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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本講問題：

1. 現代學術論文包括哪些組成部分？

2. 論文每一組成部分的寫作要點是什

麼？

3. 論文如何收攝？



2.
論文主要組成部分

及其展開



2:1 論文＝樂曲，包括
(1)旋律 (2)節奏 (3)和聲 3大要素



2:2 論文之組成部分

（1）起：前言，提出論旨

（2）承：從正面論證

（3）轉：從反面論證

（4）合：提出結論



2:3 論文體式以與研究題目相應為考
量，不拘一格

若寫研究性論文，則當因題目內容而異，

因材料情況而異，因自己研究與寫作詳

略深度而異，以及因準備供給何人閱讀

而異。換言之，研究性論文寫作體式，

當因應各種情況知不同而有所變通，不

能拘守一種固定方式。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頁58）



2:4 論述展開(1)：有機整體性

1. 「有機性」 ≠ 「機械性」，3大部分論

旨之交互滲透性。

2. 「整體性」 ≠「個體性」
整體論 vs. 個體論
Ernest Barker ed. & tr.,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Bk. I, Chapter 1, § 3, p. 2。
亞里斯多德說：「國家在天性次序上卻先於家
庭和個人。原因就是，全體﹝在天性方面﹞必
然先於局部。倘若全體被摧毀了，就不會仍有
一手一足的。」



2:5 論述展開(2)：互相呼應性

1. 論述面對之挑戰：

「守者千里，攻者一點。」

2. 論文各節及其論點必須前後呼應：

• 「如常山之蛇，擊頭則尾至，擊

尾則頭至，擊中則頭尾至。」

• 「譬如食蜜，中邊皆甜」

(《佛說四十二章經》‧第39章)



3.
論文主旨的建立



3:1 論學必有宗旨，作為論文之主要
命題：

1. 杜牧(803-852)：〈序孫子注〉：

「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

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

知丸不能出於盤也。」

（見《樊川文集》，卷10）



3:1 論學必有宗旨，作為論文之主要
命題：

2. 黃宗羲(1610-1695)：《明儒學案 
發凡》：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

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學者而

不能得其人之宗旨，亦猶張騫出入

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



3:2 論旨(thesis)力求具有原創性
(originality)：

1. 「原創性」定義：

言人之所未言，但不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2. 「原創性」性質：

1) 相對於當代學者之論述而為「新」(novelty)

如：龍樹菩薩：《大智度論》

1) 相對於學界前脩之論述而為「新」。

如：印順法師：《佛法概論》



3:2 論旨(thesis)力求具有原創性
(originality)：

3. 「原創性」之源頭：

1) 直探學問本源：

朱子：「問渠哪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古人云：「書不讀秦漢以下，
志在山水之間。」

1) 「觀慧思擇而修」與「於無垢經論勤學」
並進：

黃宗羲：「讀書不多，不足以證斯理之
變化。」



4.
章節之展開



4:1 節奏分明，論證清晰：
起承轉合

1. 以范仲淹〈岳陽樓記〉為典範：

1) 起－第1段：「慶曆四年春…」

2) 承－第2段：「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
湖。」

3) 轉－第3段：「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 」
第4段：「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

4) 合－第5段：「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 」








4:1 節奏分明，論證清晰：
起承轉合

2. 以僧肇(384-414)〈物不遷論〉為例：

「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

人之常情。余則謂之不然。」

3. 論證效果：

「與人說理，須令人心中點頭」

杜甫(712-770)：〈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4:2 發展的展開：
developemental unfolding

• 杜甫：〈登高〉：「不盡長江滾滾來」

4:3 高屋建瓴的展開：

• 杜甫：〈望岳〉：

「會當淩絕頂，一覽群山小」

• 〈紫羅蘭〉：

「絕頂佇立萬為一，萬物本非獨立有。」

• 典範：僧肇《物不遷論》



5.
論述之收攝



6:1 綜論全文各節所提出之基本論點
及其互相關連性：

1. 穿透「形式」，直探「本質」：

• 劉勰(465-522)：《文心雕龍》

〈原道〉－〈宗經〉－〈徵聖〉

• 《易經》：

時－處－位

• 荻生徂徠(1666-1727)：《論語徵》

道－聖人－《六經》



6:1 綜論全文各節所提出之基本論點
及其互相關連性：

2. 提煉各節「相互關連性」：

• 「一一度攝六六度」

• 「三蘆互倚，乃能不倒」



6:2 展望未來研究方向

• 微觀：

從本文主題出發思考

• 宏觀：

1) 從本學術領域來看

2) 從比較研究視野來看



7.
結 論



7:1 研究者＝觀察者+參與者

1. 觀察者：將研究問題加以

1) 「客觀化」(objectification)：
將研究對象或課題予以「對象化」，由此而
取得進行觀察、分析工作時所必要之「距離
感」。但是，不能「為客所攝」(《大般若經》，

卷422)

2) 「歷史化」 (historicization) ：
• 與「客觀化」係一體之二面，兩者之關係如
車之二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 所謂「歷史化」指將研究對象視為時間之流
中客觀的存在，必如此才能加以歷史定位。



7:1 研究者＝觀察者+參與者

1. 觀察者：將研究問題加以

3) 「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將研

究對象置於綿延的「時間脈絡」與廣

袤的「空間脈絡」之中，衡定其所處

之位置。



7:1 研究者＝觀察者+參與者

1. 觀察者：將研究問題加以

3) 「脈絡化」 (contextualization)
特別注意「脈絡性之轉換」(contextual turn)

• 包括：(1) 去脈絡化 (de-contualization)
(2) 再脈絡化(Re-contualization)

• 兩種「脈絡性轉換」：（1）個人（小C）

（2）時代（大C）

例：注意中國思維方式中「時間」與「超

時間」之辯證關係。



7:1 研究者＝觀察者+參與者
2. 參與者：

將研究問題與自己身心相印證

納法成業

3. 佛：勤修學+求多聞

儒：尊德性+道問學

基督教：faith vs. scholarship

4. 研究效果：「皆能隨所問詰，一一酬答」(《大

般若經》，卷424)；「為一切有情，雨大法雨」

(《大般若經》，卷426)



7:2 先師蕭公權先生治學座右銘



7:3 研究論文是「主客交融」之成果

所以呈現：

1. 總攝性 (comprehensiveness)

2. 分析性 (analyticality)

3. 論證性 (argumentativeness)



7:4  精讀名家著作，體會前賢寫作
典範：

「今日青年好學者若想學習前人研究
技術之精微處，只有取名家精品，仔
細閱讀，用心揣摩，庶能體會；若都
只匆匆翻閱，一目十行，只能認識作
者論點，至於研究技巧，曲折入微處
，恐將毫無所獲！」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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