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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論文寫作格式 

一、 目錄格式 

（一）目次 

1. 說明章次、章名、節次、節名的所在頁次。 

2. 可用 Microsoft Word 自動編排目次，請參考範例 1。 

範例 1：目次 

目    次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1 

第二節  研究目的……………………………………………………………………2 

第三節  研究範圍……………………………………………………………………3 

 

 

（二）表次 

1. 列出所有表格與其所在的頁次。必須註明表的編號、表的名稱及頁次。 

請參考範例 2。 

範例 2：表次 

表    次 

 

 表 3-1 受訪者之背景資料………………………………………………21 

 表 3-2 次級編碼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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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次 

1. 說明圖形與其所在頁次之間的關係。和表次類似，必須包括圖的編號、圖的名稱

與其所在的頁次。請參考範例 3。 

範例 3：圖次 

圖    次 

 

圖 7-1 穿著高跟鞋的社會分析架構圖…………………………………………………………89 

 

 

（四）章節編碼 

1. 所有章、節及內文之編碼系統一律使用壹、一、（一）、1.、（1）、A.、a.。 

請參考範例 4。 

2. 章標題字形大小為 18，節標題字形大小為 16，編碼壹以下字形大小為 14。 

 

範例 4：章節編碼 

第一章（置中） 

第一節（靠左） 

壹、 

一、 

   （一） 

        1. 

         （1）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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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註釋格式 

1. 註釋採文內同頁註、阿拉伯數字、上標方式。（請見範例 5：如本頁下方之文內註

1。） 

2. 註腳文字字形採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字形大小為 10。 

 

 例如： 

近年來，社會上對於性少數的議題論述，逐漸由單一社會事件轉向實質的法律及

公共政策討論，最受矚目的公共事件當屬 2017年 5月 24日的大法官 748號釋憲
1，  

 

三、 圖表格式 

1. 圖（表）號採用「章-編號」的方式。 

2. 因為圖（表）和文字說明在排版後未必會在同一頁，因此不可使用「如下圖（表）所

示」，應指出圖（表）號。 

3. 圖（表）、圖（表）號與圖（表）稱之間應各空一格，較具美感。 

4. 圖號與圖稱放在圖的最下方且置中；表號與表稱放在表的最上方且置中。 

5. 在圖（表）的下方，應說明資料來源。若資料來源為研究者本人研究調查時，當註明

資料來源為「本研究」。 

6. 有關圖（表）之註釋（說明）應盡量在本文中進行，盡量避免以註釋的方式出現。若

一定要加上註釋，則應放在圖（表）之下，資料來源之上。（請參考範例 6） 

7. 當圖（表）不超過一頁時，不可切割分置於兩頁，當圖（表）超過一頁時，不須在第

一頁的圖（表）稱之後註明「（待續）」。第二頁（含）以後除了註明圖（表）號與圖

（表）稱之外，尚須在圖（表）稱之後註明「（續）」。若延續數頁，則必須在第二頁

的圖（表）稱之後註明「（續 1）」，第三頁則註明「（續 2）」，其餘可類推。 

 

                                                
1 大法官 748 號釋憲，意指釋字第 748 號「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民法第 4 編親屬第 2 章婚姻規定，未使相同

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22 條

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

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逾期未完成相關法

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上開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

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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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6：圖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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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內容格式 

（一）內文格式設定 

1. 以 Microsoft Word 格式繕打，正文採 A4 尺寸；圖表或地圖不在此限。 

2. 正文中文字體請用新細明體 12 點，英文字體用 Times News Roman 12 點。 

3. 段落行距請用 1.5 倍行高，與前後段距離 0（請勿勾選左下方選項：文件格線被設定

時貼齊格線。） 

4. 每頁上方空白佔 2.5 公分，下方空白佔 2.5 公分，左右二側空白為 2.5 公分。 

5. 裝訂邊為 1 公分。 

6. 頁碼正文以阿拉伯數字置於每一頁下方正中間，由第一章第一節開始編號。 

 

