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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編印項目次序 
論文裝訂次序：論文應包括篇首、正文及參證三個部份其編列順序如下： 

篇 

 
首 

 
部 

 
份 

1.封面： 

精裝本：燙金字，一律標楷體，封面顏色：黑色。 

平裝本：燙金字，一律標楷體，封面顏色：黑色（需封膠）。 

2.空白頁 

3.書名頁（紙質同於本文，編排完全與封面同；參閱附件一） 

4.論文口試委員審核頁：本所網頁\表格下載 

5.摘要 

(1)中文摘要 

(2)英文摘要 

6.銘謝辭（非必要） 

7.目錄 

8.表目錄 

 9.圖目錄 

10.辭彙或符號說明（非必要） 

正

文 
12.本文（為標楷體） 

參

證

部

份 

13.參考文獻 

14.附錄 

其

他 
15.封底 

 

 

 

 

 

 

 

 



2 

◎規格說明 

1. 封面：著者繕填系所名稱，學位，論文名稱﹙中、英文﹚，本人及指導教授姓

名，提送年月等，均含中英文，如附件一。 

2. 書名頁：如附件一。 

3.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注意所別修改，如附件二。（請上本所網頁下載） 

4. 中英文摘要：內容應說明研究目的，資料來源，研究方法及結果等，約 800 字

﹙並以一頁為宜﹚，中英文各一份裝訂於論文內，格式如附件三、附件四。 

5. 論文尺寸及紙張：以 210mm ﹡297mm 規格 A4 紙張繕製。封面封底採用 200

磅以上布紋紙或卡紙，顏色均為黑色。 

6. 版面邊界規格：上 2.5 公分，左 3 公分，右 2 公分，下 2.5 公分，頁尾 1.5 公分

處中央繕打頁次﹙見下頁圖 1﹚。 

7. 文字規格：文章主體以中文為主，自左至右，橫式打字繕排，文句中引用之外

語原文以﹙﹚號附註。 

8. 頁次 

﹙1﹚中文摘要至圖表目錄等，以 i，ii，iii，…等小寫羅馬數字連續編頁。 

﹙2﹚論文第一章以至附錄，均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編頁。 

9. 銘謝辭格式：如附件五。 

10. 書背格式： 

自論文本左端裝訂，書背打印畢業年度，學位論文別，論文名稱，校、所名，

著者姓名。﹙如附件六﹚。 

11. 論文摘要線上建檔： 

上網傳輸及 PDF 轉檔事宜，請上本校圖書館學位論文上傳教學網

http://cloud.ncl.edu.tw/nkuht/ 。（如附件七） 

12. 論文份數：口試通過論文審定後，提繳論文平裝本 4 本（依本校碩士學位考

試辦法第 15 條辦理） 

(1)本校圖書館 2 本(將依規定轉送國家圖書館) 

(2)所屬研究所 2 本，並依各所規定繳交論文數份予各口試委員陳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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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論文尺寸及打字版面規格範例 

 
◎撰作細則： 

1. 目錄：按本規範所訂“論文編印項目次序”各項順序，依次編排論文內容各項目名

稱、章、節編號、頁次等﹙見圖 2﹚。 

 

2. 圖表目錄：文內表圖，各依應用順序，不分章節連續編號，並表列一頁目次﹙見

圖 3﹚。 

 

表目錄(13 號字) 

表 1-1 形狀記憶合金的分類 ............................... (12 號字)  30 

表 2-1  ××× ...........................................................................   31 

表 3-1  ×××××× ....................................................................   32 
除表目錄三字為 13 號字 其餘均為 12 號字 

 

圖目錄(13 號字) 

圖 1-1 組織系統圖 ............................................... (12 號字)  10 

圖 2-1  ××× ...........................................................................   12 

圖 3-1  ×××××× ....................................................................   15 
除圖目錄三字為 13 號字 其餘均為 12 號字 
圖 3  圖、表目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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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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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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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論文本寬度 A4 寬度 210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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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文章節編排：中文、英文撰寫，除封面外，目錄、摘要、內文及參考文獻，每

頁均為 28 行。 

（可由格式 段落 段落間距設定行高 25 pt 或檔案 版面設定  文件格線

 指定每頁的行數），章節名下方空一行，各段落間距離 0.5 列。 

註：為求排版美觀為主，表格內文不受限 0.5 列行距規範。 

電腦操作步驟：(2016 版) 
版面配置版面設定 文件格線點選⊙指定每頁的行數行數  

每頁行數 28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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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一行部份如下所示；其餘皆無間隔一行的規定。 

 

 

 

 

 

 

 

 

 

 

 

 

4.標點符號：中文之標點符號應以全形之標點符號表示，例如「，」，「；」，「：」，

「。」，「、」，「！」，「／」，「―」（兩格長度），「  」（底

線），「……」（表示『等等』），「？」，英文中之連字符號“-”

（hyphen）在中文中最好不用。 

5.頁碼：標註於每頁正下方置中，距下緣 1.5 公分，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 12 號

字。摘要至論文前，以羅馬數字 i、ii、iii、iv……等連續編碼。正文第一章

以至附錄以阿拉伯數字 1.2.3…….連續編碼。 

6.凡不便刊載於正文的原始資料，而又極具學術參考價值者，均可納入附錄部份。如

訪問記錄、問卷…等。附錄文件過多應加以歸類編號。如附錄一、附錄二…等，並

於目錄頁內之附錄項下註明其名稱與頁碼。 

7.正文各階層章節與細節之代號，可依次為五個階層如下： 

    章 節 小節 小段 各點 

    ↓ ↓ ↓ ↓ ↓ 
章節標示：  1. 1.1 1.1.1 （一） （甲） 

         或 壹 一 （二） （甲）  （1） 

8.註腳：論文註腳採 Word 內建規格，在插入參照選擇註腳位置註腳/選擇本頁

下緣，數字格式為阿拉伯數字。 

圖 2  目錄編排範例 

第壹章 緒論 22 號字  

(間隔為一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 號字  

(間隔為一行) 

     一、14 號字  

        (一) 14 號字  

           1. 14 號字  

            (1) 14 號字  

                a. 14 號字  

                  (a) 

                b. 

            (2) 

           2.                           

內文統一為 12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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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壹、文中引註 

一、正文引註（列出作者和年代） 

（一）單一作者 

APA 期刊使用「作者—年代」（author-date）的引註法；即將作者的姓（不包括

接尾辭，如：Jr.）、出版物的年代插在本文中的適當處。假如作者的「姓」是敘述

中的一部份，只在圓括號內寫出「出版物的年代」。（圓括號在內文時為全形；在

參考文獻時，中文為全形，西文為半形）否則，同時在圓括號內寫出作者的姓和出

版物的年代，且用逗號（逗號中文人名與年代間為全形；西文人名與年代間為半形）

分開。但依國內論文寫作慣例，中文作者在文中引註時，需使用全名。 

1.句前 

 中文：許績銓（民95）提出… 

王澄霞（民100）的研究發現… 

 英文：Rogers（1994）比較反應時間… 

Yager（1990）的研究發現… 

2.句末 

 中文：師範生極需接受專業訓練的理由（許績銓，民95）…… 

 英文：在最近研究反應時間上（Rogers, 1994） …… 

3.作者為機構時 

……（科技部，民95）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1991） 

4.同姓但不同名（不同作者）：以名字的縮字來區別。 

範例：L. H. Chen（2001） 

S. L. Chen（2001) 

5.同姓也同名（同一作者）：在出版年後加a、b、c 以示區別。 

範例：Smith（1998a） 

Smith（1998b） 

6.同時引用若干位作者時 

國內一些學者（林福來、鄭英豪，民85；郭重吉，民84；張惠博，民85）的研究……

【優先序：依「姓氏」排或依年代排】 

一些研究者（Chang, 1996; Cheng, 1997; Shymansky & Kyle, 1992）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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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者同一年有多篇著作時 

