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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博士教育
1. 進修身分及是否有全職工作：未滿 40 歲者大多為碩士畢業直接就讀，

本問卷旨在擴大了解國內博士對就業環境、學校教育等問題的看

且博士進修時有全職工作的比率隨年齡降低愈來愈少。以領域看進修

法，故抽取 NPHRST 符合本研究目的之調查對象，並引用 Vitae 及國

博士學位身分可發現，就讀「理」、「工」領域碩士畢業直接攻讀博士

內博士教育調查相關內容作為衡量問項，以不記名方式進行線上問卷

近五成，而在進修博士時是否有全職工作部分，
「社會」領域最高。再

調查。調查結果發現：

以近五年進修博士學位身分可知，近五年畢業博士的直攻博士比率在

一、基本資料

六成上下。

1. 性別/年齡：男性回卷人數 3,709 人，占 72.73%，女性回卷人數 1,391

2. 就讀動機：因「個人興趣」攻讀博士學位者不論由年齡區間或博士

人，占 27.27%。男性回卷最多者在 50 至未滿 55 歲，有 780 人(15.29%)，

領域來看均居首位，比率在六成五至七成五間。由年齡區間觀察就讀

女性以 45 至未滿 50 歲最多，有 321 人，占 6.29%。

原因趨勢發現，年紀越輕的博士受教授或主管鼓勵而進修博士學位的

2. 博士畢業學校：以畢業於「國立一般大學」居各學校類型之首，占

比率越高。若以領域看博士就讀動機，發現「理」科與「人文」博士

50.25%。

因個人興趣攻讀博士比率較其他領域高出一成多；
「農」領域博士在「受

3. 博士畢業領域：以「工」領域居多，占全體 35.08%，其次為 24.39%

指導教授或公司主管鼓勵/推薦」、「獲得學費補助」等項目則居各領域

的「社會」類，兩個領域合計約占本次問卷回覆之六成。

之冠。

4. 現職工作：有效回卷 5,100 人中目前就業者有 5,017 人，待業及其他

三、現職工作

原因未就業者共計 83 人。就業博士中，擔任全職工作者 4,858 人、博

1. 年薪：觀察博士年薪(包含獎金、紅利等)分布情形，發現年薪未滿

士後 123 人、兼職者 32 人，其中博士後與全職工作者皆以學研為主要

100 萬的相對低薪族群女性較男性人數多約 10%；且愈年輕博士年薪愈

服務機構，且全職工作者有 4,858 人於大專院校服務。觀察任職於各機

低。如單獨觀察 50 歲以下博士近五年畢業與全體博士年薪的比較，僅

構的年齡，私立大專院校服務者以 45 至未滿 50 歲和 50 至未滿 55 歲

未滿 35 歲與全體年薪差距較小，其餘年齡層隨年齡增加與全體博士年

最多，公立則以 45 至未滿 50 歲最多；研究機構部份，公立以 50 至未

薪差異愈大。以畢業領域觀察年薪分布，「醫」領域為相對高薪族群，

滿 55 歲最多，財團法人是 35 至未滿 40 歲；於企業服務者以 35 至未

「人文」則相對低薪。

滿 40 歲的博士居多，任職於醫療院所者以 50 至未滿 55 歲最多。

再將博士年薪依現職工作類型與機構性質區分，博士後有將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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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薪在 50 至 100 萬間，全職工作者年薪大多為 100 至 150 萬，兼職

薪在 150 至 200 萬居多，而年薪為 50 至 100 萬的工作「非常相關」比

工作博士年薪未達 50 萬約占半數。依機構性質看年薪分布，以服務於

率最低，僅 63.51%。

醫療院所高薪比率較多。如以工作轉換次數看年薪分布，未滿 35 歲且

4. 現職工作滿意度：滿意度最高項均為「工作自主性」
，最不滿意為「組

工作轉換次數 3-5 次者，半數以上年薪在 100 至 150 萬間，但 35 至未

織文化」。如以性別看時，女性僅在「薪資與福利」滿意度高於男性，

滿 40 歲則隨工作轉換次數愈多，年薪落在 50 至 100 萬間的比率愈高。

其他項目滿意度均比男性低；再以年齡區間看各項目滿意度時，60 歲

2. 選擇現職工作原因：
「符合自身興趣」和「工作內容與性質符合自身

以上對各項工作滿意度皆最高，而不滿意比率最高均出現在未滿 45 歲

要求」二正向原因隨畢業年代增加而降低，而「迫於現實壓力」和「求

的三個年輕族群。

職過程中唯一獲得的工作」兩負向原因隨畢業年代增加而增加；依畢

以畢業領域來看，各領域博士在各項滿意度比率趨於一致，滿意

業領域看選擇現職工作原因，發現各領域博士決定現職工作原因皆以

度最高均為「工作自主性」，最不滿意為「組織文化」。如以畢業年看

「符合自身興趣」為主因。

工作滿意度，對現職不滿意大多為 90 年後畢業者，尤以 100 年以後畢

以正負向選擇現職原因觀察不同機構性質博士是否有所不同，發

業者更甚。再以畢業領域看前三大滿意和不滿意項目，各領域前三大

現正向原因之「符合自身興趣」依然居各機構首要，尤以在大專院校

滿意項目，大多為「工作自主性」
、
「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
，而前

服務者最多，而負向原因中，選擇「迫於現實壓力」者以在企業界的

三大不滿意項目為「組織文化」、「工作契約」與「升遷機會」。

博士最高。不論是全職、博士後或兼職工作者，選擇現職工作原因僅

又全職、博士後和兼職者對工作滿意程度在多數項目並無二致，

第三項有區別，前二項皆為「符合自身興趣」與「工作內容與性質符

唯博士後和兼職工作者，對「升遷機會」和「工作契約保障」的滿意

合自身要求」。

度遠低於有全職工作者；以機構性質看滿意度，不論於大專院校、研

3. 現職工作相關性：大部分博士從事的工作仍與所學相關，但近年畢

究機構或企業工作者，最滿意項目皆為「工作自主性」
，最不滿意則是

業者比率愈趨降低，在工作類型方面，全職與博士後「非常相關」比

「組織文化」。

率差距幾達一成。以畢業領域觀察工作相關性，發現所學與工作「非

觀察各機構別時發現，大專院校工作者在多數項目的工作滿意度

常相關」者以「社會」領域最多，若以整體相關性看，則以「醫」類

高於其他機構。由年齡區間看與工作滿意度關係時發現，45 歲以下博

為各領域之首，「非常相關」與「還算相關」加總比率達 97.20%。

士是不滿意現職工作的主要族群，尤其對「工作契約保障」不滿意程

再以年薪看與工作相關性時，所學與工作「非常相關」者，以年

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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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博士畢業領域與工作滿意和不滿意程度的差異，發現不論於

五、工作轉換意願

公或私立大專院校工作者，各領域皆對「工作自主性」的滿意程度最

調查未來半年內(以 103 年 8 月為貣算日)工作轉換意願，發現愈年

高，又在「工作自主性」項目，任職於公立大專院校者，除「農」領

輕者轉換意願愈高，且不論是會轉換工作或考慮轉換工作，進行不同

域外其他領域滿意度皆在九成左右，相反的，私立大專院校大都落在

機構間工作轉換意願最高的都是目前於財團法人研究機構服務者。如

七至八成間。在不滿意度方面，於公立大專院校服務者的不滿意程度(皆

以博士畢業領域區分工作轉換意願，以「工」領域會轉換的比率最高，

在 20%以下)都比私立大專院校低，且不論博士就讀領域為何，於私立

考慮轉換工作則以「理」類比率最高。再者，各領域的出國意願方面，

大專院校服務者皆對「工作契約保障」最不滿意，並以「人文」領域

「人文」領域有接近五成會選擇出國，而一定不會出國者，以「醫」

的不滿意程度最高。

科比率最高。整體而言，不論會轉換工作或考慮轉換工作，意願最低

四、博士學位效益

皆為現職在大專院校者，會轉換工作者，意願最高為現職在企業者，

統計結果顯示，年齡與學位效益成反比，亦即年紀越輕者認為博

又不論在學研、企業或醫療院所工作，不會轉換工作的比率均在六成

士學位值得的比率愈低，且畢業年代與現在相近的博士，認為學位不

以上。

值得比率愈高。再細分觀察 90-99 年與 100 年後畢業的 45 歲以下博士，

六、開放性問題質性回卷分析

發現 100 年後畢業的 35 至未滿 40 歲的 100 位博士中，將近四成認為

1. 對博士的看法：在博士數量與品質部分，普遍反應國內博士人數過

博士學位不值得。

多，似有量產過剩之情形，且頇加以提升素質與處事態度，如：國際

以全部 5,100 份有效回卷觀察博士就讀領域與學位效益關係，除

觀、競爭力、語言能力與工作相關之技能。此外，面對博士學涯規劃

「農」科博士覺得學位值得比率較其他領域高出 6-7%外，其他領域均

應多加考量個人性向，在了解自身興趣與生涯規劃後方就讀博士，可

落在 82-83%上下，且國立大學院校畢業者對學位效益認為不值得的比

有效提升學習熱忱並有助於未來職涯發展。

率偏高。再者，任職於企業之博士，認為學位不值得的比率為各機構

2. 教育現況：就政策面來看，國內高等教育並未與國家長期發展政策

性質最高，且依性別觀察於企業任職之博士，發現女性對博士學位認

配合，加上廣設大學使得博士招生名額有激增現象，面對招生規範與

為不值得比率高於男性近二成。如以年薪看學位效益，年薪愈低者認

學位品質管控較鬆散之情形下，除希望可因應學校性質制定多元化與

為博士學位不值得比率愈高，且工作相關性部分，認為學位不值得者

具嚴謹的畢業門檻外，對於招生之博士系所也頇設立審核與淘汰機

比率隨著工作不相關性逐步升高。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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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教學上，不僅有過於偏重理論，較缺乏實務訓練之現象，在

除了整體社會環境面，回卷者也提到一般社會大眾認為博士學歷

師資方面亦有「重研究輕教學」之情形。非但如此，有部分師資受限

有加分作用，尤其是留洋博士更具優勢。或許高學歷確實有其光環，

於本身歷練與工作負擔，並未全心指導博士生，有些甚至反而藉利用

但不少回卷者開始提倡博士學歷是實現個人價值的方式之一，應該適

指導學生之名，行分擔教學或研究工作之實，故回卷者也建議應對師

度與高薪或就業保障脫鉤。

資進行考核。

5. 對政府人力政策的看法：提及政府相關政策意見之回卷者無不強調

在學生就學情形方面，回卷者大多提到「博士就讀時間過長」
、
「博

「國家人才政策」與「人力供需調查」之重要。其認為在「國家人才

士兼職情況多」與「赴外留學人數略減」等現象，其中「博士兼職情

政策」方面可先行審視國內人才概況，了解我國人才之優勢，並配合

況多」推測係因經濟壓力，對此可透過適當之教育資源分配，提供經

國家發展方向培育人才，另國家人才政策頇具前瞻性，並整合不同層

費補助或給予相關之研究計畫。

面之觀點，因應大環境適度調整與規劃。而在「人力供需調查」方面，

3. 就業現況：就業市場供過於求是回卷者普遍提到的現象之一，不論

透過全面性的調查除可了解現今人力分布概況外，亦可作為教育、產

高等教育體系或是產業界似乎有僧多粥少之現象。在用人單位方面，

業與國家發展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依據。

學研單位因面臨經費與學校退場壓力，故在員額之掌控上不但遇缺不
補，亦僅聘兼任教師；而產業界則受限企業本身性質非研發導向，故
較無聘用博士之需求。
另博士在求職方面，回卷者認為曾面臨「適合博士之工作機會有
限」、「全職之工作機會有限」、「待業期長」、「媒合不易」與「低就職
務」等問題；不僅如此，工作待遇也相對不符預期，對於「薪資」
、
「工
作內容」與「工作保障與福利」方面皆期待能有所改善，特別是任職
私立大專院校之教授與年輕之助理教授。
4. 社會環境現況：在整體社會環境面，最常被回卷者提到之現象包含：
人才外流、人才斷層與少子化等，其中少子化除衝擊國內教育外，亦
對就業市場帶來重大影響，使博士失業問題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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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相關問題之建議，最終並將調查結果提供國內博士教育及就業相關單
位參考。又，國內目前尚未有機構或單位針對博士人才進行相關資料

