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保育研究集刊投稿須知 

一、 期刊宗旨：本刊指在提供學術界相互激盪攻錯的機會，並提供教育研究者及實務工作者與年

輕學子，一個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術交流平台，相信必能為幼兒教育與保育作出重

大貢獻。 

二、 徵稿範圍：以論述(一)合宜的嬰幼兒照顧與發展理念及作法之探討。 

(二)傳統與現代前後的照顧與發展評量及省思。 

(三)嬰幼兒教育與多元智慧能力發展的探究。 

(四)其他與「嬰幼兒照顧與發展理念及作法」等相關議題，歡迎踴躍賜稿。 

三、 特約稿件：編輯委員會得就各領域中目前較新之研究發展趨勢，邀約該領域具有學術聲望之

學者撰寫特約稿件，每期至多一篇，特約稿件處理原則比照本刊相關規定辦理。 

四、 截稿與出刊日期：預計每年出版一期，每年十月底截稿，十二月出刊。 

五、 稿件格式： 

(一)稿件字數：以不超過二萬字為原則，並附中、英文摘要(均不超過五百字為原則)、關鍵

字三至五個。稿件進入複審階段，經編輯小組通知修改者後，文稿字數不得

超過 二萬二千字。 

(二)稿件之規格為A4大小，紙張請以A4紙張電腦打字，題目採16p粗體字，作者姓名採12p及

所屬系科採12p字置中列於題目下方，內文與參考文獻採12p字，次標題(如摘要、參考文

獻等標題)以14p字列於中央對稱位置。 

(三)稿件電子檔相關規定如下：請使用Microsoft Word軟體撰寫文稿，中文使用新細明體，英

文則使用Times New Roman字體。 

(四)參考文獻：請參考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的最新版格式撰寫。 

六、 文責版權：論文請勿一稿兩投，經錄用之論文，授權本刊得以紙本、光碟片及網路出版方式

發行。 

七、 稿件交寄：請同時準備書面稿兩份及電子稿(請用word檔及PDF檔存於光碟片內)，連同「投

稿者基本資料表」、「投稿者聲明授權同意書」，寄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840號「正修科技

大學 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研究』編輯委員會收」。 

八、 審查方式：為匿名審查制度，由編輯委員會進行審查，詳請參閱「幼兒保育研究集刊審稿辦

法」。 

九、 通知錄用與否：接到投稿後將以e-mail方式通知作者。審查後，不論錄取與否都會以電子郵

任和書面通知作者。經錄用者，奉贈本刊當期一冊，不另奉稿酬。未能符合期刊規定之格式

撰寫之論文，不予審查，如需退稿，請附回郵信封。 

十、 稿件若為碩、博士論文改寫，需註明「本文為碩/博論文改寫，指導教授□□□教授」。 

十一、 稿件若為在學研究生所投，需經其就讀系所指導教授審閱，並於「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上簽名認可推薦。 

十二、 稿件若曾公開發表，請於文末備註「本文曾於○○大學主辦之『○○研討會』發表並載

明日期及原論文名稱為『○○○○○○○』，其內容經過增刪及修正，特此說明。」 

 

 



「幼兒保育研究集刊」審稿辨法 

 

一、 稿件之審查原則 

(一)形式審查： 

1. 凡符合本期刊之性質及形式要件，包含字數、格式、嚴謹程度者，即送推薦審查名單。 

2. 不符合本期刊之性質者逕行通知。 

3. 符合本期刊之性質但形式要件不符合者，將通知作者修改後再行送審。 

 (二)實質審查： 

1. 送推薦審查名單之稿件，將聘請專家學者匿名方式進行審查。 

2. 審查意見分為三類： 

(1) 推薦刊登，則予以刊登。 

(2) 修正後刊登，則通知作者修改後再送交複審後刊登。 

(3) 不予刊登，恕不退件，並通知作者。 

        3. 專家學者若是意見兩極時，則送交編輯委員會決定處理方式。 



幼兒保育研究集刊撰稿格式 

壹、 撰稿格式： 

一、 請用A4格式電腦打字，直式橫書，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內文與參考文獻採12p，