有數篇研究（王澄霞，民83a，民83b）發現… 

一些研究（Johnson, 1991a, 1991b）主張… 

註：西式左括號的左側與右括號的右側均需各空一格。 

（二）二位作者 

正文中引用時，兩人的姓名全列，作者之間中英文用「與」連接，在括弧內，圖、

表的標題，以及參考文獻中，作者之間英文用「&」，中文用「、」連接。 

1.句前 

 中文 

範例：本研究採用自李華璋與林幸台（民90）所編「大學生工作價值觀問卷」…。 

Cohen與Felson（1979）研究指出…。 

 英文 

範例：Wassertein and Rosen (1994)… 

2.句末 

 中文 

範例：教科書的性別意識漸漸受到重視，且獲得相當幅度的改進（方朝郁、謝臥

龍，民89）。 

師院校…（Benejam & Esponet, 1992）。 

 英文 

範例：…(Wassertein & Rosen, 1994) 

註：在上述英文引註中，若作者為兩位，在書寫完第一位作者姓氏後不加逗號（,），並

在“&”符號的前後各空一格。 

（三）三至五位作者 

第一次引用時所有作者均列出，第二次以後僅寫出第一位作者並加「等人」「et 

al.」，同一段內則再省略年代，正文中引用時，中文作者用「與」，英文作者用「and」

連接，括弧內，圖、表的標題，以及參考文獻中英文作者，中文作者用「、」，英

文則用「&」連接。 

1.句前 

（1）多位作者初次引用時 

 中文 

範例：林福來、黃敏晃與呂玉琴（民87）的研究指出… 

朱淑雅、黃儒傑、葉雪枝、廖裕月與蕭敏華（民88）對教科書… 

Shymansky, Yore, 與Good（1991）的研究指出… 

Wasserstein, Zappulla, Rosen, Gerstman, 與Rock（1994）發現… 



8 

 英文 

範例：Wasserstein, Zappula, Rosen, Gerstman and Rock (1994) found 

註：在上述英文內文引註中，若作者為三到五位，書寫完倒數第二位作者的姓氏後要加

上逗號( , )，繼而空一格再書寫&的符號。 

（2）多位作者再次引用時 

 中文 

範例：林福來等人（民87）的研究指出… 

 英文 

範例：Wasserstein et al. (1994)…（不同段落再引用時，須列首位作者及年

代） 

2.句末 

 中文 

範例：…習作是依據教學活動之需要而編輯的（朱淑雅、黃儒傑、葉雪枝、廖裕 

月、蕭敏華，民98） 

 英文 

範例：…(Wasserstein, Zappulla, Rosen, Gerstman, & Rock, 1994) 

3.再次引用於不同段落時：僅寫出第一位作者加上“等”字，並加上出版年代。 

格式：甲作者等（出版年） 

範例：卓俊伶等（民90） 

Herman等（1993） 

（四）六位或六位以上作者 

文中引用時僅列第一位作者，並加「等人」；英文使用「et al.」。在參考書目

表中只要列出前六位作者姓名；其餘以et al.取代。 

1.句前 

 中文：本研究採用自李華璋等人（民90）所編「大學生工作價值觀問卷」得分為

依據… 

 英文：Kosslyn et al.（1994）發現… 

2.句末 

 中文：教科書的性別意識漸漸受到重視，且獲得相當幅度的改進（方朝郁等人，

1998）。 

 英文：師範院校…（Benejam et 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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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機構或團體為作者 

1.第一次引用 

格式：機構全名﹝機構簡稱﹞（出版年） 

（機構全名﹝機構簡稱﹞，出版年） 

範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行政院教改會﹞（民88）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行政院教改會﹞，民88）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SM]（2003）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 2003） 

2.第二次引用： 

格式：機構簡稱（出版年） 

（機構簡稱，出版年） 

範例：ACSM (2003) 

（行政院教改會，民88） 

註：在文末參考文獻格式中，不得使用機構簡稱，必須使用機構全名。 

（六）學校名稱為作者之文獻 

格式：（學校全名，出版年） 

範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民94）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986） 

（七）作者／年代不明 

1.未標明作者：把書名、期刊名、手冊名稱、或報告名當成「作者」。 

（1）文章：把引用文章之篇名或章名當成作者並以斜體表示之。 

（2）書、期刊、手冊、或報告：把書名之名稱當成「作者」並以斜體表示之。 

 中文：（師資培育法，民85） 

 英文：（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1993） 

2.作者署名為無名氏：以「無名氏」當成作者。 

 中文：（無名氏，民88） 

 英文：（Anonymous, 1993） 

3.年代不明：引用之資料，若無年代記載或為古典文獻時。 

（1）知道作者姓氏，不知年代，以「n.d.」或「？」代替年代。 

（2）知道作者姓氏，不知原始年代，但知道翻譯年代或現用版本年代時，引用翻譯

版年代並於前加trans.或引用現用版本年代並於其後註明版本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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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國小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鄒族學習手冊第二冊（教育部，？） 

 英文：Aristotle（n.d.）argued 

(Aristotle, trans. 1945) 

（八）引用特定頁碼中之資料 

引用資料來源的特定部分（Specific Parts of a Source）時，要在文中適當處寫出

頁數、章節、圖、表或方程式。「引用文」（quotations）則一定要寫出頁數，此類

的本文引證，使用「頁」來表示。若納入簡短的引用文（少於40字），使用單引號。

40字或40字以上的引用文則有一獨立方塊版面，新的一行從左邊「縮排4 bytes」（相

同於一個新的段落開始的位置），隨後各行要與第一行縮排的字切齊，直接引用文

字請使用標楷體字型。 

1.少於40 字的引用文 

施良方（民90）認為「所有課程計畫，都是要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機會，以

便達到預期的目標」（5頁） 

她陳述到「寬心劑的效果……當態度方面被討論」（Miele, 1993, p. 276）但是

她並沒有澄清哪些態度被研究過。 

2.40字或40字以上的引用文 

張春興（民85）認為： 

教育心理學尚未具備應用科學的條件，關鍵在其素來以應用心理學原理原則解

決教育問題作為學科取向，而忽略了成為應用科學之前的必要研究。（17頁） 

（九）私人通信或通訊（參考文獻中不必列註） 

私人通信可能是信件、備忘錄、電子通訊（例如：電子郵件「E-mail」、討論群、

從電子佈告欄取得的消息、電話交談…）。因為此類通訊無法提供「可回覆」的資

料，所以私人通信或通訊不包括在論文後之參考文獻中。私人通信或通訊只需在本

文中引註。引註時，要寫出通訊者的姓（或名字的起首字母），且儘可能的寫出精

確的日期。 

範例：K. W. Schaie（personal communication, April 18, 1993） 

郭生玉（私人通訊，民90，12月8日） 

（十）引用二手文獻（少用） 

Peter（引自Sollomon, 1996） 

(see Table 2 of Razik & Swanson, 1993, for complete data) 
文末參考書目僅需列出您所閱讀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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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或表的引註 

（一）表下方的註解 

表下方通常會有註解來說明該表的相關資料，表下方的註解按其功用可分為一

般註解、特別註解及機率註解。 

1.一般註解是限定、解釋或提供與表相關的資訊。一般註解英文是藉由「Note」一

字引導，後加上句點；中文則以「註」字引導，後加上冒號。從期刊或書本引用

時，標明出處及授權的註解亦屬一般註解。 

2.特別註解與特定的某個直欄、橫列或個別的條目有關。特別註解是藉由寫於上方

的小寫字母（a, b, c）來做為標明。在標題和表的主體之內，寫於上方的小寫字

母依序排列編號時，必須水平地從左到右，橫跨不同欄依橫列漸次地排序編號，

且第一個是從左上角開始編號。某表的特別註明解與其他表不相關，是獨立的，

所以每一個表的特別註解都是由寫於上方的小寫字母a 開始編號。 

英文：aChildren were 12 to 14 years old. bAdults were 18 to 21 years old. 

