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專題報告 

 

 

專題名稱：若主題過長超過一行 

則於有意義詞彙之間分行 

並以倒梯形呈現  

 

 

 

專題生：○○○ 

   ○○○ 

   ○○○ 

   ○○○ 

   ○○○ 

指導教授：○○○ 博士 

 

 

中華民國 Y 年 M 月



 龍華科技大學  

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或專題為本人在龍華科技大學○○○ 學年度

第○學期所撰寫。 

 

專題名稱：  

 

    同意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專題提要,授予龍華科技大學,得重

製成電子資料檔後收錄於該單位之網路，並與台灣學術網路及科技網

路連線,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光碟或紙本重製發行。 

  (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同意 不同意 

    本論文或專題因涉及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申請，請將本論文或專

題全文延至民國    年   月   日後再公開。 

  (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同意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專題全文資料，授予教育部指定送

繳之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各種方法重

製，或為上述目的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不限時間與地域，惟

每人以一份為限。並可為該圖書館館藏之一。 

  (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

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

用均為無償。 

 

指導老師姓名： 

 

學生簽名： 

(親筆正楷)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90/11/09                       -ZH10027-01



 

i 

 

摘要  

專題報告名稱：                                                頁數：  

校系別：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畢業時間：108 學年度 2 學期  

學生：  

指導教授：  

 

報告或論文篇前或啟始頁面的摘要，雖然在報告或論文中被讀者最先閱覽；

但通常是作者在完成所有報告或論文本文後最後才撰寫。摘要撰述目的在讓讀

者快速的掌握此研究之梗概，其撰述要點計有問題、方法與發現等三項，問題

指研究所欲處理的問題，方法為解決問題所運用的研究方法，發現則為研究執

行後的主要發現與簡要討論 … 等。摘要內不得引述文獻、不得使用圖表、字

首縮寫詞及中英文並列 … 等。 

 無論報告或論文的摘要陳述都應該精簡，通常以一頁篇幅內 2~3 段文字可

容納為原則（精簡論文甚至要求在 300 字內！）學術報告或論文通常也要求在

摘要文字段落結束後，以「關鍵詞：」為標題，列舉 3~5 個與研究議題相關、

有助於索引的關鍵詞 (Keywords)。篇前部分自摘要開始於頁尾中央編頁碼（小

寫羅馬數字）。 

 關鍵詞：論文，格式規範，中文摘要，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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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緒論為研究報告或論文正文五段式架構最開始的論述，又稱前言、序言 … 等，

作者應依研究議題特性，以有意義的短標題取代示範之「緒論」標題。緒論撰述

目的在使讀者能掌握報告或論文的梗概。為使讀者能容易掌握研究者所欲表達的

研究重點，緒論一般撰述要點著重於背景、問題與目的之陳述。本段文字也表達

章節標題之間應有起承轉合的文字段落解說。 

 

1.1 緒論撰寫要點 

 研究背景為由一般領域至特定議題的縮小範圍陳述，領域、議題等之說明，

同時也展現作者對議題掌握程度與研究的信效度。 

 除章節之間的起承轉合可僅有一段文字段落外，任何編號章節標題之下，至

少應有兩段（含）以上文字說明，否則應取消該節或小節編號標題。另上一級章、

節標題下之也至少應有兩個（含）以上節或小節編號標題，否則也應取消該節或

小節編號標題。 

 

1.1.1 編號標題 

 本格式規範建議報告或論文之架構從章、節到小節之三層架構為宜，若作者

在小節架構區分之下，仍有次一級數個論點須撰述，則可視需要以編號標題或強

調標題兩個方式表達。 

 除應避免於章節標題下直接列舉編號標題之原則外，其他有關編號標題之撰

述格式如： 

1. 編號與標題：以 1./2./3. … 依序標註有次序關係之觀點，另觀點標題宜採用短

標題。 

2. 編號標題數量：有兩個（含）以上之觀點才運用編號標題，若僅有一個觀點

則不宜編號，以文字段落直接說明即可。 

3. 編號標題行距設定：編號標題與文字段落間應空一行以資區別與提升可讀性；

但編號標題之間應取消「與前段距離」0.5 行間距之設定。 

 

1.1.2 強調標題 

 小節以下如須再表達數個次級觀點、且觀點之間並無明顯次序關係時，可以

強調標題方式表觀點論述，所謂強調標題，指不編號、以粗體短句為標題之段落

撰述，其表現格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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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與標題：強調標題不編號，僅以粗體短句為標題，後以冒號「：」跟著

