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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研究的那一個階段？1



你在研究的哪一個階段？

訂定研究主題

產生檢索詞／

關鍵字

查找文獻

取得文獻

分析歸納
進行研究

引用文獻
撰寫論文

投稿期刊
會議發表

確認學術
寫作格式

擬定研究計畫

訂定題目

(蔡柏盈，2014)



論文要等想好再寫嗎？邊想邊寫才符合寫作過程

● 了解你的讀者與寫作目的

● 從構思到大綱

● 產生草稿

● 修改與補充

● 校對與註釋

● 注意行文語調與用字遣詞

(蔡柏盈，2014)



甚麼是學術寫作？2



論文產生器

網路上流傳一些論文題目內容的產生工具，
那是因為學術文章有一定的結構！也因為
有一定的結構其實透過數據是可以ＡＩ產
生的，但那是網路上的玩笑工具，當然不
適合真的用在自己的文章上。



實際來看一篇論文、有明
確且可以彰顯研究主題的
論文標題、大綱可看出是
有結構的內容、用字遣詞
一致並針對目標對象行文
（讀者、指導老師等）、
嚴謹的研究方法。
寫作前建議都可以先透過
論文資料庫查找相關主題
的論文來參考，不需要無
中生有、憑空想像。



最重要的，學術寫作一
定會有文內引用與參考
文獻！表示你有先看過
其他人的研究、若將研
究中的結果放在自己的
文章中，都請要標註這
些文章以及作者是誰，
這就是參考文獻。



為甚麼學術寫作需要引用？3



引用文獻/參考文獻的功用

 As a reader

 指引讀者追溯學術文章的參考文獻

 評估學術文章的品質

 持續追蹤引用本篇文章的學術資料

(Ford, N., 2012)

 協助過濾出領域文章 (Globokar, J. 

L.,2010)

 As an author

 表示誠實與負責

 避免被指控為抄襲或剽竊

 支持與證明文章的研究脈絡

 加強可信度

 對所參考文獻作者的感謝

 讓讀者有可追溯的來源 (李德竹、

盧秀菊，2008)

 讓審閱者容易提供有意義的回饋

(Globokar, J. L.,2010)



引用文獻／參考文獻的特點

 學術論文寫作

 文後的「參考文獻」是放引用文獻

的倉庫

 需有「書目的排列順序」以及「書

目文字呈現的格式規定」

 投稿期刊的作用

 參考文獻格式錯誤或缺漏，延長

審查時間

 參考文獻的指向性，增加所投文

章的接受率與引用率

 參考文獻的行情價，引用的文獻

類型趨向具有原創性的期刊論文

和書籍章節。

(林雍智，2021)



引文的方式 Knowing when to cite

 轉述或改寫其他資訊來源的說法

與事實

 完全引述他人的說法、內容

(Globokar, J. L.,2010) 

 使用他人文獻上的事實陳述與數據

 摘錄、綜合、改寫他人的字句，參

考他人想法、解釋與結論

 使用該文獻的組織架構

 援引他人說法，強化自己論點

 提出反論的例證或作為論證基礎

 絕妙好辭或經典概念

(王若葉，2005)



引用格式與資料類型 Knowing how to cite

1. 直接引用原文 Quotation

⚫ 原封不動引用原始資料，或引用他人著述中的一段文字，有串在正文之內

以及獨立引文兩種方式”

2. 改寫引用內容 –改述Paraphrase

● 「換句話說」，將他人研究成果 或推論的重點，以自己的觀點進行詮釋。

3. 改寫引用內容 –摘要Summary

● 將其他研究的成果摘要、濃縮主要重點，而不偏離原文陳述的論點

(蔡柏盈，2014)



直接引用原文
Quotation

改寫引用內容 –改述
Paraphrase

(蔡柏盈，2014)





如何避免變成抄襲

● Turnitin

如何在 NTU COOL 上使用 Turnitin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BjX7zJalDuDJ4lifazxEHuF8
JsUQCHeWh6F5aWEfgrE/edit



如何避免變成抄襲

● Google



有哪些引用格式？4



文中引註 Citation

● 不論哪一種引用方式，都需要「註明來源/出處」
● 閱讀文本中「註明來源/出處」的格式稱為「Citation」(引文、引用、引註)

