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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短文 

國外頂尖大學如何推動學位論文品質管理？ 

相信大家都知道，許多國外的碩士學程並不是研究導向的，因此學生只要修完
指定學分，即可取得學位。但在臺灣，基於「學位授予法」的規定，每位研究生都一
定要完成一篇學術著作（通常是學位論文），並通過學位考試，才得以獲得學位。
因此，學位論文是臺灣學生展現學術研究能力的代表作，且學位論文原則上均會在
將來公諸於世，供社會人士閱覽。學生一般都在指導教授的督導下完成學位論文，
內容可能與教授的研究計畫有關，執行過程也可能使用到教授的研究資源，因此學
位論文也可謂是師生合作研究下的一種學術成果。 

考量到學位論文所代表的意義與重要性，通常學生都會盡其所能地努力完成論
文，而指導教授也會悉心指導，並提醒學生務必遵守學術倫理。但是，學位論文的
品質管理絕對不是學生、教師兩人的事情而已，學校在某些方面也應該負起提供資
源與支援的責任，讓師生能運用學校的支持去實踐學位論文的品質管理。 

如何確保學位論文的品質？本文作者認為可以從三方面著手，分別為：強化學
術誠信觀念、態度與意識；強化師生關係與合作研究之品質；由現成資源確保學術
研究與學位論文之品質。本文將簡要分享國外頂尖大學在以上三方面的作法及相關
資源，供師生讀者與大學校院管理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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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學生之學術誠信觀念、態度與意識 

一個人對於「誠信」（integrity）與「倫理」（ethics）這些抽象觀念的理解、認同、
內化與實踐，是需要時間的；如果我們只在學生要做論文研究的前夕，才開始教育
他們何謂學術活動中的誠信與倫理，會不會有點太晚了呢？若學生缺乏充裕的時
間，讓他們將學術活動所最在乎的誠信與倫理原則，內化成為自身知識體系的一
環，可能的結果就是學生在做研究的當下，並未同步考量相關的學術倫理知識和態
度。這種情況可能使學術倫理教育流於形式，效果不如預期顯著。 

 



第 4期 2021年 5月號 教育部學術倫理電子報 

 

     

2 

如何預防上述情形呢？理想的辦法是及早推動相關教育，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
間和機會，去學習在課業活動中實踐誠信與倫理。換言之，學術倫理教育應該向下
延伸，從大學階段就及早培養起（高中階段更好），並一路延伸至研究所的課堂
中；廣度則應該擴張，不僅強調做研究時的專業倫理與合規，也需要重視學生在修
課過程中的誠信與責任；深度上應隨著研究的開展（構思、執行、發表），呈現不同
的議題與良好作為。 

國外許多頂尖大學都相當重視學生對「學術誠信」（academic integrity）的認同
感與實踐。相較於我們比較常聽到的「研究誠信」（research integrity）與「學術倫理」
（academic ethics），學術誠信更強調學生在修課、考試與團體合作中的誠信表現。 

以聖路易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為例，該校相當重
視學術誠信，每個學院都各自有以學生為規範對象的學術誠信政策。以社會工作與
公共衛生政策為研究專長的 Brown School 為例，他們定義違反學術誠信的情事包
括抄襲與未適當引註他人的貢獻、作業相關活動的舞弊情事、不當研究行為、干擾他
人的學業活動，以及其他不誠實與不恰當的行為等（圖一）。 

由這個定義可看出，學校不只要求學生在研究活動中應該恪守研究倫理，亦強
調在所有的學習活動（寫作業、修課等）中，也都應遵守學術誠信。若細讀內容也可
發現，學校認為干擾別人的正常學術活動也是違反學術誠信的行為，可能的情形包
括篡改、損壞與竊取他人的資料、設備、儀器、作品與作業等，以及不當使用學校的
圖書資源與電腦軟硬體設備。Brown School 制定了一個「面面俱到」的學術誠信原
則，無非是希望學生在每個學習與研究活動中，都要展現應有的品德，並對自己的
行為完全負責，甚至在必要時，也要對自己對同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承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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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Brown School對違反學術誠信的定義（取自其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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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為例，該校設
有專門處理學術誠信事務的單位 Office of Academic Integrity（OAI），並以教育推
廣作為他們的首要任務。OAI 每學期都會舉辦多元的教學活動，一方面深化校內師生
與助教在教學與修課時的學術誠信知能，另方面也藉此彰顯學校對於學術誠信的重
視。該校甚至每年會培訓多名學生間的同儕教育者（peer educators），透過青年學
子間的創意與溝通語言（漫畫、插畫、動畫與影片等）去推廣學術誠信；這些學生也
會參與違反學術誠信學生的輔導工作。此外，該校為了深化學術誠信，使之成為一
種校內文化，每年都會舉辦 Integrity Awards，分別表揚對學術誠信、研究誠信具有
貢獻的師生。當然，OAI 這個專責辦公室也是一個師生與助教對疑似作弊情事
（cheating；如考試作弊、代考、代寫作業、抄襲、冒名點名等）的正式通報管道（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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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Office of Academic Integrity 對於通報疑似作弊情事的相關資源（取自其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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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間學校的作法，主要目的都是希望讓學生在求學階段，就養成重視學術
誠信的習慣，並透過個人的種種學業活動（小至個人考試與作業，大至專題研究與
任何學術著作）去實踐學術誠信。他們給予學生機會，讓學生把求學本身視為一種
專業活動，並於這些專業活動中落實負責、誠實與公平等價值；這些習慣的養成，
也將有助於他們在未來職場上實踐專業倫理。 

