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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為讓本系研究生撰寫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時有清楚的內容與格式參考，使
本系碩士論文（或技術報告）的格式具有一致性及符合學術著作要求，特訂定此
格式說明。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與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自 105 學年度起，得以技術
報告代替碩士論文，同學必須於申請論文提要口試時選擇撰寫碩士論文或技術報
告。碩士論文必須理論與實務兼顧，研究成果除了對教學實務產生貢獻之外，也
必須對現有知識或理論有所貢獻。而技術報告則是著重在教學工具或教案設計與
開發的過程上，則較不需從學術性文獻探討進行理論基礎的建構，也較不需強調
研究結果對學術理論的重要性。

第二章 論文（或技術報告）結構與要項
第一節

論文結構

一篇學位論文在結構上通常包括三個部分：(1)前置資料(preliminary
materials)；(2)正文(body of the paper)；(3)參考資料(reference materials)。除非有
絕對必要(如軟體研發等)，否則論文儘量不附電腦磁碟或 CD 等無法裝訂之附件。
有關學位論文所應包含之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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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空白頁
書名頁
學位論文授權書
前置資料
（謝誌之後以小
寫羅馬數字編碼）

論文口試委員會簽核表
謝誌（一頁為限）
中文摘要（兩頁為原則，含三至五個關鍵字）
英文摘要（兩頁為原則，含三至五個關鍵字）
目次（章、節）
表次
圖次

正

文

論文主體

參考資料

參考文獻
附錄

全本論文採雙面印刷。封面、書名頁、學位論文授權書、口試委員會簽核表
部分不編頁碼；其餘部分均需載明頁碼，其中，謝誌、摘要、目次及表圖次的頁
碼以小寫羅馬數字表示（即 i,ii,…）
，論文正文以後的頁碼則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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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論文要項

論文要項，請參考附錄一：淡江大學研究生碩博士論文撰寫格式要點。說明
如下：

壹、封面
封面應載明學校名稱、系所名稱、指導教授姓名、論文名稱(中、英)、研究
生姓名、及論文通過年月。上述資料均應向中央對齊，其格式可參見「淡江大學
研究生碩博士論文撰寫格式要點」。碩士論文平裝本的封面紙張，紙張其磅數為
100 磅以上，顏色採橘黃色。格式請參見附錄二。

貳、書名頁
書名頁內容與封面相同，書名頁不加頁碼。裝訂時，書名頁前加一頁空白頁。

參、授權頁
請 於 本 校 圖 書 館 「 電 子 學 位 論 文 服 務 網 站 」
(http://etds.lib.tku.edu.tw/main/index)上進行論文提交，在系辦審核通過後，請列
印出學位論文授權書並簽名，影本裝訂於紙本論文內，正本交予圖書館。

肆、論文口試委員會簽核表
論文口試委員會簽核表須經由學位考試委員、指導教授簽名後附在學位論文
內，格式請參見附錄三。

伍、謝誌
凡對研究曾提供協助之人或機構，作者都可在謝誌中表達感謝之意。
「謝誌」
的標題使用 20pt 標楷體，並於上、下方各空一行(1.5x12pt)後鍵入內容。

3

106.3.9 修訂版

陸、摘要
論文內次頁依次應裝訂「中、英文論文提要」
，其內容宜依研究目的、文獻、
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及研究結果等使用五○○字至一○○○字。中英文提要格式參見
附錄四及附錄五，最新表格下載請至淡江大學教務處註冊組→表格下載(成績) →
淡江大學研究生中文論文提要 ATRX-Q03-001-FM030⁄淡江大學研究生英文論文
提要 ATRX-Q03-001-FM031，附件僅供參考。

柒、目次
除封面、書名頁、授權書、口試委員簽核表外，其餘各項皆需列入目次中，
並於目次中載明起始頁數，其中有關論文主體部分，僅於目次中列出章與節兩層
即可。
「目次」的標題使用 20pt 標楷體，並於上、下方各空一行(1.5x12pt)後鍵入
目次內容。格式請參見附錄六。

捌、表次
所有在論文中出現過的表，均應於表次中記載表的標題及其起始頁數。若表
的數量不多，表次可與圖次合併稱「表圖次」。
「表次」的標題使用 20pt 標楷體，並於上、下方各空一行後鍵入表次內容。

玖、圖次
所有在論文中出現的圖，均應於圖次中記載各個圖的名稱及其起始頁數。若
圖的數量不多，可與表次合併稱「表圖次」。
「圖次」或「表圖次」的標題使用 20pt 標楷體，並於上、下方各空一行後
鍵入圖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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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論文主體
一、章
論文正文主要由章所構成。各章均應另起新頁，加入頁碼。論文採雙面印刷
方式，同時各章需以奇數頁作為起始頁。此外，章之標題均不得有標點或英譯對
照，並至少於該頁加入一空白行(1.5x12pt)後，開始鍵入。
標題應置於中央，下方鍵入一空行(1.5x12pt)，字體使用 20pt 標楷體。如果
標題太長，可依文意將其分為數行編排。例如：

Chapter 1
INTRODUCTION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若該章之標題太長時，則分為兩行置中排列。例如：

第二章 臺北市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評鑑準則發展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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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
章由節所構成，各節應有其標題。節標題應居於該行之中央，並於其上方空
一行(1.5x12pt)、下方不空行，字體使用 18pt 標楷體。同時，節標題不得於一頁
之最底部，節標題下方至少應有一行文字，否則應將該節標題移至次頁。節標題
不得有標點或英譯對照。

三、節以下的階層
節之下通常又可分為數層。其段落號碼的標寫格式如下。
「壹、」與「一、」
之子標題的字體使用 16pt 標楷體；「（一）」該層字體使用 14pt 標楷體。

壹、ＸＸＸＸＸ
一、ＸＸＸＸＸ
（一）ＸＸＸＸＸ
1. ＸＸＸＸＸ
(1) ＸＸＸＸＸ
○1 ＸＸＸＸＸ
若標題文字超過一行，換行時，第二行對齊自編號後的文字開始。如遇到節
以下不分階層之分類，則以一、二、三、…開始，而不用壹、貳、參、…。例如：
在第一章第二節之研究目的，其內容提及目的一、目的二、……等。

拾壹、參考文獻
論文中所有引證的文獻，皆需在論文末列出詳細的參考書單，供讀者進一步
查閱，故參考文獻是論文中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參考文獻中應包含的項目須力求完整，同時通篇體例一致。對此，本所參考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於 2009 年 7 月所出
版之《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六版）之規定，以及林天祐編著之《APA
格式第六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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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需分中英文撰寫，中文部分在先(含日文、韓文等)，英文部分在後
（含法文、德文等），同時中文部份依姓名筆畫進行排序，英文部份依姓氏字首
之字母順序進行排序。
「參考文獻」的標題使用 20pt 標楷體，並於其上、下方各
空一行後(1.5x12pt)，依序鍵入參考文獻內容。

拾貳、附錄
有些資料雖有參考價值，但因為太冗長或與本文的關連性不高，不適合放在
本文內，此時即可列於附錄，例如問卷內容、訪談紀錄、統計數據、……等。若
附錄僅有一項時，不需編號，若超過一個以上，則以一、二、三、……等進行編
號以資識別。
「附錄」的標題使用 12pt 標楷體置於版面頂端左側、並於下方空一
行後(1.5x12pt) 鍵入附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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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論文（或技術報告）寫作格式
第一節

引註與標點符號

壹、引文
論文寫作中，為強化本文的論述，常引用他人的著述作為本文立論的基礎。
原則上，直接引用的文字無論是文字、標點符號，皆應與原文相同，同時應譯為
中文，並註明引文的出處來源。

