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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文本文：
（1） 章節編號：中文章次之標示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等，
英文章次之標示為 1，2，3，……等。中文節次之標示為第一節、第
二節、第三節、……等，英文以阿拉伯數字表示之。如下例所示：
第三章 XXXXX(字元大小為 18 號/粗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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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玲（2007）。生涯發展與輔導。臺北市：心理。

(2)期刊：期刊名稱及期數，中文粗體，英文斜體。
例 1. 張國保（2011）
。精進人才培育方案的執行成效。臺灣經濟論衡，
9（8），34-37。
例 2. 楊錦潭、詹國輝（2012）
。高中網路社群評測系統在 C/C++程式設
計教學之實徵研究。國民教育，52（4），36-47。
例 3. Hsuan-Shih Lee, Pei-Di Shen, and Wen-Li Chyr (2007). A fuzzy
ranking approach to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4693,1285-1292.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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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Leithwood, K., & Hallinger, P. (Eds.) (2002). Secon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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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port, Ct: Praeger.
(4)學位論文：中文論文題目或期刊名稱及期刊粗體;英文論文名稱斜體。
例 1.高新建（1991）。國小教師課程決定之研究。（碩士論文）。取自全
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系統編號 79NTNU2331015)。
例 2.楊美珍（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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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課程改革。載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舉辦之「九年一貫課程
改革下的創新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95-107），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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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教育學術暨精進師資素質」研討會（頁 23-24）。銘
傳大學，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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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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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張國保（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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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英文摘要範例
溝通合作學習之行動研究-以國中英語教學為例
研究生：陳小明

指導教授：林大明博士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溝通合作學習的模式及其可行性，並在執行歷程中針對教學
困境發展因應策略；以循環式的省思與策略調整，來增進教學的效能。此外，研
究者所發展之實務技巧及原則，期能做為欲採用溝通合作教學策略的教師們的參
考依據。
本研究為一教師兼研究者在課室實務的教學行動研究，蒐集資料包含教學教
師及觀察教師筆記、教師手札、學生自評表、小組觀察表等質性與量化的資料。
質性資料以不斷閱讀、歸類編碼、分析、來整合結果；量化資料則循一般電腦登
錄資料、統計分析（SPSS 軟體）的過程處理。
研究結果與發現如下：
一、 溝通合作學習的英語教學模式係經由三階段逐步建立：熟悉合作學習、結
合溝通教學於合作學習、以及不斷整合溝通合作教學。
二、 在建立模式的三階段中，加以不斷評估及修正後，具體確定此教學策略之
可行性。
三、 教師執行三階段歷程中，分別遭受不同面向的教學困境，透過討論及不斷
省思獲得因應策略。例如：第一階段中，教師介入勸導以改善少數組員偷
懶搭便車情況；第二階段中，鼓勵 More English 以改善 No Chinese 的焦慮
感；第三階段中，仍強調持續頻繁且有效的聽說互動重要於語彙表達不流
暢、文法不精準的問題。
最後，經由研究者三個循環的教學與行動研究，所提出的省思與結論，對教
師在採行溝通合作教學的階段性方向策略與未來研究方向上提出建議。

關鍵字：溝通式教學、合作學習、溝通合作學習(3-5 個)

The Integrated Pedagogy of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 Cooperative Learning Approaches –
An Action Research of English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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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or: Dr. Da-Chung Li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the integrated pedagogy of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approaches（IC & C）, to
explore its feasibility, and also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Within five
months of intensive action research process, the researcher implemented and revised
teaching strategies into a junior high English classroom containing 28 student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s, teaching journals, questionnaires,
and other related documents.

1.

2.

3.
4.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showed as follows.
The IC & C consists of 3 progressive stages. They are “getting to know well
about the cooperation learning (CL）stage,” “combining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CLT） into the CL stage,” and “strengthening the IC & C
stag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newly developed pedagogy was proved by constantly
evaluating students’ learning and modifying teachers’ teaching dur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reflec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the researcher/
teacher encountered and solved problems.
The IC & C pedagogy did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in many ways,
such as the ability of speaking and communication, the belief for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the motivation to learn. In addition, students
showed a more positive and active attitude toward English learning.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on implementing the IC & C are propos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language teaching（CLT）, cooperative learning（CL）,
the integrated pedagogy of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approaches（IC &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