二、強化師生關係與合作研究之品質 

在強化師生關係與合作研究的品質方面，明確的指引與定期的教學都是不可或
缺的。國外許多頂尖大學會制定師生合作指引，讓師生間的指導關係得以更順利進
行，並提供有助於排解雙方衝突的正式管道。以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為例，校方制定有「指導研究生之最佳實踐原則」（Best 
Practices in Graduate Student Advising），當中說明師生各自應盡的責任，同時提
供他們得以針對不同議題（學業、身心健康、諮商輔導、學術倫理等）尋求外部支援
的聯繫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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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校則是會定期舉辦指導關係（mentorship）的課程，讓指導教授、博士
後研究員（他們也時常參與學術指導）與受指導的學生，都有機會瞭解如何在合作
關係中，維持個人的最佳狀態。以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為例，校方會定期針對教師與
博士後研究員舉辦認證課程 Mentorship Training Program。課程中會呈現許多兩難
情境與專業決策困境，再帶領學員分別從教師與學生兩方的觀點出發，反思與討論
指導關係的實務意義與責任。課程中也會介紹一些實用的理論，協助學員發展屬於
他們自己作為研究導師的理念，例如領導風格、溝通風格、實驗室管理策略，以及當
今科學界相當重視的人際互動原則（包容、多元、尊重差異、性別平等）等。 

優良的師生合作研究會奠基在和諧的師生關係之上，因此國外頂尖大學多重視
師生關係的品質，並願意投注心力在培訓具功能性的指導教師與學生。畢竟很少有
研究人員是一開始就懂得如何指導學生，頂多是回憶或修正自己在學生時代指導教
授的所作所為；對於初踏入研究場域的學生而言，他們更是不清楚身為學生所能扮
演的研究角色。因此，運用明確的指引與定期的教學雙管齊下，應不失為是強化師
生關係與合作品質的重要做法。 

三、由現成資源確保學術研究與學位論文之品質 

在確保學位論文品質方面，國外常見的做法是要求學生利用相似度比對系統進
行檢測。據瞭解，香港大學是要求學生在送交學位論文時，需一併附上原始研究資
料與相似度比對報告，讓負責單位得以確保研究的精確性與原創性。此外，研究資
料管理系統的建置，也是確保論文品質的辦法之一。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與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都
有建置專屬的研究資料管理與儲存系統，兩校並鼓勵師生主動上傳研究資料，目的
一方面是為了提醒師生對於研究資料完整性與正確性的重視與實際作為，二來是提
供必要時的查核與再利用，同時也作為機構的數位典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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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也推出新的教學影片「學位論文─誠信篇」（圖
三）。影片的主角家豪是一名碩士生，他正在準備自己的學位論文；在撰寫的過程
中，他遇到許多關卡，並深深覺得，原來做研究、寫論文沒有他原本想得那麼容
易……。本片尤其適用在研究方法、學術寫作、論文研討等課程，由教師帶領學生共同
思考與討論，在進行學位論文的過程中，哪些是雙方都需要留意的學術誠信議題？ 

圖三 學位論文─誠信篇（取自影片截圖） 

最後，運用檢核表也是個不錯的方法。去年有一群國際著名的學術倫理學者，
在 Nature 期刊發表了關於學術出版品的完整性檢核表（圖四；詳見參考資料第 9
筆）。該表囊括作者列名、抄襲、倫理、資料完整性與成果報告等 11 個面向的查核。
建議大學校院與指導教師將該檢核表應用於學術倫理自律的相關機制中，如此能在
投稿前，針對師生學術著作是否符合普世學術倫理規範，進行最後的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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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學術出版品之完整性檢核表（僅部分內容，詳見參考資料第 9 筆） 

四、結語 

如何確保學位論文的品質？本文從三方面進行分享，分別是：強化學術誠信觀
念、態度與意識、強化師生關係與合作研究之品質，以及由現成資源確保學術研究與
學位論文之品質，並舉例說明國外頂尖大學在以上三方面的作法供讀者參考。惟須
強調的是，提供這些資訊之目的，不是主張臺灣的師生與大學校院一定要照著國外
的作法去施行，而是期望大學師生與校院管理者能藉此文章，有新的靈感與發想，
以進一步研擬出更適合研究者自身、研究團隊、服務學校的品質管理方針與資源挹注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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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資料（依提及次序排序） 