貳、出處
不論是改寫或是直接引用原作者的資料，都必須將資料來源標明清楚，尤其
學位論文屬於學術性著作，標明資料出處更是一篇論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歸納
而言，標明資料出處至少具有以下幾點功能：(1)指出引述資料來源，供讀者參
證；(2)顯示研究者言而有徵，具備嚴謹的研究態度；(3)遵守學術研究倫理，對
他人的意見、研究成果或智慧成果不竊為己有。
引文出處的寫法除參考本文論文撰寫規範之規定外，餘參考《美國心理學會
出版手冊：第六版》以及林天祐編著之《APA 格式第六版》。

參、統一用字、統一用語與標點符號
論文中的字詞與標點符號均採法律統一用字、統一用語與新式標點符號。如
「」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用於篇名或論文
名。其他詳細用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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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統一用字
用

字

舉

例

統一用字

曾見用字

說

明

公布、分布、頒布。

布

佈

徵兵、徵稅、稽徵。

徵

征

部分、身分。

分

份

帳、帳目、帳戶。

帳

賬

韭菜。

韭

礦、礦物、礦藏。

礦

釐訂、釐定。

釐

使館、領館、圖書館。

館

穀、榖物。

榖

行蹤、失蹤。

蹤

妨礙、障礙、阻礙。

礙

賸餘。

賸

剩

占、占有、獨占。

占

佔

牴觸。

牴

抵

雇員、雇主、雇工。

雇

僱

名詞用「雇」。

僱、僱用、聘僱。

僱

雇

動詞用「僱」。

贓物。

贓

黏貼。

黏

粘

策劃、規劃、擘劃。

劃

畫

動詞用「劃」。

計畫。

畫

劃

名詞用「畫」。

並。

並

并

連接詞

聲請。

聲

申

對法院用「聲請」。

厘

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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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字

舉

例

統一用字

曾見用字 說

明

申請。

申

聲

關於、對於。

於

于

給與。

與

予

給與實物。

給予、授予。

予

與

給予名位、榮譽等抽象事項。

紀錄。

紀

記

名詞用「紀錄」。

記錄。

記

紀

動詞用「記錄」。

事蹟、史蹟、遺蹟。

蹟

跡

蹤跡。

跡

蹟

糧食。

糧

蒐集。

蒐

搜

菸葉、菸酒。

菸

煙

儘先、儘量。

儘

盡

麻類、亞麻。

麻

電表、水表。

表

錶

擦刮。

刮

括

拆除。

拆

撤

磷、硫化磷。

磷

燐

貫徹。

徹

澈

澈底。

澈

徹

祗。

祗

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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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統一用語
統一用語

說

明

「設」機關

如：「教育部組織法」第四條：「教育部設左列各司、處、
室……」。

「置」人員

如：「司法院組織法」第九條：「司法院置秘書長一人，特
任，……」。

「第九十八條」

不寫為：「第九八條」。

「第一百條」

不寫為：「第一○○條」。

「第一百十八條」

不寫為：「第一百『一』十八條」。

「自公布日施行」

不寫為：「自公『佈』『之』日施行」。

「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自由刑之處分，用「處」，不用「科」。

「科」五千元以下罰 罰金用「科」不用「處」。且不寫為：「科五千元以下『之』
金

罰金」。

「處」五千元以下罰 罰鍰用「處」不用「科」。且不寫為：「處五千元以下『之』
罰鍰」。
鍰
準用「第○條」之規
定

法律條文中，引用本法其他條文時，不寫「『本法』第○條」，
而逕書「第○條」
。又如：
「違反第二十條規定者，科五千元以
下罰金」。

「第二項」之未遂犯 法律條文中，引用本條其他各項規定時，不寫「『本條』第○
項」
，而逕書「第○項」
。如刑法第三十七條第四項「依第一項
罰之
宣告褫奪公權者，自裁判確定時發生效力。」
「制定」與「訂定」 法律之創制，用「制定」；行政命令之制作，如「訂定」。
「製定」、「製作」

書、表、證照、冊、據等，公文書之製成用「製定」或「製
作」，即用「製」不用「制」。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
十、百、千」
「零、萬」

法律條文中之序數不用大寫，即不寫為：「壹、貳、參、肆、
伍、陸、柒、捌、玖、拾、佰、仟」。
法律條文中之數字「零、萬」不寫為：「○、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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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標點符號
符號

名稱

。

句號

，

點號

用

法

舉

例

用在一個意義完整文

公告○○商店負責人張三營業地址變

句的後面。

更。

用在文句中要讀斷的

本工程起點為仁愛路，終點為……

地方。
1.建、什、田、旱等地目……

、

頓號

用在連用的單字、詞

2.河川地、耕地、特種林地等……

語、短句的中間。

3.不求報償、沒有保留、不計代
價……

用在有下列情形的文

1.使用電話範圍如次：

句後面：

(1)……(2)……

一、下文有列舉的人、 2.接行政院函：
：

冒號

事、物、時。

3.主旨：

二、下文是引語時。

4.○○部長：

三、標題。
四、稱呼。
？

問號

用在發問或懷疑文句

1.本要點何時開始正式實施為宜？

的後面。

2.此項計畫的可行性如何？
1.又怎能達成這為民造福的要求！

用在表示感歎、命令、 2. ……希照辦！
！

驚歎號

請求、勸勉等文句的後 3.請鑒核！
面。

4.來努力創造我們共同的事業、共同
的榮譽！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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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名稱

「」『』 引號

用

法

舉

例

用在下列文句的後

1.總統說：「天下只有能負責的人，

面，（先用單引，後用

才能有擔當」。

雙引）：

2.所謂「效率觀念」已為我們所接

一、引用他人的詞句。 納。
二、特別著重的詞句。
1.各級人員一律停止休假－即使已
－

破折號

表示下文語意有轉折

奉准有案的，也一律撤銷。

或下文對上文的註釋。 2.政府就好比是一部機器－一部為
民服務的機器。

……

刪節號

用在文句有省略或表
示文意未完的地方。

憲法第五十八條規定，應將提出立法
院的法律案、預算案……提出於行政
院會議。
1.公文結構，採用「主旨」
「說明」
「辦

（

） 夾註號

在文句內要補充意思

法」（簽呈為「擬辦」）三段式。

或註釋時用的。

2.臺灣光復節（十月二十五日）應舉
行慶祝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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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表與圖

壹、編號
表與圖均應分別編號，以方便提及與說明。不要使用「如下表所示」或「如
下頁之圖所示」等文字，因為排版後的表或圖不一定出現在所提及的下面或次
頁。正確的提及方式為「如表 2-2-1 所示」或「如圖 2-2-1 所示」等。
表與圖的編號採分章方式。表與圖編號的字體為阿拉伯數字。英文表與圖的
編號後得加上句點（大寫羅馬數字編號不在此限），但中文不加。例如
Table 2-1
Figure 2-1

This is a sample Table.
This Figure is for your reference.

