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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學術論文的寫作風格 

 

下面兩篇，哪一篇： 

1.信息更清晰？ 

2.內容更有條理？ 

3.表述更精確嚴謹？ 

 

 

 

 

 

 

 

 

 

 

 

 

 

 

 

 

 

 

 

 

 

 

 

下面兩篇符合學術論文寫作的風格嗎？ 

 

B1 

  「我們連工人都算不上。工人給老闆幹了活兒，就能拿到工資……我們建築工人不一樣。我們就像

賤民，低等人。我已經給老闆幹了 286 天了，還一分錢都沒有拿到。我在這兒等工資，就只能碰運氣。」

逼近年關的嚴冬，建築工人老陳和他的工友卻滯留在北京郊外的一處工地上為工資發放問題焦慮不已。 

 

B2 

  《傾城之戀》的富家女白流蘇和富家子范柳原 1930 年代下榻香港淺水灣酒店，其中有一幕白流蘇

「用望遠鏡看了看附近的海灘，紅男綠女，果然熱鬧非凡，只是行動太自由了一點。」對這對愛戀中的

上流男女來說，淺水灣代表浪漫與自由……我們不禁要問，在香港這英國殖民地中，海濱究竟是一個怎

樣的空間？是什麼因素造就了香港海濱的獨特景觀？ 

 

 

 

 

 

A1 

 
什麼是「科幻小說」？ 

   科幻小說是姓「科」，是姓「幻」，還是

姓「小說」？ 中國科幻小說的代表性作家葉永

烈有一段寫給「科幻迷中國村」的寄語： 

  加了科學味精，漂著五光十色的幻想油

花，還撒上文學的胡椒麵──哦，  

  科幻小說，據說「味道好極了」！ 

  可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

者癡，誰解其中味？」 

   科幻小說是 「科學幻想小說」的簡稱，這

是一個從西方翻譯過來的名詞。在西方，這個

概念的形成 曾經有過比較混雜的歷史。……最

後直到 20 世紀中葉，才被公認確定為 

Science Fiction。 

A2 

 
  「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原本是外

來詞，由西方傳入我國；最初被譯為「科學小

說」，後來演變為「科幻小說」。其實，即使

在西方，「科幻小說」一詞一直到本世紀 30 年

代才廣泛流行。它最初出現在雨果根斯巴克主

編的《科學奇異故事》雜誌第一期，雖然愛德

格愛倫坡、愛德格佛塞特和威廉威爾遜等作

家很久以前就曾對一種類似科幻小說的文學類

型進行過界定，不過對「科幻小說」真正比較

一致的看法，卻是專登科幻小說的流行雜誌確

立以後的事情。 

  那麼，究竟什麼是「科幻小說」呢？應該

說，「科幻小說」是個動態的概念。隨著時代

的發展和進步，「科幻小說」的定義也不斷發

展變化。 

http://www.sl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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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通識論文的評核標準 

 

Final Term Paper: Further Instructions（UGFH） 

 (I) Thinking and Reasoning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70%)  

 Use of quotations (from the text to support your arguments) 

 Handling complexity (approach the problem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Demonstration of autonomy–Can you introduce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that give a different 

shape to the problems being discussed? 

(II) Language and Presentation (30%)  

 grammar,  punctuation and other conventions of formal writing  

 informed choice of words   

 demonstrate a clear structure (introduction, elaboration, conclusion)  

 proper citations + Works Cited (Reference List) 

 

 

Guideline to Grading Written Assignments（UGFN） 

The term paper are scored according to 

1. Higher level thinking (6–7 points), 

2.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5 points), 

3. Language (2 points) and 

4. Format (2 points for the term paper). 

 The language used in writing should be accurate in terms of its grammar and word choice. The 

writing should also be concise and succinct. 

 Structure: There should be a clear introduction, supporting paragraphs in the body of the paper 

and a conclusion.  

 

 

國際論文手冊的要求 

 

MLA（現代語言學會；英文、外語及其他人文學科） 

“Effective writing depends as much on clarity and readability as on content....Because good scholarship 

requires objectivity, careful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avoid language that implies unsubstantiated or irrelevant 

generalization...”  