（二）標點符號 

1. 在中文稿件請以全形，英文稿件請以半形處理。內文文獻引述同時涵蓋中文與英文，

則兩者以全形分號「；」隔開。 

 例如：（羅燦煐，1996；Connell, 1992）。 

2. 「」（或英文的 “ ” ）用於平常引號；『』（雙引號）用於 中文的第二級引號（即引號

內之引號），英文部分則是以 “ ” 作為第一級引號，„ ‟ 為第二級引號。 

 例如：  

 「神話傳統」是呈現負面的女性形象，例如：被動的女生、等待救援的公

主；「角色傳統」的文本中，象徵「權威」的角色均由男性扮演，「女性被

視為『性玩物』，或從文本中消失。」（Foss, 1996: 270） 

 In one such piece, noted technology writer John C. Dvorak writes in PC 

Magazine that “the only thing worse than selfie snapshots are the hordes of 

teens, again, usually female, who set up a webcam and begin to ‘produce’ 

commentary to post on YouTube. They are usually alone and grumbling about 

one thing or another in a way that’s coy, cutesy, and often hipsterish.” 

(Dobson, 2015: 12). 

 

（三）插圖：論文若有插圖，務請以黑底白字繪製，以便製版。 

 

（四）簡稱：第一次出現時需用合稱，而以括弧註明所欲使用之簡稱。第二次以後出現，即

可使用所訂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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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國人名：首次出現於正文中請寫全名，若無法查得全名，請標出縮寫，以後則寫姓

氏即可。 

 

（六）文獻引文 

1. 直接引述原文時，短文可逕入正文，外加引號。 

2. 若所引原文較長（如超過 40 字或正文的三行時），以另起一段為宜。 

3. 引文每行之第一字均空四格，上下各空一行，不須用引號，左右並內縮，並請統一使

用標楷體 12 點。 

 例如： 

用 Smith（1974）的說法，女性主義的研究必須從「關於女性」（about women）

的研究變成「為女性」（for women）的研究。就像 Cook and Fonow（1986：12）

說的： 

  女性主義係對未來意圖的自由願景，此願景必須指出目前有哪些事

實是追求解放的必備知識。不具改革視野的描述是保守的研究，描繪的

是順從的主體，而非行動者或潛在行動者。  

4. 直接引述或摘述原著內容時，須標出原著頁數，阿拉伯數字之間的冒號請用半形。 

 例如： 

夏曉鵑（1994，頁 27-34）主張……；或 Hayakawa（1991, pp. 85-95）。 

5. 若為無頁碼的線上資料，則以段落或標題加上段落序號表示。 

 例如： 

（Beutler, 2000, Conclusion section, para. 1）。  

6. 若為報刊新聞，請注意兩種處理方式：若新聞本身為文獻來源，則照一般文獻引述法，

即作者或篇名加上年月日。 

 例如： 

（陳照真，2016 年 8 月 7 日） 

7. 若新聞文本作為分析的內容，則為報刊名加上年月日版頁。 

 例如： 

（自由時報，1996.2.18: 22） 

最後的「22」，係指版面。 

8. 若為文字，則請輸入文字。 

 例如： 

（中國時報，2018.1.22: AA2） 

9. 間接引述或提及相關著作時，不須標出頁碼。 



 

8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書寫格式說明 

 例如： 

由於女性日常生活大都是為他人的家務和情緒勞動，這種以照顧為思考的起點，

將會與宰制的知識生產的版本不同（Rose, 1994）或（游美惠，1997）。 

10. 若為轉引，則直接與間接著述皆須列出，但請盡量避免轉引，除非是難以搜尋之參考

文獻。 

 例如： 

（Silver & Haser, 1998；轉引自林昭如，2010） 

11. 英文人名：一般名詞盡量寫已通用的中文譯名，並於首次出現時以圓形括弧加註原文。

非通用的外國人名可直接用原文，第一次出現時應寫全名，以後則寫姓氏即可。 

 例如：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 

12. 作者為兩人時，兩人的姓氏（名）全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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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同一段內則年代再省略；作者為六人以上時，內文中僅列第一位作

