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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 

一、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一)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1-1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1-1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20 號字 

18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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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一)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1-2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1-2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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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一、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一)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1-3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1-3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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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回顧 

第一節  ○○○○○ 

一、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一)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2-1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2-1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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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一、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一)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2-2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2-2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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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節  ○○○○○ 

一、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一)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3-1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3-1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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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二、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二)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2.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3-2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3-2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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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 

一、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一)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4-1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4-1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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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一、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一)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4-2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4-2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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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 

一、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一)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5-1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5-1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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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一、 ○○○○○標楷體 16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一) ○○○○○標楷體 14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1) ○○○○○標楷體 12 字型、1.5 倍行距、置左 

內文中文標楷體 12 字型、英文 Time New Roman 12 字型左右對齊、1.5 倍行

距。 

表 5-2 ○○○12 字型、置於表上方、置中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我是表格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我是圖片 

圖 5-2 ○○○12字型、置於圖下方、置中 

資料來源：作者(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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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照 APA 格式，文獻前面不需要編號， 

設定凸排 2 字元，中文字首筆畫遞增排

序，英文首字由 A-Z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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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縮排 2 字元-設定方法： 

每段落第一行”縮排 2 字元” 

選取內文 右鍵選項”段落 ” 

進入右圖視窗設定 

 

 

 

 

 

 

 

 

插入分頁符號-設定方法：(ctrl+enter) 

章標題需換頁，為新頁面的開頭，節與小標題不需換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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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排 2 字元-設定方法： 

 

 

 

 

 

 

 

 

 

 

 

 

筆畫遞增順序-設定方法：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