● 易於閱讀
● 前後索引



文後參考文獻 Reference

● 完整參考文獻四元素
● 作者
● 年代/日期
● 題目名稱
● 資料來源

● 提供讀者可進一步搜尋、閱覽此參考文獻的線索

英文文獻：

中文文獻：

年代

作者

題目

來源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文中引註Citation V.S. 文後參考文獻Reference

● 隨文註：內文採用圓括弧引註，搭配文末參考書目。
● APA style  (Author, Date)
● MLA style (Author, Page)

● 文末註：於內文標註編號，再統一將註釋於文章結尾排列呈現。
● NUMBER，依內文註釋順序一一排列、說明

● 腳註：當頁下方放腳註，援引證據立刻可見。
● Chicago Manual Style

23



Name-Year Reference System

In-text citation 引文

Bibliographic reference 參考文獻



Name-Year Reference System In-text citation 引文

作者顯著的引用

資訊顯著的引用



Number Reference System

In-text citation 引文



Number Reference System

Bibliographic reference 參考文獻



FootNote

28

FootNote

註腳

資料來源：碩睿資訊



怎麼知道要用哪種格式？

29

系所規定的格式

期刊規定的格式



寫作格式規範（Style）

● 論文稿件的內容與組織

● 標點符號、縮寫的使用

● 標題的層次結構

● 表格的製作

● 各類圖之繪製

● 統計的呈現方式

● 在正文中提及或引用他人的理念、著作

● 參考書目的編製

● 其他與論文稿件編製相關的所有細節



詳閱徵稿說明依循其引用文獻格式規範

● 社會科學領域用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Style

●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 語言學領域常用

●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MLA) Style

● 理工、生物科學領域常用

● IEEE – IEEE 期刊規定之格式

● ACS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 化學領域

● AIP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 物理領域

● AMS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 數學領域

● CSE (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CBE(Council of Biology Editors) – 生物科學領域



APA Style MLA Style Chicago Style

IEEE StyleACS Style Vancouver

社會科學
心理學

人文科學
文學

醫學

歷史
哲學 藝術

電資
工程

化學

http://www.apastyle.org/learn/index.aspx
https://style.mla.org/
http://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tools_citationguide.html
https://ieeeauthorcenter.ieee.org/create-your-ieee-article/create-the-text-of-your-article/ieee-editorial-style-manual-2017/
http://pubs.acs.org/isbn/9780841239999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7256/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7256/


常見引用格式舉例

33

MLA

Chicago

APA

Politis, Ioannis, Stephen Brewster, and Frank Pollick. "Using multimodal 
displays to signify critical handovers of control to distracted 
autonomous car driv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2017).

Politis, I., Brewster, S., & Pollick, F. (2017). Using multimodal displays to 
signify critical handovers of control to distracted autonomous car 
driv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Politis, Ioannis, Stephen Brewster, and Frank Pollick. 2017. "Using 
multimodal displays to signify critical handovers of control to distracted 
autonomous car driv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結構：作者、年代、題目、來源



如何引用？以APA與資料類型為例5
文字

電腦軟體(APP)

多媒體與網頁

圖片



關於APA

● 美國心理學會於2019年底公布了APA第7版

● APA第7版中文引用格式

● 國立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論叢 ─撰稿格式說明

●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出版中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論文撰寫體例

●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期刊 ─APA格式第七版參考文獻規範

● 台灣護理學會護理雜誌─APA第七版參考文獻範例

● 林雍智（2021）。教育學門論文寫作格式指引 : Apa格式第七版之應用。心理出版社。

● 鈕文英（2019）。APA第6版和第7版在論文寫作格式之改變沿革。南屏特殊教育，10，1-16。

http://ir.nptu.edu.tw/handle/987654321/20283

● 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

● APA第7版與第6版的差異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5285

● 如何在EndNote安裝APA第7版Output Style？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5238



APA出版手冊第七版對參考文獻格式的規定

1. 英文作者姓氏以及第一個名字縮寫均相同時，第二個名字可全稱用中括弧標示

（）。[沿用第6版]