中文：a小孩在本表是指年齡12 至14 歲的人。b成人在本表是指18 到21 歲的

人。 

3.機率註解說明顯著性考驗的結果。只有當與表中的特定資料有關時，才使用機率

註腳。在同篇報告中，不同的表具有相同數目的星號應是代表相同的α水準，如

*p＜.05，** p＜.01。直接註明精確之p 值時，可省略此「*」，但須註明α水準。

如果在同一個表中辨別單側考驗和雙側考驗，則對雙側考驗使用星號(*p＜.05)，

而單側考驗則使用另一個符號如短劍符號(﹢p＜.01)。 

4.表的註解依下列順序排序：一般註解，特別註解，最後為機率註解。每一種類型

的註解寫在表的下方，各使用新的一行與表的左邊切齊（不需要縮排）。第一個

特別註解放在一般註解的下方，使用新的一行，開始的地方與表的左邊切齊；其

後的特別註解直接寫在後面，不須另行換行。至機率註解時，則須換行，與表格

的左邊切齊，其後的機率註解緊跟在後，不須換行寫。 

英文： 

Note. All nonsignificant three-way interactions were omitted. M = match process; N 

= nonmatch process. From “Beyond Simple Pessimism: Effects of Sadness and 

Angeron Social Perception,” by D. Keltner, P. C. Ellsworth , and K. Edwards, 1993,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64, p.751. Copyright 1993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aChildren were 12 to 14 years old. bAdults were 18 to 21 years old. 
* p＜.05，two-tailed. ** p＜.01, two-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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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註：引自林清山（民83）。心理與教育統計學（326頁）。臺北市：東華。 
a小孩本表是指年齡12 至14 歲的人。b成人在本表是指18 到21 歲的人。 

*p＜.05，雙側，** p＜.01，雙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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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末參考文獻 

文末引用文獻(References) 的書寫，APA 格式不採用文獻編號的方式排列，中文部

分以作者之姓氏筆劃（由少至多）編排，英文部分以作者姓氏字母（由A 到Z）依序排

列。同一文獻的文字行間不空行，但文獻與文獻之間必須空一行。在此列出的文獻必須

都是在內文中引用到的，內文中沒有引用過的文獻不得在此列出。 

一、文獻排列順序 

參考文獻的排列順序，如為中文文獻，以作者姓名筆畫為依據，大致上不會有什麼

問題，如為英文文獻，則較複雜。英文文獻的排列順序有十個標準： 

（一）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如以文章篇名或書名當作者，而該篇名或書名

是以數字開頭時，以國字之字母順序比較，如 21st century education 是以

Twenty-first century education 作為比較的基準。 

（二）第一位作者姓名相同時，如為同一作者，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例    如：Hewlett, L. S. (1996) 

Hewlett, L. S. (1999) 

（三）一位作者永遠排在多位作者之前：  

例    如：Razik, T. A. (1991) 

Razik, T. A. , & Lin, T. -Y. (1995) 

（四）當有多位作者必須比較時，依序由第二或第三、第四、…作者姓氏字母順

序排列： 

例    如：Gosling, J. R., Jerald, K., & Belfar, S. F. (2000) 

Gosling, J. Y., & Tevlin, D. F. (1996) 

（五）相同作者且相同年代，則依（去除 A, The 等冠詞之後）篇名或書名字母順

序排列，並於年代之後附 a, b, c, 等註記： 

例    如：Razik, T. A., & Lin, T. -Y. (1990a). Fundamental concepts… 

Razik, T. A., & Lin, T. -Y. (1990b). Human relations… 

（六）作者姓氏相同，名字不同時，依名字字母順序排列： 

例    如：Liu, C. -R. (1993).  

Liu, M. -C. (1990). 

（七）作者為機關團體時，以機關團體全名字母作為比較的基礎，當作者為機關

團體的附屬團體時，全名要以「主團體先，附屬團體後」來呈現：例如：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1994).  不可寫為 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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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1994). 

（八）作者署名為 Anonymous，以 Anonymous 來比較。 

（九）沒有作者時，把（去除冠詞之後的）篇名或書名視為作者來比較。 

（十）引用後設分析（meta-analysis）之文獻時，該文獻所使用之研究文獻如少

餘 50 筆時，必須在參考文獻中一一列舉，並在每一筆文獻前加註 * 號，

且在參考文獻一開始時說明加註星號者為後設分析的相關文獻： 

例    如：*Bretschneider, J. G., & McCoy. N. L. (1968). Sexual interest and 

behavior in health 80-102-year-old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14, 343-350. 

二、書籍（列出資料的順序為：作者、年代、篇名、期刊名稱、卷期數、

頁數） 

（一）整本書 

 中文格式： 

作者（年代）。書名。出版地點：出版商 

範例： 

饒見維（民87）。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務。臺北市：五南。 

張春興（民87）。教育心理學。臺北市：東華。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民86）。生物教育學門規畫。臺北市：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 

Boyer, E. L. (1983). High school: A report o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1). Estimated resident population by age and 

sex in statistical local areas, New South Wales, June 1990 (No. 3209.1). 

Canberra,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uthor. 
註：英文書名除了第一個字或專有名詞之第一個字母大寫以外，其餘均使用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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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份章節 

 中文格式： 

作者（出版年）。篇或章名。載於編者（主編），書名（頁碼）。出版地：出

版商。 

範例： 

林正常（民96）。體適能的理論基礎。載於方進隆（主編），教師體適能指導

手冊（46-59頁）。臺北市：教育部體育司。 

林振春（民87）。社區學院的課程與教學設計。載於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

編），社區學校化（64-104頁）。臺北市：師大學苑。 

黃堅厚（民69）。語義分析法。載於張國樞等（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

法，上冊（721-740頁）。臺北市：東華書局。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Year). Chapter title. In B. B. Author C. C. Author (Eds), Books title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 

Nobel, E. G., & Taylor, A.W. (1992). Biochemistry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C. 

Bouchard, B. D. McPherson, &A. W. Taylor (Eds.), Physical activity sciences 

(pp. 51-55).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 

Anderson, R. D., & Mitchener, C. P. (1994). Research on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In D. L. Gabel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cie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3-44). New York: MacMillan. 

