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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擬定題目 閱讀文獻
與管理

蒐集文獻 撰寫報告

完成報告文獻類型
檢索詞彙
檢索技巧
檢索工具

有效閱讀
摘要筆記

內容架構
引用文獻
時間管理

！！本課程內容僅適用撰寫大一/大二學期報告！！



研究報告類型
 文獻回顧/整理型

針對某一個主題，從報章、雜誌、期刊、學術報告、網路等蒐集以往相關的
文獻，將之做「有系統」的整理。資料整理的重點，在於緊扣著主題，並客
觀地呈現對主題正反兩面的意見或看法，最後必須提出你個人的建議與心得，
但是需注意推論的邏輯。

 理論推演型

在適當的假設下，用圖形、數學、或其他科學方法建立模型，並將之推演而
得到某些結論。其重點在於假設是否合理、推演過程是否正確、以及所得結
論是否和現實生活的觀察相符。

 實證研究型

通常是依據別人建立的理論模型，找到實際的
資料用統計方法來驗證。

資料來源：大學通識課程圖書資訊應用—查找學位論文
<http://mediahive.lib.ntu.edu.tw/website/LIS/LIS10/LIS10.html>

估算目前學期報告作
業時間約為1個月，若
老師指定主題許可，
建議採文獻回顧/整理
型。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有興趣才有熱情不論題目是老師定好的或是你自己選的，必須首先好好地去瞭解題目的意義和要，弄清楚題目的範圍及方向。必須確保你要寫的題目既不是太廣泛也不是太狹窄。題目太廣泛的話，蒐集資料的負擔會加重，指定的篇幅不足以容納，你的討論便流於膚淺；題目太狹窄的話，可用的資料顯得有限，為了填滿指定的篇幅，行文變得累贅。總的來說，要按照時間和篇幅的限制把題目定得相當具體，即使是老師指定的，仍然可以從你的觀點去瞭解題目，並為它的範圍及方向定位，目的就是從開始便好好地去處理題目，使寫作任務事半功倍。



1. 擬定題目(1)
• 有意義有興趣

• 避免只有主題名稱

• 簡潔扼要，一目瞭解

– 小心使用疑問句

討論時間：

裝置藝術

南北朝的二三事

中國化？臺灣化？或是現代化？論陳儀政府時期文化重編的內容與性質（1945/8－
1947/2)

為什麼學生在課堂上總是靜悄悄？– 從文化角度探討學生提問及回答教師問題之研究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題目是報告的靈魂，動手動腦找題目有興趣才有熱情，做這個題目有什麼貢獻?一定要相當有貢獻，不然很難被注意切忌範圍過大，勿流於空泛籠統題目要簡潔扼要，能切實反應專題的主要內容，讓人一看即可直接了解專題主要內容。問號出現在題目中，會使題意成為懸而未決的問題，但若使用得當



1. 擬定題目(2)

題目是可以「被處理」：

• 瞭解題目的意義及要求

• 不是太廣泛，也不是太狹窄

• 為使題目易於處理，考慮以下因素：

– 有多少時間寫這篇文章？

– 老師指定或你想寫的頁數或字數？

– 題目所涉及的內容有多少認識？

資料來源：吳白弢，《通識寫作實用手冊》（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10），頁６。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有興趣才有熱情不論題目是老師定好的或是你自己選的，必須首先好好地去瞭解題目的意義和要，弄清楚題目的範圍及方向。必須確保你要寫的題目既不是太廣泛也不是太狹窄。題目太廣泛的話，蒐集資料的負擔會加重，指定的篇幅不足以容納，你的討論便流於膚淺；題目太狹窄的話，可用的資料顯得有限，為了填滿指定的篇幅，行文變得累贅。總的來說，要按照時間和篇幅的限制把題目定得相當具體，即使是老師指定的，仍然可以從你的觀點去瞭解題目，並為它的範圍及方向定位，目的就是從開始便好好地去處理題目，使寫作任務事半功倍。



