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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品質著作及多元出版成為學術發展的指標，因此學術倫理

及預防寫作抄襲也成為重要議題。本研究以訪談法作為質性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為二所研究型大學的系所主管、教師及

學生，探討和比較：三族群對於英文寫作抄襲定義的認知、

對學生英文寫作抄襲行為的觀察、造成學生英文寫作抄襲的

原因，以及預防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研究結果得知：三族

群認為英文寫作抄襲包括全文抄襲、未註明出處來源和改寫

內容過於近似原文、主管及教師以自身的教學經驗提出學生

不同的抄襲行為、英文寫作抄襲的原因有內在動機及外在因

素，而避免學生抄襲的方法包括建立正確的學術道德觀念、

告知抄襲的定義及後果、使用抄襲偵測軟體或人工檢查機制

找出可能抄襲的文句，以及設定抄襲的處置規範。主管和教

師也各自有不同遏止學生抄襲的作法。 
 

關鍵詞：英文寫作 抄襲行為 反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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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大學及研究所的教育使得學生有英文寫作的機會，以完成研

究報告或論文。在撰寫報告或研究論文的過程中需大量搜集、參

考及引用他人的資料，像是研究方法或研究結果等 (林天祐，

2005)。然而，學生們常因對抄襲的認知不夠深入 (Moniz, Fine, & 

Bliss, 2008)、不知如何正確引用 (Mattova, 2005) 以及英文寫作能

力不足 (劉繼仁、李純儀、羅鄉儀、郭俞鈴，2012) 等因素而抄

襲他人的作品。 

愈來愈多的教師、教育行政人員等注重學術倫理  (Joyce, 

2007;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9)，抄襲的嚴

重性除了是對學術倫理的不尊重外，若不遏止抄襲行為的發生，

還會造成學術研究故步自封，無法突破創新的窘境 (DeVoss & 

Rosati, 2002)。近年來，有關抄襲的相關研究多著重於抄襲現況

的調查 (Bennett, 2005; Lin & Wen, 2007)、抄襲的行為 (Smyth & 

Davis, 2004)、如何避免抄襲，像是英文寫作技巧的增進 (Moniz, 

Fine, & Bliss, 2008; Walker, 2008; Yamada, 2003) 或反抄襲偵測軟

體的應用 (李俊宏，2009；Chen, Chiu, & Liao, 2009; Dahl, 2007) 

等。而教育機構內不同族群對於抄襲的認知調查，也多限於教師

及學生間對於抄襲的認知研究 (Abasi & Graves, 2008; Sutherland-

Smith, 2005)，少有研究同時針對學校行政主管、教師及學生的

抄襲認知做全面性的探究。然而，抄襲行為的探究、預防與反

制，若只單就學生族群，或師生間認知差異的層面做調查，可能

只能片面瞭解抄襲的行為與原因，解決方式亦可能有不足之處。 

避免抄襲需全面性地透過具有政策推廣及決策權的行政主

管、與學生直接接觸的教師，以及學生本身的教育著手。除了行

政主管及教師本身需具備正確的觀念，在防治抄襲方面，必要政

策的推行、宣導及相關的教育訓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第一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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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處理學生抄襲行為的教師，若本身不具備一定的敏感度，可

能無法發現學生觸犯抄襲行為，甚至教師有否在課程的一開始，

就提供相關的教育來預防抄襲，同時教師本身是否能適切處理這

類行為，是否有行政主管制訂嚴密政策，提供明確規範、指導原

則及詳細處理流程，能同時保護教師及學生，避免誤會產生、傷

害學生與教師間的信賴感，都是值得探討的議題。而瞭解不同族

群間看法的差異，更有助於學校制訂完善制度、有良好的規範管

理，同時增進教師專業度 (Tichenor & Tichenor, 2009)，進而能提

升學生的道德品格，避免英文寫作誤觸抄襲，並提升學術寫作的

品質。因此本研究探究三大族群：系所主管 (以下內文簡稱主

管)、教師及學生對抄襲的認知，希望能深入瞭解三族群間對抄

襲認知、行為與原因間的落差，找出能預防及避免抄襲的方法，

同時亦對反抄襲政策之推廣及規範有幫助。 

 

一、研究目的 

綜合目前英文寫作反抄襲的研究背景及現況，本研究之目的

為： 

(1) 瞭解主管、教師、學生對英文寫作抄襲定義的認知； 

(2) 根據主管、教師、學生對學生的觀察，分析英文寫作抄襲之

行為； 

(3) 根據主管、教師、學生對學生英文寫作抄襲原因的陳述，釐

清族群間的異同； 

(4) 透過本研究的深入訪談，比較主管、教師、學生的觀點，提

出防治英文寫作抄襲的可行方法。 

 

二、研究重要性 

總結以上的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此研究之重要性為：透

過質性研究深入調查學生、教師及主管對於抄襲的定義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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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各方對抄襲的認知後，再釐清學生英文寫作抄襲的動機及行

為，從學生常見的抄襲動機與行為中，探討減少並解決抄襲的方

式，並希望能透過此研究所執行的結果，改善抄襲的情形及協助

學生減少抄襲的行為。 

貳、文獻探討 

一、抄襲的定義 

(一) 何謂抄襲 

抄襲牽涉層面既廣泛又複雜，且因研究領域不同對其認知亦

有差異 (林芫玉，2007)。抄襲又可稱做剽竊或者偷竊 (劉繼仁，

2007；Eret & Gokmenoglu, 2010; Sutherland-Smith, 2005)，將他人

想法、著作，包含影音資料及紙本等出版品，未經過原創者的同

意，而加以複製、拷貝成為自己的作品，或者只稍微改變原著內

容一部分即認定為自己的創作，在法律上即觸犯智慧財產權法及

著作權 (劉繼仁等，2012)。MacDonald (2004) 表示，雖然不是一

字不漏的使用在自己作品中，但是自行整理組織並且全盤瞭解原

著的全文涵義之後，以自己的寫作方式呈現，此舉也為抄襲 

(MacDonald, 2004)。Schiller (2005) 提到有兩種形式的抄襲，一

是逐字逐句，也就是一字不漏的方式據為己有，並且沒有加註引

號、註解、引用或是參考文獻未說明資料來源。另一種則為改寫

但並未加註資料出處來源，也稱之為抄襲。此外，Schiller (2005) 

進一步參考俄亥俄州大學英語系所提到的三種形式的剽竊：(1) 

直接將紙本出版品，如期刊、書籍等或者來自網路的資訊，包括

付費購買來的報告，將之一字不漏複製使用，並且未加註資料出

處來源；(2) 改寫他人文章內容或著作，如增加、刪除或調換文

句段落，並且沒有註明其來源；及 (3) 與他人創作思維沒有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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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卻未加註出處來源。綜觀以上對於抄襲的定義，我們瞭解

到，抄襲行為在學術界已不容忽視。 

 

(二) 國內外研究者對於抄襲的認知 

抄襲可分為形式上以及深層概念上兩方面的抄襲，就形式

上，國內學者如孫于智 (2008) 提出許多抄襲是源自於對所參考

的資料、文獻未做正確的引用；劉繼仁等人 (2012) 提到抄襲的

定義為未引用及註明所使用的文章來源和作者；李俊宏 (2009) 

具體指出未正確引用亦為抄襲。就形式上的抄襲而言，寫作技

巧，尤其是學術寫作的經驗多寡會影響能否正確的引用以減少抄

襲的發生 (徐憶萍，2006)，以及寫作改寫技巧的訓練，也能降低

抄襲的機率 (Sun, 2009)。此外，現今網路資源的快速流通，讓學

生更容易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抄襲，除了可以藉助資訊技術的「文

件抄襲偵測」(李俊宏，2009，頁 2)來檢視是否有抄襲的行為，

亦需從根本培養資訊素養與倫理以從深層概念上避免抄襲行為的

發生 (周倩、吳歡鵲、陳茵嵐、王美鴻，2009)。 

根據國外學者 Howard (2001) 及 Oliphant (2002)，剽竊分成

四部分以說明形式上的抄襲：(1) 欺騙 (fraud)，直接使用他人著

作，例如：因為時間緊迫，而直接呈交他人文章交差了事；(2) 