(“1.11 Language and Style,”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5th ed.) 

 

APA（美國心理學會；社科） 

“You can achieve clear communication, which is the prime objective of scientific reporting, by presenting ideas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by expressing yourself smoothly and precisely. By developing ideas clearly and 

logically and leading readers smoothly from thought to thought, you make the task of reading an agreeable 

one.” 

 (Expressing ideas and reducing bias in language. In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 P. 31.) 

 

 

三、論文寫作：架構 

1 引言 （Introduction） 

• 確立對象／範圍 

• 揭示議題（thesis ／主要觀點） 

• 簡述方法／架構（議論式寫法） 

2 主體 （Main Body） 

• 選定焦點，建立論述主線 

• 分段論述，引文適當 

3 結論 （Conclusion） 

• 總括正文的論點，提出結論 

• （重申論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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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 引言 （Introduction） 

 

(1) 
Although Sociology is defined a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social behaviour and human groups” (Schaefer 

5), many sociologists frequently feel “insecure” about the status of sociolog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Ritzer 446), 

some even go so far as to deny it (Islam 5). Therefore, this essay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question of 

whether sociology is a science. Since it is impossible to consider this question without thinking about what is 

science, this essay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would try to discuss 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science, while 

the second part would examine whether sociology i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Poon Ka Wing, “Is Sociology a Science?” 2015-16 General Education Best Essay Award, Gold Aw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國家權力能否、或在何等情況下才有權規管言論自由，一直是政 治及政策研究學界方面的熱門

議題。近日，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社會組 織聯合會（CARFT），一個中國重要的廣播影視行業組織，宣

布旗 下的 50 個廣播影視業界組織將聯合簽署一份有關維持傳媒操行的承諾書。當中要求傳媒實行自我

約束，在有關虛假報導、低俗內容、 有害資訊、抄襲及虛假廣告等議題上採取一致反對立場，以貫徹落

實向社會宣揚健康正面的價值觀。該協議並將成立一個新委員會，負責對觸犯上述條款的簽署組織作出

處分，以維持傳媒業界的行業操守和 紀律。（An, 2015）對於以上措施，贊成與反對的聲音俱有。此文

將 引據「與人文對話」課程中所教數位先哲的思想，分析此舉背後的理 據和影響意義，並試評述中國

傳媒業界應否載上這項「緊箍咒」。 

（梁建城：〈言論自由的界限：從傳媒角色思考自我審查的意義〉，《2015-16 通識教育優秀論文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hat students develop a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play in university life. On the 

one hand, students should be motivated in their academic work, yet on the other, they should also learn to relax 

and have fun. The culture in Hong Kong is very much work-oriented, and students nowadays, as a collective, 

appear to be much more tensed than needed. The rising trend on suicide rates and mental breakdowns in 

university is worrying, and students should therefore be educated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ir own differences and 

capabilitie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a broader and more balanced mindset on what achievements and happiness 

are, the trial curriculum will consist of two important classical texts: The Nicomachean Ethics and Zhuangzi. 

These two texts examine a similar aim for knowledge and happiness, but are often contradictory in their deeper 

philosophical concepts, which will serve as an interesting clash for study and debate on university life. 

 (Wong Hor Yau Serena, “A Trial Curriculum of Classics for First Year University Students: Journey to 

Knowledge and Happiness,” 2015-16 General Education Best Essay Award, Gold Awar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1.2. 主體 （Main Body）：說明與論證 

 

(1) 引文與說明有機結合 

  《莊子》一書一再提到「無己」及「無用」兩個觀念，到底什麼是「無已」與「無用」呢？  

   莊子在〈逍遙遊〉中提及四類人。第一類有功有名，是社會普遍認為最理想的人。第二類以宋榮子

為代表，「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莊子•逍遙游》xx），既不理會世俗眼光，也

不追求名利。然而從「宋榮子猶然笑之」（《莊子•逍遙游》xx）這一舉動，可見他仍有彼此之分，心

中「有己」，雖然能做到不好功名，但仍未算最好。第三類以列子為首，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莊子•逍遙游》xx），自在地翱翔天際，對世事無所求，但仍然「有所待」，所待者風也。列子雖

