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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格式撰寫體例 

壹、論文格式注意事項 

一、論文須以中文撰寫，文言白話均可，但一律須加新式標點。 

 

二、撰寫方式採由左而右橫寫，版面設計如下： 

1. 論文一律以 A4 大小。 

2. 字行排列格式，以上邊界 3 公分，下邊界 3 公分，左邊界 3 公分，右邊界 2 公

分為準，頁數選擇「左右對稱」。以雙面印製，每章以奇數頁起排（如附件一）。 

3.正文章、節、文字大小如附件二、三。 

4.頁數編排－謝誌、摘要及目錄頁碼以羅馬數字（I、II、III、IV……），置於每頁

正中下方。正文首頁起算至最末一頁，以阿拉伯數字（1、2、3……）依次編號，

置於每頁正中下方，不以章為單元。 

 

三、封面以彩色雲彩紙鉛印（如附件四），每學年規定不同顏色。書背範例（如附件五），

字體一律為楷書，字體大小依論文之厚薄而定。 

 

四、論文內容編排順序：口試委員簽名頁、謝誌、摘要、目錄、表目次、圖目次、內文、

參考書目、附錄。 

 

五、圖表目錄： 

1.如表、圖兩者合計在五個以上不足十個時，則表圖兩者合併為表圖目次。 

2.如表、圖兩者合計各在五個以上時，則表圖兩者應單獨列表目次及圖目次（如附

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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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章節之所有標題均以細明體，除「章」、「節」置中之外，其餘標題靠左對齊；標

題之外的本文一律為細明體，英文字及阿拉伯數字均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 

 

七、論文中引述他人原文，須以引號（「 」）說明出處。倘若引述行數超過四行，須另

起一段，左邊內縮三字以標楷體字印出字體大小 12，右側不內縮。 

 

八、論文中對於外文專有名詞（含人名）的中文譯文於首次提及時，應括弧加註原文。

括號內為中文字則應用全形括弧「（）」，外文字則半形括弧「( )」如：執政黨（自

民黨）；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 

 

九、論文中如有圖表，應置於本文中提及該圖表之文字之後。 

 

十、圖表除非長度超過一頁，否則應儘可能置於同一頁，且須注明資料來源。（如附件

七） 

 

十一、論文本文之後，如有附錄時則加附錄。附錄應為奇數頁起排，其排列方式均如論

文本文。 

 

貳、正文格式 

一、分節標題方式 

（一）中文標題以「壹、 一、 （一） 1. (1) a. (a)」為序。 

（二）英文標題以「I. A. (A) 1. (1) a. (a)」為序。 

二、引語用例 

（一）直接引語，用冒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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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中文加單引號「 」，英文加雙引號 “ ” 

【範例】Wamsley 特別指出：「公共行政人員可以創造能夠產生深思熟慮的制度，教育

我們我們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並且啟發公民關切公共抉擇所需付出之代價

（trade-off）的問題。」 

As Raban stated: “The trial did not seal the myth of the Krays; rather, it broke it 

down into a long rehearsal of sordid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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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through bureaucracy）的一種方式 

He told Republican congressional leaders that “I will not be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lose a war.” 

 

（三）直接引語，但另起一段 

【格式】不用引號，字體改為標楷體，左右縮排 

【範例】福山說： 

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各種大規模制度的同化現象形成一幅幅諷刺的畫

面，其中之一就是現在全世界的人們甚至比以往更加意識到文化差異的

現象。 

As Kant says: 

This consciousness may often be only faint, so that we do not connect it 

with the act itself, that is, not in any direct manner with the gener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on, but only with the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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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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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雙引號 “ ” 在外，單引號 ‘ ’ 在內 

【範例】Green 和 Hubbell 指出：「治理一詞意指『在政治系絡當中的行政』，以及將

行政的能力導向『盡可能最廣泛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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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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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附加原文專有名詞用例 

中文稿引用外國機構名稱、著作、專有名詞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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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只享權利不盡義務的「搭便車者」（free rider）將會

愈來愈嚴重 

 

（二）專有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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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西元

二○○二年三月廿三日至廿六日假美國鳳凰城（Phoenix）所舉行的第六十三屆

全國年會 

 

四、文獻引用 

（一） 文中引用方式 

【格式】（作者，年代：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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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蕭武桐、黃新福，1999：350） 

（魯樂中 譯，1997） 

（Argyris & Schon, 1978: 20-26） 

（Luskin, 2000; Riker,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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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yris 與 Schon 認為（1978: 20-26） 

Fisher（1978, 1985, 1999） 

 

（三）作者為三至五人時，第一次所有作者均列出，第二次以後僅寫出第一位作者並加

et al.（等人）；作者為六人以上時，每次僅列第一位作者並加 et al.（等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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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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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圖編號 標題 

【範例】圖一 

      Figure 1 

【格式】表編號 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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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表一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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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圖表的大小以不超過一頁為原則，如超過時，須在後表表號之後註明

（continued）/（續），但無須重現標題，如：Table 1（continued）或表 1（續）。 

 

（四）若引用他人之圖表需註明清楚資料來源： 

【格式】資料來源：“文章名稱”，作者，年代，期刊名稱，期別，頁別。 

【範例】資料來源：“網路成癮”，吳清山、林天祐，2001，教育資料與研究，42，111。 

【範例】資料來源：“Relationship of personal–social variables to belief in paternalism in 

parent caregiving situations,” by V. G. Cicirelli, 1990, Psychology and Aging, 5, 436. 

