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亞學報徵稿簡則 

一、 投稿方式： 

（一）作者投稿時文稿字數以 5000 字至 30000 字（含圖表、圖片等不超過 30

頁）為原則，請依本學報訂定之格式撰稿。無論以何種語文撰稿，均

請由左至右橫排，文稿需提交一式二份紙本及 Microsoft Word 電子檔

案。 

（二）文稿必頇隨文附「南亞學報」投稿者基本資料表暨投稿聲明書及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一、二），拒填上項資料，不予接受文稿。 

（三）文稿依徵稿日期交本學報編審委員會；出刊日期為每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二、審查作業： 

  投稿本學報之文稿依評審程序委請兩位相關專業學者共同審查，並填寫桃

園創新學報論文稿件審查意見及建議表與審查評分表(如附件三、四)後交本學

報編審委員會依規處理。合於刊登標準之文稿，本學報給予無酬刊登；已排版

之文稿，作者頇負校對之責。文稿經刊登後，免費贈送作者抽印本十本及本學

報一本。若文稿不符本學報刊登標準，恕不退稿。 

三、作者注意事項：文稿電子檔以 Microsoft Word 編輯，各項規定如下： 

（一）版面：以 A4 紙張（21cm*29.7cm），文稿頇採用 SI 單位。 

1. 版面設定：上邊界留白 4 公分(或 1.5 英吋)，下邊界留白 3 公分(或 1.25

英吋)，左邊界留白 3 公分(或 1.25 英吋)，右邊界留白 3 公分(或 1.25

英吋)。每頁頇編頁碼(下方置中)。 

2. 行間距：行距為 1.25 space (或設定為「最小行高 20 points」)。 

（二）文稿格式：(稿件文字字型：中文均使用標楷體字型，英文均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型) 

1. 文稿文字用中、英文皆可，均以直式橫寫打字為原則。論文若使用中

文，頇附 200 字以內之英文摘要；若使用英文，頇附 100 字以內之中

文摘要，語文類論文不在此限。論文內容依標準格式繕寫，如有誌謝

及符號說明應附於參考文獻之前，圖表請隨文附於最接近文字敘述之

後，任何圖表請製成電子檔，請勿繳交照片或手繪表格。 



2. 文稿首頁為中文標題頁、次頁為英文標題頁，編排順序與格式： 

(1) 題目標題：中文請使用 20 點字體，粗體，置中對齊；英文應以

大寫字體繕打，使用 20 點字體，粗體，置中對齊。 

(2) 作者姓名：中英文皆使用 16 點字體，置中對齊。 

(3) 服務單位：中英文皆使用 12 點字體，置中對齊。 

(4) 摘要標題：中英文皆使用 16 點字體，置中對齊。 

(5) 摘要內容：中英文皆使用 12 點字體，左右對齊。 

(6) 關鍵字(Key words)：中英文皆使用 12 點字體，左右對齊； 

(7) 代表作者之電子郵件地址、電話、傳真列於本頁最下方，使用

10 點字體，左右對齊。 

 上述各項與前後段距離(段落間距)均為「0.5 列」。 

3. 文稿第三頁為主要論述，文章篇內的節次及子目以四個層次為原則，

選用次序為： 

(1) 中文稿件：（範例如下） 

壹、(使用 16 點字體，前後段距離（段落間距）為「0.5 列」，左右對齊) 

  一、(使用14點字體，前後段距離（段落間距）為「0.5列」，左右對齊) 

    （一） (使用 12 點字體) 

      1.(使用 12 點字體) 

        （1）(使用 12 點字體)…依此為序。 

(2) 英文稿件：（範例如下） 

1.(使用 14 點字體，粗體，前後段距離(段落間距)為「0.5 列」，左右

對齊) 

  1.1(使用 12 點字體，粗體，前後段距離(段落間距)為「0.5 列」，左

右對齊) 

    1.1.1(使用 12 點字體) 

      1.1.1.1(使用 12 點字體) …依此為序。 

(3) 除上述標題外，其餘部分與前後段距離（段落間距）均為「0 列」，

左右對齊。 

(4) 文字敘述中，如需小註時，以阿拉伯字 1.2.3 等置於備註文字之

右上角，小註內容置於該頁之下端（字體：中文用標楷體 10 點

字體，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10 點字體），並冠以同樣的號

碼。 



4. 引書： 

(1) 不獨立起段： 

a. 不用引號且左右各縮兩個字元。 

b. 引言中又有引言時，第二個引言前後中文加「」符號，西文加“”

