機均與全體一致，惟修業
年為民國 95 年以後之兩個區間選擇紫色「就業相關」動機項目的比率
超過五成以上（57.7%、58.3%）
，高出 95 年以前修業年區間一成以上；
此外，入學年齡「未滿 30 歲」者是唯一「他人影響」的「受（碩士）
指導教授鼓勵或推薦」擠入前五大之族群，惟僅占 2.5%。
圖 50

人文：（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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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三）修業滿意度
右圖為 470 位「人文」博士的修業滿意度，「非常滿意」29.0%、

「滿意」45.1%，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達近七成五，而「不太滿意」
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8.0%與 1.1%，
「不滿意程度」達近一成。
再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相對於「民國 80 至 89 年」與
「民國 90 至 94 年」之各年齡區間的「滿意程度」占比皆在七到九成
間，
「民國 95 至 99 年」中「未滿 30 歲」最年輕族群的「滿意程度」僅
56.4%，亦居所有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間之末位。
另，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不論修業結束年「滿意程度」
最高者皆為「45 歲（含）以上」，最低者則落在未滿 35 歲的兩個較年
輕區間，其中「民國 100 年以後」且畢業年齡在 40 歲以下者之修業「滿
意程度」均不滿七成，明顯低於前兩修業結束年區間一到二成，尤以「未
滿 30 歲」的「滿意程度」最低僅有 53.1%，頗為顯著。
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以「國外大學」的滿意度較高，其「非
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居各學校性質之首，其中「滿意程度」更高
達九成以上，至於「師範／教育大學」的「非常滿意」僅 17.7%，居於
最末位，而「滿意程度」最低者則為「國立一般大學」
，占比甚至不滿
六成五。另以就學身分觀察可見，
「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的「非常
滿意」與「滿意程度」均較「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略高；此外，
「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對修業「非常滿意」之比率雖較「在
職進修人士*」高出 4.2%，但「滿意程度」卻以 3.8%之差距稍低於「在
職進修人士*」。
圖 51

人文：（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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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進一步觀察 470 位「人文」博士對修業的滿意與不滿意項目。直條

圖滿意項目，排名前三依序為 60.0%的「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
59.1%的「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與 52.9%的「教授指導論文
的方向、頻率與熱忱」；而折線圖的不滿意項目，以 35.5%的「學校研
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居首，29.9%的「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
*」居次，第三為「提供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占 20.3%。
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所有學校性質之前三大滿意項目與
人文領域全體博士一致，僅順序略有不同，其中「私立一般大學」與「國
外大學」不同於其他學校性質皆以「課程相關」的「培養獨立研究與創
新思考能力」居首，分別以「教師相關」的「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
率與熱忱」與「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占比最高，各達 66.5%與
79.5%；在修業不滿意項目方面，人數僅 15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前三
大不滿意項目皆落在「學校相關」的三個項目，而「師範／教育大學」
對於「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及「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
不滿意比率明顯高於其他學校性質約一至二成（24.4%、50.7%）。
若以修業結束年區分，所有修業結束年區間之前三大滿意項目與
不滿意項目大多與全體差異不大，僅順序有所不同，其中民國 100 年
以前滿意比率曾居首、次位的「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與「教授
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於「民國 100 年以後」有一成以上的降
幅；至於，
「指導教授提供的就業協助」則由前兩區間的不到一成五上
升至 21.1%，居「民國 100 年以後」不滿意項目排名第三位。
圖 52

人文：（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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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占比只有一成多，但「滿意程度」卻高達 97.4%，略高於近八成五的 13

圖 53 為「人文」領域的目前工作滿意度，就業中有 453 人占 96.4%、

位大專院校「研究人員」，再再突顯各機構別間的差異。

待業中 12 人、未就業 1 人、退休 4 人；且現職「符合」原職涯規劃之
就業中博士有 404 人，其中 24.4%對現職「非常滿意」
、48.1%「滿意」
，
「滿意程度」達 72.5%，而「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分別占 5.5%
與 2.5%，「不滿意程度」為 8.0%。
若以工作類型區分，屬於定期契約之全職工作者對現職「非常滿
意」比率較高（28.8%），惟「滿意程度」卻較不定期契約低，至於 25
人的「兼職（不論契約類型）」對於現職工作滿意度甚低，不僅完全無
「非常滿意」者，「滿意程度」亦僅 22.9%。再以求／轉職歷程區分，
「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的「非常滿
意」占比較「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級）」
高出近一成（29.1% vs. 18.6%），但「滿意程度」卻由「取得博士學位
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級）」高達八成占比（81.4%）
，
居所有歷程之首位。
進一步觀察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的工作滿意度，人數居首位
有 371 位於「大專院校（不含附設醫院）」與居三有 16 位於「其他各級
學校」服務的「師資及主管人員」
，對目前工作「滿意程度」均約七成
左右，至於「研究人員」則因機構性質不同而有明顯差異，其中 7 位任
職於「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者，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比率高
達 34.7%，但「滿意程度」卻僅有五成，而人數居「人文」領域次多有
33 人的「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
，雖然「非常滿意」
圖 53

人文：（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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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六）博士學位效益

居首者皆為人數最多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
，各為 49.5%及 83.5%，

圖 54 為「人文」領域博士對學位效益的看法，圖上方可知「非常

至於人數居次有 33 人的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的「值得程

值得」占 43.6%、
「值得」為 33.7%，
「值得程度」達七成七，而「不值

度」則僅 30.8%居於最末。

得」與「非常不值得」各 3.9%與 2.0%，「不值得程度」5.9%，各學科
中以「哲學」認為的「值得程度」最高達 86.4%，
「藝術*」最低僅 56.7%，
明顯低於其他學科二至三成。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民國 90 至 94 年」畢業博士以 8
位「45 歲（含）以上」者最認同博士學位效益，
「值得程度」為 100.0%，
而民國 95 年以後兩區間則以各 7 人與 6 人的「未滿 30 歲」最年輕區
間認同程度最高，分別為 94.0%與 82.6%；若觀察人數超過 10 人的區
間可發現，修業結束年愈趨近現在「值得程度」亦呈遞減現象，尤以「民
國 100 年以後」30 至未滿 45 歲三個區間的「值得程度」已降至五到六
成最為明顯。再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博士於「非常值得」
與「值得程度」之比率皆居首位，而「國立一般大學」則居於末位，且
兩者「非常值得」比率相差近三成（59.9% vs. 31.6%）。
進一步以博士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學位效益，以「就
業相關」的「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之「值得程度」最高，
達 84.1%，惟「人文」全體首要就讀動機占比最高（43.8%）的「想從
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
，認
為博士學位的「值得程度」僅 73.2%，相較其他「學科／學位相關」與
「就業相關」動機低約 5 至 10 個百分比。
再由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來看，「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
圖 54

人文：（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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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一：（一）基本資料
圖 55 為「社會一」領域博士的基本資料分布，包含「經濟學*」
、

