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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修課結構適切性之研究 

──以畢業年度為 100~102 學年度之大學部學生為例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本校大學部學生在目前的修課結構下，其所選修的專業與通識課程與其畢業

後生涯發展之相關情況。資料來源為畢業年度為 100~102 學年度之學生的修課資料（N= 

6641，資料來源：教務處）和畢業生生涯發展流向資料（N=2184，資料來源：職涯中心）。

研究結果發現(1)畢業後在研究所進修的學生，認為所修習通識課程對他/她目前較有幫助；

(2)專業學分修習多且目前有工作者，認為學校所學有幫助；(3)畢業後在研究所進修及準備

升學或國家考試的學生，認為修習外系專業課程對他/她目前較有幫助；(4)對正在工作的畢

業生而言，多數認為修習輔系專業對其工作有幫助；(5)各院畢業生在專業課程修課結構上

顯示出極大的差異。綜上所述，建議學校整合專業與通識課程，且未來各系所在課程設計上

應同時考量就業職場的需求變動與各系所本身的特色發展。針對未來研究，則建議通識課程

可針對公民素養的部份深究；專業課程與學生畢業發展調查中可增加其他指標(如就業意願

與個人生涯規劃等因素)。 

 

關鍵字：修課結構、生涯發展、專業課程、通識課程、公民素養 

 

 

 



Abstract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course-taking structure for 

undergraduate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s’ 

course-taking patterns and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There were two main data sources. One was 

students’ (N=6641) course-taking records and the other was a survey concerning students’ 

(N=2184) current career path.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for those who are currently 

studying in a graduate institute, the more general-education courses they took during their 

undergraduate years, the more likely they would perceive what they learned in the university was 

useful; (2) for those who are currently working/employed, the more professional-education 

courses they took during their undergraduate years, the more likely they would perceive what they 

learned in the university was useful; (3) for those who are currently studying in a graduate institute 

or are preparing for civil services examinations, the more professional-education courses they took 

outside of their belonged departments during their undergraduate years, the more likely they 

would perceive what they learned in the university was useful, and (4) for those who are currently 

employed, the more courses they took for their minors during their undergraduate years, the more 

likely they would also perceive what they learned in the university is useful; (5) there existed huge 

differences among colleges in terms of their students’ course-taking patterns, specifically for 

professional-education cours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take into deep consideration the need of the job markets and the unique features of each specific 

college when developing the new university course structure.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think how to better integrate professional-education courses 

and general-education courses in order to develop more effective course structure. For future 

research,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ity further explore how taking general-education courses is 

related to students’ civic literacy and that other related employment indicators (such as 

employment willingness and personal career planning)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s’ professional-education course-taking and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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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緣起與目的 

    大學教育的定位隨著時代而改變。因應國家社會的人才培育，大學教育除了應重視

學生在其本科專門知識之培養外，同時也應重視通識教育素養的發展，以提供培養學生

成為兼具博雅、通才、與全人的教育環境。然而，如何整體規劃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才

能在學生的學習上產生最大效益，則是一個困難的挑戰。歐美大學為培養學術通才，多

設立通識教育，延緩學術教育分流，鼓勵學生在第一年或前兩年的大學教育中多修習人

文、藝術、社會、以及自然科學等不同領域的共同課程，使學生具備應有的基礎知識，

並同時開發學生的潛能。在延緩學術的分流之下，讓學生於第二年或第三年在選擇主修

科目前，有更多機會進行自我探索與瞭解。而臺灣的大學教育方式則主要是在四年教育

中一邊訓練學生的專業素養，一邊修習一定比例的通識課程。為落實「博雅教育」理念，

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的課程改革即由通識教育課程改革上開始著手。為「落實大

學博雅教育―建構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新典範」，一方面傳承學校的歷史文風，另一方面

則呼應國內外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以具體落實以「博雅教育」為大學人才培育基磐之精

神，期許政大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能夠結合並進（陳幼慧，2014）。而為瞭解本校大學

部學生在目前的修課結構下，其所修習的專業與通識課程與其畢業後生涯發展之相關情

況，本研究利用教務處所提供的選課資料以及職涯中心所提供的畢業生發展流向資料，

針對本校畢業年度為 100~102 學年度之學生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可供作本校未來規劃與

調整大學部整體與各院之專業與通識課程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浪潮下，大學之角色已不若以

往單純。社會對於大學的期待亦趨複雜，大學除了塑造專才外，更應培養全人的公民。 

 台灣的大學從過去的菁英型態轉變為今日的普及型態，整體在數「量」上有大幅度

的成長，然而量的增加並不表示品「質」也隨之提升。戴曉霞（2000）指出，高等教育

功能並不僅止於社會菁英與領導階層的培育，也需涵蓋進入職業的準備。傳統菁英式大

學並無法完全符合社會的多元化需求。高等教育機構因此必須採取更多樣性的發展；除

了具有知識創造、保存及傳遞的傳統角色之外，也應能配合國家及經濟發展的需求，成

為培養社會與經濟所需人才的培育所。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大學教育在制度上較為多元，兼具大眾化與菁英化的制度，各

類學校各司其職，依照學生的背景與需求給與學習的機會（彭森明，2005）。四年制大

學的定位可分成上層和基層（upper and lower divisions），基層教育是指學校在學生一、

二年級時提供基礎課程，作為各領域的共同科目。這些科目如通識課程及基礎學科等。

課程重心主要放在基本理念、觀念、原理、方法與思維模式的探討，強調給予學生適性

學習的環境與機會，讓學生可以選擇並探究自己的性向、並且養成更進一步的學習能

力。然後再繼續完成上層的大學教育(advanced education)。上層教育主要為大三、大四

的課程，是專門學科領域，為主修的課程，著重分析、評判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必

須修習基層課程後能修習上層課程，且至少應完成某一學門的專修才可畢業。 

美國大學很重視基層教育，因為在基層教育中，學生才能真正的開始瞭解個人志

向、興趣與能力，試探合適的學門領域。基層教育因此有讓學生了解志向的教育功能。

此外，由於受過基層文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陶冶，學生日後想轉系也不會有太

大的困難。美國這種具有多元的大學定位，與追求平等與卓越的原則有關。政府設置不

同類型的大學給予不同程度的學生不同層級的教育，讓學生可以具備基礎的知識，達到

平等就學的目標。同時也利用教育的彈性與多元，使學生能依照興趣發揮潛能，達到卓

越的目的與人盡其才的理想（彭森明，2005）。而此類基層教育多通稱為「通識教育」。 

 一般而言，「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係指「專業教育」（disciplinary education 