Beare, H. (1988). Enterprise: The new metaphor for schooling in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n T. Townsend (Ed.), The primary school in changing times: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pp.3-20). London: Routledge. 
註：英文主編只有一位時用(Ed.)，二位及更多時用(Eds.)。主編英文名字縮字放在

姓的前面，和作者的寫法不同。 

（三）二位作者以上 

謝文全、林新發、張德銳、張明輝（民86）。教育行政學。臺北市：國立空中大

學。 

Hedges, L. V., Shymansky, J. A., & Woodworth, G. (1989). Modern methods of 

meta-analysi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Hoy, W. K., & Miskel, C. G. (1996).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5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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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構或團體為作者之書籍 

1. 機構和出版者不同時 

 格式： 

作者機構全名（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校體育與研究發展中心（民89）。適應體育導論。臺北

市：教育部。 

Australian Sports Medicine Federation. (1986). The sports trainer: Care and 

prevention of sporting injuries. Milton, Queensland: The Jacaranda Press. 

2. 機構也是出版者時：以“作者”或 “Author”二字取代出版者。 

 格式： 

作者機構全名（出版年）。書名。出版地：作者。 

範例： 

教育部體育司（民90）。提升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畫。臺北市：作者。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1).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 

（五）翻譯書籍 

 格式： 

翻譯者（譯）（譯本出版年）。譯本書名（原作者：姓名）。譯本出版地：

譯本出版者。(原著出版年：xxxx) 

範例： 

吳美麗（譯）（民87）。管理其實很Easy（原作者：M. H. McCormack）。

臺北市：天下文化。（原著出版年：1996） 

註1：此類文獻因內文是中文，故應放在 “中文部分” 的文獻中。 

註2：在內文引註翻譯書籍時，與中文的引用方式同，也不加“譯”字。 

（六）作者不明 

佚名（民62）。西安事變史料。臺北市：文海。 

Anonymous (1976). Human characteristics and school learning. New York: 

McGraw-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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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印或再刷書籍 

秦夢群（1999）。教育行政—理論部份（二版三刷）。臺北市：五南。 

Mayer, R. E. (1992).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cognition (2nd ed.). New York: 

Freeman. 

（八）論文集 

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編（1999）。教育學研究方法論文集。高雄市：麗文。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與李亦園主編（19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

北市：東華。 

Reagust, D. F., Duit, R., & Fraser, B. J. (Eds.) Improv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tandford University’s Highwire Press (2001).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九）書籍評論 

張健（民73）。歐陽修之詩文及文學評論。臺北市：台灣商務。 

Weddle, P. (1978). Argument: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New York: 

McGraw-Hill. 

（十）百科全書中的條目 

蘇薌雨（民60）。成就動機。載於陳雪屏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臺北市：

台灣商務印書館。 

Messick, S. (1995). Cognitive styles and learning. In L. W. Anderson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nd ed.). UK: 

Elsevier Science Ltd. 

 

二、期刊 

（一）期刊 

1.單一作者 

 中文格式： 

作者（年）。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碼。 

範例： 

陳榮貴（民86）。美國中小學音樂教師的養成教育面面觀。中等教育，46（4），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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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xx(xx), xxx-xxx. 
範例： 

Chapman, R. G. (1993). Brand performance comparatives. Journal of Products 

and Brand Management, 2(1), 42-50. 

2.多位作者 

黃鵬飛、呂嘉和（2007）。溫泉業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之關聯性研究。品

質學報，14（2），207-218。 

Klimoski, R., & Palmer, S. (1993). The ADA and the hiring process in 

organizations. Consulting Psychology Jour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45(2), 10-36. 

（二）雜誌 

 中文格式： 

作者（年月）。文章名稱。雜誌名稱，期別，頁碼。 

範例： 

黃榮鵬（民98年6月）。高餐旅遊所的未來。榮鵬旅遊雜誌，1，18-60。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 Author, B. B. (Year, Month). Article title. Magazine Title, xxx, 

xx-xx. 
範例： 

Posner, M. I. (1993, October). Seeing the mind. Science, 262, 673-674.  

（三）報紙文章 

1.沒有作者之報導 

 格式： 

文章標題（出版年，月日）。報紙名，版別或頁碼。 

範例： 

推動知識經濟發展須腳踏實地（民 89 年 9 月 5 日）。中國時報，2 版。 

New drug appears to sharply cut risk of death from heart failure. (1993, July 15). 

The Washington Post, p. A12. 

2.有作者之報導 

 中文格式： 

作者（出版年，月日）。文章標題。報紙名，版別或頁碼。 

範例： 

高正源（民91年4月30日）。運動產業。麗台運動報，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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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Year, Month Day).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pp. xx-xx. 

範例： 

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1, A4. 

（四）作者不詳 

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民90）。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會務通訊，22，43-45。 

The new health-care lexicon (1993). Copy Editor, 4, 1-2. 

（五）ERIC文件引註 

Mead, J. V. (1992). Looking at old photographs: Investigating the teacher tales that 

novice teachers bring with them (Report No. NCRTL-RR-92-4). East Lansing, 

MI: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eacher Learning.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346082) 

Robert, W. B. (1995). From literature based reading to reader response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classroo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392 026) 
註1：以斜體方式呈現的部分只到卷 (volume) 為止，期(number) 的部分不以斜體方式

呈現。 

註2：如有六位以上作者時，僅寫到第六位，接著以“等”或 “et al.”結束作者名單。 

註3：每一文獻的第二行開始，英文文獻需空6 個space（中文文獻則需有三個中文字的

空間）後才開始書寫文字。 

 

三、博碩士學位論文 

（一）未出版學位論文 

 中文格式： 

作者（年代）。論文名稱（未出版博碩士論文）。學校名稱，學校所在地。 

範例： 

陳重佑（民90）。不同動量打擊練習過程中的肢體動力學控制（未出版博士論

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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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Year). Dissertation titl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Name of University, Location. 
範例： 

Wilfley, D. E. (199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Normal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Stevenson, M. A. (1997).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mixed-motive dyadic negoti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versity. 

Almeida, D. M. (1989).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Consequences for 

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註：請寫出「都市名」，若該都市不是眾所周知的話，則需寫出「州名」 (若該大學名

稱已包含州名，則不必寫出州名)。美國以外的大學，要寫出「都市名」，若該都市不

是眾所周知的話，則要寫出「國家名」。 

（二）博碩士論文摘要登錄於國際博碩士論文摘要（DAI）或其他檢索系

統且從學校獲得 

 格式： 

作者（年代）。論文名稱（博碩士論文，學校名稱，年代）。檢索系統名稱，

編碼或卷，頁碼。 

範例： 

高培桓（民89）。生物醫學人體試驗之國際法規範（碩士論文，東吳大學，2000）。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89SCU00194036。 

Ross, D. F. (1990). Unconscious transference and mistaken identity: When a 

witness misidentifies a familiar but innocent person from a lineup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51, 417. 

（三）博碩士論文摘要登錄於國際博碩士論文摘要（DAI）而從UMI 或

其他檢索系統獲得 

高毓秀（民91）。職場員工運動行為改變計劃之實驗研究：跨理論模式之應用。

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527.7006D91-1。（90 NTNU 0 483009） 

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 (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143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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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出版之手稿或文件 

（一）未投稿出版的手稿 

 中文格式： 

作者（年代）。【原始資料描述】。未初版之原始資料。 

範例： 

張憲庭、鄭可偉、林天祐（民98）。【國民小學選舉行為研究資料】。未初版

之原始資料。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 & Author, B. B. (Year). [Description of data]. Unpublished raw 

data. 
範例： 

Bordi, F., & LeDoux, J. E. (1993). [Auditory response latencies in rat auditory 

cortex]. Unpublished raw data. 