一、 背景

之蒐整，故本次調查是以 NPHRST 收錄之博士人才資料為來源。

「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帄台」(NPHRST)係一國家級人才資料
庫，自民國 91 年建立至今，截至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為止，收錄之

二、 調查對象與方式

科技人才資料已達近 10 萬筆，其中具有博士學位之人才資料為 66,108

不論政府相關機關或各大學校院皆曾對畢業一年或畢業三年後博

筆，係國內目前最大且唯一涵蓋產官學研各界高階人才的資料庫。截

士進行現況調查，但並未進行全面性調查；本次調查為第一年進行，

至今(民國 103)年 10 月 31 日止，NPHRST 具博士學歷者男性約 75.5%、

調查內容以大方向為主，期藉此了解國內博士整體概況，往後每年度

女性約 24.5%，年齡分布以 45 至 54 歲居多，占整體的 34.1%，就業中

將針對特定群體或項目進行深入探討。為比較不同年齡層就讀博士之

人數占 98.4%，其現職工作以在教育部門任職者最多，占 74.9%。

動機、選擇現職原因以及對工作滿意程度等，本次調查資料是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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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HRST 中所有具博士學歷者，去除已退休與年齡為 70 歲以上者，並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邀請，參加含美、日、

排除無電子郵件信箱或電子郵件信箱有誤者，最終共寄發 39,971 份問

英、德、法及紐澳等 25 國參與之「博士人力職業生涯調查(Careers of

卷調查函，退回信件 635 份。

Doctorate Holders, CDH)」計畫，共同進行有關博士人力教育、就業及

本次問卷採線上調查方式，使用者可由電子郵件信箱收到之推廣

流動之調查。且 NPHRST 隨時代變遷、關注議題之改變而與時俱進，

信函直接連結網址進入本問卷調查頁面，如填答者使用非本調查建議

除持續蒐集各領域人才資料，亦提升統計查詢功能，民國 102 年更將

之瀏覽器或非位於本國致無法於線上完成填寫者，在徵得填答者同意

人才資料與 Web of Science (WOS)自民國 75 年以來蒐錄之三千萬筆論

下，乃將紙本問卷寄至填答者電子郵件信箱，填寫完畢再直接以電子

文資料比對整合，以提供「研究履歷服務」。

郵件回覆。本調查問卷題項儘可能以基本項目及採用勾選方式，降低

NPHRST 不僅為蒐集與提供國內博士人才資料之服務帄台，亦持

問卷題數及提高填答便利性，以增加填答意願，雖部份題項為填寫方

續關注國內博士教育與就業等相關問題，在期望擴大了解國內博士對

式，但需填寫之問項非必填項目，且填寫過程中，由程式自動進行邏

就業環境、學校教育等問題的直接反應下，乃進行本次博士就業調查；

輯判斷，協助使用者跳答或跳頁，減少填寫困擾。

回收問卷整理後，以量化與質化分析方式探討博士就業情形與對博士

本研究調查時間為民國 103 年 8 月 11 日(一)至 8 月 31 日(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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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採不記名方式。問卷於 8 月 11 日寄發，再於 8 月 20 日寄發催函，

現職工作類型、年資、機構性質、職業別、年薪、選擇現職原因、博

最後共回收 5,549 份問卷，去除重複填答者，最終有效問卷共計 5,100

士畢業至現職工作的轉換次數、現職與博士所學相關性等；而「近五

份，回收率為 12.97%。

年博士畢業生首次就業與待業期」主要針對民國 98-102 年畢業之博士
者，了解博士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否為現職工作及待業時間長短等；

三、 問項設計

「現職工作滿意度/博士學位效益/工作轉換」則探討對現職薪資與福利、

本調查問項設計乃參考英國 Vitae 機構有關博士議題之一系列相關

升遷機會、工作契約保障、工作內容、工作自主性、組織文化、工作

調查。Vitae 為頗具豐富經驗之高等教育調查單位，其成立於 1968 年，

地點等項目之滿意度，以及博士學位的投資(金錢、時間...等)是否值得、

為一非營利「職業研究與諮詢中心(The Career Research and Advisory

未來是否有工作轉換意願等；最後「意見」項目採開放式填寫，供填

Centre, CRAC)」
，自 2013 年貣獲得「英國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uncils

答者表達對本就業調查或系統的建議，以及對國內博士教育或就業的

UK, RCUK)」與「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UK HE funding bodies)」

意見等。

經費支持，共同針對高等教育相關議題進行調查。過去 Vitae 已進行多
次相關調查，並在調查前以座談會等方式，邀請各領域專家共同針對
欲調查之主題進行問卷內容討論，以增加調查之可行性與準確性。

四、 調查限制
由於本資料來源為 NPHRST，受限於資料蒐集之限制，故無現職

為更符合本調查目的與增加調查之完整性，本問項除微調與修改

工作者 NPHRST 無法蒐集到其資料，且若於公開網頁未提供電子郵件

Vitae 及國內博士教育調查相關衡量問項外，亦在設計完問卷選項後，

信箱者，亦無法收到本次調查問卷，又 NPHRST 於學研機構服務之人

邀請「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STPI)」近二十位博士協助進行前測，

才資料較為完整，於企業任職之博士尚無法完全掌握。雖然本調查受

期藉此發現問卷選項、問卷題數、順序等任何可能影響調查結果及歧

資料發放對象之限制，獲得之結果或許無法代表全體博士感受，唯本

異與不明之處，並進而調整與修正問卷，最後本調查問卷包含「基本

次調查共回收 5,100 份有效問卷，已具有一定的樣本數量，應能呈現頗

資料/博士教育」
、
「就業狀況」
、
「近五年博士畢業生首次就業與待業期」
、

具參考價值之意見；再者，本問卷於填答時僅有部分項目為必填，故

「現職工作滿意度/博士學位效益/工作轉換」及「意見」等五大項目。

若填答者不願意提供進一步資訊或遺漏填寫，將造成缺漏資料增加，

「基本資料/博士教育」包含性別、年齡、就學身分，以及博士畢

遇資料填答從缺項目，以 N/A 表示，且本問卷進行統計時為製圖與呈

業學校類型、科系、修業貣迄年與就讀動機等；
「就業狀況」主要了解

現考量，N/A 資料將視情況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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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調查結果
本報告調查結果分為量化與質化，量化部分針對問
卷之「基本資料/博士教育」、「就業狀況」、「近五年博士
畢業生首次就業與待業期」與「現職工作滿意度/博士學
位效益/工作轉換」等四大項共計 10 小項目問卷結果進行
統計，質化分析則針對第五項「意見」部分進行內容分
析。

第一節

量化統計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年齡
圖 1 為本調查有效問卷(5,100 份)性別與年齡分布概
況。
右圖可知男性有 3,709 人填答，約占整體回卷人數
72.73%，女性約有 1,391 人，占整體 27.27%。
年齡方面，男性回卷最多者在 50 至未滿 55 歲，有
780 人占 15.29%，其次為 40 至未滿 45 歲的 721 人，以
及 45 至未滿 50 歲的 720 人；女性以 45 至未滿 50 歲最
多，有 321 人，占 6.29%，其次依序為 292 人的 40 至未
滿 45 歲、50 至未滿 55 歲占 5.25%的 268 人。
圖1

基本資料－性別/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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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士畢業學校
在博士畢業學校方面，以畢業於「國立一
般大學」的 2,563 人居各學校類型之首，占半
數以上(50.25%)，居二的「國外大學」有 1,443
人，約占三成(28.29%)，其次依序為「私立一
般大學」(10.71%)、
「國立科技大學」(4.49%)、
「師範/教育大學」(4.06%)、「私立科技大學」
(1.18%)與「國防大學及軍警院校」(1.02%)，其
中前三大畢業學校類型占比已達整體近九成。
以性別看博士畢業學校性質，男性有半數
以上(53.71%)畢業於「國立一般大學」最多，
其次為「國外大學」
，占 26.04%；和女性相比，
男性畢業較女性於「國立一般大學」比率
(41.05%)高出約一成，但女性博士畢業於「私
立一般大學」
、
「國外大學」及「師範/教育大學」
的比率反較男性高，分別為 13.23%、34.29%及
6.97%。
觀察右下圖學校性質時發現各學校性質的
性別比率與圖 1 整體博士性別比率(73:27)最相
近者為「國立一般大學」
，差異最大者為「師範
/教育大學」。

圖2

基本資料－博士畢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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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士畢業領域
圖 3 為博士畢業領域分布概況，以 1,789 人占全體 35.08%的「工」

3,729 人、研究機構 582 人)。其中服務於公私立大專院校比率約為
4：5(一成為 N/A)，此比率如忽略 N/A 後應與教育部公私立教師人數

領域畢業居多，其次為 1,244 人的「社會」類，占全體 24.39%，兩領

4：6 相差不大；研究機構部分，公立研究機構(42.27%)及財團法人

域約占本次問卷回覆六成。

(36.77%)二者占整體研究機構近八成。

觀察各大領域的次領域情況，
「理」以「生命科學」的 36.65%最多，

觀察任職於學研機構的年齡分布，服務於私立大專院校以 45 至未

其次為「化學」17.69%、
「物理學」13.76%、
「數學及統計學」11.45%，

滿 50 歲和 50 至未滿 55 歲占 11.10%最多，第三為 40 至未滿 45 歲的

其餘次領域皆在 10%以下；在「工」領域中次領域以「電資工程」36.00%

10.83%；公立部份，以 45 至未滿 50 歲占 8.18%最多，其次為 40 至未

最多、「機械工程」16.77%居次、第三為「土木工程」10.62%；「醫」

滿 45 歲、50 至未滿 55 歲；研究機構部份，公立以 50 至未滿 55 歲占

領域的次領域以「醫學」占 32.91%最多，其次為「公共衛生」17.62%、

11.34%最多，其次為 7.73%的 45 至未滿 50 歲、6.53%的 40 至未滿 45

「藥學」16.14%；而「農」領域以「農業科學」最多，占 63.60%；
「人

歲；財團法人則以 35 至未滿 40 歲占 9.45%最多，其次為 40 至未滿 45

文」前三大次領域依序為「語文」35.73%，居次的「歷史」和「藝術」

歲、45 至未滿 50 歲，顯見於學研機構服務的博士，除財團法人年輕博

皆占 15.03%；
「社會」領域部分，以「商業及管理」占 38.83%最多、
「教

士較多外，其餘以 40 歲以上居多；再者，於企業服務者以占 28.02%

育」占 20.98%居次、第三為 7.32%的「經濟學」
。整體而言，各領域之

的 35 至未滿 40 歲博士居多，其次為 40 至未滿 45 歲；而任職於醫療

首均在三成以上，其中「社會」類中除居一、二位的「商業及管理」

院所以 50 至未滿 55 歲最多，占 27.43%，其次為 45 至未滿 50 歲，二

與「教育」外，其他次領域皆在一成以下。

者相差近一成。由此可知，於企業任職博士之年齡結構有別於其他機

4. 現職工作

構，此亦與國內年輕博士普遍較無機會進入教育部門任教的現況有

圖 4 為博士現職工作概況，5,100 人中目前就業者有 5,017 人，其

關。

中任職於大專院校任職者占最多數，計 3,814 人，其餘分別為研究機構

博士後與全職工作者皆以學研為主要服務機構，有 61 人於大專院

637 人、企業 238 人、醫療院所 119 人、其他 187 人及 N/A 22 人，待

校、55 人於研究機構；其中，服務於大專院校以 35 至未滿 40 歲占 47.54%

業及其他原因未就業者共計 83 人。

最多，其次為未滿 35 歲；服務於研究機構則以未滿 35 歲居多(41.82%)，

就業博士中，擔任全職工作者 4,858 人、博士後 123 人、兼職者
32 人，具有全職工作的 4,858 人以學研機構為主要服務單位(大專院校

35 至未滿 40 歲居次，且年齡增加從事博士後的人數隨之遞減，亦即從
事博士後者，仍以未滿 40 歲之年輕博士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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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基本資料－博士畢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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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基本資料－博士現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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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教育
1. 進修身分及是否有全職工作
圖 5 為本調查之回卷者進修博士學位時的身
分概況，以及就讀時是否有全職工作。以年齡區
間看，40 歲為明顯分界點，未滿 40 歲者大多為
碩士畢業直接就讀，40 歲以上則相反；而博士進
修時有全職工作的比率隨年齡增加愈來愈多，此
可能為年輕博士大多為碩士畢業即直接就讀，而
已有全職工作者再攻讀博士學位可能係因工作
需要。
以領域看進修博士學位身分可發現，就讀
「理」
、
「工」領域者，碩士畢業直接攻讀博士有
近五成，而「社會」類為直接攻讀博士比率最低，
僅 27.73%，
「醫」居次，占 28.87%；進修博士時
有全職工作者以領域為「社會」最高，其次為「人
文」，而最低為「理」，僅 5.69%，此情形與進修
博士學位身分結果呼應，或可推測就讀「社會」
領域博士大多因工作所需而進修博士學位。
觀察近五年進修博士學位身分可知，碩士畢
業直接就讀者比率均在四至五成間，與博士進修
時具有全職工作與否的五至六成結果大致相符。
圖5