or specialized education）以外的課程修習，通識教育所強調的「通」，不僅是「跨越學科」

的平面整合，更是貫穿生命的「融通」，以及知識根源的「融會貫通」。通識教育的意義，

應是尊重分殊理性的「分立」（trennung），並進一步著眼於分殊理性的「統整」（intergration）

（馮朝霖，2002）。也是一種建立人的主體性並與客體情境建立互為主體性關係的教育，

也就是一種完成「人之覺醒」的教育（黃俊傑，1999）。 

 在過往大學教育的發展中可以知道，若學生只是一味熟悉單一學科的知識體系，只

是精熟於某專業學科的發展，而對其他科系或領域的知識一無所知，易造成之後在跨領

域溝通上的困難。同時，欠缺博雅教育的薰陶下，大學生也容易因此而失去自我探索、

批判反省、以及創新突破的能力。在此一背景下，為了避免這種單一學科的狹隘學習，

許多大學紛紛恢復要求學生修習某些共同基礎學科的制度（江宜樺，2005）。 

接受博雅教育可以使學生習得跨領域的探究技能與批判力，學習如何承擔社會責任

和提昇公民參與能力，與從事更統整性的學習。讓學生可以從博雅教育的實踐中成為更



有潛能學習者，有更多動手實踐與體驗的機會；長遠而言，也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學習

結果(Schneider, 2004)。黃俊傑（2008）認為大學作為文化傳承的載體，可以在專業課程

中加入人文關懷，與通識教育進行整合，教學才能夠回歸人的本身。從這一觀點來看，

大學教育的角色就不再只是職業人才或專業人才的訓練場域，也是培養學生發展出獨立

思辯與分析判斷的能力；使他們面對知識時，能具有充份的自覺主體意識，以溶入人類

文明的創造活動；並協同其他人建立起未來社會的新價值與新秩序。這也是為何，近年

來許多大學校院均大力推動以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為基礎之教育改革計畫。強

調能力提升、知識統整、跨界學習、品格形塑和人文關懷等核心理念，使學生除了能持

續學習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外，也能建立廣博的知識基礎，以奠定深遠的公民意識與社

會責任（陳幼慧，2013）。 

 本校在規劃「博雅教育」時，即不斷思考如何建立與專業教育間之平衡，並透過通

識教育以重新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進行「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藉由參照

企業對於人才需求的能力面向，探究大學能力養成教育所需具備的元素，以做為本校制

定博雅核心能力與發展核心通識課程的依據。透過博雅核心能力的建置，以及「核心能

力」、「專業知識與能力」、「軟實力」、「競爭力」以及「就業力」的培養，並依據社會脈

動與學校發展，繪製出兼具本校特色與未來社會所需的人才圖像，塑造預期的領導人才

（陳幼慧，2014）。 

 以本校的新制課程結構內容為例，學士班校定通識為 28～32 學分，其中中國語文

為 4～6 學分，外國語文為 4～6 學分，一般通識又分人文科學 3～8 學分，社會科學 3

～8 學分，自然科學 4～8 學分，書院通識 0～4 學分。另外，為了培養學生具備宏觀思

維、自學能力、獨立思維、公民意識等知能，自 100 學年度起，一般通識類別下共規劃

21 門核心通識課程，學生必須在人文、社會、自然科學三領域中，分別至少修習乙門。

根據大學法的規定，學士畢業應修學分不得少於 128 學分。其中本校則另規定各系必修

學分包括系上專業必修學分以及群修學分不得超過該系畢業總學分的二分之一，另外四

分之一的選修學分可自行修習系上或外系（其中可以包括學程、輔系和雙主修的修習學

分）的課程。而學分的定義，以授課滿 18 小時為一學分（實習或實驗學分之計算，另

由各大學定之）。 

    另以美國頂尖大學為例。哈佛大學即期望大學生透過通識課程可以使學生學習到以

下的經驗：一、具備公民參與的能力;；二、了解他們自身也是傳統藝術、想法和價值的



產物與參與者；三、能夠以建設性的批判方式來面對改變；四、能對自身言行的倫理層

面有更多瞭解 ( Harvard University, 2013)。哈佛大學認為第一年的通識教育有助於新生

探索潛能，所以應使課程更加多元化。在哈佛大學中，學生需修習八大向度的通識教育

課程，每一向度至少應修一門課，在主修課程方面則須依各學門的要求，完成 10 至 20

門專業課程。芝加哥大學則是透過大學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博雅教育課程，來協助學生培

養具有批判性、分析性和寫作技巧的心智，也希望藉此可以幫助學生了解和發現知識的

重要，並進而真正成為公民社會的一員。在芝加哥大學中，學生需要修習六學季（quarter）

的「人文與公民課程」以及「科學與數學課程」。之後，再完成 9 到 16 門的主修專業課

程，另外，學生還要修習 8 到 18 門的選修專業課程。 

以上兩間美國大學的例子，皆鼓勵學生於第一和第二年中先修習完通識教育課程，

再進入專門課程的訓練。亦即，這兩所大學皆認為通識教育有助於幫助學生探索未來，

發揮潛能，為未來公民生活做準備。本校目前的新制課程結構內容也開始強調修習通識

教育基礎課程，以及與專業課程相互配合的重要。然而，本校的大學教育方式則主要是

在四年教育中一邊訓練學生的專業素養，一邊修習一定比例的通識課程。並且，新制課

程實施以來也尚未進行相關調查以瞭解目前的課程實施成效為何？ 

劉金源（2006）探討台灣大學在通識教育上普遍存在的問題。認為通識教育雖達普

及，但是內容不夠深厚，且通識教育和專門教育之間難以取得適當的協調與平衡。黃俊

傑（2007）也提出相對於過去必修課程佔過高比例之情況，必修課程的「鬆綁」是邁向

「教育自由化」的重要途徑，認為大學應通過課程結構與教學內容的調整以達成專業教

育的精緻化和通識教育的深化。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的互動與融合應是未來大學努力的

