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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問題討論下 
   627 49102 

    一０七學年度第二學期 

 

 
授課老師： 吳珮瑛 

農業綜合館214室或系主任辦公室，3366-2663、3366-2677 

e-mail: piwu@ntu.edu.tw 

網頁：http://www.agec.ntu.edu.tw/faculty/wpi/ 

 

 

授課對象：大學部大四學生 

 

 

學分：上下學期各 2 學分(一年、必修) 

 

 

課程目的：本學期主要是完成第上學期所規劃報告綱要的內容，並以 

研討會方式由每位（組）撰寫人輪流上台報告，並如何

有條理回覆的能力，每篇報告現場決定評論人，這是訓

練同學撰寫並表達具邏輯性議題的方式；亦訓練同學參

與別人的議題，提出合理具建設性建議或意見；此外，

同時亦給予同學歸納他人意見、提問及評論的機會。 

 

 

課程要求： 

 

一、現場口頭報告 

報告初稿完成後，個人（二人一組）的報告課堂上做 10 分鐘（18

分鐘）的報告。課堂報告的各種相關規定與準備，屆時將會另外

分發講義說明。除了要撰寫報告外，你個人、或是兩人團隊須要

在短時間內以口頭方式，向大家說明講解你（們）報告的內容，

這是訓練你（們）口語表達的能力，口語表達的內容是你（們）

所懂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其他人經由你（們）的說明也能在

短時間內，瞭解你（們）所探討議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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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內容 

 書面上請依序將上學期你（們）所規劃的綱要完成一份完整的書

面報告初稿。因此，完整報告與綱要的差異僅限於微調、不能改

成完全不同的題目與寫出與原規劃完全不一樣的內容。而如果僅

修下學期的同學，請依你加入的 107 學年上學期、原規劃同學之

報告綱要完成你們這一組的報告。 

 

 

（二）報告格式 

報告須以 A4 格式紙打字 13 號字，中文為新細明體或標楷體均

可、英文及數字為 Times New Roman、1.5 行距、四面留邊各 2.5

公分、字體為黑白、圖如有必要可以彩色，個人報告不超過 15

頁，兩人組報告不超過-20 頁(15 或 20 頁均不包括參考文獻及問

卷附錄或其他附錄，但要避免將很多內容置於附錄)，頁數的限

制是訓練你消化所看過及你（們）理解的內容，請千萬不要東

抄西抄亂超一通，因為我有方法可以找出你（們）由何處抄出

來，請千萬不要冒險，我不是找你（們）麻煩，我是在保護你

（們）)；完稿繳交時不加封套、封面清楚呈現報告文名及個人

（組員）相關資料、左上角以乙只訂書針固定即可)。寫作格式

請參閱以下所列『老師在講你有在聽嗎？學位論文之規範與格

式』。請務必寫出符合格式的計畫書，否則報告將不予計分。

報告抄襲者一律以零分計。 

     

兩人一組的報告，請最多以一頁詳述二人在整份報告的分工情     

形。請不要僅寫第一、二節由 XXX 完成，第三、五節由 YYY

完成等等，請詳細說明你們的合作、折衝等等過程。 

 

 

（三）口頭報告前應繳交報告初稿 

輪到你（們）要報告當週的星期三中午 12 點 30 分前，請向我、

課程助教、或是系辦（如我和助教都不在辦公室時）拿影印卡，

影印一份紙本給我及全班每位同學各一份，拿至週三下午『農

業發展』課發給大部分同學。而少數已修、未修或不需修『農

業發展』課的同學（包括非農經系同學），影印後的報告，如

我辦公室有助教請拿給她，萬一助教有事不在我辦公室，請將

所餘份數置於系辦。未在『農業發展』課上拿到報告的同學，

請務必在週三下午六點前至我辦公室拿一份（如我週三下午不

在，請至我辦公室找助教或農經系辦）同學為你準備好的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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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每一篇報告請在繳交紙本時、請同時一併寄你（們）的

報告電子檔至我的信箱（piwu@ntu.edu.tw）。報告的檔名請寫

「姓名（課名及學年學期）▬報告初稿」，如吳珮瑛（農討 107

下）▬報告初稿。如是兩人完成的報告則兩人姓名連續寫，其

他接續則相同。 

 

又口頭報告不能繳交 ppt檔，一定要交完整書面檔，因是初稿、

因此你（們）可能想清楚但尚寫不完整，因此階段是聽你（們）

口頭報告的表現，後續修正過的書面完整稿才是報告評分依

據。又報告可以寫英文。 

 

 

