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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好，我們是一群社會學的助教，曾經我們也都
只是坐在台下聽老師們上課的學生們，看著黑板、
盯著老師、猛抄筆記，社會學小助教的經驗讓我們
從一個在台下聽講的學生，轉變為必須帶領學生們
討論的小老師。在帶了一年的社會學之後，我們發
現了大一學生常常會有的一些問題，而這些你們在
將來可能會產生的困惑，其我們過去也都曾經經歷
過，在此我們將以我們過去的經驗來與你們分享，
希望能幫助你們以最快的速度來適應嶄新的大學生
活。
下面是我們列出的幾個大一新生可能會碰到的問
題：

• 如何認識社會學？上社會學課要注意些什麼？
• 什麼是社會學？
• 念社會學有什麼用？
• 為什麼要選課課，該如何選課？
• 書該怎麼讀？如何有效閱讀？
• 考卷該怎麼寫？
• 報告該怎麼寫？如何想題目？如何找資料？報告的

格式？



如何認識社會學？
上社會學課要注意些什麼？

社會學」對於剛從高中畢業的大一學生們來說，
是一個陌生且充滿距離感的名詞。剛入學的你們
往往還習慣於過去高中的上課方式，有老師幫同
學們做摘要和筆記，所有的知識都會寫在書裡，
甚至是背多分的唸書方法，然而這些方法並不太
適合於學習社會學，因此我們舉出了幾項大一新
生應該注意的事項來提醒大家，並且附上了一些
找資料和寫報告的方法，希望能幫助你們認識社
會學。

大一學生上社會課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 不要缺課：認真的參與課堂便是培養社會學思考

最佳且最快的方法。
• 質疑文本：尋找問題，批判文本。不要看到什麼

便相信什麼，世界上沒有唯一的答案。
• 尊重他人的發言：與他人討論、辯論時，要尊重

他人的想法，互相對話而非吵架，異質的意見更
可增加思考，使自己的想法更有邏輯，真理將越
辯越明。

• 多閱讀：平常多讀書，才不會書到用時方恨少。
• 認真、負責的學習態度：論文、報告等作業要認

真完成，因為實力是累積而來的。



什麼是社會學﹖

• 有同學常常反映，認為書本說的和現實不同，
這大致可分為兩派，一種是過度相信，另一種
則是過度懷疑。曾有學生認為學社會學很痛
苦，都要一直批判，有時候甚至會很消極，就
會開始說「就只是這樣啊？」

• 當我們開始Open mind的時候，可是卻不能改
變什麼，這樣子或許會有很痛苦的感覺，很多
時候在大一我們會不知道自己在學什麼、要學
什麼。學社會學最特別的一點在於我們和他人
的分析事物的觀點會很不同，對社會系的學生
來說，其實這是一種驕傲，也是我們能夠與他
人競爭的地方。當我們問說社會學是什麼的時
候，或許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做思考：1﹒
去享受看看2﹒訓練我們的思考能力。這些並
不是幾天、幾小時，甚至是固定的流程就能學
會的，因為我們接受的訊息來自四面八方，接
觸的是一個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當然，當我們
大學選讀的是社會系的時候，很多壓力會來自
家庭，父母會認為你讀這個科系是要做什麼﹖
為什麼不讀一點實際的東西呢﹖不過社會學並
非不實際，它包羅萬象，是一個很有彈性的學
科，就如同我們在找工作時，社會系的學生從
事的工作類別也是很有彈性的。有的時候我們
心中可能會有這些疑問，社會學並沒有很明確
的告訴我們什麼是社會學，那些我們所讀的課
本，感覺上好像只是在應付考試而已，事實上
社會學就是存在於我們週遭的事物，可以藉由
社會學將我們的混亂的思考方式做一個整理，
用一種新的方式去學習。