2. 蒐集文獻：參考文獻重要性

 界定或發展新的研究問題

 將研究建立在先前研究的基礎上

 避免無意義及不必要的重複研究

 選擇更適當的研究設計與實施

 與先前研究發展相互比較，
以進一步的研究

資料來源：張慶勳，《論文寫作軟實力：悠遊在研究寫作天地中》（台北：五南，2011），頁27。



2. 蒐集文獻：常用文獻類型

年鑑
統計年報/月報
政府出版品

報紙
雜誌

期刊文章
圖書

博碩士論文
會議論文
技術報告

教科書
參考工具書

例如：百科全書
字辭典等

背景資料 新聞事件

深度解析 統計數據3  

2  

4  

1  



2. 蒐集文獻：資訊生命週期

每日的最新事件與當地資訊的最佳來源；撰稿者
多為新聞記者；文章簡短、較少提供參考文獻。報紙 數日

雜誌 數週 針對大眾有興趣的主題撰寫專欄或事件報導；撰
稿者多為雜誌記者、編輯；較少提供參考文獻。

學術期刊 數月 由學者專家撰寫，經審查後刊登。對於特定主題
的深入研究，具備註釋與參考文獻。。

圖書 數月 針對特定主題之各層面資訊與深入剖析。具備註
釋與參考書目。

博碩士論文 數年 對單一特定主題深掘式的研究。盡可能蒐集該主
題所有參考文獻。

參考工具書 數年 百科全書、字辭典條目名詞的定義、起源與歷史
發展。



2. 蒐集文獻：檢索詞彙
 分析研究主題，擬定檢索詞彙

 關鍵字：必須能清楚界定研究主題，意義明確，避免籠統一般性的字詞，
例如：不用「疾病」而用「登革熱」

 索引典（Thesaurus）或主題標目(subject headings)：控制詞彙的工具，
含有特定知識領域的辭彙，揭示詞彙間有語義或從屬上的關係。

－ 想找某一主題，卻不知用哪些關鍵字比較好。

－ 找到資料筆數太多，利用狹義詞以縮小檢索範圍 。

－ 找到資料筆數太少，利用相關詞或廣義詞以擴大檢索範圍。

以農業技術索引典為例：
主題詞：殺蟲劑
廣義詞：農藥
狹義詞：巴賽松、陶斯松

以食品科技索引典為例：
主題詞：膨發劑
同義詞膨化劑
廣義詞食品添加物
狹義詞安定劑



2. 蒐集文獻：檢索技巧(1)

 布林邏輯

A AND B A OR B A NOT B

A B

? 單一字母，例：flav?r flavor

* 0至多個字母，例：flav*r flavour

$ 0至1個字母，例：disease$ 
disease
diseases
diseased

 萬用字元



2. 蒐集文獻：檢索技巧(2)

 精確片語

－ 以雙引號(“ ”)將字詞框住

－ 例如：輸入“social networks privacy”，不會查到 privacy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2. 蒐集文獻：檢索技巧(3)

 引用文獻滾雪球法

(citation pearl growing)
－ 事先掌握一篇或數篇相關

文章，利用這些相關文章
尋找更多相關的文章，因
此相關文章就像珍珠或雪
球一樣愈滾愈大(多)

－ 可利用該圖書書目紀錄的
分類號、標題，或該文章
的關鍵詞等，找到更多類
似主題

－ 可利用該圖書或文章後的
參考書目，利用這些書目，
再擴大查詢可能相關的資
源



2. 蒐集文獻：檢索工具(1)



2. 蒐集文獻：檢索工具(2)

表示免費資源，不
必設定校外連線，
也可於校區外使用。

表示可以校外連線。
設定台大計中VPN，並
利用計中Email帳號密
碼認證。

表示可於行動裝置使用。



2. 蒐集文獻：檢索工具(3)

• 報紙新聞

– 聯合知識庫-全文報紙資料庫
• 學術性期刊

–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系列數據庫]
– Web of Science
– Google Scholar

• 學位論文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
• 圖書

– 臺大圖書館整合查詢系統

估算目前學期報告作
業時間約為1個月，大
一/大二學期報告建議：
可以中文文獻為主，
西文文獻為輔。



2. 蒐集文獻：聯合知識庫



2. 蒐集文獻：台灣新聞智慧網



2. 蒐集文獻：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2. 蒐集文獻：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1)



2. 蒐集文獻：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2)