目標。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本校大學生專業和通識課程的結構情形，以了解本校目前

在專業與通識學分的設計基礎上，學生修課的情形如何？同時，本研究也根據職涯中心

的畢業生流向調查資料，做進一步分析，以了解專業與通識課程是否與畢業學生的生涯

發展進路有相關。 

 

 

 



參、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回答以下之研究問題： 

1. 本校大學部學生整體的專業和通識學分的修課比例為如何？  

2. 本校大學部學生雙主修及輔系的修習及取得情形如何？ 

3. 本校大學部各學院學生整體修課結構情形如何？ 

4. 本校大學部學生整體修課結構與畢業發展流向之整體關係為何？  

5. 本校大學部各學院學生修課與畢業發展流向之關係為何？ 

6. 本校大學部學生取得雙修、輔系的學生其雙修、輔系的學分與學生畢業流向之相關情

形如何？ 

肆、研究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兩大部分。第一是教務處所提供的修課資料。主要為100~102

學年度的畢業學生在校的修課資料。表1所示為各學院之大學部學生的修課資料統計。

其中以商學院的畢業生(n=1708)為最多，教育學院的畢業生為最少(n=140)。其他的排序

則依次為社科、外語、傳播、法、文、理、國際。 

 

表 1：修課資料描述性統計（100-102 學年度畢業人數，資料來源：教務處） 

文 傳播 商 國際 外語 教育 法 理 社科 總數 

514 595 1708 204 980 140 579 418 1503 6641 

(7.74%) (8.96%) (25.72%) (3.07%) (14.76%) (2.11%) (8.72%) (6.29%) (22.63%) (100%) 

第二是職涯中心的畢業流向調查問卷。本問卷為電訪調查，是屬於學生自我覺知的

調查資料。問卷的設計使用四等李克特式量表，其1~4分別代表：「根本沒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有點幫助」、與「很有幫助」。 

上述兩項資料皆經由電算中心進行學號配對與模糊化處理後再整併進行分析。本研

究主要使用職涯中心的畢業流向調查問卷中的以下四個問題：(1)請問您覺得以前在學校

所學到的各種知識或技能對您的工作有沒有幫助？(本題只針對目前有工作的畢業校

友)；(2)請問您覺得以前在學校所學到的各種知識對您目前的讀書有沒有幫助？(本題只

針對目前正在研究所進修的畢業校友)；(3)請問您覺得以前在學校所學到的各種知識或



技能對您目前準備考試有沒有幫助？(本題只針對目前正在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的畢業

校友)；(4)請問您覺得以前在學校所學到的各種知識或技能對您目前找工作有沒有幫

助？(本題只針對目前求職中的畢業校友)。 

表2所示為職涯中心針對已畢業學生所進行之畢業流向調查資料的基本分析。在本

調查的所有抽樣畢業生中，約有95%的畢業是在工作、進修、或準備考試中。只有5%是

仍在求職中。然而，由於可用以分析的資料人數只有2184人，約為教務處資料來源總人

數的33%，所以整體而言，職涯中心的資料無法代表全整畢業生。表3所示則為表1與表2

綜合整理之後各細項的統計人數。 

 

表2：修課資料以及畢業流向調查資料（資料來源：職涯中心）描述性統計（單位：人

數） 

有工作 研究所進修中 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 求職中 總數 

1005(46%) 763(35%) 305(14%) 111(5%) 2184(100%) 

 

表3： 各個學院畢業生的生涯發展情形 

 文 傳播 商 國際 外語 教育 法 理 社科 

有工作 75 134 280 31 186 6 36 32 225 

研究所進

修中 
77 29 168 23 65 21 91 80 209 

準備升學

或國家考

試 

19 15 50 15 37 16 74 3 76 

求職中 12 13 23 2 25 10 2 3 21 

總數 514 595 1708 204 980 140 579 418 1503 

每年 

平均 

171.33 

 

199.67 

 

569.33 

 

68 

 

326.67 

 

46.67  

 

193.00  

 

139.33  

 

501.00  

 

佔調查人數

之百分比 
7.74% 9.01% 25.70% 3.07% 14.75% 2.11% 8.71% 6.29% 22.62% 



伍、研究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二大資料來源，分別進行統計上的描述與相關分析，以回答本研究所

提出之各項研究問題。 

1. 大學部學生的專業和通識學分的修課結構比例 

如表4所示，根據教務處100~102學年度畢業學生的在校修課資料，學生在專業課程

學分修習的狀況分布為67~245學分，平均數是116學分(SD=18.75)，通識學分分布則為

13~64學分，平均值是33學分(SD=5.31)。其中，通識學分約佔總學分的22%，而專業學

分則佔總學分的78%。參考哈佛與芝加哥大學的比例則是如下：哈佛大學的通識學分佔

全部學分的25%。芝加哥大學的通識學分則佔35%。本校這樣的比例是否理想，亦是未

來值得探討的問題之一。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通識學分的畢業規定須修滿28~32學分，

其中低於28學分的有390人，推測原因由於分析資料中可能有轉學生或是重回政大就讀

的學生，因為抵免通識學分的關係，會有學生的學分數低於28學分的情形（專業學分亦

同）。 

表4：學生修課描述性統計 (學生人數N=6641) 

 學分數 

最小值 

學分數 

最大值 

學分數 

平均數 

學分數 

標準差 

專業學分 67.00 245.00 115.77 18.75 

通識學分 13.00 64.00 32.57 5.31 

2. 本校大學部學生雙修及輔系的修習及取得情形 

此外，根據教務處 100~102 學年度畢業生的在校修課資料進一步分析學生雙修及輔

系的修習的情形。結果如表 5 所示。其中，雙主修取得的學生有 487 人，占本研究修課

資料總人數 6641 人的 7.33%；至少擁有一個輔系的有 772 人，占本研究修課資料總人數

6641 人的 11.62%；同時修完兩個輔系的有 20 人，占本研究修課資料總人數 6641 人的

0.30%；一雙一輔的有 35 人，占本研究修課資料總人數 6641 人的 0.52%。 

首先，從各年度（100~102 學年度）來看，學生修習雙主修及輔系的人數如下：(1)

