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碩士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99.12.22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所務會議修訂 

101.09.19 一０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所務會議修訂 

105.10.12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務協調會議修訂 

105.11.09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 次系務協調會議修訂 

 

⊙ 封面、書背、摘要..等一定要依照系上規定。其餘部分的論文格式規範則

做為參考原則，如指導教授有其專業領域特殊寫法，請以指導教授規範為

主。 

⊙ 教授英文名字統一，如本系所網頁名在前、姓在後，學生英文名字則採一

致性撰寫。 

壹、論文編印項目次序 

1. 封面 

2. 空白頁 

3. 書名頁(即封面) 

4. 論文口試合格證明書 

5. 誌謝或序言 

6. 中文摘要 

7. 英文摘要 

8. 目錄 

9. 表目錄 

10. 圖目錄 

11. 符號說明(可省略) 

12. 論文本文 

13. 參考文獻(中文部分、英文部分) 

14. 附錄 

15. 個人簡歷(可省略) 

16.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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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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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規格說明 

1.論文尺寸及紙張：論文以 A4 紙張 210mm＊297mm 規格印製。

封面及封底採用 150 磅以上暗紅色布紋紙或卡紙精裝裝訂，論

文初稿採封面平裝裝訂。 

2.版面規格：紙張頂端、底端及左側各留邊 3 公分，右側留邊 2.5

公分，版面離底端 2 公分處中央繕打頁次。 

3.文字規格：文章主體以中文為主，自左至右橫式打字繕排。本

文字體使用 14點大小，中文字型以標楷體或新細明體為原則(如

撰寫細則第12條第8項)，英文字體及數字以 Times New Roman

為原則。 

4.頁次： 

(1)中文摘要至圖目錄(或符號說明)等，以 i，ii，iii，…等羅馬

數字小寫連續編頁。 

(2)論文本文以至個人簡歷，均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

續編頁。 

5.裝訂及書背 (側頁)：自論文本左端裝訂，書背(如附件五)由上

至下打印，校、所名，學位論文別，論文名稱，著者姓名撰，

提送年月等資料。論文編號距頂端 2 公分，其餘資料字體大小

視空間斟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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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撰寫細則 

1.封面 包含校及系所名稱、學位別、論文名稱(中、英文)，英文

名稱應以每一單字字母大寫方式繕寫、指導教授與研究

生姓名、提送年月等，如本校規定(如附件一，教務處網

站提供)。 

2.空白頁 封面後設置一空白頁，以做為題贈之用。 

3.書名頁 如封面。 

4.論文口試合格

證明書 

於論文口試通過，並經口試委員、指導教授、系主任簽

章，證明考試合格後，由本系發給(如附件二)。 

5.謝誌或序言 著者對師長或親友表達感謝之意。 

6.中文摘要 

7.英文摘要 

內容應說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設計、研究結果或發

現、結論及建議等。字數約 500~1000 字，並以一頁為限，

並於文末列出關鍵字，以三至五組為原則(中文關鍵詞以

頓號(、)區隔，英文關鍵詞以半形逗號( , )區隔)，中、英

文摘要各一份分別裝訂。(如附件三及四) 。段落行距為

固定行高，行高介於 18～26(附件為 22)，因以一頁為限

所以字體大小與行距得以因內容調整。 

8.目錄 按本規範所訂“論文編印項目次序”所列各項順序，依

次編排論文內容各項目名稱、章、節編號、頁次等。目

錄原則上編至章、節，最多不要超過三個層次。 

9.表目錄 將文內所應用之表，依出現順序，按章別連續編號(如表

1.1、表 1.2、表 1.3)，並將表目錄分頁編排。 

10.圖目錄 將文內所應用之圖，依出現順序，按章別連續編號(如圖

1.1、圖 1.2、圖 1.3)，並將圖目錄分頁編排。 

11.符號說明 文內如有使用數學及特殊符號需條例說明，並依符號字

母順序排列並說明之。 

12.論文本文  

(1)章節編號 (a) 章次使用第一章、第二章、……等中文數字編號，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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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編號則配合使用 1.1、1.1.1、1.、(1)、(a)等層次順序。 

(b) 論文以章為主體，每章均置章標題(章名)，每一章起

始於獨立頁(前一章結束後換頁)，章下分節，不另起

新頁。 

(c) 章次、章名稱位於打字版面頂端中央處，章下分節，

其下空一行再接續文字或節次。 

(d) 節次、段次均自版面左端排起，各空一、二格後，繕

排名稱。(如章節範本) 