2. DOI的寫法統一使用標準格式，若有縮短版本時也可以使用

3. 電子媒體之文獻可不用寫出擷取的詳細日期，除非網站內容經常變動

4. 作者在2~20人時，一律列出；作者超過21人時，須列出前19位作者與最後一

位作者，中間加入「………」

5. 學位論文僅寫到校名，不用寫出大學所在城市名

6. 列出出版商名稱即可，不用寫出版商所在城市名

（林雍智，2021）



APA常用的參考文獻類別

● 文字作品類：期刊、書籍、圖書章節、報告與灰色文獻、會議論文、學

位論文、評論、未發表及非正式發表之作品

● 資料檔、軟體、測驗類

● 影音媒體類

● 線上媒體類：社群媒體、網頁或網站

3
7

（林雍智，2021）



基本內文文獻引用款式（Citation）

作者人數 文內引用

一位作者 （鄭崇趁，2018）
(Weick, 2009)

二位作者 （張世彗、藍瑋琛，2018）
(Hargreaves & O’Connor, 2009)

三位作者以上 （洪儷瑜等人，2019）
(Moulthrop et al., 2006)

沒有縮寫的團體作者 （財團法人高雄市三塊厝興德團，2020）
(Stanford University, 2020)

（林雍智，2021）



影響APA撰寫參考文獻格式的通則（Reference）

1. 作者人數是否需全列出

2. 是否為團體作者

3. 文獻的出版階段：未出版、非正式出版

4. 來源由小到大進行排序：章節>>圖書；文章>>期刊

5. 若為章節、文章需標註詳細定位：卷期頁碼

6. 媒體型式：紙本/線上

7. 若有作者資訊，則編者與譯者資訊與作品名稱標註在一起



期刊類文獻格式原則：期刊文獻、雜誌、報紙

作者 年代/日期 題目 來源

期刊資訊 DOI或URL

作者姓名
作者1、作者2

作者1~19..最後1位
團體作者名稱

年
年月
年月日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卷(期)，頁碼 http://doi.org/

http://

中文期刊格式

英文期刊格式

Baig. (2021). Chronic COVID syndrome: Need for an appropriate medical terminology for 

long‐COVID and COVID long‐haulers. 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 93(5), 2555–2556.   

https://doi.org/10.1002/jmv.26624

第二行縮格、全形標號、來源粗體

作者姓,名縮寫、第二行縮格、半形標號、來源斜體

黃芷苓（2022）。後疫情時代之創新社區照護與大學社會責任的永續發展。護理雜誌，
69(3)，4-6。https://doi.org/10.6224/JN.202206_69(3).01

(林雍智，2021)

http://doi.org/


紙本雜誌文章

李佩璇（2022年3月）。如何和特殊兒相處從願意理解開始。親子天下，122，54-59。

線上雜誌文章

Newsome, M. (2020, June 23). More than 60 colleges hit with lawsuits as students

demand tiution refunds. Newsweek. https://www.newsweek.com/more-60-colleges- hit-

lawsuits-students-demand-tuition-refunds-1512378

日期年月、全形標號、來源粗體

日期年月日、半形標號、來源斜體

報紙文章

周妤靜（2021年10月24日）。50人種千樹守護海岸。聯合報，A6版。

黃國甦、李庭芝、吳啟綜（2022年6月9日）。染疫兒童併發腦炎 16醫學中心啟動基因研究。
國語日報。https://www.mdnkids.com/content.asp?sub=1&sn=7195

日期年月日、全形標號、來源粗體、版次或網址

期刊類文獻格式原則：期刊文獻、雜誌、報紙

https://www.newsweek.com/more-60-colleges-hit-


書籍類文獻格式原則

作者 年代/日期 題目 來源

出版商資訊 DOI或URL

作者姓名
作者1、作者2

作者1~19..最後1位
團體作者名稱
編者1（編）
編者1、編者2（編）

（年代） 書名
書名（版次，卷數）
書名［有聲書］
書名（編者1、編者2）
書名（翻譯者1譯）

出版商名稱
初版出版商名；
再版出版商名

http://doi.org/

http://

中文書籍

英文書籍

吳清山（2018）。幸福教育的實踐。高等教育文化。

Niesche, & Gowlett, C. (2019). Social, Crit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 

Springer Singapore. https://doi.org/10.1007/978-981-13-8241-3

第二行縮格、全形標號、書名粗體

第二行縮格、半形標號、書名斜體

(林雍智，2021)

http://doi.org/


書籍類文獻格式原則

有編者的書

翻譯書

套書裡的其中一卷

社團法人中華開放教育聯盟（編）（2018）。磨課師課程指南。磨課師分項計畫辦公室。
http://doi.org/10.6877/openedu.MOOCS00001

Davis, P. (2022)。選擇障礙世代 : 受困於「無限瀏覽模式」,將成為現代最危險的文化病症
[吳宜臻譯，初版]。采實文化。（原著出版年：2021）

Lundby, K. (2019)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Vol. 21.