雙主修為 170 人（100 學年度）、146 人（101 學年度）、與 171 人（102 學年度）；(2)至



少一個輔系 224 人（100 學年度）、228 人（101 學年度）、283 人（102 學年度）。由於

每年都有控管申請的人數，所以變動都不多。 

其次，從整體來看，申請雙主修的學生總共有 1001 人（佔總人數 6641 的 15.07%），

但實際於畢業時取得雙主修學位的人數則只有 487 人，占 1001 人中的 48.65%（佔總人

數 6641 的 7.33%）；放棄雙主修學位的人數則有 437 人，占 1001 人中的 43.66%；由放

棄雙主修的比率頗高，建議可以進一步調查其原因。另外，申請輔系的總人數共有 2983

人（佔總人數 6641的 44.92%），其中取得資格輔系資格的有 705人，占 2983人中的 23.63%

（佔總人數 6641 的 10.61%）；另外有 67 人是未修滿雙主修資格而轉為認證輔系的（佔

總人數 6641 的 1.01%）。 

 

表5：學生修雙修輔系的描述統計 

 雙主修 輔系一 輔系二 

取得 487(7.33%) 643(9.68%) 82(1.23%) 

放棄 437(6.58%) 1667(25.10%) 522(7.86%) 

不合格 4(0.06%) 34(0.51%) 15(0.23%) 

未取得 6(0.09%) 15(0.22%) 5(0.07%) 

雙修轉輔系 67(1.01%)   

註：總人數n=6641。 

3.本校大學部各學院學生整體修課結構情形 

下表(表6)為進一步分析九個學院大學部學生的修課結構情形。表中第一列的數值代

表學生畢業總學分數之平均數。其又可分為二大類別的學分數：即專業學分數、與通識

學分數。另外專業學分數又可再細分成（1）本系專業學分數、(3)外系專業學分數、（3）

雙/輔專業學分數、以及(4)其他（含整開）專業學分數。簡單說明，表中的總學分數 = 專

業學分＋通識學分數；而本系專業學分 = 本系必修＋本系選修；雙/輔學分＝雙（輔）

必＋雙（輔）；其他專業學分=其他專業＋其他選修。從表6中可知各學院間之大學部學

生在修課總學分數上以及通識學分上的差異不大。然而，在四類不同的專業學分上，則

可以看出各院間有明顯的結構上的差別。首先，在本系專業上，法學院學生所修習的平



均學分數為最高（M = 97學分），最低則為傳播學院的34學分。其次，在外系專業上，

傳播學院學生所修習的平均學分數為最高（M =50學分），最低則為法學院的5學分。另

外，在雙修/輔系專業學分上，教育學院學生所修習的平均學分數為最高（M = 32學分），

最低則為理學院、法學院與商學院的4、5與6學分。至於包含整開課程學分的其他一項，

則是以商學院學生所修習的平均學分數為最高（M = 43學分），最低則為文學院的6學

分。從表中可知，各學院由於專業本質上的不同，其課程設計也有極大的差異。例如，

法學院對本系專業的依賴相對較高，而傳播學院則鼓勵修習外系專業。教育系則會因未

來擬任教科目之不同，而對雙修/輔系的專業需求較高。 

表6 各學院學生修課學生結構描述統計 
 文 傳播 商 國際 外語 教育 法 理 社科 

總學分數 148 146 150 153 152 154 148 142 148 

(1)專業 
學分 115 112 118 120 120 121 117 108 114 

本系 
專業 76 34 42 56 75 65 97 82 53 

外系 
專業 18 50 27 24 24 14 5 10 15 

雙/輔 
專業 15 15 6 19 11 32 5 4 10 

其他 
(含整開) 

專業 
6 13 43 21 10 10 10 12 36 

(2)通識 
學分 33 34 32 33 32 33 31 34 34 

註1：資料取得是將本系開課的代碼視為本系專業，而院整合的整開課程則是包含在在

其他專業學分內。 

註2：表中的主要概念說明如下： 

(1) 總學分數＝專業學分 + 通識學分數 

(2)本系專業學分=本系必修＋本系選修 

(3)雙/輔學分＝雙（輔）必＋雙（輔）選 

(4)其他專業學分=其他專業+其他選修 

(5)整開專業學分=整開必修+整開選修；整開專業為學院所開課程，比如說心理學或一些



基礎課程，其他系的人也可以選擇，所以不一定是本系專業。 

註3：傳院大一、二不分系是從從103學年開始(如傳院網頁所示)。而其傳播學士學位學

程則是從2007年（96學年度）開始採大一不分系，大二之後可根據傳院的三學系的專業

學程自行組合課程。 

4. 修課結構與學生畢業流向發展之間的關係 

為進一步瞭解學生在校時所修習的課程結構和職涯中心所調查的學生畢業流向（目

前有工作、目前研究所進修中、目前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中、目前求職中）間之相關情

形，本研究針對教務處與職涯中心所提供的二個資料庫進行統計上的相關分析。結果如

表7所示。以下則依照職涯中心針對學生目前的四種生涯狀況分別進行說明如下： 

(1)目前有工作的畢業生 

本研究所調查目前已畢業且有工作的學生在校時所修的「本系專業學分」對於目前

工作的幫助為正相關；而其在校所修的「外系專業學分」對於目前工作的幫助為負相關。

此一結果顯示，對目前在工作的畢業生而言，本系專業學分修的愈多，愈有可能會覺得

以前在學校所學到的各種知識或技能對其工作有幫助。而這些畢業生也是相對的可能在

外系專業學分上修的較少的學生。 

 (2)目前在研究所進修的畢業生 

此類畢業生在校時所修的「總學分」、「專業學分」、「本系專業學分」和「雙/

輔專業學分」對於目前研究所進修的幫助為負相關。而其在校所修的「整開專業學分」

和「外系專業學分」與「通識學分」對於目前研究所進修的幫助性為正相關。此一結果

顯示，對目前在研究所進修的畢業生而言，外系專業與通識學分修的愈多，愈有可能覺

得以前在學校所學到的各種知識對其目前的讀書有幫助。此一結果的另一可能解釋則

是，當畢業學生選擇進入研究所進修以提昇專業能力時，他們也可能是在本系或輔系專

業修習較少，因而專業上較感到不足的一群。 

 



