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寫論文



為什麼要撰寫「論文計畫」？

美國作家 Doris Lessing 說「寫作是為了要找出她正在思
想的東西」撰寫論文計畫，就是要幫助你去發現且聚焦在
這個主題上你的想法是甚麼。

（1）清楚易懂（2）有發展性（3）有清楚的焦點。

用一段文字來說明你的「論文想定」Statement，其中要
包含以下內容：

1. 題目：主題、研究領域
2. 目的：你的主要想法
3. 重要性/貢獻：為什麼你要做這研究
4. 研究書目：（你會用上的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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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主題(虛擬題目)
(一)要依照志趣：為何要做研究？什麼樣的知識情感和信仰關切，
激發你從事此一計劃
(二)要看學識及能力：大量閱讀、對所學領域有個較完整的圖畫
(三)要資料易得：重要
(四)要實際、要可行：
(五)提出新論點：有趣，創見
(六)要縮小範圍：縮小的方法(放大、縮小主題範圍到合理的地步)

1. 由題目某一特殊的層面來研究；
2. 將題目限於特定的時間、地區、學派，聖經主題則限定經卷

和章節；
3. 加上副標題；
4. 結合以上三因素來研究此題目。

(七)寫無爭議性及非高度技術性的題目：
(八)選擇題目的來源：1)個人的經驗或興趣，2)現有研究的延伸或
改變，3)文獻探討的發現。



二、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一、二動機即可，目的可多項，要依邏輯次

序條列，如：了解、探討...

三、過去文獻探討(文獻評論、文獻回顧)：
1)歸類、摘要、批判、建議等四步驟；2)批判其研究途徑和研究方
法。3)一般的研究(理論的研究文獻、一般性的研究文獻)、實證研

究(相關概念、理論、實證等研究的文獻)。

四、研究受限
消極面：
1．研究設計本身的限制；
2．時地的限制：系所的研究報告、論文大綱及論文提報日；
3．報告或論文的要求與限制；

4．可取得的資料的限制或個人學識、語言能力的限制。
積極面：
5．積極指出研究範圍



五、研究方法（進路 approach）與研究程序
1. (一手、二手）文獻分析法
2. 考古學研究法：聖經考古學
3. 文學研究法：聖經古典文學、宗教文學。
4. 心理學研究法：宗教心理學
5. 現象學研究法：宗教現象學
6. 歷史研究法：(基督宗教、佛教、道教，穆斯林) 宗教史
7. 哲學法(演繹、歸納、辯證、現象學、詮釋學、類比、整合)
8.神學研究法：神學理論、實證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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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問題：以餘民神學為
主軸，從彌迦書談起，為何？

論文題目：從《彌迦書》探討餘民
神學

(二)次要問題 大綱

1.神諭的重要 → 一、彌迦書中如何以神諭說出餘
民的心聲

2. 餘民是上帝拯救的計畫 → 二、上帝角度看拯救復興與審判
法庭

3. 餘民與今日的影響？ → 三、台灣是餘民嗎?連結以上作
總結與鋪述

六、問題的陳述（Statement of the Problem）：主要
問題、次要問題、評論、自己想法。
陳述



七、參考書目與使用資料
Panikkar, Raimon. The Intrareligious Dialogu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9.
王志成、思竹，〈宗教多元論与宗教對話〉《浙江學刊》 55 卷 04 
期(2002.07)：103-109，光盤 號 SOCI0211，CAJ 原文下載。

台神數位典藏
收集台灣神學院學術著作並收錄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所屬三間神學院--台神、南神、玉神的學
生畢業論文，部份可全文下載。

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
系統

國家圖書館所建置之系統，免費註冊，部份可
全文下載。

神學圖書資訊網
目前有信神、華神、臺神、聖光、浸神、南神、
玉神等神學院，透過此平台可以同時檢索七校
館藏目錄。



ATLA Religion Database 
with ATLASerials 
ATLAS神學資料庫

IP
login

taitheo/
lib

2.宗教
類

全文
EBSCOhost 平
台

Bible Works 7.0 全文 聖經原文軟體。 宗教 英

Bible Works 9.0 全文 聖經原文軟體。 宗教 英

Calvini Opera 
Database 1.0 

全文
包含加爾文的所有著作、
《改教文獻全集》版本，並
具備全文內容檢索功能。

宗教 英 圖書館檢索

http://biblehub.com/interlinear/micah/2-12.htm

The 
Comprehensive 
John Calvin 
Collection

全文

加爾文著作總覽，包括所有
加爾文的聖經註釋、講道篇、
信件、協議書、以及短篇論
文等等

宗教 英 圖書館檢索

新約聖經背景註
釋

全文

涵蓋文化用語和重要的歷史
人物之詞條解釋、圖與圖表、
近期出版的新約各卷書註釋
與參考資料書目，以及介紹

宗教 中 圖書館檢索



新約聖經背景註釋 全文

涵蓋文化用語和重要的歷史人物之詞
條解釋、圖與圖表、近期出版的新約
各卷書註釋與參考資料書目，以及介
紹重要文化背景的文章。

宗教 中 圖書館

當代神學辭典（校園，
1997）

全文

專為華人教會研究及編訂的神學作品；
部分內容譯自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S.B.FergusonD. F. Wright, 
IVP,1988)，有專文六百餘篇；另有新
寫文章206篇，係特別針對華人教會
的需要而寫。

宗教 中 圖書館

聖經串珠、註釋本
（福音證主）

全文 宗教 中 圖書館

簡明聖經史地圖解
（橄欖）

地圖

以地圖為本、經文為引、解說聖經地
理歷史的光碟。含新舊約地圖120 幅;
地圖行動線300 多條;地名詳解1200 多
項。

宗教 中
圖書館

舊約聖經背景註釋 全文

含括歷史名詞、古代人物、文獻與碑
文的詞條解釋；重要歷史事件地點的
圖表與地圖；對於重大背景議題的深
入闡釋；以及舊約各卷書的背景介紹
文章。

宗教 中 圖書館

證主聖經地圖集（福
音證主）

地圖
歷史地圖、覆疊地圖；人物腳蹤、地
域介紹。

宗教 中 圖書館



八 修訂題綱 (Label Note cards and Revise Working 
Outline)
一、修訂步驟：善用大類、釐清關係、分析角度、與指導教授討論。
二、修訂重點: 言簡意賅、分點均衡、隨時修訂：
正文的基本格式（參台神格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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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引言、引論；導言、導論；序言、序論)
第一節
一、

(一)
1.

(1)
(2)

2.
(二)...

1.
(1)
(2)

2.
(三)...

二、...
三、小結
第二節 ...
…………………………………
小結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 [研究報告由此開始論文主體]A
小結

第三章 [研究報告由此開始論文主體]B
小結

第四章 [研究報告由此開始論文主體]C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總結
圖、表、附錄 、編寫註腳，參見：台神主編「註腳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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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插入書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PQA7Sxmyc

4個範例

討論與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