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學報投稿須知
92 年 4 月 2 日學報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93 年 12 月 15 日學報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98 年 3 月 17 日學報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 年 11 月 30 日學報審查會議通過
102 年 12 月 27 日學報審查會議通過

一、宗旨：本校為鼓勵學術研究，提昇各專業領域之學術水準，特發行「南開學報」
（以下
簡稱本學報）
，以提供研究著作發表機會。
二、範圍：凡屬各學科理論與實務之研究或具有開創性之各類研究論著，並未曾在國內外
其他刊物發表者，均歡迎賜稿。
三、對象：本學報徵稿對象以本校教師學術論著為原則，亦歡迎國內外各專業學術人士投
稿。
四、格式：來稿文字以中、英文為主，內容分為首頁（含題目、作者、服務機構及單位、
摘要、關鍵詞）
，接著為正文，論文以不超過二十頁為原則，最後一頁為英文摘
要（以英文撰稿者，最後一頁則為中文摘要）
。全文以 Microsoft Word 軟體排版。
本刊論文自然及社會科學類分為下列五部分：壹、緒論（含問題背景、相關理
論及研究、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貳、方法（含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料處
理）；參、結果（含各項結果的統計圖表、解釋及討論）；肆、結論（將研究的
重要結果做出結論並提出相關建議）
；參考文獻（排列順序為中文、英文、其他
外文。中文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序，筆劃少者排在前面，同姓名者年代少者排在
前面；英文依作者姓氏字母排序，字母在前者排在前面，同姓名作者，年代少
者 排 在 前 面 。 以 英 文 撰 稿 者 ， 分 為 ： 1.Introduction; 2.Methods; 3.Results:
4.Conclusions; References。質性及人文類則分為下列四部分：壹、緒論（含背景、
目的、方法）；貳、本文及注釋（可分數節敘述）；參、結論（可依結果分節做
出結論）
。參考文獻（排列順序為中文、英文、其他外文）
。
稿件格式：
‧文字

稿件可用中文或英文撰寫，中文以細明體，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呈現。中文的

標點符號採全型，英文的標點符號採半型。
‧題目、作者

論文之題目須列於稿紙之中央對稱位置，中文稿件採 18 號字體加黑，英文稿

件採 16 號字加黑。論文題目宜簡明，題目底下為作者姓名（採 14 號細明體）
，作者底下應
標明服務機關及其服務單位（兩者中間空一個全型格，採 12 號細明體不加黑）
。若作者有
兩位（含）以上，而作者為不同服務機構或服務單位者，在第一個作者名字後面標示 1（並
用上標呈現），第二作者名字後面則標示 2（亦以上標呈現），餘類推。第一作者的服務機
構前面標示 1（用上標呈現）
，第二作者的服務機構前面則標示 2（用上標呈現）
，餘類推。
若所有作者之服務機構及服務單位均相同者，則不需此標示。
‧中文摘要

摘要二字採 14 號字體加黑置中，以不超過 500 字為原則（內容宜含目的、方法、

結果與結論）
，摘要後，另起一行，全部以一段式呈現，並含 3~5 個關鍵詞，關鍵詞字樣採
12 號字體加黑，不得與題目中的名詞重複。
‧英文摘要

英文摘要應與中文摘要一致，Abstract 一字以 Times New Roman14 號字體加黑

置中。一般性的論述可用現在式呈現，但有關論文的部分則須以過去式的時態呈現。
1

‧排版

稿件以橫式打字，採通欄格式，列與列間之間隔採 1.5 倍行高，以Ａ4 紙張印製，一

式需附三份，文中引用英文除人名、專有名詞字母大寫外，其餘引用之英文字詞皆以小寫
表示。
‧標題

中文稿件正文第一層大標題，採 16 號字加黑置中（例如: 壹、緒論）
，第二層小標

題採 14 號字加黑，自左緣開始，本文為 12 號字。英文稿件正文第一層大標題，採 14 號字
加黑置中（例如:Introduction），第二層小標題採 12 號字加黑，自左緣開始，本文亦為 12
號字。
‧標題編列方式

內文的標題編列方式依次以： 一、；（一）；1.；(1)；○
1 …進行）。內文採

12 號字體。
‧參考資料

內文所引用之資料，在參考文獻中必須呈現。所引用之中文資料，以姓氏筆劃

排序，筆劃少者在前。英文資料則以姓氏字母排序，字母在前者排序在前。同時有中、英
文資料者，中文在前，英文在後。
‧數學式

公式及方程式均須打字（公式請以斜體字表之，向量及矩陣符號建議用方程式編

輯器編輯）
，並須標明式號於圓括弧內；每一式之上下須多空一列。文中出現符號者請附符
號索引說明於文後，按英文字母及希臘字母順序排列。
‧插圖

文稿中所有插圖或照片皆需品質明晰、線條清楚，圖表中之文字須清晰度夠大使其

縮小時仍具足夠清晰度；所有圖及照片必須附有序號及標題或簡短說明。若投稿稿件有彩
色原圖，稿件接受後須以彩色印製，其費用由作者自行負擔。圖的標題必須放在圖的正下
方。圖的編號依序為圖一、圖二…依序編號。
‧統計表