觀點論述。 

標題數量：有兩個（含）以上無明顯次序關係的觀點才運用強調標題，若僅

有一個觀點則不編制強調標題，以文字段落直接說明即可。 

標題行距設定：強調標題可視為文字說明段落，因此，與前段文字段落間，

應有「與前段距離」0.5 行間距之設定。 

 

1.2 緒論格式規範 

 本範本僅為報告或論文主要結構有關格式設定之範例，本系學生或碩士生可

直接套用本格式範例製作報告或論文。若有任何格式問題，應參照本系最新發佈

之格式規範而自行調製。 

 編號章節標題下，至少應有兩段（含）以上文字解說段落。文字段落可以編

號標題、強調標題兩種方式表達或直接以文字解說。 

 

1.2.1 小節短標題 

 

1.2.2 小節短標題 

 

1.3 節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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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或稱文獻審查，是執行研究前期的必要作為，也是一正式報告或論

文中本文架構之一。以作為而言，文獻探討是研究前期對研究領域已發表論述的

蒐集與彙整，以判斷研究問題是否值得探究（如已獲得解決或充分討論）、設定研

究方向與決定研究主題 … 等。 

 

2.1 文獻撰述次序 

 作為正式研究報告或論文本文架構之一，通常在緒論 (Introduction) 後即須呈

現。正式論文中文獻探討之撰述次序一般如： 

1. 現況或事實：陳述即可，通常不需要引述文獻來源。若仍要引述文獻出處，

則以句尾引述（在句後以括弧括註主要參考文獻）為主。 

2. 理論彙整：展現研究者蒐集與分類研究議題領域中主要論述之能力。理論彙

整通常以句尾引述。 

3. 近期研究：重點論述與研究主題有重要關係之近期文獻，通常以句首引述（以

作者（年代）為句首，強調作者！）而所謂近期則通常指 10 年之內。 

4. 立論主張：陳述研究者支持的理論派流或提出自己的立論或主張，通常在此

處呈現研究者所主張的理論模型與相關假設。 

無論是研究前期蒐集與彙整過去發表文獻作為或是撰寫研究報告或論文，文

獻探討的執行或撰述要點一般有： 

 著重學術專業文獻：文獻探討當然可包括報章雜誌、媒體、研討會甚至網際

網路上個人發表的論述；但一般仍以有專業審查機制的學術期刊、學報發佈之論

文為主。 

 問題、方法與結論：判斷文獻是否與研究者關切之議題有重要關聯或研究者

在摘要 (Abstract) 中撰述研究之梗要時，通常以待解決之核心議題（問題）、研究

規劃解決問題的研究規劃（方法）及問題是否獲得解決或解決的程度（發現）等

三個要素表達。 

 

2.2 文獻探討關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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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或方法論為學術報告或論文本文架構之一，通常緊接在文獻探討後

撰述，為研究者規劃解決研究問題方法論之說明。研究方法之撰述要點計有抽樣、

方法與分析程序等三項，分別說明如後。 

 

3.1 抽樣 

 對所有母體元素執行普查 (Census)，其所需資源不是一般研究所可承擔的！

因此，抽樣，就成為一般研究在方法論中的第一步動作。抽樣，為從可接觸母體

選取部分代表性元素，做為研究量測標的之方法與程序。抽樣選取的元素為抽樣

單位、抽樣點或觀測點 … 等，一般稱為樣本 (Sample)。 

 抽樣方法一般可區分為隨機與非隨機兩種抽樣類型，而兩種隨機與否的抽樣

類型下，又可區分若干抽樣方法，分別簡述如下： 

隨機性抽樣  

 隨機抽樣 (Probability Sampling) 的理論意義，在所有可能樣本被選取的機率

完全相同。一般常用的隨機抽樣法，有簡單隨機抽，分層隨機抽樣，系統隨機抽

樣，集群隨機抽樣及上述四種隨機抽樣法混合運用的多階段隨機抽樣等。 

 為方便介紹各種隨機抽樣方法，我們宜先定義一些隨機抽樣的基礎名詞如： 

 N 母體中的計畫抽樣數 (Sampling Frame)， 

n 抽樣數量 

NCn 從計畫抽樣數抽選 n 的組合數 

f 抽樣比例，f = n/N 

簡單隨機抽樣 (Simple Random Sampling)：為從母體計畫抽樣數 N 中隨機

抽選 n 個個體，並使每一種 NCn 組合均有相同抽選機會的抽樣法。於實際規劃

簡單隨機抽樣時，一般可採用傳統抽籤，使用任何統計書籍後所附的隨機表或電

腦程式的亂數產生器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實施實際的隨機抽樣。 

簡單隨機抽樣雖然簡單，但卻非最有效的統計抽樣方法。簡單隨機抽樣要達

到統計上真正隨機的目的，其前提是母體必須具備相當的均質性。但許多情形並

非如此，一般母體中會有不同性質的次群體，如人群中的少數族群、教育程度差

異、社經地位差異等。簡單隨機抽樣一視同仁的抽樣原則，不見得能抽選出代表

母體特徵的樣本。為解決這種母體有均質性差異的情形，吾人還需要較為複雜或

精緻的其他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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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運用系統隨機抽樣應注意的，若抽樣間隔 k = 抽樣數量 n，則易產生