念社會學有什麼用？

• 大一新生常常會不知道我們社會學系唸的這些文
本到底要幹嘛，到底有什麼用。

• 其實社會系這門學科跟一般的學科很不一樣，我
們跟企管、會計、甚至社會工作這樣的學門不
同，這些學門是為了要「用」而學習，有明確的
運用目標，但是社會學不同，我們學的不是「應
該要怎樣」，而是「這個社會是怎樣」，我們只
是在了解這個社會，但不會把價值加在上面。

• 附上一篇張志宇學長所寫的「社會學是什
麼？」。



社會學是什麼？

• 張志宇： 「社會學就是一種熱誠」
• 「社會系是幹什麼的？你讀社會系做什麼？你為什

麼要讀社會系？」這是我讀社會系後一直以來不斷
地被問到的問題，而我總是含糊攏統的說：「社會
系就是一門研究社會與社會、社會與人、人與人之
間關係的一種科學囉；因為我很有興趣所以才讀社
會系啊。」我不願意也尚無能力好好回答這個問
題，而且問我這種問題的人—不管他們是出自於好
奇或只是隨口問問，總是抱持著一種Weber談的
「工具理性」或者是Jeremy Bentham與John Mill
談的「效益主義」來詢問我，對我來說他們在評價
某知識的好壞時就等於預設著這知識能不能
「用」—講白一點就是能不能賺錢，能夠賺錢的知
識就等於好的知識，相反的社會學這種「冷僻」知
識就不是好知識了。也因此，每當我回答了上述問
題後，他們一方面似懂非懂，一方面卻又擺出一副
關心你的姿態叫你多修一些有「用」的學科。久而
久之，我越來越灰心，也越來越不想回答有關我讀
社會系的問題，更甚至懷疑自己的選擇。但是，在
一次偶然的機會下，選修了「台灣歷史與文化」這
門課，我再度燃起研讀社會學的熱誠，其原因當然
包括上課內容的深度與趣味，但更重要的是老師上
課時所散發出的那種特質，一種對「生活世界」求
知若渴與一種欲對自身真正了解的態度，這樣子的
特質在我看來正是一位社會學家所應具備的，也正
是一位社會學家不同於他人的原因。



• 在此之前，我對於我所生活的世界或甚至對
自己本身有所了解嗎？我不敢說，我也從來
沒想過，因為我只跟一般人一樣都抱著一種
「理所當然的態度」來看待世界與自己，事
後我想了想，原來這就是我一度想放棄社會
學的原因，因為這樣子的想法沒有讓我變的
跟別人不一樣，或者讓我能有系統有組織地
說明一件事情，充其量只能讓我用社會學的
知識耍耍嘴皮子而已，我真的很失望。然
而，上過這門課後才讓我深深地身會到，何
謂社會學、何謂社會學的態度。現在，若有
人再問我何謂社會學或為何讀社會學，那麼
我會說：「社會學就是一種熱誠，而這種熱
誠就來自於對認識自身的一種強烈欲求，而
且這種認識並非是一種『完全的接受』，而
是處處充滿反思與實踐的認識，最後再將這
些所欲了解的知識給交織在日常生活之
中。」



為什麼要選課？該如何選課？

• 為什麼要選課？該如何選課呢？選課簡單來說，
就是選擇你未來一學期要上及想上的課，通常學
校會要求上網選課，因此只要開啟學校網頁到
“學生專區“輸入帳號密碼之後，你就可以開始選
課了。通常大一新生的“必修課”都已經排好在選
課清單中，而你所要加選的是＂選修課＂，你可
以在選課清單中查詢到這學期所開設的選修課
程，通常只要課程不衝堂、課程沒有特殊限制、
學分數不超過系上規定的最多選課學分（原則上
一學期是不能超過25學分、不能低於16學分）
都可以加選。如果沒有特別必要，一般建議不要
退選任何一門“必修課”，因為必修課就是一定必
須要修的課，你這學期不修，你以後還是得修。
另外，通常選課會分成兩個階段，你所加選的課
如果加選的人數過多，就不一定保證就一定能選
得上，因此建議在第一階段多選一點課，免得最
後因為學分不足，必須要去選修一些自己沒有興
趣的課程。