錯誤的直接引用 (failure to quote)，意指引用他人文句，卻未加註

雙引號，例如：學生可能因疏忽而未標示雙引號，便呈交作業；

(3) 錯誤的引用 (failure to cite)，未註明文字的出處來源，像是參

考 文 獻 區 ， 無 法 對 應 回 內 文 引 用 處 ； (4) 拼 湊 式 寫 作 

(patchwriting)，將他人文句稍加改變，如增加、刪除或調換文句

段落位置等，部分改寫組合成一篇文章。Walker (2008) 提到，學

生使用同義字、倒裝句子、或刪除原作者文章的部分文字或句

子，也是拼湊式寫作的一種型態。然而，Howard (1999) 指出拼

湊式寫作是一種學習過程的行為，因為非英語系國家的學習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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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的不熟悉，往往會出現將他人的文句段落變造，這是一種對

外語的探索，故針對學習這層面來看，也未必全然對此剽竊行為

抱持負面觀感。 

另外，也有諸多國外學者整理抄襲的種類，以 McCuen 

(2008) 為例，他將抄襲分類成數種型態，其中較特別的有：「自

我抄襲」，意指同一作者所發表的數篇論文近似度非常高，包含

使用相同的概念想法，或使用類似的遣詞用字，將該段落重複發

表，而沒有註明原始出處來源 (Maurer, Kappe, & Zaka, 2006)；

「重複出版」，指將同一篇著作同時投稿至數個不同期刊。另外

「幽靈作者 (榮譽作者)」，作者群包含對著作沒有貢獻者，此亦

為剽竊之行為，因為此幽靈作者並未付出卻能得到出版的功勞。 

以深層概念來探究抄襲，Bloch 與 Chi (1995) 比較西方國家

及東方國家對於保護個人創作及財產的重視程度，其中文化因素

和寫作架構是有關係的。歐美國家提到「文字上的竊賊」

(literary theft) (Eret & Gokmenoglu, 2010, p. 3303)，換句話說就是

將他人想法據為己用，而卻未標明出處來源，亦可稱作「知識上

的偷竊」(intellectual theft) (Ashworth, Bannister, & Thorne, 1997, p. 

200)。再者，「學術不誠實」(academic dishonesty)，包含無論對

原創文句段落的使用，亦即只要某人對原創作品有逐字逐句使用

部分或全部內容，皆稱為學術上的不誠實 (Carpenter, Harding, 

Finelli, Montgomery, & Passow, 2006; McCabe, 1997)。 

 

二、抄襲的外在因素與內在動機 

迫於時間壓力、求高分求好的學業表現、僥倖及懶惰的心態

為大部分學生常見的抄襲行為外在因素與內在動機 (Devlin & 

Gray, 2007; DeVoss & Rosati, 2002; Eret & Gokmenoglu, 2010; 

Oliphan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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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在的時間壓力而言，學生在課堂作業及研究上負荷量過

多及時間安排不當的情況下，會造就繳交作業期限的時間壓力 

(DeVoss & Rosati, 2002)。而所謂的過量的課堂作業及研究多半

和學生自我的英文寫作能力及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有關 (Devlin & 

Gray, 2007; Liaw, 2007; Yamada, 2003)。以大學生而言，英文寫

作能力的不足會造成學生空有思想卻無法迅速而正確的表達 

(Tsai & Cheng, 2009)，造成學生認為自己耗費許多時間在學習英

文上而非所專攻的主科，進而形成了學生的時間壓力，引發了學

生抄襲的動機。就碩、博生而言，英文寫作是為了讓研究能國際

化，讓研究更具競爭性，但除了英文寫作的能力外，碩、博生同

時也需培養批判性的思考 (Chapple & Curtis, 2000; Liaw, 2007) 以

期對研究做出更深入的探討。批判性思考及英文寫作能力二者唇

齒相依，均考驗著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也就是說，邏輯思考能

力會牽動學生的批判品質及英文寫作能力，但這些能力並非一蹴

可及，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尤其以亞洲學生而言，多數的亞洲學

生不習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批判他人的思想 (Stapleton, 2002)。

因此，碩、博生在培養邏輯思考及批判力時又需同時以英文撰寫

論文，造成學生在時間上的壓力 (Liaw, 2007)，進而引起抄襲的

動機。 

就內在動機而言，對自我期許較高的學生，為求高分及求好

的學業或學術表現，學生們可能會去參考好的作品或研究，並模

仿其內容 (Jackson, 2006; Oliphant, 2002)。然而，「模仿」一詞在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詮釋，在某些文化背景下，模仿代表

著對原作者的推崇，但在多數的西方文化下，強調著作權的原創

及個別性 (Abasi & Graves, 2008)，模仿意味著不尊重原著的抄襲

行為。因此，在不同的文化薰陶下，會培養出學生在學術研究倫

理道德上有不同的意識形態 (Yamada, 2003)。以臺灣而言，抄襲

行為之確立為違反學術研究倫理的準則之一 (林天祐，2005)，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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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先建立學生正確的學術研究倫理觀念，以降低抄襲的發生

率 (林天祐，2005；劉繼仁等，2012)。此外，以英文寫作而言，

學生英文寫作上釋義及改寫的能力培養亦和抄襲相關 (Walker, 

2008; Yamada, 2003)。因此，在學生求好心切又尚未建立起正確

的道德觀及培養出英文寫作的正確改寫方法時，學生的抄襲動機

亦會隨之增高。 

再者，許多學生抄襲的動機源自於僥倖及懶惰的心態 (Eret 

& Gokmenoglu, 2010; Yamada, 2003)，像是認定教師或指導教授

不會去查證作業或研究內容是否為竊取他人的成果或思想，因而

懶得思考或多花心力完成作業，或是懶得在寫作過程中引用原著 

(Jackson, 2006; Oliphant, 2002; Yamada, 2003) 進而抄襲。教師們

可在課堂上先告知學生不可抄襲及抄襲的定義，以避免抄襲。除

此之外，目前學生的資料搜集多來自於網路，因此教師們可開始

使用一些反抄襲的偵測軟體，像是 Turnitin、 EVE (Essay 

Verification Engine) 等這些專為英文寫作而設計的反抄襲偵測軟

體 (Dahl, 2007; EVE, 2011; Stapleton, 2012)，以降低教師的工作負

荷，並同時嚇阻學生抄襲的行為，以減低抄襲的動機。教師在第

一線的把關可抑制抄襲的發生，在校方、教育機關或國家政策方

面，相關的明文規定，可讓學生知道抄襲的後果及嚴重性，亦可

降低抄襲的動機。 

 

三、抄襲的相關規定 

正確的引用可避免抄襲行為的發生，由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所制定的 APA 格式為

最常使用的引用方法之一 (Jackson, 2006)。APA 明確的指出將他

人的想法及文字著作以自己的名義發表即為抄襲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2010)，許多學生的抄襲源自於

不瞭解學術機構對於抄襲的懲處  (Trushell, Byrne, & Si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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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及抄襲可能觸犯到法規的問題。以學校而言，國內的成功

大學即明文規定學生抄襲的處置方式為撤回學位，成功大學學生

的抄襲處置辦法如下列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所示：「第九條論文

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

不及格論」(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2007)，成大並

規定，若碩、博生有抄襲、舞弊之情事，學校將成立專案小組嚴

格查辦 (國立成功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舞弊處理要點，

2011)。又以國內中山大學為例，其研究生學位考試施行細則內

明文規定，一旦學校發現抄襲行為，會直接撤回學位，其細節內

容如下所示：「第十五條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

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撤

銷學位，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

施行細則，2005)。也就是說，抄襲的行為對學生而言，若在校

內被舉發，其嚴重性是會讓學生多年在學業上的努力毀之一旦。 

在國內相關法規方面，國家科學委員會在修訂的「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中明文指出對於抄

襲或研究造假的行為會交由「專案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進行審

議。在教育部方面則對教師學術倫理有所規範，其中的準則包括: 

「抄襲」、「掛名」、「借用」的確立及認定，若有任一項違

反，則會遵循處理單位的程序進行懲處  (林天祐，2005，頁

75)。法務部在《學位授予法》第 7-2 條裡也明確定義出，若有抄

襲行為的發生，經調查屬實，罪證確立後，所發放的學位證書將

公告註銷，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全國法規資料庫，2004)。隨後在

2010 年，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0) 內也明文規定作品在完成時即

享有著作權，著作權所涵蓋的範圍不單只是出版品，所有發表過

的言論、網路上回覆過的意見等，均屬於著作權所保護的範圍

內，因此，學生在參考或使用上述資源時，均需小心引用，以免

觸法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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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方面，世界知名學府哈佛大學對抄襲有相當嚴格的懲

