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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1. 論文是科學世界的產品：以「客觀性」為
基礎的「科學」標準知識工作流程。

2. 包含「研究」和「撰寫」兩部分。

3. 針對某主題，進行書面的、系統性、深入
的、詳細的探討。

4. 觀察到令人產生疑惑的現象（問題），提
出合理宣稱（觀點），利用具正當性的方
法材料（方法），得出有效的論證。



人生秘境的學術表達

論文的兩種層次：

回應人生疑惑 解決學術疑惑

• 為自己做研究 • 在學術界做研究

• 對實際現象產生疑惑，與自
我好奇的對話

• 對先行研究成果感到不足，
與前輩學者的對話

• 有研究樂趣
• 享受解謎的愉悅

• 有研究榮耀
• 受領域內部肯定

• 素人作家、民間學者皆能做
到

• 學術界從業人員的專業

研究熱情的來源研究熱情的來源



小論文

問題
觀點

方法

1. Minor Thesis

2. 篇幅較碩、博論文小，接受指導的個人
研究成果（約5000-20000字）。

3.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申請入學第二階
段指定項目甄試的方式之一（學習歷程
檔案）。



深層次的學習者

 大學「多元入學管道」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學習歷程檔案），各校系採用「小論文」的目的——
一種論文式的評量方式，以問答形式的題目，自由反應
的短篇文字敘述，藉以評量下列特質與潛能：

1.就讀學系的意願與態度。
2.創造力。
3.專業知識的瞭解。
4.資料的判斷與應用。
5.生活應用態度與價值觀。
6.文章表達能力等。



只關心能否通過
考試，而不是應
用所學的東西

 大學期待的學生——

淺層次
 學習的態度與

方法：

自我探索、
自主學習能力

→學習素養

深層次

熱愛學習本身，
即使沒有人教，
也會自己採取
深層次策略



小論文 自主學習 專題探究

成功學習
的

關鍵

培養
自主學習能力

的
重要方法



1. 小論文是探索個人有興趣之學術領域的機會。

2. 對該領域的熱忱及思考，展現主動學習和創造力
的方法

3. 發展獨立研究及團隊合作能力。



4. 研究過程中的投入和反思，能反應出在智識層面及
個人層面的改變：

(1)撰寫小論文的過程，將發展出轉移的知能，如：研究
方法、批判思維、資訊能力、自我管理、以學術文章
和他人進行交流等等。

(2)研究知能固然是完成小論文的關鍵，但在過程中，也
需發展組織及情意技能，包括：心態、毅力、韌性、
自我激勵等，以此來進行自我管理。





 中學生網站 https://www.shs.edu.tw/
 小論文寫作比賽

https://www.shs.edu.tw/essay/



一、目的
1. 培養中學生從事研究之風氣，透過閱讀與討論，增進

自學能力。
2. 推廣圖書館利用教育，引導學生深度利用圖書館各項

資源。

二、投稿時間
1. 第一學期自110年9月1日起至10月15日中午12時止。
2. 第二學期自111年2月1日起至3月15日中午12時止。



三、投稿規則

1. 小論文主題共分21類：工程技術、化學、文學、史地、
生物、地球科學、法政、物理、英文寫作、家事、海事
水產、健康與護理、商業、國防、教育、資訊、農業、
數學、藝術、體育、觀光餐旅。請學生擇一主題參賽，
並採中文或英文撰寫。

2. 各校應先辦理校內初賽，再擇優作品參加投稿，投稿至
中學生網站之作品須由學生簽立「切結書」才能參賽，
未簽立者由原學校刪除作品。

3. 每人每次限投稿作品1篇，各校投稿篇數以各校班級數
為上限，若投稿篇數超過規定篇數，則由校內自訂控管
方式。



4. 作品封面自成一頁，封面須註明投稿類別、作品名稱、
校名、參賽人員與指導老師，作品含封面不得超過11頁。

5. 個人或小組參賽皆可，惟小組成員需同校同年級（可不
同班），且最多3人為一小組。

6. 寫作及引註資料格式請參照「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論文
寫作比賽格式說明暨評審要點」、「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小論文寫作比賽引註及參考文獻格式範例」（請參閱中
學生網站小論文寫作比賽專區）。