能乘風而行，但風向決定了他的走向，沒有了風就不能前進，所以列子仍未達到最高的境界。第四類是

至人，能真正做到無己，順著自然，與六氣融為一體，自由地游走而無所待，這是最高的境界。「無

己」與「坐忘」如出一轍，「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莊子•大宗

師》xx）只有擺脫形體上的約束，忘記自己的存在，才能做到「無己」。 （**修改自同學習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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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典化為故事 

這時候，林中走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對夏娃說：「姑娘，你有什麽煩惱嗎？」夏娃嚇了一跳，說：

「你……你是誰？怎麼會出現在這裡？這園子中應該只有我和亞當兩個人才對哦！」莊子說：「我是誰

對你來說不重要，我與你的相會只是人世間的一場夢，夢醒了就自然會兩兩相忘。重要的是，你此刻有

心結未解，心結一日未解，你就永遠不得逍遙于世上。」夏娃回答：「我……我不太明白你在說甚

麼……究竟逍遙是甚麼啊？」莊子說：「逍遙，就是自由，就是超脫，當你無拘無束地生於世上，不受

萬物所牽絆的時候，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逍遙了。」夏娃說：「但是……這和我吃不吃這樹上的果子有

甚麼關係嗎？」莊子回答：「你認為你逍遙嗎？」夏娃說：「應……應該算吧，我和亞當在這裡生活得

很快樂，這裡大部份的果子我們都可以隨意享用，這……這就是逍遙吧?」莊子說：「沒錯，你在這園

子裡生活得很好，但是你有走出過這個園子嗎？你知道園子外面的世界究竟是怎樣的嗎？你這樣的生活

究竟是依照你自已的意願，還是照你的上帝的吩咐所作的呢？上帝要你生活在這裡，你就生活在這裡，

上帝要你不可吃這樹上的果子，你就不吃這樹上的果子，這真的是逍遙嗎？」夏娃低下頭，道：

「我……我不知道啊……你……好像說得對吧……」莊子說：「你再好好想一想吧。」然後莊子消失在

園子中，只見一隻蝴蝶飛向天際。（**修改自同學習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分段論述，注意過渡 

 

安樂死：人道主義者與基督宗教的分歧 

  人道主義是支持安樂死最樸素也是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人道主義的觀點從人「善」的本性出發認為

安樂死能夠結束臨終病人的苦難，因而它是可取的，應當被人類所接受和利用。海瑟頓院長在勃林格男

嬰事件上所體現的人道主義思想是最典型的例證，被採訪中他也曾親口承認了這一點，人道主義是安樂

死產生和發展的最基礎的思想源泉之一。 

  面對安樂死，在世俗層面上的道德判斷其實並不難，但是，當人道主義遭遇宗教價值觀時，這一局

面就變得異常複雜。在美國這個世俗與宗教並重的國家裡，宗教的影響力，特別是對道德價值觀的約束

力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人類的生命屬於上帝，只有上帝有資格決定人的生死時刻，遭遇苦難也是上帝的

安排，我們若干預這一安排便是對上帝的「大不敬」，更無權替上帝做任何決定。這類禁止安樂死的思

想在基督教經典中比比皆是，生命神聖論自基督教誕生的那天起便堅不可摧。宗教與世俗的價值衝突在

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在整個美國安樂死發展的歷程中，宗教用它獨有的邏輯和規範對安樂死說「不」，

無論在何等大小的爭論風波中都不乏宗教的身影從宣傳佈道，到籌集鉅款，無所不用其極。同時在宗教

領域內部也存在著爭論和分歧，由於宗教派別和教義的差異，並不是所有的教徒都反對安樂死。無論是

早期的安樂死運動思想導師查理斯·波特還是後來的聖公會牧師——約瑟夫·弗萊徹均來自宗教界，美國

安樂死協會成員中不乏宗教領袖，一直以來，在許多事件爭論背後更沒有缺少宗教界的支持。保守的宗

教勢力與傾世俗力量的此消彼長決定了雙方較量的成敗變化。                 陳學娟：《美國安樂死運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引用論據，反駁謬誤 

 