2. 蒐集文獻：Web of Science(1)



2. 蒐集文獻：Web of Science(2)



2. 蒐集文獻：Web of Science(3)



2. 蒐集文獻：Google Scholar(1)

搜尋方法 指令 功能

精確字詞搜尋 “  “ (雙引號) 搜尋出與雙引號中內容中完全一致的結果

萬用字元/字詞搜尋 * (星號) 星號可以代表任何文字

排除搜尋 - (減號) 排除不想要的搜尋結果

指定類型 filetype: 指定想要找的檔案類型

搜尋標題 intitle: 限定關鍵字一定要出現在資料的標題



2. 蒐集文獻：Google Scholar(2)



2. 蒐集文獻：華藝線上圖書館(1)

有關學位論文：

－收錄範圍

以中文為主要語言類別，收錄國內外優秀大專院校碩博士論文，收錄學校包
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北大學、淡江大學、高雄醫學大學、臺北醫學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香港大學等大專院校之博碩士論文。

收錄中國大陸31省二一一、九八五重點高校，200萬篇學位論文 ，包含北京
大學、北京清華、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 等重點高校。

－收錄年代

自2004年起 : 中國大陸論文自1981年起



2. 蒐集文獻：華藝線上圖書館(2)

1. 針對單一特定主題深掘式的
研究。盡可能蒐集該主題所
有參考文獻。對於該主題尚
不熟悉的新手入門好選項。

2. 台大圖書館參考部落格: 學位
論文哪裏找? 
<http://tul.blog.ntu.edu.tw/
archives/1986> 



2. 蒐集文獻：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



2. 蒐集文獻：臺大圖書館整合查詢系統(1)

一站式查詢本館館藏目錄及多種資料庫！



2. 蒐集文獻：臺大圖書館整合查詢系統(2)



2. 蒐集文獻：臺大圖書館整合查詢系統(3)



2. 蒐集文獻：臺大圖書館整合查詢系統(4)

如何查台大有沒有這本期刊以及卷期？



2. 蒐集文獻：取得資料途徑

圖書館間透過各種合作組織之協定，
為讀者提供期刊、圖書、學位論文、
專利等資料之複印及圖書借閱的服務



3. 閱讀文獻：有效閱讀

SQ3R 是 Robinson(1946)在 Effective study 一書中提出閱讀的五步驟： Survey(瀏覽), 
Question(提問), Read(閱讀), Recite(背誦), Review(複習)，強調先瀏覽全文架構，而後細部
閱讀，是一種「由大到小」的閱讀方式，助於理解全文及增加記憶保留率。

 Survey(瀏覽)：掌握文章結構，對全文有初步的了解。
1) 標題：了解書籍或期刊論文聚焦的主軸；
2) 前言、結語、摘要：了解撰文的目的及要點；
3) 各層次粗黑體字的標頭：了解全文邏輯結構的安排；
4) 圖表： 一張圖表勝過千言萬語，了解全文可能的重點。

 Question(提問)：
1) 提出疑問：Why？ What？ How？
2) 進階提問

 Read(閱讀)：根據先前提出的問題，從閱讀文章中找出答案，並且將答案簡
要用自己的話寫下來。有了上述問題的導引，閱讀會比較有方向感。

資料來源：
符碧真，有效閱讀的方法：SQ3R <http://acad.ntub.edu.tw/ezfiles/4/1004/img/334/948259619.doc>
李慶芳，與文獻對話的三個技巧 < http://reskm98.blogspot.tw/2016/01/blog-post.html#!/2016/01/blog-post.html>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有效率的閱讀可以快速了解論文要處理的問題、困難點、主要貢獻、方法、和主要結果Ｗｈａｔ？「這篇文章的三個關鍵字是什麼」、「你可以用一句話總結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對你有什麼啟示」。Ｗｈｙ？　「為什麼這篇文章這麼重要？或者，為什麼你要閱讀這篇文章？」Ｈｏｗ？　他們是如何創作出這篇文章，他是如何寫這篇文章的，如何鋪陳研究問題、實際的故事、採用哪些事證、運用對話的技巧與手法等