Handbooks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Lundby, Ed.) . De Gruyter Mouton.

http://dx.doi.org/10.6877/openedu.MOOCS00001


書中章節格式

作者 年代/日期 題目 來源

出版商資訊 DOI或URL

作者姓名
作者1、作者2

作者1~19..最後1位
團體作者名稱

（年代） 書名
條目名

載於編者(編)，書名(版
次，頁數)。出版社名稱。

http://doi.org/

http://

中文書籍章節

英文書籍章節

李嵐（2006）。排兵布局-規劃好自己的棋子。載於賴姿妤（編），調兵遣將（1-16頁）。
創見文化。

第二行縮格、全形標號、書名粗體

第二行縮格、半形標號、書名斜體

Elliot, Frey, N., & Fisher, D. (2019). Leading Learning through a Gradual Release of 

Responsibility Instructional Framework. In The Gradual Release of Responsibility in 

Literacy Research and Practice (Vol. 10, pp. 91–102).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https://doi.org/10.1108/S2048-045820190000010006

(林雍智，2021)

http://doi.org/


會議報告或發表文章格式

作者 年代/日期 題目 來源

會議資訊 DOI或URL

發表者姓名
發表者1、發表者2

（年月日） 發表文章名
[發表形式]

會議名稱，會議召開地
點

http://doi.org/

http://

於會議做海報/壁報發表的論文

李蕙卉（2018年7月23日）。木作玩具與遊戲場規劃〔海報發表〕。歡喜生、快樂養、
2018年幼托公共化的創新與實踐研討會，新北市，臺灣。

於會議發表的論文

Huang, Yung-Shan. (2017, August 7-11). Aesthetic education matters:  The discourses  

and experimental project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35th World Congress, Daegu, South Korea.

第二行縮格、全形標號、發表文章粗體

第二行縮格、半形標號、日期涵蓋整個會議期間、發表文章斜體

(林雍智，2021)

http://doi.org/


(有專題主持人)專題研討會文章格式

作者 年代/日期 題目 來源

會議資訊 DOI或URL

發表者姓名
發表者1、發表者2

（年月日） 發表文章名 載於主持人姓名（主持
人），研討會名稱〔研
討會〕，總會議名稱，
總會議召開地點

http://doi.org/

http://

加藤幸次（2018年12月7-8日）。從個別化、個性化談自主學習的本質。載於黃世孟（主
持人），日本自主學習的緣起〔研討會〕。2018年開放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灣

Sibambo, M. (2019, July 9-13). Toy library in a book library: A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 In M.

Stach (Chair), Plenary 4: Toy library in the book library, hospital and school [Symposium]. 15th

International Toy Library Conference, South Africe.

第二行縮格、全形標號、日期涵蓋會議期間、會議名稱粗體

第二行縮格、半形標號、日期涵蓋會議期間、會議名稱斜體

(林雍智，2021)

http://doi.org/


學位論文格式

作者 年代/日期 題目 來源

作者姓名 （年代） 論文題目〔未出版之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機構的名
稱

論文題目〔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論文題目〔未出版之畢業論文〕

作者 年代/日期 題目 來源

資料庫或保存處 DOI或URL

發表者姓名
發表者1、發表者2

（年月日） 論文題目〔博士論文，大
學或學位授予機構名稱〕

資料庫名稱
保存場所名稱

論文題目〔碩士論文，大
學或學位授予機構名稱〕

未出版的學術論文

已出版的學術論文

(林雍智，2021)



學位論文格式

未出版的學術論文

刊載於資料庫中的學位論文

蕭逸旻（2018）。孤雌胎生蚜蟲之體軸形成與內共生調控對生殖細胞發育影響之研究〔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Li, Wenzhao (2019). Employing Earth Observatio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ddress Ke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Service of the SDGs (Publication No. 27738196) [Doctoral dissertation,

Chapman University].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未出版或非正式出版之出版品

作者 年代/日期 題目 來源

資料庫或保存處 DOI或URL

作者姓名 （年代） 作品名稱〔未出版之手稿〕
作品名稱〔準備中〕

系所名稱，大學
名稱或資料庫名
稱

http://

林雍智、吳清山（2013）。學校治理模式的形成探析：教育的新公共性觀點〔未出版之手稿〕。教育行
政與評鑑研究所，臺北市立大學。

Lin, Y.-C. (2019).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school principles’ necessary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 comparative case of Japan and Taiw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ifu University.