表 2-1

中文表之標題後不加句點

圖 2-1

中文圖名後也不加句點

若一個圖包括數個子圖時，各子圖可用(a)、(b)、(c)....等方式予以編號區分。

貳、標題
每個表與圖均應有一個簡潔的標題(caption)。標題不得使用縮寫。表與圖的
標題採用與本文相同的字型──標楷體字型。英文的表標題後可加也可不加句
點，但英文的圖標題後必須加上句點。中文的表與圖之標題後不加任何標點符號。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表上方置左；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圖下方置左，例如表
2-2-1 及圖 2-2-1 所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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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子公司成長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台北

20.4

27.4

90

20.4

台中

30.6

38.6

34.6

31.6

台南

45.9

46.9

45

43.9

圖 2-2-1

每季累計金額

圖或表之標題長度以不超過該圖（或表）之寬度為原則，若標題須超過一行
者，則第二行自表或圖標題的第一個字排列，如圖 2-2-2 所示。

圖 2-2-2

每季累計金額─圖或表之標題長度以不超過該圖(或表)
之寬度為原則，若標題須超過一行者，採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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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位置
表與圖應置於第一次提及之當頁的下方。若頁下方沒有足夠的空間可容納，
則應置於次一頁的上方。若同一頁的上方或下方有兩個以上的表或圖，則應按其
出現的順序依序排列。佔半頁以上的表或圖應單獨放在一頁，並置於當頁的中央
位置。未滿半頁的表或圖，與本文共同放在一頁。表與圖以向版面中央對齊為原
則，並且上、下方、本文或其他圖表各空一行。

肆、大小
表與圖的長度超過縱長，則可將其分為數頁編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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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則加註（continued）
。若表或圖過大，
且不適合分為數頁編排，則可用折頁的方式處理，或以較小之字形如 10pt、9pt
等處理（原應為 12pt）。

伍、表格製作
資料繪製成表格，一方面可以節省空間，另一方面可方便資料的比較，所以
太簡單的資料無需繪製成表格。繪製表格時，應把握下列原則：(1)呈現在表格
中的資料，更能顯現某種一致趨勢或特殊事例；(2)必須進行比較的資料，以上
下對照而非左右對照方式呈現；(3)表格的安排，能使讀者易於掌握重要的資料；
(4)且通常文字解釋先於表格；(5)表格最後底線加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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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表格標題的格式
標題置於表格之上（靠左對齊），分兩列，第一列是標號，第二列是題目，
題目為粗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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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如：
表 1-1-1
高職教師對組織承諾之認同情形

例

如：
表 1-1-1
高職教師對組織承諾之認同情形

(續下頁)

二、英文表格標題的格式
標題置於表格之上（靠左對齊），分兩列，第一列是標號，第二列是題目，
題目為斜體。表格如跨頁，在本頁註記、資料來源等之後右下角加註（continued）
。
例

如：
Table 1-1-1
Error Rates of Older and Younger Groups

例

如：
Table 1-1-1
Error Rates of Older and Younger Groups

(continue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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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英文表格內容的格式
（一）格內如無適當的資料，以空白方式處理；
（二）格內如有資料，但無需列出，則劃上 “—’’ 號；
（三）相關係數列聯表的對角線一律劃上“—’’ 號；
（四）列數可酌予增加，但行數愈少愈好；
（五）同一行的小數位的數目要一致；
（六）文字靠左對齊，數字靠個位數對齊為原則。

四、中文表格註記的格式
（一）於表格下方靠左對齊第一個字起，第一項寫總表的註解（含定義），如：
本資料係由九位評審依五等第計分法…，資料來源：…；
（二）第二項另起一列寫特定行或列的註解，如﹕n1 = 25. n2 = 32.；
（三）第三項另起一列寫機率的註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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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 (單側)。
（四）如無註解，直接寫資料來源；如無註解與資料來源，則直接寫機率的註解
（不必寫註）。

五、英文表格註記的格式
（一）與中文格式原則相同﹐但以英文敘述，第一項為 Note.；
（二）第二項為 n1 = 20. n2 = 30.，…等；
（三）第三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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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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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排版與印刷

壹、打字或印刷
論文應以電腦打字排版，力求字跡整潔乾淨，切勿選擇過於花俏的字體。點
陣印表機印出來的字不夠精細，因此最好用品質較佳的雷射印表機。列印時要採
單面列印（紙的反面絕不能移做任何用途），但未來論文印製時採雙面印刷。建
議使用微軟(Microsoft) WinWord 版本不限。當使用 WinWord 時，請先用滑鼠在
「檔案」選擇「版面設定」，依照本章所述之規格，將「邊界」及「紙張大小」
鍵入設定即可。

貳、紙張及設定
報告的紙張以 A4(21 公分×29.7 公分)縱向、80 磅為原則，限用白色。若使
用噴墨印表機時，儘量勿使用可擦拭的紙，否則容易污損紙面。

參、縮排
一般文稿均於各段的開頭採縮格編排。中文字以縮兩個中文字為原則，英文
則以縮四個英文字母為原則。若引文自成一段落，則必須自左緣縮進四個中文
字、英文字體為八個字母。在 WinWord 裡，縮排之設定可於「格式」選擇「段
落」後依本規範之說明設定。

肆、字型
在論文或報告中，阿拉伯數字及英文字母等，一律使用新羅馬字型(Times
New Roman)，有以下三種字體：
Roman
新羅馬

Roman

Roman

斜體字

粗體

而使用之中文字型則與本規範相同─標楷體。
另有關半形與全型字部分，凡中文內容所使用到的標點符號（含括弧）一律
使用全型；凡英文內文所使用的標點符號（含括弧）則使用半型。至於阿拉伯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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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則不論中英文，皆採用半型。
在論文或報告中，本文之字型大小以 12pt(point)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
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章的標題應使用 20pt 之字型，節的標題
應使用 18pt 之字型。字型與大小，可於「檔案」選擇「版面設定」之「字元」
下預先設定。

伍、字距
中文字距以不超過中文字寬的 1/10 為原則，以此原則可達到最佳排版效果。
以 WinWord 而言，每行約可打 34 至 35 個字。必要時於 WinWord 之快速鍵選擇
左右對齊，以增進版面美觀。字距之設定可於「格式」選擇「字型」後，再選擇
「字元間距」依本規範之說明設定。

陸、行距
行距是指兩行文字的距離。中文單行距為字高的 1.5 倍，以 WinWord 而言，
一頁約可排版 25 至 30 行左右。使用 WinWord 處理時可於工具列中選擇「格式」
、
「段落」後，再設定「行距」為「1.5 行高」。
此外，內文（12 號標楷體的文字部份）若有兩段以上，第二段起，其段落
距離應設定為「與前段距 6pt，與後段距離為 0 pt」
。至於參考文獻之行距得略小
於 1.5 倍行高，且段落距離不受此限。

柒、邊界空白
每頁論文版面應考慮精裝修邊，故左右側邊緣皆應空 3.17 公分以供裝訂，
上側邊緣應空 2.5 公分，下側邊緣應空 2.75 公分。使用 WinWord 時，可在「檔
案」選擇「版面設定」之「邊界」，並如圖 3-3 規定之邊界尺寸，分別設定上、
下、左、右四邊之邊界即可。另同時於「與頁緣距離」處將頁碼與頁緣之距離設
定：「頁尾」鍵入"1.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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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cm
邊界

