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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講座教授 

宋曜廷 



大學的任務 

「創造知識」：研究 

「傳遞知識」：教學 

「應用知識」：服務/產學合作 



博碩士生自我期許與自我定位 

知識的探究者 

知識的生產者 



「研究」所為為何？ 

Research for survival: Publish or perish 

Research for creation 



For both survival and creation  

 



 



知識的創造：歷程 

 Garvey & Griffith (1971)： 

    心理學研究 

    觀念  檢驗  知識 

    的十三年旅程  

 





邁向研究之路 

「勤於查考」 

「敏於思辨」 

「勇於批判」 

「精於論述」 



勤於查考（一）：廣讀文獻 

研究問題從何而來？ 

Scholars before researchers 

金字塔？畫葫蘆？ 

 



勤於查考（二）：避免抄襲 

Dick (2003): 13.6%曾剽竊他人文本 

陳智華 (2010): 2009-2010教育部接獲
15件碩博士論文抄襲案件，七件成立，五
件不成立，三件待查。 



勤於查考（三）：手腦並用 

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
之末。（鄭板橋） 

(Empirical) Evidence-based 

argumentation 



壓力論文 

班級大小論文 



誰的壓力比較大？ 



敏於思辨（一）：方法 

科學哲學的進展：派典轉移 

以思辯帶動方法，以方法明晰思辯 

 





敏於思辨（二）：證據（資料） 

以 資料驗證思辯：(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argumentation 

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
之末。（鄭板橋） 

 

 



勇於批判（一）：日常生活 

以批判（的眼光）帶動創新 

（一些創造發明） 



勇於批判（二）：好論文的標準 

 



好論文的評判標準：以心理學 

為例 （Sternberg, 2003) 
論文中有令人訝異的發現，但又可以從理論
角度解釋 

論文發現具有理論或實務的意義 

論文裡的想法是新的，或者是從新的角度看
舊的問題 

結果詮釋很清楚，不模稜兩可 

論文提出比以往更簡潔的架構來詮釋資料 

論文提出對以往重要理論的質疑 

論文使用新的實驗（研究方法）派典 

論文的發現或理論具有普遍性 



精於論述 

學者心中共同的痛… 





過來人言… 

For psychologists who pursue a 
career in scholarship,there is one 
more certainty beyond death and 
taxes: rejected articles.  

                  --R. J. Sternberg 



開啟良性循環，走出惡性循環：從寫出好
論文（或好計畫）做起。 



論文的鹽巴：寫作技巧 



撰寫研究論文（計畫） 
的訣竅 （一） 

動機與目的：語不驚人死不休 

              (Start strong) 



Start strong 

藉由問題引發興趣 

   *以國中基測成績檢驗班級大小效應  

   *小班就比較好嗎？以國中基測成績檢驗班級
大小效應  

   *Why do big classes achieve better 
academically?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big-class-size phenomenon 

   *How 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eenagers’ self- and 
peer assessments.  

 



Start strong 

感性訴求 (G. Miller, 1956, “The Magic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 

     

    My problem is that I have been persecuted 
by an integer. For seven years this number 
followed me around, has intruded in my most 
private data, and has been assaulted me 
form the pages of my public journals…Either 
there really is something unusual about the 
number or else, I am suffering from 
delusions of persecution.  



研究動機：起（承）轉合 
 起（承）：透過適當地引用文獻，極
為簡要地陳述問題的背景，告訴讀者：
你要研究的領域頗為重要。 

 轉：明確地（批判地）陳述你發現的
問題，想探討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為
何重要。告訴讀者：你對這個領域有充
分瞭解，且可能有創新的能力。 

 合：有力地陳述你要如何解決這些問
題，為何這些解法比以往的有效。告訴
讀者：你突破或創新的作法為何？ 

 



寫研究報告的訣竅 （二） 

文獻探討：承先啟後 

Scholars before researchers 



文獻探討：承先啟後 

承先： 

 ＊陳述你的研究以哪些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理論
為基礎。 

 ＊精簡，完整，平衡 

 ＊合時：讓審查人覺得你有料：舉出審 查人
（可能）沒看過的好研究 

 ＊尊重（諂媚？）：引用可能審查人的論文 

啟後：陳述你的新觀點或新理論為何？與舊
理論有何不同？有何關連？ 

 



寫研究報告的訣竅 （三） 

研究方法：綿密周延 不厭其詳 

 



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綿密周延：展示充分的訓練、創造力和
執行能力。 

落實承諾：落實在動機與目的中提到的
新觀念和新作法。 

明確對應：研究問題要和使用的方法
（特別是資料分析）明確對應 

不厭其詳：在篇幅許可內詳述作法，減
少挑剔的機會。（注意抄襲的可能） 

 



寫研究報告的訣竅 （四） 

研究結果：中規中矩，段落分明 



中規中矩：APA的格式為何？ 

段落分明：針對每一個研究問題有一個
結果的段落，每一個段落有初步的解釋
或詮釋 



結語（一） 

研究者不只應留下足跡，還應創造軌跡
（林南） 



結語(二） 

Act as if what you do makes a 

difference.  It does. 

 

 

                                  --Richard Bach 

 



結語(三） 

Studying/publishing as playing: 

漸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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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教育部在2008年提出大專生企業實習員22K方案後，國科會也提出博士後研究員57K計畫。教育部次長林聰明表示樂觀其成，認
為可以解決部分本土博士的就業問題。教育部也表示，未來會管控博士生名額不再增加。  

台灣每年「產出」的博士數量愈來愈多，96年畢業的博士生有2687人，但到99年已增加到3705人；且根據教育部的統計，98年畢業
的博士生，如今只有6成7全職就業。  

教育部高教司長何卓飛表示，國內有8成的博士都進大學教書、研究，進企業工作的只有2成，但研發對產能的貢獻比率則剛好相反，
因此建議博士多投入企業，或增加產學合作比率。  

何卓飛也說，歐美企業規模比較大，較請得起博士來研發，甚至禮聘諾貝爾等級的學者到企業工作。  

但台灣的企業多屬中小規模，請不起博士，他建議未來中小企業應整合成為一個群體，共同捐資成立研發智庫。  

不少學生因找不到工作，不確定未來方向，才一直往上念，還有電機博士最後選擇賣咖啡豆；何卓飛說，未來將加強輔導大一學生
進行生涯探索，且適性輔導最好從國中階段就開始。 

 

 

全文網址: 博士生太多 名額將管控 - 升研究所 - 升大學 - udn校園博覽會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348682#ixzz1fhYUet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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