(3)目前在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的畢業生 

此類畢業生在校時所修的「本系專業學分」對於目前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的幫助為

負相關；其在校所修的其他（整開）專業和外系專業對於準備升學和國家考試為正相關。

此一結果指出，對目前在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的畢業生而言，外系專業學分修的愈多，

愈有可能覺得以前在學校所學到的各種知識或技能對其目前準備考試有幫助。可能原因

是，當畢業生進入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的生涯路徑時，可能會覺得在本系中所修習的專

業上較不足；也因此需要透過額外的準備（如進入補習班或自修）來加強與考試科目相

關的專業。而這些專業也有可能是當初在校時，在外系曾俢習過，因此也較容易認為外

系專業對其準備升學和國家考試較有幫助。 

 (4)目前在求職的畢業生 

求職中的畢業生在校時所修的「其他（含整開）專業學分」對於其求職的幫助為正

相關；其在校所修的「外系專業學分」對於求職的幫助則為負相關。此一結果指出，對

目前在求職中的畢業生而言，「其他（含整開）專業學分」修的愈多，愈有可能覺得以

前在學校所學到的各種知識或技能對其目前可能找到工作有幫助。換言之，與本系較有

關連性的「其他（含整開）專業」，整體而言仍是比與本系關連性較小的外系專業，對

找工作要有助益一些。 

 

表7修課結構與學生畢業流向發展之相關 

 
有工作 研究所進修 

準備升學或

國家考試 
求職中 

總學分數 .005 -.086** .031 .009 

專業學分 .007 -.095** .024 .006 

本系專業 .108** -.124** -.073** .010 

外系專業 -.131** .096** .093** -.049** 

雙/輔專業 .005 -.062** -.011 -.002 

其他專業 -.014 .035* .037* .043* 

通識學分 -.009 .066** .015 .008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5. 各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 

前一綜合分析是針對全校的大學生所做，無法區分各學院的情況。所以以下進一步

分析各學院大學部學生在校修課的情形與其畢業後職涯發展之間的相關。 

首先，從表8可知各學院大學部學生的修課總學分數與其職涯發展之相關情形。表

中的「＋」符號表示正相關，「－」符號表示負相關，「空白」符號則表示無相關）。

就社科院而言，畢業生認為學分修的愈多對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或求職是有助益的；

但對研究所進修方面的幫助則是負相關。就法學院而言，畢業生認為學分修的愈多對準

備升學或國家考試也是有助益的；但在工作上的助益方面則是負相關。就商學院與傳播

學院而言，畢業生認為學分修的愈多，對研究所進修的助益為負相關。就外語學院而言，

畢業生認為學分修的愈多，對工作上的助益是有正相關的，但對研究所進修上的助益則

是負相關。 

整體而言，學分修的愈多對研究所進修方面的幫助則是負相關，但對準備升學或國

家考試、或求職則似乎是有一些助益。 

 

表8：各學院學生修課總學分數與職涯發展之相關分析 

 總學分數 有工作

的校友 

研究所

進修校

友 

準備升

學或國

家考試

校友 

求職中

校友 

文     

理     

社科  - + + 

法 -  +  

商  -   

外語 + -   

傳播  -   

國際     

教育     



其次，從表9中可知各學院大學部學生在專業與通識學分修習上與其職涯發展之相

關情形。如果從四類職涯發展的路徑上來看， 

就社科院而言，專業學分數與研究所進修的關連性為負相關，然其與求職的關係為正相

關；通識學分則是與研究所進修，以及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間呈正相關。就法學院而言，專業

學分數與研究所進修的關連性為負相關，然其與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間的關係則為正相關；通

識學分則是與研究所進修間呈正相關。商學院的專業學分數則與研究所進修的滿意度感知之

關連性為負相關。就外語學院而言，專業學分數則其工作的滿意度感知呈正相關，而與研

究所進修的滿意度感知之關連性則為負相關。傳播學院的結果與商學院相似，專業學分數

則與研究所進修的滿意度感知之關連性為負相關。國際學院則是在通識學分發現其與工作的

滿意度感知呈負相關。其他三個學院（文、理、教育）則在二類專業都未見有任何顯著

之關連性。 

整體而言，通識學分修的愈多似乎對研究所進修方面的幫助是正相關，但專業學分

修的愈多似乎對研究所進修方面的幫助是負相關。 

表9：各學院學生修課之專業與通識學分數與職涯發展之相關分析 

    有工作 研究所進修 準備升學或

國家考試 

求職中 

文 專業學分     

  通識學分     

理 專業學分     

  通識學分     

社科 專業學分  -  + 

  通識學分  + +  

法 專業學分  - +  

  通識學分  +   

商 專業學分  -   

  通識學分     

外語 專業學分 + -   

  通識學分     



傳播 專業學分  -   

  通識學分     

國際 專業學分     

  通識學分 -    

教育 專業學分     

  通識學分     

 

另外，表10是進一步分析各學院大學部學生在不同專業學分細項上與四類職涯發展

路徑之關連性。說明如下： 

(1) 文學院：本系專業對在研究所進修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164 (p < .05)；外系專業

對於求職中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的-.172 (p < .01)；雙/輔專業學分對準備升學或國

家考試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124 (p < .05)；其他專業對研究所進修的學生的幫助

是正相關.150 (p < .05)。 

(2) 理學院：本系專業對在研究所進修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152 (p < .05)；外系專業

學分對於在求職中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138 (p < .05)；雙/輔專業學分對在研究所

進修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171 (p < .05)。 

(3) 社科學院：本系專業對於在研究所進修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100(p < .01)；外系

專業對於有工作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093(p < .01)；雙/輔專業對於在研究所進修

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073 (p < .05)；其他專業學分對在研究所進修的學生的幫助

是正相關.072 (p < .05)。(4)法學院：外系專業學分對有工作的人的幫助是負相關-.163 

(p < .05)；其他學分對於在研究所進修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203(p < .01)。 商學