3.17cm
3.17cm

2.75cm

圖 3-3-1

x

1.5cm 以上

邊緣空白範例

捌、頁碼
論文除「書名頁」、「授權書」、「論文口試委員簽核表」，自「謝誌」起均應
於每頁的下方中央編排頁碼。
頁碼應置於下側距離紙張邊緣至少 1.75 公分處。論文之篇前部份應以小寫
羅馬數字，即 i、ii、iii、iv 等標示；本文及篇後部份應以阿拉伯數字編排。頁
碼本身前後不再加任何符號（例如：不可用"page" 或 -1-，僅以 1 表示即可）。
頁碼無論是篇前或本文，一律使用半形、10pt 之 Times New Roman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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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格式
(以下參考文獻格式擷取自林天祐教授編輯之 APA 格式第六版)
APA 出版手冊把參考文獻分為（1）期刊、雜誌、新聞文章、摘要資料；
（2）書籍、手冊、書的一章；（3）技術及研究報告；（4）會議專刊或專題研
討會論文；
（5）學位論文；
（6）評論；
（7）視聽媒體資料；
（8）資料檔、特殊
軟體、測量工具與儀器設備；（9）未初版或非正式出版之作品；（10）檔案文
件與其他收藏品；
（11）網路訊息；
（12）法規等十二類，每一類文獻的格式都
不一樣，其重要者條列及舉例說明如下。
2009 年第六版手冊中，有關參考文獻格式方面有以下重要增修規定：（1）
英文作者的姓氏以及第一個名字縮寫均相同時，第二個名字可以全部寫出來並用
中括弧（brackets）標示；（2）新增數位辨識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DOI]）的
標註，若該筆文獻具有數位辨識碼，必須在最後將數位辨識碼標出，數位辨識碼
後面不加句點；（3）電子媒體文獻一律不必詳細寫出上網擷取該文獻的詳細日
期，除非該網站內容經常變動；
（4）作者超過 8 人時，不必再一一列出每一作者
姓名，僅列出前 6 位與最後 1 位作者，中間加入 …（中文用 …）；（5）學位
論文格式略有修正，
（6）出版商所在城市的（美國）州名均列出，不可省略，
美國以外之出版商則寫出城市名以及國名。
（一）期刊、雜誌等文獻﹕
1. 中文期刊格式 A﹕（作者在 7 人以內）
作者 （年）。文章名稱。期刊名稱，期別，碼別。
例
如：丁 一 顧 、 林 瑜 一 、 張 德 銳 （ 民 96）。 國 民 小 學 教 學
有 困 難 教 師 教 學 輔導 策 略 之 研 究。教 育 行 政 與
評 鑑 學 刊 ， 3， 19-44。
2. 中文期刊格式 B：（作者在 8 人以上）
前六位作者…最後一位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期別，頁
碼。
例
如：林天祐、陳麗華、蔡昆瀛、歐玲如、宋佩芬、林麗華、…黃
於庭（民 98）
。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教育行政與評
鑑學刊，6，1-40。
3. 中文期刊格式 C﹕（文章已獲同意刊登，但尚未出版）
作者（印製中）。文章名稱。期刊名稱。
例
如：吳清山、林天祐（印製中）。庶民教育。教育資料與研究。
4. 英文期刊格式 A﹕（文章有 DOI，作者在 7 人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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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xx(xx), xxx-xxx. doi: xx.xxxxxxxxxx
例
如：Powers, J. M., & Cookson, P. W. Jr. (1999). The politics of
school choice research. Educational Policy, 13(1),
104-122. doi:10.1177/0895904899131009
5. 英文期刊格式 B﹕（文章有 DOI，作者在 8 人以上）
Author, A. A., Author, B. B., Author, C. C., Author, D. D., Author, E. E.,

例

Author, F. F., …Author, H. H.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xx(xx), xxx-xxx. doi: xx.xxxxxxxxxx
如：Gilbert, D. G., J. F. Rabinovich, N. E., Sugai, C., Plath, L. C.,
Asgaard, G.,...Botros, N. (2004). Effects of quitting
smoking on EEG activation and attention last for more
than 31 days and are more severe with stress, dependence,
DRD2 A1 allele, and depressive traits. Nicotine and

Tobacco
Research,
6,
249-267.
doi:
10.1090/14622200410001676305
6 英文期刊格式 C：（文章沒有 DOI）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例

Periodical, xx(xx), xxx-xxx.
如：Wolchik, S. A., West, S. G., Sandler, I. N. Tein, J., Coatsworth,
D., Lengua, L., & Botros, N. (2000). 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theory-based mother and mother-child

programs for children of divorc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68, 843-856.
7.英文期刊格式 D：（外文文章沒有 DOI、文章標題翻譯成英文）
主要寫法和英文期刊格式 C 相同，只是在文章標題之後要用英文中括
弧（brackets）加註英文標題名稱。
8.英文期刊格式 E：（文章有 DOI，有外審制度並同步發行書面、電子版
之期刊）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doi:xx.xxxxxxxxxx
例
如：Van Ledebur, S. C. (2007). Optimizing knowledge transfer by
new employees in companies.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 Practice.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doi:
10.1057/paigrave. kmrp.8500141
9.英文期刊格式 F﹕（文章已經放在預定刊出的庫存網頁，但尚未正式發
23

106.3.9 修訂版

行）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in press).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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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中文雜誌格式 A﹕（一般雜誌文章）
作者（年月）。文章名稱。雜誌名稱，期別，頁碼。
例
如：王力行（民 90 年 2 月）
。落在世界隊伍的後面？遠見雜誌，
6，14-16。
11. 中文雜誌格式 B﹕（線上雜誌文章）
作者（年月）。文章名稱。雜誌名稱，期別，頁碼。文章來源網址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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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 http://www.commonhealth.
com.tw/
12.英文雜誌格式 A﹕（一般雜誌文章）
Author, A. A., & Author, B. B. (Year, Month). Article title. Magazine Title,
xxx, xx-xx.
例
如 ： Kandel, E. R., & Squire, L. R. (2000, November).
Neuroscience: Breaking down scientific barriers to the
study of brain and mind. Science, 290, 1113-1120.
13.英文雜誌格式 B﹕（線上雜誌文章）
Author, A. A., & Author, B. B. (Year, Month). Article title. Magazine Title,
xxx.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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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中文通訊格式：
（無作者署名，有網址；在文章中引用時，僅使用前幾
個字，如：“教育部積極推動”，民 98）
文章名稱（年月）。通訊名稱。文章來源網址。
例
如：教育部積極推動教師在職進修，並增進教師專業知能【最
新消息】（民 98 年 7 月）。師資培育專業通訊。取自
http://www.ntcu. edu.tw/secr/norm/new/通訊電子檔/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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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通訊第 14 期.pdf
15.英文通訊格式：（無作者署名，有網址；在文章中引用時，僅使用前幾
個字，如：“Six Sites Meet,” 2006）
Article title. (Year, Month). Newsletter source.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 xxx
例
如：Six sites meet for comprehensive anti-gang initiative conference.
(2006, November/December). OJJDP News @ a Gla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ncjrs.gov/ html/
ojjdp/news_at_ glance/ 216684/topstory.html
16.中文報紙格式 A﹕（一般報紙）
作者（年月日）。文章名稱。報紙名稱，版別。
例

如：陳揚盛（民 90 年 2 月 20 日）
。基本學力測驗考慮加考國三
下課程。臺灣立報，6 版。
（電子報；可以透過官網中的搜尋引擎查詢到本文章，
17.中文報紙格式 B：
僅需寫出官網網址，不必寫出該文章之詳細網址）
作者（年月日）。文章名稱。電子報名稱。電子報官網網址。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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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 http://udn.com/NEWS/ main. html
18.報紙社論之參考格式：
文章名稱【社論】（年月日）。報紙名稱，版別。
例
如：推動知識經濟發展須腳踏實地【社論】
（民 89 年 9 月 5 日）。
中國時報，2 版。
19.英文報紙格式 A﹕（一般報紙）
Author, A. A. (Year, Month Day).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pp. xx-xx.
例
如：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1, A4.
20.英文報紙格式 B﹕（電子報；可以透過官網中的搜尋引擎查詢到本文
章，僅需寫出官網網址，不必寫出該文章之詳細網址）
Author, A. A. (Year, Month Day).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例

如：Brody, J. E. (2007, December 11). Mental reserves keep brain
agile.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
nytimes.com
21.中文期刊專刊格式 A：（引用整期都是專刊的期刊；本例無期別）
編者（主編）。（年代）。專刊名稱【專刊】。期刊名稱，期別。
例
如：溫明麗（總編輯）。（民 96）。台灣文化與社會之回顧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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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專刊】。教育資料與研究。
22 中文期刊專刊格式 B：（引用期刊中的整個專題）
編者（主編）。（年代）。專題名稱【專題】。期刊名稱，期別，頁碼。
例