處，學生的抄襲行為一旦被發現，將由校管理委員會投票裁定學

生退學時間的長短。美國杜克大學則會視學生所抄襲程度的嚴重

性給予不同程度的懲處，像是給抄襲的學生該課不及格的學期成

績或直接予以退學 (論文寫作網站，2010)。在美國著作權法的訂

定是根據美國憲法對於保護原著人的版權 (包含書、文章、產

品、歌詞、電影等) 規定，原作者可出版、並將版權轉讓給不同

的出版商等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2011)。若未經由原作者

的同意使用其文字、想法等，等於是觸法，可依法判刑。由此可

知，不論是國內外的學府或相關的政府機構或其他教育單位均對

抄襲行為有一定的規範，以抑制抄襲行為的發生。除了法規被動

地規範抄襲行為外，如何防範未然，減低抄襲行為的發生，亦為

反抄襲研究中重要的探討議題 (劉繼仁等，2012)。 

 

四、如何減少抄襲的可能性 

為了防範抄襲一事越演越烈，以下針對減少抄襲的可能性，

分成三部分來探討；包括學生、教師、學校機構。 

 

(一) 學生 

聚焦學生的寫作能力，就臺灣研究生而言，由於是外語學習

者，非母語的思考邏輯以及寫作風格都需要長期的訓練，並且中

文寫作架構也和英文寫作方式相異，因此 Yamada (2003) 建議學

生增強寫作能力同時學習如何改寫，但改寫不是終止抄襲的唯一

方法，推論性的思維才是學生在學習第二外語寫作上的主軸之

一。Baer (2007) 提到 Turnitin 及 SafeAssignment 等偵測抄襲軟體

使得抄襲不易。這些軟體的特色是透過數以千計的期刊文章來搜

尋此文章是否哪裡抄襲，目前已有愈來越多學校使用類似軟體了 

(Stapleton, 2012)。因此，如果學生明白市面上已有這類強大的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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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抄襲功能軟體存在，學生便體會到自己若犯下抄襲，此行為必

定在這類軟體下無所遁形，也許抱著戒慎恐懼的心理，或者相信

有此軟體的偵測，抄襲行為便可減到最低。再者，同儕間也可以

透過軟體的協助 (Baer, 2007)，監督彼此，相互檢視是否有意或

無意犯下抄襲行為，一來明白抄襲是學術不誠實的表現，二來藉

助軟體的偵測效果，同儕間不再是競爭關係，而出現合作及和諧

的氛圍，激勵辛苦做學問的學生。 

 

(二) 教師 

然而，偵測軟體也有其限制所在 (Baer, 2007)。像是市面上

有專售研究論文的機構，偵測抄襲軟體可能就難以分辨，意味其

可以偵測出字面上的抄襲，卻偵測不出概念上的抄襲 (McKeever, 

2006)，即便藉助能偵測抄襲的軟體，學生或者研究者仍能另闢

蹊徑。於是，減少抄襲的方式便可透過更為深層且根本的方式，

就是教育，來教導研究者，Howard (2002) 提出，我們要去教導

學生如何搜尋所需的文獻，而不是一味使用偵測抄襲軟體，因為

這樣使得研究人員和研究成果關係緊繃又針鋒相對。另外

Howard (2007) 進一步指出，教師倘若只是依賴反抄襲軟體的偵

測功能，而不是透過教育與學生相連結，只會讓網路抄襲更猖

獗，使得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被過度簡化而且毫無批判力。 

寫作指導教師需深入瞭解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深信學生

是明白原創性以及能對自己作品負責的態度 (Kolich, 1983)。教師

也同時要告知學生學術誠實的定義及重要性；此外，列出相關因

抄襲而付出代價的案例，讓學生學習他人慘痛教訓，以及明白何

謂學術不誠實 (Whitaker, 1993; Wilhoit, 1994)。教師也從旁協助

學生，讓他們具備良好寫作能力以及培養批判思考能力，如可先

從如何正確使用搜尋引擎找到好文章，接著告訴學生該如何使用

這些搜尋來的文章等 (DeVoss & Rosati,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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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機構 

在 DeVoss 與 Rosati (2002) 的 研 究 提 到 在 Michig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學校為了將抄襲這個概念傳達給學生

瞭解，使用行銷手法將抄襲「賣」給學生，這個「商品」也包含

了智慧財產權的討論。因為不能充分理解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

便不能清楚瞭解到抄襲的嚴重性。這些觀念都是息息相關的。從

智慧財產權的角度切入抄襲的定義及議題，不僅僅讓學生明白到

抄襲是錯誤的行為，此外，還要讓學生知道為什麼抄襲的議題備

受重視，以及為何和如何避免抄襲發生。 

再者，學校圖書館館員亦能提供減少抄襲的協助 (Auer & 

Krupar, 2001; Baer, 2007)。因為這些圖書館館員有受過資訊科學

的訓練，對於抄襲有更深入的瞭解，他們可以提供反抄襲的課

程，研究生有相關抄襲的問題也可以向圖書館館員請益，又多了

一條減少抄襲的管道。學校也需要多加宣導反抄襲的觀念，譬如

可以開設講座、工作坊，鼓勵學校教職員工、學生，抑或是開放

校外人士參與反抄襲講座的盛會。 

綜觀以上各研究針對抄襲議題的論述，第一部分從諸多角

度，如各國內外學者來探討抄襲的定義及討論對於抄襲的認知；

第二部分則深入瞭解大部分學生抄襲源自時間壓力、求取良好學

術表現、抱持僥倖與懶惰的心理 (DeVoss & Rosati, 2002; Oliphant, 

2002; Sutherland-Smith, 2005) 等內在動機及外在因素，導致不尊

重學術規範的情節發生；在第三部分則搜尋出並探討國內大專院

校及學術機關之相關法規，顯示近年來抄襲愈加備受重視，再探

討國內外大學及政府機構如何看待抄襲一事。最後一部分則敘述

在相關文獻上，不同群體如何看待減少抄襲情況的各別想法。 

然而，縱使研究與理論規範已提供周全的說明與處理原則，

根據文獻查考，卻沒有發現有系統地分析、比較三族群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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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論文主要探討主管、教師及學生對英文寫作抄襲的認

知、動機及行為。此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1) 主管、教師、學生對英文寫作抄襲定義之認知異同為何？ 

(2) 主管、教師、學生對學生英文寫作抄襲行為的觀察為何？ 

(3) 在造成學生英文寫作抄襲的原因上，主管、教師、學生的認

知異同為何？ 

(4) 在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上，主管、教師、學生的認知異

同為何？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灣南部兩所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 

的師生為研究對象進行訪談，區分三類受訪族群，受訪者選取方

式採用便利取樣 (convenience sampling)，容易取得研究樣本且省

時省力，適合用於對特定問題或現象進行初探，以洞悉新觀點和

見解的探索性研究 (Malhotra, 2007)。為獲取來自不同學科背景及

學術領域的師生意見，透過多元的訊息管道邀請參與研究，主管

和教師部分，依據受訪條件寄發電子郵件詢問訪談的意願，學生

除了藉由同儕 (也就是研究者指導的班級學生及研究助理)的招

募，同時在學校網站首頁及電子布告欄系統 (BBS) 公開徵求受訪

者。兩校受訪人數詳見表一。相異於量化研究重視的標準化，質

性研究著重在具有代表性的樣本數即可，當無法揭露更多關於探

究問題的資訊時便可停止訪談 (Kvale, 2007; Sandelowski, 1995; 

Seidman, 2006)，重要的是研究結果的信實度，包括是否有意義

地完整說明探究之現象、研究者是否有足夠的研究能力進行觀察

和解釋 (Patton, 2002)。根據上述詮釋，本研究具備嚴謹的參與者

受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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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兩校三族群受訪人數 

 
族群學校 主管 教師 學生 

國立成功大學   6   7   7 
國立中山大學   4   8   7 
總計 10 15 14 

 