院：本系專業學分對有工作的學生的幫助是正相關.086 (p < .05)，但對在研究所進

修中的學生是負相關-.106(p < .01)；雙/輔專業對於在研究所進修的學生的幫助是負

相關-.098 (p < .05)。 

(4) 外語學院：雙/輔專業學分對在工作的學生的幫助是正相關.100 (p < .05)，但對在研

究所進修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122 (p < .01)；其他專業則對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

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126 (p < .01)。 

(5) 傳播學院：本系專業對在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的學生的幫助是正相關.119 (p < .05)。 



(6) 國際學院：通識學分對於有工作的學生的幫助是負相關-.246 (p < .01)。 

(7) 教育學院：外系專業對於在求職中的學生的幫助是正相關.302 (p < .01)。 

 

另外，若以職涯中心調查學生目前的四種生涯發展狀況（「工作中」、「研究所進

修中」、「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中」和「求職中」）來看，則說明如下。 

(1) 有工作：外系專業學分（如社科學院與法學院）對工作較無助益（負相關）；而本系專

業學分（商學院）與雙/輔專業學分（如外語學院）則對工作較有助益（正相關）。可

能原因作瞭解需考慮各院的特色與差異。 

(2) 研究所進修中：從表中可知，這類畢業生多數認為本系專業學分（如文、理、社科、

與商學院）與雙/輔專業學分（如理、社科、商、與外語學院）對工作較無助益（負相

關）。可能原因之一是就讀研究後接觸到更深的專業，主觀覺得以前所學的不足。 

(3) 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從表中可知，部分這類畢業生認為雙/輔專業學分（如文學院）、

其他專業學分（如外語學院）、本系專業學分（如傳播學院）對工作較無助益（負相

關）。 

(4) 求職中：從表中可知，求職中的文學院與理學院校友認為外系專業學分對工作較無助益

（負相關）；然教育學院校友則認為外系專業學分對工作有助益（正相關）。針對教

育學院而言，可能原因之一是從事教職必須要修一外系做為任教科目（如教歷史就要

修歷史系的外系專業）。 

 

上述各學院大學部已畢業校友在校時之修課情形與其職涯發展路徑之詳細相關分

析結果請另詳見附錄一。綜言之，各院有其發展特色，因此在專業學分與通識學分的規

劃上，或許應適度考量各院的未來規劃，給予彈性調空間。 

 

 

 

 

 

 

 



表10：各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之相關整理 

    有工作的 

校友 

研究所進修 

校友 

準備升學或 

國家考試校友 

求職中校友 

文 本系專業  -   

  外系專業    - 

  雙/輔專業   -  

  其他專業   +   

理 本系專業  -   

  外系專業    - 

  雙/輔專業  -   

  其他專業     

社科 本系專業  -   

  外系專業 -    

  雙/輔專業  -   

  其他專業  +   

法 本系專業     

  外系專業 -    

  雙/輔專業     

  其他專業  -   

商 本系專業 + -   

  外系專業     

  雙/輔專業  -   

  其他專業     

外語 本系專業     

  外系專業     

  雙/輔專業 + -   

  其他專業   -  



傳播 本系專業   -  

  外系專業     

  雙/輔專業     

  其他專業     

國際 本系專業     

  外系專業     

  雙/輔專業     

  其他專業     

教育 本系專業     

  外系專業    + 

  雙/輔專業     

  其他專業     

6. 取得雙修輔系的學生其雙修、輔系的學分與學生畢業流向之相關 

 由表11可知「取得雙主修資格」的學生（n=174）其雙主修的專業學分與目前的工

作、研究所進修、準備升學或國家考試或求職的助益無顯著相關。而「至少取得一個輔

系」(n=237)(表示可能取得一個或兩個輔系的資格，或是雙主修轉為輔系資格)的學生則

在輔系的專業學分與目前工作的滿意度感知上有正相關.123 (p < .05)。 

 

表 11 雙修與輔系學生的專業學分與畢業流向之相關 

  目前有 

工作 

研究所 

進修 

準備升學

或國家考

試 

求職 

雙修專業 

(n=174) 

-0.032 

(n=70) 

-0.058 

(n=81) 

-0.017 

(n=17) 

-0.024 

(n=6) 

輔系專業 

(n=237) 

0.123* 

(n=112) 

-0.051 

(n=69) 

-0.065 

(n=39) 