博士教育－進修身分及是否有全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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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讀動機
在博士就讀動機方面(圖 6)，因「個人興趣」攻讀博士者不論由年

領域博士較「人文」與「社會」領域比率高出甚多，此或可說明「農」
科博士在求學過程受學校或師長的關注與協助較其他領域多。

齡區間或博士領域來看均居首位，比率在六成五至八成間，居次為「未
來想從事學術或研究相關工作」
，各年齡及各領域比率大約落在近六成
至七成間。
由年齡區間觀察就讀原因趨勢發現，
「對於想從事的工作，博士學
歷是基本要求」及「對求職/升遷有幫助」二動機與年齡增加成正相關，
而「受指導教授或公司主管鼓勵/推薦」則恰恰相反，亦即年紀越輕的
博士受到教授或主管鼓勵而進修博士學位的比率越高；如前述，
「個人
興趣」與「未來想從事學術或研究相關工作」是不分各年齡層進修博
士學位的前二大動機，惟「受指導教授或公司主管鼓勵/推薦」則在未
滿 40 歲年輕博士族群中擠進第三位。
若以就讀領域看博士就讀動機時發現，雖然各領域博士就讀動機
大都以「個人興趣」居首位，「理」科與「人文」博士因「個人興趣」
攻讀博士者比率較其他領域高出一成多，各占 80.69%及 79.52%，可合
理推斷該二領域的學科知識吸引力較高；
「工」與「醫」科博士認為「對
求職/升遷有幫助」者達三成以上，比率各占 34.54%及 32.48%，分居
各領域第一與第二名；
「農」領域博士在「未來想從事學術或研究相關
工作」與「個人興趣」比率相仿均為六成五，惟在「受指導教授或公
司主管鼓勵/推薦」、「獲得學費補助」等項目所占比率居各領域之冠，
至於「受指導教授或公司主管鼓勵/推薦」部分，
「理」
、
「工」
、
「醫」
、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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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博士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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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職工作
1. 年薪
圖 7 為各博士現職工作年薪(包含獎金、紅利等)
分布情形，年薪未滿 100 萬的相對低薪族群女性較男
性人數多出 10%。
將年齡與年薪分布交叉分析時呈現愈年輕博士年
薪愈低現象，整體而言，未滿 35 歲博士年薪在 100 萬
以下高出五成，達 57.72%，35 歲以上博士年薪則以
100 至 150 萬居多數，約為五成至六成五，150 萬以上
高年薪則落在 55 至未滿 60 歲者，達 23.36%。
如單獨抽取 50 歲以下博士，以近五年畢業與不分
畢業年的全體博士進行年薪比較，僅未滿 35 歲族群兩
者年薪差距較小，約 5%，其餘年齡層則隨年齡增加差
距加大，在 45 至未滿 50 歲的相對年長族群，近五年
畢業博士與全體博士差距已達二成五。
如以博士畢業領域觀察年薪分布，
「工」領域約有
25%的博士年薪在相對高薪的 150 萬以上，為各領域
之首，但年薪在 200 萬以上者則由「醫」類獨占鰲頭，
以約 15%高於其他領域甚多；而人文領域在低於 150
萬的三個區間所占比率高達九成，又年薪高於 150 萬
者亦居各領域最少，僅約一成。

圖7

博士年薪－基本資料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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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博士年薪依現職工作類型與機構性質
區分，由右圖可知工作類型為博士後研究者，
將近九成年薪在 50 至 100 萬間，而有全職工作
者年薪大多為 100 至 150 萬間，兼職工作博士
年薪未達 50 萬約占半數。
依機構性質看年薪分布時，150 萬以上相
對高薪族群較高比率出現在企業及醫療院所，
其中公私立醫療院所博士年薪在 200 萬以上者
約達半數以上，可謂「好薪情」機構；服務於
學研機構博士，年薪大多為 100 至 150 萬間；
另，公營企業博士有 38.89%年薪在 150 至 200
萬間。
如以工作轉換次數看年薪分布，未滿 35 歲
且未曾轉換工作者，約有六成年薪在 50 至 100
萬間，而工作轉換次數 3-5 次者，則有 57.14%
年薪在 100 至 150 萬間，但 35 至未滿 40 歲者
則與上述相反，此現象或可視為未滿 35 歲即獲
得博士學位且有能力轉換工作(被挖角或跳槽)
者，其年薪隨工作轉換次數增加而提高，而 35
至未滿 40 歲者，較可能受工作契約等現實壓力
而被迫轉換工作，故年薪未隨工作轉換次數增
加而增加。

圖8

博士年薪－現職工作與工作轉換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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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現職工作原因

比率，較無差異。觀察負向原因時，選擇「迫於現實壓力」者以在企

如將選擇現職工作原因區分為正向與負向，由圖 9 可知「符合自

業界的博士最高，達 13.03%，在大專院校任職者最低，僅 6.50%。另，

身興趣」和「工作內容與性質符合自身要求」二正向原因與畢業年代

於研究機構工作之博士，在「求職過程中唯一獲得的工作」比率略高

呈明顯負相關，民國 79 年1以前與 100 年以後畢業博士的差異約達二成。

於其他機構，為 5.65%。

反之，觀察「迫於現實壓力」和「求職過程中唯一獲得的工作」兩負

依工作性質區分選擇現職工作前三大原因，不論是全職、博士後

向原因與畢業年代關係，發現兩者呈正相關，90 年以後畢業博士求職

或兼職工作者前兩項皆為「符合自身興趣」及「工作內容與性質符合

原因為「迫於現實壓力」和「求職過程中唯一獲得的工作」的比率較

自身要求」，惟第三項原因有區別：全職者為「符合自身規劃」，博士

80-89 年畢業者高約 3-5%。

後則為「為獲得經驗與技能」，兼職者為「工作地點符合自身要求」。

依畢業領域看選擇現職工作原因發現各領域博士決定現職工作原
因皆以「符合自身興趣」為主因，尤以「人文」領域甚是，比率高居
各領域之首，達 82.41%，「理」科博士居次，為 75.06%。值得注意的
是，
「迫於現實壓力」和「求職過程中唯一獲得的工作」等負向原因比
率最高領域亦為「理」及「人文」，此結果與「符合自身興趣」吻合，
相當程度顯示此兩領域博士的兩難處境。
以正負向選擇現職原因觀察不同機構性質博士是否有所差異(圖
10)，發現正向原因之「符合自身興趣」依然居各機構之首，尤以在大
專院校服務者最高，有 75.85%係基於自身興趣，另有 48.32%係因「符
合自身職涯規劃」
，稍高於其他性質機構；至於選擇「薪資待遇高」比
率較高者為服務於企業界博士，達 21.85%，高出其他機構約一成，又
不論於何種機構性質服務，
「工作地點符合自身要求」都維持在一定的

1

本報告之畢業年代皆為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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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選擇現職工作原因－博士畢業年代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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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選擇現職工作原因－現職工作類型和性質

19

3. 現職工作相關性
圖 11 為博士現職工作與畢業領域之相關性分
析，雖大部分博士從事的工作仍與所學相關，但近
年畢業者比率愈有下滑趨勢，所學與現職工作相關
性為「非常相關」者，到了 100 年以後畢業者僅剩
約七成。
在工作類型方面，全職與博士後「非常相關」
比率差距達近一成，此可能與博士後工作較無法有
自主性與選擇性有關。
以畢業領域觀察工作相關性，發現所學與工作
「非常相關」者以「社會」領域最多，約有八成，
若以整體相關性看，則以「醫」類為各領域之首，
「非
常相關」與「還算相關」加總比率達 97.20%，此可
合理認為「醫」領域工作專業性較高、較無替代性
有關，至於「不太相關」比率雖以「工」領域所占
比率較高但仍不超過一成。
若以年薪看與工作相關性，發現所學與工作「非
常相關」者，以年薪在 150 至 200 萬居多，有超過
八成的比率，達 82.00%，如先忽略 300 萬以上可能
因為轉任管理職而導致學用不相關者，年薪為 50
至 100 萬的工作「非常相關」比率最低，僅 63.51%。
圖 11

現職工作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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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職工作滿意度
在工作滿意度方面，不論由何面向來看滿
意度最高均為「工作自主性」
，最不滿意為「組
織文化」。
如以性別看工作滿意和不滿意差異時，發
現男女兩性對工作滿意度差距不大，唯女性僅
在「薪資與福利」滿意度高於男性，其他項目
滿意度均比男性低，差距最大者為「工作契約
保障」，約達 6%；在不滿意比率部分，女性在
「工作契約保障」
、
「工作內容」及「組織文化」
不滿意度皆高於男性，與前述滿意度結果相
同，其中女性在「工作契約保障」的不滿意度
高於男性近 2%。
再以年齡區間看各項目滿意和不滿意程度
時，60 歲以上對各項工作滿意度皆為最高；在
不滿意方面，最高比率均出現在未滿 45 歲的三
個年輕族群，其中除了未滿 35 歲者對「升遷機
會」比率高達 13.82%值得關注外，35 至未滿
40 歲者亦有將近一成不滿意「薪資與福利」，
40 至未滿 45 歲博士則對「工作契約保障」及
「組織文化」的不滿意度超出一成五，且居各
年齡族群之首，分別為 16.52%及 15.82%。

圖 12

現職工作滿意度－性別與年齡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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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為以畢業領域看工作滿意和不滿意情形，各領域博士在各項
滿意度比率趨於一致，滿意度最高均為「工作自主性」與「工作內容」，

痛，居次及第三的多數是「工作契約保障」及「升遷機會」，僅「理」
和「農」領域的排序稍有不同。

達八成以上，滿意度最低者亦為「升遷機會」與「組織文化」
，除「社

由工作類型看工作滿意度時(圖 14)，全職、博士後和兼職者對工

會」領域為 60.34%外，皆未達六成；又，
「農」領域除了在「工作契約

作滿意程度在多數項目並無二致，惟博士後和兼職工作者，對「升遷

保障」方面高出其他領域約一成左右，在各問項滿意程度大多高於其

機會」和「工作契約保障」的滿意度遠低於有全職工作的博士，僅約

他領域，此與本中心於民國 102 年 10 月配合 OECD CDH 計畫進行的

二至三成；反之，博士後及兼職博士對此二項的不滿意程度亦高於全

就業滿意度問卷結果一致。再者，不滿意部分，各領域博士對「組織

職博士達三成以上，又兼職工作者對「薪資」的不滿意度高出博士後

文化」的不滿意比率仍遠超出其他項目，可相當程度表現出目前國內

二成以上。

博士對就業環境中行政因素的無奈與不滿。另，較值得注意的差異是，
「理」領域對「升遷機會」不滿意度稍高出其他領域 2-3%。

以機構性質看滿意度時，不論於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或企業工作
者，前三大滿意項目皆為「工作自主性」
、
「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

