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學位論文格式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7 日 93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2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基本材質與規格
一、紙張規定：
（一）封面、封底：
平裝本：200 磅雲彩紙膠裝，A4 規格。
（二）論文本文及其他部份：A4 規格白色紙張。
二、文字字體：
中文為 Microsoft Word 中文版(以下簡稱 Word)之標楷體，英文為 Word 之 Time New Roman，
字體大小除下述特別規定外，餘以 14 級字為原則。
三、文字語文：
（一） 文章主體（除外國語文學系、所外）以中文為主，自左至右撰寫，但中國語文學系
有特殊需要者，得直書，由右而左。
（二） Word 橫式直印，文句中引用外語原文以（ ）號附註。
四、頁次：
（一） 中文摘要至本文前止，以ⅰ、ⅱ、ⅲ…等小寫羅馬數字連續編頁。
（二） 論文第一章至附錄，均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編頁。
五、裝訂：自論文左側裝訂，書背外貼紙邊。
貳、論文編排次序及規格：
一、書背格式：
（一） 邊界：上、下均 2 公分。
（二） 文字：一律標楷體。平裝本：黑色字；精裝本：燙金字。
（三） 需印學校、研究所名稱、博（碩）士論文、論文題目、研究生姓名及論文日期，字
體如前，大小不限以合適論文寬度為原則，各項目間隔 1 公分，論文日期以阿拉伯數字
書寫年、月。
（四） 編排格式如附件一格式樣本。
二、封面格式：
（一）頁面規格：Ａ4。
（二）邊界：上、下、左、右均 3 公分。
（三）文字：標楷體，水平置中，論文題目以 20 級字為原則，其餘為 20 級字。
（四）須印校名、學系（研究所）名稱、博（碩）士論文、論文題目（中、英文）、教授及
研究生姓名、提出論文日期年月。
（五）封面文字編排如附件一格式樣本。
三、 空白頁
四、 授權書二份：國家圖書館、本校圖書館 http://cloud.ncl.edu.tw/hcu/下載申請 。
五、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推荐書：各所自訂(非必要)。
六、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教務處統一製作，格式如附件二。
七、 中文摘要（橫式）：
（一） 邊界：上、下、左、右均 2 公分。
（二） 宜說明研究目的、資料來源、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約五百至一千字（以一頁為限）
，
格式如附件三。
（三） 頁碼：中文摘要至本文前止，以ⅰ、ⅱ、ⅲ…等小寫羅馬數字連續編頁。
八、 英文摘要：參考上述內容，格式如附件四。
九、 誌謝或序言：自行繕寫（非必要）。

十、 目錄：包含提要、各章節之標題、文獻、附錄及其所在頁數，依次編列。
十一、 表目錄。
十二、 圖目錄。
十三、 符號說明。
十四、 論文本文
（一） 邊界：上、下、左、右均 3 公分。
（二） 文字編排：橫書，由左至右，但中國語文學系有特殊需要者，得直書，由右而左。
（三） 論文本文字體以 14 級字為原則，標題字體大小請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
（四） 頁碼：論文第一章至附錄，均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編頁。
（五） 印刷：以雙面印刷為原則。
（六） 頁數超過三○○頁者，應分冊裝訂。
（七） 詳細正文格式及範例說明請見附件五。
十五、參考文獻：參見附件六。
十六、附錄
十七、作者簡歷（僅博士論文）：是否加附作者簡歷頁，由各系所依專業領域之方式自訂，如有
則列於論文最末頁。
十八、空白頁
十九、封底：保持空白，不列任何文字。
參、論文送繳份數：四本（平裝）
一、研究所：企管系一本。
二、本校圖書館：二本。
三、本校教務處：ㄧ本。(由教務處彙轉相關單位)
肆、本條例經企業管理學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論文格式之書背格式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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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橫式中文摘要格式樣本

XXXXXXXXXXXXXXX（中文題目）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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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英文摘要格式樣本

