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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 
 

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一、論文編印項目次序 

1. 封面 

2. 書名頁 

3. 授權書 

4.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5. 中文摘要 

6. 英文摘要 

7. 誌謝或序言 

8. 目錄 

9. 表目錄 

10. 圖目錄 

11. 論文本文 

12. 參考文獻 

13. 附錄 

 

二、規格說明 

1.封面：著者繕填系所名稱，學位別，論文名稱﹙中、英文﹚，指導教授及

本人姓名，提送年月等(見學校標準格式)。 

2.書名頁：如封面(見學校標準格式)。 

3. 授權書：中山醫學大學博碩士論文授權書。請參考學校圖書館電子學位論

文作業。 

4.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見學校標準格式。 

5. 中英文摘要：內容應說明研究目的，資料來源，研究方法及結果等，1000

字以內並以一頁為限，中英文各一份裝訂於論文內。 

摘    要(標楷 14pt；1.5 倍行高) 

本論文之目的(標楷 12pt；1.5 倍行高) －－－－－－－－－－－－

－－－－－－－－－－－－－－ 

 

關鍵字：(標楷 14pt) 
 

 

Abstract (Time New Roman 14pt；1.5 倍行高)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ime New Roman 12pt；1.5 倍行高)－－

－－－－－－－－－－－－－－－－－－－－－－－－－ 

Keywords: (Time New Roman 12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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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論文尺寸及紙張：以 A4 紙張繕製。封面封底採用布紋紙或卡紙，顏色可

自選。 

7.版面規格：紙張頂端留邊 2.54 公分，左側留邊 3.18 公分，右側留邊 3.18

公分，底端留邊 2.54 公分﹙Office 2007版標準邊界寬度設定﹚，

版面底端中央繕打頁次。 

8.文字規格：文章主體以中文為主，自左至右，橫式打字繕排，文句中引用

之外語原文以 ( )號附註。 

9. 頁次：﹙1﹚中文摘要至圖表目錄等，以 i，ii，iii，…等小寫羅馬數字連 

續編頁。 

﹙2﹚論文第一章以至附錄，均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 

編頁。 

10.裝訂：自論文本左端裝訂，書背打印畢業年度，學位論文別，論文名稱，

校、院、系所名，著者姓名。﹙見學校標準格式﹚。 

11.論文書目及全文線上建檔：依學校規定將論文書目及全文上網建檔。 

12.送繳：口試通過論文審定後，至少繳交論文本六份由系所留存、二份送本

校圖書館陳列參考。 

 

二、 撰作細則： 

1. 目錄：按本規範所訂“論文編印項目次序”各項順序，依次編排論文內容各

項目名稱、章、節編號、頁次等﹙見圖 2﹚。 

 

目 錄       (置中；標楷 14pt) 

頁次 

中文摘要(靠左，標楷 12pt) …..………………………………………    i   

英文摘要   ……………………………………………………………   i i   

誌謝       ……………………………………………………………   i i i   

目錄       ……………………………………………………………   i v   

表目錄     ……………………………………………………………    v   

圖目錄     ……………………………………………………………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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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研究內容與方法…………………………………..………  7   

2.1  ××××…………………………….…….……..……………  1 0   

2.1.1 ×××…………………………….………………………  1 1   

2.1.2 ××××××………….…………….………………………  1 2   

第三章  理論……………….…………………………….…………  1 6   

3.1  ×××××…………………….…………………….…………  1 7   

3.2  ××…………………………………………………………  1 9   

第四章  實驗部份…..………………………………………………  2 3   

第五章  結論………………………………………………..………  2 8   

第六章  ×××………………………………………………………...  3 0   

參考文獻   ……………………………………………………………  3 5   

附錄一     ……………………………………………………………  3 6   

附錄二     ……………………………………………………………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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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目錄編排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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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表目錄：文內表圖，各依應用順序，不分章節連續編號，並表列一頁目

次﹙見圖 3﹚。 

3. 符號說明：各章節內所使用之數學及特殊符號，均集中表列一頁

說明，以便參閱，表內各符號不須編號。 

4. 論文本文： 

(1) 章節編號：章次使用第一章、第二章、……等中文數字編號，

節段編號則配合使用 1.1、1.1.1、1.、﹙1﹚、 等
層次順序之阿拉伯數字。 

(2) 章節名稱及段落層次： 

 章次、章名稱位於打字版面頂端中央處。 

 節次、段次均自版面左端排起，各空一、二格後，繕排名稱。 

 小段以下等號次及名稱，均以行首空數格間距表明層次。行距： 1.5

倍行高，與前後段距離為 0pt。每頁最少 28 行，章名下留雙倍行距。 

(3) 字距︰中文為密集字距，如本規範使用字距，每行最少 32 字。英文

不拘。 

(4) 字型大小：章次為 17；節次為 15；段次(及以下)為 13。字體：中文

為標楷體；英文數字為 Times New Roman。 

 

