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寫好一篇學術論文如何寫好一篇學術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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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論文的定義學術論文的定義

學術論文是一份出版的書面報告，描述原始的研究結
果。

學術論文乃是將學術上研究的成果傳送給讀者，文字
應盡可能清晰，有條理和簡單明瞭。

已發表的學術論文，如果沒有被工業界，其他同行學
者所採納或引用或拿到學術獎助，也是毫無用處。者所採納或引用或拿到學術獎助 也是毫無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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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論文的格式或架構學術論文的格式或架構

標題(Title)( )

摘要(Abstract)

前言(Introduction)

數學分析和實驗方法(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數學分析和實驗方法(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Method)

結果與討論(Results and discussion)

結論( )結論(Conclusion)

誌謝(Acknowledgement)誌謝(Acknowle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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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標題

選擇適當且吸引人的題目，不要太泛泛或寬廣。

向讀者暗示主要的結果。向讀者暗示主要的結果。

不用 當作標題的第一個字不用The當作標題的第一個字。

儘量不要用study和investigation之類的字詞。

題目文字不要太長(15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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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摘要需針對論文的每一部分，提供簡要的概述(包括研
究的目的、方法、結果、和重要的結論)

摘要可視為一篇論文的濃縮版。

寫摘要時，應暫時假定讀者不會閱讀報告的其他部份。寫摘要時 應暫時假定讀者不會閱讀報告的其他部份

不要列出一大堆數據不要列出一大堆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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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

說明研究的動機以及敘述研究的目的。

前言需提供本論文之背景資料，包括回顧相關的文獻，
研究的重要性與前人不同之處。

文獻回顧至少15篇以上。

文獻回顧的功能在於指出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或爭論
點—即作者企圖解決的問題或爭論點。點 即作者企圖解決的問題或爭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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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分析和實驗方法數學分析和實驗方法

數學分析和實驗方法主要在描述控制方程式的推導過
程及實驗儀器及步驟 讓讀者能夠瞭解或重現整個研程及實驗儀器及步驟，讓讀者能夠瞭解或重現整個研
究過程。

若數學理論方程式過多，可以放在附錄(Appendix)中。

實驗的部分應包含不準度分析(Uncertainty Analysis)( y y )

7

結果和討論結果和討論

結果應該包括數據或圖表。

討論應針對結果加以彙整及探討，所用文字須簡潔扼
要，避免太過冗長。

討論應針對自己的研究結果提出合理的解釋。討論應針對自己的研究結果提出合理的解釋

討論應與前人做過的結果做比較(Benchmark)，並說明討論應與前人做過的結果做比較(Benchmark)，並說明
本論文之新發現或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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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結論

結論基本上與摘要類似。但應以實驗及研究結果的新
發現或創見作為論文的最後總結，並比摘要陳述得較
詳細。

避免在摘要、導論以及結論中重複一模一樣的句子。

適度作論文可再進行的研究或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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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文獻參考文獻

須列出與本研究相關且已經出版的參考文獻，只少15
篇以上篇以上。

若已被接受但尚未出版的論文需註明

In press。p

儘量不要以碩士論文或報告作參考文獻。儘量不要以碩士論文或報告作參考文獻

參考文獻年代力求新穎，不宜太古老的參考資料參考文獻年代力求新穎，不宜太古老的參考資料。

注意參考文獻格式(R f l )注意參考文獻格式(Reference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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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Reference StylesDifferent Reference Styles

A. Citation order system

1. Huth, E. J. -----,1986, vol. 104, pp. 26-274.

2. Sproul, J., Klaareh H, Mannarino, F.-----, 1993, 
l 21 381 384vol. 21, pp. 381-384.

3. Days, R.A., -----, Oxford Press, 1994.

B. Alphabet-number system

1. Days, R. A., -----, Oxford Press, 1994.

2. Huth, E. J., -----, 1986, vol. 104, pp. 26-274.

3. Sproul, J., Klaareh H, Mannarino, F.-----, 1993, 
vol. 21, pp. 38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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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誌謝

研究贊助或經費補助單位，如國科會、教育部、經濟
部、及服務的大學。

提供實驗室、實驗設備或材料之產學研發人員及單位。

計畫補助，可列出計畫號碼。計畫補助 可列出計畫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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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投稿期刊如何選擇投稿期刊

選擇適合論文主題的期刊

確實瞭解論文的份量與屬性

選擇SCI的期刊

期刊的重要性及影響程度(Impact Factor)

13

期刊的影響程度(Impact Factor)期刊的影響程度(Impact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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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的評審過程論文的評審過程

編輯會先瞭解該文稿的主題是否與期刊領域相符？稿
件的格式是否適合？

一般編輯會從擬投稿論文之參考文獻中選擇2到3位審
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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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決定編輯的決定

編輯的決定可分為下列三種：

1. Accept or accept with minor revision

2 Reject2. Reject

3. Modify and review again

16



論文的修改論文的修改

如果編輯要求修改的內容不多，應該立即修改並重寄
稿件。

針對審查委員所提出之問題點，應加以說明並將修改
的部份以另一說明函，逐項陳述你如何處理審查者的
意見。(Itemized response to the revie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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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修改範例論文修改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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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修改範例論文修改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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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英文論文的注意事項撰寫英文論文的注意事項

勿過度使用生硬的詞句 儘量使文章中的英文直接而勿過度使用生硬的詞句，儘量使文章中的英文直接而
流暢。

將重要的主題、子句等放在句首以突顯重點。

使用簡單及簡潔的英文，如「名詞+動詞+受詞」的直
述句。述句。

一個句子僅表達一或二個主要意思，避免句子太長的一個句子僅表達一或二個主要意思，避免句子太長的
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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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eps to Develop and Effective First 
Draft of your ManuscriptDraft of your Manuscript

1 Consolidate all the information.1. Consolidate all the information.

2. Target a journal.

3 Start writing3. Start writing.

4. Write quickly.

W it ith t diti5. Write without editing.

6. Keep to the plan of your outline.

7. Write the paper in parts.

8. Put the first draft aside.

9. Revise it.

10. Revise for clarity and brevity.. e se o c a ty a d b e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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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寫作能力的提昇英文寫作能力的提昇

多看、多寫。

選擇英文語系的作者作為臨摹的對象。

 The Three C＇s

 正確(Correct)：文法正確，文章內容正確。 正確(Correct)：文法正確，文章內容正確。

 清楚(Clear)：觀念表達既清楚又精確。

 簡潔(Concise)：文章簡潔、直接，避免重複的內容。 簡潔(Concise)：文章簡潔 直接，避免重複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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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寫作其他建議論文寫作其他建議

撰寫文章應視為如對讀者說話一樣。

瞭解專業讀者的閱讀習慣

 一定要在摘要中清楚地敘述主要的研究結果及結論。

 導論一定要清楚地敘述研究的目的，最好能讓讀者很容易
根據這目的猜測主要的研究成果。

 結論中應使用清楚、精簡的方式敘述主要的結論。

初稿應儘早開始寫。

修改，修改，再修改。修改 修改 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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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寫作其他建議論文寫作其他建議

查閱期刊的格式指導說明。

先說明目的，然後才描述方法或結果。

專業術語應前後一致

 使用縮寫，應在第一次提到時就用括號來介紹它的縮寫。 使用縮寫，應在第一次提到時就用括號來介紹它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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