如以畢業年看工作滿意度，79 年以前畢業者對各問項的滿意度大

然而前三大不滿意項目則稍微分岐，整體而言，所有機構性質對「組

多為最高者，惟對薪資滿意度稍低於 80-89 年畢業及 100 年以後者，而

織文化」及「升遷機會」不滿意度均居前二大，而企業和醫療院所對

對現職不滿意大多為 90 年後畢業者，尤以 100 年以後畢業者甚是，對

「薪資」的不滿意度擠入前三。觀察各機構別時發現，大專院校工作

「薪資」、「升遷機會」、「工作契約保障」與「工作內容」不滿意度皆

者對多數項目的工作滿意度高於其他機構，尤以「工作自主性」及「工

高於其他年代畢業者，此可能為近年博士求職困難，部分剛畢業博士

作內容」高出醫療院所博士約一成，
「升遷機會」則較研究機構高出約

屈就從事博士後或兼職工作所致。

12%；企業則在「組織文化」滿意度居各機構性質之首，達六成。在不

再以畢業領域看前三大滿意和不滿意項目，各領域前三大滿意項

滿意度方面，大專院校對「工作契約保障」不滿意程度明顯高於其他

目，大多為「工作自主性」
、
「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
，而前三大不

機構，達 12.66%，高出企業博士一成以上。此外，任職於研究機構者

滿意項目為「組織文化」
、
「工作契約」與「升遷機會」
。儘管如此，各

對「升遷機會」、「工作自主性」及「組織文化」不滿意程度最高，又

領域仍有些微差異，例如，僅「醫」領域的「工作地點」滿意度超越

以對於「升遷機會」的不滿比率達 16.95%居所有不滿意項目比率最高

「工作內容」
，位居第二；又，僅「人文」與「社會」對「薪資與福利」

者。較特別的是醫療院所對「薪資」和「工作內容」不滿意程度高於

滿意程度居於第三；在不滿意項目方面，
「組織文化」仍為各科博士之

其他機構，約高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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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現職工作滿意度－畢業領域與畢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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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現職工作滿意度－工作類型與機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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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年齡區間看與工作滿意度關係時發現，45 歲以下博士係不

高，由圖 16 可知，於公立大專院校工作者，不論博士畢業領域為何，

滿意現職工作的主要族群，故圖 15 乃針對 45 歲以下博士進一步探討。

其「工作自主性」的滿意程度都最高，其次為「工作內容」
；而在私立

就業中的 45 歲以下博士共 1,763 人，其中 1,340 人於大專院校服

大專院校服務的博士，雖同於公立大專院校以「工作自主性」滿意度

務、267 人於研究機構、企業 127 人、醫療院所 29 人。將工作滿意度、

最高，但滿意度約落在 59%-78%，低於公立大專院校的 81%-94%。又

不滿意度與現職機構性質交叉分析，在滿意度方面，區分為「高於 80%」、 在「工作自主性」項目，任職於公立大專院校者，除「農」領域外，
「高於 70%未滿 80%」、「高於 60%未滿 70%」、「高於 50%未滿 60%」

其他領域滿意度皆在九成左右，相反的，私立大專院校大都落在七至

及「未滿 50%」五個級距，依佔比以顏色區分，顏色愈深滿意度愈高。

八成間，可明顯看出公私立大學在給予教師及研究者教學或研究自主

發現 45 歲以下博士不論在學研、企業或私立醫療院所，對「工作自主

的相當差異。

性」滿意度皆最高，達 82.46%，在「工作契約保障」方面與全體博士

在不滿意度方面，整體而言，於公立大專院校服務的博士對除「薪

更呈現較大差異(55.42% vs. 63.15%)，低約 8%，其餘項目則差距約

資與福利」以外項目的不滿意程度皆較私立大專院校低，再者，45 歲

2-5%。

以下於大專院校服務者，對「工作契約保障」的不滿意程度不僅高於

對現職工作不滿意方面，同樣亦區分為五級距(「高於 30%」、「高

全體 45 歲以下博士，亦高於全體不區分年齡的博士達近 6%，且不論

於 20%未滿 30%」
、
「高於 10%未滿 20%」
、
「高於 5%未滿 10%」及「未

博士就讀領域為何，於私立大專院校服務者皆對「工作契約保障」最

滿 5%」)，顏色愈深不滿意程度愈高，其中 45 歲以下博士對「工作契

不滿意，普遍在二成以上，尤以「人文」領域有 38%的不滿意，
「組織

約保障」不滿意程度最高，高於全體博士約 5%；而 45 歲以下於公立

文化」則為私立大專院校的第二不滿意項目，其中以「人文」領域的

醫療院所服務的博士對「升遷機會」和「組織文化」不滿意程度甚高，

不滿意程度最高。

其中「升遷機會」的不滿意度已達四成，另外，超出三成的私立研究
機構博士則對「工作契約保障」不滿意。
又 45 歲以下的就業中博士，以服務於大專院校最多(1,340 人)，故
再將現職在大專院校者區分公私立，觀察博士畢業領域與工作滿意和
不滿意程度的差異(圖 16)。
同前將滿意和不滿意區分為五級距，顏色愈深滿意/不滿意程度愈
25

圖 15

現職工作滿意度－45 歲以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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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現職工作滿意度－45 歲以下任職於大專院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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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士學位效益
圖 17 為探討博士學位效益部分，由圖可知年齡與學位效益成反比，
亦即年紀越輕者認為博士學位值得的比率愈低，尤以年齡小於 45 歲者，

為不值得，其次為「國立一般大學」的 17.56%，僅「師範/教育大學」
在 10%以下，此可能與考取國立大學博士對學位效益有較高的期許，
卻在目前就業大環境中面臨相當困境有關係。

認為獲得博士學位「不值得」比率達二成至二成五；如以博士畢業年

以工作類型、機構性質、年薪與工作相關性等項目觀察博士學位

代看與學位效益的關係，亦發現畢業年代與現在相近的博士，認為學

是否值得(圖 18)，發現擔任博士後者認為學位不值得比率最高，達五

位不值得比率愈高，尤以 90 年代為一分水嶺，90 年代後畢業之博士，

成，高於兼職博士的 40.63%。進一步觀察認為博士學位不值得之 62

認為學位不值得比率達 18.62%，較 90 年代前的 8.44%增加了一成。

位博士後，其年齡分布以 40 歲以下為主，超過七成。

依前述可知，45 歲以下且畢業年在 90 年以後者認為博士學位不值

再者，27.73%任職於企業之博士，認為學位不值得比率為各機構

得比率偏高，故再將其細分觀察 90-99 年與 100 年後畢業的 45 歲以下

性質最高，其次依序為 18.21%的研究機構、14.29%的醫療院所，認為

博士，發現 00 年後畢業的 35 至未滿 40 歲的 100 位博士中，將近四成

學位不值得比率最低者為大專院校博士，僅 12.78%，此可推論博士學

認為博士學位不值得，此與此族群博士以將近或超過 35 歲才獲得博士

位為大專院校任教必備條件，而企業較重視經驗有關；如依性別觀察

學位，且投入就業卻因國內就業環境欠佳而職涯不順應有相當關聯

於企業任職之博士，發現女性博士認為學位不值得比率達 45.45%，高

性。

於男性近二成；若以次機構性質看博士學位不值得比率，前三高皆在
如以全部 5,100 份有效回卷觀察博士就讀領域與學位效益關係，發

現除了「農」科領域博士覺得學位值得者比率較其他領域高出 6-7%外，

二成以上，依序為占 27.69%的「私營企業」，其次為 25.22%的「財團
法人研究機構」，第三為「公營企業」的 22.22%。

其他領域在值得與不值得的比率呈現一致，差異不算太大，五個非「農」

如以年薪看學位效益，如同一般大眾的認知，年薪愈低者認為博

領域比率均落在 82-83%上下；不值得部分以「社會」領域比率最高，

士學位不值得比率愈高，年薪 100 萬以下者，有超過三成認為博士學

達 15.59%，「工」次之，亦有 15.48%，僅「農」領域認為學位不值得

位不值得。而工作相關性部分，認為博士學位值得/不值得比率在現職

比率在 10%以下；如以次領域觀察博士學位效益，認為學位不值得前

工作不太相關處呈現交叉，亦即認為學位不值得者比率隨著工作未相

三高為「人類」(28.57%)、
「河海工程」(27.27%)，以及「商管」(21.74%)。

關逐步升高。

再者，以博士畢業學校性質看學位效益，國立大學院校畢業者對學位
效益認為不值得的比率偏高，尤以「國立科技大學」有 19.21%博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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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博士學位效益－基本資料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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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博士學位效益－工作類型、機構性質、年薪與工作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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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轉換意願

專院校教職，只能先選擇到研究機構工作有關。

圖 19 為未來半年內(以民國 103 年 8 月為貣算日)工作轉換意願調

如以博士畢業領域區分工作轉換意願，以「工」領域會轉換工作

查結果，整體而言，愈年輕者轉換意願愈高，而 50 歲以上對「考慮轉

的比率最高，有 6.76%，居次的「人文」領域亦有 6.32%有轉換工作意

換工作」與「會轉換工作」由四成降低至二成。在 5,017 位就業博士中，

願，而考慮轉換工作則以領域為「理」比率最高，有 21.08%，整體而

雖有 74.35%沒有工作轉換意願，但有轉換意願者亦有二成多，亦即有

言，會轉換工作和考慮轉換工作意願最高為「理」科，最低為「社會」

289 人(5.76%)表示在未來半年內會轉換工作、944 人(18.82%)則有工作

類；再者，各領域的出國意願方面，「人文」領域有五成選擇會出國，

轉換意願。

其次為工程領域，而一定不會出國者，以「醫」科比率最高，達二成，

在確定會轉換工作的 289 人中，有 65.74%是在相同機構性質間轉

此可能與專業醫療工作者前往國外求職時受限於各國證照制度相關。

換，其中有意願出國者占 45.79%，確定沒有意願出國者僅二成左右；
而在不同機構性質間轉換工作者有 96 人(33.32%)，其中有出國意願者
53 人(55.21%)，不願意出國僅 10 人。又不論是不同機構性質或相同機
構性質間的轉換，現職在財團法人研究機構服務之博士，最有意願轉
換到不同機構，達 73.91%。
再者，考慮轉換工作的 944 人中，有 67.58%是考慮相同機構性質
間的轉換，與不同機構性質間轉換的人數比率約為 2：1，且考慮在相
同機構性質間轉換又願意出國者有 41.69%，但還未確認是否出國者則
有 42.79%；又，考慮在不同機構性質間轉換且願意出國者有 46.18%，
至於考慮不同機構性質間轉換但是否願意出國尚有 40.53%還未決定。
且如為不同機構性質間的工作轉換，以現職在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任
職者意願最高，有 59.34%，亦即不論是會轉換工作或考慮轉換工作，
會進行不同機構性質間工作轉換意願最高的都是目前於財團法人研究
機構工作者，此可能與部分任職於研究機構之博士係因暫時找不到大
31

圖 19

工作轉換意願－基本資料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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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目前任職機構觀察工作轉換意願方面，圖 20 可知 3,812 位於大
專院校任職博士，會轉換工作者僅 204 人(5.35%)，其中有 29.41%選擇
轉換機構性質，又 46.08%有出國意願，而考慮轉換工作為 651 人，但
轉換機構性質意願略降低至 26.27%，出國意願亦略降低至 43.93%，而
沒有工作轉換意願者有 76.60%。
在研究機構服務的 637 位博士，有 47 人會轉換工作，其中 24 人
選擇轉換機構性質，比率高出大專院校約二成(51.06% vs. 29.41%)，25
人選擇會出國，比率同樣稍高於大專院校，超出五成；考慮轉換的有
173 人、轉換機構性質 85 人、出國 71 人，三者比率除出國者，其餘均
高於大專院校，分別為 27.16%、49.13%及 41.04%，不會轉換工作者為
412 人(64.68%)。
現職為企業者，238 人中有 25 人表示會轉換工作，此比率居各機
構之首，達 10.50%，且此 25 人中的 15 人有出國意願，比率達六成，
同樣居各機構最高；另外，有 49 人(20.95%)考慮轉換工作，162 人
(68.07%)不會轉換工作。
於醫療院所任職的 119 人中，會轉換工作僅 3 人、考慮轉換 26 人、
不會轉換 87 人。
整體而言，不論會轉換工作或考慮轉換工作，意願最低皆為現職
在大專院校者，又，雖然各機構性質間會轉換工作最高比率出現在企
業，會或考慮轉換機構性質最高者均為研究機構。不過整體而言，不
論任何機構性質，不會轉換工作的比率均在六成以上，且以任職於大
專院校不會轉換工作的比率最高(76.60%)，最低為研究機構的 64.68%。

圖 20

工作轉換意願－機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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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質性分析