（二）附有大學引註的未出版手稿或演講稿 

 格式： 

Author, A., & Author, B. B. (Year). Title of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ame of University, Location. 
範例： 

Blackwell, E., & Conrod, P. J. (2003). A five-dimensional measure of drinking 

motiv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三）正在審查中的手稿或已投稿但尚未被採納的手稿 

已被採用將要出版的手稿，視為尚未出版，當作是「出版中」（in press）手稿。

正在審查中的草稿或著作，使用相同的版式，並加註「審查中」（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且不可寫出期刊或出版者的名稱。 

範例： 

Ting, J. Y., Florsheim, P., & Huang, W. (2008).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in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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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門技術或研究成果報告 

（一）科技部研究報告，未出版 

 格式： 

作者（年代）。報告名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

xxx），未出版。 

範例： 

吳清山、林天祐、黃三吉（民89）。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能力的評鑑與教師遴

選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NSC88-2418 

-H-133- 001-F19），未出版。 

（二）政府部門委託之研究報告，已出版 

 中文格式： 

作者（年代）。報告名稱。政府部門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xxx）。

出版地點：出版者（商）。 

範例： 

黃政傑、李春芳、周愚文、潘慧玲（民81）。大陸小學教育政策與教育內容之

研究總結報告。教育部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F0033518）。臺

北市：教育部。 

 英文格式： 

Institute. (year). Report title (Rep. No.).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 

U. S. Deap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2003) .Managing asthma: A guide 

for schools (NHT Publication No. 02-2650). Retrieved from 

http://www.nhlbi.nih.gov/health/pro/lung/asthma /asth_xgh.pdf 

 

六、視聽媒體資料 

（一）影片 

 中文格式： 

監製人姓名（監製）、導演姓名（導演）（發行年代）。影片名稱【DVD

影片】。原發行地：製片廠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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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趙玉鵬、梅長錕（監制）、金熬勳（導演）（民76）。報告班長【DVD影片】。

臺北市：蒙太奇影業公司。 

 英文格式： 

Producer, A. A. (Producer), & Director, B. B. (Director). (Year). Title of motion 

picture [Motion picture]. Country of origin: Studio. 
範例： 

Harrison, J. (Producer), & Schmiechen, R. (Director). (1992). Changing our minds: 

The story of Evelyn Hooker [Film]. (Available from Changing Our Mind, Inc., 

170 West End Avenue, Suite 25R, New York, NY10023) 

（二）電視廣播 

 中文格式： 

製作人姓名（製作人）、導演姓名（導演）（年）。單元名稱【電視單元劇】。

電視劇名稱。製造商地點：製造商。 

範例： 

林樹橘、吳聖文（製作人）、吳震亞（導演）（民94）。新傷‧心傷【電視單

元劇】。我的這一班。臺北市：公共電視。 

 英文格式： 

Writer, A. A. (Writer), & Director, B, B. (Director). (Year). Title of episode 

(Television series episode). In Executive producer, C. C. (Executive 

producer), Title of television series. Location: Studio. 
範例： 

Egan, D. (Writer), & Alexander, J. (Director). (20056). Failure to communicate 

{Television series episode}. In D. Shore (Executive producer), House. New 

York, NY: Fox Broadcasting. 
 

七、會議或研討會論文 

（一）研討會中發表之論文（有專題主持人） 

 中文格式： 

作者（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主持人（主持人），研討會主題。研討會

名稱，舉行地點。 

範例： 

張芬芬（民84年4月）。教育實習專業理論模式的探討。毛連塭（主持人），

教師社會化的過程。師資培育專業化研討會，臺北市立師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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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Year, Month). Title of contribution. In B. B. Chairperson (Chair), 

Title of Symposium.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Organization 

Name, Location. 
範例： 

Muellbauer, J. (2007, September). Hou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expenditure. In S. 

S. Ludvigson (Chair), Hous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WY. 

（二）研討會中發表之論文（無專題主持人） 

 格式： 

作者（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發表（張貼）之論文，舉行地點。 

範例： 

林天祐（民97年10月）。透過親師合作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轉變中學校親師關

係的思維。「2008臺北親師高峰會」發表之論文，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八、電子媒體資料 

（一）經由Web 檢索之資料庫 

 格式：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ter’s the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範例： 
王玉麟（民97）。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博士論文）。

取自http://163.21.239.2.autorpa. 

tmue.edu.tw:81/cgi-bin/cdrfb3/tmtcgsweb.cgi?o=dtmtccdr 

Adams, R. J. (1973).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k.edu/etd 

（二）引用電子郵件 

個人通訊僅需在「正文」中引用，在參考書目中不需引註。其引用格式為： 

L. A. Chafez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rch 28, 1997). 
林清山（個人通訊，民9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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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用網站 

當整個網站而非特定網頁時，只要在正文中以括弧中註明其網址（URL），而

無需在參考書目中引註。例如：美國圖書館學會的網站提供各種類型的專業資訊

(http://www.ala.org)。 

（四）電子期刊 

1.電子版與紙本版並行之期刊：應註明電子版或Electronic version 及頁碼 

 格式： 

作者（出版年）。文章名稱﹝電子版﹞。期刊名稱，卷，頁碼。 

範例： 

金成隆（民91）。生產科技對財務報表品質影響之研究﹝電子版﹞。企業管理

學報，54，33-51。 

VandenBos, G., Knapp, S., Doe, J. (2001). Role of reference elements in the 

selection of resources by psychology undergraduates [Electronic version]. 

Journal of Bibliographic Research, 5, 117-123. 

2.電子資料已改變或與紙本版不同之期刊：應註明擷取日期，網址資料必須有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簡稱URL，並在投稿前測試網址之正確性。 

 格式： 

作者（出版年）。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頁碼。擷取日期，取自網址 

範例： 

林基興（民92）。老化面面觀專輯。科學月刊，402，472-473。民93年6月24

日，取自http://www.scimonth.com.tw/catalog.php?arid= 436 

VandenBos, G., Knapp, S., Doe, J. (2001). Role of reference elements in the 

election of resources by psychology undergraduates. Journal of Bibliographic 

Research, 5, 117-123. Retrieved October 13, 2001, from 

http://jbr.org/articles.html 

3. 文章已經放在預定刊出的庫存網頁，但尚未正式發行 

 格式：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in press).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Briscoe, R. (in press). Egocentric spatial representation in action and 

perceptio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Retrieved 

from http://cogptints.org/5780/1/ Ecsrap.F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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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引用網站上特定文件  
網站上的文件與印刷式的文件一樣，具有作者、題名、日期等項目，因此在引用網

站上的文件時，其格式與印刷式文件大致相同，只是網路資源的變動性相當的大，一份

網頁文件可能隨時會更新內容、移除、或者是搬遷到其他地方，因此必須註明上網的日

期。各種資料類型分別加以介紹如下： 

（一）網站上的公告事項或資訊 

教育部（民88）。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基本素養短期指標。民89年12月31日，

取自http://www.hhps.edu.tw/ edu/teacher/teacher3.htm/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9, May 19). Congres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ims to improve library education [News Release]. Washington, DC: 