「政治學*」
、
「社會學」
、
「心理學」
、
「地理學」
、
「傳播學*」
、
「法律」
、
「社會服務*」
、
「民生*」
、
「運輸服務」
、
「軍警國防安全」及「社會（其
他）」等 12 個科系共 354 人，其中以「政治學*」人數最多有 105 人。
年齡區間以「40 至未滿 45 歲」達 99 人居最多數，男女博士比例約呈
7：3。
在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
卷回卷博士人數來看，兩者人數增減趨勢頗為接近，從 95（學）年（度）
開始有較大升幅後穩定成長，並於 103 學年度（104 年）達到歷年最
高的 278 人及 27 人，惟近兩年人數有明顯下降現象。
在博士畢業學校性質部分，
「社會一」博士半數以上畢業於「國立
一般大學」達 56.3%居首，居次者為 25.2%的「國外大學」
，另「私立
一般大學」以 12.2%居三，「師範／教育大學」則以 5.2%再居次，至
於其他學校性質皆在 1.0%以下。另入學年齡以「未滿 30 歲」占比最
高達 47.2%，畢業年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的 35.6%最高。
再依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就學身分區分，「全職學生」有 241 位占
68.0%，其中近六成以擔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作為修讀博士學
位的經濟來源，其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12,000 至未滿 24,000 元」人
數最多，再者為「6,000 至未滿 12,000 元」
，比率分別為 32.4%與 30.3%；
而 113 位「在職進修」者，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人數最
多，占比達 67.8%，居次與居三分別為 16.5%的「100 至未滿 150 萬」
與 11.3%的「25 至未滿 50 萬」。

圖 55

社會一：（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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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一：（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56 為 354 位「社會一」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 52.8%紫色區

高於其他入學年齡區間二成以上（25.5%、33.7%）
，排名亦居該年齡區
間之前二大。

塊的「就業相關」比率最高，其次為 30.3%黃色區塊的「學科／學位相
關」
，再者為比率降至 8.5%綠色區塊的「人生目標」
，至於橘色區塊「他
人影響」以 5.7%居第四，粉色區塊「其他」則以 2.7%居於最末。
觀察右圖上方表格除個人興趣以外之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首要
就讀動機以紫色區塊「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
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占比最高達 44.3%，次要動機
則以黃色區塊「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
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居首（21.7%）。
在博士畢業學校性質方面，不論學校性質，前二大首要動機皆與全
體相同，其中「國立一般大學」與「國外大學」之占比亦與全體頗為接
近，而「私立一般大學」動機排名居三的「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
構要求」比率達一成以上（12.6%）
，或可推測係因在職進修者比率較高
所致。
左下表為前五大首要就讀動機以修業起始年區分，僅「民國 100 年
以後」畢業的 9 位回卷博士，以「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
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
居首，比率高達 79.0%，其餘修業起始年區間皆以「就業相關」的「想
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
占比最高。至於右下表的前五大首要就讀動機以入學年齡區分，未滿 40
歲群體之前二大就讀動機同於全體，而 40 歲以上的兩個區間於「學科
／學位相關」的「將博士學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之占比皆相對

圖 56

社會一：（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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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 354 位「社會一」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分別為「非常滿意」
31.8%、
「滿意」45.8%，
「滿意程度」達 77.6%，至於「不太滿意」與「非
常不滿意」各為 4.3%與 1.1%，「不滿意程度」5.4%。
再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民國 95 年以前且 40 歲以下之
各年齡區間的滿意度隨年紀增長而呈遞減現象，尤以「民國 80 至 89
年」8 位「35 至未滿 40 歲」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僅四成（41.1%）最為顯
著；至於 92 位「民國 95 至 99 年」入學的滿意度則有別於上述修業起
始年區間，反而隨年齡區間上升呈遞增現象，且各區間占比均達七成以
上。
進一步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民國 95 年以後兩修業結束
年區間皆以「未滿 30 歲」的 100.0%最高；惟同樣修業結束年，但年齡
介於 30 至 40 歲區間的滿意度卻相對為低，尤以「民國 100 年以後」
的「35 至未滿 40 歲」最低，滿意度僅 58.1%，不僅相對低於其他同年
齡區間回卷博士兩成以上，甚為所有區間占比最低者。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的「非常滿意」與「滿意
程度」比率均居各學校性質之首，分別為 54.5%以及 93.7%；「滿意程
度」居次者為「私立一般大學」
，約占八成五左右，至於「國立一般大
學」與「師範／教育大學」均約七成，居最末二名。再以就學身分與修
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來看，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非
常滿意」較「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高出 4.0%，至於修讀博士時主
要就學身分則以「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者）」的「非常滿意」較高，
且高出「在職進修人士*」近一成。

圖 57

社會一：（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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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一：（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圖 58 為 354 位「社會一」博士的修業滿意與不滿意項目。由圖最

國 100 年以後」於「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增至四成二與「提供
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突破三成（33.4%），占比相對顯著。

上方之直條圖可知，前三大滿意項目分別為「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
能力」（63.8%）、「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55.0%）以及
「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49.4%）
；至於折線圖所呈現的不滿意
項目，則以「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居首，比率達近四成（38.5%）
，
而排名二、三的「提供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以及「提供產學合
作計畫與實習機會*」之差異甚微，比率分別為 28.7%與 28.0%。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觀察，各學校性質前三大滿意項目與「社會
一」全體博士大致相符，惟「私立一般大學」與「國外大學」最滿意項
目皆屬「教師相關」，有別於「國立一般大學」與「師範／教育大學」
以「課程相關」之「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占比最高稍具差異
性，其中「國外大學」居首的「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占比高達
68.4%，高出其他學校性質二成以上。另在修業不滿意項目方面，國立
與私立一般大學前三大不滿項目均與全體一致，較值得注意的是，
「私
立一般大學」於不滿意居首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比率高達
68.1%，較其他學校性質高出約三成以上；此外，
「師範／教育大學」對
「學校國際化程度*」的不滿比率達三成以上（33.7%）
，亦與其他學校
性質頗為不同。
最後以修業結束年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前三大滿意項目與不滿
意項目皆與全體相同，僅順序有所不同，其中「民國 90 至 94 年」居首
位的「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隨修業結束年愈趨近現在比率愈下
滑，
「民國 100 年以後」已降至不及四成（38.9%）
；不滿意項目則以「民

圖 58

社會一：（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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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一：（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圖 59 為「社會一」領域博士對目前工作滿意度的看法，就業中博

士占九成五有 337 人、待業中 5 人、未就業 7 人、退休 5 人；且現職
「符合」原職涯規劃之就業中博士達九成，其中 29.8%對現職「非常滿
意」
、48.2%「滿意」
，
「滿意程度」達近八成，而「不太滿意」與「非常
不滿意」則占 3.2%與 0.7%，「不滿意程度」3.9%。
若以工作類型區分，不定期契約之全職工作者的「非常滿意」與「滿
意程度」占比皆最高，各為 33.2%、81.6%，而人數僅有 11 人的「兼職」
最低，但「滿意程度」仍達近七成。在求／轉職歷程方面，143 位「取
得博士學位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作」者對現職工作「非常滿意」
占比居所有歷程之首（36.0%）
，惟「滿意程度」卻以 77.0%居所有歷程
之末，至於所有歷程中「滿意程度」最高者，則為「取得博士學位前的
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達近八成五（84.5%）。
在目前工作機構與職業別方面，人數居前三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
管人員」
、
「研究人員」以及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中，以 263
位大專院校師資主管以 33.8%的「非常滿意」與 79.9%的「滿意程度」
居三者之首，各高出大專院校及公立及法人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19.5%、79.3% ；12.2%、61.7%）約一至三成；人數僅 4 ~ 5 人的醫
療院所「護理、技術及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與「其他各級學校」之
「師資及主管人員」的「滿意程度」皆達百分之百，其中「其他各級學
校」師資與主管人員的「非常滿意」更高達 38.1%，居所有職業別之冠，
至於任職於「民營企業、事務所及個人工作室」的 5 位「主管人員」則
為對目前工作滿意度最低者，「滿意程度」僅 49.8%。