者並加 et al.（等人）。 

 

14. 兩位以上作者時，作者之間用「與」連接；在括弧內以及參考文獻中用「、」（中文）

或 “&”（英文）連接。 

 例如： 

• Millman 與 Kanter （1986：35）認為這種父權式的測量是人造、抽象的。

或…謝小岑與張晉芬（2004）指出……。  

• ……人們、事物與事件便透過沈浸在觀展世界的豐富符號，為擴散的閱聽人進

行表演（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pp. 83-88）；或（謝小岑、張晉芬，

2004）。 

15. 作者為組織、團體或單位時，依下列原則撰寫： 

(1) 易生混淆之單位，每次均用全名；簡單且廣為人知的單位，在內文中第二次出現

後可用縮寫或簡稱，例如：CEDAW、法扶會、婦權會，但在參考書目中一律要寫

出全名，並按照筆畫（英文則按照字母筆劃）進行排列。 

(2) 未標明作者（如法令、報紙社論）或作者為無名氏時，以引用文章的篇名或章名

為作者時，於括弧中用單箭號〈〉（中文）或雙引號””（英文）顯示，於內文中則

用單箭號〈〉（中文）或斜體（英文）。 

 例如： 

▪ Gender & Society （ 2016 ）；或英文括弧：（“Gender & Society”, 1983） 

▪ 〈台灣的唐吉軻德〉（2004）或中文括弧：（〈台灣的唐吉軻德〉，2004）。 



 

9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書寫格式說明 

(3) 未標明作者的書、期刊、手冊或報告，把書名、期刊名、手冊名稱或報告名稱當

作作者。 

 例如： 

（《醫學辭典》（Medical Dictionary），1967）；或（《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 

(4) 作者署名為無名氏時，以「無名氏」或 “Anonymous” 為作者。 

 例如： 

（無名氏，2000）或（Anonymous, 2000） 

16. 當作者為譯者時（非中文翻譯作品），引用翻譯著作時要同時註明原出版年與翻譯本

出版年。例如：（Laplace, 1814/1951）。 

17. 括弧內同時包括多筆文獻時，依姓氏字母（筆畫）、年代、出版中等優先順序排列（中

文在前，英文在後），不同作者之間用「；」分開，相同作者不同年代之文獻用「，」

分開。同樣，英文與英文、或英文與阿拉伯數字之間的分號用半形，但只要與中文連

結，便使用全形。 

 例如： 

▪ （Butler, 1991; Shaw & Zimmjerman, 1996a, 1998b） 

▪ 研究顯示（楊中芳、趙志裕，1989, 2000；楊中芳，2001a, 2001b）。 

18. 引用資料無年代記載或古典文獻時： 

(1) 當知道作者姓氏，不知年代，以「無年代」（中文）或“n.d.”（英文）代替年代。 

 例如： 

Aristotle（n.d.）提到……。  

(2) 古典文獻不必列入參考文獻中，文中僅說明引用章節。例如：論語子路篇。不知

章節者，可不列。 

(3) 知道作者姓氏，不知原始年代，但知道翻譯版年代時，引用譯版年代並於其前加 

trans. 

