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104 學年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說明 

 
一、 計畫書內容規定 

(一) 計畫書格式 

1. 計畫書內文之撰寫格式規範請參照 APA 第 5 版之規定。 

2. 封面、目錄、版面設定、及字體等格式請參照『附件一』。 

(二) 計畫書內容 

計畫書內容以論文前三章方式撰寫，引用碩士論文篇數不得超過

參考文獻的三分之一，參考文獻必須有 3 篇是 2010 年以後發表之國

外期刊論文。詳細內容規範請見附件。 

 

二、 時間安排 

(一) 學生簡報 

1. 應針對研究主題、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架構、分析方法…

等進行說明，簡報檔內容以不超過 20 頁為原則，簡報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 

2. 簡報時間達 8 分鐘，提醒短鈴一聲，請繼續發表並注意時間之

掌控，簡報時間滿 10 分鐘，兩聲短鈴並立即停止簡報。 

(二) 口試 

1.委員提問：由口試委員提問，每位委員提問時間 3 分鐘，時間

到響一聲短鈴，請主持人協助安排提問順序，以及協助掌控時

間，擔任論文指導教授(含共同指導)者不發言。 

2.針對委員之提問答詢，時間 5 分鐘，時間到響兩聲短鈴並立即

停止答覆。 



三、 議程安排 

(一) 口試場地 

碩士生請於該場次 20 分鐘以前將簡報檔儲存並完成測試。 

(二) 計畫書繳交 

論文計畫書印製 3 份 

▶申請 7 月 9 日論文計劃書口試的同學，請於 7 月 1 日下午 17:00 以

前繳交論文口試計劃書至系辦或(郵寄)。 

四、口試日期 

計畫書口試場次安排訂於 7 月 9 日舉行發表，一般碩士生和碩

專生合併辦理。 

1.口試教師由全系老師擔任。 

2.每一位學生 25 分鐘，包括學生報告 10 分鐘、老師評論及學生回

覆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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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設定＞ 
 

1.邊界   上：3.2cm 

          下：2.5cm 

          左：3.8cm 

          右：2.5cm 
 

2.頁首  1.5cm 

 

3.頁尾  1.75cm 

 

 

＜封面格式說明＞ 
 

1.學校      標楷體 36 號字、置中 

 

2.單位      標楷體 26 號字、置中 

 

3.論文別    標楷體 26 號字、置中 

 

4.中文題目  標楷體 22 號字加黑、置中、可排二行 

 

5.英文題目  標楷體 22 號字加黑、字首大寫、置中、可排五行 

 

6.研究生    標楷體 22 號字、置中 

 

7.指導教授  標楷體 22 號字、置中 

 

8.出版年月  標楷體 26 號字、置中 

 

備註一：預設中文題目＋英文題目共 7 行(不含空格)，如二者合計超

過 7 行，可將英文題目與指導教授之間，調整為一行；如

仍不足，可將研究生姓名與出版年月之間，調整為一行。 

備註二：如中文題目＋英文題目合計不足 7 行(不含空格)，請將多餘

一行加在英文題目與研究生之間，如仍有多餘行數，請加

一行在出版年月之下方。其餘加在指導教授與出版年月之

間，或加在碩士論文與中文題目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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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碩士論文計畫書 

內文格式 

 

一、本論文格式規範之撰寫方式依據「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第五版規範之論文書寫格式。 

二、版面設定：上 2.54 公分，下 2.54 公分，左 3.17 公分，右 3.17 公

分。 

三、內文 

1.標題編號：主標題如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理論架構、

預期結果等，16 號字粗體，並需加註項次。主標題下之次標題

則以 14 號字，並需加註(一)、 (二) 項次標明。如下所示： 

2.內文中每一段落起始縮排兩個全形字空格。 

3.採用引文時無論字義，拼法與標點符號，一定要與原始資料符

合，並於文末註明出處。中文論文中引用文獻時，需以括弧註明

作者全名及年份，如劉健哲(2007) 或 (湯幸芬，2006；姜彥孝、

程博舒，2005) 等；引用英文文獻時，僅註明姓氏 (last name) 及

年份，如 Chang (2004) 或 (Chang, 2004)，若該作者同時有數篇，

按年代先後排列。 

4.非數學式中之 ( )、[ ]、{ }等括號，均為半型字，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左括號與前一中文字間隔 1 個半型空格，右括號

與後一中文字亦間隔 1 個半型空格。若左括號的前一中文字或右

括號的後一中文字為標點符號，則不間隔半型空格。 

5.前後文均為中文時的標點符號，均為全型字。前面為中文，後面

為英文亦准此原則處理。 



 

6.阿拉伯數字前之正或負號 (+或-) 與數字後之百分比 (%) 等符

號為半型字，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除年份以外的阿拉伯

數字，大於 1,000 的數字，一律加入分位號，如 2,000,000。 

7.西元年、月、日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如 2001 年 9 月 12 日。年份

以西元為主。 

8.表格標題在表格上方；圖與照片之標題在圖之下方。中文標題一

律用黑體字。特殊尺寸之地圖不在此限。 

9.圖與照片之附註、說明或資料來源放在圖或照片與標題之間，表

格之附註、說明或資料來源則放在表格下方。表格之單位註記則

置於表格標題與表格之間，靠右對齊。資料來源在附註、說明之

上，靠左對齊。 

10.圖、表與照片之序號一律用阿拉伯數字，如圖 2、表 5、照片 3。 

11.單一附錄不編序號，二個 (含) 以上之附錄用中文數字一、二、

三序號，如附錄四。 

12.英文字母與阿拉伯數字均為半型字，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 

(圖表內字母與數字亦同)。以中文撰寫時，圖之座標軸說明亦應

為中文。 

五、引用文獻 

請參見「APA 格式第五版」PDF 檔案。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觀光需求研究 

觀光需求研究為產業的重要議題，採行的研究方法亦日趨多元

化，因此…(段落文字請左右對齊，前後段建議取 0.5 列行高，英文字

形建議採用 Times New Roman)…觀光需求之多元的研究方法中，可

依據其採用之統計分析方法，將之細分為： 

一、計量研究法 

計量研究法即為經濟模型評估方法，係以經濟理論為基礎，推導

需求模型…..(王大明，2009)。計量研究方法又包括下列幾種模式： 

(一)需求體系 

需求體系採用….，XXXXXXXXXXXXXXXXXXXXXXXX，茲

將實證上常用的需求體系說明如下： 

1.固定彈性需求體系 

本實證方法…… 

2.鹿特丹模型 

(1)假設常數不變 

a.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