圖 59

社會一：（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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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一：（六）博士學位效益
圖 60 為「社會一」博士的學位效益，圖上方可知「非常值得」與

「值得」比率分別為 35.7%、38.9%，
「值得程度」約七成五，另有 4.9%

於人數皆少於 5 人的一般政府部門「主管人員」與「其他各級學校」的
「師資及主管*」的「值得程度」均超過九成，而 5 位醫療院所「護理、
技術及其他*」於「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比率皆為 0.0%。

「不值得」
、1.5%「非常不值得」
，
「不值得程度」6.4%；若以科系來看，
除「運輸服務」認為「值得程度」達九成以上，以及居最末二名的「經
濟學*」與「心理學」不及七成外，其餘科系占比均落在七至八成之間。
進一步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三個修業結束年區間均以
「未滿 30 歲」最年輕族群認為的「值得程度」最高，且比率隨修業結
束年愈趨近現在愈上升，
「民國 100 年以後」已達 100.0%，亦為所有修
業年與畢業年齡區間唯一全數認同且占比最高者，惟「值得程度」比率
較低者同樣落在「民國 100 年以後」區間，不僅 30 至未滿 45 歲者占
比皆不及七成，其中「40 至未滿 45 歲」並以 53.3%居所有區間末位。
再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雖然「值得程度」略低於「私立
一般大學」，但「非常值得」卻高達 52.8%，而人數最多的「國立一般
大學」則為「值得程度」最低者，比率未達七成。
若以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學位效益可見，
「受（碩士）
指導教授鼓勵或推薦」者中有 13 人認同博士學位所帶來的效益，「值
得程度」達 81.0%最高，至於想深入學習自己求學領域者居次，比率亦
有八成（80.2%），至於「不值得程度」部分因人數偏少，可再觀察。
最後，由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來看，以「社會一」最多數博士
任職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認為的「非常值得」比率達 42.5%最
高，其「值得程度」亦達 82.8%，而人數居二三名的「公立及財團法人
研究機構」與大專院校中「研究人員」之「值得程度」則不及六成，至

圖 60

社會一：（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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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二：
（一）基本資料
圖 61 為 399 位就讀「教育」相關科系屬於「社會二」領域博士之

基本資料分布，年齡集中於 40 至 55 歲間，以「45 至未滿 50 歲」人數
最多，有 105 人，
「50 至未滿 55 歲」以 90 人居次，
「40 至未滿 45 歲」
則以 85 人居第三，前三大年齡區間累計占比達七成以上；性別方面，
男、女性博士比率分別為 49.4%與 50.6%，分布頗為平均。
在博士畢業人數部分，對照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問卷
回卷博士人數來看，教育部於 101 學年度達到 328 人的高峰後開始微
幅下降，本問卷人數則在 101 至 105 年間達到歷年人數的相對高峰期。
在畢業學校性質方面，五成以上畢業於「師範／教育大學」最多，
再者由「國立一般大學」以及「國外大學」分別以 28.3%與 14.9%分居
二、三名，其餘學校性質占比皆不到 2%。而在入學年齡方面以「未滿
30 歲」占比居首，且亦是唯一突破三成者，至於畢業年齡則以「30 至
未滿 35 歲」人數最多，占比達 27.1%，且 35 歲以上各區間占比皆在二
成多，可見「社會二」領域博士入學與畢業年齡分布相對較為平均。
另依「全職學生」或「在職進修」身分區分，相對於前述「社會一」
領域博士，「教育」博士就讀時為「全職學生」人數相對偏少，僅 153
位占三成八，其修讀博士學位時的經濟來源，六成為擔任「教學助理／
研究助理」，每月平均獲取金額以「6,000 至未滿 12,000 元」居首達
34.8%，其次為占 28.8%的「12,000 至未滿 24,000 元」；至於六成「在
職進修」者，修讀博士學位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占比最高
達 75.9%，再者為 18.3%的「100 至未滿 150 萬」
，而其餘年薪區間占比
則在 0.3%至 4.7%間。

圖 61

社會二：（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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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二：
（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62 為「社會二」教育領域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 48.7%紫色

一前五大首要就讀動機排名中未含綠色區塊的「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
體驗」者，可見不同入學年齡層首要就讀動機具有差異性。

區塊的「就業相關」最高，其次為 33.8%黃色區塊的「學科／學位相關」
，
居三為比率降至 12.8%綠色區塊的「人生目標」，至於橘色區塊「他人
影響」以 3.6%居於第四，而粉色區塊「其他」則以 1.1%居於最末。
再觀察右圖上方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表格可
知，首要就讀動機以「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
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最高達 32.3%，次要動機以僅
占 15.5%的「人生目標」的「視為新的人生目標及體驗」居首，與其他
「學科／學位相關」和「就業相關」動機占比差距不到一成。
在博士畢業學校性質部分，多數學校性質前二大首要動機與全體
相同，其中以人數均未達 10 人的「國立科技大學」與「私立一般大學」
於居首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
相關工作）」分別占 51.1%與 68.0%，較其他學校性質高出二成以上相
對顯著。
左下表將前五大首要就讀動機以修業起始年區分，僅 65 位畢業於
「民國 80 至 89 年」之回卷博士以「學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
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
*」居首，有別於其他修業年代以「就業相關」動機居首，至於「民國
100 年以後」前兩大就讀動機皆為「就業相關」，累計占比達近六成。
以入學年齡區分，
「未滿 30 歲」於「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
求」占比突破四成，「30 至未滿 35 歲」於想深入學習自己求學領域占
30.7%，相對高出其他年齡區間一成以上，又「45 歲（含）以上」是唯

圖 62

社會二：（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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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二：
（三）修業滿意度
右圖為 399 位「社會二」教育博士的修業滿意度，35.5%為「非常

士*」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較「全職學生（含有兼職工作
者）」高，其中「非常滿意」高出 7.7%，相對明顯。

滿意」
、49.5%為「滿意」
，
「滿意程度」高達八成五，至於「不太滿意」
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2.0%與 1.4%，
「不滿意程度」僅 3.4%。
將修業滿意度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人數最多的「民國 90
至 94 年」於各年齡區間的「滿意程度」均達八成以上最為顯著，以 132
人居次的「民國 95 至 99 年」則以入學年齡 35 歲為分水嶺，35 歲以上
所有區間「滿意程度」大致達九成以上，35 歲以下區間則皆低於七成，
至於人數僅 25 人「民國 100 年以後」的博士修業滿意情況則較為分歧，
35 歲以上且人數皆 6（含）人以下之三個區間中，僅「40 至未滿 45 歲」
以不及六成（57.2%）居末，其他兩個區間皆達 100.0%。
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不論修業結束年，畢業年齡於「45
歲（含）以上」最年長區間的「滿意程度」占比均達九成以上，至於「未
滿 30 歲」與「35 至未滿 40 歲」兩區間博士的修業滿意度則在「民國
100 年以後」大幅下降三至四成，僅各 62.1%與 60.0%，居全體「社會
二」教育博士「滿意程度」最末二名。
再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來看，
「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均由「國
外大學」居首，達 41.5%以及 91.8%；而最低者則為「私立一般大學」
「滿意程度」僅有四成，
「非常滿意」占比不到一成，其餘學校性質「非
常滿意」占比皆達三成，
「滿意程度」均達六成五以上。另以就學身分
與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分觀察，
「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與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的「滿意程度」皆約八成五，惟「學／碩
士畢業直接就讀」的「非常滿意」稍高，占 39.4%；至於「在職進修人