 例如： 

……（Aristotle, trans. 1945）。  

(4) 引用翻印或新版本，以 version 註明。 

 例如： 

（Aristotle, 1930 version） 

19. 如資料來自特定章、節、圖、表或公式，須一一標明特定出處。如引用整段原文獻資

料，要加註頁碼或以 chap. 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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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如： 

（Reinharz, 1992, chap. 1） 

（Reinharz, 1992, p.8） 

（Reinharz, 1992）……（p. 8） 

（鍾蔚文，1992，第七章） 

（鍾蔚文，1992，頁 123） 

20. 引用個人紀錄時，不必列入參考書目中，但引用時要註明：作者、個人紀錄類別以及

詳細日期。 

 例如： 

（E. A. Shaw,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y 1, 1993），或者：E. A. Shaw（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y 1, 1993） 

（伍維婷，上課講義，2017 年 5 月 1 日） 

 

（七）數字寫法  

原則上所有統計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若有小數點，除非特殊情形請取至小數一

位為止。  

 例： 

結婚年齡男性在 25~35 歲之間佔 75%以上，平均為 27.2 歲。平均收入為每月

25,754 元。 

 

（八）法條寫法  

法條請統一以中文格式表示。  

 例： 

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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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英文摘要格式（請參考範例 7、範例 8） 

1. 中英文摘要以一頁為原則，最多不可超過兩頁。 

2. 中英文摘要後須附加五個以內的關鍵詞（Keywords）。 

3. 中英文摘要抬頭須加索引註記，包括研究生姓名（畢業年份）、論文題目、研究所全

名。校名與研究所名應以全銜標明。 

 

範例 7：中文摘要格式 

論文題目：跨性別媒體再現與主體解讀之分析研究 

校所名稱：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 

畢業時間：2006 年（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摘要） 

研究生姓名：林佳緣                                      指導教授：陳麗真 

論文摘要： 

(省略)                                                                        

【關鍵字】跨性別、性別認同、性別扮演、媒體再現、批判論述分析。 

 

範例 8：英文摘要格式 

 

（ T i t l e  o f  T h e s i s）  

 

Student : ***********                           Advisor : *********** 

 

Shih Hsi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For Gender Studies  

Thesis 

 

 

Abstract 

(Skip)                                                                  

 

【Keywords】Transgender, Gender Identity, Performativity of Gender, Media  

Representati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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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參考文獻格式 

1. 論文之後須列出全部參考（引用）文獻之完整資料。參考文獻中外文並存時，請先排

列中文，再排西文。中文文獻應按作者或編者姓氏筆劃（如為機構亦同）排列，外文

則依作者及編者字母次序排列。引用同一作者數項著作時，應按出版時間排列，舊著

在前，新著在後。參考書目之編排原則以「凸排格式」編排版面，即第一行靠左，自

第二行起縮排兩個全形字距。 

2. 為求一致，所有書目出版時間，均採用西元，但中國歷代紀元則維持原狀，並在括弧

中加註西元。  

3. 已接受但尚未發表之書目資料，請在後面明「排印中」字樣。若引用未發表之個人訪

談或資料，須在正文中以註釋方式說明，不得列入參考文獻。  

4. 論文題目若有副題，正、副題間以冒號（：）區隔。  

5. 同一作者同一年份有兩篇以上著作時，於年代後加 a,b,c....，如：  

李棟明（1986a）〈背景因素影響婚前性關係發生率研究〉，《公共衛生季

刊》，13(1): 68-86。  

李棟明（1986b）〈婚前懷孕、訂婚前懷孕與背景因素之關係〉，《公共衛生季

刊》，13(2): 194-208。  

Easterlin, R. A. (1978a).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fertility: A synthesis. In C. 

Tilly (Eds.),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ing fertility (pp. 55-13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asterlin, R. A. (1978b). What will be 1984 like? Socioeconomics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wists in age structure. Demography, 12:117-152.  

6. 西文書目除第一個字及冒號後的第一個字外，其餘字首請用小寫。 

7. 譯者或編著者請在人名後加上「譯」或「編」等字樣，如：  

 徐道鄰譯（1992）  

 李亦園編（1993）  

 M.Mead (Ed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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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籍：請寫出作者全名（英文之名可縮寫，但請統一），接著寫出版年（公

元），再依序寫出書名（英文書籍以斜體字標明、中文書籍以《》標明）、出

版地與出版者，如：  

楊懋春（1979）《社會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Freedman, R. B. (1976). 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二）編輯書或書中章節：若索引的文章在某一本編寫的書中，請依下例處理：  

周顏玲（1986）〈社會學中國化與婦女社會學〉，蔡勇美、蕭新煌編《社會

學中國化》，105-134。台北：巨流。  

Lin, A. (1986). Simultaneous latent structure analysis in several groups. In N. 