那麼，面對五花八門的課程，到底該如何選擇呢？
• 如果你是需要長時間打工來養活自己的人，建議課

程不要選得太重，以自己能夠負荷的為準。
• 如果你是以獎學金為目標，成績就會比較重要，你

可以跟學長姐們打聽，選擇給分較高的課程。
• 如果期許自己能夠在大學時代學到很多東西，建議

可以選擇幾門比較困難，老師要求高的課程，藉以
加強自己的課程學習，但還是要以自己能力為準，
否則容易壓力太大無法兼顧。

• 每位老師上課方式和要求都各不相同，選課確定前
先弄清楚老師的要求，看看自己能不能夠做到，比
如說早上總是睡的很晚的人如果選擇第一節開始上
課，而且重視出席率的課程就會比較吃力。

• 除了系上選修，也可以選擇外系課程，請記得依照
外系的辦法辦理。一開始如果抓不住自己的興趣在
哪裡，可以把選修的範圍拉大，多嘗試不同領域的
課程，等到抓出自己有興趣的領域後再逐漸縮小範
圍，然後越修越難，有的學程也可以考慮，學程的
資訊都在學校網頁和系上網頁找到。

• 在申請輔系和雙修之前記得要先思考清楚，弄清楚
自己是否真的要輔系或雙修，避免貿然選擇反而造
成過大的課程壓力。



書該怎麼讀？如何有效閱讀？

• 上課聽
• 同學常常在考前的時候才開始唸書，然後一翻開書

就覺得幾乎都看不懂，覺得課本講得太艱深。但其
實如果上課就認真聽的話，其實吸收效果會事半功
倍。因為課堂上老師會先將一個概念解釋清楚，這
樣當同學們回來對照課本看的時候就會很容易理
解，而且每個禮拜上課不過幾小時，那些效果是比
自己花幾十個鐘頭來唸還要有效率。

• 抄筆記
• 課堂的筆記也要抄下來，但不能跟著老師寫什麼就

寫什麼，因為有許多老師不會工工整整地寫板書，
只是在黑板上寫下關鍵字而已，所以如過太注意黑
板上的字反而會不知道怎麼超筆記。所以超筆記其
實就是要把自己理解的內容紀錄下來，因此認真聽
講是很重要的，聽了老師課堂上的講解，再用自己
的話說一遍，抄下來到筆記裡。



• 找同學或助教討論
• 遇到看不懂的或覺得怪怪的地方，可以找同學或助

教討論，最好是找助教，因為有時候同學們之間都
不太清楚，會弄得大家都似懂非懂。其實小助教的
功能也就是如此，是幫助你們發言、思考，給你們
問問題的對象，一定要好好利用。

• 勿陷入名詞解釋
• 閱讀的時候常常不知道某個名詞解釋是否重要，又

或者要不要跳過去。一個基本的判別方法是，教科
書特別提出來的幾個名詞解釋就一定要弄懂，但是
一般閱讀其他補充教材的時候，如果看到很艱深的
字詞大致上可以先跳過，或詢問小助教，不要被一
兩個名詞困住，導致閱讀窒礙不前



考卷該怎麼寫？

• 社會學的出題方式，通常會有名詞解釋、簡答題和
申論題。而寫考卷的技巧，就名詞解釋來說，就是
把課本上的定義，或者老師上課時所做的說明，簡
單地將要點都寫出來，通常只要有寫到重點就會得
到分數了﹔簡答題，顧名思義就是要簡單扼要，作
答時要把握重點，將題目所問的問題長話短說﹔申
論題當然是知無不言，但並非天馬行空的亂寫，把
所知道的，和題目有關的寫進去，其他較沒相關的
必須割捨，否則顯得雜七雜八。申論題的內容除了
老師上課講過的，還有課本中的內容用自己的話反
芻出來以外（絕對不是背書喔），若是能夠補充進
自己的意見和批判會更好，記得表達要清楚，用字
也要小心，避免過度情緒性和貶抑的字眼，請以理
性出發來談論自己的意見。要能夠在申論時提出有
力的批判，需要仰賴平時的閱讀和思考功夫，這部
分就是需要同學的自修，也可以在平日上課時發言
來訓練，或者做報告的時候、平日聊天的時候和同
學們討論，逐漸培養自己的思考和表達能力。另
外，寫考卷的內容不一定要用分點式的寫，因為這
樣有時會阻斷思考，一個問題可以有很多概念互相
相關，分點式不一定完全，甚至可能切割掉自己的
意見，請嘗試以清晰的寫作方式來表達心中的想
法。而就算是遇到不會寫的題目，還是要努力的根
據上課的印象，盡量寫出一些答案，或多或少也許
能摸到邊獲得一點點筆墨分。