3. 閱讀文獻：研究寫作基本功

 閱讀並不是只是讀，是消化、轉化、吸收為自己智慧的
過程，閱讀與消化文獻是研究與寫作的基本功。

 閱讀時間最好能集中，容易將所吸收消化的資料聯繫起
來，形成整體印象。

 比較異同，通過深入比較幾篇文獻的異同，發現作者們
對同一研究事物的不同看法、思路的演變

 試著學習用批判的眼光閱讀文獻

 除了理解文章內容，同時學習人家寫作的方法和格式等。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有效率的閱讀可以快速了解論文要處理的問題、困難點、主要貢獻、方法、和主要結果



3. 閱讀文獻：摘要筆記

 書目資料： 書名／篇名、作者、年代、出版社、期刊名、
頁碼等

 摘要：忠於原文作者的想法，針對研究問題、研究設計、
結果與解釋、結論等做出重點摘錄。

 筆記：個人閱讀後所產生的心得、聯想、疑問、評價、啟
示等

 每一次閱讀的摘要筆記，一定要做！

₋ 未來不需重讀 ，便能喚起閱讀的記憶

₋ 為報告的「文獻探討」內容做準備，事半功倍！

資料來源：黃馨儀，文獻評估、管理與摘記< http://camdemy.cksh.tp.edu.tw/media/2715>



3. 管理文獻  手寫筆記本或電腦文書軟體皆可
 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Mendeley、 Zotero

Share Library

CWYW
PDF

Collect 
References

Manage 
References

Cite While 
you Write

書目管理軟體：大三大四專題課程或畢業論文時必學工具！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
1. Help講堂
2. 數位學習課程
3. 參考服務部落格
<http://www.lib.ntu.edu.tw/no
de/862>



邊做邊「微調」......

題目是可以被處理的

擬定題目

蒐集文獻

撰寫報告

閱讀文獻及管理

完成
報告

閱讀與消化文獻

是研究和寫作的基本功

同時並進



4. 撰寫報告：報告架構(1)

 封面
₋ 正式報告第一要有封面，如果是專題、畢業論文等篇幅長可加書名頁。

₋ 學期報告只需要封面。不論封面或書名頁都應註明：姓名、系所年級、課程
與作業名稱及日期。

₋ 若篇幅長，封面後加目次條列報告大綱。

 正文
₋ 正文分成不同的章節、段落來陳述。

₋ 每個章節均有個標題。

₋ 字型、行距、左右留邊等格式一致。依壹、 一、 (一) 1. (1) a. (a) 等編次，並
以縮排方式，讓層次架構更為明顯。

₋ 除文字外，適切地加入圖或表，圖或表需要編號及給標題。正文中說明「見
圖1」或「見表1」，不宜使用「見下圖」或「見下表」。圖表的位置也需適
當選擇，通常宜置於首次陳述的段落之後，並以置於版面中央為宜。

1. 行距建議單行間距，字體
建議12點字。

2. 若教授年紀大，可以體貼
地將字體放大、行距變寬。

3. 技巧性處理格式設定，避
免明顯的灌水嫌疑。

4. 正式報告字型選用不宜花
俏。

5. 需編頁碼。



4. 撰寫報告：報告架構(2)

 正文(續上頁)

₋ 正文的章節與段落，一般而言，

理工方面的報告：
1) 前言或導論：介紹自己的研究主題及目的，並作文獻回顧。
2) 方法章節：說明方法程序步驟。
3) 結果與討論：陳述主要的結果並作出合理的解釋。
4) 結論：作者自己所下的結論與研究心得。

而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則是：
1) 緒論：陳述問題、研究目的、範圍，以及方法與步驟之說明。
2) 文獻分析：將有關的研究文獻作重點說明，點出研究主題所在。
3) 研究設計或調查結果分析。
4) 結論與建議。

 引用註釋及參考文獻
資料來源：謝寶煖，資訊與網路資源利用—呈現策略<http://www.lis.ntu.edu.tw/~pnhsieh/courses/informationpower/presatation/structure.htm>



4. 撰寫報告：引用文獻(1)

