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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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與原範例有比較 

項次 內容 新範例 原範例 

1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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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引

註資料格式範例 

2 壹 引註格式 正文書寫 

3 

格式舉

例—新

增內容 

 

作者 3 人以上只列出第一位，其

他作者以 “et al.”呈現。 

作者 3 人以上只列出第一位，其

他作者以「等」呈現。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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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作者為機構或團體 

 (1)無簡稱：須列出全稱，例：教

育部（2020）…或（教育部，

2020）。 

(2)有簡稱：第一次引用列全稱，

並於全稱後用方括號帶出簡稱，

後續引用則列簡稱即可，但在

「陸、參考文獻」中仍須列出全

稱。 

例： 

第一次引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疾管署〕，2020）…或（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疾管署〕，

2020）。  

第二次引用：疾管署（2020）…

或（疾管署，2020）。 

無 

5 

三、間接（改寫）引用，亦必須

註明出處，但不必加「」引號、

亦不用粗體。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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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舉

例—內

容修改 

四、圖表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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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圖表引用：若圖表係引用，均須於

圖表下方註明資料來源。其書寫方式與

小論文四大架構之「肆、引註資料」同。 

7 貳 參考文獻 引註資料 

8 
一、注

意事項 

在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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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文中確實有提及、參考引用而文內

有附註的文獻才列入引註資料，不可遺

漏。 

9 
二、撰

寫格

1、中文格式：作者（出版年）。

書名。出版者。 

1、中文格式：作者（出版年）。書名。

出版地：出版者。 



式：  

（一）

書籍類 

--修正

為不寫

出版地 

張春興（2001）。教育心理學（修

訂版）。東華書局。 

2. 英文格式：Author. (Date of 

publication). Book title.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Klausmeier, H. J. (1985). 

Educational psychology. 

Harper & Row. 

張春興（2001）。教育心理學（修訂版）。

臺北市：東華。 

2. 英文格式：Author. (Date of 

publication). Book title.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Klausmeier, H. J. (1985). Educational 

psychology. New York:Harper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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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電子書

格式 

作者（年代）。書名。網址（可

用短網址） 

●範例： 

劉政暉（2018）。學校最該教什麼? : 

直擊12種非典型教育現場。    

https://ebookdrm.nlp.edu.tw/e

bookservice/epubreader/hyrea

d/v3/reader.jsp 

無 

11 

（二）

之３ 

電子期

刊格式 

--日期

表示方

式修正 

 

原在

（六）

電子網

路資料 

，另雷

子資料

庫併電

子期

刊，網

路資料

挪至

（七） 

作者（出版年月日）。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卷，頁碼。網址（可

用短網址） 

●範例： 

（１）中文範例： 

林基興（2003年6月24日）。老化面

面觀專輯。科學月刊，402，

472-473。

http://www.scimonth.com.tw/ca

talog.php?arid=436 

（２）英文範例： 

Zehr, M. A. (1977, October 13). 

Teaching the teachers. 

Education Week, 17(11), 

24-29. 

http://www.edweek.org/srepor

ts/tc/ 

 

作者（出版年）。文章名稱。期刊名稱，

卷，頁碼。擷取日期，取自網址（可用

短網址） 

（1）中文範例： 

林基興（2003）。老化面面觀專輯。科

學月刊，402，472-473。2003年6月

24日，取自

http://www.scimonth.com.tw/catalo

g.php?arid=436 

 

（2）英文範例： 

Zehr, M. A. (1977). Teaching the 

teachers. Education Week, 17(11), 

24-29. Retrieved October 13, 

2001,from 

http://www.edweek.rg/sreport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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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之２ 

增加 

博碩士

2、網路格式：作者（出版年）。

篇名。學校研究所所名：碩（博）

士論文。 

網址（可用短網址） 

無 

https://ebookdrm.nlp.edu.tw/ebookservice/epubreader/hyread/v3/reader.jsp
https://ebookdrm.nlp.edu.tw/ebookservice/epubreader/hyread/v3/reader.jsp
https://ebookdrm.nlp.edu.tw/ebookservice/epubreader/hyread/v3/reader.jsp
http://www.scimonth.com.tw/catalog.php?arid=436
http://www.scimonth.com.tw/catalog.php?arid=436
http://www.scimonth.com.tw/catalog.php?arid=436
http://www.scimonth.com.tw/catalog.php?arid=436