報告該怎麼寫？如何想題目？

如何找資料？報告的格式？

• 如何找報告題目﹖寫報告會遇到什麼困難﹖
• 在社會學的課程中，報告是很重要的一環，通常佔

有了很重的分數。在寫報告的很多時候我們對於問
題會存在有很多的疑問，可是我們卻無法提出一個
很完整的思考，這時候我們可以試著問問自己為什
麼會想到這個問題，是不是有什麼線索或思路讓我
想到這個問題？可以用引導思考的方式去探索問題
的根源，也可以從生活經驗以及和他人的對談中去
思考問題。任何遇到的問題，在深度思考過後，除
去個人的成分，找到可以成為公共議題或社會議題
的部分。我們可以嘗試自己想想問題，並且去找答
案。或許我們會認為說，當我們舉手發問時就可以
得到所謂的正確答案，但是社會學事實上牽連廣
泛，我們所得到的答案可能只是一部分的說法而
已，因此並非舉手發問就會獲得答案，可以先去看
看針對某個特定的問題別人是怎麼做討論的，再試
著去找資料、看期刊，重複組織自己的問題，把要
點先寫下來，這樣子我們的問題可以更完善。



• 寫報告時會遇到什麼問題及其解決方式：
• 如何尋找題目：回想自己的生活經驗，特別是與自

己生活經驗有關的事物，如學校、家庭、逛街等所
獲得的經驗，並與他人討論，以刺激思考。此外，
在平時就可將平常所關心、注意到的問題加以記
錄，當要做報告時，便可從中獲得自己有興趣的題
目了。

• 如何完成報告：可參考正式的期刊論文，了解寫作
的基本模式。但也無須過於緊張，覺得自己無法與
學者寫得一般好，其實大一生若可以發揮自己的創
意、觀察力找到一個好題目，將搜集到的書籍、期
刊、及相關資料整理成自己的觀點加以運用，並將
自己所要呈現的想法或事物表達清楚即是一篇不錯
的報告了，其實好的報告就是一篇用心且能夠完整
地將要討論的事物如實呈現的報告。當然，寫報告
最為重要的一點，也是最高原則的就是，不得抄襲
與虛構。有多少證據就寫多少東西，不要虛構，更
不能抄襲。

• 不曉得如何下筆開始寫怎麼辦：先清楚的知道自己
的問題意識和抓穩立場後，便可從你最有興趣、最
有想法的部份開始著手寫，這樣就不用擔心沒靈感
的問題了。接下來再慢慢完成其它部份即可，無須
堅持一定的寫作步驟。

• 該如何引用論文？引用論文有其一定的格式，大一
生常常會用剪貼的方式將他人的文章轉換或抄襲成
自己的，而忘記加上論文的引用格式（詳見附
錄）。如果真的不太會用引用格式，也可以嘗試用
自己的話重新詮釋一次作者的觀點，從避免抄襲開
始，練習寫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 到哪裡找資料？找資料會遇到什麼問題？
• 文獻的搜尋要從何開始呢？如果你對你研究問

題的界定還不清楚，那麼你可以從議題的總回顧開
始，你可以查字典、手冊、百科全書等等，藉以幫
助你瞭解你對於題目的瞭解。而在書中的關鍵字以
及書後的參考資料，也都可以成為你查尋資料的線
索，讓你用滾雪球的方式來累積你的資料。通常找
資料會遇到下面的一些問題：

