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100.06.13 99 學年度第 10 次所務會議訂定通過  

 

 

一、 碩士論文之撰寫可使用中文或英文。 

 

二、 完整之碩士論文應依序包括下列項目： 

1. 封面（含書脊） 

2. 書名頁 

3. 論文審定書 

4. 序言或誌謝（依個人意願自行決定是否撰寫）（頇另頁書寫，以不超過一頁） 

5.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5-7 個（一頁為限） 

6.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5-7 個（一頁為限） 

7. 目錄（目錄第一頁中需插入校徽浮水印圖檔） 

8. 圖次 

9. 表次 

10. 符號說明(依學術領域自行決定是否撰寫) 

11. 論文正文 

12. 參考文獻 

13. 附錄 

14. 自傳或簡歷（依個人意願自行決定是否撰寫） 

15. 封底 

 

三、 「論文正文」之規定如下： 

1. 論文正文至少 40 頁。 

2. 第一章為「前言」，最末章為「結論」。 

3. 「前言」、「結論」以及各章之標題字，必頇置於新頁之開頭，並置中，使用

至少 20 號字之字體。 

4. 各節之標題與上一行字之間距離空一行，且一律置中，且各節之標題不可置

於當頁之最後一行。 

5. 各節之下得再分次節。若再分次節者，則次節之標題字與上一行字之間距離

空一行，且一律靠左對齊，且不可置於當頁之最後一行。 

 

四、 論文頁面規格： 

1. 論文必頇打字或電腦列印，並使用 A4 大小之紙張。 

2. 論文一律直式橫寫。 



3. 中文以 12 號楷書（細明體及標楷體為主），字體行距以 1.5 倍行高為主。 

4. 英文以 12 號 Times New Roman 字型為主，字體行距以 2 倍行高為主。 

5. 論文邊界規定如下： 

邊界留白上 2.54 公分、下 2.54 公分、左右各 3 公分，字體顏色為黑色，文

內要加標點，全文不得塗汙刪節，各頁正下方 1.5 公分應置中註明頁碼封底

一律留白。 

6. 論文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原則，為響應環保愛地球以雙面印刷，但頁數為

80 頁以下得以單面印刷。 

 

五、 論文之引文、註釋、參考書目等，參考以下規定。其中，引文部分需與上下行文

字各空一行，左右各縮進 0.5cm。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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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語寫法 

（一） 直接引語，用冒號 (：)時 

【格式】中文加單引號「 」，英文加雙引號 “ ” 

（二） 直接引語，不用冒號 (：)時 

【格式】中文用單引號「 」，英文用雙引號 “ ” 

（三） 直接引語，但另起一段 

【格式】不用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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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雙引號 “ ”在外，單引號„ ‟在內 

三、 附加原文的寫法 

中文稿引用外國人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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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專有名詞 

【格式】括弧、首字大寫、正體 

四、 註解 

（一） 文中註明出處的註解 

【格式】(作者，年代: 頁數) 



（二） 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格式】作者 (年代: 頁數) 

（三） 若有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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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圖版、插圖及表 

（一） 圖版寫法 

【範例】圖版 1／Plate 1 

（二） 插圖寫法 

【範例】圖 1／Figure 1 

（三） 表的寫法 

【範例】表 1／Table 1 

（四） 以上圖版、插圖、表若有同一類而行區分時，請一律採 1-1, 1-2, 

1-3…標明 

【範例】圖版 1-1、圖版 1-2／Plate 1-1、Plate1-2 

        圖 2-1、圖 2-2／Figure 2-1、Figure 2-2 

        表 3-1、表 3-2／Table 3-1、Table 3-2 

六、數字寫法 

（一） 統計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二） 非統計數字，如年代、表述性數字，以中文表示。 

 

貳、參考文獻 ：請列在正文後面，另起一頁，並比照下列方式處理： 

一、期刊論文  

【格式】(中) 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數：頁數，年代。 

(英) 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series 

number, volume number: page numbers, Year. 