論文取

自網路

之格式 

●範例： 

簡菲莉（2019）。十二年國教課綱

高中自主學習建制化之實踐

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https://hdl.handle.net/11296/2

vx6u6 

13 

增加 

（五）

之２ 

電子報

格式 

作者（年月日）。篇名。電子報

名稱。網址（可用短網址） 

●範例： 

李家同（2021年1月26日）。科技．

人文聯合講座／素養不該和

入學制度掛勾。聯合新聞

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

39/520359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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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七）

網路相

關資源

日期表

示方式 

1、網路資料：網站名稱（登載年

月日）。文章名稱。網址（可用

短網址） 

●範例：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20年3月12

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實施計畫。

https://reurl.cc/a5G9AG 

網站資料：網站名稱。擷取日期，取自

網址（可用短網址） 

●範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7年1月12日，取

自

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

ic/indicator/Indicator.aspx 

15 

2、如果網路資料有作者及篇名，

請依下列格式書寫 

作者（登載年月日）。文章名稱。

網址（可用短網址） 

●範例： 

詹益鑑（2016年8月8日）。Uber 在

臺灣到底挑戰了什麼？。     

https://www.bnext.com.tw/arti

cle/40529/BN-2016-08-08-165

510-77 

＊補充說明：如果網路資料有作者及篇

名，請依下列格式書寫 

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擷取日期，

取自網址（可用短網址） 

●範例： 

詹益鑑（2016）。Uber 在臺灣到底挑戰

了什麼？。2017年1月12日，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0

529/BN-2016-08-08-1655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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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網

路相關

資源無

日期表

示方式 

3、如果網路資料沒有出版日期，

請依下列格式書寫 

作者（無日期）。文章名稱。擷

取日期，取自網址（可用短網址） 

無 

17 增加社 4、YouTube ：名稱（登載年月日）。 無 

https://reurl.cc/a5G9AG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0529/BN-2016-08-08-165510-77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0529/BN-2016-08-08-165510-77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0529/BN-2016-08-08-165510-77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0529/BN-2016-08-08-165510-77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0529/BN-2016-08-08-165510-77


群媒體

表示方

式 

標題［影片］。YouTube。網址（可

用短網址） 

●範例： 

TED（2012年12月30日）。蔣勳：

留十八分鐘給自己［影片］。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

ch?v=6i7RcP39N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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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acebook：名稱（登載年月日）。

標題［影片∕相簿∕動態貼文

∕圖片…等］。Facebook。網址

（可用短網址） 

●範例： 

中華民國行政院（2021年1月14

日）。防疫是長期抗戰，團

結才能守住台灣［圖片］。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ey.

gov.tw/photos/a.44950612841

0605/410506772618774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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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落格：名稱（登載年月日）。

文章標題［部落格文章］。網

址（可用短網址） 

●範例： 

陳勇延（2019年12月5日）。你的

學習歷程是有序的故事或雜

亂的堆積？［部落格文章］。

http://yungyenchen.blogspot.c

om/2019/12/blog-post_5.html 

無 

總結： 

１、書名出版地不用寫。 

２、增加作者３人以上及作者為機構或團體之內文引註格式寫法，增加電子書、博碩士論文

網路版、電子報、社群網站、無日期之網站資料參考文獻寫法。 

３、圖表之編號及標題均置於圖表上方置左。 

４、電子期刊、報紙文章（含電子報）、網路資料均須於作者後註明登載或出版年月日，不用

寫擷取日期；惟網路資料無出版日期則須另寫擷取日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7RcP39NB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i7RcP39NB0
https://www.facebook.com/ey.gov.tw/photos/a.449506128410605/4105067726187742/
https://www.facebook.com/ey.gov.tw/photos/a.449506128410605/4105067726187742/
https://www.facebook.com/ey.gov.tw/photos/a.449506128410605/4105067726187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