• 找不到資料怎麼辦：可以變換收尋系統、改變關鍵
字（如用同義字、反義字）、或是找尋相關統計數
據、圖表（如行政院主計處）。此外，除了尋找中
文期刊、論文外，也可試著搜尋簡體版或英文版
的，常會有更多的資料湧現。做了上述的努力，如
果真的還是找不到，不妨問題老師們，請老師們提
供你一些指引。

• 資料太多怎麼辦：可先看「摘要」、「第一段及最
後一段」、或是「埋頭苦幹將所有的資料全看
完」，以了解其是否貼近自己所要尋找的議題。不
管你採用哪一種方法，重要的是一定要先了解那篇
資料的大綱，才可以做出正確的選擇。

• 不知道那裡可以找資料：找資料的管道其實有很
多，除了學校的圖書館之外，利用網路搜尋引擎
（google或yahoo）常也可以獲得一些意外的收穫，
此外你還可以到下列的網址中，去找到一些你所想
要的資訊。



• 繁體
• 全國圖書館館藏

http://nbinet.ncl.edu.tw/screens/opacmenu_chia.html
• 期刊聯合目錄

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illmenu.htm
• 社會科學‧哲學

http://wordpedia.pidc.org.tw/default.asp
• 文化研究學會

http://www.cc.ncu.edu.tw/~csa/modules/news/
• 國家圖書館館藏目錄查詢系統

http://lib.ncl.edu.tw/urica.html
• 全國博碩論文摘要檢索系統http://datas.ncl.edu.tw/cgi-

bin/theabs/flywebt.cgi?o=1
• 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jsp
• 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

http://readopac.ncl.edu.tw/html/frame3.htm
• 即時報紙標題索引資料庫

http://www.tbmc.com.tw/cdb/into/Newsdb-seven.htm
• 簡體
• Wikipedia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A1%B
5

• 文化研究：中國與西方http://www.culstudies.com/
• 英文
• Famous Sociologists

http://www.sociosite.net/topics/sociologists.php
• Sociology index

http://www.sociologyindex.com/index.htm

http://nbinet.ncl.edu.tw/screens/opacmenu_chia.html
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illmenu.htm
http://wordpedia.pidc.org.tw/default.asp
http://www.cc.ncu.edu.tw/~csa/modules/news/
http://lib.ncl.edu.tw/urica.html
http://datas.ncl.edu.tw/cgi-bin/theabs/flywebt.cgi?o=1
http://datas.ncl.edu.tw/cgi-bin/theabs/flywebt.cgi?o=1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jsp
http://readopac.ncl.edu.tw/html/frame3.htm
http://www.tbmc.com.tw/cdb/into/Newsdb-seven.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A1%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A1%B5
http://www.culstudies.com/
http://www.sociosite.net/topics/sociologists.php
http://www.sociologyindex.com/index.htm


寫報告的要點歸納

• 首先，可以從上課教過的理論或自己生活中的經驗
找想探討的主題，或是課堂的文本相關內容做為可
能興趣的延伸。找好大概的方向之後，可在圖書館
和網路上找尋資料，也訓練自己查尋和閱讀的能
力。起先找的資料可以多一些，在閱讀的過程慢慢
把問題釐清，當然找學術論文來參考也非常重要。
但絕對不可以有直接複製或抄襲的行為，若要引
用，也一定要遵守正式規格。

• 在蒐集資料及書寫的過程中若遇到困難，或是問題
不清楚無法距焦，盡可能和老師、助教及同學進行
討論，以幫助自己把方向更加釐清。當然，除了外
來的資訊，建立自己的想法也很重要；在討論與蒐
集的過程，多聽多看會幫助印證原先的想法，或是
引發新意，也可以把兩種說法一起比較，所以不要
忽略討論的重要。另外，若想探究的題目在現實社
會中可以觀察，那麼以某一個特定的群體(如：東海
大學的大學生)做為觀察、訪問的對象，也是很好的
資訊來源。要注意的是觀察對象的數目不夠，或是
不隨機，也許代表性會下降；所以訪談並不是容
易、隨便的事情。