圖 63

社會二：（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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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二：
（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圖 64 為 399 位「社會二」教育博士的修業滿意與不滿意項目。由

「民國 100 年以後」占比上升一成（36.8%），並成為該區間博士首要
不滿意項目。

圖最上方直條圖可知，前三大滿意項目分別為「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
考能力」
（65.7%）
、
「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
（60.3%）以及
「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55.5%）
；至於折線圖所呈現之修業不
滿意項目，以「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居首，比率達 31.7%，
「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則占 31.4%僅以微幅之差居次，至於「提
供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則以 27.7%居於第三。
若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觀察，國內各學校性質與「社會二」全體博
士滿意項目居首者皆為「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
，
「國外大學」
則以「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居首且占比高達 77.8%，較其他學
校性質高出二到六成；此外，人數皆未達 10 人的「私立一般大學」與
「國立科技大學」於「培養具宏觀視野與掌握世界趨勢的能力」之滿意
程度是唯二排名居前三大之學校性質，分占 50.5%與 34.1%。至於在修
業不滿意項目方面，有 113 人的「國立一般大學」前三大不滿意項目同
於全體，至於其他學校性質則略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除「師範／教
育大學」外，其餘學校性質多將「學校相關」的「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
實習機會*」列為前三大不滿意項目之一，且占比皆達到三成以上，尤
以人數僅 7 人的「私立一般大學」比率高達九成以上最為顯著。
最後以修業結束年區分，
「民國 90 至 94 年」滿意項目居首占比達
68.1%的「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隨著修業結束年愈接近現在比
率隨之下滑，至「民國 100 年以後」僅占 48.3%。至於不滿意項目部分，
民國 100 年以前區間尚列在第三位的「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於

圖 64

社會二：（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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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二：
（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圖 65 為「社會二」領域博士的目前工作滿意度分布，就業中 376

皆無人對目前工作感到「非常滿意」
，且以 11 位服務於大專院校之「研
究人員」的「滿意程度」最低僅 47.9%。

人，占近九成五、待業中 2 人、未就業 3 人、退休 18 人，現職「符合」
原職涯規劃之就業中博士有 350 人，其中 32.4%對現職「非常滿意」、
45.6%「滿意」
，對目前工作「滿意程度」達近八成，而「不太滿意」與
「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4.4%與 1.8%，「不滿意程度」達 6.2%。
若以工作類型區分，全職工作者對目前工作較滿意，其中不定期契
約者於「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之占比皆居所有類型之冠，分別為
35.4%以及 81.3%，而「兼職」工作者「非常滿意」僅 14.7%，
「滿意程
度」亦僅四成。在求／轉職歷程方面，
「非常滿意」占比最高者為「取
得博士學位後的首次就業」
，達四成以上（41.9%）
，最低者為低於三成
的「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不同職務或職級）」
（29.0%）
，在「滿意程度」方面，各歷程占比均介在七至八成之間，其
中居首者為占 81.3%的「取得博士學位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
作」
，而「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則以
73.7%居最末。
再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來看，人數居前二高的「大專院校
（不含附設醫院）」與「其他各級學校」的「師資及主管人員」中，以
「其他各級學校」之「師資及主管人員」的「非常滿意」與「滿意程度」
占比較高，均高出「大專院校（不含附設醫院）」之「師資及主管人員」
一成左右（42.3% vs. 34.6%、86.8% vs. 78.4%）
，且亦居「社會二」所有
職業別之首；至於在「大專院校（不含附設醫院）」與「公立及財團法
人研究機構」擔任「研究人員」者對目前工作的滿意度相對偏低，兩者

圖 65

社會二：（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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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二：
（六）博士學位效益
圖 66 為「社會二」博士對學位效益之看法，由圖上方可知「非常

益「非常值得」比率僅 14.4%，且「值得程度」亦是唯一不到五成者
（48.2%），居「社會二」領域所有機構別與職業別最末位。

值得」與「值得」皆達四成以上，分別為 44.9%、40.0%，「值得程度」
達近八成五，至於「不值得程度」則僅占 2.8%。
由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博士學位效益可見，畢業年齡未滿
40 歲三個區間的「值得程度」由「民國 90 至 94 年」的九成上下隨修
業結束年遞減至「民國 100 年以後」的八成多；而畢業年齡 40 歲以上
者，則以修業結束年為「民國 95 至 99 年」的值得程度相對較低，其中
又以「40 至未滿 45 歲」占比不及八成（75.6%）居所有區間最末位。
再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以「國外大學」的「非常值得」比率突破五成
（51.3%）最高，惟「值得程度」由「師範／教育大學」以 89.7%略高
於「國外大學」0.3%占首位，而人數較少的「私立一般大學」與「國立
科技大學」
，分別為「非常值得」與「值得程度」居末者，比率各為 28.0%
與 65.9%。
再以不同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博士學位效益，
「社會
二」博士中因「將博士學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而就讀博士者的
「值得程度」高達 94.3%居冠。
最後由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來看，人數占「社會二」全體近七
成的 265 位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的「值得程度」高達 89.3%居所
有職業別之首，且其「非常值得」比率亦高出人數居次的「其他各級學
校」的「師資及主管*」兩成以上（51.7% vs. 30.7%），惟「非常值得」
占比最高者為 6 位任職於「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業」之「主管人員」
，
達 60.8%；至於服務於大專院校的 11 位「研究人員」
，認為博士學位效

圖 66

社會二：（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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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三：（一）基本資料
圖 67 為 415 位「社會三」領域就讀「商業及管理*」相關科系博士

的基本資料分布，年齡集中於 35 至 55 歲，以「40 至未滿 45 歲」有
101 人居首；男女性博士比例約 3：2，各占 60.5%與 39.5%。
在博士畢業人數部分，以教育部畢業生人數（見 p.81）與本報告回
卷博士人數來看，教育部自 96 學年度突破三百人後，在 97 學年度達
到最高的 387 人，近十年人數略有增減但仍維持 300 人以上，本問卷
則在 98 年進入相對高峰期，但人數起伏頗大，以 105 年有 48 人最多。
而在博士畢業學校性質方面，高達五成以上「商業及管理*」領域
博士畢業於「國立一般大學」
，
「私立一般大學」與「國立科技大學」則
分別以 23.4%與 12.5%分居二、三名，
「國外大學」占比約近一成（9.5%）
居於第四，至於其餘學校性質皆不到 2.0%。另，博士入學年齡以最年
輕的「未滿 30 歲」占比居首，達 36.2%，之後大致隨年齡升高而遞減，
至於畢業年齡則以「30 至未滿 35 歲」占比最高，達 30.4%，且 35 歲
以後三個年齡區間占比均約二成。
再依「全職學生」或「在職進修」身分區分，
「社會三」博士有 232
人博士進修時為「全職學生」占 56.0%，其修讀博士學位時的經濟來源
以擔任「教學助理／研究助理」人數最多，占 57.1%，每月平均獲取金
額以「6,000 至未滿 12,000 元」占比最高達 42.0%，其次為占 33.9%的
「12,000 至未滿 24,000 元」
；另 182 位「在職進修」者，修讀博士學位
當時年薪以「50 至未滿 100 萬」居首，比率達 60.3%，其次為占 26.2%
的「100 至未滿 150 萬」，至於 150 萬以上兩個年薪區間之占比加總達
近一成（9.9%）亦相對顯著。

圖 67

社會三：（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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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三：（二）首要就讀動機
圖 68 為「社會三」博士的首要就讀動機，以 63.6%紫色區塊的「就