 詳見：110學年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論文寫作比賽實施計畫



1. 篇幅規定：A4紙張4至10頁為限（含附錄、不含封面）。

2. 版面要求：字體字型（繁體中文新細明體12級字，全型
標點；英文Times New Roman12級字，半型標點）、版
面編排（單行間距，段落間、段落標題間空一行）、頁
首頁尾（頁首加入小論文篇名，頁尾插入頁碼，10級
字）。

3. 本文結構內容：論述層次需分層、分段。

4. 引註資料相關規定：同一處引用不得超過50字（詩文、
歌詞、劇本、法律條文除外）。

格式→溝通的規範格式→溝通的規範



 詳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小論文寫作比賽格式說明
暨評審要點、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小論文寫作比賽引
註及參考文獻格式範例

5. 封面頁：



1. 小論文之基本架構分為「封面頁」及六大段落：

2. 另可增加附錄，收錄研究工具（如問卷、量表等）且
附錄不列入評分。但含附錄之總篇幅仍應在4至10頁
內（不含封面），其餘增刪皆不符規定。

壹、前言 I. Introduction
貳、文獻探討 II. Literature Review
叁、研究方法 III. Research Methods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IV. Analysis and Results
伍、研究結論與建議 V.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陸、參考文獻 Ⅵ. References



前言

正文

結論

引註資料

前言

文獻分析

研究方法

研究分析與結果

研究結論與建議

資料引用及參考書目

 110年起，基本架構由「四」改為「六」：



前言 文獻
分析

研究
方法

研究分析
與結果

研究結論
與建議

資料引用
及

參考書目

研究的
動機、
目的

文獻回
顧、前
行研究

研究設
計、流

程
研究結果

結論（非
心得感
想）、

研究限制

APA格式

提出
問題

找答案的過程 回答
問題



小論文要怎麼寫



1 問題意識、於不疑中有疑 這裡有問題……

2 文獻回顧 過去怎麼沒人解決？

3 主張、提出有觀點的假設 有什麼獨特觀點？

4 設計方法、交代材料 有什麼材料支持？

5 論證、呈現成果 進行論證吧！

6 結論、編輯 下結論、格式、潤稿

 資料引用自：台大台文所蘇碩彬教授課程

問題

觀點

方法



 資料引用自：黃春木《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立思考》



 資料引用自：黃春木《我做專題研究，學會獨立思考》

 6、7、8：
論證表達

 1、2：
觀察、問題
意識、資料
搜尋、研究
設計

 3、4、5：
閱讀理解



閱讀理解 批判思考 論證寫作

研究 撰寫



2

1

4

3

問題意識

資料蒐集、

線上資源

研究設計、
研究方法

工具書



 問題（problem）≠問題意識（problematic）

• 問題：當事件或現象背離我們原本的期待，問題就產
生了。

• 問題意識：「我們對事件或現象的概念和發展」的陳
述→涉及我的世界觀、我的意識形態、我的知識體系
等等。

向世界發出提問向世界發出提問

Ex.「為什麼百貨公司一樓都是化妝櫃？」

Ex.「既然是百貨公司，一樓應該是要陳列各式各樣
的商品啊。」

潛：「百貨公司的一樓應該是要怎麼樣」？



 如何提出問題？
• 於不疑中有疑
• 從感覺不對勁開始

 什麼樣的問題是好的問題？
• 具有「問題意識」的問題
• 問出「核心問題」：重要的、永恆的、

基礎的、基本的、對個人理解而言極其
重要或不可或缺的問題

• 具有「核心關懷」的問題：為什麼想做
這個題目、為什麼會問這個問題（ex.
性別、教育……）

閱讀
+

觀察
+

批判性思維



一、圖書：

1. 彰化縣立圖書館
（http://www.bocach.gov.tw/subject/library/geo_02new
s.asp）之館藏目錄查詢

2. 國家圖書館（https://www.ncl.edu.tw/）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當中的「圖書聯合目錄」

3. 博客來網路書店、三民網路書店等



二、期刊論文：國家圖書館「期刊文獻資訊網」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

三、學位論文：國家圖書館「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
統」（https://ndltd.ncl.edu.tw/cgi-
bin/gs32/gsweb.cgi/ccd=MEESWa/login?jstimes=1&loadin
gjs=1&o=dwebmge&ssoauth=1&cache=1626771497803）

四、報紙：聯合知識庫定址會員系統、中時新聞資料庫等

五、統計資料：政府統計資訊網（https://stat.ncl.edu.tw/）

六、法規：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庫」
（https://law.moj.gov.tw/）