Author. Retrieved June 5, 1999 from 

http://www.ala.org/news/v4n18/professionaleducation.html 

（二）網站上的期刊文章 

吳明德（民86）。大學圖書館員角色的省思。大學圖書館，1（1），5-18。民

87年8月10日，取自http://www.lib.ntu.eud.tw/pub/univj/uj1-1/uj1-3.html 

Di Cerbo, K. E. & Darcy, M. (2001).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our Times. Current 

Issues in Education, 4(1), 1-3. Retrieved March 28, 2001 form Web: 

http://cie.ed.asu.edu/volume4/number1/ 

（三）網站上的雜誌文章 

盧蘇偉（民99年2月）。寫在學測放榜後，什麼才是贏？康健雜誌，128。民100

年5月20日，取自http://www.commonhealth. com.tw/ 

Clay, R. (2008, June). Science vs. ideology: Psychologists fight back about the 

misuse of research. Monitor on Psychology, 39(6). Retrieved from 

http://www.apa.org/ monitor 

（四）網站上的報紙文章 

邱瓊玉（民99年3月9日）。市教大蘋果傳情 夾夾樂爆笑。聯合新聞網。民100

年5月20日，取自http://udn.com/NEWS/ main. Html 

Brody, J. E. (2007, December 11). Mental reserves keep brain agile.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 ny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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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數字與統計符號 

論文中常用的幾種格式條述如下： 

（一）小數點之前0的使用格式 

1. 一般情形之下，小於1的小數點之前要加0，如﹕0.12、0.96等。 

2. 但當某些特定數字不可能大於1時（如相關係數、比率、機率值），小數點之

前的0要去掉，如﹕r (24) = .26, p = .003等。 

（二）小數位的格式 

1. 小數位的多寡要以能準確反映其數值為準，如 0.00015 以及 0.00011 兩數

如只取三位小數，無法反映其間的差異，就可以考慮增加小數位。 

2. 一般的原則是，依據原始分數的小數位，加兩位小數位。 

3. 相關係數、百分比、推論統計的數據取小數兩位（請參閱該手冊，第 114

頁）。 

4. 機率值 p 統一取二到三小數位，如 p = .031；但臨界值仍沿用 p < .05 或 p 

< .01 或 p < .001 

（三）千位數字以上，逗號的使用格式 

原則上整數部份，每三位數字用逗號分開，但小數位不用，如3,645.5893。但自

由度、頁數、二進數、流水號、溫度、頻率等一律不必分隔。 

（四）統計數據的撰寫格式 

1. 統計符號字體格式 
 原字體：希臘字母（如α、β、χ）及統計縮寫（如ANOVA、GLM、log）等

用原來字體。 
 粗體字：數學符號用粗體，如Σ、V。 
 斜體字：其他統計符號均用斜體，如N、M、df、SSE、MSE、t、F等。 

2. 統計數據撰寫格式 

敘寫統計數據時要能夠讓讀者判讀統計結果的意義，如推論統計數據，要標明

自由度；統計顯著性除了標示p值，統計考驗力、95%的信賴區間（即CI）應一

併標明；配合研究需要，文中可交互使用p值或寫p＜ .05。 

 M = 12.31, SD = 3.52。 
 F (1,43) = 7.36, p = .006, 95% CI [.1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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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 (3, 124) = 78.32, 25.37,…, ps = .122, .247。 
 t (177) = 3.51, p <.001, d = 0.56, 95% CI [0.35, 0.95]。 
 χ2(3, N = 65) = 15.83, p = .04（或p < .05）。 
 ANOVA, MANOVA, GLM。 

 

十一、表的格式 

（一）中文表格標題的格式 

表之標號與標題需隔一格空格撰寫，且需置於表格之上，標題為加黑並置中。表

格如跨頁，在本頁註記、資料來源等之後右下角加註（續下頁），且不必劃橫線。 

範例： 

表 1-1 國小教師對於九年一貫課程認同情形 

（二）英文表格標題的格式 

格式同中文表格。表格如跨頁，在本頁註記、資料來源等之後右下角加註

（continued）。 

範例： 

Table 3-1 Error Rates of Older and Younger Groups 

（三）中英文表格內容的格式 

表格內如無適當資料，則以空白方式處理，若表格內無法填滿的原因是因為「資

料無法取得」或「沒有報導」，則在細格中畫上「-」，並在表的「一般符號」中說

明短畫符號的使用。 

（四）同一行的小數位的數目要一致。 

（五）表的編號 

按各章節依序編碼，例如第三章的第一個表，編為「表3-1」，以此類推。不論

表的報告中稍後是否有更詳細的討論，所有的表都要依照在本文中首次被提到的順

序，依次用阿拉伯數字編號。 

 

（六）表的畫格線 

儘量不使用封閉性、垂直的畫格線，而使用水平的格線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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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圖的格式 

（一）圖的注意要點 

圖形可以清楚的顯現某種趨勢，尤其可以呈現變項之間交叉或互動的關係，但通

常只用來呈現必要而且重要的資料。 

（二）圖形的種類 

圖形的種類眾多，不論何種圖形均包括﹕標題、內容、註記三部份，格式如下﹕ 

1. 中文圖形標題的格式﹕圖 1 標題 或 圖 1-1 標題，……等。（置於圖形下

方，圖形標題格式為粗體字，標題置中）。 

例：圖 1-1 黃帥育體型 

2. 英文圖形標題的格式﹕Figure 1. Figure title. 或 Figure 1.1. Figure title. 

（置於圖形下方，圖形標題格式為粗體字，標題置中）。 

Eg：Figure 1 The body of Handsome Ryan 

3. 中英文圖形內容的格式﹕縱座標本身的單位要一致、橫座標本身的單位也

要一致，而且不論縱座標或橫座標，都要有明確的標題，並且要在圖形中

標出不同形式的圖形代表何種變項。 

4. 中英文圖形註記的格式：與表格的格式相同，但草稿版不必寫「Note.」（註）。 

5. 其他：每一圖的大小以不超過一頁為原則 

（三）製圖的原則 

1.如超過一頁時，可在前圖的右下方註明「續後頁」或「table continues」，在後

圖的左上方註明「接前頁」或「continued」。 

2.圖的標號及標題請打在同一列。 

（四）圖的編號 

按各章依序編碼，例如第三章的第一個圖，編為「圖3-1」，以此類推。 

（五）圖與內文之間需要空一行 

（六）圖形座標軸之標題文字居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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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圖表註記、資料來源的格式 

（一）中文表格下方之註記 

1. 於表格下方靠左對齊第一個字起，第一列先寫總表的註解（含定義），其

次是特定註解（包括資料來源）；最後另起新列寫機率。如無註解，直接

寫資料來源；如無註解與資料來源，則直接寫機率註解（不必寫註）。 

2. 註的寫法：註：本資料係由九位評審依五等第計分法；a n1 = 25. n2 = 32。 

3. 資料來源寫法：資料來源：（修改自）。 

4. 機率的註解，如﹕*p < .05. **p < .01. ***p < .001.；一般屬於雙側檢定

（two-tailed test），但如同一表格內有單側（one-tailed）及雙側檢定時，則

可用*註解雙側，而用+註解單側檢定，如：*p <. 05.（雙側）+p < .05. (單

側)。 

（二）英文表格下方之註記 

1. 與中文格式原則相同，但以英文敘述，第一項為 Note（斜體）。 

2. 接著寫特定行或列的註解（含資料來源），如﹕a n1 = 25. n2 = 32. From（或

Adapted from）。 

3. 另起新列寫機率註解如： *p < .05. **p < .01. ***p < .001.。一般屬於雙側

檢定（two-tailed test），但如同一表格內有單側（one-tailed）及雙側檢定時，

則可用*註解雙側，而用+註解單側檢定，如：*p <. 05, two-tailed. +p < .05, 

one-tailed.。 

（三）中文圖、表資料來源（字型:中文標楷，英文Time New Roman，位置置中） 

1. 期刊文章類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期別，頁碼。 

範例： 

資料來源：吳清山、林天祐（民90）。「網路成癮」。教育資料與研究，42，

111。 

2. 書籍類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書名（頁碼）。出版地：出版商。 

範例： 

資料來源：吳清山（民87）。初等教育（頁23-24）。臺北市：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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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文圖、表資料來源（字型:英文Time New Roman，位置置中） 