何謂引用？
在研究寫作中參照別人著作的作品、想法或數據等，不論是詮釋
其部分或全部的內容，將其出處明白列出，稱之「引用」。

引用文獻的功能
 展現對研究主題閱讀和寫作廣度，表示對相關領域的熟悉

 對於正文中所陳述之事實、論點、或所引述之文句，說明所
根據資料來源之權威性，為你的論點提供有力證據或支持

 做為交互參照（Cross-reference），指引讀者找到你所參考的
文獻資料，以進一步瞭解或進一步研究

 避免剽竊抄襲



4. 撰寫報告：引用文獻(2)

引用的型式：

 撮要 / 摘要(summarizing)

₋ 把原作者在整篇原著或其中某部分，用自己的文句描述。

₋ 應忠於原作者的觀點和論點或語氣，不能加入自己的評價。

 意譯 /改寫(paraphrasing)

₋ 把原作者的一兩句話或一小段文字「翻譯﹞(改寫)為自己的文字。

₋ 意思和語氣跟原文沒有兩樣。

… 就如Fama (1981) 及Geske and Roll (1983) 所言，貨幣供給與股市報蠠間的

關係事上僅是實質經濟活動與股市報酬的一種中介關係。…



4. 撰寫報告：引用文獻(3)

 引述(quoting)
₋ 依照原文一字不漏的抄錄。

₋ 引述要小心為之，確認原文很具權威；選詞獨特；精闢有力。

₋ 短引文：40字以內(APA格式規定)，引文前後必須以引號標示，中文以「」
為引號，西文則以“ ”為引號。

…根據林師模和王治平 (1998) 之研究指出: 「貨幣成長領先於股市報酬，領先的
幅度約半個月至一個月」。…

₋ 長引文：超過3行，引文前後不加引號，須另段排放文字，退縮文字 ，字型
與正文不同

…根據林師模和王治平 (1998) 之研究指出:

貨幣成長的短期 (1至2個月) 和中長期 (20-28個月) 波動會影響股市報酬的變動；但
股市的波動對貨幣成長的影響卻不明顯。就影響的方向來看，短期內貨幣供給波動
對股市有正向的影響；貨幣成長領先於股市報酬，領先的幅度約半個月至一個月。



4. 撰寫報告：引用文獻(4)

不同引用格式，呈現方式不同：

1. 若課程教師未指定寫作
格式，建議瞭解畢業系
所規定之引用格式規定，
從大一學期報告起就開
始熟悉它。

2. 作品中引用格式要一致。



4. 撰寫報告：引用文獻(5)

三大引用格式：

 ML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論文寫作手冊

MLA 2009 Formatting and Style Guide (online from The Owl at Purdue, with many examples of creating in -text 
footnotes and works cited entries)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寫作風格與格式簡易指南、APA Style完全上手指南

APA Formatting and Style Guide (online from The Owl at Purdue with several examples of in-text citations and 
reference list entries)

 CMS: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Chicago論文寫作格式

Chicago-Style Citation Quick Guide (online from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web site, with examples of citing 
various types of  publications)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7ES5*cht?/tMLA/tmla;L=chi/1,9,0,B/frameset&FF=tmla;L=chi&2,9,/indexsort=-
https://owl.english.purdue.edu/owl/resource/747/01/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7ES5*cht?/YAPA&searchscope=5&SORT=DZ/YAPA&searchscope=5&SORT=DZ&SUBKEY=APA/1,444,444,B/frameset&FF=YAPA&searchscope=5&SORT=DZ&7,7,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7ES5*cht?/tAPA/tapa;L=chi/1,39,0,B/frameset&FF=tapa;L=chi&5,39,/indexsort=-
https://owl.english.purdue.edu/owl/resource/560/01/
http://tulips.ntu.edu.tw/search%7ES5*cht?/tChicago/tchicago;L=chi/1,6,0,B/frameset&FF=tchicago;L=chi&6,6,/indexsort=-
http://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tools_citationguide.html


4. 撰寫報告：引用文獻(6)

引用註釋包含二個部分：

 內容註 (Content notes)：

 資料註 (Reference notes)：

還有另一種的註釋方式
「註腳」，可在每一頁
的底端Footnote或是文
末的Endnote，學期報
告偏幅不長是可採用此
種註釋方式，但……



4. 撰寫報告：引用文獻(7)