 參考資料：彰中曾馨霈老師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https://www.nlpi.edu.tw/）
「數位資源入口網」：

1. 聯合知識庫原版報紙資料庫（聯合報、經濟日報、
好讀周報）→查找新聞

2. 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華藝線上圖書館）→查找
單篇論文

申請借書證！申請借書證！





 參考資料：清大社會所蔡宜文小論文工作坊

創造資料

自造：問卷調查、訪談紀錄、田野調查、
參與實作、實驗證明（自然科學較常
使用）……等

他造：專家報告、檔案、文獻、官方資料
……等

整理分析
量化研究：問卷整理與分析

質性研究：文獻等資料之統整歸納與分析

不同的謎題，有不同的研究方法不同的謎題，有不同的研究方法



黃春木等著
《中學生專題研究實作指南》

（商周）

黃春木著
《我做專題研究，

學會獨立思考》（商周）

董幸正著
《中學生小論文寫作完全

指導》（深思文化）



小論文會怎麼評



屬格式不符淘汰
□是
■否

是否為疑似抄襲文章
□是
■否

評分向度



評分向度 5 4 3 2 1

前言
是否清楚描述研究背景∕動機

是否清楚具體說明研究目的及問題

文獻分析
引用文獻與研究主題相關適切

文獻分析掌握相關知識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概念陳述清晰

研究方法及流程適宜

研究分析與結果
研究分析完整具邏輯性

研究結果闡釋合宜
圖表表述正確

研究結論與建議
研究結論呼應目的∕問題

研究建議合宜

資料引用及
參考書目

正確引註參考資料

符合格式要求（含內文格式及引註資料）

總分 （自動加總）



評審要點



（一）
前言

1. 研究背景∕動機：是否清楚描述研究背景
∕動機

2. 研究目的∕問題：是否清楚具體說明研究
目的及問題

（二）
文獻探討

1. 引用資料是否與研究問題相關
2. 是否客觀且有系統的敘述並正確掌握相關

知識
3. 相關領域之概念是否正確

（三）
研究方法

1. 是否說明研究概念∕架構
2. 研究方法、研究流程是否合宜等



（四）
研究分析
與結果

1. 研究分析是否完整並具邏輯性
2. 研究結果闡釋是否合宜
3. 圖表是否正確

（五）
研究結論
與建議

1. 結論是否呼應研究目的∕問題
2. 研究問題是否被解決
3. 研究建議是否合宜

（六）
參考文獻

及論文格式

1. 引用格式是否正確：尊重著作權，正確引
註參考資料，並詳列參考文獻

2. 參考文獻及論文格式是否正確：須符合主
辦單位所訂格式



1. 無法開啟之作品
2. 投錯類別或年級
3. 投稿作品之封面格式不符規定（如：有插圖、無投

稿類別、無指導老師、封面出現其它資訊等）
4. 作者資料有誤：超過3人、不同年級參賽、不同學校

參賽
5. 小論文格式不符六大架構要求
6. 篇幅超過10頁或少於4頁（不含封面）
7. 參考文獻少於3篇或全部來自網路
8. 網路篇名、封面篇名與正文頁首篇名文字有差異

絕不能一稿多投！絕不能一稿多投！



 以下四大類型，屬同類型錯誤者，扣1分，四大類型均
有錯誤最多扣4分：

1. 不符本要點「貳、版面規定」者
2. 參考文獻或內文引註格式錯誤者
3. 同一處引用參考資料之原文超過50字（不含標點符號），

詩文、歌詞、劇本、法律條文不在此限
4. 未投錯類別，但封面類別寫錯（如史地類寫成歷史類），

或依規定段落結構寫作，但段落標題寫錯者（如結論與
建議寫成結論、參考文獻寫成引註資料者……）



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視為疑似抄襲：

1. 正文引用他人資料，未標明作者及年代

2. 未於「陸、參考文獻」段中註明出處者



評審老師依「內容評分重點」，視作品整體內容之優劣，
並參酌「予以淘汰」、「參考文獻及論文格式評分」之給
（扣）分後，以分數表示評審結果，各等第分數如下表：

小論文給分方式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X

最優 待加強
疑似
抄襲

 詳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論文寫作比賽格式說明暨評審要點



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培根
（ Francis Bacon, 1561-1626）：

閱讀使人豐富，
討論使人成熟，
書寫使人精確。



謝謝聆聽

去探究吧，從問一個好問題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