符號。 

(2) 獨立起段：標楷體。不用引號，且左右內縮兩個字元。 

(3) 引書結束後加註出處。 

(4) 引用書目：直接將作者、出版時間、頁數寫在正文中適當位置。

中文著錄作者用「姓名」，西、日文著錄作者用「姓」即可。作

者有兩人時，統一以「A 與 B」的形式書寫。作者於三人以上時，

第一次引用時列出所有作者，第二次以後引用，僅列出第一位

作者，餘者以「等人」（中文）或「et al.」（英文）代替。 

(5) 論文均於文後以條列方式逐項列出引用文獻（請勿以文後註釋

方式）；引用文獻格式務必與引書範例一致。 

5. 圖版、插圖及表格： 

(1) 排序：圖版 1，圖 1，表 1；圖版 1-1，圖版 1-2；圖 1-1，圖 1-2；

表 1-1，表 1-2；或 Plate 1，Figure 1，Table 1；Plate 1-1，Plate 1-2，

Plate 1-3；餘則依此類推。 

(2) 圖表名的位置：圖名、圖註在圖下方；表名在表上方，表註在

表下方。 

6. 數字寫法： 

(1) 年代、測量、統計數據以阿拉伯數字著錄。餘者，十以下的數

字以國字著錄，十以上以阿拉伯數字著錄。四位數以上數字加

四位數撇節法。 

(2) 屬於一連串的相關數字群，全文統一用阿拉伯數字或國字表

示，請勿混合使用。 

7. 簡稱：第一次出現時需用全稱，而以括弧註明所欲使用之簡稱，第二

次以後出現，即可使用所訂之簡稱。 

8. 附錄 

(1) 附錄置於參考書目之前。 

(2) 附錄如有兩個以上時，依國字數字之順序分別註明「附錄 1」、「附

錄 2」…，或 Appendix 1、Appendix 2…。 



9. 參考文獻： 

(1) 論文正文中所引用之文獻，請在參考書目中列出，若論文正文

未引用之文獻，請勿列入參考書目中。 

(2) 先著錄中文，後排西方語文。中文參考書目依作者姓名筆劃排

序，西文依字母順序排序。 

(3) 著錄格式：依序為作者全名、出版年（西元），再依序為篇名、

書名、叢書名、頁次、出版地、出版者等項。 

(4) 作者於三人以上時，僅列出第一位作者，餘者以「等」或「et al.」

表示。 

(5) 格式參考：如下列範例（亦可參考 APA 格式第五版。） 

a. 專書格式： 

（中）作者，年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英）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b. 專書論文格式： 

（中）作者，年代，〈篇名〉。頁碼，收錄於○○編，《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英）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Page numbers in Title of the 

Book, edited by Edito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c. 期刊論文格式： 

（中）作者，年代，〈篇名〉。《期刊名》卷號（期號）：頁碼。 

（英）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Book, volume 

number (series number): page numbers. 

d. 會議論文格式： 

（中）作者，年代，〈論文名稱〉。論文發表於「研討會名稱」，地點：主辦單

位，會議期間。 

（英）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e of 

the Conference, Place, Date. 

e. 博、碩士論文格式： 

（中）作者，年代，《論文名稱》。發表地點：校系名稱博碩士論文。 

（英）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f. 其他範例： 

(a.) 林宗弘，2006，〈讓我們檢驗一國兩制〉。中國時報，A15 版，1 月 2 日。 



(b.) 劉阿榮，2004，《松竹楊梅多元智能學習圈計畫第三年成果報告》。國

立中央大學研究計畫報告。 

(c.) 中央健康保險局， 2004，中央健康保險局新藥收載申請書。

http://www.nhi.gov.tw/02hospital/hospital_file/newmedform.doc，取用日

期：2004 年 10 月 2 日。 

(d.) U.S. Census Bureau, 2003, “Table 028: Age-specfic fertility rates and 

selected derived measures.” In IDB Data Access–Display Mode, 

http://www.census.gov.tw/ipc/www/idbprint.html (Date visited: July 17, 

2003). 

(e.) Bumpass, Lily L. and James A. Sweet, 1995, “Cohabitation, Marriage, and 

Non-Marital Childbearing and Union Stability: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NSFH2.” NSFH Working Paper, No. 6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nter for Demography and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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