主管和教師的受訪條件都要有英文寫作教學或評量的經驗，

主管涵蓋現任或五年內擔任過系主任或所長；教師則有至少三年

的授課經驗且職位為講師以上，包含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及

教授。主管和教師的區分在於，主管賦有行政辦理和教育政策推

廣之職責，可以從教育行政管理的角度來詮釋對學生英文寫作抄

襲的觀感，整合教師及學生的觀點後發展防治英文寫作抄襲的方

法；此精神如 Tichenor 與 Tichenor (2009) 的研究指出，比較學校

主管和教師對教師專業性的看法之異同處，有助於發展提升教師

專業度的方案。教師部分，根據成大對新進教師的定義指三年內

有教學經驗者，因此，研究者限制有三年以上授課經驗的教師，

可以避免受訪者因英文寫作教學經驗的不足導致研究結果不具說

服力。 

學生受訪對象的挑選，僅限於三年級以上的大學生和碩、博

生，同時必須有英文寫作的經驗，包括課堂作業、計畫提案、專

案報告、學期報告、學位論文、研討會文章和期刊論文。考量低

年級學生不常以英文撰寫文章，尤其對於非外語文相關科系的學

生，英文寫作訓練的機會更少，因此研究對象不列入一年級和二

年級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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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過程 

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的半結構式訪談法，根據相關文獻的查

考及整理，每個族群設計了八個相似的訪談問題，以便於研究結

果的分析和比較，包含主管、教師及學生對英文寫作抄襲的認

知、對學生於英文寫作抄襲行為的觀察和原因，以及避免英文寫

作抄襲的作法，以確切瞭解學術研究中尚未被揭露的事實和現

象。 

半結構式訪談法是指研究者在訪談前，依據欲探討的研究問

題擬定訪談大綱，進行訪談時可視受訪者的回答狀況來決定訪談

問題的順序和內容，以引導受訪者針對該研究問題詳實陳述並且

分享經驗 (Creswell & Clark, 2007; Kvale, 2007)；為了避免受訪者

在訪談過程中有想表達而未表達的想法，研究者在訪談最後，會

詢問受訪者是否還有其他問題或建議 (Richards, 2003)。研究者於

正式訪談前寄出訪談問題供受訪者參閱及準備，於訪談當天雙方

共同簽署訪談同意書，內容包括受訪資料不對外公開、以匿名方

式呈現訪談內容、訪談過程錄音以及支付訪談費用等資訊。訪談

時間視雙方互動的狀況，於半小時至一小時完成；訪談地點則配

合受訪者的要求，多數主管及教師在辦公室進行訪談，學生則前

往訪談者 (即為研究者)的辦公室或於戶外安靜處受訪。訪談結束

後，參與者獲得金額不等之報酬以感謝提供寶貴之意見。訪談內

容則以聽打方式騰寫逐字稿後進行質性分析。 

 

三、研究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來探討三族群 (主管、教師和學生) 對英

文寫作抄襲行為的認知和觀點。質性研究的優點在於可以深入探

討想法、觀感，此乃量化研究無法涵蓋的深度探究，包含需要詳

細敘述的文化、價值差異、細緻的心理層面、或研究者未發現的

問題等面向。研究者採用 Stake (1995) 提出的兩種方法來分析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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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內容，分別為「直接的詮釋」(direct interpretation) 和「類別的

匯聚」(categorical aggregation)。「直接的詮釋」乃指從質性資料

中發現新興主題  (emerging theme) 和新興主題間的關聯性 

(correspondence)，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對資料詮釋的初始結論 

(preliminary conclusions)；因此，研究者將從受訪者對開放性問

題的回答進行有意義的分析、整合與歸納。「類別的匯聚」則是

根據訪談問題將蒐集的資料分類，而這些主題和關聯性必須是經

常被受訪者提及的重要概念或想法；因此，研究者將仔細地整理

三族群對每題開放式問題的回答並完整地分類，當提及的概念或

想法相似，此回答將被歸類在同一類別之下。最後，研究者將不

斷地修正和精進資料分類的法則，來解釋三族群對英文抄襲認知

和觀點的關係。 

為達到研究結果的有效度與可信度，除了訪談過程錄音外，

採用三角驗證法 (Flick, 2007; Krathwohl, 1993)，由四位主要研究

人員進行分析，採用「直接的詮釋」和「類別的匯聚」的方式 

(Stake, 1995) 找出重要概念，當分類的過程出現異議，便進行討

論及修正，直到達成共識以確保分析結果的有效度  (Flick, 

2007)。至於質性訪談資料的可信度部分，取決於資料分析者及

謄寫逐字稿者在分析及謄寫的過程中是否有誤，以及受訪者是否

會因為接受不同研究者的訪談而有相異的回答 (Flick, 2007)。為

了確保訪談資料分析結果的可信度，在資料分析完成後，將研究

結果寄回給受訪者檢閱，確認是否有誤，據此檢閱研究者詮釋的

口吻和意義是否符合受訪者對英文寫作抄襲的認知和想法。此

外，在進行訪談前，實行訪談的研究者均經過會議和專家討論及

確認訪談流程、注意事項等，以確保訪談資料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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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此研究的受訪者共有三族群：主管、教師及學生，共有 10

位主管，15 位教師，及 14 位學生接受訪談，結果依族群及研究

問題分析各族群提及的概念。以下將針對英文寫作抄襲的認知、

行為、原因、避免方法及其他建議做說明。 

 

一、主管訪談結果 

(1) 主管對英文寫作抄襲定義的認知：以英文寫作的抄襲而

言，七成主管認為英文寫作抄襲的定義為未註明出處來源，包含

「未註明原文作者及出處來源，及使用他人之想法或概念」；此

外，半數主管認為「使用近似原文的文句字串」，僅以同義字取

代原文為英文寫作抄襲；二成受訪主管定義「照抄」為英文寫作

抄襲。 

(2) 主管對英文寫作抄襲行為的列舉：主管見過的英文寫作

抄襲行為包含原文照抄，像是「抄襲來源自網路以及印刷品，並

且抄襲內容接近原文，或者直接複製到自己文章中，並且據為己

用」(90%的主管提及)，有百分之三十的主管見過部分抄襲，

如：使用原文部分詞彙、句型或段落文章，少數主管 (20%) 見過

未註明出處來源以及由不同文章段落重組合而成的英文寫作抄襲

行為。 

(3) 主管對英文寫作抄襲原因的說明：在造成英文寫作抄襲

的原因方面，過半數的主管 (60%) 認為是學生的語言能力不足，

像「語言能力待加強，及寫作訓練不足」造成抄襲，有半數的主

管認為是抄襲的學生有投機和懶惰的心態，像是「懶得自行思

考，直接使用他人想法或觀念」；另外，也有半數的主管認為英

文寫作抄襲的原因為對於抄襲的行為認識不足，像是「學生對於

抄襲定義不清楚，學校對於抄襲議題重視不足」。受訪主管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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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造成英文寫作抄襲的原因為：各種壓力 (40%)、未重視及瞭

解著作權法 (30%) 以及求取更好的學術表現(30%)。 

(4) 主管提供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為了有效避免英文

寫作的抄襲，研究者訪談主管們對於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及

想法，其中高達九成的主管認為可讓學生瞭解抄襲的定義及嚴重

性，以避免英文寫作抄襲行為的發生，亦有許多受訪主管 (80%) 

認為可建立學生學術道德觀念。其他受訪主管提及的避免英文寫

作抄襲方法包含：應用偵測抄襲的軟體 (50%)、統一各學門有共

同抄襲的規範可供遵循 (40%)、明定處置抄襲行為的規章與制度 

(30%)、有專門機構提供修、潤稿的服務 (20%)，及透過檢查機

制，找出他人的抄襲行為 (10%)，如：「透過獎賞方式，鼓勵找

出他人抄襲行為」，受訪主管所提供的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

如表二所示。 

 
表二 

主管所提供的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 

 
訪談題目 受訪者所提及概念 提及人數 提及次數 

避免英文寫作抄

襲的方法 
讓學生瞭解抄襲的定義及嚴重性 9 (90%) 24 

 建立學生學術道德觀念 8 (80%) 23 
 應用偵測抄襲的軟體 5 (50%) 7 
 統一各學門有共同抄襲的規範可供

遵循 
4 (40%) 4 

 明定處置抄襲行為的規章與制度 3 (30%) 8 
 有專門機構提供修、潤稿的服務 2 (20%) 4 
 透過檢查機制，找出他人抄襲行為 1 (10%) 2 

 

(5) 主管對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其他建議：為了確保在訪談

過程中有想表達但遺漏掉的想法，或有任何欲補充的概念，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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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的最後研究者會再詢問受訪主管們有無其他建議或問題。在此