如：溫明麗（總編輯）
。
（民 98）
。客家文化與客語教學【專題】。

教育資料與研究，91，1-162。
23.英文期刊專刊格式 A：（引用整期都是專刊的期刊）
Author, A. A., & Author, B. B. (Ed.s). (Year). Article title [Special issue].
Journal Title. xx(xx).
例
如：Haney, C., & Wiener, R. L. (Eds.). (2004). Capital punis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pecial issue].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10(4).
24.英文期刊專刊格式 B：（引用期刊中的整個專題）
Author, A. A., & Author, B. B. (Eds.). (Year). Section title [Special
section]. Journal Title, xx(xx), xx-xx.
例
如：Greenfield, P., & Yan, Z. (Eds.). (2006).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the internet [Special sec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 318-458.
25.中文期刊專論格式：（期刊中的專論文章）
作者（年代）。文章名稱【專論】。期刊名稱，期別，頁碼。
例
如：許民陽（民 98）。生態教育－環保、有機、綠色校園運動
【專論】。教師天地，162，4-13。
26.英文期刊專論格式：（期刊中的專論，如有 DOI 可以加註）
Author, A. A., & Author, B. B. (Year). Article title [Monograph]. Journal
Title, xx(xx), xx-xx. doi: xx.xxxxxxxxxx
例
如：Ganster, D. C., Schaubroeck, J., Sime, W. E., & Mayas, B. T.
(1991). The nomological validity of the Type-A
personality among employed adults [Monograph].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1037/0021-9010.76.1.143
27.中文期刊社論格式：（有作者姓名）

76,

143-168.

doi:

作者（年代）。文章名稱【社論】。期刊名稱，期別，頁碼。
例
如：王文基（民 96）。樂生院拆遷爭議與 STS。科技、醫療與
社會，5，5-8。
28.英文期刊社論格式：（沒有刊出作者姓名）
Editorial: Article title [Editorial]. (Year). Journal Title, xx(xx),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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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Editorial: “What is a disaster”and why does this question
matter? [Editorial]. (2006).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14, 1-2.

29 英文期刊電子補充資料格式：（補充資料沒有在紙本期刊刊登，如有
DOI 可以加註）
Author, A. A., & Author, B. B. (Year). Article title [Supplemental
material]. Journal Title, xx(xx), xx-xx. doi: xx.xxxxxxxxxx
例

如：Marshall-Pescini, S. & Whiten, A. (2008). Social learning of
nut-cracking behavior in East African sanctuary-living
chimpanzees (Pan troglodytes schweinfurthii)
[Supplemental materi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122, 186-194. doi: 10.1037/0735-7036.
122.2.186
30.英文摘要資料格式 A：（一手資料，如屬於電子資料需加註網址）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Article title
[Abstract]. Title of Periodical, xx(xx), xxx-xxx.
例
如：Woolf, N. J. Young, S. L., Fanselow, M. S., & Butcher, L. L.
(1991). Map-2 expression in cholinoceptive pyramid cells
of rodent cortex and hippocampus is altered by Pavlovian
conditioning [Abstract].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Abstracts, 17, 480.
31.英文摘要資料格式 B：(二手資料)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Article title Title of
Periodical, xx(xx), xxx-xxx. Abstract retrieved from Secondary Source.
(Accession No. xxxxxxxxxx)
例
如：Hare, L. R., O'Neill, K. (2000).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in
small academic peer group. Small Group Research, 31,
24-53. Abstracted retrieved from Sociological Abstract
databases. (Accession No. 200010185)
（二）一般書籍、參考工具書、書的一章﹕
1. 中文書籍格式 A：（紙本，可視實際情形加註版別）
作者（年代）。書名。出版地點：出版商。
例
如：林文達（民 81）。教育行政學。臺北市：三民。
2.中文書籍格式 B：（有出版紙本之電子書，註明閱讀軟體版本）
作者（年代）。書名【閱讀軟體版別】。取自 http://xxx.xxx.xxx
例
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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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文書籍格式 C：（純電子書）
作者（年代）。書名。取自 http://xxx.xxx.xxx
例
如：（略）
4. 中文書籍格式 D：
（百科全書、套書中的部分冊籍，分別列出引用冊別
及年代；文中引用時也要將年代全部寫出）
作者（年代－年代）。書名（冊別－冊別）。出版地點：出版商。
例

如：臺灣書店（主編）（民 70－75）。中華兒童百科全書（1

－6 冊）。臺中縣：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5. 中文書籍格式 E：（電子套書書籍中某冊的一章）
作者（年代）
。章名。載於編者姓名（套書主編）
，套書名稱：冊別及冊
名（頁碼）。出版地點：出版商。取自 http://xxx.xxx.xxx
例

如：林天祐（民 93）。總論。載於吳清山、林天祐（主編），中
（頁 1－30）
。臺北市：國
華民國教育年報（八十九年）
立 教 育 資 料 館 。 取 自 http://search.nioerar.edu.tw/

edu_paper/data_image/g0000306/92n0/20041100/p00000
01.pdf
6. 中文書籍格式 F：（紙本書籍某一章，註明該章頁碼）
作者（年代）。章名。載於編者（主編），書名（頁碼）。出版地點：出
例

版商。
如：鍾才元（民 90）
。生涯規劃：新手老師的就業準備與甄試須
知。載於黃政傑、張芬芬（主編），學為良師—在教育
實習中成長（425-457 頁）。臺北市：師大書苑。

7. 中文書籍格式 G：（參考工具書）
作者（主編）（年代）。書名。出版地點：出版商。
例
如：張春興（主編）
（民 96）
。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市：東華。
8. 中文書籍格式 H：
（線上參考工具書的一筆資料，且無作者、編者姓名）
資料名稱（無日期）。書名。取自 http://xxx.xxx.xxx
例

如：休閒教育（無日期）。中文大辭典。取自 http://ap6.pccu.
edu.tw/Dictionary/words.asp?no=5500
9.中文翻譯書格式 A：（有原作者出版年代）
譯者（譯）
（譯本出版年代）
。書名（原作者：姓名）
。譯本出版地點：
譯本出版商。（原著出版年：1996）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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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中文翻譯書格式 B：（無原著出版年代）
譯者（譯）
（譯本出版年代）
。書名（原作者：姓名）
。譯本出版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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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譯本出版商。
如：林明地、楊振昇、江芳盛（譯）
（民 89）
。教育組織行為（原
作者：R. G. Owens）。臺北市：揚智文化。

11.英文書籍格式 A﹕（紙本，美國以外之國家須註名出版地國別，美國
之出版地均註明州別，如 New York, NY 或 Boston, MA）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Location: Publisher.
例
如：Shotton, M. A.(1989). Computer addition? A study of computer
dependency. London, England: Taylor & Francis.
12. 英文書籍格式 B﹕（有出版紙本之電子書，須註明閱讀軟體版本）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Version].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
xxx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Version]. doi:xx.xxxxxxxxxx
例
如：Shotton, M. A. (1989). Computer addiction? A study of
computer dependency [DS Reader version]. Retrieved
例

from http;//www.ebookstore.tandf.co.uk/html/index. asp
如：Schiraldi, G. R. (2001).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ourcebook: A guide to healing recovery, and growth
[Adobe Digital Editions version]. doi:10.1036/00713
93722

13.英文書籍格式 C：（純電子書；如有 doi 要加註）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 xxx
例

如：Knust, M., & Hanft, A. (Eds.). (2009). Continu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Retrieved from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u9r4h7/frontmatter.pdf
14.英文書籍格式Ｄ：（舊書用電子書方式再版，在文末註明原書出版年）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 xxx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year)
例
如：Freud, S. (1953). The method of interpreting dreams: An
analysis of a specimen dream.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4, pp.
96-121). Retrieved from http://books.google. com/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0)
15.英文書籍格式 E：（由電子資料庫發行但限量發行的專書或專論；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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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在書名之後加註 monograph，如本例）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 xxx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Monograph]. Retrieved from http://xxx.
例

xxx. xxx
如：Thomas, N. (Ed.). (2002). Perspectives on the community
college: A journey of discovery [Monograph]. Retrieved
from http://eric.ed.gov/

16.英文書籍格式 F﹕（百科全書、套書中的部分冊籍，分別列出引用冊別
及年代，文中引用時也要將年代全部寫出；單冊要註明頁碼）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Vols.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例
如：Koch, S. (Ed.). (1959-1963). Psychology: A study of science
例

(Vols. 1-6). New York, NY: McGraw-Hill.
如：Sadie, S. (Ed.). (1980).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6th ed., Vol. 20, pp.2-50). London, England:
Macmillian.