0.009 

(n=17)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陸、研究討論與建議 

(1) 就整體課程結構而言 

從本研究的結果可知，各院大學部的專業與通識修課結構設計不盡相同。然而，本

校在整體的課程結構設計上則只能適用比較統一的規定，並無針對各院進行客製化

調整的規定。例如，本校統一規定各系必修學分（包括系上專業必修學分以及群修

學分）不得超過該系畢業總學分的二分之一，以及只允許四分之一的選修學分可讓

學生自行修習系上或外系（其中可以包括學程、輔系和雙主修的修習學分）的課程。

此項整體規定背後的學理根據為何？是否需要進行調整？似乎值得進一步討論。未

來建議本校在課程結構的細部調整上，可以考慮參考各院的特色發展，並與各院進

一步討論詳細的調整作法。 

(2) 就專業課程方面而言 

一般而言，專業學習是為工作做準備。所以，專業修習愈佳、應愈能找到合適的工

作。雖然本研究結果發現此二者在統計相關上雖有顯著，但也皆只是低度相關。可

能原因之一是由於社會變遷快速，工作職場上所需的專業也不斷地在進步中，所以

學生在校所學專業不一定於畢業後便可以符應業界所需。另外，專業能力也只是預

測就業力的指標之一，其他如就業意願、個人的生涯規劃、人生觀、工作態度、人

際網脈、合作能力等也可能會影響個人在畢業後是否願意立即投入工作、與能否順

利在畢業後立即找到工作的其他重要因素。然而這些因素目前仍無法由校內的資料

庫中直接獲得。雖然專業教育有其重要性，但各學院的課程設計，若只強調瞭解與

精熟某單一專業的知識體系，而缺乏對其他科系或領域的認識，也可能會造成跨領

域工作、學習與溝通上的困難（馮朝霖，2002）。建議未來的研究可針對此一現象

再深入探討。 

(3) 就通識課程方面而言 

通識教育的設計原本就不是以培養專業工作能力為依歸，而是以培養公民素養為宗

旨。因此，一如預期，本研究之結果也發現通識學分與工作間皆沒有任何顯著相關。

然而，在一些學院的個別分析中，則可以見到通識學分與研究所進修（如法學院與

社科學院）具有統計上的相關。由於通識學分與專業學分間有互斥效果--意即，通

識學分修的多，專業學分就會相對修的少，所以畢業生也可能會因此認為進一步的



研究所進修可以加強專業以利未來就業。由文獻中可知博雅教育的薰陶有助於提昇

學生是自我瞭解、反省批判、與突破創新的能力（江宜樺，2005）；然而受限於研

究資料，本研究並未能對此現象有深入瞭解。未來或許也應進一步研究此一議題。 

(4) 就雙修與輔系專業課程方面而言 

雙修與輔系的設計在理論上也是為專業化做準備，所以預期他們應對未來工作有幫

助。而本研究的結果也發現輔系與工作間確有顯著相關。然而，本研究的結果也同

時發現雙修與工作間沒有顯著相關，可能原因之一是雙修人數較少。這點可以就目

前調查人數的母數（N=6641）看出。真正有修雙修(487/6641=0.07)以及輔系

(772/6641=0.12)的比例的確並不高。可見真正有去修輔系雙修以加強專業的學生也

並不多。然而，這也與學校每年實際核定雙修或輔系的人數有關。另外一點值得說

明的是，雙修與工作間沒有顯著相關，並非即指雙修工作沒有幫助。因為結果也沒

有顯示雙修與工作間有顯著「負」相關。所以，建議學校未來仍應多鼓勵學生申請

雙修與輔系，同時也應針對修雙輔的學生進行長期追蹤，以瞭解其實際的助益。 

(5) 就有關研究的行政協調方面而言 

本研究在資料取得與資料統整過程上皆花費大量時間（例如，公文的往返與不同單

位的協調與溝通等），費時費力。如果長期的課程研究對學校永續發展有益，建議

未來學校可以考慮長期開放修課資料（open data）予校內某一固定的研究單位如（職

涯中心），以針對類似或相關的課程議題進行更深入與長期的研究與追蹤。 

(6) 結語 

大學教育的終極目標之一是培養各領域的專家。而根據Hatano和 Inagaki (1986)的理

論，專業成長主要有二個面向，一是以熟練（mastery）為主的效能取向

(efficiency-oriented)，另一則是以調適（adaptability）為主的創新取向

(innovation-oriented)。由於各院、系、所對專業成長的需求或看法可能不同，課程

的設計也會不一樣。例如在以考取公職學生為主的專業系所，其專業知識的課程設

計可能需要多強調熟練與效能取向的專業成長，而如果院系或所的目標是在培養學

生進入需要高度創意的職場工作，則其課程的設計必然要以調適與創新取向的專業

發展為主。建議未來各院系所在課程設計上應同時考量就業職場的需求與各系所本

身的特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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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各學院大學部已畢業校友在校時之修課情形與其職涯發展路徑之相關分析結果 
 
(1)文學院 
表1：文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之相關 

 總學 

分數 

專業 

學分 

 

本系 

專業 

 

外系 

專業 

 

雙/輔專

業 

 

其他 

專業 

通識 

學分 

有工 

作的 

研究所

進修 

準備升

學或國

家考試 

求職 

總學分數 1 .977** .063 .144** .311** .686** -.224** .039 -.116 -.013 -.032 

專業學分   1 .053 .135** .344** .696** -.427** .046 -.109 -.015 -.045 

本系專業     1 -.378** -.253** -.193** .024 -.040 -.164** .041 .037 

外系專業       1 -.156** -.046 -.252** .086 -.017 .081 -.172** 

雙/輔專業         1  -.017 -.271** .023 -.049 -.124* .020 

其他專業         1 -.009 .010 .150* .002 .079 

通識學分             1 -.046 .003 .014 .073 

有工作的               1 -.377** -.172** -.135* 

研究所進修                 1 -.175** -.137* 

準備生活或國

家考試 
                  1 -.060 

求職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2)理學院 
表2：理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之相關 

 總學 

分數 

專業 

學分 

 

本系 

專業 

 

外系 

專業 

 

雙/輔專

業 

 

其他 

專業 

通識 

學分 

有工 

作的 

研究所

進修 

準備升

學或國

家考試 

求職 

總學分數 1 .938** -.019 .347** .479** .560** -.161** .016 -.118 -.095 -.113 

專業學分   1 .005 .369** .518** .565** -.493** .020 -.130 -.065 -.070 

本系專業     1 -.364** -.297** -.248** -.060 .019 -.152* -.041 .057 

外系專業       1 -.033 .144** -.274** -.023 .073 .068 -.138* 

雙/輔專業        1  -.109* -.202** .095 -.171* -.133 .048 

其他專業         1 -.181** -.055 .036 -.013 -.042 

通識學分             1 -.018 .080 -.050 -.080 

有工作的               1 -.324** -.050 -.058 

研究所進修                 1 -.090 -.105 

準備生活或國

家考試 
                  1 -.016 

求職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3)社科學院 
表3：社科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之相關 

 總學 

分數 

專業 

學分 

 

本系 

專業 

 

外系 

專業 

 

雙/輔專

業 

 

其他 

專業 

通識 

學分 

有工 

作的 

研究所

進修 

準備升

學或國

家考試 

求職 

總學分數 1 .947** .175** -.060* .226** .622** -.227** -.013 -.092** .071* .071* 

專業學分   1 .122** .007 .280** .628** -.526** -.024 -.103** .065 .072* 

本系專業     1 -.833** -.276** -.082** .093** .040 -.100** .025 .048 

外系專業       1 -.161** .088** -.254** -.093** .032 .061 -.016 

雙/輔專業        1  -.071** -.258** -.031 -.073* -.011 .039 

其他專業         1 -.180** .018 .072* .000 -.017 

通識學分             1 .041 .072* -.008 -.032 

有工作的               1 -.323** -.200** -.101** 

研究所進修                 1 -.190** -.096** 

準備生活或國

家考試 
                  1 -.053 

求職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4)法學院 
表4：法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之相關 