B. Tuma (Ed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pp. 81-100).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三）期刊文章：請於第一行寫作者全名，緊接著寫出版年（公元），再依序寫出文

章名（中文文章以〈〉標明）、期刊名（英文期刊以斜體字標明、中文期刊以

《》標明）、卷期數及頁數，如：  

張曉春（1974）〈現代社會中都市家庭主婦的角色〉，《中研院民族所集

刊》，37: 39-82。 

Freedman, R. (1970). Hong Kong fertility decline 1961-1968. Population 

index, 36(1): 9-10.  

若期刊無卷數，乃以年為序，請依以下格式標明：  

莊道明（2000年12月）〈新世紀圖書館社會影響力與價值的重現〉，《國

家圖書館館刊》，2000(2): 109-122。  

（四）翻譯書籍：外文中譯書須註明原文書名、作者及出版年；若譯者未註明原書作

者、書名或出版年，可免。 

Kilbourne, Jean著、陳美岑譯，（2001）《致命的說服力》。台北：貓頭鷹。

（原書 Kilbourne, Jean, (1999).Deadly Persuasion: Why Women and Girls 

Must Fight the Addictive Power of Advertising. New York: Free Press.） 

（五）古典文獻：引用原版或影印版古籍，請務必註明版本與卷頁，影印版古籍請註

明現代出版項，如：  

漢．劉向《列女傳》（道光十三年振綺堂原雕，同治十七年補刊，梁端校讀

本），卷2，12。  

明．郝敬《尚書辨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湖北

叢書本），卷3，頁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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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紙資料：引用報紙資料，請註明作者（日期）篇名，出處及版次，如：  

王岫（2001年8月11日）〈「世紀百大」效應持續發酵：美圖書館員票選閱

讀取向最愛。〉，《聯合報》，A3。  

（七）個人通信文件：例如信件、備忘錄、電子通信等，不需列在參考考書目中，於

正文中引用時，請依以下格式標明：  

（馮玉奇，電子郵件，1990年4月6日）  

(Gail Hershatter, email, 2001/4/18)  

（八）手冊或其他出版類型：仍仿照書目格式著錄，唯請於書名後括號註明出版類型 

社區自治幼兒園（2006）《社區自治幼兒園家長手冊》（小冊子）。高

雄市：彭婉如基金會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  

（九）叢書中之單本：如該叢書帶有數字編號，請於書名後註明叢書名及冊數，如：  

吳康編（1992）《上海人物史料》，（上海文史資料選集，70）。上

海市：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  

（十）包含多冊之著作：如彼此出版年不同，出版年之標示應涵蓋所有著作之出版

年，並於書名後註明冊數。如：（Koch,1959-1963）  

薛化元主編（1990）《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1－4）。台北市：

國家政策。  

（十一）以期刊形式出版之書籍（如monograph）：應同時著錄期刊之卷數等相關資

訊。 

Eckwrght,G.A.,&Keenan,L.M.(Eds.),(1994). Reference services planning in 

the 90s (monograph), The Reference Librarian, 43.  

