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題目(20 點，粗體，新細明體)
作者姓名*

作者姓名**

作者姓名***

摘要(12 點，粗體，新細明體)
摘要內文中文以新細明體 10 點字，英文以 Time New Roman 10 點字，摘要字數為 500~800 字，
單欄編輯。

【關鍵詞】12 點字，粗體，斜體，新細明體

*作者之服務單位，職稱。
**
作者之服務單位，職稱。
***
作者之服務單位，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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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0 點字)

論文內文規定

三、註釋 ：文中註釋，請以隨頁注 1、注 2…

一、章節段落

（將資料加註於本頁底下【請使用插入參照
註腳】)

壹、標題 (12 點，粗體，新細明體)

四、文中引註
內文字體：英文為 Time New Roman 10 點
字；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 0.5 列、行距為固定

(一)文中若有引述文獻，請務必標示出處：

行高 15pt 並左右對齊；內容限 5000 字，雙欄編

1. 基本格式：作者(機構)、年份，若整段引用，

排。

請加注頁碼(頁 或 p.)。

一、(10 點，粗體，新細明體，段落間距：與前

例如：

段距離 0.5 列、行距為固定行高 15pt)

徐歷常（2002）研究指出… 或 企業改造是指…

(一) (10 點，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 0.5 列、行

（徐歷常，2002，頁 51）。

距為固定行高 15pt)

2. 作者為兩人時，兩位作者需全部列出；作者

1. (10 點，左縮排 1.5 字元，段落間距：與前段

為三~五人時，第一次所有作者均需列出，而

距離 0.5 列、行距為固定行高 15pt)

第二次出現僅需寫出第一位作者並加 et al.(等
人)；作者為六人以上時，每次僅列出第一位作

其他更小段落之標明請依此類推： (1)、

者並加 et al.(等人)。

a.、(a)…等順序排列，段落間距皆為：與前段
距離 0.5 列、行距為固定行高 22pt。

例如：
(1)作者為兩人：Cohen 與 Felson(1979)研究指
出…or…(Cohen & Felson, 1979)

二、圖表
圖及表 格之 製 作， 以 阿拉 伯 數 字依 序編

(2)作者為三~五人：

號，表名在表之正上方、圖名在圖之正下方，

【第一次出現】吳青山、劉春榮與陳明終（1995）

均為置中對齊、12 點字，圖表之資料來源撰寫

指出…或…（吳青山、劉春榮、陳明終，

方式請參見表 1 及圖 1。
表1

1995）。

*******統計表(10 點字)

第二次出現】吳青山等人（1995）指出…。
(3)作者為六人以上：本研究採用李華璋等人
（1990）編著之…。
3.圓括弧內同時引用多位作者時：

資料來源：****** (20**)。(9 點字)

(1)英文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序。
(2)同姓名著作，以年代先後排序。
(3)同一作者且同一年份之不同作品，先出版的
在年代之後加 a，後出版的加 b，如此類推，並
以逗號隔開。
例如：
一些學者研究…（Shymansky & Kyle, 1992）。

圖 1 樹的結構指示圖(9 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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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譯本出版者。(原著於□□□□出版)

4.外國作者姓氏相同時，相同姓氏之作者於文
中引用時均引用全名，以避免混淆。

例如：

例如：

Pitts, B. D., & Stotlar, D. K. (2000). 運動行銷學

R. D. Luce (1995) 及 G. E. Luce (1988)亦發

（鄭志富、吳國銑、蕭嘉惠）。台北市：華泰。

現…。

（原著於 1996 出版）

(二)參考書目的一致性：文中有引述之部分，

註： 此類文獻開頭為英文，故應放在英文文獻

務必在文後之參考文獻標註：反之，文中未引

中。

用之文獻，請勿於文末參考文獻隨意加註。
(四)編輯的書籍：作者(出版年)。篇或章名。載
於□□□(主編)，書名(頁碼)。出版地：出

五、文末『參考文獻』之格式

版者。
(一)期刊：
例如：

作者(出版年)。文章標題。期刊名，卷(期)，頁
數。

Nobel, E. G., & Taylor, A. W. (1992). Biochemistry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C. Bouchard, B. D.

例如：

McPherson, & A. W. Taylor (Eds.), Physical

Thomas, J. R., Salazar, W., & Landers, D. M.

activity sciences (pp. 51-55). Champaign, IL:

(1991). What is missing in p< .05? Effect size.

Human Kinetics .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62,

註： 英文主編只有一位時用(Ed.)，二位以上時

344-348.

用(Eds.)，且主編英文名字縮字放在姓的前面。

*但如有六位作者以上，僅需寫到第六位，接著

(五)機構或團體為作者之書籍

以“等”或 “et al.” 結束作者名單。

1.機構和出版者不同時：

例如：

作者機構全名（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
Wolchik, S. A., West, S. G., Sandler, I. N., Tein, J.,

者。

Coatsworth, D., Lengua, L., et al. (2000). An
例如：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theory-based mother
and mother-child programs for children of divorce.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校體育與研究發展中心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68,

（1998）。適應體育導論。台北市：教育部。

843-856.

2.機構也是出版者時：

(二)一般書籍：作者(出版年)。書名。出版地：
出版社。

作者機構全名(出版年)。

作者(出版年). 書名 (版.). 出版城市, 州別簡稱:

書名。出版地：作者。 (以“作者”或 “Author”

出版者.

取代出版者。)

例如：

例如：

Thomas, J. R., & Nelson, J. K. (2001). Research

American

method in physical activity (4th ed.). Champaign,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IL: Human Kinetics.

Association (5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

(三)翻譯書籍：

(六)學位論文：

原作者(譯本出版年)。譯本書名(翻譯者)。譯本

作者(年代)。論文名稱。未出版博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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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1).

學校名稱，學校所在地。
例如：
Wilfley, D. E. (199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Normal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七)會議或研討會論文：
1.正式出版之論文集：
作者(出版年)。論文名稱。 研討會論文集名稱
(頁碼)。出版地：出版者。
例如：
Shymansky, J. A. (1994, March). How to change
tellers to tillers: Needed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in an era of major refor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Anaheim, CA.
(八)其它相關格式請參見 APA 第六版格式。
六、其他
1.文中所有英文字型均使用「Times New
Roman」。
2.本文版面設定，上、下、右留 2.54cm，左留
3.17cm。
3.全文約 5000 字，且每頁均需編頁碼，頁碼格
式為頁尾置中並依 1, 2, 3,…編碼。
4.報告排列方式為：論文題目、作者、摘要、本
文、參考文獻、附錄。
5.若有專有名詞，應寫上完整英文名稱，且與英
文縮寫間請用分號隔開。
6.每一段開頭內縮 2 字元。
7.段落間距為：與前段距離 0.5 列、行高為固定
行高 22pt 並左右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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