(2)字體規範 (a) 章次，粗體、18 點字體大小、置中對齊 

(b) 節次，粗體、16 點字體大小、靠左對齊 

(c) 次小節段落，粗體、14 點字體大小、靠左對齊 

(3)行距 中文段落行距固定行高，行高介於 20～26，插入圖片時

改採單行間距。 

(4)字距 中文為標準字距，左右對齊，每行以 28~32 字為原則，

英文不拘。 

(5)文句內數字

運用 

(a) 描敘性、非運算之簡單數字及分數數字，以中文數字

表示。例︰一百五十人，三萬二仟元，六十分之十七

等，但公元紀元仍以數字表現，如：2010 年 1 月 1 日。 

(b) 繁長者視情況使用中文或阿拉伯數字，以簡明為宜。

例︰美金三十三億元 (不用 3,300,000,000 元 )。＄

15,349(不用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九美元)。 

(6)數學公式 文中各數學式需靠左對齊，並依出現次序於式末最右方

以連續編號方式，並加(  )號標明。 

例： 12  xy               (5) 

222 CBA              (6) 

(7)註腳 (a) 特殊事項論點等，可使用註腳(Footnote)說明。 

(b) 註腳依應用順序編號，編號標於相關文右上角以備參

閱。各章內連續編號，且章與章間不相接續。 

(c) 註腳號碼及內容繕於同頁底端版面內，與正文之間加

劃橫線區隔，頁面不足可延用次頁底端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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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本論文格式以 APA
1
 格式為原則…。 

(8)引用原文 文句中引用之外語原文名稱應以每一單字字首字母大寫

方式繕寫並加(  )表示。中文字型本文若為標楷體則引用

原文得以新細明體呈現；或者中文字型本文若為新細明

體則引用原文得以標楷體呈現，英文字體及數字得以非 

Times New Roman 呈現。 

例：…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9)文獻參閱 本論文文獻參閱方式以 APA 格式為原則。 

例： 

根據艾偉(民 44)的研究…… 

根據以往學者(艾偉，民 44；王小明，民 62)的研究…… 

根據華生(Watson, 1913)的研究…… 

根據以往學者 (Watson, 1932; Thorndike, 1940) 的研

究……。 

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

年代後用 abc 等符號標明。例如，(艾偉，民 44a)，(Watson, 

1918a)。參考文獻中寫法亦同。 

(10)表、圖編排 (a) 表、圖原則上置於首次陳述的文字段落之後，若剩餘

空間不足則置於次頁首。表、圖若內容過長，可以於

次頁接續，並於表、圖名稱後加上(續)；或者以縮小

字體方式編排，但字體不宜過小。 

(b) 表、圖均以置於版面中央為宜。每一表、圖均包含標

題、內容及註記等三部分。標題包括表(圖)號及表(圖)

名，表標題置於表上方，圖標題置於圖下方。 

(c) 表號及圖號各以 1.1、1.2…等阿拉伯數字，按章別連

續編號。註記一律置於下方。註記至少應包括資料來

源：作者，年代，書名(篇名)，出版地：出版商(期刊

名稱，期別)，頁別。 

(d) 表圖若為著者自製者不需註明資料來源(但需註明：本

研究整理)，若為綜合歸納者則註明資料來源(靠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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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 

13.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二、 英文部分 

14.附錄 凡屬輔助說明性質，如大量數據、推導過程、問卷、法

令等冗長備參之資料或圖表，可依該資料於本文中出現

順序，以附錄一，附錄二，…等順序分頁編排，置於參

考文獻之後。 

15.個人簡歷 介紹個人學經歷及學術成果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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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文獻資料編排 

1. 所有參考文獻資料，均置於論文本文之後，獨立另起一頁，頁

次仍與本文接續編碼，中、英文分別排序分頁編排，中文在前，

英文在後。中文文獻依作者姓名筆劃順序由少到多排序及編

號、英文文獻依作者姓名字母順序排序及編號。  

2. 英文作者姓名格式：姓，名(縮寫)。如 Peter Kolter 以 Kolter, P.

表示。 

3. 作者如為一人以全名表示，如為一人以上以全名表示並以「、」

符號區隔外，並於最後一位作者之前加「&」符號。 

4. 各類資料順序及格式︰ 

(1) 書籍︰ 

中文：作者 (西元年代)。書名。出版地點﹕出版商。 

林美容(2000)，鄉土史與村莊史，台北：臺原出版社。 

英文：作者(年代), 書名(斜體) , 出版地：出版商. 