研究中，受訪主管們對於英文反抄襲行為的建議包含：由校方與

師長著手宣導反抄襲觀念及訂定嚴謹且有系統的監督制度 

(30%)、清楚界定抄襲定義及說明不同程度抄襲的嚴重性 

(30%)、培養學生英文寫作及自行檢測反抄襲的能力 (20%)，以

及提供一個能滿足老師偵測抄襲及學生避免抄襲個別不同需求的

系統或軟體 (10%)。 

 

二、教師訪談結果 

(1) 教師對英文寫作抄襲定義的認知：以英文寫作的抄襲而

言，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受訪教師認為照抄為英文寫作的抄襲，另

外，過半數的教師 (66%) 認為未註明出處來源，像是「別人的想

法、研究架構、邏輯直接拿來用，但未正確的引用」，及近半數

的教師 (40%) 認為使用近似原文的文句或字串，像是「使用他人

的想法、文句，並只改寫一下部分或增減替換文句」為英文寫作

的抄襲，比較特別的是，少數教師 (6%) 認為使用同一份作業，

繳交至不同學科二次以上為自我抄襲，此現象在主管族群並未被

提及。 

(2) 教師對英文寫作抄襲行為的列舉：以教師族群所見過的

英文寫作抄襲行為而言，全部的受訪教師 (100%) 均見過原文照

抄的抄襲行為，由此可見此抄襲行為的普遍性。有過半數的教師 

(53%) 所見過的學生抄襲行為為部分抄襲，像是「部分修改，只

是格式不同或顛倒語句的次序，重排段落等」，以及未註明出處

來源 (53%)，像是未適當的使用雙引號、註記作者名、文章年份

等。不同於主管所見過的學生抄襲行為，部分受訪教師 (13%) 還

有見過學生承襲學長、姐的研究內容，像是承襲學長、姐原先的

實驗，而把學長姐先前的部分文獻及研究結果放入自己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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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及「把自己之前寫過的東西，再把它拿來交不同份的作

業」(6%) 的英文寫作抄襲行為。 

(3) 教師對英文寫作抄襲原因的說明：在造成學生英文寫作

抄襲的原因上，教師和主管的認知相似，包括：語言能力不足 

(93%)、投機和懶惰心態 (80%)、對於抄襲的行為認識不足 (73%) 

等。較特別的是，教師認為網路的高便利性 (46%)、各種壓力 

(40%)、教育及文化的背景未重視抄襲議題 (33%)、未重視及瞭

解著作權 (26%) 等亦是造成英文寫作抄襲的原因。 

(4) 教師提供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在避免英文寫作抄

襲的方法方面，教師族群多以教育者的立場，思考如何培養學生

不同能力，如：教導學生英文寫作並多給予學生練習 (73%)、培

養學生對英文的興趣 (13%)、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和專業學科能力 

(13%)，以及如何把關學生的抄襲行為，像是：讓學生瞭解抄襲

的定義及嚴重性  (93%)、明定處置抄襲行為的規章與制度 

(60%)、應用偵測抄襲的軟體 (33%) 等。比較特別的是，少數教

師認為，教師所給予的作業亦和抄襲行為的發生有關。因此，有

教師建議應讓教師精進出作業的技巧以減少抄襲的機會 (20%)。

教師族群所提供之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如表三所示。 

(5) 教師對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其他建議：教師族群對於學

生英文寫作反抄襲行為此議題的建議裡，最多教師提及的是教育

學生反抄襲的議題及抄襲嚴重性 (60%)，近三分之一的教師認為

可從提升學生的英文能力著手 (33%)，除了英文能力之外，有些

教師認為不論是學生的中文或英文寫作能力均需培養 (20%)。其

他像是運用法律、校規的懲處被動的規範學生抄襲行為的發生 

(20%) 及相關機關的把關 (20%)，也是教師們認為可抑制抄襲行

為的建議。此外，少數教師們也建議可使用反抄襲偵測軟體以偵

測學生所寫的文句裡可能會抄襲的百分比 (6%)，或讓課堂教學

能配合反抄襲偵測系統裡的單元讓學生避免抄襲 (6%)，以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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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教師族群所提供之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 

 
訪談題目 受訪者所提及概念 提及人數 提及次數 

避免英文寫作抄

襲的方法 
讓學生瞭解抄襲的定義及嚴重性 14 (93%) 27 

 教導學生英文寫作並多給予學生

練習 
11 (73%) 29 

 明定處置抄襲行為的規章與制度   9 (60%) 18 
 培養學生對於英文的能力   9 (60%) 12 
 應用偵測抄襲的軟體   5 (33%)   6 
 教師精進出作業的技巧以減少抄

襲的機會 
  3 (20%)   5 

 培養學生對於英文的興趣   2 (13%)   2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及專業學科的

能力 
  2 (13%)   3 

 

供給教師一個有關反抄襲及教學寫作的網路平臺，讓教師們進行

資訊的交流 (6%)。 

 

三、學生訪談結果 

(1) 學生對英文寫作抄襲定義的認知：針對「英文寫作抄

襲」的定義，大部分學生認為和抄襲二字定義是相去不遠的，學

生族群普遍認同使用近似原文的文句字串 (21%)，及未註明出處

來源，像是：未加註雙引號或來源出處而引用他人文字或者圖表 

(21%)，不論是拼湊式或經過自己組織整理的使用方式，照抄 

(21%)為最嚴重之情節，都符合抄襲的定義。然而，在訪談過程

中發現，學生對於抄襲的認知是不足且模糊不清的，也有部分學

生坦承自己並不夠瞭解抄襲的定義。 

(2) 學生對英文寫作抄襲行為的列舉：深入瞭解學生族群對

於週遭同學英文寫作抄襲的行為，發現其中抄襲來源自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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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紙本等出版印刷品，並且抄襲內容十分接近原文，使用複製

及貼上至自己文章中，並據為己用的原文照抄行為最為常見 

(86%)。為求良好學術表現，或讓他人認為此作品為自己的，不

加註出處來源以及雙引號的未註明出處來源抄襲行為 (29%)，都

是常見的英文寫作抄襲行為。再者，學生表示，有些人的確犯下

抄襲行為，但是即使被發現有抄襲卻不承認是採自他人想法，或

者意圖掩蓋自己抄襲的行為，這便是有意的抄襲 (15%)。還有部

分學生認為東方學生較易抄襲，可能受限於語言能力，其作品由

不同文章段落重組而成 (5%) 而造成抄襲，抑或是部分使用他人

文字、部分則出自自己的話語來完成一篇著作 (5%) 之部分抄襲

行為。訪談過程中，學生談到曾經看過同學文章，某幾段落撰寫

風格與同學本身寫作風格迥異，或者未經同學許可而直接抄襲同

學作業內容；或直接承襲前幾屆學長、姐的研究文章內容，並作

為自己論文一部分之承襲學長姐的研究內容抄襲行為 (21%)，學

生族群提到此現象較常發生在理工科部分學生，甚至將他人論文

實驗數據稍加改變便重新呈現在自己論文裡，因實驗是有連貫性

的，因此有學生便直接將學長姐的論文內容當作是自己論文的一

部分。 

(3) 學生對英文寫作抄襲原因的說明：造成英文寫作抄襲的

原因，學生族群提到，多數人會抄襲是因為出於投機和懶惰心態 

(64%)，像是：不喜自行動腦思考，而直接採用他人構思，也可

能是自己所欲表達的方式或者概念，發現已有他人撰寫過或有更

優質的寫法，於是直接將他人文句放進自己文章中。語言能力不

足 (64%) 以及剛踏進研究領域的學生，因為對於學術規範及對於

抄襲的行為認識不足 (43%)，也是造成抄襲原因。亦有學生談到

因為各種壓力 (14%)，如繳交時間壓力、完美主義、畢業時程將

近、不想被老師責備等等諸多內外在壓力的壓迫之下，選擇抄襲

一途。有些學生因為為了求取更好的學術表現 (21%)，抱持著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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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心理，認為老師並不會仔仔細細地看完整篇文章，以為老師不

