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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及說明，一律置於圖表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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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從吾等編著，Du, M.W.,et al.。 

3)機關，學校等著者，則將團體名稱比同個人著者姓名繕列。例：

中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標準，台北：正中書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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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出版者不詳），1948。 

5)翻譯作品，例：陳曉南譯，Herman Hesse 著，鄉愁，台北：新潮

文庫，1976。 

6)作者以筆名、別號發表偏品時，仍用筆名或別號，並以方括號將

查出之作者本名括起來，於在筆名或別號之後。例：孟瑤〔楊宗

珍〕，飛燕去來，再版，台北：皇冠雜誌社，1974。 

2.3.2.2 期刊報章文獻期刊報章文獻期刊報章文獻期刊報章文獻：：：：篇名篇名篇名篇名“  ”號號號號，，，，刊物名稱下加底線刊物名稱下加底線刊物名稱下加底線刊物名稱下加底線（（（（underline））））。 

例：陳惠戎，“如何解決公務人員住的困難”，中國論壇，頁 38-42，

1976，7月 25日。 

Swanson, Don, “Dialogue with Catalogue”, Library Quarterly, vol. 34, 

pp.13-25, 1963, December. 

陳永健，蔡中川，”計算機輔助之中文印刷系統”，科學發展月刊，3卷，

7期，頁 558-569，1977，7月。 

2.3.2.3 研討會論文研討會論文研討會論文研討會論文 

例：溫明麗譯，R. Cowen著，「由比較教育觀點論英國師資養成教育」，

國際比較師範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

頁 427-435，1992。 

Sakashita, M. et al., “Lateral Force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a Multi-Story 

Shear Wall and Peripheral Members,” Proceedings of The 7
th

 

Japan-Taiwan-Korea Joint Seminar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for Building 

Structures (SEEBUS 2005), Seoul, Korea, pp.11-20, 2005. 

2.3.2.4 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專題報告、、、、學位論文等學位論文等學位論文等學位論文等 

例：黃政傑等，大台北都會區教育體系調整之整體規畫，台北：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1993（教育部委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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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世雄，觀察非線性系統反應之積分法，博士論文，中原大學機械工程

系，第 89-98頁，2002。 

2.4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凡屬大量數據、推導、註釋、程式碼有關或其他冗長可供參考之資料、

圖表，均可分別另起一頁分別另起一頁分別另起一頁分別另起一頁，編製為附錄。 

2.5專題光碟專題光碟專題光碟專題光碟：：：：專題報告電子檔(含 doc及 PDF檔)、專題系統(完整程式及執行檔) 

 



 

 

- 6 -  

書背格式書背格式書背格式書背格式

臺
北

城
市

科
技

大
學

 
電

腦
與

通
訊

工
程

系
 
九

十
九

學
年

度
專

題
製

作
報

告
 
 
題

目
：

北
台

灣
動

物
醫

院
 
醫

療
管

理
系

統
 

直式 單行間距 

字元間距加寬 3點 

字型 12點 

向上對齊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99 學年度專題製作報告 

北台灣動物醫院北台灣動物醫院北台灣動物醫院北台灣動物醫院 

醫療管理系統醫療管理系統醫療管理系統醫療管理系統 

組員： 姓名 1 學號 1 

 姓名 2 學號 2 

 姓名 3 學號 3 

 姓名 4 學號 4 

指導老師：張○○ 老師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 

與後段距離 1列 

單行間距 

字元間距加寬 3點 

字型 28點置中 

與後段距離 3列 

單行間距 

字型 24點置中 

與後段距離 3列 

單行間距 

字元間距加寬 1點 

字型 28點置中 

單行間距 

字型 24點 粗體 置中 

字型 14點 

與前段距離 5列 

單行間距 

字型 14點置中 

日期請用國字數字 

與後段距離 2列 

與前段距離 0.5列 

單行間距 

字型 16點置中 





 

 

 

i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電腦與通訊工程系專題製作電腦與通訊工程系專題製作電腦與通訊工程系專題製作電腦與通訊工程系專題製作 

報告審核表報告審核表報告審核表報告審核表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一一一一、、、、專題名稱專題名稱專題名稱專題名稱：：：：                                       

二二二二、、、、審核結果審核結果審核結果審核結果：：：： 

□審核通過�若勾選本選項時，敬請續填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組員評核組員評核組員評核組員評核」」」」。 

□審核不通過�若勾選本選項時，敬請於下列處簡述理由，並送系辦存查。 

（                                                ） 

 

