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邊界
2.54cm

◎中文字體：標楷體；英文及數字字體：Times New Roman。

論文標題(22 point/粗體/置中排列)
英文標題(22 point/粗體/除冠詞、介係詞外第一個字母均應大寫/置中排
列)
空1行

範例一(單一作者)：
王** Aaa-Bbb(名) Wang(姓) (14 point/粗體/置中排列)
國立金門大學***學系 教授(14 point/置中排列)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14 point/置
中排列)

範例二(多人作者)：
李大明 A***-B*** Lee1 林大名 A****-B** Lin1 張** A*-B**
Chang2(14 point/粗體/置中排列)
1 國立金門大學***學系 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2 輔仁大學***學系 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14 point/置中排列)

摘要(14 point/粗體/置中排列/單行間距/與前段距1.5行/與後段距0.5行)
每篇著作應有中英文摘要，每篇摘要字數以不超過五百字為原則。
(12 point/靠左對齊/單行間距/第一行空2字)
空1行
關鍵詞：(12 point/標楷體/靠左對齊/以「、」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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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邊界
3.17cm

ABSTRACT(14 point/粗體/大寫/置中排列/與前段距 1.5 行/與後段距 0.5 行)
每篇著作應有中英文摘要，每篇摘要字數以不超過五百字為原則。
(12 point/靠左對齊/單行間距/第一行空4字母)
空1行
Keywords: (12 point/靠左對齊/以「,」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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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標題(14 point/粗體/置中排列/單行間距/置頂/與後段距0.5行)
論文內文（中文參考文獻）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英文參考文獻)論文內文論文
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
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
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12 point/靠左對齊/單行間距/第一行空2字)
◎大段標題之編號：中文著作以壹、（貳、參、…）；英文著作以Ⅰ.(Ⅱ.Ⅲ.…)
為之。
◎次分段分別依序以一（二、三…）
；
（一）
（（二）
、
（三）…）或英文大楷英文小
楷或英文小楷加小括弧之編號。
◎標點符號採全型數字；英文字母採半型。
空1行
一、小節標題(12 point/粗體/靠左對齊/單行間距)
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
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12 point/靠左對齊/單行間距/第一行空2字)
空1行
二、小節標題(12 point/粗體/靠左對齊/單行間距)
小節標題採12 點粗標楷體靠左對齊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
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12 point/靠左對齊/單行間距/第一行空2字)

貳、標題(14 point/粗體/置中排列/單行間距/與前段距1.5行/與後段距0.5行)
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
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12 point/靠左對齊/單行間距/第一行空2字)

100
80
60

東部
中部

40

北部

20
0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圖一 說明(12 point/置中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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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說明(12 point/置中排列)
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東部

20.4

27.4

90

20.4

中部

30.6

38.6

34.6

31.6

北部

45.9

46.9

45

43.9

參、標題(14 point/粗體/置中排列/單行間距/與前段距1.5行/與後段距0.5行)
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
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
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
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論文內文。(12 point/靠左
對齊/第一行空2字)

誌謝(14 point/粗體/置中排列/單行間距/與前段距1.5行/與後段距0.5行)
誌謝內文誌謝內文誌謝內文誌謝內文誌謝內文誌謝內文誌謝內文誌謝內文
誌謝內文誌謝內文誌謝內文誌謝內文。(12 point/靠左對齊/第一行空2字)

參考文獻(或REFERENCES)(14 point/粗體/置中排列/單行間距/與前段距1.5
行/與後段距0.5行)
[1] 中文參考文獻中文參考文獻中文參考文獻中文參考文獻中文參考文獻。
[2] 英文參考文獻英文參考文獻英文參考文獻英文參考文獻英文參考文獻。
◎中文參考文獻在前，英文參考文獻在後；再依文獻種類書籍、期刊論文、會議
論文、學位論文排序。
書籍：
1 著者姓名，
○
《中文篇名》
，中文書籍名，版次，出版地：出版書局，出版年次，

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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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著者姓名，“英文篇名” ，英文書籍名，版次，出版地：出版書局，出版年
○

次，頁次。
【範例】[1] R. L. Myer, “Parametric oscillators and nonlinear materials,” in
Nonlinear Optics, vol. 4, P. G. Harper and B. S. Wherret, Eds. San
Francisco, CA, USA: Academic, 1977, pp. 47-160.
期刊論文：
1 著者姓名，
○
《中文期刊論文篇名》，中文期刊名，卷，期，頁次，發行年月。
2 著者姓名，“英文期刊論文篇名”，英文期刊名，卷，期，頁次，發行年月。
○

【範例】[1] J. U. Buncombe, “Infrared navigation—Part I: Theory,” IEEE Trans.
Aerosp. Electron. Syst., vol. AES-4, no. 3, pp. 352–377, Sep. 1944.
會議論文：
1 著者姓名，
○
《中文會議論文集篇名》
，中文會議或論文集名稱，會議地名，會議

日期，頁次。
2 著者姓名，“英文會議論文集篇名”，英文會議或論文集名稱，會議地名，會議
○

日期，頁次。
【範例】[1] J. G. Kreifeldt, “An analysis of surface-detected EMG as an
amplitude-modulated noise,” presented at the 198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edicine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hicago, IL, USA,
Nov. 9–12, 1989.
學位論文：
1 著者姓名，
○
《中文學位論文題目》
，論文學位，畢業學校，學校地名，畢業年次。
2 著者姓名，“英文學位論文題目”，論文學位，畢業學校，學校地名，畢業年
○

次。
【範例】[1] J. O. Williams, “Narrow-band analyzer,” Ph.D. dissertation, Dept. Elect.
Eng., Harvard Univ., Cambridge, MA, 1993.
◎中文參考文獻請依作者姓名筆劃順序先後；英文參考文獻請依字母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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