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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月

說明： 

空四行，14.5 級字，字體標楷體 

說明： 
分散對齊，24 級字，字體標楷體 

說明： 
空二行，14.5 級字，字體標楷體 

說明： 
大葉大學四字 38 級字，標楷體，中間

格開            ex:大△葉△大△學

說明： 
空二行，14.5 級字，字體標楷體 

說明： 
22 級字，字體標楷體(日文字體

明朝體) 

說明： 
空三行，14.5 級字，字體標楷體

說明： 
應用日語學系 
專題製作報告 
26 級字，字體標楷體 

說明： 
22 級字，字體標楷體 

說明：無頁碼

說明： 
全職實習同學一定要

加 



-iii- 

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

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說明： 
置中對齊，20 級字，字體

標楷體 

說明： 
空一行，14.5 級字，

字體標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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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摘要 

 

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

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

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

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

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

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 

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

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

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

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

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

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日文摘要。 

 

キーワード：キーワード、キーワード、キーワード、キーワード

說明： 
置中對齊，20 級字，字體

明朝體 

說明： 
空一行，14.5 級字，

字體明朝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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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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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封面內頁 

中文摘要                         iii 

日文摘要                        頁碼 

誌謝                          頁碼 

目錄                          頁碼 

圖目錄                                               頁碼 

表目錄                                               頁碼 

 

第一章 標題 

第一節 標題                   頁碼 

第二節 標題                  頁碼 

一、標題                  頁碼 

第二章 標題 

第一節  標題                   頁碼 

第二節  標題                   頁碼 

第三節  標題                   頁碼 

參考文獻                                             頁碼 

附錄一                                               頁碼 

說明： 
分散對齊，14.5 級

字，字體標楷體 

說明： 
可用 Times New Roman 或標

楷體，採半形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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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 1  標題…………………………………………………………頁碼 

圖 2  標題…………………………………………………………頁碼 

…  

圖 15 標題…………………………………………………………頁碼 

圖 16 標題…………………………………………………………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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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錄 

 

表 1  標題……………………………………………….……..…頁碼 

表 2  標題………………………………………………...………頁碼 

…  

表 15 標題………………………………………...………………頁碼 

表 16 標題…………………………………………………………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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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或 1. ）（章標題） 

              △ 

第一節（或 1.1）（節標題） 

              △ 

本文開始（14.5）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 

              △ 

第二節（或 1.2）（節標題） 

              △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 

表 1.  表名在上居中 

   

   

△ 

 

圖 1.  圖名在下居中 

△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說明： 
內文每頁 24 行， 
每行 28 字 

說明： 
避免視覺干擾， 

以下內文空行（14.5 級字）均以△代替

說明： 
置中對齊，20 級字，

字體標楷體 

說明： 
節與節空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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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或 2. ）章標題 

              △ 

第一節（或 2.1）（節標題） 

              △ 

  本文開始（14.5）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1、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2、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3、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 

              △ 

第二節（或 2.2）（節標題） 

              △ 

一、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本文本文文本文。（小小節以下層級不用空行） 

二、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本文本文。 

三、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本文

本文本文本文。 

說明： 
小小節以下不用空行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1. 作者名（2000）。「論文篇名」，P10-15。大葉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碩士論文。 

2. 作者名（2000）。作者書名很長。出版地點：出版社。 

3. 作者名（2000）。作者書名很長很長很長很長很長很長。出版地

點：出版社。 

4. 作者名（2000）。作者書名（版別）。出版地點：出版社。 

5. 作者名字（2000）。作者書名。出版地點：出版社。 

6. 作者名字（2000）。作者書名很長很長很長很長很長很長。出版

地點：出版社。 

7. 作者名（2000）。作者書名。出版地點：出版社。 

8. 作者名（2000）。作者書名。出版地點：出版社。 

9. 作者名（2000）。作者書名。出版地點：出版社。 

10. 作者名（2000）。作者書名很長很長很長很長很長很長。出版地

點：出版社。 

11. 作者名（2000）。作者書名。出版地點：出版社。 

 

 

二、 英文(日文)部分 

 

1. 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Location: Publisher.  

說明： 
英文 Times New Roman 
日文 明朝體 



 

2. 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3. 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very long very long.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4. 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5. 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6. 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7. 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8. 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9. 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10. 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very long very long.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三、 網路部份 

 
1. 林天祐（無日期）。日本公立中小學不適任教師的處理構想。 

民 90 年 2月 20 日，取自：http://www.tmtc.edu.tw/~primary  
2. 什麼是高級中學多元入學？（無日期）。台北市：教育部。民 90

年 2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edu.tw/high-school/bbs/one-1/one-1-1.htm 



 

設定疑難雜症 
1. 怎樣都無法調成 28 字的情況： 

方法一：拉動 word 右邊界的控制把，將字往內縮； 

    可能會導致首行縮排不整齊。 

方法二：檔案＞版面設定＞右 2.5 改為 2.7，看看是否能變成 28 

    字，再請影印行將多的 0.2 公分裁掉。 

2. 空格空不準： 

  中文空格盡量採用全行空格較為美觀。 

3. 目錄頁碼連接點問題： 

「    」字型＞底線樣式。 

      節以上的層級使用（章不用頁碼） 

「…………」直接點即可，以三個為一組較易編排。 

      小於節的層級、圖目錄、表目錄使用。 

4. 本文中，標點符號不得為首字、單字不成行、單行也不成一頁。 

5. 全文之標點符號需統一，不得全形、瓣形交叉使用，以避免符號

大寫問題造成文章中有缺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