第一章  緒論(標楷 16pt；1.5 倍行高) 

(空兩行) 

 

1.1 研究動機與背景((標楷 14pt；1.5 倍行高) 

(每段開頭，先空兩個字)任何語言處理系統都必須先能分辨本文中的詞才能進行進一

步的處理，例如(標楷12pt；1.5倍行高)……… 

(空一行) 

過去有許多的斷詞技術不斷的被發表出來[1][2][3][4]，而最常見的……. (標楷12pt；

表目錄(置中；標楷 14pt) 

表 1-1  xxxxxxxxxxxxxxxxxx(靠左，標楷 12pt)…………..  30 

表 1-2  ×××………..……….………………………….……  31 

表 1-3  ××××××……………………………….……………  32 

  

圖目錄(置中；標楷 14pt) 

圖 1-1  xxxxxxxxxxxxx (靠左，標楷 12pt)  ……….………  10 

圖 1-2  xxxxxxxxxxxx….………………………………...…  12 

圖 1-3  ××××××……………………………………..………  15 

 

圖 3  圖、表目錄範例 



-4- 

1.5倍行高) 

(空兩行) 

1.2 研究目的(標楷 14pt；1.5 倍行高) 

1. 本研究欲達成之目的如下: (標楷12pt；1.5倍行高) 

2. 自動提取Google所提供的新聞資訊並典藏成一新聞資料庫………. 

1.2.1 中文斷詞系統與新詞擴充(標楷 14pt；1.5 倍行高) 

自然語言的相關處理，例如文件分類、搜尋引擎、語音辨識、新聞追蹤等等

都必須所組依賴………(標楷 12pt；1.5 倍行高) 

 

圖表編排 

表號及表名列於表上方，圖號及圖名置於圖下方。資料來源及說明，

一律置於表圖下方。 

圖表內文數字應予打字或以工程字書寫。 

「資料來源」版面編排為圖表下方置中位置。 

「表 1-1  ×××××」編排位置：靠左（靠表左邊緣線） 

「圖 1-3  ×××××」編排位置：靠中（靠圖型中間） 

數個圖或表在同一頁，請儘量調整相同大小。 

若圖或表過大（大過紙張 1/2），請以一圖(表)一紙張表示。 

      表 1-1  ××××× 

 

 

 

 

 

 

      (資料來源：×××××)        圖 1-3  ×××× 

                    (資料來源：××××) 

(5) 註腳：特殊事項論點等，可使用註腳(Footnote)說明。 

註腳依應用順序編號，編號標於相關文右上角以備參閱。

各章內編號連續，各章之間不相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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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文獻參閱︰文中所有參考之文獻，不分中英文及章節，均依參閱順

序連續編號，並將參閱編號，加【 】號標明於參閱處。

文獻資料另編錄於論文本文之後。 

(7) 圖表編排︰ 

表號及表名列於表上方，圖號及圖名置於圖下方。資料來源及說

明，一律置於表圖下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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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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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依次編錄，頁次仍與本文接續。 

(2) 各類資料項目順序及格式︰ 

書籍︰ 

1. 周明勇。2003。口腔病毒學。台北：藝軒圖書。 

2. Lewin B. 2008. Genes IX. MA: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3. Hancock JT. 2005. Cell signaling.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期刊報章論文︰ 

1.Chiu WC, Chang CP and Wang CC. Evolutionary basis of converting a 

bacterial tRNA synthetase into a yeast cytoplasmic or mitochondrial 

enzyme. J Biol Chem 2009;284:24213-22. 

2.黃何雄、何俊德、游惠婷、潘思蓉、徐啟智。2004。Ti及 Ti-6 Al-4V合金表

面粗糙度對類造骨 U-2 OS細胞初期貼附及增殖之影響。中華牙醫學雜誌 23卷 3

期:210-220。 
 

○3 學位論文： 

1.蔡樂霖。2008。明膠酶及胞漿素原活化劑在口腔扁平苔蘚表現的研究。碩士論

文，中山醫學大學口腔醫學研究所。 

 

6. 附錄︰凡屬大量數據、推導、註釋有關或其他冗長備參之資料、圖表，均

可分別另起一頁，編為各附錄﹙見附件九﹚。 

 

誌謝： 

誌  謝 (標楷 14pt；1.5 倍行高) 

(空兩行) 

……………………………………………………………………………….. 

………………………………………………………………………………… 

…………………………………………………………………………………… 

 

ABC 謹誌於 

中山醫學大學口腔科學研究所 

**年*月*日 

 

http://www.ceps.com.tw/ec/ecjnlarticleView.aspx?jnlcattype=0&jnlptype=0&jnltype=0&jnliid=775&issueiid=6897&atliid=80628
http://www.ceps.com.tw/ec/ecjnlarticleView.aspx?jnlcattype=0&jnlptype=0&jnltype=0&jnliid=775&issueiid=6897&atliid=8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