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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撰寫體例說明
本學報自 2013 年（本學報第 9 期）起，論文撰寫體例統一為 APA 格式，敬
請遵循採用。

壹、來稿需包括下列要項：
來稿需包括下列要項：
一、
二、
三、
四、

題目：中、英文題目兼備。
作者：姓名、職稱與服務機關（中英文兼備）。
摘要：中文摘要在前、英文摘要在末（皆 500 字內）。
關鍵詞：中英文關鍵詞不超過 5 個為原則，對照分別列於中英文摘
要之下。
五、 正文：分節標題方式，請以「壹、 一、 （一） 1. (1) A. a.」為序。
六、 參考文獻：請列出正文中所引用文獻之完整資料。
七、 字數：以一萬五千字內為原則，二萬字為上限（含論文全文、圖表），
並請編頁碼。

貳、文中引用方式：
文中引用方式：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簡稱 APA）採
用括弧註（parenthetical reference）代替腳註與尾註，凡是論文中括弧註
所引用的資料一定要詳列於文末的參考文獻中，以說明該筆資料的出處。
內文之引用中文文獻，標點符號請使用「全形」；英文文獻標點符號
請使用「半形」。
一、 內文之文獻引用，作者為一人時，格式為「姓名（出版或發表年代）」
或「（姓名，出版或發表年代）」。
例 如：林麗珊（2013）…或（林麗珊，2013）
例 如：Gazzaniga (2011)…或 (Gazzaniga, 2011)
二、 作者為兩人時，兩人的姓名或姓氏全列，並用「與」連接。
例 如：黃慧娟與周文生（2013）…或（黃慧娟、周文生，2013）
例 如：Kahneman 與 Tversky (1984) …或(Kahneman & Tversky, 1984)
三、 頁數註明方式，以冒號呈現。
例 如：（李宗勳，2013：17）
例 如：(Clark, 2013: 11)
四、 如有多筆文獻，依姓氏字母（中文用筆畫）、年代等優先順序排列，
標點符號以分號區隔。
例 如：（孫義雄，2013；盧偉斯，2013）
例 如：(Ericsson, 2006; Schank, 2011)
五、 在引用資料來源的特定部分，需詳細註明頁碼，頁碼前加上冒號，
例如：（作者，西元出版年份：頁碼）。若該筆資料之引註頁碼超

過兩頁，起迄頁碼以破折號處理，例如：（作者，西元出版年份：
121-123）。

參、參考文獻用例：
參考文獻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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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標點符號，以及中文文獻部分為粗體、英文文獻部分為斜體。
一、 專書
 中文
【格式】作者（年代）。書名
書名（版別）。出版地點：出版商。
書名
【範例】李宗勳（2010）。警察危機應變與安全管理
警察危機應變與安全管理。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警察危機應變與安全管理
【範例】內政部警政署（編）(2012)。100 年警政工作年報。臺北市：內政
年警政工作年報
部警政署。

 英文
【格式】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Gatewood, R. D., Field, H. S., & Barrick, M. (2011). Human resource
selection (7th Ed.). Mason, OH: Thomson-Southwestern.

二、 期刊論文
 中文
【格式】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
期刊名稱，卷
期刊名稱 卷（期），頁別。
【範例】林麗珊（2008）。性別文化與女警政策。警學叢刊
警學叢刊，41（1）
，1-26。
警學叢刊

 英文
【格式】Author, A. A. (Year ). Article title. Journal title, Vol. xx (No. xx),
xx-xx.
【範例】Fox, J. (2012). The economics of well-be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90(1-2), 78-83.

三、 專書論文
 中文
【格式】作者（年代）。篇名。載於編者（主編），書名
書名（頁碼）。地點：
書名
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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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盧偉斯（2010）。人事行政概說。載於盧偉斯（主編），警察人事
警察人事
行政與法制
頁）。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行政與法制（1-8
與法制

 英文
【格式】Author, A. A. (Year). Article title. In B. B. Author (Ed.), Book title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Endsley, M. R. (2006). Expertise and situational awareness. In K. A.
Ericsson, N. Charness, P. J. Feltovich, & R. R. Hoffman (Eds.),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tise and expert performance (pp.
633-65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四、 學位論文
【格式】作者（年代）。論文名稱
論文名稱。OO
大學 OO 研究所碩士論文（或博士
論文名稱
論文），未出版，大學地點。
【範例】黃慧娟（2008）。論街頭防犯監視器之相關法律問題
論街頭防犯監視器之相關法律問題。中央警察大
論街頭防犯監視器之相關法律問題
學犯罪防治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桃園。

五、 翻譯類書籍
【格式】譯者（譯）（譯本出版年代）。書名
書名（原作者名）。出版地點：出
書名
版商。
【範例】洪蘭（譯）（2005）。心思大開
心思大開：「
心思大開：「我
：「我」在腦中顯影（原作者：S.
在腦中顯影
Johnson）。臺北市：遠流。

六、 網路資料
 中文
【格式】作者（發表年）。篇名，****年**月**日，取自：網址 xxx。
【範例】 李宗勳（2007）。社區管理與社區治安的「中觀視野」初探，2007
年 2 月 8 日，取自：http://www.npf.org.tw/post/2/921

 英文
【格式】Author, A. A., & Author, B. B. (Year). Title of work.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 from source url.
【範例】Naughton, J., & Rothwell, W. J. (2013). Training & development
competencies: Redefined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trieved
March, 27, 2013 from
http://www.astd.org/Digital-Resources/Webcasts/TD/2013/03/Training-andDevelopment-Competencies-Redefined-to-Create-Competitive-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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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討會論文（
研討會論文（發表於會議但未出版）
發表於會議但未出版）
【格式】作者（年月）。論文名稱
論文名稱。論文發表於研討會名稱，舉行地點。
論文名稱
【範例】孫義雄、羅雅容（2012 年 10 月）。警察學科常訓
警察學科常訓 E-Learning 之
研究。論文發表於執法人員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臺北市。
研究

八、 研究計畫
【格式（已出版）】作者（年代）。報告名稱。考選部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
報告（編號：xx）。出版地點：出版商。
【範例】李宗勳、陳柏熹、謝芬芬（2010）。警察人員國家考試評量方法與
警察人員國家考試評量方法與
相關問題之研究。
相關問題之研究。考選部委託專案研究報告（編號：
GPN1009902691）。臺北市：考選部。
【格式（未出版）】作者（年代）。報告名稱
報告名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
報告名稱
研究成果報告（編號：xx），未出版。
【範例】 吳斯茜（2012）。 運用心智模擬建構警察用槍時機教學模式之研
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100-2410-H-015-009），未
出版。

九、 報紙
原則上，報紙不列入參考文獻（除非有確實作者姓名），放在正文敘述即可。

 中文
【格式】記者或作者（年月日）。文章名稱。報紙名稱
報紙名稱，版別。
報紙名稱
【範例】 南方朔（2013 年 3 月 26 日）。重文憑、不讀書，是台灣致命的病。
中國時報，A14
版。
中國時報

 英文
【格式】 Author, A. A. (Year, Month Day).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pp.
xx-xx.
【範例】Hwang, J. S. (2013, March 26). Ways of phasing out nuclear
power. Taipei Times, A8.

十、 其他
（一）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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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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