一、博士意見分布
本問卷提供開放式問題請回卷者發表其對博士教育及就業的看法

合計又占整體的 2 成左右。整體而言，博士教育招生多過多、學位管
控問題與教學品質是回卷者所較關注的部分，此又可謂影響博士教育
優劣之關鍵因素。

與建議。此部分乃針對 5,100 份有效問卷，逐一審視問卷所表達之意見，
並排除「未填寫」
、
「無」
、
「無意見」
、
「N/A」
、
「Fine」
、
「No comment」、
「憂心」、「讚」、「悲哀!」、「滿意」等較無法得知明確意見之問卷，共
取得 1,548 份問卷為分析依據。
為忠實呈現回卷者之意見，本報告採用質性分析概念，以文字探
勘方式逐一檢示其回覆意見，在彙整過程中歸納出主題概念(主題概念
編碼表見附件一)。至於內文編號呈現方式如：
「2043：2-3」
，其中「2043」
為問卷編號，「2-3」則為主題概念。
主題概念編碼之架構如圖 21 所示，內容將分為「博士本身」
、
「教
育現況」、「就業現況」、「社會環境與政府相關政策」及「其他」等五
大類別。若以每一概念所出現的次數來看其意見分布可知，
「教育現況」
與「就業現況」分居意見表達比例最高的前兩大類別，兩者合計占整
體 7 成以上。茲將各主題概念(不含其他)所涵蓋之細項概念所占比例分
述如下：
1. 博士本身：此概念被提到 337 次，其中「博士能力」被提及的次數

圖 21

各主題概念編碼架構及概念出現次數之比例

最多，其次為「博士數量」與「對博士的建議」
，三者被提及的比例分
別為 41.95%、26.91%與 15.83%，占博士本身意見的 8 成 5 左右。

3. 就業現況：此概念被提到 678 次，其中被提及次數排名前三名者分

2. 教育現況：此概念被提到 839 次，其中「招生現況」、「教學內容」

別為「就業環境」
、
「市場供需」及「求職情形」
，皆占 2 成左右，其餘

與「教育控管」各占 2 成多，另「師資」
、
「教育資源」與「就讀現象」

則占 1 成左右，被提及概念次數較多者環繞於就業面臨的整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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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環境與政府相關政策：此概念被提到 261 次，該部分以「對博

士，造成劣幣驅逐良幣。」(2440：1-2)

士學歷的既定印象」被提及的次數最多，占 4 成多；其次為對政府相

面對全球化時代，回卷者也特別建議國內博士應加強
「國際觀」
、

關政策的意見，占 3 成多；再者為整個社會大環境面的現象，如少子

「競爭力」與「語言能力」等能力。

化、人才外流等，占 2 成 5 左右。

「培養國際觀及英語和第二外語能力，以便有語文能力…」(1855：1-2)
「目前國內博士太過氾濫，因此博士找不到工作時有所聞，重點還是

二、博士意見分析

要加強自己的競爭力，什麼學校畢業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能力、

1. 對於博士的看法

抗壓性以及主動積極性！」(3551：1-2)

(1) 數量

且為了避免未來就業時與產業脫節，相對應的技術與工作能力

國內博士教育擴張，回卷者普遍提到，台灣目前博士人數過多，

亦是不容忽視的技能。

不僅供過於求，甚至有人以「博士滿街跑」形容國內博士人數

「博士素質下降甚速，不符產學需求，致就業困難。」(5125：1-2)

過量情形。

「…台灣工業界雖然有很多研發工作，但本身基礎太差，需要技術能

「博士畢業滿街跑，流浪博士一大堆；國內根本不需要有這麼多博

力的博士，而非寫 SCI 論文訓練的博士…」(1397：1-2)

士…」(3462：1-1)

在專業技能力之外，有些回卷者提到現今有些博士常有好高騖

「培養博士過多，供過於求，整體水準下降…」(1564：1-1,1-2)

遠，不可一世的態度，希望在個人能力之外，可進一步調整自

「博士的就業市場薄弱，培育過多的博士，相對的形成教育資源的浪

己面對事情的態度。

費或分配不當…」(2090：1-1)

「知識培養是基礎，個人態度更重要。」(1632：1-3)

(2) 素質能力

「目前博士進修學生之學習態度和積極性，以及就業市場狀況均有待

除了博士培育人數過剩外，另有回卷者也反映博士的素質良莠

改善。」(458：1-3)

不齊，個人能力素質呈現下滑現象。

「…挑剔工作，又不能解決問題。眼高手低，不能因應環境的變遷，

「目前國內就讀博士生的素質，日愈低落，是二三流人才來讀。」(5440：

適度調整自己…」(3141：1-3)

1-2)
「國內博士教育太功利主義，短視近利，造就太多品質良莠不齊的博

(3) 生涯規劃
在博士就讀動機方向，不少博士並非考量個人興趣或是生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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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而僅為了「文憑」或是「就業優勢」才去讀博士，此又容

「…高等教育(學碩博)應採精兵制。過度普及化的大學教育，是造成

易使得博士在求學上缺乏熱忱，甚至不知為何而唸。

博士教育與就業問題的最大根源。」(2866：2-1)

「…若為了就業才去讀博士， 路反而窄化，應是確認自己是否有需

「之前李遠哲提倡大家都有大學念的政策根本是大錯誤!請不要再繼

求、適合且有能力，不要像現在博士滿街走，既無企圖心、又無行動

續錯誤下去!」(5505：2-1)

力，不如過去的碩士的態度…」(3059：1-3,1-4)

此外，政府單位對於教育政策缺乏明確目標，又經常搖擺不定，

「…但有些資質普通的學生卻可能為了延後就業時機而念博班，讓整

且部分政策執行時有流於形式的現象，因此希望教育目標可配

個博士教育的素質無法提升…」(4217：1-4)

合國家長期發展進行規劃。

「…應讓學生在就學前能思考自身的興趣與未來生涯規劃…」(3996：

「教育目標不明確，常不清楚究竟要訓練何種人才？」(3291：2-1)

1-5)

「…更基本的問題是國家發展定位不清，教育政策搖擺不定，浪費資

再者，填寫開放問題之回卷者也以個人經驗提醒未來的博士生，

源，更耗損國力…」(1574：2-1)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唸博士，可先審視自己性向或至職場練歷後，

「教育部的千里馬計畫多流於形式，而公費留考的名額又過少，造成

再決定是否攻讀博士學位，對未來的發展將較有助益。

只有家庭環境允許的學生才有機會赴國外攻讀博士班…」(225：2-1)

「…對於自己很清楚要從事的行業需要博士學位，或者對學術研究有

(2) 師資問題

很高興趣的人，可以鼓勵他進修博士學位。」(3084：1-5)

66 位回覆師資意見中有近半數回卷者(29 位)提到現今「重研究

「…最好是就業過後再報考，比較能理解自身需求，是否真的經歷博

輕教學」之現象特別明顯。不乏教授因著作壓力，乃與博士間

士訓練會有幫助。」(369：1-5)

共享論文發表之利益，以利教師爭取升等；不僅如此，也有少

2. 對博士教育的看法
(1) 教育目標與政策

數教授藉研究生擔任研究助理之名，協助其分擔教學或是研究
工作。

政策可引領方向。許多回卷者在提及博士人數過剩時，將原因

「國內教授對待博士的教育只有使喚和利用…」(4274：2-2)

歸咎於 80 年代「廣設大學」政策，造成國內高等教育擴張，而

「浮濫收學生，卻未栽培學生，只一味追求高點數的 paper，博士生

衍生一連串的教育及就業問題。

當研究助理用，以成就教授本身…」(4279：2-2)

「由於廣設大學，博士人數已大量膨脹…」(2258：2-1)

「國內大專院校的教授升等主要以論文發表數目為主，所以教授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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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量的學生幫忙做研究…」(3494：2-2)

研究著作的發表，故有回卷者建議可適度改變教授升等辦法。

「國內的高等教育非常功利，因此博士班常淪為指導教授的 cheap

「博士就業場所不應過度強調研究著作的發表，而偏廢教師在教學、

labor…」(2491：2-2)

服務方面的努力。」(5564：2-2)

「教授一定希望研究生盡量念博士班，畢竟博士生很會幫忙老師做計

「…可以改變國內博士教育與指導教授升等辦法…」(3379：2-2)

劃、指導其他研究生，根本就是打雜的…」(4677：2-2)

(3) 教學內容

另在師資本身方面，可能受限於素質與歷練，且普遍專注於學

在博士教學內容方面，編號 1666 在美國就讀的回卷者直接反應

術研究，較缺乏實務經驗，在教學上難免有不足之處。

相較於國外博士教育訓練，國內博士教育課程較不紮實。

「…有些大學師資水準不佳，教師並未有持續研究的好表現，實難期

「訓練需要更加紮實才行，目前的博士訓練普遍不足…」(1322：2-4)

待帶領學生作出好研究。」(4515：2-2)

「就我所任教的大學經濟與財政等系的課程安排與學術訓練而言，與

「教育博士的一群指導教授，都在象牙塔，教的東西其實對社會幫助

美國知名大學相比，實在相差甚遠…」(1666：2-4)

不大…」(5395：2-2)

另，絕大多數回卷者特別強調國內博士教育偏重理論，過度強

另對學生而言，因對指導教授選擇性較少，若教授的素質不佳

調研究著作論文的產量與訓練，缺乏實務訓練，畢業後容易與

或所招收的博士生員額過多，則較難針對各個學生情況予以指

產業脫節；故可加強產學交流、強化產學合作。

導，因此也有少數回卷者認為要限定指導的學生員額數，並對

「我國博士教育較偏學術與實務有所差距，建議應可考慮德國之三明

師資進行考核，以保有教學品質。

治教育制度…」(2798：2-4)

「國內博士教育多只能選擇系所內的教師擔任指導教授，學校內的教

「培育過多研究論文寫作高手，欠缺實務經驗…」(2472：2-4)

師研究領域偏向基礎，應給予學生更寬廣的選擇機會…」(2378：2-2)

「國內博士教育多傾向為基礎研究，不一定符合企業需求，學術界應

「每位教授指導的博士生若超過 3 個，就缺乏師徒制的效果，應該限

加強與產業界交流。」(4046：2-4)

定指導博士生員額…」(5038：2-2)

「學校可多與業界交流，強化產學合作，將學校技術研究產業化，提

「教育部應設立博生導師認證制度，未通過認證不得招收博士班研究

供博士生創業環境與資源。」(2303：2-4)

生…」(4956：2-2)

不僅只在專業知識上，回卷者也希望博士生在接受課程訓練過

推測國內師資「重研究輕教學」現象，乃因教育環境過度強調

程中可同時培養其思考、表達與解決問題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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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必須再加強學生的人文素養與專業能力。」(3645：2-4)

為了避免過度招生情形惡化，回卷者強烈建議大量縮減招生名額，

「博士班教育，不僅要有創新能力的培養，更應培養獨立思考和解決

或視市場需求或辦學績效等設立學校淘汰機制。至於建議停招的

問題的能力；期許博士生應有未來的使命感。」(1686：2-4)

學校性質則過於分岐，有人認為只有頂尖大學或研究型大學才適

非但如此，甚有少數回卷者覺得博士教育缺乏職涯(就業)輔導機

合設立博士班，有人則認為應設有工學的技術博士。

制。若未來加入此方面訓練，應有助於博士生在求學時先行進

「教育部應逐年控管(每年減少 1%-3%)國內博士生員之數量，至少應控

行準備，畢業後以順利銜接就業。

管 5-10 年，高等教育人才才不致供過於求。」(4897：2-6)

「對博士培養資源不足，博士生普遍對畢業後職業狀態不是清楚了解!」

「此外許多學校博士學位授予過於浮濫，甚至淪為酬庸性質，應關閉國

(1368：2-4)

內大學 80%的博士班…」(1909：2-3)

「目前博士生的入學和畢業控管過於寬鬆，又缺少相對適當的就業輔

「建議減少博士生名額，尤其是要減少辦學績效較弱的學校博士生名額，

導。」(2056：2-4)

一般公立大學也應該要檢討博士生名額…」(2865：2-6)

(4) 招生現象

「博士班應是菁華教室中的菁華，目前應縮減博士班員額，非研究型大

國內博士就讀人數攀升與招收現象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多數回

學不應設博士班…」(4831：2-3)