會嚴格把關，所以喪失學術道德，違反學術規範。由於臺灣普遍

對於抄襲並不夠重視，以及法律觀念也不夠清楚，而且學生在臺

灣教育體制之下長大，常常是知其所以卻不知其原由，善於背誦

記憶，卻未能理解創新的價值，因教育及文化的背景未重視抄襲

議題 (21%)，導致抄襲行為層出不窮。部分學生論及學生因為對

研究議題興趣低落或者不甚瞭解 (21%)，也造成抄襲的發生。 

(4) 學生提供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對於避免英文寫作

抄襲的方法上，從學生的訪談內容呈現出，學生認為還是要從根

基著手，亦即要訓練本身語言能力，提升自我寫作能力。再者學

生對抄襲定義及行為需要進一步學習及澄清，讓學生瞭解抄襲的

定義及嚴重性 (79%)，多多訓練邏輯思考以及批判思考，並非將

他人思維照單全收，以及須勇於表達出自己的見解；增強對抄襲

的認知，瞭解抄襲所帶來的後果，以及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都

是大部分學生所認同的方法。部分學生提到，若能從小，例如國

小義務教育，開始灌輸孩童不去抄襲，尊重他人智慧產權，鼓勵

自我突破與創新，勇敢表達自我想法，慢慢從義務教育著手改

造，不僅崇尚古人智慧也能鼓勵創新的風氣。學生也建議老師可

以訓練學生表達能力，告知學生抄襲行為不可取，同時也可以明

確告知當前已有應用偵測抄襲的軟體 (29%) 可以測知學生有無抄

襲他人文章，學生不能再抱持僥倖心理，認為自己抄襲行為可以

瞞天過海，老師也可以盡速查閱學生是否遵守學術規範，以防止

學生輕忽抄襲的後果。另外，學生表示，抄襲的防範需建立學生

學術道德觀念 (93%)，而不是只有學生要注意，校方及老師們也

應一起加入減少抄襲發生的行列。譬如學校可以多多開設英文寫

作課程，並融入避免抄襲的觀念，且列為必修課程，讓學生一定

有機會提升寫作能力；學校也可以不定期舉辦英文寫作競賽，題

目不限定，讓學生可以發揮創意且增加學習動機，學生可以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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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灑，享受詮釋自己想法的暢快；或者學校明定的規章，需確實

讓學生知曉，普遍宣傳學術倫理觀的重要性；學校可以多辦與抄

襲相關的講座，或者小測驗等，除了讓學生意識到學校很重視抄

襲一事，且可以測試學生對於抄襲的認知程度為何。學生所提供

的避免英文寫作抄襲之方法，如表四所示。 

 
表四 

學生所提供的避免英文寫作抄襲之方法 

 
訪談題目 受訪者所提及概念 提及人數 提及次數 

避免英文寫作抄

襲的方法 
建立學生學術道德觀念 13 (93%) 28 

 讓學生瞭解抄襲的定義及嚴重性 11 (79%) 34 
 明訂處置抄襲行為的規章與制度   9 (64%) 20 
 應用偵測抄襲的軟體   4 (29%)   7 
 透過檢查機制，找出他人的抄襲

行為 
  1 (7%)   1 

 

(5) 學生對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其他建議：學生在接近訪談

結束前，給予許多不錯的建議，主要希望能有一套學習如何正確

引用及加強寫作能力的課程，多多訓練寫作，或能認識瞭解抄襲 

(29%)，亦或能讓學生使用偵測抄襲的軟體，比對自己所寫的文

章是否抄襲 (21%)。此外，加強義務教育，能夠將抄襲的定義落

實在公民學習裡，而不僅是研究生的責任，更是每個寫作學習

者、每個人都要瞭解抄襲所帶來的嚴重性。此外，學校及老師也

須負起責任引領學生，如何避免抄襲、多加宣導反抄襲觀念，並

建立嚴謹且有系統的監督制度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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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根據三族群的訪談結果，此章節回應研究問題並比較三族群

對英文寫作抄襲的認知、行為的觀察、原因以及避免英文寫作抄

襲的方法。 

 

研究問題一：三族群對英文寫作抄襲定義之認知異同為何？ 

在英文寫作抄襲的定義上，三族群一致認為英文寫作抄襲為

照抄、使用近似原文的文章或字串 (請見例 1、例 2)、以及未註

明出處來源，其中逐字逐句的照抄 (李俊宏，2009；孫于智，

2008；劉繼仁等，2012；Howard, 2001; Oliphant, 2002; Schiller, 

2005) 和未註明原文出處 (孫于智，2008；APA, 2010; Ashworth et 

al., 1997; Eret & Gokmenoglu, 2010; Sutherland-Smith, 2005)，與多

數學者所認定的抄襲定義相符。 

「使用近似原文的字串」例子列舉： 

 

原文： 

“Lately many English learning websites provide various 

developmental or challenging opportunities for interested users, 

including linguistic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tasks, as well as online 

language tests and language games for themselves to identify the 

learning” (Liu, Liu, & Hwang, 2011, p. 65). 

 

例 1：改寫使用近似原文的字串 (劃線部分為字串)： 

Recently many English learning websites supply various 

developmental or challenging opportunities for interested users, 

including linguistic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tasks; beside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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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tests and games are also provided to identify the learning 

outcomes (Liu, Liu, & Hwang, 2011). 

 

例 2：較合適的改寫： 

A lot of English learning websites supply assorted opportunities 

which are developmental or challenging for interested users recently, 

such as linguistic developmental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tasks; 

moreover,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ir own learning outcomes, several 

online exams and games are provided as well (Liu, Liu, & Hwang, 

2011). 

 

同時三族群也呼應 Howard (2001)、Oliphant (2002) 及

Schiller (2005) 等學者的想法，認為使用近似原文的內容屬於抄

襲。 

較特別的是，唯有教師族群提出，若學生將同一份作業繳交

至不同學科，則是將自己的原創重複放在其他著作中 (劉繼仁，

2007；Eret & Gokmenoglu, 2010; Schiller, 2005)，藉此得到分數或

好處，因此亦符合英文抄襲定義之意涵 (McCuen, 2008)。因此這

位教師說： 

 

我覺得因為就是說不同的科目之間，他把他之前寫過的東西又拿來這個

科目再用一次，他說那是他自己的，當然是他自己的。……哪有可以

說，一份作業交兩個科目。(T02) 

 

由該教師言談，可發現學生有出現自我抄襲的行為，除了阻

礙學生自我學術進步之外，也影響學術誠信之原則。此外，不同

科別的教師可在討論過程中，討論學生的學習狀況，以便能迅速

察覺到是否將同一份作業繳到其他科目裡的可能性。針對此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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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管及學生二族群均未提及，因此主管族群需加強校方宣

導，教師亦提醒學生要避免自我抄襲，同時教師要明確教導學

生，呼應 Whitaker (1993) 及 Wilhoit (1994) 的觀點，而學生也需

自我審視是否有自我抄襲的情形，或是藉由偵測抄襲軟體檢查 

(Baer, 2007)。 

 

研究問題二：三族群對英文寫作抄襲行為的觀察為何？ 

在英文寫作抄襲行為的觀察上，三族群均發現學生會出現的

抄襲行為包含：原文照抄  (Eret & Gokmenoglu, 2010; Schiller, 

2005; Sutherland-Smith, 2005)、部分抄襲 (Howard, 2001; Walker, 

2008)、未註明出處來源 (Howard, 2001; Oliphant, 2002; Schiller, 

2005) 以及由不同文章段落重組成一篇新作品  (Howard, 2001; 

Oliphant, 2002; Walker, 2008)；三族群所觀察到的英文寫作抄襲

行為和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相似，亦和三族群先前所定義的英文

寫作抄襲概念雷同。另外，老師及學生觀察到了較特別的抄襲行

為，像是學弟妹承襲學長姐的研究內容而觸犯抄襲，但主管族群

並未提及此概念，推測主管們可能少有機會實際檢閱學生的作

業，因而未發現此行為。 

三族群所觀察到的英文寫作抄襲行為相異處，就主管族群而

言： 

 

因為你會抄一句，就會抄第二句，你會抄第二句，就會抄第三句，這個

慢慢的就整個都會……。(M02) 

這樣子的工作，三十分鐘就結束了，因為我剪貼，三十分鐘就結束了，

但是這樣子的文章，給其他的同學看，它是很通順、很可以理解的，老

師也覺得這是很好的，反而不會被挑出來找麻煩，久了以後呢，學生就

覺得說，阿我這個……摘要，就是要這樣做。(M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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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Eret 與 Gokmenoglu (2010) 及 Yamada (2003) 談到，學

生因心存僥倖或懶惰，因而導致抄襲行為，故需注意背後隱藏的

動機。 

此外，唯有主管族群提及習慣性抄襲，起因多為學生在初次

抄襲後，僥倖未被發現、處理及糾正，繼而食髓知味，抄襲行為

便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形成慣性卻不覺該行為不可取。 

而教師族群共提及三項主管及學生族群未注意到的抄襲行

為，包含：(1) 把自己之前寫過的文章，拿來交不同份的作業 

(即：自我抄襲) (Maurer et al., 2006; McCuen, 2008)；(2) 因偷懶而

抄襲他人著作；(3) 透過翻譯軟體將欲抄襲文章翻譯、並使用至

自己著作。針對第一點，某位教師坦承曾有自我抄襲的行為： 

 