《寂靜的春天》引起的爭議 

  《寂靜的春天》出版以來爭議不斷，辯論的一方是關心人類命運的科學家和環保倡議者，另一方是

強硬的實用主義者以及當權者。批評卡森的人指她拖了瘧疾防治的後腿，尤其影響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區的瘧疾防治進程。並且說她造成了上千萬非洲人餓死的悲劇。 

  卡森其實從未呼籲禁止農藥，她只是要將過度使用農藥的危害告知公眾。[……]也從未否認合理利

用農藥的好處，她明確表示，在人類與疾病鬥爭的過程中，合理使用農藥不僅是有效的，而且是必要的。

(213) 卡森在《寂靜的春天》中指出，她要表達的不是絕對禁止農藥，而是不能不加選擇地使用化學製

劑，不能無視潛在的威脅而直接用手接觸殺蟲劑。(224) 在《紐約客》刊登了卡森的觀點後，《紐約時

報》發表文章給予支持，認為「卡森對農藥的態度是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作者 4)《時代》週刊也

指出：「卡森所警告的是公眾濫用和誤用農藥。」(作者 9) 

撮寫自 William Souder 刊於美國網絡雜誌 Slate的評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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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逐步建立觀點／反駁 

 

周保松：〈政治道德之必要〉，《政治的道德》 

  政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說的是制度的安排和權力的行使，必須滿足某些道德規範。這些規範不是

源於暴力、謊言和恐懼，而是基於自由理性的個體能夠合理接受的道德理由。只有這些理由得到公民廣

泛的認可，這樣的國家才足以稱為具有正當性的政治共同體。然而，不少人卻認為，政治的本質，是爭

權奪利爾虞我詐，是區分敵我階級鬥爭，是不談對錯只論權術。所以，以道德來要求政治，其實誤解了

問題的性質，是不務實不成熟的表現，結果往往好心做壞事。我們無法否認，這些現象都存在於現實政

治當中。但問題是，這真的是政治的根本關懷嗎？我不這樣認為。理由如下。 

  第一，實然不等於應然。我們不能說，因為現實政治充滿各種的惡，所以這些惡就是合理的，並視

之為政治生活的起點和終點。恰恰相反，正正因為我們意識到這些是惡，我們才努力希望通過制度去保

障人的權利福祉，避免個體受到壓迫宰制。第二，一部東西方政治思想史，從孔子、孟子、柏拉圖、亞

里士多德，到洛克、廬梭、康德和馬克思，再到今天林林總總的政治理論，儘管觀點不同，卻都共同關

心怎樣才能建立起公正理想的政治秩序，使得每個人都能受到合理對待。這些政治道德的建構，一方面

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自身的道德判斷和道德情感，另一方面也在實實在在地推動人類社會的政治進

步。……第三，人們會基於這些理念而行動，即說明人不是純粹的自利者，而是有能力和有意願與其他

人合理地活在一起。試觀察一下我們日常生活：當我們面對不合理的制度而作出思想上的批評和行動上

的抵制時，即意味著我們已進八政治道德的思考和實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1.3. 結論 （Conclusion） 

  

  以上分別借用了密爾、黃宗羲以及孔子的想法，就中國傳媒業界 應否受約束規管進行了淺析。本文

嘗試從兩個角度看待「審查」爭 議。首先，在監察社會環境方面，由於傳媒擁有宏揚真理和帶領社會 

正道的功能和責任，在報導新聞議題及反映社會聲音時，必須堅拒干預打壓，無論壓力是來自當權者還

是社會主流意見。但同時，傳媒工 作者亦必須謹記自己同時負有社教化的重責，必須小心自己言論對社 

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危害。因此，考慮到傳媒業界工作的雙面 性，審查有其必要性但決不能被濫

用，應當是適度有序，公開透明， 依法辦事地進行，而且大前提是決不能成為打壓思想的工具。本文認 

為，CARFT 的審查制度，也應遵從如此準則，否則中國傳媒業界就決 不能接受這「緊箍咒」──即使它

是授權自行業組織也不行。 

（梁建城：〈言論自由的界限：從傳媒角色思考自我審查的意義〉，《2015-16 通識教育優秀論文獎》） 

 