二、評論 

評述他人之研究更能看清自己研究的優缺點，除了動手寫之外，

動口講評是釐清思路的絕佳方式之一。每篇報告將安排一位同學

進行最多 3 分鐘的評論，為確實完成此一工作，請務必在上課前

閱讀他人的報告，因為你不知是否為評論人，又每位評論人是現

場抽籤決定。報告及評論相關的各項規定與所須要做的準備，屆

時將會分發更詳細的說明，請千萬不要草草完成此一工作。更不

要只是隨意問兩三個問題即結束此一工作，因為你是做評論的工

作、不是提問題而以，提問題可經由以下的「課堂參與（提問）」

達成。你的評論必須給予報告同學建議或是他所寫、所報告內容

的正負面評述，或給予任何意見或意見易。 

 

 

三、課堂參與（提問） 

       問問題不是為了累積（假裝）課堂參與，而是你覺得同學的報告

內容有不清楚、錯誤之處或說明處理不當之處，當然也可以提出

你的任何疑問、或給予建設性建議或意見。又問問題也是釐清你

自己思緒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訓練你如何讓人經由你的說明更

清楚問題所在，更積極的是可以協助報告人如何完成更理想的內

容，請千萬不要認為幫同學的報告寫得更好，有損於你，其實正

好反，因為我們通常可以很清楚看到別人的問題，但卻經常有意

無意忽略或無視於自己報告的缺失，因此，你問有建設性的問

題，絕對有助於你、是避免自己的報告犯同樣錯誤的一種好方

法。但請不要為了問問題而問。為確實完成此一工作，請務必在

上課前閱讀他人的報告，你才可以知道他人的優缺點，而提出有

建設性的意見或是建議。每一篇報告開放 5 分鐘給同學自由發問

mailto:piw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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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給意見及建議。 

 

 

四、每篇報告針對評論、各種發問的回覆 

          每篇報告人請以 3 分鐘時間回覆前述同學對你（們）報告的各種

問題，包括評論的同學及各種的提問、建議與意見，請學會歸納

相同或不同的意見，否則一一答覆你（們）因受限於時間，時間

不足可能會虎頭蛇尾、顧此失彼。兩人一組的回覆請現場自行分

工回覆。 

      

 

五、修正後報告完稿繳交 

因每人報告先後順序差很多，報告的書面分數則以報告修改後之

完稿為評分依據。在前面數週報告的同學，或許報告當下，報告初

稿的完整性相對不足，但確是比較早接收到評論（包括我的評論）

及同學的評論及提問，因此，接續有比較多的時間做更完整的修

改，請千萬不要口頭報告完就晾到學期末，再匆匆於最後兩天兩夜

不眠不休寫完報告（你不是立委審法案，如是這樣我們不需這麼麻

煩教這些，反正你已抄過很多篇報告了，不差這一篇，你要相信你

踏實認真做完這份工作，絕對是你可以帶得走的能力，你更要相

信自己的潛力，如何創造未曾有過的寶貴經驗與成果）。報告時

間比較後面的同學，則有相對多的時間做前置準備，包括你聽過許

多已報告同學的經驗、大家提出之評論的優缺點，因此，你更可以

知道如何將自己的報告做得更好，或是避免錯誤，雖然每篇報告均

不同，但既稱為報告就有大家共同可用之處。因此，基本上每人都

有相同的時間完成最後的報告修正稿，只是準備與得到意見做為

修正依據的先後順序不同。最後修正稿請於 2019 年 6 月 17 日（星

期一）下午 5:30 之前，繳交一份紙本至我辦公室，如我不在、可

投入系辦外我的信箱內，請勿投錯格。繳交時、請連同最後修正稿

的檔案寄至我 email 信箱（piwu@ntu.edu.tw）。檔名與報告初稿列

示相同，僅是後面改成「報告修正稿」。 

 

 特別提醒：報告如有抄襲超過 10%之比例（學校的檢查系統），修    

正後最後報告完稿一律以 0 分計，所以報告初稿一定

要交，你才有修改的機會，但報告初稿是同學評論、

發問及我的評論用，大家給你的意見，請注意聽、並

記下來、用心改。 

 

mailto:piw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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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席上課同學的評分 

為讓上課同學也有評斷報告優劣的機會，請每次下課前針對每週的兩篇      

報告打分數，打分數前會先確認出席人數，不能代打分數。這一部分的

分數與我針對口頭報告的評分各佔現場口頭報告 50%的分數。 

 

 

七、請系上其他老師協助報告之完成 

如有必要可以請系上其他老師協助完成報告，但因這非其他老師的

責任，如果偶爾問一下問題或許不會造成其他老師太大負擔，然如

要長期性的需請老師指導，請註冊該老師一門『專題研究二』的課，

請洽詢所要諮詢老師『專題研究二』的課號及班次。 

 

 