17.英文書籍格式 G：（電子套書書籍中某冊的一章）
Author, A. A. (Year). Chapter title. In B. B. Author (Series Ed.). Series Title:
Volume title (pp. xx-xx). doi:xx.xxxxxxxxxx
例
如：Strong, E. K., Jr., & Uhrbrock, R. S. (1923). Bibliography on
job analysis. In L. Outhwaite (Series Ed.), Personnel
Research Series: Vol. 1. Job analysis and the curriculum
(pp. 140-146). doi:10.1037/10762-000
18.英文書籍格式 H：（紙本書籍某一章，註明該章頁碼）
Author, A. A. (Year). Chapter title. In B. B. Author C. C. Author (Eds.),
Books title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例

如：Haybron, D. M. (2008).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 Eid & R. J. Larsen (Eds.),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p. 17-43).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19.英文書籍格式 I：（英文翻譯書之專章，且翻印自其他來源）
Author, A. A. (Year). Chapter title ( Author, B. Trans.). In C. C. Author &
D. D. Author (Eds.), Book title (pp.xx-xx). Location: Publisher.
(Reprinted from source)
例
如：Piaget, J. (1988). Extracts from Piaget's theory (G. Gellerier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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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er, Trans.). In K. Richardson, & S. Sheldon (Eds.),
Cognitive development to adolescence: A reader (pp. 3-18).
Hillsdale, NJ: Erlbaum. (Reprinted from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 pp. 703-732, by P. H. Mussen, Ed., 1970, New
York, NY: Wiley)
20.英文書籍格式 J：（參考工具書）
Author, A. A. (Ed.). (Year). Book title. Location: Publisher.
例

如：VandenBos, G. R. (Ed.). (2007).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1.英文書籍格式 K：（外語參考書籍，且書名譯成英文）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English book title]. Location: Publisher.
例

如：Real Academia Espanola (2001).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xpanola [Dictionary of the Spanish language] (22nd
ed.). Madrid, Spain: Author.

22.英文書籍格式 L：（線上參考工具書之一筆資料）
Author, A. (Year). Article title. In B. Author (Editor), Reference title.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例

如：Graham, G. (2005). Behaviorism. In E.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07 ed.).
Retrieved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edu/entries/
behaviorism/

23.英文書籍格式 M：
（線上參考工具書之一筆資料，且無作者、編者姓名）
Article title (Year). In Reference title.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例
如：Heuristic (n.d.). In Merriam-Webster's online dictionary (11th
ed.). Retrieved from http://www.m-w.com/dictionary/
heuristic
（三）技術及研究報告﹕（格式比照一般書籍，但要註明報告編號）
1.中文報告格式 A﹕（國科會研究報告，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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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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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01-F19），未出版。
2.中文報告格式 B：（政府部門委託之研究報告，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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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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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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英文報告格式 A﹕（以單位為作者之政府報告）
Institute. (year). Report title (Rep. No.). Location: Publisher.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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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英文報告格式 B﹕（以工作小組為作者的線上報告，且沒有編號）
Institute, Task Force. (Year). Report title. Retrieved from http://
xxx.xxx.xxx
例
如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Task Force on the
Sexualization of Girls.(2007). Report of the APA Task
Force on the Sexualization of Girl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pa.org/pi/wpo/sexulization.html
5.英文報告格式Ｃ：（作者為個人之非政府組織報告）
Author, A. A. (Year). Report title (Rep. No.). Retrieved from http:// xxx.
例

xxx.xxx
如：McDaniel, J. E., & Miskel, C. G. (2002). The effect of groups
and individuals on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fluence
and domination in the reading policymaking environment
(CIERA Report 3-025). Retrieved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Center for Improvement fo Early Reading
Achievement
website:
http://www.
ciera.org/library/reports/inquiry-3/3-025/3-025.pdf

6.英文報告格式 D：（作者為個人之非政府部門報告）
Author, A. A. (Year). Report title (Rep. No.). Retrieved from http:// xxx.
xxx.xxx
例
如：McDaniel, J. E., & Miskel, C. G. (2002). The effect of groups
and individuals on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fluence
and domination in the reading policymak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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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RA Report 3-025). Retrieved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Center for Improvement fo Early Reading
Achievement
website:
http://www.
ciera.org/library/reports/inquiry-3/3-025/3-025.pdf
7.英文報告格式 E：（機關學校收藏之報告）
Author, A. A. (Year). Report title (Rep. No.). Retrieved from http:// xxx.
例

xxx.xxx
如：McDaniel, J. E., & Miskel, C. G. (2002). The effect of groups
and individuals on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fluence
and domination in the reading policymaking environment
(CIERA Report 3-025). Retrieved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Center for Improvement of Early Reading
Achievement
website:
http://www.

ciera.org/library/reports/inquiry-3/3-025/3-025.pdf
8.英文報告格式 F：（議題摘要，註明發行月份）
Author, A. A. (Year, Month). Report title (Issue Brief No.). Location:
Publisher.
例

如：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1992, February). Sources
of health insur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nsured
(Issue Brief No. 123).Washington, DC: Author. (2002).
（四）會議專刊或專題研討會論文﹕已出版之會議專刊文章依性質分別用一般
書籍或期刊格式；未出版之論文、論文張貼等，依據以下格式處理。
1.中文專題研討會文章格式 A﹕（有專題主持人）
作者（年月）
。論文名稱。研討會主持人（主持人）
，研討會主題。研討
例

會名稱，舉行地點。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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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文專題研討會文章格式 B﹕（無專題主持人）
作者（年月）
。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發表（張貼）之論文，舉行地點。
例
如：林天祐（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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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英文專題研討會文章格式 A﹕（有專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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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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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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英文線上會議論文摘要格式﹕
Author, A. A. (Year, Month). Title of pap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itle, Location. Abstract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
例

xxx
如：Liu, S. (2005, May). Defending against business crises with the
help of intelligent agent based early warning solu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Miami, FL. Abstract
retrieved
from
http://www.iceis.org/
iceis2005/abstracts_2005.htm
5.英文會議專刊格式 A：（定期在線上發行之會議專刊）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paper. Proceedings Title, pp. xx-xx. doi:xx.
xxxxxxxxxx
例
如：Herculano-Houzel, S., S. Collins., C. E. Wong, Kaas, J. H., Lent,
R. (2008). The basic nonuniformity of the cerebral cortex.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
12593-12598. doi:10.1073/pnas. 0805417105
6.英文會議專刊格式 B：（以書籍形式印製之專刊）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paper. In Editors (Eds.), Title of Book
例

(pp.xx-xx).. Location: Publisher. doi:xx. xxxxxxxxxx
如：Katz, I., Gabayan, K., Aghajan, H. (2007). A multi-touch
surface using multiple cameras. In Blanc-Talon, W.,

