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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字。若作者在引用的原文中特別強調某些字詞，可以加底線或特殊字體表示		
之，並在引文之後註明為作者所加。舉例如下：
Connell（2002, 2005a, 2005b）從性別關係的取徑出發，認為性別並非先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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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順序為首頁、中文摘要與關鍵詞、英文摘要與關鍵詞、正文、參考書目、附錄。以上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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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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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是在權力不對等關係下，重複發生的意圖傷害的行為（Farrington, 1993）。
Hull（2000）對於盲人的空間經驗，有以下動人的描述：「雨打在淺坑上，激
起水花……背景溫柔的雨聲，集合成連續的低語，就像燈光打在一幅美景上」
（頁55）。
五、 參考書目
正文中所引用之文獻，應於參考書目中列出；正文未引用之文獻請勿列入。
參考書目編排於正文之後，先中文及日文，後英文及其他語文（以作者名的語文為

以中英文書寫下列二項：

準），並按作者姓氏筆劃（或英文字母次序）排列；同一作者有數項參考文獻時，

1. 論文題目；若有副標題，請在前以「：」符號區隔。

依出版年代先後排列；同一作者同一年代有數項出版時，再以a.b.c.…編列。參考書

2. 作者資料

目格式如下：

於姓名後以*、**與***符號加頁尾註腳（第二作者使用**），以中英文註明任職機
構、職稱、電話、email等資料，舉例如下：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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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experiential analysis. Transacti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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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編者（編）（出版年）《書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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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title.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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