三、申論與表達：以下的申論或表達有什麼需要改善？（修改自同學習作） 

 

(1) 在繼承權方面，伊斯蘭教女性的地位相對較高。在還沒有伊斯蘭教前，女性是沒有繼承權的;而在中

國古代，女性雖然有繼承權，但若有長子的話，繼承權按傳統歸長子所有，而皇位的繼承亦都只限於男

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黃宗羲心目中的理想學校除了檢察政府，還有四個社會功能，分別是參與政治、陶冶社會風氣，

培養治國人才和文化傳承與建設。 

  參與政治上，黃宗羲認為學校應參議國家大事，提出建議，影響朝廷決斷。天下是非，國家政事，

不能惟皇帝一人決定，要吸取學校意見。文中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

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黃宗羲 139）這否定皇權指鹿為馬的絕對權威，欲以「學校」來

取代「天子」，裁量是非。（胡發貴 113） 

  陶冶社會風氣上，黃宗羲主張，教育對風俗負有責任。「故入其境，有違禮之祀，...則學官之職不

修也。」（黃宗羲 143）沒有學校，人民將陷於野蠻之虞，改變風俗有兩種途徑，厲禁和教育；就效果

來看，前者為末，後者為本。只有靠教育才能從根本上移風易俗。（胡發貴 114） 

…… 

另外，胡錦濤總書記提出高校第四大職能－－文化傳承創新。大學是智慧和文化傳承的重要場所，彙聚

眾多文化知識精英，從事高深知識研究的精英們通過對知識的傳承與創新，直接發揮文化育人基本功能，

也間接影響著社會各方面。（李澤彧 1）各位學子在大學學習知識的同時能接觸到過往的智慧，有利於

古今思想交流，亦有助今人發展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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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在一切自然科學中最基礎的學科──物理學中，根本沒有關於「人」的定義，人只是作為一種物體

而存在，這種物體與其他任何物體均滿足完全相同的物理學規律，因而把人與其他物體分開討論本無意

義（或許有一些走捷徑的學科——如社會學——單獨把人當成單位來探討，但這樣的學科必定不是最能

揭示宇宙真理的學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想提出「仁」之四個層次，以談談儒家的「仁」。 

  一、人仁合一。這像個尋真理之過程，是個「仁」之起點。透過討論，孔子「傳道授業解惑」之過

程，辯明「仁」，清楚理解「仁」之基本含義。因儒家的「仁」，是人之根本，是對善的一份執着、抱

負，並須實踐，以此為己任。 

  例如《論語．里仁篇》，提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這像是個老生常談之濫調，一、這像

個規條，比較片面。為何「仁」，就能愛人、惡人。而什麼謂之「好人」、「惡人」，未有清楚界定及

基本理解。二、缺乏了理據、論證。這處之充份條件，是如何辯明。如何體現「仁」之精神，才算成仁

者，方可愛人惡人。以上提問，有其原因－－因未能釐清仁之概念，就無所謂實踐「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中國從改革至今一直處於半開放狀態，筆尖拖沓出一條長長的墨漬，書寫凌亂的宣紙上，一頁頁

歷史烙在心頭，每當遇上敏感話題，如：六四、貪腐濫權時，維穩人士不免遭受打壓，失去自由和承受

酷刑 [……] 黃宗羲的君臣管治模式與現在政府管理同樣可行，比全部歸人們打理減少了耗費的時間和不

斷的紛爭，但必須傾聽民意，知缺而改之，擇善而從之。古今多少豪傑，幾許風雨幾朝興衰，以盛世始

端，以亂世告終。唐王漢祖功高名垂千古，猶屬僥倖，實乃心存愛民之心，忝居帝王之位。政權執於手

而罔顧民主，專制獨裁，何來憂民之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徵引 

徵引： 

1. 引原文說明論點 

2. 引評論支持自己的論點 

3. 對他人的論點提意見（補充／商榷） 

剽竊： 

1. 引用他人意見或研究成果而不註明出處 

2. 直接抄襲他人作品（不管是否已經出版） 

 

 

MLA Style 

 