1. 期刊文章類 

Note. From “Title of Article,” by A. A. Author and B. B. Author, 1995, Title of 

Journal, xx(xx), p. xx. Copyright Year by the Name of Copyright Holder. 
範例： 

Note. From “Relationship of Personal –Social Variables to Belief in Paternalism in 

Parent Caregiving Situations,” by V. G. Cicirelli, 1990, Psychology and Aging, 5, 

436. Copyright 1990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 書籍類 

Note. From Title of Book (p. xxx), by A. A. Author, Year, Place: Publisher. 

Copyright Year by the Name of Copyright Holder. 
範例： 

Note. From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p. 26), by C. I. Barnard, 197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1971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十四、附註的格式 

釋註應置於「參考文獻」之前，每註另起一行，並以數字編號，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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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封面及書名頁格式與範例（中文採用標楷體，英文採用 Times New Roman)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 ○ 研 究 所 

G r a d u a t e  I n s t i t u t e  o f  T o u r i s m  Ma n a g e me n t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碩士(博士)論文(20 號字) 

Thesis for the Master Degree  

(Doctoral Dissertation) 

 

。。。。。。。。。(中文題目題目)。。。。。。。 

。。。。。。。。(英文題目題目)。。。。。。 

(主標題 16 號字，副標題 14 號字) 

 

研 究 生：。。。（英文名字）例.Lin, Lin-Lin 

指導教授：。。。（英文名字）例.Lin, Lin-Lin, Ph. D. 

（16 號字，英文名字須與護照名相同，英文字母第一個單字大寫） 

 

中華民國 ○○○ 年 ○○ 月(16 號字) 

July, 2011(16 號字) 

(本論文封面上下左右邊緣至少留白 2.5 公分) 

20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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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研究所碩士班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本校 ○ ○ ○  ○ 研究所  ○ ○ ○  君 

所提論文  ＸＸＸＸＸ（中文題目）ＸＸＸＸＸ   

（中文：標楷體 14 號字，副標題楷體 12 號字；英文：Times New Roman） 

 
合於碩士資格水準、業經本委員會評審認可。 

 

口 試 委 員：  ○○○博士             （召集人）  

 ○○○博士                    

 ○○○博士                    

    指 導 教 授：               

研究所所長：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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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文摘要 

題目（粗體標楷體，置中，18 號字） 

 

摘要（標楷體，置中，13 號字）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五個字為上限） 
 

摘要內容之字型大小：標楷體，12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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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英文摘要 

英文題目（Times New Roman，粗體置中，18 號字） 

 

ABSTRACT (Times New Roman，置中，13 號字)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Key Words: Key Words, Key Words, Key Words, Key Words, Key Words 

 

 
摘要內容之字型大小：Times New Roman，12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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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銘謝辭 

誌    謝（粗體標楷體，18號字） 

○○○○○○○○○○○○○○○○○○○○○○○○○○○○○○○○○○○○○○○。（中文為標楷體，

英文為Time New Roman，12號字）  

 

 

 

 

 

 

 

 

 

 

 

 

 

 

 

 

 

 

 

 

馬○○ 謹誌於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觀光研究所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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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書背格式 

書背格式：□表示空一個字或行，字體依論文大小自訂 

 

 

 

 

 

 

 

 

 

 

 

 

 

 

 

 

 

 

 

 

 

 

 

 

 

 

 

 

 

 

 

 

 

 

 

書背之寬度及字體大小

視個人之論文份量而

定，字體統一為標楷體

或新細明體。 

論文發表日期為民國

年月（國字），例：九

十七年六月。 

□ 

□ 

 

 

 

 

 

 

 

碩 
士 
論 
文 

□ 

□ 

論 
文 
題 
目 

□ 

□ 

 
研 
究 
生 
： 

○ 

○ 

○ 

□ 

撰 

□ 

○ 

○ 

年 
○ 

○ 

月 

□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

○

○

○

研

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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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論文上傳及繳交流程(圖書館提供) 

 

 

 

 

 

 

 

 

 

 

 

 

 

 

 

 

 

 

 

 

 

 

 

 

 

 

 

 

 

 

 

 

 

 

 

 

 

圖書館人員作業流程 

連線「本校博碩論文系

統」 

輸入管理者帳號、密碼 

查核論文 

1.收繳二冊紙本論文 

2.收取授權書 

3.執行點收 

於離校手續單上蓋章 

將論文移交採編組作

後續相關處理 

完成 

系辦人員作業流程 

審核論文 

審核紙本論文並於 

查核單上蓋章 

完成 

通過 

研究生線上建檔流程 

提出口試申請 

口試通過後請下載： 

1.至「本校博碩論文系統」申

請建檔帳號 

2.完成系統將發送通知信件 

1.將論文原始檔加入浮水印 

2.轉成 PDF 檔 

連線「本校博碩論文系統」 

輸入個人帳號、密碼 

線上輸入論文基本資料 

上傳論文全文檔案 

請求審核 

是 

否 

系統發出審核通過通知 

列印授權書並簽名 

系統發

出審核

未通過

通知 

攜帶查核單及二冊紙本論文 
至系辦查核 

至圖書館辦理離校手續： 

1.繳交二冊紙本論文 

2.當場簽署授權書(繳給國圖) 

恭喜畢業 



39 

附件八  目錄參考格式 
目  錄  

書名頁--------------------------------------------------------------------------------------------- i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 ii 

中文摘要 --------------------------------------------------------------------------------------- iii 

英文摘要 --------------------------------------------------------------------------------------- iv 

誌謝（非必要） ------------------------------------------------------------------------------- v 

目錄 ---------------------------------------------------------------------------------------------- vi 

表目錄------------------------------------------------------------------------------------------ vii 

圖目錄----------------------------------------------------------------------------------------- viii 

第壹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2 

第貳章 文獻探討 ---------------------------------------------------------------------------- 6 

第一節 餐廳相關文獻 ------------------------------------------------------------------ 6 

第二節 服務品質相關文獻 ------------------------------------------------------------ 9 

第三節 顧客滿意相關文獻 ---------------------------------------------------------- 16 

第參章 研究方法 -------------------------------------------------------------------------- 68 

第一節 研究架構 ---------------------------------------------------------------------- 68 

第二節 研究假設 ---------------------------------------------------------------------- 71 

第三節 抽樣方法 ---------------------------------------------------------------------- 71 

第肆章 資料分析 -------------------------------------------------------------------------- 74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 74 

第二節 量表信效度分析 ------------------------------------------------------------- 71 

第三節 多變量分析 ------------------------------------------------------------------- 74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 99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120 

第二節 研究建議 --------------------------------------------------------------------- 130 

註  釋 ------------------------------------------------------------------------------------ 132 