指導教授鼓勵或推薦」占比以 7.7%排名居第三，另「35 至未滿 40 歲」
於「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之占比達 14.7%，擠入前二大。

業相關」占比最高，其次依序為 23.5%黃色區塊的「學科／學位相關」
、
比率降至 6.1%橘色區塊的「他人影響」以及 6.0%綠色區塊的「人生目
標」，粉色區塊的「其他」則以 0.8%居最末位。
再觀察右圖上方首要及次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表格，首
要就讀動機以紫色區塊「就業相關」的「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
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占比最高，達五成以上，至
於次要動機居首者則為同樣為紫色區塊「就業相關」，但占比達 16.4%
的「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
，惟
首要動機比率分布相對較為集中，頗不同於前五大次要動機項目占比
皆僅一成多。
在博士畢業學校性質部分，就讀人數較多的學校性質大多以「想從
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如：大學教職或研究相關工作）」居
就讀動機首位，占比均達五成以上，另人數不到 10 人的「師範／教育
大學」與「私立科技大學」則分別以「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
求」與「將博士學位視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占多數，比率各為 50.9%
與 42.3%。
再觀察左下表不同修業起始年之前五大首要就讀動機（除個人興
趣以外）
，前二大動機皆同全體博士，且「民國 100 年以後」於此兩大
項目之累計比率已達八成四；若以入學年齡區分，各區間排名居首動機
皆為與全體相同的「就業相關」
，而人數最多有 150 人的「未滿 30 歲」
族群是唯一「就業相關」三項動機占比加總不及五成者，且「受（碩士）

圖 68

社會三：（二）首要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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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三：（三）修業滿意度
右圖為 415 位「社會三」商管領域博士的修業滿意度，27.9%為「非

常滿意」、45.9%為「滿意」，對博士修業「滿意程度」達 73.8%，至於
「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比率分別為 5.1%與 2.9%，「不滿意程
度」達 8.0%，相對高於前述「社會一」與「社會二」領域博士。
若以修業起始年與入學年齡區分，不論修業年「未滿 30 歲」的「滿
意程度」均不達七成，反之，
「45 歲（含）以上」則超過八成，其餘修
業年之入學年齡區間的滿意度占比則頗為分歧。再觀察各個修業起始
年可發現，「民國 100 年以後」三個 30 歲以上區間之滿意度大致達九
成以上，其中「30 至未滿 35 歲」與「40 至未滿 45 歲」甚至達 100.0%，
此與「民國 95 至 99 年」同區間對照有高達四成以上的差距。
再以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與修業起始年和入學年齡結果
頗為相似，亦即「未滿 30 歲」的「滿意程度」皆不達七成，
「45 歲（含）
以上」則皆超過八成；至於 30 至 45 歲的三個年齡區間則大致隨修業
結束年愈趨近現在比率愈低，由「民國 90 至 94 年」的八成上下降至
「民國 100 以後」的六成五至七成間。
另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的「非常滿意」占比高
達 57.1%，惟其「滿意程度」則略低於「私立科技大學」僅 6 人的百分
之百；另只有 5 人的「師範／教育大學」並無「非常滿意」者，且「滿
意程度」亦居最末。另觀察就學身分與修讀博士學位時的主要就學身
分，
「碩士畢業後先就業再就讀」與「在職進修人士*」的「非常滿意」
與「滿意程度」占比皆高於「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與「全職學生」
，
其中「學／碩士畢業直接就讀」者的「滿意程度」僅六成二。

圖 69

社會三：（三）修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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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三：（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圖 70 為「社會三」博士的修業滿意與不滿意項目。由圖最上方直

條圖可知，前三大滿意項目與前述「社會一」與「社會二」同為「培養
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
（59.7%）
、
「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
忱」
（55.4%）以及「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
（48.3%）
；至於折線
圖所呈現之修業不滿意項目，以「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居首，
比率達 34.4%，略高於居次占 31.8%的「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
*」，至於「提供跨領域／跨機構合作的機會」則以 21.0%居於第三。
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區分，除「私立科技大學」以外，各學校性質
前三大滿意項目與「社會三」全體相同僅順序略有不同，其中「國外大
學」以占 68.1%的「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居首，另與該項目同
樣占比達六成五以上尚有「師範／教育大學」
，相對高出其他學校性質
約二成以上，另「國立科技大學」在「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
忱」的「滿意程度」高達 74.1%，亦高出其他公立學校性質兩成以上。
在修業不滿意項目方面，不同學校性質差異甚大，惟所有學校性質皆對
「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感到相當不滿，為前三大不滿意項目排
名前二者，且占比以人數僅 5 人的「師範／教育大學」達 43.7%最高。
最後觀察圖最下方修業結束年之表格可知，不論修業結束年，前三
大滿意項目與次序皆同於該領域全體博士，不滿意項目亦大致相同，僅
次序上略有變動，且除了「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的不滿意比率
有隨修業結束年區間升高的現象外，
「民國 100 年以後」對於「師資的
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的不滿程度亦以近兩成占比（19.6%）排名第三，
頗值得再觀察。

圖 70

社會三：（四）修業滿意＆不滿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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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三：（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圖 71 為「社會三」商業及管理博士對目前工作滿意度的看法，就

業中有 401 人占 96.6%、待業中 9 人、退休 6 人，就業中博士現職「符
合」原職涯規劃有 369 人，其中 23.5%對現職「非常滿意」
、45.1%「滿
意」
，
「滿意程度」達 68.6%；而「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分別為
5.9%與 3.1%，「不滿意程度」達 9.0%。
若以工作類型區分，
「社會三」博士以「全職工作（不定期契約）」
者對目前工作最為滿意，「非常滿意」比率達 26.0%，「滿意程度」達
70.2%，高於其他兩種工作類型，至於兼職工作者，不僅無「非常滿意」
者，
「滿意程度」亦僅三成三，是所有社會領域博士中對目前工作最為
不滿者。在求／轉職歷程方面，
「取得博士學位後的首次就業」有三成
博士對目前工作「非常滿意」
，占比最高；但「滿意程度」則以「取得
博士學位後二次（含）以上轉換後的工作」占七成六居首，至於「取得
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務或職級）」的「非常滿意」與
「滿意程度」比率僅占 10.5%與 51.6%，居所有歷程之末位。
再以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來看，有 341 人占「社會三」領域博
士八成以上的大專院校「師資及主管人員」之「滿意程度」約近七成
（68.3%）
。另，不論「非常滿意」或「滿意程度」占比最高與最低均落
在人數為 10 人以下的機構別與職業別，其中「一般政府部門及國營企
業」的「主管人員」之「非常滿意」達 49.0%最高，「大專院校（不含
附設醫院）」的「研究人員」則以無人「非常滿意」最低；
「滿意程度」
則以「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占近七成六（75.8%）
最高，
「其他各級學校」的「師資及主管人員」不及五成（48.5%）居末。

圖 71

社會三：（五）目前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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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三：（六）博士學位效益
圖 72 為「社會三」商管領域博士的學位效益看法，由圖上方可知