在裡面我覺得現在抄襲最嚴重是抄襲自己的東西。不瞞您說這我自己也

會做這種事情，就是當文獻探討到一個東西，那這個東西我已經做了好

幾年了，每次文獻就是這一些，那我何苦每年都重寫一段？我就把我覺

得我這幾年寫得最好的那一段拿來用，然後用在很多個文章上。那其實

這算抄嘛，只是你抄自己的東西。(T05) 

 

針對第二、三項其他族群未發現的抄襲行為，由逐字稿可發

現，學生不願思考的心態、寧願投機取巧，即便要花更多時間、

精力去搜尋可抄襲的資料，甚至利用其他工具 (如：網路 [Dahl, 

2007]、翻譯軟體等) 達到抄襲的目的，也不願花時間思考應撰寫

的文章內容。 

 

我就是要偷懶、捷徑，去把它整段摘錄出來，那，我只是沒有意識之下

的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抄襲的行為。(T01) 

我覺得他寧可花時間去網路上找，他找的時間搞不好用掉很多，可是他

不願意去想他自己的東西。(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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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說過，就在我們自己所上，就是直接google翻譯過來一篇文章，這

個是最嚴重的，太誇張了，就是你現在如果是鎖定在英文上面的話，我

聽過最誇張的就是把它翻譯過來翻譯過去。(T011) 

 

抄襲行為相異處只有主管及教師兩族群提及，顯示學生並未

警覺到抄襲行為帶來的潛在危險性，且可能對抄襲定義及行為未

做清楚的瞭解，所以對於周遭同學是否出現抄襲的情況未做瞭

解。這反應出主管及教師須多加留心學生的寫作過程是否犯了

錯，以及使學生確實避免抄襲行為。 

 

研究問題三：在造成英文寫作抄襲的原因上，三族群的認知異同

為何？ 

針對釀成英文寫作抄襲的原因，三族群有諸多共同點，像是

語言能力的不足  (Liaw, 2007; Tsai & Cheng, 2009; Yamada, 

2003)，如：語言能力待加強、寫作能力需多加練習；此外，投

機和懶惰心態 (Eret & Gokmenoglu, 2010; Jackson, 2006)、對於抄

襲的行為認識不足  (周倩等，2009；Whitaker, 1993; Wilhoit, 

1994)、各種壓力 (Liaw, 2007)、求取更好的學術表現 (Jackson, 

2006; Oliphant, 2002)、教育及文化的背景未重視抄襲議題 

(Yamada, 2003) 也是三族群所認定的英文寫作抄襲原因，三族群

所認為的抄襲原因，大致上和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結果相似。 

族群間見解的差異為，主管及教師均認為不重視、不瞭解著

作權法，是造成抄襲的原因，而學生族群卻未意識到不清楚著作

權法是導致英文寫作抄襲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見學生需加強自身

對著作權的認識，建立著作權法的概念。此外，教師與學生族群

均同意網路的高便利性會造成抄襲 (Underwood & Szabo, 2003)。

教師族群說明，因為網路上有相當豐富又多元的資料，而且輸入

關鍵字搜尋工具就能自動且快速找到相當大量的資料，滑鼠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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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複製貼上這樣的動作，彈指之間便可完成。網路帶來的方

便，使得學生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找到高度相關的文章，有時難免

不去「借用」這些資源。此外，幾位受訪學生也表示網路的發展

已經相當普遍，學生也有可能因為指導者的推薦，高度使用網路

資源，英文寫作抄襲的案例便層出不窮 (Hansen, 2003)。然而，

主管族群並未意識到此原因，由此可知，主管及校方需探究如何

能讓學生方便地運用網路檢索資料，同時能避免學生使用網路時

落入抄襲的窠臼，讓學生能有清楚的規範可依循以避免抄襲。 

值得注意的是，唯獨學生族群提出對研究議題興趣低落、或

不甚瞭解，是導致英文寫作抄襲的原因之一， Eret 與

Gokmenoglu (2010) 的研究結果也提到此點。某受訪學生談到： 

 

就是覺得對它比較沒有興趣，然後不想花這麼多的時間……。(S01) 

對這個研究室真的喜歡的話，你應該會對這個研究有想法，或者是這個

族群對他本身做的事情其實興趣沒有很大，……然後讓他覺得好像應該

要有一些東西出來……在對的研究室做對的題目，就是他自己喜歡的東

西，因為有些東西就是學生他可能真的也不喜歡，或者是也不熟

悉……。(S06) 

 

若是學生喜歡這個研究，自然會對這研究產生高度興趣，也

會去主動搜尋、瞭解及釐清研究問題。另一情況則為學生對研究

議題沒有深度去理解，不清楚自己要做的研究內容。有鑑於此，

教師及主管應該多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幫助學生發掘潛在的研

究興趣及釐清學生的研究方向，使其沉浸於研究的樂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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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四：在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上，三族群的認知異同

為何？ 

針對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三族群的相同點為：讓學生

瞭解抄襲的定義以及嚴重性 (Whitaker, 1993; Wilhoit, 1994)，並

且要建立學生學術道德觀 (Whitaker, 1993; Wilhoit, 1994) 以及明

定處置抄襲行為的規章與制度 (劉繼仁等，2012)。此外，應用偵

測抄襲的軟體 (Baer, 2007) 也能幫助減少抄襲的發生。主管及學

生族群亦論及，透過同儕的力量，相互檢視彼此文章，也能減少

抄襲行為。然而，教師族群並未提及透過檢查機制以避免英文寫

作抄襲的方法。原因可能是教師為最前線檢視學生抄襲行為的族

群，因此，以教師的觀點可能認為強化學生對抄襲的認知及規章

制度等較能避免英文寫作上的抄襲。 

就三族群對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相異處而言，學生族群未提

出別於教師及主管的新見解，推估原因為學生對避免英文寫作抄

襲的方法沒有太多想法，如果學生知道如何避免抄襲，那另兩族

群可能也不會提出諸多防範抄襲的方式了。 

主管族群提到兩個新概念，一是統一各學門有相同的規範可

抵制抄襲，另一則為有專門機構提供修、潤稿的服務，受訪的幾

位主管提到： 

 

這個實驗室跟那個實驗室不一樣，順便教育他就是說，這個大家普遍認

知，因為有些實驗室他不認為這樣，不是每一個教授都有相同的標

準……。(M04) 

在學校要是有一些這種資料，也可以統一大家的想法，比如說不會有些

老師比較極端，認為說這樣就是抄襲，或是有人覺得很鬆。(M05) 

 

不同學術領域 (如工程、科學和社會科學) 對抄襲的定義是否在

認知上有落差，目前急需一套由權威性的機構來制定出一套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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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標準，否則不同學門對抄襲有不同容忍度、定義及規範，會

使學生既困惑又無所適從 (Brimble & Stevenson-Clarke, 2005)。因

此，主管族群建議需統一各個學術領域都接受及能遵循的規範，

如此抄襲的情況才能逐漸改善。 

主管族群的另一觀點為將英語設為臺灣的官方語言，中文為

母語的人士有一個專門修潤稿的機構，下面兩位主任提到： 

 

所有要發表的英文的部分，請另外一個正式的翻譯的單位來幫你改，這

樣子，找人家改過就不會說我抄襲吧！(M03) 

我們現在的一個替代方案是找學校的editing service的……因為我們投期

刊，他都會說你應該找一個native English speaking的professor來改這個東

西。(M04) 

為了讓這些學者或學生的想法得以自在地伸張，主管提到，「英文是個

溝通的，溝通的工具，這個重要的不是在於語言，我一直覺得重要的是

在於內容」。(M04) 

 

綜觀這兩點，主管站在一個較為宏觀的角度看待避免抄襲一

事，如制定一套公認的反抄襲準則、設立專門修潤稿機構，以幫

助學生減少此行為的發生。 

 

教師族群提出五點不同於主管和學生的想法。其中最重要的

是要從旁協助增進英文寫作技巧、並多給予學生練習的機會： 

 

我想抄襲對寫作上這個技術上的問題的話，這個東西，就是說他們要常

常練習……長時間的訓練。(T03) 