In-Text Citations: Author-Page Style 

一行禪師運用比喻說明「互即互入」的道理，例如從一張紙可以看出背後存在的雲、雨、樹，甚至

陽光、伐木工人、小麥、伐木工人的父母、我們的心等一切事物（243–244）。 

  

篇末列出「徵引書目」（Works Cited） 

 

一行禪師：《與生命相約》，轉引自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編：《與人文對話：通識教育基

礎課程讀本》，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2012年，頁 243–268。 

Foucault, Michel.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Vintage-Random Hous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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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腳： 

 

注腳過多、過長會干擾閱讀。下列兩種情況，MLA格式容許使用腳注或篇末注腳： 

 

1. bibliographic notes，提供更多的參考資料： 

 

2. explanatory notes (content notes)，需就論文中的資料提供進一步說明或補充，然而放在正文中或

會干擾閱讀： 

 

練習：哪些地方需要下註／可能有註？這些註有何作用？ 

 

  全球化連結了諾瑪與珮君，以及無數菲律賓、印尼、越南與台灣女性的生命軌道。有越來越

多的女人，因為家務勞動的國際分工而相遇。自 70年代中期後，東亞新興工業國和中東石油輸出

國的富裕興盛，吸引了來自於亞洲較為貧窮的國際移民。據聯合國 2006年發布的估計，全球共有

1億 9600萬人現居住在非出生國（佔全球人口的 3%），其中有超過 5000萬人住在亞洲。在國際

遷移的多種路徑中，低技術及非技術的契約勞工，在亞洲地區的數量尤其突出。據估計，亞洲的

臨時移工（包括合法與非法停留者），在 2000年已達到 610萬人，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女性。這

200萬名女性多從事特定的行業，如娛樂表演、護理照顧，以及家務服務。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2008年，頁 21。 

 

 

五、工具／參考資料／延伸閱讀 

 

• MLA中文論文徵引格式（自學中心） 

https://www.ilc.cuhk.edu.hk/Chinese/APAMLA/index.aspx 

• 自學中心（學習資源>寫作>學術論文；各種寫作工作坊；個別輔導）

https://www.ilc.cuhk.edu.hk/CH/CHResources/Write_AcadWriting.aspx  

• Purdue Online Writing Lab http://owl.english.purdue.edu/owl/resource/747/05/  

• RefWorks: 書目管理工具  

http://www.lib.cuhk.edu.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821&Pid=2&Version=0&Ci

d=501 

• 圖書館 RefWorks工作坊 

http://www.lib.cuhk.edu.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46195&Pid=15&Version=0&

Cid=210 

• Barzun, Jacques. Simple and Direct: A Rhetoric for Writers. Rev. ed., Harper, 1984. (CC PE1408.B436) 

香港政府以維護「公共衛生」為名於 1918 年通過《山頂區條例》，在山頂區實施華洋的居住隔

離政策。一直到 1945年以後，華人才正式獲准居住在山頂區。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有關香港山頂區的種族隔離政策，可參考 Carroll，及 Pomfret。 

 

徵引書目 

Carroll, John. “The Peak: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Colonial Hong Kong.” Twentieth Century 

Colonialism and China: Localities, the Everyday, and the World, edited by Bryna Goodman and David 

Goodman, Routledge, 2012, pp. 81–91.  

來自上流社會的男女主角遠道而來，在淺水灣墮入愛河，反映了淺水灣這個海濱空間的象徵意

義：它高貴而熱鬧，而對戀人來說，它則代表了浪漫、自由、沒有規管與約束。而這亦是特殊

的空間，張愛玲似乎在未能在上海找到類似的場景，而只好把小說的男女主角邀請到香港來。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事實上，上海浦東區於 1930年代建有高橋海濱浴場，由上海市政府公用局開發及管理。海濱浴

場中設有「水上飯店」，但其大眾化的風格與淺水灣酒店強調的「貴族化」有很大差異。見

《申報》（1932年 19版；1936年，16版）。 

 