Young, M. D.(1992),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nd resource use, 

Great Britain: The Parthenon Publishing Group. 

(2) 期刊、雜誌、新聞文獻︰ 

中文：作者 (西元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別，期

別﹐頁別 

林天佑(1996)，認識 APA 格式，教育資料與研究，第 11 期，

52-61 頁。 

林英彥(2009)，談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土地問題研究季刊，

第 8 卷，第 1 期， 133-135 頁。 

英文：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1999).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xx(xx), pp. xxx-xxx. 

Azar, C., Holmberg, J., & Lindgren K.(1996) Socio-ecological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18,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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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p. 89-112. 

(3) 翻譯作品：原作者中文譯名 (譯本出版西元年代)。書名 (版

別) (譯者 譯)。出版地點﹕出版商。(原著出版年﹕1992 年) 

李 茂 興 譯 (2001) ， Essential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tephen P.Robbins 著，組織行為，初版，台北：揚

智文化。 

(4) 學位論文： 

中文：作者 (西元年代)。論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士

或博士論文，大學地點。 

馬坤誼(2006)，口湖鄉舊金湖港蚶仔寮村居民參與牽水車藏

宗教活動之動機與功能探討，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

系碩士論文。 

英文：Author, A. A. (1986). Dissertation titl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Name, Place. 

Hungerford, N. L. (1986). Factors perceived by teachers 

andadministrators as stimulative and supportive 

ofprofessional growt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 

 

(5) 學術研討會論文： 

中文：作者(西元年代)，文章名稱，出版處，頁次。 

張世宗(1995.06)，創意的美勞-美勞的創義：論創意美勞與

開放教育，開放教育學術研討會。 

英文：Author, A. A. (1990, June). Report title. In B. B. Author. 

(Chair), 

Symposium topic. Symposium titl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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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hstein, K. L., Johnson, R. S., Womack, T. D., Dean, J. E., 

&Childers, C. K. (1990, June). Relaxation therapy for 

polypharmacy use in elderly insomniacs and noninsomniacs. 

In T. L. Rosenthal (Chair), Reducing medication in 

geriatricpopulations.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Uppsala, Sweden. 

伍、其他事項 

本論文格式規範之未盡事項，請以 APA 格式為依據原則（請參閱

本文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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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範本> 

目 錄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ii 

目錄 ………………………………………………………………………… iii 

表目錄 ………………………………………………………………………… v 

圖目錄 ………………………………………………………………………… vi 

符號說明 …………………………………………………………………………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2.1 ××××××………………………………………………………………… 10 

2.1.1 ××××××………………………………………………………………… 11 

2.1.2 ××××××………………………………………………………………… 12 

2.2 ××××××………………………………………………………………… 13 

2.2.1 ××××××………………………………………………………………… 14 

第三章 研究設計…………………………………………………………… 17 

3.1 ××××××………………………………………………………………… 18 

3.2 ××××××………………………………………………………………… 19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21 

4.1 ××××××………………………………………………………………… 22 

4.2 ××××××………………………………………………………………… 2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24 

5.1 ××××××………………………………………………………………… 25 

5.2 ××××××………………………………………………………………… 26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35 

二、英文部分……………………………………………… 36 

附錄一 ………………………………………………………………………… 37 

附錄二 ………………………………………………………………………… 38 

個人簡歷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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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PROGRAM IN 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NANHUA UNIVERSITY 

 

 

中文題目(16 點字體、置中對齊)  

英文題目(粗體、大寫 12 點字體、Times New Roman、置中對齊) 

 

 

 

 

研 究 生： ＸＸＸ 

GRADUATE STUDENT : ＸＸＸ 

 

指導教授：ＸＸＸ 博士 

ADVISOR : ＸＸＸ Ph.D.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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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中文題目：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研究生：（請學生親筆簽名）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系主任(所長)：  

 

口試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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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學年度第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研 究 生    ：ｘｘｘ                       指導教授：ｘｘｘ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撰寫中文摘要，內容以一頁為原則) 

 

 

 

 

 

 

 

 

 

 

 

 

 

 

 

 

 

 

 

 

 

 

 

關鍵詞： 、 (至多五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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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f Thesis： 

Department：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Design, Nanhua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如 June 2010)   Degree Conferred：MSc in Architecture. 

Name of Student： Advisor： Ph.D. 

Abstract 
(撰寫英文摘要，內容以一頁為原則) 

 

 

 

 

 

 

 

 

 

 

 

 

 

 

 

 

 

 

 

 

 

 

Keywords：, (至多五個)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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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