（十二）未出版之研討會論文：請註明會議名稱、地點等資訊，如：  

李素馨、彭美玲（1999）〈都市女性休閒特性〉，《1999性別與兩性研

討會論文集》，79-89。高雄：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世新

大學性別與傳播研究室、財團法人婦女政策推動發展文教基金

會。 

（十三）未出版的博碩士論文：未出版之英文博碩士論文，在論文名稱後方須附上

「未出版」（unpublished）等字樣，並註明校名、學校所在地。如果校名已

經顯示學校所在城市，學校所在地可省略。 

黃淑怡（2008）《臺灣「少子女化問題」之政策建構--女性主義立場的分

析》。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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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wanmoli, M. (1998). 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 Bangkok and foreign 

media coverage of prostitution and tourism in Thailan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十四）引用期刊資料，若為讀者來函等非一般性文章性質，請於篇名後以括號加

註， 

王麗光（2002年6月12日）〈請珍惜自己的身體〉（讀者來函），《大

美人》，4: 360。  

（十五）線上資料：線上資料的型態眾多，但參考文獻中需包括最基本的資訊，如作

者（若有的話）、資料名稱或描述、資料發表、更新或擷取日期以及網址

（URL）或資料庫名稱等。網際網路（WWW）資料引述的原則，以能提供

讀者直接進入引述的特定資料網頁為主；而非網站首頁（homepage）或選單

（menu）。僅經常變更的網頁（例如：維基百科 wikipedia）才需要註明上

網日期，其他如期刊網站、線上書籍、政府網站、線上資料庫、線上討論群

組、部落格（blog）等，則毋須註明上網日期。若該資料網址已更動或移

除，請使用更新的資料或刪除該項文獻引述。 

A.期刊文章 

 (1) 主要版本以紙本為主的期刊文章 

吳怡萱（2007）（空間游擊戰：跨國、在地與流動攤販）。《文化研

究月報》，65。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65/journal_park484.htm

（2011.2.27） 

(2) 僅有網路版之期刊或簡訊（newsletter）文章，有日期須註明日期，並註

明編號；若無卷數與期數資訊，也無頁碼，則需註明文章發表的確切日

期。例如： 

劉一龍（民90）：台灣人口變遷對家庭組成的影響。《網路社會學通

訊期刊》，14期。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09/e-

j1015.htm 

Glueckauf, R. L., Whitton, J., Baxter, J., Kain, J., Vogelgesang, S., Hudson, 

M., et al. (1998, July). Videocounseling for families of rural teens 

with epilepsy - Project update. Telehealth News, 2(2). Retrieved 

from http://www.telehealth.net/subscribe/newslettr4a.html1 

(3) 電子資料庫中的期刊文章： 

盧非易（2004年2月3日）。〈1980-1999 台灣電影票房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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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台灣電影資料庫」

http://commdb.nccu.edu.tw/age/moviediscuss/file/26.HTM 

Borman, W. C., Hanson, M. A., Oppler, S. H., Pulakos, E. D., & White, L. A. 

(1993). Role of early supervisory experience in supervisor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8, 443-449. Retrieved 

from PsycARTICLES database. 

（EBSCO 網路資料庫）： 

Schneiderman, R. A. (1997). Librarians can make sense of the Net. San 

Antonio Business Journal, 11(31), pp. 58+.Retrieved from database 

(Masterfile) on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ebsco.com 

（DIALOG 網路資料庫）： 

Kerrigan, D. C., Todd, M. K., & Riley, P. O. (1998).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high-heeled shoes. The Lancet, 251, 1399-1401. Retrieved from 

DIALOG database (#457, The Lancet) on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dialogweb.com 

(4) 期刊摘要 

Kruschke, J. K., & Bradley, A. L. (1995). Extension to the delta rule of 

associative learning. Indiana University Cognitive Science Research, 

14. Abstract retrieved from http: 

//www.indiana.edu/~kruschke/deltarule_abstract.html 

B.博碩士論文：博碩士論文若乃由網路取得PDF檔，請於論文名稱後註（電子

版）或（electronic version），並於書目後加註下載日期及網址。 

何春蕤（1995）〈好色女人〉（電子版），《婦女新知》，156

（5）。上網日期：2009年1月30日，取自

http://sex.ncu.edu.tw/publication/1998/jo2/jo2preface44.htm 

C.電子報 

陳揚盛（2001年2月19日）。〈基本學力測驗 考慮加考國三下課

程〉，《台灣立報》。取自http://www.lihpao.com/?action-

viewnews-itemid-55200Hilts, P. J. (1990, January 16). In 

forecasting their emotions, most people flunk out.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 //www.nytimes.com/ 