第二行縮格、全形標號、作品名稱粗體

第二行縮格、半形標號、作品名稱斜體

(林雍智，2021)



電腦軟體(APP)

中文 作者（年代）。軟體名稱（版本）〔電腦軟體〕。出版商名稱（可為App Store或Google Play）。
URL

英文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software (version x.x) [Computer software]. Publisher Name. URL

BoniO.Inc（2021）。PaGamO素養學習（1.7.1版）〔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Google Play。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bonio.pagamo.parent&referrer=utm_source%3Dboni

o.pagamolearning_email%26utm_medium%3Dreferral%26utm_campaign%3Dapp_Android_click_0426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bonio.pagamo.parent&referrer=utm_source%3Dboni


圖表引用



圖表引用



多媒體與網頁引用



影音媒體（單獨存在）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出版商資訊 URL

中文 作者或
導演或
製作者或
上傳者或
網紅

（年代）。或
（年代＋發
表）。或
（起訖年代）。
或
（年月日）。

作品名稱
［媒體項目
］。

發行公司名稱。或
標籤。或
博物館名稱，博物館地
點。或
部門名稱，大學名稱。

https://...

英文 Director, D. 

D. (Director).

或
Producer, P. 

P. (Executive 

Producer). 或
Artist, A. A.

(Year). 或
(Year-Present). 

或
(Year-Year). 或
(Year, Month 
Day).

Title of 

Work 
[Description]

Production Company. 

或
Label. 或
Museum Name, 

Museum Location. 或
Department Name, 
Univ. Name.

https://...

(林雍智，2021)



影音媒體（全體計畫或演出的一部分）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出版商資訊 URL

中文 作者或
導演或
製作者或
上傳者或
網紅

（年代）。或
（年代＋發表）。
或
（起訖年代）。
或
（年月日）。

作品名稱
［媒體項目
］。

載於導演（導演），系
列作品名稱，發行公司
名稱。或
標籤。或
載於專輯名稱。

https://...

英文 Writer, W. W. 

(Writer), & 

Director, D. D. 

(Director). 或
Host, H. H. 

(Host). 或
Producer, P. P. 

(Producer). 或
Artist, A. A.

(Year). 或
(Year, Month 
Day).

Title of 

episode 

(Season 

No., 

Episode 

No.) 或 Title 

of Song 
[Description]

In P. P. Producer 

(Executive Producer), 

Title of TV series. 或
Production Company. 

或
In Title of Podcast. 

Production Company. 

或
On Title of album. 
Label.

https://...

(林雍智，2021)



◼YouTube的影片或其他的串流影片（要加上網址）

Bonjour Louis! 我是路易（2022年6月6日）。西方人VS亞洲人
吃飯習慣大不同! | 9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Asian 
Eating Habits［影片］。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1kGD-J9uo

CitaviTeam (2022, June 6). Research & Write with Citavi [Video].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KVWS13Q8k0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Podcast（可分為影片Podcast或音樂Podcast兩種）

鄭麗君（主持）（2021年10月8日發表）。鄭麗君的思想操場：
自由六講［音樂Podcast］。鏡好聽。
https://www.mirrorvoice.com.tw/podcasts/130

TED RADIO HOUR. (2022-present). Humor Us [Audio Podcast]. 
NPR. https://www.npr.org/2022/06/02/1102750479/humor-us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地圖

Google（無日期）。［Google地圖導航，玉里火車站 至 六十石山風景
區］。2022年6月6日，取自https://goo.gl/maps/DVJKVEqFCH7tTs2H9

Google. (n.d.). [Google Maps directions, from Sasebo Sta. (Sasebo Bus 
Center) to Tenkaiho Observatory]. https://goo.gl/maps/6JBsRFG6kphkuvam6

說明：Google的地圖並無標題，因此需在括號中
描述搜尋地圖之目的，並加上日期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照片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無年代）。《流浪三兄妹》劇照［照片］。國家電影
及視聽文化中心。
https://tfai.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8ebb7d6f104a6aba41bd015eeafa81bd

無國界醫生（2021年5月）。人們走在加薩市的瓦礫廢墟中。救援故事。
https://www.msf.org.tw/news/202206/gaza-some-wounds-never-heal

說明：引用照片可能需要取得授權，引用前應留意。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線上媒體
作者 年代 題目

來源
出版商資訊 URL

中文 Twitter和Instagram：
用戶名稱［@帳號］
團體名稱［@帳號］
Facebook等
用戶名稱
團體名稱
團體名稱［帳號］
帳號

（無日期）。
或
（年月日）。

Po文的名稱。或
Po文的名稱［媒體
項目］。或
［媒體項目］。

網站名稱。 https://...