卷反應現今各校系所招收之博士名額過多，且博士班之數量也

至於在招生對象方面則建議要提高入學篩選標準，並增加有就業

有爆增情況。

經驗或在職生的錄取率。

「博士生招生名額過多，就業十分困難。」(4649：2-6)

「博士員額要精簡嚴選，不要浮濫。」(932：2-6)

「個人認為應該由頂尖大學成立博士班(資源、設備較充足)，國內太

「學士或碩士有超過 1~2 年就業經歷者，報考博士班應給予加分或設定

多學校成立博士班，造成供過於求…」(2020：2-3)

錄取比率…」(3754：2-6)

另在招生規範中，普遍提到入學缺乏篩選機制，甚有少部分學

(5) 教育管控

校為了招生降低入學門檻，而招收到素質不佳的學生。

在教育管控方面，不少回卷者提到國內整體博士教育過於浮濫，

「只要甄試就可以讀，似乎有點容易，所以學生的看法也很輕忽，不

不僅辦學績效差，學校對於學位品質控管也有較鬆散的情形。

太當一回事…」(4998：2-6)

「…國內博士教育有粗製濫造傾向…」(703：2-3)

「近年國內各大學研究所為了招生，招生門檻低…」(4826：2-6)

「…而有些學校會因為招生壓力或是老師需要面對學生延畢或學生
38

根本無法勝任博士的評鑑壓力，而讓不適任的博士也取得文憑，真是

「在教育學術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應該真正落實分配正義，不宜重理

一個亂象!!」(2713：2-3)

工輕人文…」(887：2-5)

在畢業門檻方面，除了反應畢業門檻低，畢業要求標準不一外，

「…不管是教育部或者科技部對國內博士教育投資的經費都太少

也認為現今畢業條件特別偏重論文，應該因應學校性質調整，

了…」(853：2-5)

例如：增加實務經驗，或加強英文能力的畢業門檻，甚至可規

「…將資源投入於技職教育 以符合產業需求為導向!!」(5383：2-5)

定短期出國進修以進行交流。

對學生而言，博士求學時間長，若有教育經費予以補助，可讓

「…要求過於鬆散，學生寧願挑容易畢業的老師…」(4314：2-3)

其在就讀期間不需要擔心三餐溫飽，可專心投入研究。

「不要完全以 SCI paper 為能否畢業的依據，應有更多元化的方案。」

「當初教育部(2004-2005)說有就學貸款，我去貸款了，卻是困難重重，

(5660：2-3)

導致我無法全職就讀…」(1790：2-5)

「除學術著作外，亦可增加專業證照或專利作為畢業門檻。」(222：

「國內博士學生的待遇可以再提高些，至少讓博士學生沒有生活上的

2-3)

困難(租屋以及生活費不虞匱乏)…」(214：2-5)

「應該要加強語言門檻。」(4786：2-3)

除了透過獎學金與獎助金補助博士生外，研究計畫的補助也有

「國內博士學位應設出國至少 1 年並通過國外研究單位主管考核作為

助於減輕研究者的負擔，但某些回卷者提到目前研究經費的申

畢業條件…」(4956：2-3)

請較為不易，希望可以給予新進博士獲得研究計畫的機會。

(6) 教育資源

「國科會的研究計畫支助是非常重要的，讓博士班的學生可以長時間

充裕的教育資源有助於增進學習品質，回卷者認為國內教育補

領研究經費完成研究計畫，更甚至鼓勵他們出國一年作相關的研究。」

助經費不但不足，且教育資源集中於少數特定人士，有資源分

(1917：2-5)

配不均之現象。除了因學校性質有所差異外，也較集中於理工

「…應給予新科博士更多在學術生涯及教學研究更多計劃…」(2515：

領域，有位於私立大專院校任職的回卷者特別提到可增加私校

2-5)

技職體系的教育經費。

(7) 學生求學情形

「政府在資源分配上呈嚴重不均的現象，對私校教師亦不重視…」(270：

由調查回覆意見可發現，有少數回卷者提到現今博士求學時間

2-5)

長，此也可能導致初就業年齡偏高，或是所學與產業環境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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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節。另有回卷者特別指出人文社會領域就讀時間普遍較長，

「由於近年博士論文研究愈趨複雜和困難，而畢業後就業的情形也不理

未來亦可進一步觀察不同學科與其就讀期間之關係。

想，導致學生進入博士班修讀的意願逐年下降…」(1293：2-8)

「…修業年限太長，浪費學生的黃金年齡…」(5459：2-8)

「…由於就業環境的惡化，使一些優秀學生不願意念博班…」(4217：2-8)

「…修業要求太多時間太長，以致於畢業時工作內容已不同…」(4746：
2-8)

3. 就業現況
(1) 就業市場供需情形

或許是因為求學時間長，為了減輕經濟壓力，回覆意見也可看到

在就業市場中「供需」現象，可真實反映整體人力的運用情況。

部分博士學生有半工半讀或帶職進修的現象，有位回卷者直接反

本調查有近 200 位意見回覆者提到除少數領域，目前就業市場

應要多加留意高階公務員進修博士之情況。這些博士生在求學時

對博士的需求已幾近飽和，甚至有供過於求的現象。

容易心不在課堂中，反而花費過多心思在外務工作上。

「…就業市場上對於博士的需求，目前看來是供需失衡，讓博士生有

「國內博士學生多半在職進修，或兼課嚴重，導致訓練不足…」(5523：

一畢業就面臨失業的壓力。」(4929：3-1)

2-8)

「國內的大專院校應評估博士就業市場的大小，再來決定招生名額，

「…太鬆垮。兼職普遍，甚至兼職為主、課業為輔。」(535：2-8)

不然博士供給大過需求（現今國內正處於此現象）…」(3658：3-1)

另在求學區域方面，有些回卷者提到可能因國內博士就讀機會多，

「…護理類之博士級教師人數尚不足，就業算是容易…」(2226：3-1)

赴國外求學人數有減少現象，此將影響我國未來人力的長期發展，

「國內博士就業狀況因領域而異，以理工科來看，仍非常看好…」(662：

因此相當鼓勵國內博士生出國留學，以提升教育競爭力。

3-1)

「…另一大隱憂是很多年輕學者，為了方便輕鬆又省經費，不願意吃苦

尤其多數博士最想進的教育界，所開出的教職職缺更是少之又

學習，出國念博士學位的人數越來越少，對我國國際學術地位很不利…」

少，且產業界也無法容納全數的博士畢業生，整個博士就業市

(1219：2-8)

場呈現僧多粥少，供需失衡現象。

「…政府應鼓勵留學，提升國際化水準…」(2270：2-8)

「…就取得教職而言，相關科系的出路已經飽和，要取得一個教職難

不僅赴外求學人數略有下滑，回卷者也關注到近年有意願就讀博

如登天…」(1864：3-1)

士班之人數也有減少現象，推測其因可能受到現今教育與就業環

「國內博士產量過剩，大學教職僧多粥少，就業困難…」(497：3-1)

境不佳所影響。

「近年培養太多頂尖人才，業界尚無法全部接納…」(53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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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鼓勵屆齡教師優退、(2)透過淘汰機制，釋出就業機會給年輕
(2) 產業環境

博士、(3)增加研究機構的數量。

就業市場供需情形可用來推測未來各產業聘用人力的參考，而

「已在大專院校工作的博士，並未被嚴謹的審查機制管理，不如大陸

各產業機構性質不同，其聘用人力的考量與偏好也不盡相同。

嚴格的淘汰機制公平，所以在台灣只要佔到缺，也可以混到退休，對

歸納回覆意見，學研界面臨經費與學校退場壓力，有遇缺不補

於尚未找到工作但相對認真的博士不公平，有劣幣驅逐良幣之嫌。」

或是以兼任教師充之的情況。

(5509：3-2)

「因為政府財政吃緊，對於相關研究機構的人員進用，大多採零成長，

「應給予新科博士更多在學術生涯及教學研究更多計劃在職缺之際，

或是遇缺不補為原則。」(4963：3-2)

應鼓勵年屆退休教授，給予優退機制…」(2515：3-2)

「多數的學校以少子化為原因(但多數為藉口)，師資遇缺不補或以兼

「教育部與科技部宜思考像韓國般增列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究人員機

任教師充之節省成本…」(4590：3-2)

制…」(4126：3-2)

且在聘用時，偏好任用留洋博士，尤其國立大學此一現象特別

另在產業界方面，由於國內產業重生產而不重研發，聘用博士

明顯；不僅如此，部分國立大專院校退休教師或高階政府官員

之需求自然不高；再加上資方考量人事成本，因此較不願意聘

退任後轉任至私立學校任教情況也相關嚴重，此亦排擠年輕博

用博士。

士的工作機會。

「目前業界對研發經費的投入普遍偏少，僅有少數博士得以進入業界

「國內國立大學聘任教師常以國外留學者優先，對於國內博士則較不

服務…」(4315：3-2)

考慮…」(2031：3-2)

「由於國內產業沿襲台灣經濟起飛年代之經驗，以勞力密集為主流價

「太多公立學校或研究機構退休人員再轉入私校任職，因而影響博士

值，不求創新及產業升級，對博士級專業人力需求低…」(891：3-2)

畢業後就業機會(連公立學校校長或部長/次長等高官都轉入私校) 。」

「私人企業較不聘用博士，因其薪資高…」(1216：3-2)

(5024：3-2)

「過去業界普遍較不聘任博士，皆因表現不符期待…」(4594：3-2)

再者，有回卷者反應高教市場缺乏嚴謹且完善的淘汰機制，此

雖然業界較不喜歡聘用博士，不過回覆意見也不乏提出希望企

一意見對照現今制度，可能係指教授級以上師資；為使年輕博

業加強研發以及鼓勵增加博士聘用等建議。

士享有公帄的就業權，回卷者不外乎提出以下建議方式：(1)透

「產業要升級，著重研發，代工產業對博士需求不大。」(23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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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從產業結構調整，思考多加培養研發人員，博士畢業就業才有機

「…有關係的人較易得到工作，而不是能力…」(1818：3-3)

會。」(5626：3-2)

「…國內學術機構的聘任過程不尊重應試者，校園內的學閥運作導致

(3) 求職情形

應聘的過程不公開透明化，非常令人失望。」(1517：3-3)

在求職方面，回卷者普遍提到博士的工作機會有限，不但教職

另在整理回覆意見時發現，少數回卷者提到在求職的過程中，

難求，全職工作與高階工作機會也不多。整體而言，較難找到

曾遇到待業期長、媒合不易等問題；回卷者編號 1351 者甚至反

完全符合預期的工作。

應，尤其近年畢業的博士新鮮人獲得全職工作之待業期更可能

「很憂心國內培養出的博士生的就業機會有限…」(5589：3-3)

長達兩年以上。因此，有位回卷者希望可藉就業媒合方式，幫

「業界與學界對博士人才的需求和目前畢業人數不符合，且國內幾乎

助博士求職者。

無長期專職研究的工作…」(4846：3-3)

「…太多的博士畢業無法立即找到專職，以我 2006 年畢業為例，至

「適合的工作與預期的待遇很難找…」(4391：3-3)

少都要待業一兩年才能找到專職；而我的學弟妹待業期更長，兩年以

除了工作機會少，就業的選擇也不多，多數仍以往教職或學研

上，目前仍在兼職中。」(1351：3-3)

單位為優先選擇，或自認自己只能往某些特定領域或機構任職；

「博士人才有它的需求性與必要性，只是現有工作機會媒合不易…」

為了增加就業機會，不少回卷者鼓勵博士求職者可多加嘗試其

(2245：3-3)

他的工作，往業界、國外發展、考慮自行創業或轉換跑道。

(4) 工作待遇

「…目前國內博士就業管道狹隘。以學術界而言，幾乎教職是唯一出

坊間所傳的「錢多、事少、離家近」可反應薪資、工作內容與

路。」(1187：3-3)

工作地點為求職者重要的考量因素。在本回卷結果中，
「工作待

「…多鼓勵本國博士出國就業，例如東南亞。」(3039：3-3)

遇」最常被提到的就是「薪資」問題，有 50 名回卷者反應國內

「工程博士的出路不應侷限在學術研究，應該鼓勵創業…」(1205：3-3)