二、專書論文  

【格式】(中) 作者 ，〈篇名〉，編者(編)，《書名》，頁碼，出版地：出版者，

年代。 

(英) 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 (Ed.). Title of the book 

(page numbe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三、專書 

【格式】(中) 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年代。 

 (英) 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四、古籍 

【格式】(中) 古籍原刻本 作者 (朝代)，《書名》（版本說明），卷，頁數。 

 (英) 古籍影印本作者 (朝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影印版本），

卷，頁數 

    五、博士論文  

【格式】(中) 作者，《論文名稱》，發表地點：學校及科系名稱博士論文，年代。 

        (英) 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Year. 

        六、其他注意事項  

    （一）西文作者姓名之寫法 

     【格式】作者名字一律採 Last Name, First Name(initial). Middle Name (initial).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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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若同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四）若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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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論文有使用圖表者，必頇編號；若引自他人者，頇註明出處。 

 

七、論文之版本、字體、特殊符號及圖檔等格式： 

Word 版

本 

請使用 Word 2000(含以上版本) 撰寫論文，並以 Word 文件（*.doc 或

*.docx）格式儲存。 

字型選擇 利用 WORD 撰寫論文時，建議使用 Windows 預設內建字型， 若非

預設內建字型，轉出的 PDF 檔有可能無法正常顯示所有字型。 

特殊符號

的使用 

1. 插入特殊符號時請務必使用 Symbol 字型。  

2. 若需用的符號不在 Symbol 字型中，建議使用 Word 功能中的 

Microsoft 方程式編輯器 進行編輯。 

圖檔格式 為避免轉檔時產生錯誤，若文件中插入圖檔，請使用*.gif  *.jpg 等

圖型檔案格式。 

檔案大小 部分論文內容包含圖檔，建議作者以軟體程式將圖譜逕轉為 jpg 檔或

gif 檔；若無法由程式轉出，可先印出在紙上，再經掃瞄器產生圖檔，

但解析度勿訂的太高，以免檔案過大。 

論文檔案大小頇在 10MB 以下。 如檔案有超過 10MB 之需求，請另

提申請書，由指導教授簽名後親洽圖書館四樓參考諮詢組或 Email 至 

etd@mail.nsysu.edu.tw  

特殊軟體 使用特殊軟體 Latex 中文版(Chitex)撰寫論文，可能導致部分關鍵字無

http://www.lib.nsysu.edu.tw/eThesys/handbook/etd_filesize.doc
mailto:etd@mail.nsysu.edu.tw


撰寫 法搜尋。 

解決方法：  

1.在 Chitex 中，用 pdftex 編譯(在 Chitex 中按 F11)。  

2.使用中文字型指令 \mingu (細明體)或 \kaiu (標楷體)，並且使用

latex+dvipdfm 編譯(在 Chitex 中按 F9)。  

若關鍵字仍無法搜尋，請填寫證明書並請指導教授簽名或系所蓋章，

繳交圖書館論文審查小組或 Email 至 etd@mail.nsysu.edu.tw ，以利論

文審核。 

 

八、附錄： 

1. 每一附錄均頇自新頁起。 

2. 附錄必頇編碼，例如：「附錄一」，「附錄二」（英文為 APPENDIX A, 

APPENDIX B…）；附錄本身若另有標題字，則置於其附錄碼之右，並調中

列印。 

3. 附錄碼及標題字為 14 號字。 

九、頁碼之格式： 

1. 論文正文前之頁數，以 i ， ii ，iii …等小寫羅馬數字連續編頁，置中對齊。 

2. 自論文正文首頁起至「附錄」頁止，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編頁，

置中對齊。 

 

十、本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規範」辦理。 

 

十一、研究生於通過學位考試後，論文之格式經查核無誤，本所始同意其辦理畢業離

校手續。 

  

 

http://www.lib.nsysu.edu.tw/eThesys/handbook/Latex.doc
mailto:etd@mail.nsys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