    D.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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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蘭（2010年11月）。〈讓原住民的天賦自由〉，《天下雜誌》。 

取自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id=42349 

     E.公告事項 

     行政院新聞局（2004年11月25日）。〈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 

辦法〉（十一月廿五日新聞稿【公告】）。台北市：行政院新聞

局。取自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20265& ctNode=1429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September 15). APA public 

policy action alert: Legislation would affect grant recipients 

[Announcement]. Washington, DC: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www.apa.org/ppo/istook.html 

    F.特定機構的網頁 

教育部統計處（2012）《性別統計專區性別指標》。教育部主計處。資

料檢索日期：2015年4月15日。網址：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973&;Page=20268&;

Index=8&;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無作者時，以資料名稱當作者） 

Chou, L., McClintock, R., Moretti, F., & Nix, D. H. (1993).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New wine in new bottles: Choosing pasts and imagining 

educational futures. Retrieved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Learning Technologies Web site: http://www.ilt. 

columbia.edu/publications/papers/newwine1.html 

    G.無作者或出版日期：直接以資料名稱為作者 

《教育部國語辭典》（1998）。取自

http://rs.edu.tw/mander/clc/dict/dict/ 

 H.網路版的書籍 

Shotton, M. A. (1989). Computer addiction? A study of computer 

dependency [DX Reader vers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ebookstore.tandf.co.uk/html/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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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論文製作格式 

一、 封面與標題頁格式 

（一）中文封面 

1. 應包括下列項目： 

▪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標楷粗體 20 號字） 

▪ 論文中文題目（用標楷粗體，字體大小依題目字數調整置中） 

▪ 指導教授中文姓名（標楷體 20 號字） 

▪ 研究生中文姓名（標楷體 20 號字） 

▪ 畢業日期（標楷體 18 號字） 

2. 論文題目以封面中央線為準，置中排列，字數左右對稱。 

3. 中文題目若有副標題者，副標題置於正標題下，字體較正標題小一號（請參考範例 9） 

 

（二）標題頁 

即為內頁，除了所用紙張為普通紙張之外，所有形式與內容皆和封面完全相同（不包括書

背部分）。 

 

（三）英文封面 

應包括內容如中文封面應有項目，請參考範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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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9：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跨性別媒體再現與主體解讀之分析研究 

 

 

 

指導教授： 陳麗真 博士 

研 究 生： 林佳緣   撰 

 

中華民國一零八年二月 

 

 

 
 
 
 
 
 
 

世 

新 

大 

學 

↑2
.5

公
分
↓ 

 
 
 
 
 
 
 
 
 

碩
士
論
文
（
論
文
題
目
） 

 
 
 

林
佳
緣 

 

撰 
 
 
 
 
 
 

民
國
一
零
八
年
二
月 

 

↑1
.5

公
分
↓ 

 
 
 
 
 
 
 

性
別
研
究
所 

書
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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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10： 

  

 

Shih Hsi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for Gender Studies 

Thesis 

A study of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Transgender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Advisor：Li-Jen Chen, Ph.D. 

Graduate Student：Chia-Yuan Lin  

 

February 2019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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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裝訂順序 

（一）請採雙面列印，平裝本封面兩種格式可供選擇： 

1. 雲彩紙深紫色 185 磅 

2. 彩紋紙藍紫色 200 磅 

 

（二）請依以下順序裝訂： 

▪ 中文封面 

▪ 空白頁 

▪ 標題頁 

▪ 英文封面 

▪ 世新大學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傳授權書 

▪ 論文合格同意書 

▪ 謝誌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目次 

▪ 表次 

▪ 圖次 

▪ 本文及文內註釋 

▪ 參考文獻 

▪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