博士薪資普遍偏低，其中大學教職薪資低落現象亦特別備受關

非但如此，應徵過程中也可能遇到應聘過程不透明，有人脈關

注，不僅國內外大學薪資差異甚大，國內公私立大學薪資福利

係者似乎在求職過程中易有加分之現象。

待遇也有所差別；有回卷者認為若情況持續，易使大學教師外

「人才評估標準不是依靠能力，而是依靠學經歷、年紀、關係。」(778：

流，衝擊國內高教品質。

3-3)

「國內求學與就業普遍不重視興趣與天賦，著重就業市場的薪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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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現實考量…」(201：3-4)
「國內博士就業薪資偏低，且多年沒有調整。」(1690：3-4)

條款。」(1371：3-4)

(5) 學用配合

「台灣教授薪資是國外(香港、日本、韓國)的 1/2、1/3！心情沮喪！」

從回覆意見中亦可發現，部分回卷者認為國內人力並未能充份發

(1543：3-4)

揮，其提到就業市場中可能因為所釋出的博士職缺工作內容與現

另在工作福利保障與工作內容方面，則多針對國內教職現況發

今人才所學有所落差，不乏出現「學非所用」、「所學無用」、「大

表意見，回卷者指出現今大專院校教師除教學外，尚頇處理其

材小用」或「高不成低不就」等現象。

他行政與輔導業務，幾乎已無閒暇休息時間，尤其新進教師身

「所學非所用，專長無機會回饋於社會，耗損高學歷菁英人才，平白

兼教學、研究與行政之情況更加嚴重。

浪費教育資源，造成國家成長堪慮…」(2144：3-5)

「對於大專教師要求太高太不可思議(太多元角色－教學/研究/服務/

「頗為感慨。許多人未適才、適性、適所，導致教育資源浪費…」(2834：

推廣/輔導/進修…等)，我認為最基本是教學與研究，目前工作忙得團

3-5)「可能大環境不好，博士畢業後就業年齡提高，找工作又高不成

團轉，還要另加招生/產學/服務學習…根本無法專心教學…」(2714：

低不就…」(2336：3-5)

3-4)

「大多數『博士學歷』的工作，其實工作內容並不需要經過『博士訓

「對於應徵進去之新人則幾乎都以不許有家庭生活時間與假日休閒

練』。或者說，大材小用！」(3647：3-5)

的形式在使用，致使高教人力資源過度耗損…」(4590：3-4)

為了避免「學用落差」之情形發生，可進一步加強高等教育與勞

至於在福利保障方面，有回卷者提到，不僅一年一聘或短期聘

動市場的連結，改善就業環境，使人人皆能適才適所，發揮人才

用職缺缺乏保障外，現今教師升等或部分博士後聘用制度皆綁

最大之效用。

期限，若與資深教師相較，其所受到的保障普遍較以前少，也
希望制度上能有所調整與改變。

4. 社會環境現況
(1) 社會大環境現況

「…因國內的教職生涯(尤其是私立大學)相當利益導向，且聘約及工

教育與就業上的問題與社會上的人力現況有相當的關聯性。由

作內容常朝令夕改，沒有太多保障。」(3995：3-4)

於就業環境不佳，不論在教育界或業界皆難以找到符合其預期

「升等條款非常不滿意。如果要設定的話，就請所有大專院校老師都

的工作，且缺乏相關的人力需求規劃；有部分回卷者認為未來

要設定，不要說民國幾年進來之後的新進教師才有，之前的就不用有

「人才出走」與「人才斷層」的現象將日益明顯，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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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學校也沒有支持研究的環境，造成人才不願留在國內…」

不能…」(4273：4-2)

(4235：4-1)

「整個社會仍充斥著士大夫觀念，都認為讀書的比人高一等…」(738：

「目前仍然人浮於事，而且沒有好的專業規劃，一窩蜂造成冷門專業

4-2)

的人才斷層，供需失衡。」(1832：4-1)

「國內的博士教育淪落成為滿足個人的學位主義，實在是很悲哀的事

「建議政府應編列更多經費用於人才進用，避免越來越多辛苦培育出

情…」(4807：4-2)

來的優秀人才外流到其他國家…」(2357：4-1)

然若以實際狀況來看，擁有博士學歷並非就是高薪或是就業的保

此外，少子化也將對高等教育帶來許多衝擊，除學校面臨退場

障，其亦可能是一種包袱。許多在此方面提出意見的回卷者認為，

壓力，消極減少師資需求外，私立大專院校教師也憂心即將失

對於博士學位的看法應該趨於中立，不該過度連結；其中編號 2989

業，未來流浪博士教師問題可能更為嚴重。

與 4440 兩位回卷者甚至認為政府不需要刻意保障博士就業權，此

「教學與產業嚴重脫節，造成流浪博士人數日增。未來少子化衝擊，

亦有別於現今社會對政府的要求。

大量博士級教師將面臨失業…」(524：4-1)

「…是否要讀博士端視個人對人生價值的判斷，博士學位不是高薪或就

(2) 對博士學歷的既定印象

業的保證…」(2788：4-2)

另由回覆意見所描述的句字中可知，除了大專院校較偏愛洋博士

「…修讀博士學位應該是個人的興趣與選擇，其目的學術研究高於實務

外，社會上也普遍存在「外國月亮比較圓」的印象，認為留外博

訓練，不應該和就業過度連結。」(3879：4-2)

士較本土博士優秀。

「…受高等教育是個人的選擇，政府或社會不必對年輕人的"個人的選擇

「在一般社會上的認知上，國內培養出來的人才，其能力比不上國外畢

"那麼的負責、輔導或重視，受呵護…」(3201：4-2)

業的博士人才…」(2448：4-2)

另在學位價值上，編號 1273 的回卷者很感謝博士教育帶給其的收

「本國大學博士班畢業生恆遭洋博士師生歧視…」(5173：4-2)

獲，但有其他回卷者則提到現今學位貶值，就讀博士的投資報酬

雖然有崇洋的現象，但一般社會因根深蒂固的學位觀念，仍然認

率不高，使其對於博士學位價值與認同感有下滑現象。

為博士學位有其光環，且社會地位相對較高，也使有些人陷入高

「在台灣(博士學位)企業、學界、便宜買便宜賣…」(1822：4-2)

學歷的迷失。

「…所花之時間、費用與就業機會不成正比…」(2861：4-2)

「社會上又常以獲得博士學位來評量一個人，好像得了博士學位就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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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政府人力政策的看法

機制，此可作為教育、產業與國家發展政策制定的參考，或作為

人力政策規劃影響國家整體人力素質與競爭力甚深。回卷者在政

了解供需現況的資訊。至於調查的方式，不論是透過就業帄台或

策方面提到國家人力政策缺乏長期且整體性的規劃，且遠見性較

是委由教育部、產業界提供相關數據，皆有回卷者建議。

不足而難發揮實質效益。

「宜做好通盤博士生短中長程人力需求調查，檢視國內外人才流動趨勢，

「…缺乏整體規劃，問題不少，問題都知道，就是動不了。」(3839：4-3)

而後規劃博士班之招生名額。」(324：4-3)

「…少子化，不是應該很早就由出生人口中就很容易看得見的事實嗎？

「應該有個就業平台可以提供給博士教育後的學生。」(2988：4-3)

為何過去從沒有因應大環境改變而改變教育方針，都必須要等到出問題，

此外，另有少部分回卷者關注到人才外流現象，而提出「人才進

才開始亡羊補牢。」(529：4-3)

用」相關意見，希望可增加人力培育經費或延攬需要之人才；其

有批評的聲音，但也有人以正向的方式期許政府以具前瞻性的長

中編號 452 及 2506 兩名回卷者特別強調台灣應多培育專業技職人

遠觀點，考量各不同層面問題予以規劃政策。綜整回卷者所提的

才。另外，有 3 名回卷者則建議政府可透過大型計畫，運用高階

具體建議，在人才方面希望可作全面的審視，了解我國人力優劣

人才或是保障博士人才至政府相關單位任職之資格，以開拓高階

勢；在產業發展方面則鼓勵研發，提升高階人才的運用；在就業

人才的工作機會。

方面則以適才適所為目標，發展台灣獨特的競爭力領域。

「建議政府應編列更多經費用於人才進用，避免越來越多辛苦培育出來

「…國家應明確訂定未來 10-30 年的發展方向，適度適性地培養高等教

的優秀人才外流到其他國家。」(2357：4-3)

育專才…」(3309：4-3)

「政府公費培植冷門但需要之博士人才。」(3344：4-3)

「…它和人口政策、人才政策、大學精實政策、工業經濟政策等各層面

「…教育部應恢復早年的國家博士制度，博士候選人最終必須通過教育

息息相關、錯綜複雜！絕對不能單獨求解！」(1681：4-3)

部的口試才能獲得博士學位，也同時是國家博士，具有國家博士資格除

「…針對目前博士人才培育進行 SWOT 分析，據此提出改進策略與具體

了保證可以進入國立大學或中研院、政府出資過 50%的財團法人就職外，

方案!」(807：4-3)

也可以具有進入國家公職的機會。」(3911：4-3)

「…國家政策應考慮發展台灣獨特有競爭力的領域，而非國外熱門，但

「科技部或其他政府部門應該規劃一些大型研究計畫，讓這些學有專長

我們競爭力不足的領域。」(1777：4-3)

的人投入研究或執行計畫。」(1802：4-3)

除了政策面的意見外，有回卷認為國家可建立一套人才需求調查

「台灣不需要這麼多碩、博士，而是學有專精的工程師。」(25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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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建議依國內學校之「研究型大學」與「技術型大學」等類型制訂
教學方式與畢業規定，如「研究型大學」以研究為導向，故教學方式

國內博士在求職與就業過程中面臨諸多困境與無奈雖廣為各界所

以學術研究為發展重點，畢業可規定於重要期刊之發表篇數、引用數

知，但過去未曾有過全面性的調查，本報告藉由量化與質化分析結果，

等作為評估，若為「技術型大學」則偏重實務面，可與企業建教合作、

具體呈現國內博士面臨之問題與可能解決之方式，期能提供政府制定

到企業實習等方式，依不同學校類型制定規則，並於過程中由學校提

相關政策及措施之參考。以下即針對本調查蒐集所得之量化與質化內

供相關職涯協助，政府相關單位則可以學術經費或研究補助等方式作

容進行統整，茲分述如下：

為對新進博士之協助與獎勵。

現象一：教育擴張，量變造成質變

現象二：就讀動機存在世代認知落差，年輕博士易對職涯有較高期待

建議一：依領域與學校類型制定招生數量、教學方式與畢業規定，並

建議二：充分落實政策制定方針，避免產生期望與實際不符之落差

提供職涯協助

本調查結果發現，不論哪一世代博士，就讀動機前二大原因皆是

民國 83 年開始，大學持續擴張，技職院校全面改制，以致近十年

「個人興趣」與「未來想從事學術或研究相關工作」
，唯第三項原因略

博士畢業生已成長 2.4 倍，由 91 學年的 1,759 人，成長至 101 學年已

有不同，40 歲以下年輕博士「受指導教授或主管鼓勵/推薦」進修博士

達 4,241 人，且此尚未包含國外留學歸國之博士。本次調查中，回卷者

學位的比率較高(三成以上)，40 歲以上博士則是因「對於想從事的工

也同樣提到國內博士招生門檻低、太多學校成立博士班，使得博士數

作，博士學歷是基本要求」而就讀，占 18.41%-27.54%。

量愈來愈多。

又，有回卷者認為許多博士的就讀動機係與未來就業發展的利益

根據政治大學職涯中心於今(民國 104)年 9 月 3 日舉辦之座談會發

導向有關，而非出自個人興趣，導致既無企圖心、又無行動力，甚有

現，政大博士雖有五成在畢業前就能找到工作，但此情形與過去相比

回卷者認為最好是先就業再攻讀博士，比較能了解自身就讀博士的需

已呈現下滑趨勢，且博士生自覺學校所學對工作幫助不足的比例也不

求。政治大學企管系胡昌亞教授同樣亦提醒博士生思考「為什麼唸博

斷上升。本調查亦有回卷者認為，國內師資受升等壓力影響，教師產

士？」
，其在面試新生時，有許多應試者回答是因為想延遲就業或回應

生重研究輕教學情形，加上畢業門檻過於鬆散等都使國內博士訓練產

父母要求而報考博士班。

生質變。

由前述內容推論，40 歲以下博士可能因碩士畢業後尚未仔細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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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未來的職涯與生涯規劃，亦未有職場歷練，故在指導教授鼓勵與