各項統計表只採橫線，最上及最下的線採 1 又 1/2 的粗線，其他的線則採 1/2 的細

線。統計表在整個版面應放在置中的位置，而表的標題則放在表的正上方置中位置。表的
編號是由表一、表二…依序編號。
‧聯絡方式

在全文最後一頁下方，需註明主要通訊作者姓名、聯絡地址、聯絡電話、及電

子信箱。
‧參考文獻

排列順序應以中文在先，英文在後為原則，中文文獻以作者姓氏筆畫排序，英

文文獻請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序。期刊、書籍需列全名。各類參考文獻之寫法須依本刊
物規定的格式撰寫（格式如附件）
。
五、審查：作者先將稿件（Word 檔）傳至南開學報編輯部（電子郵件 jojo1979hcs@nkut.edu.tw
或燒製成光碟片）
，由所屬領域編輯委員進行初審，通過初審之稿件再由執行編
輯審查體例格式。審查通過者則由各領域編輯推荐審查委員若干名，由總編輯
挑選兩名為審查委員（原則上為校內一名，校外一名）
。本學報採雙匿名審查制，
來稿採用與否，由校內外專家審查後決定之。審查委員審查後，若兩名均不接
受刊登，此稿即不採用。若一名接受刊登，一名不接受，則再送第三名審查委
員。若有修正後再審情形，則作者需根據審查委員意見進行答辯或修正至通過
後方能接受刊登。若兩名審查委員均接受刊登，此稿件即可刊登。稿件如經接
受，將請作者協助排版後首次校稿作業及提供著作授權同意書以利編務之進
行。若有彩色圖之印製，費用由作者自行負擔。
六、校對：經審定採用之稿件，其文責由作者自負。
七、版權：來稿經刊登後，著作權及出版權仍歸作者所有，唯作者不得向本校索取版權費，
並須同意授權本刊以各種型式發行及重製、得連結電腦網路提供服務、並為符
合數位化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同時本刊得再授權予國家圖書館『遠距圖
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料庫業者進行前述各項作為。

八、稿酬：來稿經採用刊登，致贈該期學報一本及該稿件、該期目錄之 Pdf 檔，不另致贈
稿酬。
九、刊期：本學報全年徵稿，每年六月及十二月各出刊一期。
十、收稿：初次來稿須附投稿資料電子檔（Word 檔），寄至南開科技大學教務處南開學報
編輯部收。
電話：（049）2563489 轉分機 1595
地址：542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路 568 號
電子郵件：jojo1979hcs@nkut.edu.tw
網址：http://www.nkut.edu.tw/onweb.jsp?webno=333333:517
十一、備註：來稿請自留底稿，無論採用與否，恕不退件。

附件

南開學報參考文獻撰寫範例
一、期刊論文：
張俊一（2008）。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概念探索老年人的休閒經驗：一個質性研究。大
專體育學刊，10 卷 3 期，41-55 頁。

【註一：期刊名要加黑，卷的數字也要加

黑。】
；
【註二：假如所有的作者姓名都相同時，同一年有兩篇論文發表，其中一
篇在年代後面加上”a”，另一篇則在年代後面加上”b”，餘類推。】
徐清俊、林侑義（2008）。台灣加權股價指數與中國概念股股價指數之關聯性研究。
南開學報，5 卷 1 期，17-24 頁。 【註：中文的參考文獻其作者有 2 至 6 個時，
作者姓名之間都是用「、」號隔開。】
Wofford, J. C., & Goodwin, V. L. (1994). A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ransactional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eories. Leadership Quarterly, 5(2), 161-186.
【註一：英文的參考文獻有兩個或兩個以上的作者時，最後一個作者姓氏前面
要加上 & 號，在 3 至 6 個作者時，&之前要加上逗號。】；【註二：英文期刊名要
用斜體，有卷和期時，卷的數字要用斜體呈現，若只有期時，則期的數字要用斜體。
英文期刊名要用全名，不可用縮寫。】；【註三：若作者在 6 名（含）以下時，應該
將所有的作者都列出，若是超過 6 名時，只列前 6 名作者，中文的參考文獻在第 6
名之後加上「等」，英文的參考文獻則加上“et al.＂。】