系統性抽樣誤差。研究者應使 k ≠ n。上述系統隨機抽樣步驟如下表範例所示： 

 

表 1. 系統隨機抽樣程序範例表 

步驟 母體編號 1~50 

1. 計畫抽樣母體個數 N = 50 1 11 21 31 41 

2. 取樣數量 n = 12 2 12 22 32 42 

3. 計算間隔 k = 50/12 = 4.17，取 4 3 13 23 33 43 

4. 任選 1~4 中任意整數，如選 3 4 14 24 34 44 

5. 從 3 開始每隔 4 單位選取一   

樣本 
5 15 25 35 45 

 6 16 26 36 46 

 7 17 27 37 47 

 8 18 28 38 48 

 9 19 29 39 49 

 10 20 30 40 50 

 

集群抽樣 (Cluster Random Sampling)：有些時候，隨機抽樣會使抽樣的樣本

散布在廣大的區域，特別是有關地理或行政區域時，會使調查研究工作幾乎不可

能執行。碰到這種狀況，就適合用群集隨機抽樣法，其實施步驟為： 

1. 將（計畫抽樣）母體按群集（通常是地理或行政區域劃分）劃分； 

2. 隨機選取群集子集； 

3. 對抽樣的群集子集實施完全的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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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 

 資料分析為學術報告或論文本文架構之一，通常緊接在研究方法後撰述，為

研究者對實證資料統計分析結果的報告與簡要討論。在資料分析解說中，作者可

盡可能運用圖表（一圖一表勝千言）取代解說文字，以增進報告或論文的美觀與

易讀性。 

 

4.1 資料分析撰述次序 

 研究作者在報告實證資料的統計分析結果，並非無依循次序。事實上，任何

合格的資料分析報告程序，通常應從 EDA 探索式資料分析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開始，先向讀者展示研究資料是正確無誤、可供分析後（也在展現研究

者的人員信度！），依序執行模型適配性檢定，描述性統計分析，推論性統計分析

及其他特定分析程序等。 

 

4.1.1 探索式資料分析 

EDA 探索式資料分析為針對研究所獲資料正確性與可分析性之檢驗。若未執

行 EDA 探索式資料分析，則後續分析都可能有「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In, 

Garbage-Out)。 

在資料正確性查核部分，主要是要找出在資料建檔時鍵入的明顯錯誤。這可

以統計分析中的次數分配分析容易找出。如答案只有 1~5 五種可能，出現任何不

屬於 1~5 區間內的數值即為誤植。這可以回頭檢視資料紀錄表查核該項資料的正

確性。但不容易辨識差異性的如 0 或 1，1 錯植為 0 或 0 錯植為 1 都不容易

由任何統計分析程序發現，此時，資料鍵入程序中的同步查核（如由一人讀資料

與查核，另一人負責鍵入資料），就顯得相當重要。 

至於確定資料的可分析性，則通常包括缺漏值 (Missing Valuse) 與偏離值 

(Outlier) 的檢測，分別簡述如下： 

缺漏值檢測：缺漏值為應該有資料但事實無資料的狀況。如某一筆實驗資料

因干擾而作廢，或受訪者拒答某個問項，在研究領域相當常見。但若某個變項或

問項的缺漏值數量過多，通常反應著受試者難以執行該項測試或受訪者拒答該問

項等不良設計情形，分析者可能須考量在後續分析中放棄該變項或問項的分析。

缺漏值檢測準據一般要求缺漏值數量 < 5 %。 

偏離值檢測：偏離值通常指非誤植、但明顯偏離樣本平均的資料值，通常可

藉繪製變項盒鬚圖 (Box-&-Whisker Plot) 或預檢資料程序等而找出。偏離值因非

誤植，不宜以缺漏值取代處理！但因偏離值會扭曲樣本統計量，因此，一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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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方法論學者會建議分析者發現偏離值時，先將該筆含偏離值之紀錄刪除或排除

後再執行後續分析。但研究者須知無端排除紀錄就是浪費研究資源，另偏離值常

為揭露研究重大發現的契機。因此，研究者對偏離值的正確處理態度，至少應在

資料分析時執行含與不含偏離值的分析，如此可分離判斷偏離值對樣本的影響。

較為嚴謹的分析，應單獨對偏離值執行個別分析，以探究造成偏離值的原因。 

 