• 最後，書寫的格式可以參照正式規定(如：國科會)，
但注意分段、標點符號的使用和錯別字都要僅慎。
要完成一份研究計畫報告，最好是有充足的時間找
資料和思考，所以盡可能提早開始準備，並有計畫
地安排程序，可以幫助你有份完整的報告。



範例：報告格式
（一份報告通常會包含的內容）

• 摘要/前言：不是非必要放，但可以寫簡短的報
告方向，讓讀者了解你想探討的是什麼。

• 問題意識：通常放在第一部分，但卻是最不好寫
的地方。它的內容其實可和前言結合，但最重要
的是必須把整份報告的主軸、發問給提清楚。這
通常需要慢慢思考才會有答案，所以一開始可以
用條例式把問題列出再整合。問題意識寫得清
楚，可以幫助同學在後面文獻回顧、訪談和結論
較不會偏離方向；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一環。

• 研究動機：此部份是看作者為何想討論這個題
目，像是受到自身經驗影響等等，通常是比較好
寫的。

• 研究目的：這個題目引發作者的興趣後，研究目
的要寫的是：最終作者想要印證的是什麼？又或
這個議題對你或對社會的幫助是不是有更深的了
解呢？

•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就是蒐集相關文獻(書籍、
論文、期刊等)進行整合的工作，這個部份要注
意的就是不可抄襲，請使用正規格式引用。此
外，文獻的採納要以符合主題、與作者想法相呼
應的為主；而並非把所有資料都複製上去。



• 研究方法：這是大二之後的專門科目，所以除非老
師有要求才需要寫。

• 簡單的說研究方法分為兩類：1.質化研究，也就是
所謂的訪談。2.量化研究：就是問卷、統計法。由
於這兩種方法都不那麼容易進行，而且適用不同類
型的討論，所以請同學一定要和老師、助教討論後
決定適合的方法。決定適合的方法後，這個部份就
是要書寫作者如何進行研究的動作。首先是確定研
究的對象是哪個群組，因為沒有特定對象將無法形
成有效的討論。另外，像是設計問題(訪問問題或問
卷問題)都必須書寫上來，並說明自己可能需要觀察
的人數、環境及預期的結果。

• 結論：最終的結論要將報告的主軸、發問和文獻資
料(及訪談/問卷結果)結合，從中發現問題與資料的
說法是相同印證嗎？還是相反，那差異點又在哪
裡？或者是在觀察現狀中有什麼與理論可以整合的
地方或新意。另外，此份報告無法涉及、不足的地
方或是遭遇的困難處也可以寫在後面，做為之後可
能繼續努力的方向等等。

• 參考書目：網路資料不宜放入，以正規格式把文獻
書目列出，以讓想了解此一研究的人可以有更多資
料來源。



附錄一：論文寫作格式

一、序：

在此篇論文寫作格式的討論中，我們將用例證
的方式來說明論文如何寫作。但，務必注意的是，
此部份的內容僅屬於「菜鳥級」專用，僅止於提出
幾點最最最基本的寫作格式—但也是最重要的。若
想成為一位專業論文的寫作者，僅從這一論文寫作
格式的討論中出發是不夠的哦﹗一位專業論文的寫
作者，不但有豐富的學識，隨時可信手拈來一段合
適且又富有意涵的文字，更可運用專業的寫作格
式，讓內容富有公信力，而這些，經驗的累積是相
當重要的。因此，同學們可以藉由豐富的閱讀經
驗，特別是各個學者的論文、期刊與專書，從而引
經據點，並以此討論的寫作格式出發，不斷練習並
學習更專業的論文寫作格式—如台灣社會學期刊的
撰稿體例，有朝一日，成為專家就不會再是夢想。
在此，再讓我們重申一次，雖然這篇討論僅屬於
「菜鳥級」，但內容卻是相當重要的，也是大學生
目前在論文寫作上務必要學會的重點哦。