1. 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Brown School 對違反學術誠信的定義：
https://brownschool.wustl.edu/Life-at-Brown/Academic-Professional-
Integrity/Pages/Academic-Integrity.aspx 

2.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專門處理學術誠信事務的 Office of Academic Integrity：
https://academicintegrity.ucsd.edu/ 

3.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對於通報疑似作弊情事的相關管道：
https://academicintegrity.ucsd.edu/take-action/report-cheating/index.html 

4. 麻省理工學院制定的「指導研究生之最佳實踐原則」：https://oge.mit.edu/wp-
content/uploads/2020/08/Best-Practices-single.pdf 

5. 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提供給教師與博士後研究員的認證課程Mentorship Training 
Program：https://postdoc.wustl.edu/items/mentorship/ 

6.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新推出之教學影片「學位論文─誠信篇」：
https://youtu.be/GBIAmLcfDbc 

7.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研究資料管理與儲存系統：https://scholarbank.nus.edu.sg/ 

8. 南洋理工大學的研究資料管理與儲存系統：https://dr.ntu.edu.sg/ 

9. 學術出版品之完整性檢核表：Grey, A., Bolland, M. J., Avenell, A., Klein, A. A., & 
Gunsalus, C. K. (2020). Check for publication integrity before misconduct. 
Nature, 577, 167-169.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19-03959-6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教育部立場。） 

作者：潘璿安博士／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執行秘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
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感謝周倩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針對本文給予寶貴的修正建議。 

https://brownschool.wustl.edu/Life-at-Brown/Academic-Professional-Integrity/Pages/Academic-Integrity.aspx
https://brownschool.wustl.edu/Life-at-Brown/Academic-Professional-Integrity/Pages/Academic-Integrity.aspx
https://academicintegrity.ucsd.edu/
https://academicintegrity.ucsd.edu/take-action/report-cheating/index.html
https://oge.mit.edu/wp-content/uploads/2020/08/Best-Practices-single.pdf
https://oge.mit.edu/wp-content/uploads/2020/08/Best-Practices-single.pdf
https://postdoc.wustl.edu/items/mentorship/
https://youtu.be/GBIAmLcfDbc
https://scholarbank.nus.edu.sg/
https://dr.ntu.edu.sg/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19-03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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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AREE）新訊 

一、網站「教師專區」上線 

為提供教師一學術倫理新興議題資料及教學素材，本中心網站新增設「教師專
區」，共分「教師增能」與「教師教學」兩部分。「教師增能」以主題式呈現本中心平臺內適
合教師閱讀的內容；「教師教學」則彙整本中心可供教師教學或應用於翻轉教育的素
材，短期優先新增中文素材，未來將逐步加入英文素材，以服務外語授課的教學情
境。「教師專區」網址：https://ethics.moe.edu.tw/teacher/teacher_study/。 

二、網站資源分享新增「教育電子書」與「影音專區」 

「教育電子書」是匯集本中心自製
或經授權轉載之學術倫理電子文件，
首部上線文件是《「人工智慧(AI)倫理
指南」的重要性與各國應對現況：韓
國國內》。該文件係經韓國研究倫理
資 訊 中 心 （ Center for Research 
Ethics Information，CRE）授權，由
本中心翻譯繁體中文版。主題描述當
今企業界與學術界積極投入人工智慧
研究，過程中所衍生的倫理議題日漸
明顯，因此韓國企業界開始針對人工
智慧制定其社會責任與倫理規範，政
府和學術界也著手採取相對應的措
施 。 「 教 育 電 子 書 」 網 址 ：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
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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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AREE）新訊 

三、網站暫停營運預告 

因應 110 學年度將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將進行系統年度維護及更新
作業，預定於 110 年 8 月 3 日（二）至 8 月 10 日（二）暫停營運，停機期間將不提供
上課、測驗、下載修課證明，以及後臺管理服務。有時數認證需求者，請務必提早登入網
站 修 課 。 停 機 期 間 如 果 有 任 何 問 題 ， 歡 迎 來 信 至 本 中 心 客 服 信 箱 ：
ethics_service@nctu.edu.tw。停機時間若有異動，將另行公告，請密切留意本中心網站。 

10 

 
「影音專區」是匯集本中心自製或經授權轉載之學術倫理相關影片，目前共有四部精

彩影片。最新上線影片為「學位論文─誠信篇」，內容描述研究生家豪在撰寫論文初稿時
所遭遇到的關卡；本影片可供研究所學生思考進行學位論文撰寫時應留意的學術誠信議
題。「影音專區」網址：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video/ 。 

 

mailto:ethics_service@nctu.edu.tw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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