「非常值得」與「值得」差異不大，比率分別為 38.1%與 38.6%，
「值得
程度」達 76.7%，至於「不值得程度」則為 9.7%。
由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觀察博士學位效益可見，不論修業結束
年，「45 歲（含）以上」的「值得程度」皆達八成五以上；而 35 歲至
未滿 45 歲的兩個年齡區間，則有隨修業結束年越接近現在占比越低的
情況，其中「民國 100 年以後」畢業且年齡為「40 至未滿 45 歲」的「值
得程度」降至 63.5%，居所有「社會三」之最低。再以畢業學校性質區
分，「國立科技大學」的「非常值得」比率高達 57.0%居首，另 6 位畢
業於「私立科技大學」者認為「值得程度」則達 100.0%最高，至於 5 位
畢業於「師範／教育大學」的「非常值得」占比最低僅 15.3%，另「國
立一般大學」的「值得程度」為 72.0%，居各學校性質之末。
進一步以博士就讀動機（除個人興趣以外）區分，
「將博士學位視
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的「值得程度」最高達 91.4%；而「不值得程
度」占比居首者則為「視為新的人生及體驗」
，比率達近二成，且其「值
得程度」亦低，不及六成，相對頗為顯著。
再由目前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來看，341 位服務於「大專院校（不
含附設醫院）」的「師資及主管人員」認為博士學位「非常值得」與「值
得程度」比率各約四成與八成，惟比率最高者則由人數均少於 10 人的
「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與「主管人員」分別以
62.2%與 92.9%居首，而「大專院校（不含附設醫院）」的「研究人員」
及「其他各級學校」之「師資及主管」則各以 0.0%與 37.4%居末。

圖 72

社會三：（六）博士學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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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

不同領域的就讀動機、修業滿意度以及對學位效益的看法皆不盡
相同且影響因素甚多，前述已分別就 12 個領域的「基本資料」
、
「首要
就讀動機」、「修業滿意度」、「滿意&不滿意項目」、「目前工作滿意度」
與「博士學位效益」進行分析，結論部分僅針對各面向中分布較顯著之
處進行總結，並先行說明 12 個領域的整體情況，再予以歸納各變項之
差異。茲將前述 12 大領域量化統計結果總結如下：
一、 「理一」的就讀動機較傾向「學科／學位相關」
，
「農」
、
「人文」
與社會科領域博士則以「就業相關」動機較強，且「工四」領
域認為博士有助於升遷以及「社會二」領域於「人生目標」之
占比相對較高

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
；其中「理一」與「理
二」占比皆高達三成以上，此可能與其入學年齡有七成以上為
未滿 30 歲者有關；另，
「工二」與「工四」
「認為具博士學位者
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之占比皆超過一成
五，其中化材領域的「工四」占比更高達二成以上。
至於「農」
、
「人文」
、社會科領域以及「工一」
、
「工二」居
首動機則為「就業相關」之「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
求」
，其中「人文」
、
「社會一」與「社會三」領域之占比均超過
四成，至於同屬人社領域的教育學門「社會二」博士可能因為
就學時多為本身已有全職工作之在職進修者，故其就讀動機只
有一成為「認為具博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
遇有幫助」
，而於「人生目標」與「學科／學位相關」的「將博
士學位為個人求學的最高目標」占比卻超過一成，與其他領域

以四大就讀動機區塊來看，12 大領域中僅入學時屬「未滿

頗為不同。另，值得注意的是「工三」及「理一」領域在「他人

30 歲」區間占比高達七成五的「理一」領域博士以「學科／學

影響」相關動機項目中，占比皆居於各領域前二大，且比率加

位相關」為居首動機，其餘領域則皆為「就業相關」
，尤其有兩

總均超過一成，有別於其他領域多在 5%上下。

成以上超過 40 歲才開始念博班的「社會三」與「工二」分別以
六成三及五成五的「就業相關」占比居前二高，並較其他領域

二、 博士就讀動機與畢業學校性質以及修業起始年區間具不同程度

高出一成以上，其中「工二」亦是理工領域中唯一「就業相關」

關聯性，國內學校性質多為「就業相關」
，
「國外大學」則為「學

比率超過五成者。

科／學位相關」，且以「理二」特別顯著；而民國 90 年代入學

進而觀察各領域首要就讀動機個別(細)項目，
「理一」
、
「理
二」、「工三」、「工四」以及「醫」領域博士居首項目皆屬「學
科／學位相關」的「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

且學科較偏應用科學之領域則有不少是受碩士指導教授或家庭
因素影響而就讀
不同學校性質的博士就讀動機亦不盡相同，以四大就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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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區塊來看，大多數國內學校畢業博士以「就業相關」動機高

技政策與產業結構有所相關。

於「學科／學位相關」
，其中「國立科技大學」更是唯一全部領
域皆以「就業相關」動機為主之學校校質，僅「國立一般大學」

三、 各領域博士對於博士修業普遍感到滿意，並以民國 100 年以前

的「理一」、「師範／教育大學」的「醫」、「國防大學及軍警院

且未滿 30 歲畢業的「社會二」教育博士最為滿意，民國 100 以

校」的「工一」以及「私立一般大學」的「工三」領域博士例

後畢業的「理二」領域最為不滿，且在職進修人士以及國外大

外，以「學科／學位相關」占比較高。至於「國外學校」畢業

學畢業博士的滿意程度亦相對較高

博士於「學科／學位相關」動機占比多超過三成，其中生命科

本調查多數領域對於修業滿意度普遍達七成以上，僅理科領

學之「理二」博士有高達六成比率為「想更深入學習自己的求

域博士不到七成，其中生命科學學門的「理二」博士甚至只有

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尖人士*」；

六成一，尤以民國 100 年以後畢業且年齡介於 30 至 35 歲者相

且機械及工業工程學門的「工二」領域博士是理工醫農領域中

對最為不滿，滿意程度不及五成。至於滿意度最高者則為「社

唯一「就業相關」動機高於「學科／學位相關」者，此或許是

會二」教育博士，滿意程度高達八成五，亦是唯一突破八成者，

入學年齡超過 40 歲以上占比偏高所致。

其中又以民國 100 年以前畢業且畢業年齡未滿 30 歲者相對最

若以修業起始年區間來看，民國 80 至 89 年入學之「理一」
、

為滿意，滿意程度達百分之百。若單以修業結束年來看，民國

「理二」、「工三」以及「人文」領域博士因「他人影響」而就

100 年以前畢業的滿意程度普遍高於民國 100 年以後，且理、

讀博士之比率相對高於其他起始年區間；而「工一」
、
「工二」
、

工、農領域與「人文」
、
「社會三」博士則多以畢業年齡超過 40

「工四」、「醫」、「農」以及社會科等學科較偏應用或技術性領

歲的滿意度最高，
「社會一」與「社會二」則以最為年輕的「未

域則以民國 90 年代占比相對較高，此或與當時正處於博士班快

滿 30 歲」滿意程度最高，其中「社會一」於民國 95 年以後畢

速擴展期有關。除此之外，民國 90 年代入學博士因「認為具博

業且於該年齡區間的滿意度均達百分之百最為顯著。

士學位者較有職場競爭力，或對升遷及待遇有幫助」以及「從

若以就讀身份來看，在職進修者對於博士修業的滿意度相

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而就讀博士之比率，亦相對

對高於全職學生，僅「醫」
、
「人文」以及「社會一」領域例外，

高於其他年代。另，值得關注的是「理一」、「工二」因「就業

惟兩者差異不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全職學生每月平均獲取金

相關」動機而就讀博士者隨年代愈接近現在呈比率愈高之現象，

額相對高於其他領域甚多的理科相關領域的滿意程度卻低於在

至於「農」領域則呈遞減現象，此或許與政府當時所推動的科

職進修人士近二成五以上，「理二」領域差比甚至接近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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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博士畢業學校性質方面，絕大多數「國外學校」畢業