【格式】資料來源：書名（頁別），作者，年代，出版地：出版商。 

【範例】資料來源：初等教育（23-24 頁），吳清山，1998，臺北市：五南。 

【範例】資料來源：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p. 26), by C. I. Barnard, 197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六、數字用例 

（一）數字用語具一般數字意義（如代碼、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編號、發文字號、日

期、時間、序數、電話、傳真、郵遞區號、門牌號碼等）、統計意義（如計量單

位、統計數據等）者，使用阿拉伯數字。 

【範例】問卷共計回收 935 份，扣除無效問卷 13 份，實際用以分析之樣本數為 922 份，

總回收率為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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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字用語屬描述性用語、專有名詞（如地名、書名、人名、店名、頭銜等）、慣

用語（如星期、比例、概數、約數）者，使用中文數字。 

【範例】星期一 

【範例】幾十萬分之一 

【範例】二百多人 

 

（三）數字用語屬法規條項款目、編章節款目之統計數據者，以及引敘或摘述法規條文

內容時，使用阿拉伯數字。 

【範例】事務管理規則共 415 條條文 

【範例】依兒童福利法第 44 條規定：「違反第 2 條第 2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1 千元以

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七、引用書名、刊名及篇名用例 

（一）書名 

【範例】《行政學》 

     《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二）刊名 

【範例】《公共行政學報》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三）篇名 

【範例】〈社會資本、政策資源與政府績效〉 

〈新公共服務：服務而非導航〉（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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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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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作者（年代）。書名（版別）。出版地點：出版商。 

【範例】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維堯（2000）。行政學（修訂四版）。台北：國立

空中大學。 

【範例】考選部（編）（1995）。中華民國考選統計。台北：考選部。 

【格式】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Simon, H. A. (1976).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範例】Whyte, W. F. (Ed.). (1991).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範例】Scott, I., & J. P. Burns (Eds.). (1984). The Hong Kong civil service: Personnel 

policies and practic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二、期刊論文 

【格式】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別。 

【範例】吳瓊恩（2002）。公共行政學發展趨勢的探究：三種治理模式的互補關係及其

政治理論的基礎。公共行政學報，3（7），173-220。 

【格式】Author, A. A. (1993). Article title. Journal title, Vol. xx (No. xx),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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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Sun, B.-C. (1998). Estimates of burnout in public agencies: Worldwide, how many 

employees have which degrees of burnout, and with what consequen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8(1), 59-65. 

 

三、專書論文 

【格式】作者（年代）。篇名。載於編者（編），書名（頁碼）。地點：出版商。 

【範例】詹中原（1995）。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政策合作賽局。載於吳定（編），行政與

政策論文集（129-143 頁）。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

心。 

【格式】Author, A. A. (1993). Article title. In B. B. Author (Ed.), Book title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Bozeman, B. (1993). Introduction: Two concepts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B. 

Bozeman (Ed.), Public management: The state of the art (pp. 1-5).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四、研討會論文 

【格式】作者（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舉行地點。 

【範例】江明修（1997 年 6 月）。我國行政革新之政治社會分析：歷史的再省思。行政

革新：理論與實務整合學術研討會，台北。 

【格式】Author, B. C. (1993, June). Paper title. The Conference Title, Place. 

【範例】 Stein, R. M., & K. N. Bickers (1992).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nd the pork barrel: 

The interest group connection. The 88
th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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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計畫 

【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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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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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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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NSC 

90-2412-H-004-007），未出版。 

【範例】黃政傑、李春芳、周愚文、潘慧玲（1992）。大陸小學教育政策與教育內容之

研究總結報告（編號：F0033518）。台北市：教育部。 

【格式】Author, A. A. (1991). Report title (Rep. No.).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Broadhurst, R. G., & R. A. Maller (1991). Sex offending and recidivism (Tech. Rep. 

No. 3). Nedlands, Western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Crime 

Research Centre. 

