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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重點 

什麼是學術論文 
學期論文的意義 
撰寫方法及注意事項 
學術語言 



什麼是學術論文 

種類 
校內：博碩士論文、本科生畢業論文、學期論文  
校外：學術著作、期刊論文  
 
 



學術論文有什麼特點？ 
  

有創見  
論點、論據由研究所得  
行文、格式符合學術論文規範  

 



學期論文的意義 

鞏固所學 
訓練批判思考  
訓練初步的研究及學術寫作能力 
 (獲取優良成績) 



優秀論文的標準 

內容：原創、新見、深度、廣度  
行文：語言、表達、鋪排、格式  

 
發表新見 
言之有物 
論證紮實 

 
 
 



撰寫論文的步驟 

選擇題目 
蒐集資料 
摘錄筆記 
編製書目  
擬定論文的目的和大綱  
撰寫初稿同時補充註釋 (文內註、腳註、尾註）  
修改潤飾，撰寫引言和結語  
更新引用或參考書目(及附錄) 
定稿 



論文基本架構  
 

 1. 導論（研究對象、方法、動機／價值／目的） 
 2. 主體（每段一個論點並提供相關論據、妥善安排段與段之間
的銜接）  

－文獻綜述+研究／分析+結果+討論+限制 
 3. 結論（申明根據所選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重申論文價值） 
 4. 書目 
 5. 附錄 (論文中提到的證明，或圖／表) 



擬定論文題目 

題目範圍由老師設定 （包括字數） 
 

自訂題目 
 

研究對象要明確、立場要清晰  
研究方向要集中明確 
自己的興趣和能力  
審稿人的偏好  
範圍不能太大 (如：三代同堂研究) 

 



題目常見用字： 
淺議／析／談；初探；管窺；關於；論；考；的啟示／貢獻／
價值／現狀／思考／問題 
 

 

一句成題： 
最常見的就是〈某某（人、作品、現象）的 xxx〉  
朱天心〈天之夕顏〉中的死亡書寫 
清代侍衛等級新探 

 

兩段式題目： 
採信與駁詰：荀卿對莊周言辯論說之反思 
據馬班以高視許鄭：王芑孫對乾嘉漢學的批評及其意義 

 



何謂剽竊？  
  
 
引用他人意見或研究成果而不註明出處（不管是否有意）  
直接抄襲他人作品（不管是否已經出版）  

  包括自我抄襲！ 
  
剽竊違反學術誠信守則：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


主要資料庫簡介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China Journal Net (CJN) 涵蓋: 1915至今  
收錄 8700 多種重要期刊，內容覆蓋自然科學、工程技術、農業、哲學、
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涵蓋: 1999至今  
收錄自1999年以來中國大陸各學科領域的碩士研究生論文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涵蓋: 1999至今  
收錄自1999年以來中國大陸各學科領域的博士研究生論文 

 Airiti Library. Theses 華藝線上圖書館 ‧ 論文  
  涵蓋: 2004至今 
收錄台灣及鄰近地區49所大專院校所出版的博碩士論文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easyaccess1.lib.cuhk.edu.hk/limited/cnki.htm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easyaccess1.lib.cuhk.edu.hk/limited/cnki.htm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brief/result.aspx?dbPrefix=CMFD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brief/result.aspx?dbPrefix=CMFD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FD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Thesisbrowse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Thesisbrowse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Thesisbrowse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Thesisbrowse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Thesisbrowse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Thesisbrowse


 Apabi  
  逾60,000本電子書 

Chinamaxx 中文集献 涵蓋: 1949 - present 
 逾700,000電子書 

 

 ProQuest 5000  Coverage: 1923 - present 
Allows users access to nearly all the ProQuest periodical databases 
and provides in-depth coverage of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including business and economics, environmental studies, 
geography,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s, 
and more. 

 

 JSTOR  
 Includes archives of several hundred well-known academic journals 

across the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sciences, dating back to 
their first issues. The most recently published issues (past 3-5 years) 
are not available.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easyaccess1.lib.cuhk.edu.hk/limited/apabi.htm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www.chinamaxx.net/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www.chinamaxx.net/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search.proquest.com/databases/index?accountid=10371&currSubVert=OS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www.jstor.org/search/


慧科新聞 WiseNews  涵蓋: 1998至今 (非所有刊物) 
收錄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出版的報章、雜誌、刊物和
新聞通訊社的資訊。 
 

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 HKInChiP  涵蓋: 1980至今 
提供論文索引，引用的期刊超過三百種在香港出版的中文和雙
語期刊。 
 