英文 Twitter & Instagram:

Author, A. A. [@userID]. 或
Name of Group [@userID]. 

Facebook etc.

Author, A. A. 或
Name of Group [Username]. 

或
Username.

(n. d.). 或
(Year, Month 
Day).

Content of the 

post [Description 

of audiovisuals]. 

或
[Description of 
audiovisuals].

Site Name https://...

(林雍智，2021)



蔡語婕（2022年6月8日）。紀錄美麗老宅一隅［附圖］［更新狀態］。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hai.ann.58/posts/pfbid0pLB5LkX7dqFdvDfWQ

PMmU9CE49y2E5Lnc4k27K3bNdCCpfQVot5kQrss4dhHshwal

數感實驗室 Numeracy Lab（無日期）。首頁［Facebook網頁］。
Facebook。2022年6月6日，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numeracylab/

林務局（2022年6月8日）。農委會預告新增4處森林育樂場域有條件開
放攜帶寵物入園。https://www.forest.gov.tw/forest-news/0069587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2年5月19日）。因應COVID-19大規模疫情
送驗流程調整說明。
https://www.cdc.gov.tw/File/Get/GhvfCLUEG3BberUfWm9_-w



Roger Federer [Federer]. (2022, April 12). Grand Tour of Switzerland 
[Video]. Facebook. https://fb.watch/dwfRbNUik2/

MURAD OSMANN [@muradosmann]. (2022, January 26). 
#followmeto the pyramids of Yucatán. [Photographs].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p/CZKc7wLo1-0/



投稿目標期刊

系所論文(以臺大為例)

學期報告或簡報

自行運用

如何確認你需要的引用格式？6



依投稿目標期刊規範

◼台灣教育研究
撰寫體例

資料來源：台灣教育研究期刊文章格式。取自：https://sites.google.com/view/ites-tw/journal/download

https://sites.google.com/view/ites-tw/journal/download


依投稿目標期刊規範

◼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

資料來源：https://www.elsevier.com/journals/advances-in-water-resources/0309-1708/guide-for-authors

https://www.elsevier.com/journals/advances-in-water-resources/0309-1708/guide-for-authors


依投稿目標期刊規範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資料來源：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page/journal/17447976/homepage/forauthors.html

⚫ 數據資料引用的規範。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page/journal/17447976/homepage/forauthors.html


依投稿目標期刊規範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資料來源：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page/journal/17447976/homepage/forauthors.html

⚫ 參考文獻的格式規範。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page/journal/17447976/homepage/forauthors.html


依學校、系所論文格式規範

◼臺灣大學論文格式規範

資料來源：https://www.lib.ntu.edu.tw/doc/cl/THESISSAMPLE.doc

https://www.lib.ntu.edu.tw/doc/cl/THESISSAMPLE.doc


學期報告或簡報

◼構成參考文獻的核心元素：

作者

年代／日期

題目名稱

資料來源



網路資料庫

書目管理軟體

協助產生引用格式的工具7
圖書館館藏系統

文書排版軟體



可協助產生引用格式的工具

◼圖書館館藏系統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Web of Science、Pubmed、
Google Scholars、華藝線上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 ……等

◼書目管理軟體：EndNote、Zotero、Mendeley……等

◼文書軟體：Word、LibreOffice，需配合書目管理軟體使用



圖書館館藏系統 ⚫ 可直接套用格式後複製使用。

⚫ 中文資料時需自行調整標點符號為全形符號。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

◼Web of Science （欄位型資料）

純文字檔案 電子郵件

⚫ 欄位型資料不適合直接使用，需要轉換為易讀的
參考書目格式。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

◼Pubmed

⚫ 可直接套用格式後複製使用。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

◼IEEE Xplore ⚫ 可利用匯出書目功能匯出文獻清單。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