Philips, D., Popescu., & P. Scheunders (Ed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4678. Advanced
Concepts for Intelligent Vision Systems (pp. 97-108).
Berlin, Germany: Springer-Verlag. doi:10.1007/
978-3-540-74607-2_9
（五）學位論文﹕主要來源包括各類資料庫與未出版的個別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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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學位論文格式 A：（來自收取費用之資料庫）
作者（年）。論文名稱（博／碩士論文）。取自資料庫名稱。（檢索碼）
例

如：王玉麟（民 97）
。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
。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
（系統編
研究（博士論文）
號 097TMTC5212002）

2.中文學位論文格式 B：（來自學校資料庫）
作者（年）。論文名稱（博／碩士論文）。取自 http://xxx.xxx.xxx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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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文學位論文格式 C：（未出版之個別學位論文）
。校名，學校所在地。
作者（年）
。論文名稱（未出版之博／碩士論文）
例

如：柯正峰（民 88）
。我國邁向學習社會政策制訂之研究－政策

問題形成、政策規劃及政策合法化探討（未出版之博士
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4.英文學位論文格式 A﹕（來自收取費用之資料庫）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ter’s the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Name of
例

database. (Accession or order No.)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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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英文學位論文格式 B﹕（來自學校資料庫）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ter’s the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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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英文學位論文格式 C﹕（來自網路，須註明校名、學校所在地，如果校
名已經顯示學校所在城市，學校所在地省略，如本例）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ter’s the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Name of Institution,
Lo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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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 ： Bruckman, A. (1997). Moose Crossing: Construction,
community, and learning in a networked virtual world for
kid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trieved
from
http://www.
static.cc.gatech.edu/~asb/thesis/
7.英文學位論文格式 D﹕（DAI 論文摘要）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dissert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例

International: Section X , Title of section, xx(xx), xx.
如：Applebaum, L. G. (2005). Three studies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xture amplification, motion representation,
and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5(10), 5428.
8.英文學位論文格式 E﹕（未出版之個別學位論文）
Author, A. A. (Year). Dissertation titl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Name of University, Location.
例
如：Hungerford, N. L. (1986). Factors perceived by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s stimulative and supportive of
professional growt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
9.英文未出版學位論文 F﹕（美國以外之歐美語系國家博士學位論文，註
明國別）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doctoral thesis (Doctoral thesis, Name of
Institution, Lo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例
如：Carlborn, P. (2000). Carbody and passengers in rail vehicle
dynamics (Doctoral thesis,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ockholm,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urn.kb.se/
resolve?urn=urn:nbn:se:kth:diva-3029
（六）書籍、媒材或文章之評論
1.中文評論格式 A：（書評）
評論者（年）
。評論標題【評論書名，本書作者著】。期刊名稱，期別，
頁碼。
評 論 者 （ 年 月 日 ）。 評 論 標 題 【 評 論 書 名 ， 本 書 作 者 著 】。 取 自
http://www.www.www
例

如：賴沅暉（民 96）
。專書評論【評論政策弔詭：政治決策的藝
。公共行政學報，25，119-129。
術，D. Stone 著、朱道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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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賴沅暉（民 97 年 5 月 9 日）
。專書評論【評論政策弔詭：政
治 決 策 的 藝 術 ， D. Stone 著 、 朱 道 凱 譯 】。 取 自
http://socio.com.tw/forum/viewtopic.php?t=1616

2.中文評論格式 B：
（論文評論）

評論者（年）。評論標題。取自 http://www.www.www
例
如：施政鋒（民 96）。評〈台灣 vs.中國「國家認同」的辨證分
析 ── 二 十 世 紀 台 灣 民 族 主 義 變 動 掠 影 〉。 取 自
http://mail.tku.edu.tw/ cfshih/seminar/20070819.htm
3.英文評論格式 A：（書評，註明評論出處）
Reviewer, A. A. (Year, Month Day). Title of review [Review of the book
Title of book, by A. A. Author]. Title of complete work, xx, xxx-xxx.
例

如：Schatz, B. R. (2000, November 17). Learning by text or context?
[Review of the book 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 by J. S.
Brown & P. Duguid]. Science, 290, 1304.

doi:10.0026/science.2905495.1304
4.英文評論格式 B：（影評，註明評論出處）
Reviewer, A. A., Author, B. B. (Year). Title of review [Review of the video
Title of video, produced by C. C. Author, year]. Title of complete work,
例

xx, xxx-xxx.
如：Axelman, A., & Shapiro, J. L. (2007). Does the solution warrant
the problem? [Review of the DVD Brief therapy with
adolescents, produced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7].
PsychCRITIQUES,
52(51).
doi:10.1037/a0009036
5.英文評論格式 C：（電玩評論，沒有評論人姓名）
[Review of the video game Title of video game, produced by A. A. Author,
Year].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例

如：[Review of the video game BioShock, produced by 2K Games,
2007]. (n.d.).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atheyplay.
com/products/bioshock-for-xbox-360/?frn=3&ob=1&t=0

＃166
6.英文評論格式 D：（論文評論）
Reviewer, A. A. (Year). Title of commentary [Peer commentary on the paper
"Title of paper" by B. B.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 xxx. xxx.xxx
例

如：Wolf, K. S. (2005). The future for Deaf individuals is not that
bleak [Peer commentary on the paper "Decrease of D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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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in a mainstreamed environment" by K. S. Wolf].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rsonality
research.org/papers/hall.htm＃wolf
（七）視聽媒體資料﹕
除以下基本格式之外，其餘依據所列各類格式撰寫：
A.英文影片格式： Producer, A. A. (Producer), & Director, B. B. (Director).
(Year). Title of motion picture [Motion picture].
Country of origin: Studio.
.B 中文影片格式：製作人姓名（製作人）、導演姓名（導演）（發行年
。原發行地：製片廠
代）
。影片名稱【影片類型】
名稱。
C.英文音樂格式：Writer, A. (Copyright year). Title of song [Recorded by
B. B. Artist if different from writer]. On title of
album [Medium of recording CD, record, cassette,
etc.] Location: Label. (Date of recording if
different from song copyright date)
D.中文音樂格式：作詞作曲人（年）。曲目名稱【錄製者，如與作詞作
曲人相同則省略】。蒐錄於專輯名稱【CD】。發
行地點：發行商。（錄製日期，如與發行年代相
同則省略）
1.中文影片格式﹕（註明影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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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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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英文影片格式 A﹕(DVD 影片)
Producer, A. A. (Producer). (Year). Title of DVD [DVD]. Available from
例

http://xxx.xxx.xxx
如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oducer). (2000).
Responding to patient expressions of sexual attraction

[DVD]. Available from http://www.apa.org/videos/
3.英文影片格式 B：（可訂閱、下載及自行發布的網路廣播）
Producer, A. A. (Producer). (Year, Month Day). Title of audio podcast
[Audio podcast].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例

如：Van Nays, D. (Producer). (2007, December 19). Shrink rap
radio [Radio podca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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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inkrapradio.com/
4.英文影片格式 C：（電視單元劇）
Writer, A. A. (Writer), & Director, B, B. (Director). (Year). Title of episode

例

(Television series episode). In Executive producer, C. C. (Executive
producer), Title of television series. Location: Studio.
如：Egan, D. (Writer), & Alexander, J. (Director). (20056). Failure
to communicate {Television series episode}. In D. Shore

(Executive producer), House. New York, NY: Fox
Broadcasting.
5.英文線上地圖格式：（不必使用斜體標示）
Cartographer, A.A. (Cartographer). (Year). Title of information
例

[Demographic map].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如：Lewis Countr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s.
(Cartographer). (2002). Population density, 2000 U. S.