徵引書目  

《申報》，1932年 8月 21日，19版。 

《申報》，1936年 6月 16日，13版。 

https://www.ilc.cuhk.edu.hk/Chinese/APAMLA/index.aspx
https://www.ilc.cuhk.edu.hk/Chinese/APAMLA/index.aspx
https://www.ilc.cuhk.edu.hk/CH/CHResources/Write_AcadWriting.aspx
http://owl.english.purdue.edu/owl/resource/747/05/
http://www.lib.cuhk.edu.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821&Pid=2&Version=0&Cid=501
http://www.lib.cuhk.edu.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821&Pid=2&Version=0&Cid=501
http://www.lib.cuhk.edu.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46195&Pid=15&Version=0&Cid=210
http://www.lib.cuhk.edu.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46195&Pid=15&Version=0&Cid=210
file:///C:/Users/Lenovo's%20User/Documents/cyh/_教學/GE/workshops/Academic%20Writing/final/2017-18/librarysearch.lib.cuhk.edu.hk/record/TN_ama34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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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baldi, Joseph.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7th ed.,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09. (CC LB2369 .G53 2009) 

• Oliver, Paul：《教您寫出一本優質論文》，張可婷譯，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2009年。（UCI 

LB2369 .O4512 2009） 

• Williams, Joseph M. Style: The Lessons in Clarity and Grace. 7th ed., Longman, 2003. (CC 

PE1421 .W545 2003) 

• 周春塘：《撰寫論文的第一本書》，台中市：書泉出版社，2008年。（CC; UCI LB2369 .Z5） 

• 孟樊：《論文寫作方法與格式》，新北市：威仕曼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UCI，

LB2369 C37） 

• 謝耀基：《現代漢語歐化語法槪論》，香港：光明圖書公司，1990年。（UCI PL1074 .H75） 

 

 

論文寫作指導：  

 

論文寫作指導工作坊 

 

2018年 12月 6日（四） 

2:30-4:15pm 

聯合圖書館一樓研討室 

2018年 12月 12日（三） 

10:30am-12:15pm 

聯合圖書館一樓研討室 

 

• 為已有大綱或論文初稿的同學提供寫作意見 

• 同學需先登記：https://www.ilc.cuhk.edu.hk/CH/workshops.aspx  

• 並於 12月 5日 5pm或 12月 11日 1pm前把大綱或論文初稿連題目寄 chanyh@cuhk.edu.hk  

• 自學中心會電郵通知見面時間（每位同學 15分鐘）。 

 

 

個別論文指導 

2018年 12月 3日   2:30-4:30pm 

2018年 12月 4日   10:30am-12:30pm 

2018年 12月 10日 10:30am-12:30pm 

2018年 12月 11日  2:30-4:30pm 

2018年 12月 18日  2:30-4:30pm 

 

登記：https://www.ilc.cuhk.edu.hk/CH/consultation.aspx   

 

 

發問／討論  

 

祝寫作順利！ 

file:///C:/Users/Lenovo's%20User/Documents/cyh/_教學/GE/workshops/Academic%20Writing/final/2017-18/librarysearch.lib.cuhk.edu.hk/record/CUHK_IZ21819982350003407
http://library.cuhk.edu.hk/search~S15?/cLB2369+.O4512+2009/clb+2369+o4512+2009/-3,-1,,E/browse
file:///C:/Users/Lenovo's%20User/Documents/cyh/_教學/GE/workshops/Academic%20Writing/final/2017-18/librarysearch.lib.cuhk.edu.hk/record/TN_wos000230608000037
file:///C:/Users/Lenovo's%20User/Documents/cyh/_教學/GE/workshops/Academic%20Writing/final/2017-18/librarysearch.lib.cuhk.edu.hk/record/CUHK_IZ21753663600003407
file:///C:/Users/Lenovo's%20User/Documents/cyh/_教學/GE/workshops/Academic%20Writing/final/2017-18/librarysearch.lib.cuhk.edu.hk/record/CUHK_IZ21753685010003407
file:///C:/Users/Lenovo's%20User/Documents/cyh/_教學/GE/workshops/Academic%20Writing/final/2017-18/librarysearch.lib.cuhk.edu.hk/record/CUHK_IZ21818390140003407
https://www.ilc.cuhk.edu.hk/CH/consultation.aspx
https://www.ilc.cuhk.edu.hk/CH/consultation.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