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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系博士班論文格式說明  

一、封面（如格式一） 

（一） 平裝：150 磅以上雲彩紙。 

（二） 顏色：由系辦規定。 

（三） 尺寸：A4。 

（四） 書背：校名、系所、題目、研究生姓名、民國ＯＯ年ＯＯ月。 

二、論文內容順序如下： 

（一） 封面 Front Cover （不需註明「論文題目」字樣） 

（二） 空白頁 Blank Page （紙本論文裝訂需要，上傳圖書館之電子論文不需放） 

（三） 書名頁（中文） Thesis Title (Chinese) （如封面格式一） 

（四） 書名頁（英文）* Thesis Title (English) （非必備） 

（五） 論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六） 審定書 Verification From the Oral Examination Committee （統一由系辦製作，於

論文修正完發給研究生） 

（七） 研究生無違反學術倫理聲明書(本校) CMU Graduate Student Academic Ethics 

Statement 

（八） 誌謝辭* Dedication or Acknowledgments （非必備，若無，頁碼請自行往前）   i 

（九） 摘要（中文） Chinese Abstract   ii 

（十） 摘要（英文） English Abstract   iii 

（十一） 目次 List of Contents   iv 

（十二） 圖目次 List of Figures   v 

（十三） 表目次 List of Illustrations   vi 

論文正文之前以羅馬數字編碼，正文開始以阿拉伯數字編碼 

有編碼之頁面需加入學校浮水印 

（請至圖書館電子學位論文系統下載 https://cloud.ncl.edu.tw/cmu/download.php） 

（十四） 正文 Body of The Thesis   1 

（十五） 參考書目 Bibliographies/References   2 

1. 中文部分 

(1) 圖書 

(2) 期刊論文 

(3) 網路資源 

(4) 其他 

2. 西文部分 English 

(1) Books 

(2) Journal Articles 

(3) Electronic Resources 

(4)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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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頁 

（一） 紙張尺寸：以A4紙張打字。 

（二） 邊界：上下2.5公分，左3.2公分，右2.5公分。 

（三） 除封面及封底外，內容各頁均使用80磅道林紙或印書紙，打字印刷。 

（四） 單面印刷，14號字，每頁三十行；醫史文獻論文使用12號字，雙面印刷。 

四、參考資料在本文引用時須加註角碼，並按引用的先後順序詳列於本文之後，如有重複引

用不必重複繕打。雜誌名稱之簡寫應以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Source Index刊載者為

準。參考文獻之列寫，所有作者須全部列出，並請依作者之姓、名、雜誌或書名、年

份、期數、頁數、繕打，例如下（1：雜誌文獻；2：書籍文獻）。 

英文： 

1. Shijo H, Sasaki H, Nishimaru K, Okumura M. Recurrent intracranial hemo-rrhagic 

episodes in hepatopulmonary syndrome. Intern Med. 1992;31(6):86-90. 

2. Morries VJ. Gelation of polysaccharides. In: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food macromolecules, 

Eds Mitchell JR and Ledward DA,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86; 

pp. 143-158. 

中文： 

1. 謝明村、吳龍源、林昭庚：加味一貫煎對甲狀腺機能抗進症之療效。中國醫藥學院

雜誌 1993; 2(2): 103-112. 

2. 明‧李時珍：本草綱目，國立中國醫藥研究所，台北 1981; 41:pp. 1035. 

五、注意事項 

（一） 目錄：論文內容各章節之標題，按出現順序列出，頁次以個位數對齊。 

（二） 圖目錄/表目錄：按出現順序排列，並標出所在頁次。須有圖名/表名，宜以章來

分別，如：圖 1.1 及圖 2.3 表示第一章第一圖及第二章第三圖。 

（三） 摘要：以一頁五百字為原則，內容包括研究之目的、重要性、材料與方法、主

要成果等。本頁包括題目、姓名、指導教授及學校暨研究所名稱。 

（四） 論文各章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 材料與方法 

第四章 結果 

第五章 討論 

第六章 結論 

參考文獻 

附錄 

（五） 醫史文獻論文各章節請參考醫史文獻組論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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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其他： 

1. 內頁圖表使用：圖或表若插入本文中，圖表上下必須 “最少” 有 5 行文字，

否則須另頁插圖。 

2. 內頁引用圖表時，圖表儘可能隨引用處插入，若無法隨後插入本文，也應儘

可能就近插入。 

3. 若圖表多於一頁，在第二頁圖表標記僅列出圖表別，後接…(續)，如：表

5.2(續)。 

4. 若圖表多於一頁，其圖表註欄上方表線可不加或最多不超過 2.5 cm 長度。 

5. 所有圖表內容文字之字型、大小必須一致，但可和本文字型、大小不同（請

勿小於 10 號字），表名列於表上方，圖名列於圖下方，並與圖表有距離。 

6. 本文每頁 “必須” 最少有 2 行文字。 

7. 每個主要章節，起頭後最少有 2 行以上文字。 

8. 表內之數字部分，除統計 p-value 外（可用星號*表示其結果顯著）必須按小

數點統一對齊。 

9. 頁數位置須置於頁尾正中。 

10. 若某頁僅列圖（表），則該頁所有圖（表）必須佔該頁 1/3 篇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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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史文獻組畢業論文格式  