WanFang Data 萬方數據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including the full-text 

of academic journals, proceedings, theses, patents and 
standard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enterprises.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libwisenews.wisers.net/?gid=CULIB&user=ipaccess&pwd=ipaccess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libwisenews.wisers.net/?gid=CULIB&user=ipaccess&pwd=ipaccess
http://hkinchip.lib.cuhk.edu.hk/
http://hkinchip.lib.cuhk.edu.hk/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g.wanfangdata.com.hk/
http://easyaccess.lib.cuhk.edu.hk/login?url=http://g.wanfangdata.com.hk/


學術論文格式  
 

CMS 格式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芝
加哥大學論文寫作手冊)，多為歷史、藝術史、
宗教、哲學 及其他人文學科所採用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6th ed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2010  

 United College Wu Chung Multimedia 
Library ILC Special Collection  

 Z253 .C57 2010 



學術論文格式  
 

 APA 格式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國心理協會)，為心理學及其他
社會科學所採用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2010  

 Architecture Library Architecture Library 
(BF76.7 .P83 2010) 

 New Asia College Ch‘ien Mu Library NA 
General Education ( BF76.7 .P83 2010) etc. 

 



學術論文格式  
 
MLA 格式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現代語言學會)，為英文、
外語及其他人文學科所採用  

MLA style manual and guide to 
scholarly publishing 3rd ed New 
York :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8  

 United College Library ILC Special 
Collection (PN147 .G444 2008) 

MLA文体手册和学朮出版指南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Library 

(PN147 .G44412 2002) 



學術論文格式  
 
CSE 格式 (The 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
為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所採用  

 Scientific style and format : the CSE 
manual for authors, editors, and 
publishers/Style Manual Committee, 
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 7th ed Reston, 
VA : 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Available at United College Library ILC 
Special Collection (WZ345 .S386 2006) 



學術論文格式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Libraries 學術論文格式網上檢索版： 
http://www.lib.jmu.edu/help/checkcite/default.aspx?end
_prod=1&style=1&source=1 
 
 
 

具體格式要求宜諮詢貴系或指導教授 
必須貫徹始終  

 

http://www.lib.jmu.edu/help/checkcite/default.aspx?end_prod=1&style=1&source=1
http://www.lib.jmu.edu/help/checkcite/default.aspx?end_prod=1&style=1&source=1


學術語言  
 

精確 
客觀（忌情感張揚、價值判斷、諷刺、歧視）  
流暢（少用雙重否定句、避用一逗到底的長句）  
邏輯清楚，條理分明  
正式，使用規範中文/英文及標點 
視乎學科要求靈活變化 



 

學術謊言？  
 

http://sex.ncu.edu.tw/papers/2-4.php 



學術語言？  
 

這畫作所表現的意境何其美妙！ 
 

沈祖堯教授於論文中提到ＸＸ方法可以幫助解決ＹＹ問題。 
 

這技術通過ＸＸ試驗，證明一定有效。 
 

朱古力幫助我順利通過考試。 
 



學術語言？  
 

這實驗證明吃泡麵是你對身體做的最壞的一件事。 
 

我認為垃圾徵費無助解決問題。 
 

吸煙是好的，因為我爸爸說這能讓他心情放鬆。 
 



工作坊重點 

什麼是學術論文 
學期論文的意義 
撰寫方法及注意事項 
學術語言 



參考資料 
徐有富（2003）《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 Online access 

 

王力、朱光潜等（2006）怎样写论文 : 十二位名教授学术写作
纵横谈Chung Chi Library (LB2369 .Z34 2006)  
 

畢恆達（2006）《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論文寫作的枕邊書》 
Chung Chi Library CC (LB2369 .B554 2006) 
 

周春塘（2008）《撰寫論文的第一本書》  
    United College Library ILC (LB2369 .Z5 2008) 

 

孟樊（2009）《論文寫作方法與格式》  
    United College Library ILC (LB2369 .C37 2009) 

 



張可婷譯，Paul Oliver 著（2009）《教您寫出一本優質論文》 
United College Library ILC (LB2369 .O4512 2009) 
 

王國璋（2010）《學術論文的寫作方法 : 附多種參考樣本》  
    United College Library ILC (LB2369 .W3 2010) 

 
林隆儀（2010）《論文寫作要領》 Online access 

 
鈕文英（2015）《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Library (H62 .N58 2015) 

 
中文大學自學中心 
http://www.ilc.cuhk.edu.hk/chinese/AWOnline/general1.html 

 

http://www.ilc.cuhk.edu.hk/chinese/AWOnline/general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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