4.1.2 模型適配性檢定  

模型適配性檢定 (Model Fitness Test) 為研究理論模型是否由實證資料支持的

檢定，一般即為研究信、效度之檢定。 

 

 

4.1.3 描述性統計分析 

描述性統計分析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為樣本統計量如樣本數、平均

值、標準差 … 等之描述，一般以「平均值  標準差」表達主要研究變數或變項

之描述性統計量。 

 

4.1.4 推論性統計檢定 

推論性統計檢定 (Inference Statistics Tests) 為以樣本統計量回推母體母數之

推論性統計檢定，研究者可視研究需要執行與報告下列檢定程序如： 

1. 分群差異檢定 (Differentiation Test)：對樣本分群（如實驗組與對照組，男女

分群，變數實驗水準 … 等）是否於量測變數或變項反應有統計顯著差異的

檢定。兩群樣本為 t-test，多於兩群以上則為 ANOVA 變異數分析 F-test。 

2. 關聯性分析與檢定 (Correlational Analysis)：探究兩個變數之間是否存在統計

關聯性的分析程序。分析者須注意變數之間有高度之關聯性，不代表有因果

關係！另一般進階的統計分析程序都會包含關聯性分析與檢定，故如有進階

統計分析程序，通常無需執行關聯性分析！ 

3. 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變數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Cause Effect 

Relationship) 及預測模式是否成立之檢定。 

4. 因子分析 (Factors Analysis)：從眾多可能影響變數或變項中，萃取少數對研

究事象變量有代表性之因子，又稱為「維度縮減」分析程序。 

 

 結構模型 (Structural Model)：以複迴歸分析程序概念對有因果關係之構面執

行統計顯著性檢定。所謂複迴歸迴歸分析概念，是對結構模型中之所有路徑同步

執行檢定（聯立方程求解，故稱為「方程模型」），檢定結果若所有路徑都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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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此結構因果模型成立；但只要有一條路徑檢定結果不顯著，則整個結構因果模

型不成立！ 

 

 

 

圖 1. 結構方程模型示意圖 

圖片來源：參考網際網路公開網址：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63811115301703 

而修改。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638111153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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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討論 

 討論與結論為學術報告或論文之最後論述篇章，通常須跳脫資料分析 (Data 

Analysis) 針對個別變數之微觀討論，而對研究目標是否達成、研究問題是否獲得

解決 … 等之宏觀討論。另標題名為討論與結論，並非指討論先於結論之次序關

係，而是指一特定的研究，不見得能獲得研究者預期的結果！此時，研究發現與

限制的討論應重於結論。 

 報告或論文討論與結論之撰述要點，一般包括有發現、運用與限制及討論與

建議 … 等三個要點，分別簡述如下： 

 發現：著重於樣本資料點中偏離值，研究過程中受訪者或受測者表現出超出

預期的特定行為 … 等之探索分析。 

 運用與限制：研究發現於實務及學術兩個領域的可能運用。實務運用著重於

研究結果實際運用的限制；而學術運用則說明對現有理論的辯證、修正或甚至擴

充 … 等。 

 討論與建議：對研究發現與運用之討論，一般可著重下列方向如： 

1. 研究結果的概化與一般化。 

2. 導致結果可能原因的解釋。 

3. 與其他研究結果比較 … 等。 

另如前所述，研究結果可能不如研究者預期。但這對一般研究是可能發生的狀況。

研究者只須於討論與建議中，坦陳研究設計與過程控制的可能缺失與影響，並對

後續研究做出實質可行的改善建議，亦不失為一篇負責任的報告或論文。 

 

5.1 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著重於樣本資料點中偏離值，研究過程中受訪者或受測者表現出超

出預期的特定行為 … 等之探索分析。 

5.2 研究發現運用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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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範本 

 若僅有一個附錄，則標題如此範例所示，以「附錄：○○○ …」方式表達；

但若附錄數量超過兩個（含）以上，則以「附錄 1. ○○○ …」、「附錄 2. ○

○○ …」方式表達。 

 因附錄文本之邊界設定可能與本報告或論文格式不同，因此，作者應調整

附錄文本之邊界使配合本報告或論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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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範本（續頁） 

 若僅有一個附錄，則標題如此範例所示，以「附錄：○○○ …」方式表達；

但若附錄數量超過兩個（含）以上，則以「附錄 1. ○○○ …」、「附錄 2. ○

○○ …」方式表達。 

 因附錄文本之邊界設定可能與本報告或論文格式不同，因此，作者應調整

附錄文本之邊界使配合本報告或論文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