1. 文稿橫式（由左至右）寫作，內容格式請另注意以下各點： 

（1）紙張尺寸：以A4紙張打字。 

（2）邊界：上下2.5公分，左3.2公分，右2.5公分。 

（3）除封面及封底外，內容各頁均使用80磅道林紙或印書紙，打字印刷。 

（4）醫史文獻論文使用12號字，每頁三十行，雙面印刷。 

2.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內之引號，《》用於書刊，〈〉

用於論文及篇名。在行文中，書名和篇名連用時，省略篇名號，如《靈樞‧天年篇》。若

為英文，書名請用斜體，篇名請用“ ”。日文翻譯成中文，行文時亦請一併改用中文新式

標點符號。中、西文混合使用時，標點符號請以符號前一字為依據。 

3. 文章中若有年代，請儘量使用國字，其後以括號附註西元年代，並以阿拉伯數字表示。

例如：漢武帝建元元年（140BC）、蔣渭水（1891-1931AD）。 

4. 獨立引文每行空三格，不必加引號。 

5. 圖表應註明出處，引用時以「圖一」、「表一」標示。勿使用「如前圖」、「見右表」

等表示方法。 

6. 引用注釋之體例，請依下列格式： 

（1）引用專書—作者：《書名》（出版資料），卷冊，頁碼。 

（1.1）若引用內容橫跨數頁，則列起迄頁碼。若引用內容非連貫的頁面，則用頓號分

開。共同作者，以頓號分開。翻譯著作，由於著與譯性質不同，故作者與譯者以

逗號分開，並在作者前標上國籍。 

【例一】［漢］應劭撰，王利器注：《風俗通義校注》（台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1983），卷10，頁480。 

【例二】林昭庚、鄢良：《針灸醫學史》（北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頁

114-116。 

【例三】﹝日﹞小野川秀美著，林明德、黃福慶譯，《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

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頁348。 

（1.2）再引無需重複出版資料，則只需列作者、題名，及頁碼。 

【例一】［漢］應劭撰，王利器注：《風俗通義校注》，頁250。 

【例二】林昭庚、鄢良：《針灸醫學史》，頁50-52。 

（2）引用原版、影印版或重校版古籍，應注明版本與卷頁。 

（2.1）再引無需重複出版資料。 

【例一】［清］楊時泰：《本草述鉤元》（上海：科技衛生出版社，1958，毘陵涵

雅堂本），卷5，頁38。 

【例二】［魏］王弼著，樓宇烈校釋：《老子周易王弼注校釋》（臺北：華正書

局，1983），上編，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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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用論文—作者：〈篇名〉，《刊名》卷期（年），頁碼。 

（3.1）再引無需重複刊名或卷期。 

【期刊】孫永顯：〈《醫心方》中的經脈圖〉，《中華醫史雜誌》31.3（2001），

頁175。 

【論文集】任育才：〈唐代的醫療組織與醫學教育〉，中央研究院編印，《國際漢

學會議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1981），頁449。 

【學位論文】王敏弘：《黃帝內經有關神的研究》（臺中：中國醫藥學院中國醫學

研究所博士論文，1995），頁20。 

（4）引用報紙—作者：〈篇名〉，《書報名》版名或版次，刊出日期。 

【例一】梁啟超：〈我的病與協和醫院〉，《晨報》副刊，1926年6月2日。 

（5）徵引資料來自網頁者，需加註來源網址、公告日期（若無日期註明無日期）與擷取

資料的日期。 

【例一】行政院衛生署（無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四年死因統計結果摘要，台灣地

區主要死亡原因。取自：http://www.doh.gov.tw/statistic/data/死因摘要/94

年/表1.xls。（民96年12月5日檢索）。 

（6）引用西文專書、論文亦同前頁所述範例。 

【例一】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3 (July, 1992), pp. 455-474. 
 



 

 

(邊界：上 4 公分，下 3 公分，左右 2.5 公分) 
(各行均置中，固定行高 28 點)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博士班博士論文 
(22 號字) 

 

指 導 教 授：ＯＯＯ 教 授 

共同指導教授：ＯＯＯ 副教授 

(18 號字) 

 

 

電針刺激與一氧化氮合成酵素抑制劑結合的鎮痛研究— 

以福馬林疼痛測試與 Fos 蛋白測量之大白鼠模式 

The Study of Electroacupuncture and NOS Inhibitor on 

Analgesia- by the Mode of Formalin and Measurement of Fos 

Protein in Wistar Rats 

(18 號字) 

 

 

 

研究生：曹永昌 

(18 號字) 

 

(18 號字) 

中華民國ＯＯＯ年ＯＯ月

格式一 



 

 

 
(邊界：上下 2.5 公分，左 3.2 公分，右 2.5 公分) 
(論文題目：粗體 18 號字、行距 1.5 倍高，置中) 

(作者資料：12 號字、固定行高 20 點，置中) 
 

 
 
 

題目 

研究生：ＯＯＯ 

指導教授：ＯＯＯ 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ＯＯＯ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博士班 

 
 
 
 

(英文題目) 

(英文姓名) 

Advisor： 

Co-Advi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中英文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