目的滿意度相對偏低，占比均不及五成。若以修業結束年區分，

博士的修業滿意度相對高於國內學校畢業者，滿意程度皆在八

「社會一」與「社會二」對於師資素質的滿意比率有隨修業結

成五以上。值得關注的是，「理一」、「理二」、「工四」、「人文」

束年愈接近現在愈遞減之現象，到民國 100 年以後滿意比率大

及「社會一」領域博士以就讀於教育資源相對較充裕的「國立

幅下滑二至三成，至於「理二」、「工四」與「人文」領域則不

一般大學」修業滿意程度最低，其中「理二」的滿意程度甚至

僅在「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比率有一成五以上的降幅，

只有 54.5%。

對同為「教師相關」之「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
的滿意比率亦下降一成以上，其中「工四」在「教師相關」所

四、 「國外大學」畢業博士對於「師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相

屬的三個項目中皆下降一成以上，頗值得政府教育相關部門加

對較為滿意，尤以「人文」領域最為突出；國內學校畢業博士

以觀察與留意；另在 12 大領域中僅土木工程相關之「工三」頗

除了「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外，
「私立一般大學」對

不同於其他領域，157 名「民國 100 年」以後畢業的「工三」領

於「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的滿意占比亦相對高

域博士對於師資素養的滿意比率達近六成以上。

於國內其他國立學校，尤以「工三」、「工四」領域特別顯著

相對於前，國內各學校性質大多最滿意「課程相關」之「培

整體而言，12 大領域博士對於博士修業滿意項目均以「課

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
，大部分領域認同比率皆達六成以

程相關」的「培養獨立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教師相關」之

上，其中「國立一般大學」僅「理一」占比低於六成，
「國立科

「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與「師資的專業素養與

技大學」於「工四」、「醫」與「社會二」則有七成以上的滿意

教學品質」居滿意項目之前三大，其中多數領域以「培養獨立

比率，
「師範／教育大學」於人數相對偏多的「理一」領域中亦

研究與創新思考能力」居首，占比多在六成以上，僅「理一」

有七成二的滿意度；另值得一提的是，就讀「私立一般大學」

與「人文」分別以「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與「師

畢業於「理一」、「理二」、「工三」、「工四」、「人文」及「社會

資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為最滿意項目。

一」領域博士對於「教授指導論文的方向、頻率與熱忱」的滿

進一步以學校性質來看，
「國外大學」畢業博士對於「師資

意程度占比則相對較其他領域高，
「工三」
、
「工四」比率更高達

的專業素養與教學品質」相對較為滿意，滿意程度多在六至七

到七成以上，且其占比均高出「國立一般大學」一成五以上最

成間，其中又以「人文」博士最高達近八成；頗值得注意的是，

為顯著。

不論國內或國外學校畢業的「工四」及「農」領域博士對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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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多數領域博士對於「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較為不滿，

相關教育部門可對此現象作更進一步的探討，並予以加強改善。

尤以「國立科技大學」畢業者較為顯著，且不滿比率亦隨修業
結束年呈遞增現象；惟「理一」、「理二」、「農」及「社會二」
領域最不滿意項目為「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

六、 「社會三」領域博士現職符合原職涯規劃者達九成，
「理二」與
「工三」不符合者達近兩成，惟三者僅「工三」的工作滿意度

本調查各領域博士不滿意項目居首者皆屬「學校相關」
，其

超過七成，且各機構性質中普遍以主管人員的工作滿意度相對

中「理一」、「理二」、「農」與「社會二」博士有別於其他領域

較高，並與任職機構似有關聯性，另研究人員則以「理一」
、
「工

皆以「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居首，反而對「提供產學

三」與「人文」領域的滿意度相對較高

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較為不滿，尤其理科領域博士兩者不滿
比率差距達近一成，差異頗為顯著。

原則上現職符合原職涯規劃者的滿意度較高，然而符合比
率高達九成以上之「社會三」商管領域博士的工作滿意度卻以

以畢業學校性質區分，
「國外大學」除「工二」領域外，所

68.6%居末二；另有近半數任職於大專院校教師的「農」領域博

有的理工博士對於「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的不滿意

士則與「社會三」恰好相反，現職不符合原職涯規劃占比雖然

程度皆較「學校研究經費、空間與設備」高出一成以上，
「國立

超過一成五，但工作滿意度卻仍達近八成；另一個例外者為「工

科技大學」與「私立一般大學」則為對於「學校研究經費、空

三」，不符合比率高達二成三居 12 大領域最高，但工作滿意程

間與設備」相對較不滿，其中「國立科技大學」的「工三」
、
「醫」
、

度達 73.8%，僅次於「工二」
，居所有理工領域之次高。若以全

「農」與「社會二」的不滿程度皆達五成以上，
「私立一般大學」

體博士來看，理科、
「工四」與「社會三」領域博士對目前工作

的「社會一」領域博士則有六成八認為學校設備與經費尚有很

的滿意程度相對低於全體，其中「工四」則以滿意度僅 67.5%

大的改善空間；此外，對此項目不滿比率亦有隨修業結束年遞

居所有領域之末位，另「理二」與「社會三」領域對工作的不

增的趨勢，民國 100 年以後各領域占比幾乎都在三成以上，其

滿意比率高達近一成亦頗為顯著。

中理科、
「工一」
、
「工三」以及「農」之漲幅均超過一成五以上，

除此之外，不同領域之工作類型與工作滿意度亦有其差異

尤以「工一」最多，較「民國 90 至 94 年」超出二成五以上。

性，
「工一」與「工二」有別其他領域，以定期契約全職工作人

另值得注意的是，
「提供產學合作計畫與實習機會」雖然多以修

員的滿意程度高於不定期契約者頗為不同外；在求／轉職歷程

業年為「民國 100 年以後」的不滿比率相對較低，但其他各修

方面，理科、
「工三」
、
「醫」
、
「農」
、與「人文」博士以同機構，

業年區間占比仍在二至三成，可見此為長期性問題，建議政府

但不同職務或職級者滿意度較高，
「工一」
、
「工二」
、
「工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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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一」則以「取得博士學位前的原有工作（相同機構、職