二、寫作格式：

（一）字體、標點符號與數字：
一般來說，中文字體為「新細明體」，英文字體為「Times 
New Roman」，獨段引言可用「標楷體」，不需其他字型
或樣式做強調，字體大小12點字，左右對齊，1.5倍行高。
而標點符號皆採全型輸入。在數字方面，年代、測量、統
計數據以阿拉伯數字表示。其它數字，十以上用阿拉伯數
字表示，十以下則用中文表示。
例如：
七年級生會廣泛的接受新知，不僅會關心八卦、流行資訊，
也會看讀者文摘、商業周刊等，不會只侷限於現有的知
識、觀念，對於異文化、觀念包容性強，像Christina Lin
所提到的：「我會跑到市立圖書館借書，一借就是借很多
本，幾乎都是把額度借到滿才會離開，借到圖書館小姐都
認識我。」由此可知七年級也是有閱讀的習慣。在2005年
約15份相關的研究中也發現，七年級生大多所關心的媒體
類型多為娛樂性（37.9﹪），但其次為知識性
（30.7﹪）…。

（二）附加原文：
原文附加在「第一次」出現時的「人名」與「專有名詞」
後，並用（）註名，而之後，皆以中文出即可。
例如：
馬克思（Karl Marx）說…，然而馬克思又說…；又如，在
1910年代時有一個無痛分娩運動（the Twilight Sleep 
movement）…而無痛分娩運動是指…。



（三）註腳：
由工具列中的「插入」-「參照」-「註腳」開啟
寫文章時，總會遇到一些重要的資料或相關的訊息，但卻
與本文無直接關係，放入本文顯得有礙閱讀，故採取註腳
表示。如下例子中的註5、6：



（四）引文與參考文獻：
1、引文種類：
（1）全文引用：
當一字不漏的引用他人的觀點時，則必須將引用的內文括
號，並在引文後註明作者年代與頁碼。
例一、
證嚴法師（1992：62）曾說：「做一件好事要把握時機，
也要把握因緣，因緣消逝了才想去做就來不及了。…只要
有因緣，哪怕是一點一滴的力量，也要趕快去做。力量、
因緣會合起來，就是無量功德。」例二、「…教化哲學家
永遠也不能使哲學終結，但是他們能有助於防止哲學走上
牢靠的科學大道。…。教化哲學家的作用是幫助我們避免
自欺，…」（Rorty，2003：346-348）。

（2）歸納後引用：
當遇到多位學者皆有類似的觀點時，經自己整理後所使用。
例一、
…讓人覺得這些人只習慣享受和受人照顧，對於生活和工作
態度抱持著不認真與及時行樂的態度(王淑琍1995；張玉杰
1998)。例二、國外的一些保母研究已經觀察到，母親通常
將一般認為是較為「卑微」的母職工作外包給照顧者，而
保留「精神性的母職」給自己，維持了階層化的勞動分工
（Macdonald 1998；Uttal 1996）。



（3）兩人或三人合著：
• 引用文獻的作者為兩位或三位學者時所使用。
• 認為算命選擇時辰可以改造命運，比認為不可以者的剖腹

產可能性較高，其勝算比為7.1（黃俊元、陳維昭、楊銘欽
1995：21）。

（4）多人合著：
• 作者為三人以上時，第一次引用時應列出所有作者，第二

次以後引用，僅列出第一位作者代表，其他人以「等人」
（中文）或「et al.」（英文）代替。

• （伊慶春等 1994）、（Batson et al. 1986, 1973）

（5）獨立起段：
• 通常「全文引用」且引用的文字超過三行以上時，會採用

此方式表達。而所引用的文字可左右縮排二字元。
• 實證主義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也被如法炮製地運用於社會