故博士本身在求職時，可能因找不到符合預先設定之工作，只能低就

推薦下乃繼續攻讀博士，此可能導致此族群尚未深思未來的就業發展，

或從事與所學相關性較低之工作，而雇主在雇用博士人才時，亦考量

且對畢業後的職涯有較高期待。建議政府單位於制定國家相關發展政

是否有雇用人事成本較高的博士「需要」
，以及工作能力是否足夠等問

策時，除應就整體供需重新規劃，亦應確實落實與追蹤各領域博士中

題，最終產生事找不到人、人不合事的惡性循環。

長期人才培育計畫，避免政策制定與執行分軌。同時，學校可藉此充

建議應依學校類型配合所學領域，於畢業前與相關機構或企業配

分了解政府未來發展重點，於博士招生時即可依領域進行數量管控，

合，增加產學互動，讓相關領域博士了解實際執行面的運作情形，並

亦可讓欲攻讀博士學位者於面臨生涯選擇時預先評估，避免造成期望

可參考日本為促進產學合作和與企業人才交流所推行之「博士養成補

與實際不符之落差。

助計畫」
，如東京工業大學與慶應義墊大學等校的企業導師制度，除提
供參加計畫的博士課程訓練外，並有顧問諮詢服務和職涯建議。故國

現象三：學用配合度低，降低人才需求單位雇用意願

內之「技術型大學」亦可聘請該領域專家或經驗豐富者教學，降低畢

建議三：增加產學互動，並可由企業自行培育人才

業後面臨學非所用的困境，讓博士提前了解如何藉所學貢獻專長，提

本調查發現國內博士人才在學用配合度方面，具有下列二現象：

升博士所學與工作的相關性，同時避免教育資源的浪費。

(1)社會與工作經驗缺乏：碩士畢業直接攻讀博士比率近年有逐年

依據教育部 102 年人才培育白皮書，
「技術職業教育」提及「建置

增加的現象，且現今攻讀博士學位者大多為全職學生，故此群博士因

系科設置審查、設備媒合、產企業公會交流及產官學研合作帄臺/機制

持續深耕於學術研究，較缺乏社會與工作經驗，因此在求職時不僅自

等，定期開會，每年並辦理產官學研習會議共同培育產業人才」
，顯示

我設限為教職和研究單位，人才需求單位亦對此群博士持保留態度；

政府單位亦已持續努力進行產學互動，本報告建議可由企業自行培育

(2)工作與所學相關性漸趨降低：本調查發現所學與工作「非常相

所需人才，打破由學校訓練人才之單一方式，讓企業依其特性與學校

關」者由畢業年代在 79 年以前的 84.33%降至 100 年以後的 70.22%，

共同合作培育所需之專業人才，此外，亦可加強落實「產學大聯盟」

且此相關性持續降低中，顯示雇主於雇用博士人才時尚需先訓練博士

與「產學小聯盟」等機制，藉產業出題方式，由學校相關領域博士與

人才在工作的專業性。再者，近年畢業博士從事現職工作係「迫於現

企業合作，增加產學互動機會。

實壓力」和「求職過程中唯一獲得的工作」比率較高，回覆意見亦提
及，許多博士人力未充份發揮，甚有博士「學非所用」
，浪費教育資源。

現象四：學歷光環窄化求職路徑與增加工作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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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四：打破學位認知並提升其他能力及求職能見度

士學位並不是高薪或就業的保證，而是為實現個人的自我價值與提升

自古中國社會便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至今一般大眾

生命豐富度；同時，攻讀博士學位者，除學科專業性外，為避免限縮

仍對博士的「學歷光環」過度期待，認為博士應當從事高薪、受人景

工作機會，亦需提升如語言、領導、溝通社交等相關能力，並藉由全

仰的工作。

球知名人才網站如 LinkedIn, ResearchGate 等，提高在求職市場的能見

本調查 5,100 份有效問卷中，5,017 位就業中，前三大任職機構依
序為以 3,814 位居第一的「大專院校」、637 位的「研究機構」與 238

度，在不自我設限下，擴大工作機會的選擇，並藉由海外工作經驗，
擴展個人知識與國際觀。

位居第三的「企業」
，顯示國內博士仍以學研機構為主要求職類型，唯
審計部「102 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國內 52 所國立大學中，高
達 18 所未足額聘用專任教師而以兼職教師代替，且有 19 所學校兼任
教師實際員額占教師人數半數以上；再者，國內面臨少子化衝擊，教
育部長吳思華提及「國內現階段有一百六十多所大專院校，期望五年

現象五：對於「組織文化」不滿程度高，學界出現「世代排擠」現象，
業界對年輕博士就業者較不友善
建議五：建立公帄且完善之人才聘用與考核制度，並積極鼓勵參與培
訓課程，以儘速融入組織文化中

內藉退場、與他校合併、營運轉型等方式，讓國內學校減至約 100 所」，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在工作滿意度方面，不論就性別、博士畢業

此大學退場機制將使國內教職職缺驟減；又 104 獵才派遣事業群資深

領域或任職機構性質來看，其對「組織文化」不滿意程度較其他選項

副總經理晉麗明表示，科技業龍頭於今(民國 103)年開出的博士學歷職

高出甚多，不滿意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對任職於大專院校與研究

缺，與前二年相比明顯減少；本調查亦有回卷者提出業界對博士人才

機構者而言，雖然「組織文化」並非最不滿意之處，但分別與排名居

尚無法全部接納的觀點，且政府機關與學校對人員的進用，採遇缺不

冠的「工作契約保障」與「升遷機會」僅有微幅之差。

補原則。此皆顯示不僅國內博士期望的教職減少，企業對博士的人力
需求亦呈減低現象。

事實上，
「組織文化」可反映整個組織的價值觀與環境特質。由回
卷者描述產業環境與談論工作待遇之意見中亦可約略窺探出不滿之因。

綜上所述，國內博士在社會期待與自我認知下，已限縮可能的職

對師資而言，大專院校中不僅存在洋墨水光環，新進且年輕之助理教

缺類型與職位，加上少子化與學校退場機制使得博士獲得教職工作的

授似有許多不為人知之心酸，不但工作負擔較資深教授重，在升等與

機會變少，更窄化可能的工作機會。本報告認為，不僅社會需打破對

福利方面相對於早幾年已進入學校任教者也有較嚴格之規定。此外，

學位主義的認知，博士本身的心態亦需調整，薪資應與學位脫勾，博

受限於編制員額或經費之限制，學校方面採遇缺不補，甚至以兼任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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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或透過關係延攬退休之公務員或國立大學退休之教授取代，排擠年

國內女性就學人數隨教育層度愈高，女性參與率反愈低，目前男

輕博士工作權。高教工會(民 103)更不諱言指出現今大專院校似乎有「柿

女比約 7：3。雖近年女性就讀博士人數有漸增趨勢，然而在職業之選

子挑軟的吃」之現象，僅敢資遣年輕博士，不敢動「門神」
，顯示整個

擇、職位高低與升遷上仍相對受限。

組織對於年輕或新進人員並不友善。而在產業界方面，雖然不同領域

本調查結果顯示，女性年薪未滿 100 萬之相對低薪族群較男性人

之組織文化亦不盡相同，但逐步歸納仍可發現，企業在用人方面重視

數多出 10%左右，此可能與女性大多從事非管理職務有關，故薪資較

能力高於學歷，但是現今博士所學較偏理論研究，實務訓練較不足，

男性低。，若依教育部公布之 102 學年度大專校院女性教師比率可知，

對於僱主而言，博士之薪資較高，自然對於博士有較高之要求與期許；

女性講師所占比例高達 54.28%，而教授人數普遍偏低，僅占 19.61%，

而對博士就業者而言，所負責之業務並非其專長，能力無法被肯定，

與男性教授比例較高之現象剛好相反。再以學位效益看，本調查發現

雙方在預期有所落差之情況下，難免出現企業不愛用博士，而博士覺

任職於私營企業的女性博士認為學位不值得比率達 45%，高出男性近

得不受尊重之印象，因此也較不容易融入組織文化中。

二成，再者，女性在「工作契約保障」不滿意度高於男性近 2%，此或

優質的組織文化可有效提升組織效能，增加員工之認同感與工作

可歸因於女性面臨懷孕、家庭等因素，而產生易被取代之不安全感，

績效。面對現今產、學界之用人現象與整體環境特質，建議應檢討用

尤以於私營單位任職者更是。為降低女性博士受擔任多重角色之衝擊，

人制度，拋開人脈壓力，唯才適用，並建立一套公帄且完善之人才考

我國或可 參考日 本學 術 振 興 會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核評估標準，予以淘汰不適任者。在進用人才後，亦頇透過完善培訓

Science, JSPS)設立之「特別研究員(Restart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RPD)」

機制，鼓勵新進人員參與訓練，此不但有助於快速瞭解業務與環境，

制度，提供女性研究員在建立家庭後，如因無法兼顧家庭與研究而退

亦能從中建立互動與連結關係，使其儘快融入組織文化中。另私立大

出職場者，可再重返博士後研究職務，建議我國由政府機關先施行，

專院校特別明顯的「雙薪教授」情形，或可將正式職缺開放給年輕學

再逐步拓展至企業等單位，以保障女性博士就業權益。

者，而退休之教授或公務員則改以兼任教授聘之或採「限量」名額，
以減輕「世代排擠」現象。

綜上所述，女性薪資普遍仍較男性低，且職場上較易面臨工作不
穩定與職級受限等問題，雖政府相關單位極力推動性別帄等環境，不
僅從學校教育開始，政府機關亦已執行性別帄等措施，唯上述結果顯

現象六：女性博士漸增，唯薪資、職級仍受限

示女性在職場上仍存在職業與職級天花板，性別帄權相關措施仍需持

建議六：打破職場性別天花板，唯才適用

續落實，以努力創造性別帄等之職場環境。
49

現象七：就業選擇仍以學校為第一考量，有待注入創業及創新思維
建議七：培養創業及創新的能力，建立有助於創業的環境
由回卷意見可知，博士畢業者面對就業大多仍以教職或學研單位
為第一優先考量，然而現今教職僧多粥少，部分回卷者提到博士必頇
轉換觀念，擴展工作選擇方向。除鼓勵理工領域博士應用所學投入產
業界外，面對企業聘用博士風氣未盛，台灣大學陳良基副校長也於 11
月 26 日之「全國大專研發主管會議」提到「自行創業是博士的另一職
業出路」
。事實上，博士教育訓練有助於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與創
新能力，不過有少數回卷者認為國內博士教育可能過於偏重於 SCI 論
文之要求，因而扼殺學生在學術上的理想性與創新性。若能透過博士
本身之創新與創造能力，將研究與實務結合，不僅能使研究成果具體
產業化，讓博士生學以致用，待累積相當成功範例後，應能激發博士
創新與創業的勇氣與企圖。
在創業環境上，何飛鵬(民 97)指出創業三大核心要素為人、錢與
方法。目前除了創業者本身之能力外，政府亦推動許多創新創業相關
計畫，希望透過資金、技術之協助與經驗之傳承，來降低創業者初期
投資的風險。未來若能持續協助創業者，或將退場學校之既有設備與
實驗室等提供創業者使用，並鬆綁相關法規，不僅可為博士開創一條
新興的就業機會，亦能使台灣產業注入更多的創意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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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主題概念編碼表
主題概念

博士本身

教育現況

主題編碼

主題概念

主題編碼

博士數量

1-1

市場供需

3-1

博士能力

1-2

就業環境(教育+產業界)

3-2

博士態度

1-3

求職情形

3-3

博士就讀動機

1-4

工作待遇

3-4

對博士的建議

1-5

學用配合

3-5

其他

1-6

整體就業現況

3-6

教育政策

2-1

其他

3-7

教育控管

2-2

社會大環境

4-1

師資

2-3

對博士學歷的既定印象

4-2

教學內容

2-4

政府的相關政策

4-3

教育資源

2-5

招生現況

2-6

就讀現象

2-7

其他

2-8

就業現況

社會環境與政府
相關政策
其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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