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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引註格式舉例
類別

舉例

單一 第 1 次引用
作者

中文文獻：司徒達賢（1995）認為…
英文文獻：Porter（2001）認為…

第 2 次以後引用

中文文獻：司徒達賢（1995）認為…
英文文獻：Porter（2001）認為…

圓括弧內第 1 次引用

中文文獻：（司徒達賢，1995）
英文文獻：（Poter, 2001）

圓括弧內第 2 次以後
引用

中文文獻：（司徒達賢，1995）
英文文獻：（Poter, 2001）

二位 第 1 次引用
作者

中文文獻：胡述兆與吳祖善（1989）認為…
英文文獻：Roger 與 Smith（2001）認為…

第 2 次以後引用

中文文獻：胡述兆與吳祖善（1989）認為…
英文文獻：Roger 與 Smith（2001）認為…

圓括弧內第 1 次引用

中文文獻：（胡述兆、吳祖善，1989）
英文文獻：（Roger & Smith, 2001）

圓括弧內第 2 次以後
引用

中文文獻：（胡述兆、吳祖善，1989）
英文文獻：（Roger & Smith, 2001）

三至 第 1 次引用
五位
作者

中文文獻：葉啟政、顧忠華、黃瑞祺、蘇峰山與鄒川雄（1994）
認為…
英文文獻：Walker、Allen、Bradley、Ramirez 與 Soo（2008）…

第 2 次以後引用

中文文獻：葉啟政等（1994）認為…
英文文獻：Walker 等（2008）…

圓括弧內第 1 次引用

中文文獻：
（葉啟政、顧忠華、黃瑞祺、蘇峰山、鄒川雄，2008）
英文文獻：（Walker, Allen, Bradley, Ramirez, & Soo, 2008）

圓括弧內第 2 次以後
引用

中文文獻：（葉啟政等，2008）
英文文獻：（Walker et al., 2008）

六位 第 1 次引用
或六
位以 第 2 次以後引用
上作
者
圓括弧內第 1 次引用
圓括弧內第 2 次以後
引用

中文文獻：黃勇富等（2004）認為…
英文文獻：Campbell 等（2001）認為…
中文文獻：黃勇富等（2004）認為…
英文文獻：Campbell 等（2001）認為…
中文文獻：（黃勇富等，2004）
英文文獻：（Campbell et al., 2001）
中文文獻：（黃勇富等，2004）
英文文獻：（Campbell et al., 2001）

參考文獻舉例
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中文部分以首字之筆劃（由少至多）排列，英文部分以首字之字
母（由 A 到 Z）依序排列。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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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麗芬、周清波、陸秀芬、曾惠楨（2006）。團體懷舊治療實務指引之研發。實證護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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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ck, B. C., Graham, A. L., Sciamanna, C. N., Krishnamoorthy, J., Whiteley, J., Carmona-Bar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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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14622200410001676332
◎翻譯期刊
Bain, I.（1988）。博物館出版工作和賣店（左曼熹譯）。博物館學季刊，2（4），35-42。
◎一般圖書
張逸民（2008）。策略管理：分析架構與實務。台北市：華泰文化。
胡述兆、吳祖善（1991）。圖書館學導論（二版）。台北市：漢美。
Ambrose, T., & Paine, C. (1993). Museum basics. New York, NY: Routledge.
Woodhead, P., & Stansfield, G. (1994). Keyguide to information sources in museum studies (2nd
ed.). London, England: Mansell Publishing.
◎編輯著作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編（1981）。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台北市：東華。
陳雪雲（2005）。臺灣博物館觀眾研究回顧與展望－從現代到後現代主體。載於王嵩山（主
編），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頁 115-140）。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Andrews, J., & Hayward, A. (1994). Responding to community need: A model for museum training.
In B. Lefebrre, & M. Allard (Eds.), Le Musee un Project Eductif. Paris, France: Logique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2005a). Museum advancement & excellence accreditation
program - Accreditation program standards: The two core question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2005b). Museum advancement & excellence accreditation
program - eligibility criteria.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會議或研討會中發表之論文（未出版）
王啟祥、謝義勇（2006，10 月）。家庭團體在大型科學博物館的參觀行為─本土代表性個案
的初探。在致遠管理學院主辦，第一屆兒童與家庭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高雄市。
Muellbauer, J. (2007, September). Hou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expenditure. In S. C. Ludvigson
(Chair), Hous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WY.
◎翻譯書籍
Falk, J. H., & Dierking, L. D.（2005）。博物館經驗（The museum experience）（林潔盈等譯）。
台北市：五觀藝術管理。（原著出版年：1992 ）
Schumpeter, J. A.（2005）。經濟發展理論（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何畏、易
家詳譯）。台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原作 1934 年出版）
正文引用：Schumpeter（1934/2005）或（Schumpeter, 1934/2005）
◎研究報告
張譽騰（2000）。展示效果之評量研究—以「航空與太空」及「量度與科技」展示廳為例（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89-003）。高雄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Osgood, D. W., &Wilson, J. K. (1990). Covariation of adolescent health problems. Lincoln, C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NTIS No. PB 91-154 377/AS)
◎網路資料
台北縣教師會教學部（2001）
。與國立台灣博物館推廣組合作方案。檢自：http://www.edu.gov.tw/
Thomas, J.W. (2000).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executive summa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bie.org/files
◎學位論文
劉曉蓉（2005）。文化產業發展成為文化創意產業之特性研究（未出版之碩士論文）。國立
中山大學，高雄市。
王玉麟（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博士論文）。取自臺灣博
碩士論文系統。（系統編號 097TMTC5212002）
Adams, R. J. (1973).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k.edu/etd/
Tsai, Y. C. (2003). Teacher agenda and teacher museum experi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and and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Leicester,
England.

表格舉例
表1
公辦民營理論應用於博物館公辦民營的概念與問題
理論

運用於公辦民營的主要概念

應用於博物館公辦民營的主要
問題

公共選擇理論

減少政府職能，讓公共服務由更有
效率的市場機制提供
降低公共服務的交易成本；以交易
成本最低的治理結構提供公共服務
委託人受限於本身能力且為最大公
共利益，授權代理人執行公共服務

博物館市政府應減少的職能
嗎？
博物館公辦民營是交易成本最
低的治理結構嗎？
博物館公辦民營的經營者（代理
人）是否適格？

交易成本理論
委託人代理人理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2
解說成效差異性分析（N=431）
解說成效

平均數（ ̅ ）

標準差（SD）

（a）情感
（b）認知
（c）行為

3.99
3.04
3.88

.03
.05
.02

***

F
332.943

p

LSD

.000***

a>b
a>c
c>b

p<.001

圖形舉例

圖 1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外觀，丁大明攝影。

以上資訊主要參考資料：
林天佑（2010）
。APA格式第六版。檢自http://web.nchu.edu.tw/pweb/users/wtsay/lesson/11680.pdf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