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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格式說明】
投稿論文以摘要投稿，字數請勿超過 600 字，將於 107 年 3 月 23 日通知審
查結果。合格稿件將公告於屏東大學教育學系研究生專區及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
學會網頁，並請於 107 年 4 月 13 日前將全文寄至 nptu.bcb105@gmail.com，字數
以 6,000 至 8,000 字為限。摘要及全文請依照格式規定書寫，未按照格式規定者，
恕不予接受。

摘要格式（字數以 500-600 字為限）
題目（16 號字、新細明體或 Time New Roman、粗體、置中）

研究者/作者：姓名（12 號字、新細明體、置中）
版面配置：A4 尺寸、上下左右之邊界皆為 2.5 公分。段落設定：一般對齊方式：
左右對齊。縮排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點數：2 字元）。段落間距與後段距離：0.5
行。行距：多行（行高：1.15）。
摘要內容中文或英文兩種方式皆可撰寫，文字格式：12 號字、中文為新細明體、
英文及數字為 Time New Roman、標點符號為全形。內容：力求精簡清晰，說明本研
究的目的、方法、結果、討論與結論，字數以 500-600 字為原則。

關鍵字：關鍵字一、關鍵字二（至多五個）（12 號字、新細明體、粗體、靠左對齊）

全文格式（字數以 6,000-8,000 字為限）

題目
（24 號字、新細明體
或 Time New Roman、粗體、置中）

研究者/作者：姓名（12 號字、新細明體、置中）
就讀學校及所屬系別（12 號字、新細明體、置中）
E-mail：（12 號字、新細明體或 Time New Roman、置中）

-------------插入分頁換新頁撰寫

摘要(16 點，新細明體、置中）
版面配置：A4 尺寸、上下左右之邊界皆為 2.5 公分。段落設定：一般對齊方式：左
右對齊。縮排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點數：2 字元）
。段落間距與後段距離：0.5 行。
行距：多行（行高：1.15）。
摘要內容中文或英文兩種方式皆可撰寫，文字格式：12 號字、中文為新細明體、英
文及數字為 Time New Roman、標點符號為全形。內容：力求精簡清晰，說明本研究的
目的、方法、結果、討論與結論，字數以 500-600 字為原則。

關鍵字：關鍵字一、關鍵字二（至多五個）（12 號字、新細明體、粗體、靠左對齊）

-------------插入分頁換新頁撰寫

壹、前言(16 號字、新細明體、粗體、置中)
各位投稿者好，為了研討會品質及出版品的美觀，研究生學會製作了相關的格式規
定，請各位投稿者能盡量遵守，以下替您說明了如何做格式規定，若投稿者覺得很困擾，
本格式已經設定好，以便各位直接進行寫作。
全文分成五個部分，壹、前言(或緒論)；貳、文獻探討；叁、研究方法；肆、研究結
果與討論；伍、研究結論(或研究發現)，以上這五個部分是一般論文較常見的分類方式，
投稿者可自行斟酌是否使用，研究生學會並無嚴格要求文章的分類方式，請依據您的論
文設計安排，也請跟您的指導教授討論。感謝各位的投稿，研究生學會敬祝您
業。

順利畢

一、版面配置（14號字、新細明體或Time New Roman、粗體）
以 2016 版作文字說明，在〔版面配置〕中並找到〔邊界〕
，點選下方〔自訂邊界〕
，
將邊界設定為上下左右皆為 2.5 公分，在同一工作窗格，點選版面配置，將〔與頁緣的
距離〕設定成：頁首 0cm、頁尾 2.5cm，點選確定，回到 Word 頁面。

二、內文字型等設定
以新細明體、12 號字為主，標點符號為全形，若出現英文字或數字，請以 Times
New Roman、12號字撰寫，請各位投稿者盡量勿用其它字型。
內文相關設定與摘要格式的內容相同，為左右對齊、第一行內縮兩字元、與後段距
離0.5行、1.15多行距。

三、標號設定(14 號字、新細明體或Time New Roman、粗體)
關於標號設定，研究生學會提供一個簡單的標號設定給投稿者參考，但投稿者若認
為您的標號設定有重要意義，研究生學會將會尊重您的寫作精神。標號設定上以新細明
體及Times New Roman 為主，請各位投稿者勿用其它字型。
圖片之標題在下，表格之標題在上，順序以圖1、圖2，表1、表2等表示，圖片及表
格請以黑白為主。
論文章節之編號以「壹、一、（一）、1、(1)、a、(a)」為序。多為12號字、新細明
體或Time New Roman、標準不加粗為主，若研究者認為有加粗必要，可自行設定。
以下使用文獻回顧示範之：

貳、文獻回顧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一、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一)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OOO
1.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1)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a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叁、研究方法

肆、分析結果

伍、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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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依照筆劃遞增排列，第二行以後內縮兩個中文字(四
個英文字)，請依照 APA 格式書寫。
【引用文獻書寫方式】
(1) 期刊：作者（姓在前名在後，作者二人以上者亦同）
（年份）
。題目。發表刊物名
稱，卷期，頁數。例：
丁一顧、林瑜一、張德銳（民 96）。國民小學教學有困難教師教學輔導策略之研究。教
育行政與評鑑學刊，3，19-44。
Shank, J. (1986). An exploration of leisure in the lives of dual career women.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8﹙4﹚,300-319.
O'leary, J., Behrens-Tepper, J., McGuire, F. & Dottavio, F.D. (1987). Age of first hunting experience:
Results from a nationside recreation survey. Leisure Sciences, 9（4）,225-233.
(2) 書籍、研究報告：作者（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商。例：
林文達（民 81）。教育行政學。臺北市：三民。
Iso-Ahola, S.E.(1980).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Dubuque, Iowa: William C.
Brown Publishers.
(3) 書籍專章、研討會論文、研究報告之論文：作者（年份）。論文名稱。書名，編
者，(頁數)，出版地：出版者。例：
秦其明（1993）
。土地生態位與土地生態設計研究。景觀生態學：理論、方法及應用，肖
篤寧編，（pp.149-157），台北：地景企業。
Iso-Ahola, S.E.(1989). Motivation for leisure. In E.L. Jackson & T.L.Burton (Eds.), Understanding
leisure and recreation: Mapping the past, charting the future, (pp.247-279). State College, PA:
Venture Publishing.
(4) 學位論文：作者（年份）。論文名稱。學校名稱，學校地點。例：
柯正峰（民 88）
。我國邁向學習社會政策制訂之研究－政策問題形成、政策規劃及政策
合法化探討（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Freysinger, V.J. (1988). The experience of leisure in middle adulthood: Gender differences and
change since young adulthoo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sconsin.
(5) 譯書：譯者（譯）
（譯本出版年代）
。書名（原作者：姓名）。譯本出版地：譯本
出版商。（原著出版年）
吳美麗（譯）
（民 87）
。管理其實很 Easy（原作者：M. H.McCormack）
。臺北市：天下文
化。（原著出版年：1996）

(6) 報紙：作者（年份）。標題。報紙名稱，版別。
陳揚盛（民 90 年 2 月 20 日）。基本學力測驗考慮加考國三下課程。臺灣立報，6 版。
(7)網路資料引用：網站所有者（年份）。標題。取自：網址。
苗 栗 縣 南 庄 鄉 公 所 網 站 (2005) 。 南 庄 族 群 介 紹 。 取 自 ：
http://www.nanchuang.gov.tw/big5/c/index.htm。
(8) 文獻中之中文書名或期刊名稱請加底線表示之，英文書名或期刊名稱請以斜體
字表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