 

六、學位論文 

【格式】作者（年代）。論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士（或博士論文），未出版，

大學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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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台北。 

【範例】Johnson, M. (1990). Classification, markets and the state: Constructing the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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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譯著 

【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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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魯樂中（譯）（1996）。解放型管理（Tom Peters 原著）。台北：時報出版社。 

 

八、報紙 

原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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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記者或作者（年月日）。文章名稱。報紙名稱，版別。 

【範例】施能傑（1996 年 2 月 22 日）。政府也可以像私人企業一樣，有效的為民眾解

決問題創造福祉。中央日報，第 5 版。 

【格式】Author, B. C. (1995, November 15).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pp. xx-xx. 

【範例】Shi, N. (1996, August 28). Do we fall into a rigid way of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Taipei Times, A1. 

 

九、網路等電子化資料 

【格式】作者（發表年）。篇名，****年**月**日，取自：網址 xxx。 

【格式】Author, B. C. (2000). Title of work.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 from source url. 

【格式】Author, A. A., B. B. Author, & C. C. Author (2000).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 xx (No. xx).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 from source url. 

【範例】 詹中原（2007）。從全球治理論我國毒品防制政策（drug abuse）之機制建構，

2007 年 7 月 15 日，取自：http://www.npf.org.tw/particle-2528-2.html。 

【範例】Iyengar, S., & S. Jackman (2004).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centives for youth 

participation. Retrieved June 26, 2005, from  

http://www.civicyouth.org/PopUps/WorkingPapers/WP24Iyengar.pdf. 

http://www.civicyouth.org/PopUps/WorkingPapers/WP24Iyenga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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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Barber, B. R. (2001). Which technology for which democracy? Which democracy 

for which technolgo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Law and Policy, 

6(winter). Retrieved August 25, 2005, from  

http://www.ijclp.org/6_2001/index.html. 

 

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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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等符號。 

http://www.ijclp.org/6_200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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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8 號字加粗置中)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6 號字加粗置中) 

內文以「細明體 12 號字」，英文請用「Times New Roman」；設定 1.5 倍行高； 

內文、註釋要左右對齊 

 

大體而論，非營利組織之興起，代表著民間力量的崛起，因而世界各國皆認為志

願性的服務是一股新興重要的社會力量及思潮。從國際上可見，聯合國大會於西元 1985

年正式宣布每年的 12 月 5 日為國際志願服務日，並將西元 2001 年設立為「國際志工年」，

同時發表「全球志工宣言」，其中強調現在是志工和公民社會的年代（陳怡君，2006：1；

何秀娟、楊美華，2005：41）。反觀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興起背景，或多或少與國外有相

似之處，台灣地區的非營利組織，在西元 1970 年代至解嚴時期，由於經濟的起飛，人

民開始體會社會狀況有許多政府無法解決卻又必須改善的問題，因此開始有非營利組織

產生，直至解嚴後，人民權利意識抬頭，加上法令的修訂，激勵民間組織相繼成立，至

今以來更隨著政治的民主化與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得非營利組織有如雨後春筍般地急遽

成長，其組織的類別涵括社會服務、政策倡導、教育文化、醫療衛生、體育及宗教等多

項範疇，對國家社會之影響至鉅（鄭欽明，2002：1；張培新，2000：6）。 

   

附件二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論文格式（本版適用 100學年度畢業（含以後）之研究生。不論入學年度，皆以畢業該年之公告版

本為畢業論文遵照格式，以求一致。（本格式轉引自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報》之論文撰寫體例） 

15 
 

第一章 緒論  

(18 號字加粗置中；章與節間之間隔為一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6 號字加粗置中，段落間之間隔為一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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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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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2) 

2. 

（二）  

二、  

 

貳、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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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專班碩士論文 
楷體 24 號字置中  

指導教授：傅恆德博士   

(楷體 24 號字置中) 

（此兩行文字自本頁最上緣處排起，兩行間隔為一行）  

 

 

 

 

我國立法委員選舉制度 

改革之研究  
(楷體 32 號字置中 ) 

（題目自指導教授姓名底下四行處排起）  

 

 

碩士班研究生：劉世康 
(楷體 24 號字置中) 

中華民國一○○年七月二十日 
(楷體 20 號字) （研究生姓名與日期自頁最下緣處排起，兩行間隔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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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城鄉貧窮率差距   單位 :百分比 (%) 

 1970 年  1976 年  1984 年  

鄉村貧戶比率  49.3 39.6 18.4 

城市貧戶比率  21.3 17.9 8.2 

總計  58.7 47.8 24.7 

資 料 來 源 ： Ethnicity and The Economy: The State, Chinese Business, and 

Multinationals in Malaysia (p.115),by James V. Jesudason, 1989,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圖 1-1: 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方式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管理－全球經驗本土實踐  (初版一刷) （Raymond A. Noe、John 

R. Hollenback、Barry Gerhart、Patrick M.Wright 原著）(頁 2)，林佳蓉譯，

2005，臺北市：雙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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