 總學 

分數 

專業 

學分 

 

本系 

專業 

 

外系 

專業 

 

雙/輔專

業 

 

其他 

專業 

通識 

學分 

有工 

作的 

研究所

進修 

準備升

學或國

家考試 

求職 

總學分數 1 .983** -.014 .588** .489** .616** -.068 -.115* -.080 .150* .031 

專業學分   1 .009 .589** .504** .608** -.251** -.105 -.121* .159** .039 

本系專業     1 -.407** -.372** -.338** -.120** .011 -.027 .048 -.001 

外系專業       1 .128** .260** -.160** -.163** .072 .072 -.043 

雙/輔專業         1 .290** -.059 -.006 -.042 .063 .031 

其他專業         1 -.102* -.033 -.203** .106 .085 

通識學分             1 -.040 .261** -.083 -.053 

有工作的               1 -.232** -.218** -.031 

研究所進修                 1 -.395** -.056 

準備生活或國

家考試 
                  1 -.048 

求職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5)商學院 
表5：商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之相關 

 總學 

分數 

專業 

學分 

 

本系 

專業 

 

外系 

專業 

 

雙/輔專

業 

 

其他 

專業 

通識 

學分 

有工 

作的 

研究所

進修 

準備升

學或國

家考試 

求職 

總學分數 1 .953** -.051* .128** .326** .689** -.168** .003 -.096** .049 .024 

專業學分   1 -.037 .104** .412** .665** -.458** -.008 -.102** .040 .025 

本系專業     1 -.492** -.293** -.107** -.031 .086* -.106** .023 .035 

外系專業       1 -.124** -.237** -.385** -.048 .041 .041 -.060 

雙/輔專業         1 -.037 -.141** .003 -.098** .010 .037 

其他專業         1 .039 -.044 .035 -.021 .028 

通識學分             1 .041 .057 .019 -.011 

有工作的               1 -.330** -.169** -.113** 

研究所進修                 1 -.120** -.080* 

準備生活或國

家考試 
                  1 -.040 

求職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6)外語學院 
表6：外語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之相關 

 總學 

分數 

專業 

學分 

 

本系 

專業 

 

外系 

專業 

 

雙/輔專

業 

 

其他 

專業 

通識 

學分 

有工 

作的 

研究所

進修 

準備升

學或國

家考試 

求職 

總學分數 1 .963** -.013 .337** .352** .669** -.215** .134** -.135** -.030 .009 

專業學分   1 -.024 .340** .405** .673** -.471** .132** -.130** -.023 .001 

本系專業     1 -.252** -.442** -.189** .044 -.020 .007 .028 -.049 

外系專業       1 -.007 -.117** -.314** .050 -.075 .018 .009 

雙/輔專業         1 .085** -.249** .100* -.122** .016 .018 

其他專業         1 -.129** .052 .008 -.126** .036 

通識學分             1 -.039 .028 -.014 .026 

有工作的               1 -.280** -.241** -.195** 

研究所進修                 1 -.119* -.096* 

準備生活或國

家考試 
                  1 -.070 

求職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7)傳播學院 
表7：傳播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之相關 

 總學 

分數 

專業 

學分 

 

本系 

專業 

 

外系 

專業 

 

雙/輔專

業 

 

其他 

專業 

通識 

學分 

有工 

作的 

研究所

進修 

準備升

學或國

家考試 

求職 

總學分數 1 .968** -.082* .296** .259** .653** -.356** -.037 -.131* .026 -.028 

專業學分   1 -.083* .296** .298** .645** -.580** -.018 -.141* .017 -.049 

本系專業     1 -.239** -.590** -.172** .041 -.018 .006 .119* -.044 

外系專業       1 -.166** -.111** -.268** -.027 -.044 -.018 -.058 

雙/輔專業          1 .090* -.283** .012 -.092 -.101 .030 

其他專業         1 -.141** .031 .016 -.039 .030 

通識學分             1 -.063 .104 .024 .101 

有工作的               1 -.260** -.214** -.199** 

研究所進修                 1 -.077 -.072 

準備生活或國

家考試 
                  1 -.050 

求職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8)國際學院 
表8：國際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之相關 

 總學 

分數 

專業 

學分 

 

本系 

專業 

 

外系 

專業 

 

雙/輔專

業 

 

其他 

專業 

通識 

學分 

有工 

作的 

研究所

進修 

準備升

學或國

家考試 

求職 

總學分數 1 .977** -.232** .085 .291** .784** -.018 .033 -.134 .084 -.013 

專業學分   1 -.257** .102 .303** .785** -.230** .082 -.164 .079 -.034 

本系專業     1 -.282** -.202** -.318** .146* .067 -.099 -.016 .117 

外系專業       1 -.108 -.058 -.094 .044 -.033 -.119 .024 

雙/輔專業          1 -.124 -.103 -.023 -.113 .140 -.119 

其他專業         1 -.089 -.084 .184 .035 .035 

通識學分             1 -.246** .148 .026 .110 

有工作的               1 -.269** -.246** -.084 

研究所進修                 1 -.202* -.069 

準備生活或國

家考試 
                  1 -.054 

求職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9)教育學院 
 表9：教育學院學生修課與職涯中心資料分析之相關 

 總學 

分數 

專業 

學分 

 

本系 

專業 

 

外系 

專業 

 

雙/輔專

業 

 

其他 

專業 

通識 

學分 

有工 

作的 

研究所

進修 

準備升

學或國

家考試 

求職 

總學分數 1 .977** -.081 .194* .189* .745** -.251** .136 -.087 -.135 .155 

專業學分   1 -.063 .192* .188* .738** -.452** .126 -.110 -.126 .145 

本系專業     1 -.369** -.207* -.299** -.053 .036 .073 -.172 -.169 

外系專業       1 -.167* .081 -.064 .005 -.195 .134 .302** 

雙/輔專業          1 -.109 -.233** .093 -.014 -.036 .033 

其他專業         1 -.058 -.004 -.129 -.029 .129 

通識學分             1 .006 .156 .000 -.004 

有工作的               1 -.173 -.144 -.109 

研究所進修                 1 -.303** -.229* 

準備生活或國

家考試 
                  1 -.192 

求職                     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