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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幼兒教育研究》徵稿辦法 

  

一、發行源起  

「幼兒教育研究」是一個公開學術研究發表原地，刊登有關幼兒教育相關議 

題之學術論文，冀望透過學刊發表促進交流，達到幼兒教育理論與實務相關領域 

學術更加發展，涵蓋幼兒教育相關領域學科均歡迎。  

  

二、來稿類型  

來稿中、英不拘。稿件類別包括學術論文 (Research Article)、研究紀要  

(Research Note)，文獻評論 (Critical Review) 與書評 (Book Review)。  

  

三、本刊隨時接受來稿  

稿件刊載順序原則上以審查通過時間決定，惟本刊編輯必要時得考量主題統 

整性，調整文章刊載順序。所有評審程序以四個月之內完成為原則，未能於四個 

月之內完成者，將由編輯委員會以書面向作者說明原委。預計每年 6月出刊。  

  

四、所有稿件均須通過匿名評審方能刊登  

  

五、版權事宜  

(一)本刊不接受已經正式出版或一稿數投的論文。  

(二)經刊登之論文，其刊登論文著作財產權歸本刊所有，經本刊同意，始得 

轉載或轉譯；文責由作者自負。  

(三)編輯單位有權以紙本、光碟或上網形式全文發行。  

(四)經刊登之論文，除同意本校得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外，並同意授權 

本校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 

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 

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五)稿件一經採用，不另發稿籌，但每篇論文(以論文篇數為單位，非以作者 

數為單位)由本刊致贈當期期刊三本，寄送至該篇論文的主要作者  

  

六、撰搞格式  

(一)稿件：請使用 Microsoft Word 97 以上之繁體中文文書軟體處理，並以單 

行間距之 12 號新細明體或 Times New Roman 字體橫向列印於 A4 規格紙張，

文稿上下各留 2.54 公分空白，左右兩側各留 3.18 公分空白。中文稿件字數為 

15000字，至多不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件以 8000 字，至多不超過 10000 字

(均包含圖表、參考書目、附錄、空白所佔之版面)。  

(二)題目、著者：不論中、英文稿均需具備中、英文題目與作者中、英文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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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暨服務單位。  

(三)摘要與內文：請附中、英文摘要，以 300 字為原則。  

(四)關鍵字（key word）：請在摘要下增加中、英文關鍵字，以二至五個為 

原則。  

(五)撰文架構：依據美國心理學會(APA)撰稿架構(教育、社會及數理學門可 

採用)：   

壹、 緒論（包括研究問題與背景、研究變項的定義、研究目的與假設）   

貳、 文獻探討  

參、 研究方法（包括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   

肆、 研究結果   

伍、 結論與建議   

陸、 參考文獻   

(六)圖片或照片：為了使圖表在論文中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應注意下列幾 

點：   

1. 圖的標題應放置於圖的下端(如：圖 1 標題)，而表的標題則應放置於表的上 

端(如：表 1 標題)，且先出現表的說明文字，後出現圖表。   

2. 每一圖表的大小以不超過一頁為原則﹐如超過時﹐須在後表表號之後註明 

   (continued)/(續)，但無須重現標題，如：Table 1 (continued). 或表 1  

  （續）。圖表如大於半頁以上，應單獨放置在一頁，如小於半頁，則可和文字 

   敘述資料同放在一頁上。   

3.論文文字之後再呈現圖表。   

(七)資料引用：請參考 APA 格式，採文內注釋。如：   

1.根據吳鐵雄（1989）的研究發現….   

2.許多研究的結果（張春興，1976；郭聰貴，1978；吳武典，1979）也都指出….   

3.根據國外學者（Mark, 1990）的研究發現….   

4.根據 Mark 與 David 的研究發現….人格中的自我免受傷（Miller ＆ Ross,  

1975）。   

5.根據以往學者（Thornik, 1940；Watson, 1932）的研究….   

6.教學為透過角色互動以協助學生達成學習目的的歷程….（Gage, 1976）….   