二、書籍：
黃芳銘（2004）。社會科學統計方法學：結構方程模式。台北市：五南。
【註：書名要加粗。】
曾文煋（1988）。從人格發展看中國人性格。載於李亦園、楊國樞編：中國人的性
格（235-267 頁）。台北市：桂冠。 【註：被引用的書，其書名要加粗，並在
其後註明頁碼。】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書名要用斜體呈現，第一個字的第一個

字母要大寫，其餘用小寫即可。但若有副標題時，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要大
寫，其餘均為小寫。】
Pelletier, L. G., & Sarrazin, P. (2007). Measurement issues i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sport. In M. S. Hagger & N. L. D. Chatzisarantis (Eds.),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exercise and sport (pp. 143-152).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有兩個編者時，要用”Eds.”，若只有一個編者時，則只用”Ed.”。】

三、翻譯書籍：
McDowell, L. (2006). 性別、認同與地方（王志弘、徐若玲）
。台北市：女書文化（原
著於 1999 年出版）。

【 註：此文獻應放在英文部分。】

Laplace, P.-S. (1951). 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F. W. Truscott & F. L.
Emory, Trans.). New York: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14)

四、研討會論文：
蔡育佑（2003）。大專學生運動行為改變計畫之研究。論文發表於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九十二年體育學術研討會，桃園縣，國立體育學院。
【註：所發表的論文題目要加粗。】
Liao, C. M., Lin, C. P., Hung, Y. F., & Shu, W. T. (2005). The measurement of expectancy
and value beliefs in sport: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factor validity of a
Chinese-language instrument. Paper presented in the ISSP 11th World Congress of
Sport Psychology, Sidney, Australia.
【註：所發表的論文題目要用斜體字呈現。】

五、學位論文：
高毓秀（2002）。職場員工運動行為改變計劃之實驗研究──跨理論模式之應用。
未出版之博士論文，臺北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系博士班。
【註：屬高教體系的學校，若畢業的學系不是獨立所，而是在某個學系的博
士班時，應標明是某某學系的博士班，或是某某學系的碩士班。若屬技職
體系的學校時，就註明是某某系博士班，或某某系碩士班。】

王泠（2004）。女子甲組籃球運動員的技術訓練。未出版之碩士論文，桃園縣，國
立體育學院教練研究所。 【註：若畢業的是獨立所，則可直接標示其所名。】
Foose, A. K. (2004).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network and leisure activity patterns of
older adul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Indiana University. 【註：若畢
業的是碩士論文，則用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六、沒有作者的論文或書籍：
國民體能常模報告書（2001）。台北市：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200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七、印刷中的論文或書籍：
陳其昌（印刷中）。大學運動員的運動目標取向和團隊規範對運動精神的影響。大
專體育學刊。
Cooke, K., &Davey, P. R. (in press). Tennis ball diameter: The effect of performance and
the concurrent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八、從資料庫中引用的資料：
Gottfredson, L. S. (1980). How valid are occupational reinforcer pattern scores? (Report
No. CSOS-R-292).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for School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182465)
Olfman, S. (1987). Relationships among physical fitness,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self-concept in older adults. Dissertation Abstract International, 48, B271.

九、從報紙上引用的資料：
（一）有作者的報導
范凌嘉（2009，2 月 27 日）。兩岸特殊經貿協定 架構先談。聯合報，A3 頁。
（二）無作者的報導
社論 ⎯ 居住正義的未盡之功是房產稅制（2010，5 月 13 日）。聯合報，A2 頁。
【註：從何種報紙所引用的資料，其報名應加粗，並註明頁碼。】

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1, A4. 【註：所引用的報名要用斜體呈現，若引用的資
料有兩個頁碼，前面要加上 pp.，若只引用一頁，則只在前面加上 p.。】

十、從網路上引用的資料：
林和安（2005，1 月 27 日）。玄學是精神學問、氣功需尋求突破。人體科學。資料
引

自

2

月

日

25

，

2005

http://www.cgan.com/cganself/founder/manscience/body7.htm。

年

，

【註：前面的

年代及月日是該資料掛上網的時間，而後面的年代及月日是作者引用該資料的
時間。】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00, July 27).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major indicators of the
elderly. Topic of English Version of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Website.

Retrieved

March

5,

2003,

from

http://www.moi.gov.

tw/W3/stat/english/etopic/89elder.htm.

十一、專利：
岸本彰彥（1979）。耐衝擊性樹脂的製造方法。日本公開特許公報，99194。
Fitko, C. W., & Ravve, A. (1967). Structure analysis. U.S. Pat, 3374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