二」領域最低，且值得程度亦隨修業結束年愈接近現在比率愈

務或職級）
」的滿意程度最高，至於教育學門的「社會二」與商

降，並須關注「國立一般大學」值得程度相對較低之現象

管學門的「社會三」博士則以「取得博士學位後二次（含）以
上轉換後的工作」者的滿意程度居首。

整體而言，博士學位效益大致同於博士修業滿意度，值得
程度最高者仍為「社會二」領域博士，是所有領域中唯一超過

而在任職機構別方面，各領域最多人任職的大專院校師資之

八成者，其次依序為理工領域中值得程度唯一超過全體的「工

滿意度皆在七至八成左右，並以「社會三」的 68.3%最低；若不

二」和「農」與「醫」領域，至於「理二」領域博士則仍以不及

分機構性質，各領域博士多以擔任主管人員者對目前工作相對

七成居於末位，且其不值得比率亦高，超過一成五。若以 12 領

較為滿意度，惟「理一」、「理二」、「工三」以任職於民營企業

域所含各科系別來看，值得程度低於六成有地球科學、理（其

的「研發人員」、「人文」、「工一」以任職於大專院校與「社會

他）與藝術，低於七成則有物理、大氣科學、生命科學、環工、

三」以服務於「公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的

材料、營養、牙醫、農經、林業、農（其他）
、經濟學、心理學，

滿意程度較同一機構別的主管人員為高；再者，於公立及財團

其他科系均高於七成。

法人研究機構擔任「研究人員」的滿意程度頗有領域別間的差

若由修業結束年與畢業年齡區分各領域學位效益，結果雖

異，其中「人文」領域滿意程度高達九成七最高，
「理一」
、
「工

然分歧但仍可見呈世代差異，
「理一」
、
「理二」
、
「工二」皆有學

一」和「社會二」則均低於六成，其中「工一」甚至不滿五成

位值得比率居首之年齡區間隨修業結束年越趨近現在，呈年齡

居末。至於「醫」領域「研究人員」不論服務於大專院校、公

區間越高之現象。以修業結束年為「民國 100 年以後」觀察，

立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民營企業、醫療院所、一般政府部門

「理一」、「理二」、「工四」、「醫」、「農」與「人文」等領域以

之滿意比率均不超過七成，惟服務於大專院校最低，占比不到

「30 至未滿 35 歲」者認為學位效益值得程度最低，其中又以

五成。在民營企業方面，理工領域博士任「主管人員」者滿意

「理一」
、
「理二」與「工四」僅四成最值得關注，然而「工三」
、

程度多達七成以上，而研發人員間的差異頗大，滿意程度以人

「醫」、「人文」與「社會一」領域則以畢業時為「未滿 30 歲」

數僅有 5 名的「工三」最高，達百分之百，
「理一」居次達近九

最年輕群體的值得程度居該修業結束年區間之冠，占比均達八

成，「工二」與「工四」不滿六成，居末兩名。

成以上。
若對照博士畢業學校性質，「國外大學」畢業的理科、「工

七、 博士學位效益同於博士修業滿意度以「社會二」領域最高，
「理

三」、「工四」、「農」、「人文」、「社會一」、「社會二」博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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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非常值得比率大都高達五成且居各學校性質之首，反之，

人求學的最高目標」居首，其皆屬於「學科／學位相關」動機

政府部門教育經費投入較充裕的「國立一般大學」僅「農」科

項目。另值得一提的是 45 位「社會二」以「視為新的人生目標

博士以八成的值得程度占比高於其他學校性質，而「工四」、

及體驗」為就讀動機者，有近九成者非常認同博士學位效益，

「醫」、「人文」、「社會一」與「社會三」等五個領域的值得程

實可見其博士學位效益似與達成個人理想的連結性較強。

度皆居所有學校性質之最末位，占比皆在六至七成間，另生命

事實上，多數領域博士係因「就業相關」動機而就讀博士，

科學之「理二」領域博士雖非以「國立一般大學」居最末，但

若進而對照現職工作機構別與職業別可見，各領域任大專院校

其值得程度不及六成，亦須加以納入觀察。除此之外，
「國立科

師資者之非常值得比率幾乎都達到四成以上，值得程度除「理

技大學」畢業的「工四」、「醫」與「社會三」領域博士的值得

二」外其餘皆超過八成，而同樣任職於大專院校的「研究人員」

程度皆高達近九成以上，非常值得比率亦達五成五以上，頗為

則明顯較低，僅「工一」高於八成，其餘領域多在五至七成間，

顯著。

其中「社會一」與「社會二」甚至不及五成居末二位，至於任
職於法人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
，認為值得比率同樣在五至七

八、 在所有就讀動機中，以「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要求」

成間，惟「人文」、「理二」相對頗低，值得程度僅三成多。而

而就讀博士者認為博士學位效益的值得程度最高，另不分領域

在民營企業任職者，其情況與大專院校頗為類似，皆以任「主

任大專院校師資者之非常值得比率幾乎都達到四成以上，而研

管人員」者認為的值得程度相對較高，占比多在五至八成，僅

究人員則以於學研機構任職者的博士學位效益相對較低，亟須

人數較少「工三」例外，以任研發人員者認為值得程度最高達

加以關注

百分之百，其餘均介於三至六成間，其中「工四」與「醫」領

除個人興趣以外，理科、
「工一」
、
「工三」
、
「醫」與「人文」

域更不到四成。整體來看「研究人員」中對於學位效益認同程

領域博士皆以博士就讀動機為「從事的工作所需，或任職機構

度最低者多服務於學研機構者，或可再進一步探究是工作的性

要求」者認為學位效益的值得程度最高，其中「理一」領域博

質、工作環境、工作福利或與預期有落差所造成。

士甚至達九成以上；另「工二」領域以「嚮往博士學位身分，
或其帶來的社經地位與成就感」、「工四」領域以「想更深入學

整體來看，理科領域多因入學者相對年輕，就讀動機多為希望成為

習自己的求學領域，成為該領域的優秀學者∕成功企業家∕頂

該領域之頂尖人士，且亦有相當比率是受他人影響而就讀者，但對於博

尖人士*」
、
「社會二」與「社會三」領域以「將博士學位視為個

士修業的滿意度卻相對不高。
「工」科領域中，
「工一」博士之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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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意度與博士學位效益皆與全體差異不大，惟對工作滿意度稍差，居

除了上述領域別之差異外，值得政府關注的是各領域畢業於「國立

於後段；
「工二」博士因入學年齡超過 40 歲以上之占比相對較高，其就

一般大學」者的修業滿意程度皆不算高，尤其對於教授的專業素養與教

讀動機亦以就業趨動性較強；
「工三」博士是所有領域中受「他人影響」

學品質方面似乎有更高之期待，雖然教育部已積極推動玉山學者補助

就讀比率最高者，且亦是所有理工領域中對於師資專業最為滿意者；另

計畫，透過延攬國際優秀人才，來活化大學研究能量，但亦可進一步檢

「工四」則為現職工作相對較不滿之族群，且對於教師相關的專業、指

視這些優秀學者的授課方式，並予以定期評估成效。除了強化學生的研

導論文熱忱與提供的就業協助等三個項目的滿意程度皆隨畢業年愈近

究能量外，在教學課程上若能適度強調與產業相況之攸關性，不僅有助

呈下滑趨勢。
「醫」領域博士在就讀動機、修業滿意度之看法與全體差

於擴展博士畢業後的就業出路，亦可縮短博士畢業後投入產業界之磨

異不大，惟以畢業人數較少的「國立科技大學」對於博士效益的認同度

合期。事實上，博士求學滿意度涉及的面向甚廣，若能針對教師的授課

最高。
「農」領域博士雖然現職符合原職涯規劃占比相對較低，但其對

內容與方式、學校提供的教學環境與資源、政府部門對高教資源的投入

於博士修業、工作滿意度與博士效益的看法卻相對頗為肯定，或許與該

與補助措施以及學生畢業門檻等各面向進行全面性的檢討，並針對問

領域博士在職場上的發展較原預期佳有關。
「人文」領域博士之就讀動

題根源予以改善與提升，定可再創高教培育之新願景。

機有超過半數以上與就業相關，且其對博士修業的滿意桯度在人文社
會領域中相對偏低，並對於師資的專業與指導熱忱的滿意度有逐年下
滑之趨勢。至於社會科領域中，以「社會二」教育博士的表現則相對較
突出，且由於多屬在職進修者，故不論是因學位或人生的目標而就讀之
比率相對高於其他領域，且對於博士修業與現職工作之看法皆頗為滿
意；而「社會一」博士有別於多數領域，以畢業時為「未滿 30 歲」最
年輕族群對於博士修業滿意度以及博士效益最為肯定，且其對於師資
素質滿意比率亦有隨修業結束年愈接近現在愈遞減之現象；至於「社會
三」博士中則有九成以上現職符合原職涯規劃，但其對於博士修業滿意
度、現職工作的滿意度與博士學位效益的看法並不高，或許與博士訓練
方式與就業環境所需能力有所落差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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