三三三三、、、、組員評核組員評核組員評核組員評核：：：： 

班級 學號 姓名 評核結果 

   □及格  □不及格 

   □及格  □不及格 

   □及格  □不及格 

   □及格  □不及格 

   □及格  □不及格 

   □及格  □不及格 

 

指導老師 親簽：_________________ 

   

系主任   親簽：_________________ 



 

 

 

ii 

 

  

 

誌謝  

在此感謝○○○○○○○○○○○○○○○○○○○○○○○○○○○○○○

○○○○○○○○○○○○○○○○○○ 

○○○○○○○○○○○○○○○○○○○○○○○○○○○○○○○○○○

○○○○○○○○○○○○○○○○○ 

 

 

 

 

 

與後段距離 1列 

單行間距 

字元間距加寬 3點 

字型 24點置中 

每個段落第一行位移點數 2字元 

單行間距 

字元間距標準 

字型 12點 左右對齊 

與後段距離 0.5列 



 

 

 

iii 

 

  

摘要  

 

本專題○○○○○○○○○○○○○○○○○○○○○○○○○○○○○○○

○○○○○○○○○○○○○○○○○ 

○○○○○○○○○○○○○○○○○○○○○○○○○○○○○○○○○○

○○○○○○○○○○○○○○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每個段落第一行位移點數 2字元 

單行間距 

字元間距標準 

字型 12點 左右對齊 

與後段距離 0.5列 

與後段距離 1列 

單行間距 

字元間距加寬 3點 

字型 24點置中 



 

 

 

iv 

 

  

目錄  

頁碼 

誌 謝  .................................................................................................................. ii 

摘 要  ................................................................................................................. iii 

目 錄  ................................................................................................................. iv 

圖目錄 ................................................................................................................. v 

表目錄 ................................................................................................................ vi 

第一章  緒論  .................................................................................................... 1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1.2 研究問題 ........................................................................................................................... 1 

1.3 研究目的 ........................................................................................................................... 1 

1.4 論文結構與研究流程 ....................................................................................................... 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2 

2.1 A理論 ................................................................................................................................ 2 

2.2 B理論 ................................................................................................................................ 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3 

3.1 研究架構 ........................................................................................................................... 3 

3.2 研究原理說明 ................................................................................................................... 3 

參考文獻  ........................................................................................................... 4 

附錄一 ................................................................................................................. 5 

附錄二 ................................................................................................................. 6 

與後段距離 1列 

單行間距 

字元間距加寬 3點 

標楷體 24點置中 

14點 字元間距標準 靠右對齊 

字型 12點 粗體 靠左對齊(請使用 自動產生圖表目錄 功能完成) 



 

 

 

v 

 

  

圖目錄圖目錄圖目錄圖目錄 

頁碼 

圖 1  研究流程圖 .................................................................................................................. 1 

 

與後段距離 1列 

單行間距 

字元間距加寬 3點 

字型 24點置中 

字型 14點 字元間距標準 靠右對齊 

字型 12點  靠左對齊(請使用 自動產生圖表目錄 功能完成) 



 

 

 

vi 

 

  

 

表目錄 

頁碼 

表 1 理論統計圖 .................................................................................................................... 2

與後段距離 1列 

單行間距 

字元間距加寬 3點 

字型 24點置中 

字型 14點 字元間距標準 靠右對齊 

字型 12點  靠左對齊(請使用 自動產生圖表目錄 功能完成) 



 

 

 

1 

 

  

 

北台灣電通北台灣電通北台灣電通北台灣電通系動物醫院醫療管理系統系動物醫院醫療管理系統系動物醫院醫療管理系統系動物醫院醫療管理系統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

○○○○○○○○○○ 

○○○○○○○○○○○○○○○○○○○○○○○○○○○○○○○○○○

○○○○○○○○○○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

○○○○○○○○○ 

1.2 研究問題 

○○○○○○○○○○○○○○○○○○○○○○○○○○○○○○○○○○

○○○○○○○○○○ 

1.3 研究目的 

○○○○○○○○○○○○○○○○○○○○○○○○○○○○○○○○○○

○○○○○○○○○○ 

1.4 論文結構與研究流程 

○○○○○○○○○○○○○○○○○○○○○○○○○○○○○○○○○○

○○○○○○○○○○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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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2.1 A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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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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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各附錄原則上皆另起一頁，頁碼連續編號。 

�附錄內文格式自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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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專題光碟專題光碟專題光碟專題光碟

黏貼處黏貼處黏貼處黏貼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