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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格式說明暨評審要點 
98 年 02 月 06 日圖書館輔導團會議修訂 

102 年 12 月 18 日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年度工作檢討會修訂 

105 年 12 月 21 日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輔導團年度工作檢討會修訂 

108 年 07 月 10 日小論文寫作比賽實施計畫研修會議修訂 

109 年 05 月 26 日小論文格式研商會議修正 

110 年 02 月 17 日小論文格式研商會議修正 

110年06月08日小論文寫作比賽格式研修會議修正 

111年03月16日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引註資料及參考文獻格式修正研商會議修正 

111年07月18日11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與小論文寫作比賽實施計畫會議修正 

 

 

壹、篇幅規定 

小論文篇幅以 A4 紙張 4 至 10 頁為限（含附錄）。 

貳、版面規定  

一、字體字型 

（一）以中文撰寫者，請以繁體中文新細明體 12 級字打字。 

（二）以英文撰寫者，請以英文Times New Roman 12 級字打字。 

（三）字體限以黑色字體，且不可使用底線、斜體、粗體（原文引用及參考 

文獻之書名、期刊名及卷期除外）。各學門專有名詞之字體依各學門 

標準為之，不受本項限制。 

（四）中文撰寫請用全型標點符號，英文撰寫請用半型標點符號。 

二、版面編排 

（一）單行間距。 

（二）邊界上下左右各留 2 公分。 

（三）所有標題皆須單獨成行。 

（四）段落開頭與一般中英文寫作相同，須整齊一致。 

三、頁首及首尾 

每頁頁首須加入小論文篇名，頁尾插入頁碼。文字為 10 級字、置中。 

參、格式說明 

小論文之基本架構分為六大段落：「壹、前言」、「貳、文獻探討」、「參、

研究方法」、「肆、研究分析與結果」、「伍、研究結論與建議」、「陸、參

考文獻」（英文寫作類請用：I. Introduction  II. Literature Review             
III. Research Methods  IV. Analysis and Results  V.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Ⅵ. Referenc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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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與內文相關之資料請於前述六大段落中論述為宜，但含附錄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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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仍應在4至10頁內，其餘增刪皆不符規定。茲說明如下： 

一、本文結構內容 

（一）各段落書寫重點請參閱本文件「肆、評審要點」。 

（二）在形式上必須分層次、分段來條列說明。文章之論述層次 

中文可參考下例： 

一、○○○○ 

（一）○○○○ 

1、○○○○ 

（1）○○○○        

英文可參考下列： 

Ⅰ. 

(Ⅰ) 

Ａ. 

（A） 

※小論文因規模較小，建議分成四個層次即可，若不敷使用，可參考

博碩士論文格式。 

（三）在內容上應特別強調相關資料的引用、彙整、分析、辯證，亦即須 

「引經據典」地進行文獻探討。 

（四）除公式及諺語可不用引註外，文中直接或間接引用他人資料或本人已

於校外出版、公開或獲獎資料時須註明資料出處，標明作者及年代，

並於「陸、參考文獻」段說明資料來源。若直接引用原文，須以粗體

並加「」標明。若為間接（改寫）引用，則不必加「」、亦不用粗體

，但仍須註明出處。 

（五）同一處引用參考資料之原文不得超過 50 字（不含標點符號），詩文

、歌詞、劇本、法律條文不在此限。 

（六）若圖表係引用，均須於圖表下方註明資料來源，並於「陸、參考文獻

」段列出。資料來源書寫方式與「陸、參考文獻」同。圖表之編號及

標題均置於圖表上方置左。 

二、內文引註及參考文獻 

（一）由於小論文寫作的重點在於援引相關資料進行討論，不僅要「言之有

物」，也要「言之有據」。因此，每篇小論文皆須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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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考文獻可方便讀者依線索尋找原資料閱讀，故須註明清楚。 

（三）在內文中確實有參考引用的文獻均須列入「陸、參考文獻」；未參考

引用者不得列入。 

（四）小論文比賽目的在引導同學利用圖書館各項資源，包含圖書、期刊、

報紙及各項電子資源，建議同學應多蒐集各種類型的資料加以研讀。

小論文比賽參考文獻至少 3 篇，且不得全部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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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條參考文獻第二項

撰寫格式第（七）款所列之網路相關資源。 

（五）嚴禁引用論壇、問答或聊天網站內容，建議引用其有效之資料來源。

引用維基百科資料時，建議引用其文獻資料或參考資料，不建議引用

維基百科內容文字。 

三、引註格式 

引用及參考文獻書寫範例請參閱中學生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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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評審要點 

一、內容評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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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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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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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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下情形【予以淘汰】 

（一）無法開啟之作品。 

（二）投錯類別或年級。 

（三）上傳作品含封面頁者。 

（四）作者資料有誤 

1、超過 3 人。 

2、不同年級參賽。 

3、不同學校參賽。 

（五）小論文格式不符六大架構要求（「壹、前言」、「貳、文獻探討」、 

「參、研究方法」、「肆、研究分析與結果」、「伍、研究結論與建 

議」、「陸、參考文獻」（英文寫作類請用： 

I. Introduction  II. Literature Review  III. Research Methods 
IV. Analysis and Results  V.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Ⅵ.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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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與內文相關之資料請於前述六大段落中論述為宜，但含附錄之總

篇幅仍應在4至10頁內，其餘增刪皆不符規定。 
 

（六）篇幅超過 10 頁或少於 4 頁。 

（七）參考文獻少於 3 篇或全部來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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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條參考文獻第二項撰寫格式第（七）          

款之網路相關資源。 

（八）網路篇名與正文頁首篇名不同者。 

（九）參賽作品已於校外出版、發表或獲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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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文獻及論文格式評分 

（一）扣 1 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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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字體大小、字型不符版面規定者屬同一類型，扣 1 

分。字體大小不符版面規定、內文引註格式錯誤者，則屬二種類型，

須扣 2 分。） 

1、不符本要點「貳、版面規定」者。 

2、內文引註或參考文獻格式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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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段落結構寫作，但段落標題寫錯者（如研究結論與建議寫成 

結論、參考文獻寫成引註資料者）。 

（二）扣 4 分項目： 

1、內文未引用而列入參考文獻中。 

2、內文引用（有依規定註明出處）未於「陸、參考文獻」段中註明出處 

者。 

四、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視為疑似抄襲 

（一）內文引用他人資料，未註明出處。 

（二）內文引用本人已於校外出版、公開或獲獎資料，未註明出處。 

五、總分 

若未發現疑似抄襲情形，請評審老師依前三項規定，視作品優劣按以下評 

分表中之向度，逐項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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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表 

評分向度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前言 
清楚描述研究背景／動機           

清楚具體說明研究目的及問題 

文獻探討 

引用資料與研究問題相關            

客觀且有系統的敘述並正確掌握相關知識  

相關領域之概念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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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論呼應研究目的／問題       

研究問題被解決  

研究建議合宜 

參考文獻及 
論文格式 

尊重著作權，正確引註參考資料並詳列參考文

獻 
     

符合主辦單位所訂格式 
（參見肆、評審要點第三條參考文獻及論文格

式評分） 

總分  

 

得獎標準說明： 

總得獎率不超過 50%，各獎項依每梯次之分數分布，得獎比例由輔導團依特優<優

等<甲等之原則訂定之。惟特優及優等之作品，須符合在六大評分向度中，同一向

度未有二位評審均評為 1 分之評分項目才給予特優或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