7.如引用同一作者同年度兩篇以上的參考資料時，請在年度後標明 abc 等符

號。 

如（陳英豪，1989a）….（陳英豪，1989b）。參考文獻中的寫法亦同。   

(八)參考文獻：   

1.如中英文參考資料均有，中文在前，英文在後。   

2.中文資料之排列以作者姓名筆畫順序為主，英文則按作者姓氏字母之先後順序 

為準。   

3.參考文獻寫法：   

(1)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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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年代)。書名。出版地點﹕出版商。  

    例    如：林文達（1992）。教育行政學。臺北市：三民。   

              Barnard, C. I. (1971).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期刊論文：   

    作者 (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期別﹐頁別。  

        例    如：沈姍姍（1996）。教育選擇與控制理念的另類思考。教育  

                  資料與研究，4，14-15。  

                  Powers, J. M., & Cookson, P. W. Jr. (1999). The politics  

                  of school choice research. Educational Policy, 13(1),  

                  104-122.  

 (3) 專門及研究報告﹕  

作者 (年代)。報告名稱。教育部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xx）。  

      出版地點：出版商/者。  

  例    如：黃政傑、李春芳、周愚文、潘慧玲（1992）。大陸小學教  

                育政策與教育內容之研究總結報告（編號：  

                F0033518）。臺北市：教育部。  

                Broadhurst, R. G., & Maller, R. A. (1991). Sex offending and   

                recidivism (Tech. Rep. No. 3). Nedlands, Western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Crime   

                Research Centre.  

(4) 會議專刊或專題研討會論文﹕   

   作者 (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主持人 (主持人)，研討會主題。研討   

    會名稱，舉行地點。  

      例    如：張芬芬 (1995 年 4 月)。教育實習專業理論模式的探討。  

                    毛連塭 (主持人)，教師社會化的過程。師資培育專  

                    業化研討會，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Lichstein, K. L., Johnson, R. S., Womack, T. D., Dean, J. E.,  

                & Childers, C. K. (1990, June). Relaxation therapy for  

                poly-pharmacy use in elderly insomniacs and  

                noninsomniacs. In T. L. Rosenthal (Chair), Reducing  

                medication in geriatric populations.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Uppsala, Sweden.  

(5)未出版學位論文：   

  作者 (年代)。論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士或博士論文，未出版，大學地 

  點。  

         例    如：柯正峰（1999）。我國邁向學習社會政策制訂之研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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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問題形成、政策規劃及政策合法化探討。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Hungerford, N. L. (1986). Factors perceived by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s stimulative and supportive of   

                       professional growt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  

(6) 未出版之原始資料：  

    作者（年代）。【數據說明】。未出版之統計數據。  

         例    如：教育部（2001）。【原住民教師分佈情形】。未出版之統  

                   計數據。   

                Bordi, F., & LeDoux, J. E. (1993). [Auditory response  

                latencies in rat auditory cortex]. Unpublished raw data.  

 (7) 視聽媒體資料﹕  

    製作人姓名 (製作人)，導演姓名 (導演) (年代)。影片名稱【影片】。   

      (影片來源，及詳細地址)  

    例    如：Scorsese, M. (Producer), & Lonergan, K. (Writer/Director).   

                (2000). You can count on me [Motion picture]. United   

               States: Paramount Picture.   

(8) 網路等電子化資料：請參閱「APA 格式—網路等電子化資料引用及參考  

   文獻的寫法」一文。   

(9 法令﹕   

  法令名稱 (公布或發布年代)。  

  例    如：師資培育法（1979）。   

  

七、稿件交寄：  

(一)稿件呈現順序  

   1.論文需加裝封面，其內含需包含下列資料：(1)中、英文標題；(2)作者中、 

   英文名稱；(3)服務單位及職稱之中英文名稱；(4)主要作者的通訊處：含郵遞    

   區號、住址、電話、傳真、電子郵件。  

   2.中文稿件：中文標題、中文摘要與關鍵詞至於全文最前，英文標題、英文 

    摘要與關鍵詞至於全文最後。  

   3.英文稿件：英文標題、英文摘要與關鍵詞置於全文最前，置中文標題、中 

    文摘要與關鍵詞於全文最後。  

   4.為方便匿名審查，請勿於標題下寫出作者與服務單位，正式刊登時由編輯 

    小組補上。  

   5.來稿請註明投稿類別(研究論文、研究記要、文獻評論或書評)、填寫投稿者 

    基本資料，及加裝封面之稿件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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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寄至：62249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 55號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幼兒教育研究編輯委員會收   

聯絡電話：(05) 272-1001 轉 2151 曾小姐  

投稿電子檔 mail 至：nhujece@gmail.com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研究學報編輯小組信箱 

mailto:nhujec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