以APA Style為範例：
 在正文中：

₋ 1 位作者

Porter (2001) 或 (Porter, 2001)
吳清山（民90）或（吳清山，民90）

₋ 2 位作者：作者為兩人時，兩人的姓氏(名) 全列
Wassertein and Rosen (1994) 或（Wassertein & Rosen, 1994)
吳清山與林天祐（民90）或（吳清山、林天祐，民90）

₋ 3-5 位作者：作者為三至五人時，第一次所有作者均列出，第二次以後僅寫出第一
位作者並加et al. (等人)
[第一次出現] Warstein, Zappula, Rosen, Gerstman, and Rock (1994) found 或

(Wasserstein, Zappula, Rosen, Gerstman, & Rock, 1994)
[第二次出現] Wasserstein et al. (1994) 或 (Warstein et al.,1994)

₋ 6 位作者以上：每次僅列第一位作者並加et al. (等人)﹐但在文末的參考文獻中要列
出所有作者姓名。(Rubin et al., 1989)



4. 撰寫報告：引用文獻(8)

以APA Style為範例：
 在參考文獻：

₋ 第一行靠左，第二行起向右縮排四個字母。
₋ 外文之書刊名採斜體格式，中文之書刊名採粗體格式。

期刊文章：

沈姍姍（民85）。教育選擇與控制理念的另類思考。教育資料與研究，4，14-15。
Powers, J. M., & Cookson, P.W. Jr. (1999). The politics of school choice research.

Educational Policy, 13(1), 104-122.

圖書：

林傑斌、劉明德（1991）。地理資訊系統GIS理論與實務。臺北：文魁資訊。
Liebert, R.M., & Liebert, L.L. (1997). Liebert & Spiegler’s personality: Strategies and issues.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網路資源：

吳宏斌（2009年10月15日）。臺東縣國中生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霸凌現況之研究。網路社會學通訊，81。

2009年12月1日，取自http://www.nhu.edu.tw/~society/e-j/81
Fredrickson, B. L. (2000, March 7). Cultivating positive emotions to optimize health and well-being. Prevention &

Treatment, 3, Article 0001a. Retrieved November 20, 2000, from 
http://journals.apa.org/prevention/volume3/pre0030001a.html

http://www.nhu.edu.tw/%7Esociety/e-j/81
http://journals.apa.org/prevention/volume3/pre0030001a.html


4. 撰寫報告：時間管理(1)

 依據University of GUELPH優秀表現學生的經驗統計，一堂課的報告需要花費5
周，每天至少3小時的時間

資料來源: University of GUELPH. The Learning Commons. “Writing your first university papers. Section: 
Time management” <https://www.lib.uoguelph.ca/sites/default/files/writing_firstuniveressays.pdf>

 依據Sara Laughed建議，如果有2周以上的時間準備時……

₋ 使用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時間來進行研究和規劃

₋ 使用約三分之一時間來撰寫

₋ 如果邊寫邊編輯，保留1天做檢查，若無，保留2-3天編輯。

資料來源: Sara Laughed, “3 Essay Timeline Options to Help You Meet Your Deadline”                                    
< http://collegecompass.co/essay-timeline/>

 依據李婉菁指出博士論文的時間分配：

資料來源：李婉菁，「寫論文(二)準時完功非夢事」
<http:// msvlab.hre.ntou.edu.tw/grades/tech(2015)/CA2NWDYV.doc>

工作項目 百分比
寫作、編排、校正 36%
分析、研究 36%
文獻探討 7%
題目選擇、研究計畫擬定 21%



4. 撰寫報告：時間管理(2)

以文獻回顧/整理類型報告建議時間分配比例：

 使用約四分之一時間蒐集文獻、閱讀文獻以擇定題目等。

 使用約三分之一時間蒐集文獻、閱讀文獻以進行文獻探討。

 使用約三分之一時間撰寫報告。

 其餘時間彈性調整

不要遲交！不要遲交！不要遲交！



5. 完成報告

 自己重頭讀一遍，字句通暢

 錯別字檢查

 格式檢查

 「形式」完美：列印、裝訂等

早做不一定早完成
晚開始一定會拖延
不做永遠沒有開始



TEL: 02-33662326
Email: tu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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