八、其他、過去課堂完成報告之延伸 

你如果拿過去任何課堂已完成的報告，你必須在此一報告中清楚

說明，你（們）目前的報告與過去報告的差異，你（們）的報告

可以修正或建構在他人過去研究上的缺失與不足，你（們）當然

可以建構在你自己過去報告的缺失、不足或延伸，但一定要交代

清楚彼此的差異，絕不可一魚兩吃。一旦發現則以零分計。這包

括只修本學期的同學，如你（們）的報告是去年的延伸，請清楚

說明此一報告與過去的差異。 

 

 

九、最後修正稿批閱後的索取 

經由你的口頭報告、同學及我的評論及大家的提問，再加上你自己    

的再消化，你繳交的最後修正稿可於暑假中取回，七月 15日中午

12點後可以和我約時間取回。 

 

 

你的初稿講評稿件： 

 
每位同學報告完後的初稿我都會講評，我的稿件上雖有塗鴉、但這

是我自己看得懂、針對你報告完後的評論標記，不是一如作業般要

修正給你看的內容；因此，如我的講評太快、你在課上無法完全理

解，我的塗鴉稿無法給你，如你需要更多討論，以幫助你（們）完

成最後完稿的修正，請和我另約時間以能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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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書： 

吳珮瑛，2016。《老師在講你有在聽嗎？論文寫作之規範與格式》。初版

三刷。台北：翰蘆圖書。 

 

 

評分方式： 
 

 出席            20% 

現場口頭報告          20% 

 我的評分       50% 

 出席同學的評分     50% 

評論            10% 

課堂提問參與（提問）      10% 

修正後最後報告完稿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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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與撰寫報告要訣再提醒： 

 

1. 報告的研究目的，也就是你（們）的報告擬檢定的假說 hypotheses，

不論是一個假說、還是數個假說，請務必請清楚寫出，有清楚的假

說你（們）後續報告探討的方向才不會走樣（焦點不明），也就是會

依著相關假說完成必要的工作。如你是做與迴歸相關的實證工作

時，請務必清楚你（們）是要用那個（些）解釋變數解釋什麼變數

（被解釋變數）。 

 

 

2.在列出研究目的，也就是你（們）擬驗證假說之前，請將所回顧之文

獻歸納出相關文獻的重點與脈絡，以能清楚告知讀者，何以你（們）

何以形成所列示之研究目的（假說），亦即讓讀者可以清楚知道你（們）

的研究目的（假說）如何由過去已完成的研究延續而來、或與過去研

究之間的關係及差異。 

 

 

3.報告的概念或是理論架構（主要是由文獻中選擇或是歸納而來，作為

引領報告進行實證或是調查（如果有的話）之基礎。 

 

 

4.請清楚說明資料的來源及型態，因報告是需要完成實證的驗證，因

此，當你（們）在想架構或是研擬研究目的時，請務必同時考量資料

的來源，以免架構或是研究目的想好、且想得很完整後，但後續根本

無資料可供驗證；或者你（們）可以先有資料，然後利用該資料想議

題亦可。 

 

 

5.分析資料可能採用的分析方法或模型（資料分析工具），不同的資料

型態、方法或模型不同；目前可能還不是很瞭解以方程式表示的方

法或模型，在此種情況下、請先以文字說明，需要的分析方法未必

需要很複雜，以能解答驗證你（們）的研究目的（假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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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個人及各組報告順序 
 

週次 日期 個人或組別報告順序 

1 2/17-2/23 2/18（一）開始上課 

（準備週、報告進行方式詳細說明） 

2 2/24-3/02 3/1（五）調整放假 2/23補上班上課 

3 3/03-3/09 政元丈；  莊惟媜 太田美唯 

4 3/10-3/16 王彥翔 王力宏；  陳奕邦 徐振航 

5 3/17-3/23 洪翊軒；  陳姵彤 柯雨彤 

6 3/24-3/30 江家同 侯如珍；  前田優 陳昱維 

7 3/31-4/06 4/2（二）—— 4/5（五）放溫書假 

8 4/07-4/13 范立帆；  沈育慶 謝宜庭 

9 4/14-4/20 魏振立；  陳妍彤 黃資涵 

10 4/21-4/27 余天行；   邱鼎鈞 簡儀璇  

11 4/28-5/04 王信堯；    黃俊康 曾琳雯 

12 5/05-5/11 施易廷；    劉昱佑 陳致庭 

13 5/12-5/18 劉俐慈 洪于鈞；   梁 新 胡璧薰 

14 5/19-5/25 張耀文；    吳姝儀 賴國豪 

15 5/26-6/01 林真熙；    李承恩 林宗佑 

16 6/02-6/08 6/07（五）端午節放假 

17 6/09-6/15 吳適安；   葉牧青 黃冠慈 

18 6/16-6/22 6/17（一）下午 5點半前繳交報告修正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