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學學位論文格式參酌範例
（論文撰寫格式仍依各系所規定自行調整）
中華民國 93 年 4 月 21 日第 3 次法規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6 月 2 日第 15 次教務會議提案討論
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5 日第 43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年 12 月 14 日第 52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5 月 15 日第 58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12 月 9 日第 63 次教務會議通過

壹、基本材質與規格
一、紙張規定：
（一）封面、封底：
精裝本：燙金字，A4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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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以標楷體或新細明字體為主，英文為 Time New Roman 為主，字體大小以 12 或 14 級
字為原則。全文亦需一致。
三、文字語文：
（一） 文章主體（除應用外語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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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式直印，文句中引用外語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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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距：單行至 1.5 行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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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文全文字體以 12 或 14 級字為原則，全文需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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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質性研究中研究資料呈現之字體行距大小不受限制，然全文需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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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五本（精裝一、平裝四）。
一、 各院系：依各院系自訂，至少二本（精裝一、平裝一）
。
二、 本校圖書館：二本（平裝二）。
三、 報國家圖書館：一本（平裝，由教務處彙整後寄送）。
四、 如以作品、成就證明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論文者，應以「光碟」
方式燒錄電子檔(其電子檔請依「學位論文送存國家圖書館典藏作業要點」說明辦理)分別
繳一份至院系、圖書館及教務處存參，共計三份。
肆、各院系得自訂，論文格式原則，經院系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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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XXX

指導教授：XXXXX
XXXXX
XXXXX

玄奘大學 XXX 學系碩士/博士班

摘

本論文

附件四

英文摘要格式樣本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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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選部編
1995 中華民國考選統計，台北：考選部。
Simon, H.A.
1976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二、期刊論文
【範例】
吳瓊恩
2002 「公共行政學發展趨勢的探究….」， 公共行政學報，第 7 期，頁 173-220。
Sun, Ben-Chu
1998 “Estimates of Burnout in Public Agencies:….. With What Consequen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8(1): 59-65.
三、專書論文
【範例】
詹中原
1995 「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政策合作賽局」，收錄於吳定主編，行政與政策論文集，頁 129-143，
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
Bozeman, B
1993 “Introduction: Two Concepts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B. Bozeman (ed), Public
Management: in State of the Art, pp.1-5.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四、研討會論文
【範例】
江明修 「我國行政革新之政治社會分析」，發表於「行政革新：理論與實務整合」學術研討會，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主辦。
Stein, Robert M, and Kenneth N. Bickers
1992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nd the Pork Barrel: The Interest Group Conne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8th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p.3-6, Chicago.
五、研究計畫
【範例】
顏良恭
2001 歷史制度論的方法論基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六、學位論文
【範例】
盧偉斯
1996 組織學習的理論性探究，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博士學位論文。
Johnson, Marshall
1990 Classification, Markets and the state: Constructing the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 in
Taiwan.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七、譯著
【範例】
魯樂中譯（Tom Peters 原著）
1997 解放型管理，台北：時報。
Weber, Max
194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lated by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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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能傑
1997 「我們是否步向依法行政僵化症」，聯合報，民意論壇(5.16)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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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