XXXXXXXXXXXXXXX（英文題目）XXXXXXXXXXXXXXX

Student：XXX

Advisors：Dr. XXXX
Dr. XXXX
Dr. XXXX

Institute of XXXXXX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附件五

正文格式及範例說明
一、分節標題方式：
（一） 中文標題：如分章節，按章、節、項、款、目、壹、一、（一）、1、（1）、……等層次為
之。但內容不多者，可由各系所依專業領域之方式自訂。
（二） 英文標題：「Ⅰ.A. (A). 1. (1). a. (a).」為序。
二、引語用例
（一）直接引語，用冒號(：)時
【格式】中文加單號「 」，英文加雙引號“ ”。
【範例】Wamsley 特別指出：「公共行政人員的問題…..。」
As Raban stated: “The trial……… ”
（二）直接引語，不用冒號(：)時
【格式】中文用單引號「 」，英文用雙引號“ ”。
【範例】授能就是「突破官僚體制」的一種方式。
He told Republican congressional leaders that“ I will not ”
（三）直接引語，但另起一段
【格式】不用引號，左右縮排
【範例】福山說：
自從冷戰結束後，各種大規模制度的同化現象形成一
幅幅諷刺的畫面。
As Kant says:
This consciousness may often be only faint, so that we do
not connect it with the act itself.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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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和 Hubbel 指出:「治理一詞意指『在政治系絡當中的行政』，以及將行政導
向『盡可能最廣泛的公共利益』。」
So, “He would just talk calmly and rational to a panel of psychiatrists,
‘and everyone would think we were the ones who were crazy ’”
三、附加原文用例
中文稿引用外國人名、著作、專用名詞時，應譯成中文，並於「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附加原
文全名」。
（一）一般用語
【格式】括弧、小寫、正體
【範例】當團體規模愈來愈大，只享權利不盡義務的「搭便車者」(free rider) 將會愈來愈
嚴重。
（二）專用名詞
【格式】括弧、首字大寫、正體
【範例】「美國公共行政學會」(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將於西元二○

○○年三月十三日假美國鳳凰城(Phoenix)舉行年會。

四、詮釋用例
（一）文中註明出處的詮釋
【格式】（作者，年代：頁數）
【範例】（蕭武桐、黃新福，1999:350）
（Argyris and Schon, 1978:20-26）
（二）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格式】作者（年代：頁數）
【範例】蕭武桐、黃新福（1999:350）
Aryris 與 Schon 認為（1978:20-26）
（三）若有必要以附註說明行文涵義時，請用腳註
【格式】於標點符號後，以插入註腳方式自動產生於右上角
【範例】致使個人無法達到應有的績效水準。1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ermany than in the U.S.2
五、圖表用例
（一）圖號碼與名稱應置於圖下方，表號碼與名稱應置於表上方。
（二）標題之說明需清楚，所使用之文字、數字須與文中引用之敘述一致。
（三）若引用他人之圖表需註明清楚資料來源，方式同內文註釋。
（四）圖的寫法
【範例】圖一
Figure 1
（五）表的寫法
【範例】表一
Table 1
六、數字用例
（一）統計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範例】問卷回收 935 份，扣除無效問卷 13 份，實際分析樣本 922 份。
（二）非統計數字，如年代、表述性數字，則以中文表示。
【範例】本研究發現從一九九○年到二○○一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七、引用書名、刊名及篇名用例
（一）書名
【範例】«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二）刊名
【範例】«公共行政學報»
（三）篇名
【範例】＜新公共服務：服務而非導航＞（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 ）
“Social Problem and Quality of Life”

附件六

參考文獻用例
參考文獻之排列 ，先列中文文獻，以作者姓氏筆劃依次排列，再列西文文獻，以英文字母順序
依次排列。
一、專書
【範例】
饒見維 (1996)。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
張春興 (1996)。教育心理學。台北：東華。
American Productivity & Quality Center (2000). Successfully implement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Houston, TX: Author.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1). Estimated resident
二、期刊論文
【範例】
張湘君 (1993)。讀者反應理論及其對兒童文學教育的啟示。東師語文學刊，6，285-307。
Shymansky, J. A. (1992). Using constructivist ideas to teach science teachers about constructivism, or
teachers are students too! Journal of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3, 53-57.
三、專書論文
【範例】
林振春 (1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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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64-104)。台北：師大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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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討會論文
【範例】
張淑娟、柳賢 (1997，12 月)。高一學生後設認知能力與數學解題能力關
係之研究。論文發表於中華民國第十三屆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台北。
Shymansky, J. A. (1994, March). How to change tellers to tillers: Needed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in an era of major refo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Anaheim, CA.
五、學位論文

【範例】
王威傑 (1997)。國民小學家長會組織及其運作之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
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
Stevenson, M. A. (1997).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mixed-motive
dyadic negoti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六、報紙
報紙不列入參考文獻（除非有確實作者姓名），放在正文敘述即可。
【範例】
政府也可以像私人企業一樣，有效為民眾解決問題（中央日報，1996. 2.22，第 5 版）
七、作者
（一）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二）一作者同一年代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序在年代後面加 abc 等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