的研究，正是抱持這樣的心態。Durkheim正是這樣說的：
如果不是僅僅為了說明社會學認為社會事實是可以用自然
的原因來解釋的話，‧‧‧。因為因果定律已在其他自然
的領域裡得到證實，即其作用範圍已逐漸由物理—化學世
界擴大到生物學世界，進而由生物學世界擴大到心理學世
界，所以我們有理由認為把它用於社會世界也同樣是恰當
的；‧‧‧。(Durkheim，2004：152-155)然而，社會的
概念是如此簡單嗎？社會行動者可以用認識自然事實的方
法來認識社會事實嗎？…

（6）不獨立起段：
• 不獨立起段即為將引用的文字直接寫在內文中，而不再分

段。以上一到四的引文種類皆可採不獨立起段來表達。



2、參考文獻：
• 在文章內中若有引文，皆得在文章最後的參考文獻或文獻

出處中，註名所引用的文字出於何處。而除了註名出處
外，在參考文獻的排列上也得注意，得以中文筆畫多寡排
列，或以英文字母順序排列。而在文章的排列上，可以專
書、論文、期刊等區分方式排列，或以中文、英文的方式
區分排列。有各種不同的方式進行，但以整齊為原則。

（1）專書格式：
• （中）作者，年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英）

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如：

• 證嚴法師，1992，《靜思語二》。台北：慈濟文化志業中
心。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G. Roth and C. 
Wittich, e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專書論文格式：
• （中）作者，年代，〈篇名〉。頁碼，收錄於○○編，

《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英）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Page numbers in Title of 
the Book, edited by Edito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如：

• Rorty, Richard，2003，〈無鏡的哲學〉，收入《哲學和
自然之境》，李幼蒸譯。北京：商務。

• Luhmann, Niklas, 1988, “Familiarity, Confidence, Trust: 
Problems and Alternative.” Pp. 94-107 in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edited by Diego 
Gambetta. London: Oxford. 



（3）期刊論文格式：
• （中）作者，年代，〈篇名〉。《期刊名》卷號（期

號）：頁碼。 （英）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Book, volume number (series 
number): page numbers. 如：

• 王淑琍，1995，〈說什麼才講的通？從新新人類的特質談
師生溝通〉。《師友月刊》，341：22-25。

• Smetana, J. G., 1988, “Adolescent’s and Parent’s 
Conception of Parental Authority.” Child 
Development59: 21-335.

（4）博、碩士論文格式：
• （中）作者，年代，《論文名稱》。發表地點：校系名稱

博碩士論文。 （英）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如：

• 張玉杰，1998，《誰在聽什麼樣的音樂？--探索新新人類
特質與音樂品味的關係》。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論
文。

• Wu, Nai-The,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 以中英區別為例：
• 中文部分：

王淑琍，1995，〈說什麼才講的通？從新新人類的特
質談師生溝通〉。

《師友月刊》，341：22-25。張玉杰，1998，《誰在
聽什麼樣的音樂？--探索新新人類特質與音樂品味的
關係》。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論文。證嚴法師，1992，
《靜思語二》。台北：慈濟文化志業中心。
Rorty, Richard，2003，〈無鏡的哲學〉，收入《哲
學和自然之境》，李幼蒸譯。北京：商務。

• 英文部分：
Luhmann, Niklas, 1988, “Familiarity, Confidence, 
Trust: Problems and Alternative.” Pp. 94-107 in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edited by Diego Gambetta. London: Oxford. 
Smetana, J. G., 1988, “Adolescent’s and Parent’s 
Conception of Parental Authority.” Child 
Development59: 21-335.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G. Roth 
and C. Wittich, e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u, Nai-The,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五）頁碼：論文中也務必註名頁碼。可由工具列中的「插
入」-「頁碼」完成。至於頁碼中置中、置左、置右，則憑
個人喜好決定。



附錄二：東別小地圖[1]



[1] 轉載於bbs.thu.edu.tw Food-Live板
• 上東別地圖

http://web.thu.edu.tw/s933501/www/%a4W%aaF%a7O.JPG
• 下東別地圖

http://web.thu.edu.tw/s933501/www/%a4U%aaF%a7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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