參考文獻 ------------------------------------------------------------------------------------- 135 

附錄一：人員訪談記錄 ------------------------------------------------------------------- 150 

附錄二：問卷 -------------------------------------------------------------------------------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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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頁【按 Tab 鍵】就會跑出 ------------------------------------------------ 頁碼 

註：將所要編頁碼的目錄層次全選後格式定位點定位點停駐點位

置，輸入 34對齊方式選(3)靠右按設定再按確定後至所要編

目錄那一行最後一字【按 Tab 鍵】就會跑出 ------------------------ ，即可

輸入頁碼；這樣不管章節題目如何變化長短，目錄的頁碼都會對齊。 
以上為 Word 2003 版，2007 以上版本，定位點功能在常用→段落(點選右小角)→定位點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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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學位考試流程 

 

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流程：http://gitm.nkuht.edu.tw/p/412-1022-629.php?Lang=zh-tw   

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流程： 

二、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時程：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學位考試申請 11 月 30 日前 5 月 31 日前 

學位考試日期 12 月 15 日前 6 月 15 日前 

論文繳送截止日 次年 1 月 15 日前 7 月 15 日前 

畢業證書發放日期 次年 1 月 31 日前 畢業典禮後至 7 月 31 日前 

 
注意事項： 

 博士班各項表格請至觀光所網頁→下載專區→表單下載  

 
修畢規定之

課程與學分 
指導教授認可 

按規定時程提

出學位考試申

請（於考試一

個月前提出） 

所長 

核可 

各所推薦考

試委員名單

及排定考試

時間與場所 

學校發聘 考試 

繳送考試結果通知

書至註冊組，進行畢

業資格審查 

論文定稿 

付印 

送繳論文（圖書館 2

本，該所各 2 本及電

子全文檔），完成離

校手續。 

畢業 

論文電子

檔案上網 

撰妥論文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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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指導教授同意書 

本人同意指導之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同意書 

             所 研究生：        （簽名） 學號：       

擬撰論文（技術報告） 題目： 
 

                          

此致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指導教授         （簽章） 

年  月  日     

本所審核 

□ 該生已符合本所及學校之相關規定 

（如：是否修習論文或技術報告、學分數…等） 

承辦人員       （簽章） 
年  月  日  

※附註：一、請詳細填寫下列表格，若以教授資格聘請者請填寫表一，若以專家資格聘請者請填寫表二。 
二、碩士班指導教授之聘請應依「國立高雄餐旅學院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第九條之規定辦理。 

 
 
表一： 

教授姓名 教授證書字號 任職單位、級職 通訊地址 電話 

     

     

 
表二： 

專家姓名 最高學經歷 學術著作 通訊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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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學位考試申請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論文 

□技術報告 

學位考試申請表 

所 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簽名） 學    號  

研究題目  

考試地點 本校    大樓   室 考試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起 

指導教授 

 

 

（簽章） 

該所審核 

該生  □已修滿碩、博士論文（技術報告） 學分 

□已通過所訂定之標準 

□符合考試資格 

所承辦人       簽章 

◆考試委員名單 

考試委員 任職單位、級職 
教授證書 

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以上所聘各考試委員業已洽妥請轉報核聘 

此致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所長         （簽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 碩士班學位考試委員之聘請應依「國立高雄餐旅學院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第八、九條之規定辦理。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人至五人，其中校內委員（含指導教授，若為共同指導，不論指導教授人數，均以一人計）

不得超過二人。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均由出席委員互推舉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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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學位考試評分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論文 

□技術報告 

學位考試評分表 

 所 別  

研 究 生  學    號  

研究題目  

項目 評  審  意  見 得分 

研究方法

（20%） 

  

資料來源

（20%） 

  

文字與結構

（20%） 

  

心得創見 

或發明

（40%） 

  

評  語 

考試委員：        （簽章） 

總成績 
（100%） 

 

考 試 程 序 備    註 
一、 召集人致詞，並宣布考試開始。 
二、 研究生報告寫作經過及主要內容。 
三、 考試委員開始口試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 
四、 指導教授口試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 
五、 召集人口試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 
六、 研究生退席。 
七、 考試委員研商評分並決定口試結果。 
八、 研究生重新入席。 
九、 召集人總結論並宣布口試結果。 
十、 散會。 

一、學位考試成績評分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

滿分。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

之。 
二、考試成績評分，如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

評定為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不予平均。評

定以一次為限。 
三、考試成績評定不及格而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

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申請重請重考，重

考以一次為限。 
四、考試成績評分通過後，敬請考試委員在論文（技

術報告）通過審核頁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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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學位考試總評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論文 

□技術報告 

學位考試總評表 

所 別 
 

 

研 究 生 （簽名） 學    號  

研究題目  

考試地點 本校    大樓   室 考試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時  分 

指導教授 

（簽章） 
 指導教授  

召 集 人 

（簽章） 
 

總平均 

成 績 
（四捨五入取整數） 

考試委員 

（簽章） 
 評 語 

 

                 

                            所長核章：                    

備註： 

二、 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三、 請考試委員於論文（技術報告）修改完成後，再於論文（技術報告）通過審核頁簽名。 

四、 論文（技術報告）應於規定時間內修改完成後，方得領取學位證書。 

五、 考試成績請務必於考試當天繳交至各所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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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論文修改完成證明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博、碩士學位論文修改完成證明書 

查  ○○○ 學年度第 ○ 學期○○○○研究所學生○○○論

文已修改完成。 

特此證明 

 

 

論文指導教授 （簽章） 

○○○○研究所所長 （簽章） 

註：論文修改完成後持本表及修改後論文請所長複審後簽章，完成後於所辦交換論文審定書。 

 

 

 

中 華 民 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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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變更題目申請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變更題目申請表 

所 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簽名） 學    號  

原 研 究 

題    目 
 

新 研 究 

題    目 
 

原題目之 

學位考試 

◆ 計畫口試    □ 尚未申請   □ 已申請（□通過  □未通過） 

◆ 

□論  文 

□技術報告 

學位考試 
□尚未申請   

□已申請（□通過  □未通過） 

申請理由  

指 導 教 授 簽 具 意 見 所 長簽 具 意 見 

 

 

（簽章） 

年     月     日 

請判定新、舊研究主題之差異性： 

 

（簽章） 

年     月     日 

 判 定 並 簽 具 意 見 

新、舊研究題目變更之差異性判定：(請 √ 選) 

 □ 此為「更換研究主題」，應重新申請學位考試程序。 

 □ 此為「修改研究題目」，不須重新申請學位考試程序。 

所長       （簽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本申請表須經指導教授、所長簽章同意後始得變更。 

二、研究題目變更之差異性由所長判定，研究題目判定為「更換研究主題」者，應重新申請

學位考試程序，若判定為「修改研究題目」者，則不須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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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 

學位考試 撤銷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        （簽名）  學號：           

所別：                           

 

學生已申請於本（○○○）學年度第○學期舉行學位考試（原訂考試日期

為   年   月   日   午   時），茲因            

                     ，擬撤銷本學期申請

之學位考試，敬請照准。 

指導教授簽具意見 所長簽具意見 

□同意 

□不同意 

 

（簽章）

□同意 

□不同意 

 

（簽章）

說明： 

1. 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之規定：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

內舉行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

之申請。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依「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

第五條」辦理） 

2. 本申請書經指導教授及所長簽章同意後，請送一般生/在職生送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在職

專班生送進修部存查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