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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論文設定 

01 

版面設定 

02 

頁碼設定 

03 

圖表標號 
設定 

04 

目錄、圖表 
目次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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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論文設定 【版面設定】3、3、3、2，左右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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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論文設定 
 

版面設定 

封面(請使用專班提供格式) 

字體： 
 中文字一律使用 
細明體、全形符號（包含括弧、冒號、逗號等） 

 
 英文、阿拉伯數字一律使用 
     Times New Roman、半形符號(包含括弧、冒號、逗號等) 

行距設定：1.5倍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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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論文設定 

頁碼設定 

區域劃分(先將無頁碼的、ⅠⅡⅢ，123等不同格式分開) 
一定要選 → 分節符號 → 下一頁 

頁碼： 
【插入】→【頁碼，頁面底端】→ 無頁碼【V首頁不同】 
                                                    有頁碼【純數字2】 
                                                                      ↓ 
                                                              【頁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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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論文設定 

【檢視】→【大綱模式】 
確認自己做的區域分隔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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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論文設定 

圖表標號設定 (ex.圖1-1 研究流程圖) 
【參考資料】→【插入標號】→【新增標籤】 
                                            → 輸入 【表1-】or【圖1-】 

不同章請各做一次同樣的動作 
第二章→表2-，圖2- 
第三章→表3-，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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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論文設定 
              目錄設定 
                  務必先將所有章節的大綱模式都設定完畢。 

【參考資料】→【目錄】→【自動目錄2】 

如有變更，則進行更新 
 【參考資料】→【更新目錄】 
 【參考資料】→【目錄】  →更新頁碼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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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論文設定 
    圖表目次設定 
    注意：前提是已將所有圖和表的標號都設定完畢。 

【參考資料】→【插入圖表目錄】→選設定完畢的【表/圖1-】 

圖表目錄如有變更 
則先刪除重新再做上述動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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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論文設定      表﹝續﹞ 
表格如果需要跨頁，則請做下列動作 

將滑鼠游標放在表的最後一欄的最後一格 
【插入】→【空白頁】→按Enter， 

下一頁的表格上方就會自動空一行， 
即可輸入表2-1（續）， 

但無須再輸入表的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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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文獻引用→夾註 

添加题 
 文中引用方式 

（作者，年代：頁數） 
(David,2018:51) 

 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作者（年代：頁數） 
David(2018:51) 

 作者為3~5人時，第一次所有作者均列出， 
第二次後僅寫第一位作者並加【等人/et al.】 

 西文作者採Last Name, First Name(initial). Middle Name(initial) 
作者2人以上，第二位以下採 First Name(Middle Name). Last Name 
Stein, R. M., & K. N. Bicker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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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文獻引用→註腳（foot note） 
 
 

添加题 
用於何種情況？ 
本文內有附加說明，如延伸性的解釋 
不適合以夾註方式處理的文獻來源，如:網路電子資料。 

使用規則？ 
標號一律置於引述資料句末標點符號後 
編號採全書連貫編號方式 
註腳的說明文字，採10號字，行距為單行間距 

 
【參考資料】→【插入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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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文獻引用→註腳（foot note） 
 

添加题 

註腳的編碼系統會自己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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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參考文獻寫法 
 

•專書 
• 作者（編）（年代）。書名（版別）。出版地點：出版商。 

• Author A. A. (Ed.). (Year).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期刊論文 

•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
頁。 

• Author A. A. (Year).  Article title. Journal title, Vol. 
(No.),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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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參考文獻寫法 
 
•專書論文 

• 作者（年代）。篇名。載於編者（編），書名（xx-xx頁）。
出版地點：出版商。 

• Author , A. A. (Year). Article title. In B. B. Author (Ed.), Book 
title (pp.xx-xxx) . Location: Publisher. 

•研討會論文 
• 作者（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舉行地點。 

• Author A. A. (Year, Month).  Paper title. The conference 
titl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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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參考文獻寫法 
 
•研究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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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未出版。 

• 已出版：作者（年代）。報告名稱。教育部委託之專題研
究成果報告（編號：xx）。出版地點：出版商。 

•學位論文 
• 作者（年代）。論文名稱。 ○大學○研究所碩士/博士論
文，未出版，大學地點。 

•譯著 
• 譯者名（譯本出版年代）。書名（版別）（原文作者名）。
出版地點：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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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參考文獻寫法 
 •報紙，原則上不列入參考文獻，放在正文敘述即可，

除非有確實作者/記者姓名 

• 作者/記者（年月日）。文章名稱。報紙名稱，版別。 

• Author A. A. (Year, Month Day).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pp.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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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參考文獻寫法 
 

•網路電子資料 
• 作者（發表年）。篇名，公告年月日，取自：網址…… 

•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work.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 
from source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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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參考文獻寫法 
 

參考文獻先分類別，再依筆劃順序排列 

注意： 

以列出正文中引用之文獻為必要。 

中文資料與西文資料分開編排， 

不需要標明序號， 

按筆劃依序排列。                                       

點選【常用】→  【排序】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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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參考文獻寫法 
 

•英文參考文獻依字母排序 
• Berry,F. S., & W. D. Berry（2007）.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model in policy research. In P.A. Sabatier
（Ed.）,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pp.169-200).Colorado: Westview. 

• Dolowitz,D. P., & D. March,（1996）.Who learn what from whom: A view of p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 
Political Studies,44(2),343-357. 

• Karch, A.（2007）.Democratic laboratories：Policy diffusion the American sta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03.參考文獻寫法 
 

•英文參考文獻依字母排序 

步驟：【常用】→【排序】→【選項】→【排序語言】 

                                                                              →【英文（美國）】→【文字遞增】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03.5  論文完成前最後一個步驟 
 

【版面配置】→【浮水印】→【自訂浮水印】 
→【圖片浮水印】→【選取圖片】 
→【縮放比例30%】→【刷淡】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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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申請流程 
 

系網下載 
論文指導同意

授權書 
 

→ 系網下載 
論文大綱指導
教授意見表 

→ 學生資訊系統申請 
學位考試指導教授同
意書(需填中英文題
目，簽名後送系辦) 

→    系網下載 
論文修正指導教授同意書 
格式修改及論文比對 

將論文上傳國圖
再下載 

論文授權書*2 
 

→ 學生資訊系統 
填寫離校手續單 
填就友室問卷 

→ 系辦繳交論文*6 
填寫離校問卷*1 
領取雇主問卷*1 
圖書館交論文*2 

→ 至註冊組 
領取畢業證書 

大綱申請日至學位口試當日需間隔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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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請用心寫論文喔!!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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