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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全文撰寫格式說明》

一、 論文全文須附摘要（摘要撰寫格式請參閱本系網頁之說明）、內文及參考文獻等。

內文請另起一頁

二、 論文全文格式

（一） 論文全文須以中、英文撰寫，以不超過二萬字為限（含圖表、參考文獻及附錄等）。

（二） 檔案格式：Word 文件檔

（三） 字型：中文請用新細明體，西文請用 Times New Roman。

（四） 字體大小及段落：全文採單行間距。章節標題與內文空一列，章節間空二列。

（1） 章節與小節標題：字體大小為 14 字元，粗體字，靠左緣。

（2） 內文部分：字體大小為 12 字元，標準字，靠左緣，每一段開頭均空 5 個字元。

（3） 圖片、表格及方程式：可置於文中或文章最後。圖表字元為 12 字元，標準字。

1. 圖片：圖標題請置於圖片下方請置中。

2. 表格：表標題請置於表格上方請置中。

3. 方程式：方程式應於上下各留一行空白。方程式應編號，可自行編碼，靠右對齊。

（4） 參考文獻：字體大小為 12 字元，標準字，靠左緣。序號編列為 1、2、3、...。

（五） 紙張及邊界

（1） A4 紙張大小，直式橫字。頁碼為頁尾置中，編號 1、2、3、...。

（2） 上下左右之邊界均為 2.5cm

附件：參考格式
一、論文為求體例一致，特訂定統一撰寫格式，稿件內容請在二萬字內。

二、文章篇名（Article Title）

（一）具有中、英文章篇名。

（二）扼要反應文章內容。

（三）包含關鍵詞。

三、作者姓名：（Author’s Name）

（一）具有中、英文作者姓名。

（二）載明作者服務系所（科）。

四、摘要：（Abstracts）

（一）具有中、英文摘要。

（二）中文內容則中文摘要在文前，英文摘要在文末；英文內容則英文摘要在文前，中文摘

要在文末。

（三）內容應涵蓋研究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撰寫時儘量利用關鍵詞以便檢索。

（四）一般長度不超過 250 字，長篇論文的摘要則可在 500 字以內。

五、關鍵詞：（Key Words）



（一）具有中、英文關鍵詞 3-10 個以便檢索，分別列於中、英文摘要之下。

（二）若有該科索引典，則最好根據索引典 (Thesaurus) 挑取敘述語

（Descriptors）。

六、中文稿件章節款項

請按「壹，一，（一），1，（1）」順序排列；英文則按「Ι，1，（1），A，a」順序排列。

七、引書（中英文同）用例：

（一）直接引語。

【格式】中文請用單引號「」或英文請用雙引號 “　”。

【範例】蒲魯姆說：「不願從本身可能也是一種價值，同其他價值一樣經由社會化而傳

遞。」

Wolf concluded： “Only in a situation where effective alternative options exist can
a shift to a new order be made.”

（二）直接引語，但另獨起一段者。

【格式】不用引號

【範例】荀子云：

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

As Cormellhas pointed out:
T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a goodly share.

（三）引語中復有引語，或特殊引用時

【格式】中文單引號「　」在外，雙引號『　』在內

英文雙引號在“　”外，單引號‘　’在內

【範例】所謂「知識論不必依賴認知科學的經驗研究，就可以完全確認對『建構知識』之

理解」

So,  “He  would  just  talk  calmly  and  rationally  to  a  panel  of  psychiatrists,‘and

everyone would think we were the ones who were crazy’”

八、附加原文用例：

（一）一般用語

【格式】括弧、小寫、正體

【範例】既非純父系（patrilineal）也不是純母系（matrilineal）。

（二）專有名詞

【格式】括弧、首字大寫、正體

【範例】一直說到印度的迦尼藍（Ganesa）和希臘的雅典娜（Athene）。

九、註解用例：

（一）文中註明出處的註解

【格式】（作者，年代：頁數）

【範例】（劉斌雄，1973：121）或（Hunter, 1947: 96-97）

（二）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格式】作者（年代：頁數）

【範例】劉斌雄（1973：121）或 Hunter（1947: 96-97）

（三）若有必要附註說明行文涵義時，請用註解。

【格式】於標點符號前，以插入註腳方式自動產生於右上角

【範例】這種頭巾係白色的樹皮製成 1，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language is the vehicle of culture1,

十、圖版、插圖及表用例：

（一）所附圖表須注意縮版印刷後，仍能完整清晰。

（二）標題之說明須清楚，所使用之文字、數字及符號須與文中引用之敘述一致。

1



（三）若引用他人之圖表須註明資料來源。

（四）圖版寫法【範例】圖版 1，或 Plate 1

（五）插圖寫法【範例】圖 1，或 Figure 1
（六）表的寫法【範例】表 1，或 Table 1

（七）以上圖版、插圖、表等若有同一類而行區分時，請一律採用 1-1，1-2，……標明

【範例】圖版 1-1，圖版 1-2；圖 2-1，圖 2-2；表 3-1，表 3-2。

（八）圖版與插圖號碼及名稱應置於圖之正下方，表號碼及表名稱則置於表之正上方。

十一、數字寫法用例：

（一）統計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範例】該村共有男性 160 人，女性 152 人。

（二）非統計數字，如年代、表述性數字，以中文表示

【範例】本研究發現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年

第二次大戰前夕

十二、參考文獻（Reference）：

（一）專書論文：

【格式】

作者

年代　〈篇名〉，編者（編），《書名》，頁碼。出版地：出版者。

Author’s Names
Year 　 “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  (ed.),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page

numbe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

陳金貴

2002　〈政府改造中公務人力再造之探討〉，蘇永欽（編），《政府再造：

政府角色功能的新定位》，頁 261-274。台北：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Crowell, S. G.
1990　“Dialogue and text: Re-marking the difference.” In T. Maranhao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alogue, 338-6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二）期刊論文

【格式】

作者

年代　〈篇名〉，《期刊名》，卷期數：頁碼。

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volume number (issue number):

page numbers.
【範例】

許道然

2003　〈公部門組織信任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空大行政學報》，

第 13期，頁 1-36。

Peng, Wen-Shien

2000　“The Adaptation of Taiwan’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3(10): 1815-

31.
（三）專書（若為編者、編著、主編著、編印者，請於作者後方括弧內註明）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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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年　《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

詹中原

2004　《危機管理—理論架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Hirsch, W.

1967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四）研討會論文

【格式】

作者

出版年　〈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地點：主辦單位。

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e of the Meeting, Place.

【範例】

陳啟清

2005　〈國家能力的研究－國家中心論的觀點〉，發表於，《第三屆國家治理、公

民社會與通識教育學術論文研討會》，民國 94年 6月 25日，桃園：開南管

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學系、通識中心，元智大學社會學系、通識中心，中

央警察大學通識中心、真理大學宗教學系聯合主辦。

Baker, George

1999　“Distortion, Noise, and Incentive Provision with Imperfect Performance
Measu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conference on Devising Incentives to Promote Human Capital, Irvine, CA.

（五）博碩士論文

【格式】

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發表地點：學校及科系名稱博碩士論文。

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Dissertation,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範例】

劉金順

2005　《我國地方政府財源自主性之研究─以地方稅制為例》，桃園：開南

管理學院公共事務管理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

Lin, Chia-Lung
1998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六）其他注意事項

1.參考文獻之排列，先列中文文獻，以作者姓氏筆畫依次排列，再列西文文獻，以英

文字母順序依次排列。

2.若同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3.若同一作者同一年代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序在年代後面加 a、b、c 等符號。

3



4


	Baker, Geor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