Census
[Demographic map].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lewis.wa.us/publicworks/maps/Demograph
ics/census-pop-dens_2000.pdf
（八）未岀版或非正式出版的作品：（包括已接受但尚未排版、未初版、非正
式出版但可以檢索到的文獻，如 ERIC）
1.中文未出版之原始資料格式：（出自相關研究，且該資料無標題）
作者（年）。【原始資料描述】。未初版之原始資料。
例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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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文非正式出版或自行收藏作品格式：
作者（年）。作品名稱。取自 http://xxx.xxx.xxx
例
如：林天祐（民 93）
。政治與教育：教育政治學研究的起點。取
自：http://www.edu.ndhu.edu.tw/note/notebook/93-1
/sch1-1_(08)931225.pdf
3.英文未出版之專論格式 A：（未岀版之專論，且引自大學）
Author, A., & Author, B. B. (Year). Title of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ame of University, Location.
例
如：Blackwell, E., & Conrod, P. J. (2003). A five-dimensional
measure of drinking motiv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4.英文未出版之專論格式 B：（出版中之專論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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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A. A., & Author, B. B. (Year). Title of manuscript.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例
如：Ting, J. Y., Florsheim, P., & Huang, W. (2008).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in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5.英文未出版之原始資料格式：（出自相關研究，且該資料無標題）
Author, A. A. , & Author, B. B. (Year). [Description of data]. Unpublished
raw data.
例
如：Bordi, F., & LeDoux, J. E. (1993). [Auditory response latencies
in rat auditory cortex]. Unpublished raw data.
6.英文非正式出版或自行收藏作品格式：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work.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例
如：Mitchell, S. D. (2000). The import of uncertainty. Retrieved
from http://philsci-archive.pitt.edu/archive/00000162/
7.英文 ERIC 收藏之作品格式：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work. Retrieved from ERIC database. (Call
No.)
例
如：Kubota, K. (2007). "Soaking" model for learning: Analyzing
Japanese learning/teaching process from a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 Retrieved from ERIC database.
(ED498566)
（十）法規﹕（詳細內容請參閱該手冊第 222 頁）
1. 中文法院判例格式﹕
裁判案由，裁判字號（年月日）。
例
如：家庭暴力罪之傷害，88，易，3001（民 89 年 3 月 16 日）。
2. 中文法律格式﹕
法律名稱（公布日期）。
例
如：師資培育法（民 94 年 12 月 18 日）。
3.中文立法資料格式：（法案、聽證會、提案等）
名稱【內容性質】，會期（年月日）。
例
如：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草案【會議紀錄】，立法院第 7 屆第 5
會期第 2 次臨時會（民 99 年 8 月 23 日）。
4.中文行政規章格式
規章名稱（發布日期）。
例

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收費標準（民
94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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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文專利格式
申請人（年）。專利編號。專利授予單位。
例
如：葉特股份有限公司（民 98）。專利編號 D136087。臺北市：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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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淡江大學研究生碩博士論文撰寫格式要點
淡江大學研究生碩博士論文撰寫格式要點
94.05.13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0.19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9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9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1.22 處秘法字第 1000000024 號函公布
101.05.09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04 處秘法字第1010000028號函公布

一、 為研究生修滿應修學分、得申請參加學位考試，其撰寫論文有關事項，特
訂定本要點。
二、 論文封面用紙：碩士論文限用一百磅橘黃色紙張，封面以黑字為準；博士
論文採黑色封面燙金字體之精裝本。
三、論文封面編排，可採直式或橫式，A4 尺寸大小如下：
(一)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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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橫式:
(校系所名稱)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論文題目）

研究生：

撰

中華民國

年

月

四、論文內首頁應裝訂「論文口試委員審議通過委員簽名表、授權書」，如下：

______學系(研究所)博士班______君所提之論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題目）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為符合博士資格標準。

論文口試委員會主任委員_________(簽章)
委員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43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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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論文內次頁依次應裝訂「中、英文論文提要」
，其內容宜依研究目的、文獻、
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及研究結果等使用五○○字至一○○○字，A4 格式內容如
下：

(一) 中文論文提要格式：
論文名稱：
校系所組別：淡江大學

頁數：
學系(研究所)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

學年度

學期

研究生：

指導教授：

論文提要內容：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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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論文提要格式：
Title of Thesis：
(Triple space)
Key word：
(Double space)
Name of Institute：
(Double space)
Graduate date：

Degree Conferred：

(Double space)
Name of student：(in English)
(Double space)

Advisor：

(in Chinese)

Abstract：

六、論文全文電子檔案須依學校規定網路上傳建檔。
七、書脊須註明學校名稱、研究所名稱、論文名稱及研究生姓名等。
八、論文經考試委員會通過並簽證後，須繳交三冊，經該系所核可，本校圖書館複審後，
再至教務處辦理離校手續。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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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邊界：標準

各學制擇一書寫

論文封面及書背範例

碩士班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20pt 標楷、粗體
1.5 行高

碩士論文
（或技術報告）
指導教授：○○○ 博士

中文標題
24 或 22pt 標楷、粗體
英文標題
20 或 22pt
Times New Roman

中文題目
English Title

18pt 標楷、粗體
1.5 行高
第 1 學期畢業：1 月
第 2 學期畢業：6 月

研究生：○○○ 撰
中華民國○○○年○月

邊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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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m

淡

江

大

學

學

教育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大

士

論

文

或 技 術 報 告
碩

論

文

或 技 術 報 告
士

○○○○○○○○○○○○○○○○

○○○○○○○○○○○○○○○○

○○○○○○○○○○○○○○○○

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

○○○

○○○

撰

撰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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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碩
或 技 術 報 告
文

5.5 cm

淡

學

教育科技學系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大
論

3.2 cm

江
士

8.5 cm

淡

4.5 cm

碩

3.2 cm

各學制擇一書寫

教 育 科 技 學 系 碩 士 班

0.7 cm

0.7 cm

間距大概就好，送印時
影印店會再調整，重點
是內容都要寫對。
0.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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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論文口試委員簽核表，不論何時修改中文論文題目，務必通知系上，以

免此份簽核表有誤。

學
研
教育科技

系
所

究

君所提之論文
(或技術報告)

(中文論文題目)，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為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主任委員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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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簽章)

106.3.9 修訂版

附錄四

中文摘要格式範例(要留外框黑線，最下方表單編號不可刪)

最新表格請至教務處註冊組下載 http://www.acad.tku.edu.tw/RS/downs3/archive.php?class=306

論文名稱：oooooooooooooooooooo
頁數：ooo
校系(所)組別：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碩士學位論文(技術報告)提要
研究生：ooo
指導教授： ooo
論文提要內容：

(關鍵字在提要內容下方)
關鍵字：ooo、ooo
黑色框框及表單
編號都要留著喔!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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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英文摘要格式範例(不需外框線，最下方表單編號不可刪)

最新表格請至教務處註冊組下載 http://www.acad.tku.edu.tw/RS/downs3/archive.php?class=306

Title of Thesis：

oooooooooooooooooooo

Key word:

ooo、ooo

Name of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Tamkang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

June,2014

Name of student:

Total pages:ooo

Degree conferred: M. Ed.

ooo (In English)
ooo (In Chinese)

Advisor: ooo (In English)
ooo (In Chinese)

Abstract:

沒有黑框框，但表
單編號要留著喔!
表單編號：ATRX-Q03-001-FM0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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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目次格式範例

目次
謝誌……………………………………………………………………………………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iii
目次 ……………………………………………………………………………….…iv
表次……………………………………………………………………………………v
圖次 ……………………………………………………………………………….…vi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XXXXXX…………………………………………………………..…1

第二節

XXXXXX…………………………………………………………..…3

第二章

章標題

……………………………………………………………………5

第一節

XXXXXX

………………………………………………………...…5

第二節

XXXXXX

…………………………………………………...……11

…
參考文獻……………………………………………………………………………140
附錄一

XXXX…………………………………………………………………....149

附錄二

XXXX…………………………………………………………………....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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