◼IEEE Xplore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

◼Google Scholars

⚫ 可直接套用格式後複製使用。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

◼華藝線上圖書館 ⚫ 想直接取得已套用引文格式的書目資料，匯出格式
可選擇APA6、APA7、Chicago、MLA等格式。

⚫ 想利用書目管理軟體後續整理、編輯書目資料，可
以選擇輸出至EndNote、RIS等格式。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

◼華藝線上圖書館 ⚫ 除了單篇文章，也可以勾選多篇文章後再使用「書
目匯出」功能，可取得整批套用格式的書目清單。

⚫ 華藝目前僅提供上限20筆書目的整批匯出功能。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

◼華藝線上圖書館

⚫ 匯出的書目已套用引文格式，可直接複製使用。



資料庫提供的引文(Cite)功能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書目管理軟體 - EndNote

◼EndNote提供兩種使用引文的功能

在EndNote中選擇文獻，可直接套用引文格式並顯示預覽樣式

類似前述網路資料庫提供的引用(Cite)功能，可直接在選定文獻書
目後套用需要的引文格式，直接預覽呈現並複製利用

適用：簡報或報告中只需要提供參考書目的時候

在文書軟體Word中插入內文引用文獻，EndNote會同步在文末新
增參考書目清單

適用：撰寫論文或期刊投稿，需要文內引用與參考書目



預覽套用引文格式



預覽套用引文格式

⚫ 可自由切換套用不同引文格式，即時顯示。



插入內文引用文獻

2

1

點擊要插入引文的地方

Mark書目後到WORD

3

4



插入內文引用文獻

1點擊要插入引文的地方

2

3

4

5



按住滑鼠後直接拖曵至文中位置

2

1

插入內文引用文獻



切換選擇不同書目格式

Citation與Reference呈現格式→由Output Style定義



更多output style
可至EndNote官網
查詢下載



偏好設定-設定檔案存放位置

設定自行修改新增
的Style存放位罝



查看已下載的style檔案

1

3

2





書目管理軟體 - EndNote

◼EndNote Output Style下載 https://endnote.com/downloads/styles/

更多output style可至
EndNote官網查詢下載

https://endnote.com/downloads/styles/


書目管理軟體 - EndNote

◼可以用關鍵字搜尋需要的Output Style



書目管理軟體 -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沒有軟體中預覽引文的功能，只能在文書軟體Word或
LibreOffice中新增引文後才能看到套用格式後的結果

◼Zotero中，引用文獻與產生參考書目是兩種功能，新增引文
之後不會自動在文章結尾新增參考書目

◼撰寫論文、報告，需要在同一份文件中列舉引文與參考書目
時，記得要在新增引文後新增參考書目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引用文獻

1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引用文獻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2



◼引用文獻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3



◼引用文獻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4



◼新增參考書目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1



◼新增參考書目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2



◼切換套用其他引用格式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1

2



◼切換套用其他引用格式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1



◼切換套用其他引用格式

書目管理軟體 - Zotero



如何讓中英文參考文獻格式並存？

1) EndNote – 運用Unused的Reference Types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3576

2) EndNote - 運用2份Word檔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3585

3) EndNote + Mendeley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5785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3576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3585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5785
http://tul.blog.ntu.edu.tw/?s=%E4%B8%AD%E8%8B%B1%E6%96%87


延伸資料

1) 快速認識ACS 引文格式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9235

2) EndNote Output Style改造實例：ACS + APA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2267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9235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2267
http://tul.blog.ntu.edu.tw/?s=%E4%B8%AD%E8%8B%B1%E6%96%87


習題

1. Citation與Reference有什麼差別？

(1)Citation可做為Reference的索引

(2)Citation提供引文線索，Reference提供完整參考文獻資訊

(3)以上皆是

2. APA精神是什麼？

(1)一定要有Doi

(2)基本架構符合作者、日期、題目、來源

(3)可以標註的作者數無上限



習題

你的學科領域所採用的哪種學術寫作格式規範呢？請嘗試用
以下方式找出來。

1) 參考該學科領域的一級期刊。

2) 跟你的學長姐或指導教授確認。

目前，大多數學術寫作格式均採用美、加地區論文格式（即
預設為英文格式）。若要因應中文學術論文寫作，會有哪些
變更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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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填寫
課程滿意度調查
https://goo.gl/rv7NsC

歡迎訂閱YouTube頻道
臺大圖書館 學科服務組
https://reurl.cc/Z74e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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