我們會怎麼做，然後先告訴他正確的方法是什麼，然後練習幾次什麼叫

做paraphrasing，什麼叫做quotation……還有我們會練習summary，然後

練習index，citation是怎麼樣，然後寫在後面reference。(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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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他們說一般文章你怎麼樣消化然後重新改寫給他多一點的例子，然

後訓練他們改寫的方法，大概就是這我認為可以幫助他們的方法吧！

(T08) 

 

從錯誤中得到啟示與省思，如同 Kolich (1983)，應深入瞭解學生

寫作癥結點，並且讓學生對自己的作品負起責任。再者，從針對

根本的問題著手，學生的英文能力如果提升，便不再需要依賴他

人的文句來表達自身的想法，故教師提到： 

 

我覺得長遠還是說，希望整體的英文程度能夠往上提升，才是治本之

道，因為當他很熟悉這個語言，當他用的時候可以隨心所欲，他也就不

屑抄襲了。(T01) 

有一個客觀的原因，他英文寫作能力不夠強，所以要提高英文寫作能

力。(T12) 

要增進他們的字彙量。(T14) 

 

此外，提升學習英文的興趣，也可間接增進英文能力，呼應

了 Tsai 與 Cheng (2009) 所論及學生受限於自己的英文能力，導

致無法正確且快速地表達。Liaw (2007) 及 Yamada (2003) 認為學

生須具備批判思考及專業學科能力，如同教師 T03 說:「讓他們

去思考這個文章的東西，比如說我會問他們說，那為什麼這篇文

章會在這麼好的雜誌上面？為什麼這篇文章會在次等的雜誌？它

好在哪裡？不好在哪裡？讓他們去做這種比較開放性的思考」。

Chapple 與 Curtis (2000) 談到要培養學生思想批判力，以期將研

究作更深入的探討。 

最後，教師族群則建議老師要精進指派作業的技巧，以減少

抄襲的機會。譬如說「就是出一個他們無法抄襲的題目，就是老

師要有藝術」(T11)。或是「盡量找一個比較冷的東西，讓他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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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東西抄」(T15)。目的是讓學生花時間思考及消化他人的想

法，再透過自己詮釋出來。同時，教師也強調獨創想法及思考的

重要： 

 

你一定是你自己的evaluation，因為我的上面syllabus寫得很清楚，我寫

說不准summarize，一定是你自己的想法，我只要兩頁，我沒有要求英

文，你只要給我抓到你是summary，我就退回。(T11) 

你叫學生寫一份報告二三十頁是真的很多，所以學生是抄的越多，還有

不可能花那麼多心思去[寫]，他可能只是抄人家的，所以我跟他們講，

你大概寫五頁到十頁就夠了……至少要有兩頁，是你自己的想法，因為

有兩三頁他的想法，等於說他看完這些資料，他的想法也就比較不會具

有抄襲的行為出現……。(T13) 

 

少數幾頁作業即足以表示自己的創見，教師所提到的這點其實間

接反映了 Stapleton (2002) 的想法，學生不習慣表達自我想法及

與其他文本互動，作批判思考，因此教師提出改變指派作業的方

法 (Carroll & Appleton, 2001)。 

陸、研究限制與建議 

質性研究縱然縝密且能提供細節，若能再輔以量化研究，提

供普遍客觀的數據支持，並以質量並重的研究方式，相互補強不

足之處，可交互驗證兩者的研究結果。針對族群的選擇，此研究

分為學生、教師及主管等三族群，其他可能開發之族群為行政人

員及研究人員，因為他們在工作中亦有英文寫作的機會，因此有

研究之價值。此外，針對不同文類是否容易造成誤判、導致抄

襲，亦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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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三族群之分析而言，由於是以族群為單位，因而看不出各

族群的受試者本身有無差異。以學生族群為例，未來若能針對不

同的學生族群做研究分析，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除了以學生

年級做區分，學生族群本身可能會因為就讀系所不同，而在抄

襲、避免抄襲的概念和行為上有所差異。而教師及主管這兩個族

群，也可能如學生族群，會出現不同系所或不同領域間，對文字

的抄襲行為出現認知差異。此外，教師及行政人員有否受過反抄

襲相關訓練、英文寫作抄襲之工具等均值得深入探討。建議能針

對不同學科領域、地區及執行英文寫作反抄襲的相關人員做更進

一步的相關研究。最後，由於各教育及教學單位均有其因時制宜

之規章及慣例，而教師亦有不同之教學及處置抄襲的方式，因此

教學方式或教育單位規章之合宜性，亦可作為未來研究之方向。 

柒、結論 

過去鮮少有研究針對不同族群探討影響抄襲行為的發生原

因，並針對實際出現的抄襲行為提出對症下藥、積極解決的方

法，同時整合各學門對抄襲行為及其程度上的認知差異，進而設

計通用的規範方式。本研究探討三族群 (主管、教師及學生) 對

英文寫作抄襲的想法，透過訪談 10 位主管，15 位教師以及 14 位

學生，詮釋目前臺灣高等教育學生在英文寫作抄襲的現象和原

因，並針對問題癥結提供制止抄襲的具體方法。研究結果得知，

三族群除了有共同的想法外，也各自表述不同的見解，如對英文

寫作抄襲的定義上，三族群同樣的想法包含全文抄襲、未註明出

處來源直接使用他人的想法及文句、改寫少部分文句或字串；不

同之處為，只有教師認定學生使用同一份作業繳交至不同學科也

是抄襲。三族群觀察到的學生英文寫作抄襲行為則呼應了其對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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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的定義，而主管及教師也依據各自的教學經驗，發現學生不同

的抄襲行為。 

另一方面，英文寫作抄襲的原因包含內在動機與外在因素 

(Devlin & Gray, 2007; DeVoss & Rosati, 2002; Eret & Gokmenoglu, 

2010; Oliphant, 2002)。值得深思的是，主管及教師沒有意識到學

生會因為對研究議題的認識不足和興趣不夠而抄襲，但由學生族

群提出的概念呼應 Delvin 與 Gray (2007) 的研究發現。此外，針

對避免英文寫作抄襲的方法，三族群提出多種方式，有建立正確

的學術道德觀念、告知抄襲的定義及後果、使用抄襲偵測軟體或

人工檢查機制找出可能抄襲的文句，以及設定抄襲的處置規範

等；主管和教師各有不同遏止學生抄襲的作法。主管建議統一各

學門對防治抄襲的規範，並交由修潤稿服務的單位把關。教師則

認為應該教導英文寫作、培養學生的英文能力及興趣、訓練批判

性的思維模式，同時運用指派作業的技巧，以減少學生抄襲。 

本研究結果將有助於教育機關的行政主管、教師及學生瞭解

英文寫作抄襲的現況，針對族群間認知上的落差及根據不同的需

求，制定教學策略和學習模式，以提升學生學習的效果及效率，

進而精進學術研究的品質。未來針對學校規範方面，建議研究臺

灣各大學對抄襲的相關規定，進而探討校方避免抄襲的方法，包

含因應數位世代環境下，多種英語寫作方式及課程的輔助 

(Stapleton, 2010)，是否能全盤避免英文寫作的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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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Anti-Plagiarism Perceptions and 
Methods of Students, Faculty Members and 
Administrators towards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at Two Research-Based Universities 
 

Abstract 
The criterion for academic achievement, consisting of multiple 
high-quality publications, has become the norm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Accordingly, ethics and the prevention of plagiarism are 
critical issues for consideration to secure academic integrity and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knowledge about and perspectives of English writing 
plagiarism in three main groups at two research-base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including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supervisors),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Utilizing qualitative interview data, the 
researchers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four key issues surrounding 
plagiarism: (a) knowledge of the definition of plagiarism; (b) 
behavioral observations of student plagiarism; (c) causes of 
student plagiarism; (d) approaches for preventing plagiarism. 
Results show that all groups consider full-text copying, failure to 
cite, and patchwriting to be plagiarism; administrators and 
instructors possess distinct attitudes regarding the behavior of 
student plagiarism; the causes of plagiarism in English writing 
consis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pproaches to prevent 
student plagiarism include developing correct concepts and 
attitudes for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ng students about the 
defini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plagiarism, using anti-plagiarism 
detectors or establishing mechanisms to identify possible 
appropriated texts, and setting specific regulations to deter 
plagiarism.  
 
Key Words: English writing, misconduct of plagiarizing, anti-

plagia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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