並以Word文字檔存檔，中、英文參考文獻請參考實例或是APA格式。 

二、 內文架構與編排順序 

(一) 中文摘要 

(二) 英文摘要 

(三) 內文 

  1.前言(包含研究問題與背景、研究變項的定義及研究目的與假設) 

  2.文獻探討 

  3.研究方法 

  4.研究結果與討論 

  5.結論與建議 

       (四).參考文獻 

       (五).附錄              

三、 題目、摘要與關鍵字：請附上中及英文的摘要，摘要字數不超過500字，關鍵字3

至5個。 

四、 作者基本資料：請附上中、英文兩種版本的姓名、職稱與服務單位，並將其填寫於

作者基本資料表中。 

貳、 圖片與照片： 

圖表與照片皆黑白為原則，大小則可採半欄或全欄置中列印並附編號及標題。圖的標題

應放置於圖的下端(如：圖1、圖2)，而表的標題則應放置於表的上端(如：表1、表2)。 

參、 數學式：所有公式及方程式均須打字(向量及矩陣符號用粗料體)，其後標明式號於小括

號內，每一式之上下須多空一列。 

肆、 資料引用：請參考APA格式，採文內注釋。如： 

一、 根據莊雯心(2001)的研究發現… 

二、 許多研究的結果(張鐵雄，1976；郭聰明，1978；李光復，1980)也都指出… 

三、 根據國外學者(Gardner, 1983)的研究發現… 

四、 根據以往學者(Gardner, 1983; Hirsh, 2004)的研究 

五、 根據Kasper與Nyamathi的研究發現..(Kasper & Nyamathi, 1988) 

六、 導致於至今創造力的定義仍有分歧…(Yamamoto, 1965))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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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

琴，1975a)….(徐玉琴，1975b)。參考文獻之寫法同。 

伍、 參考文獻： 

一、 中文在前，英文在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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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參考文獻寫法： 

(一) 書籍： 



格式：作者(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商。 

實例：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998)：生物教育學門規畫。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 

Gardner, H.(1999), Intelligence reframed: Multiple intellig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二) 期刊論文： 

格式：作者(年份)：篇名。期刊名，期別，頁別。 

實例：賈馥茗 (1970)：，「創造能力發展之實驗研究」，師大教育研究所集

刊，12輯，頁1-93。 

Kosco, M., & Warren, N. A. (2000). Critical Care Nurses’perceptions of 

family needs as met, Critical Care Nursing Quarterly, Vol. 23, pp.60-72. 

(三) 文集論文： 

格式：作者(年份)：篇名。編者，文集名，頁別。出版地：出版者。 

實例：蔡清華 (1994)：教師教育與專業角色。收於王家通主編，教育導論，

頁337-366。高雄市：麗文書局。 

   Messick, S. (1995). Cognitive styles and learning. In L. W. Anderson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nd ed.). UK: 

Elsevier Science. 

(四) 未出版文獻： 

格式：作者(年份)：論文名稱。大學及未出版碩士或博士學位論文名稱，未出

版。 

實例：封四維(1999)：多元智慧教學之實踐：一個教師的行動研究。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HSU, H W (2004).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TPR: Case Studies on 

Taiwanese Children’s EFL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MA Thesis,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五) DAI微縮片資料： 

格式：作者(年份)。篇名。論文集。編號 

Bower, D. L. (1993). Employee assistant program supervisory referrals: 

Characteristics of referring and nonreferring supervisor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54(01), 534B. (University Microfilms No. 

AAD93-15947) 

(六) 教育資料資庫的資料： 

格式：作者(年份)。篇名。資料庫的名稱。編號。 

實例：Adunyarittigum, D. (2007). Whole language: A whole new world for ESL 

program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386024)  

(七) 技術報告： 

格式：作者(年份)。篇名。出版地。出版者。編號。 

實例：毛松霖(1995)。國中生地球科學觀測資料之多釋能力與概念形成之教學

策略研究。台北：中華民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NSC85-2511-S003-017)。 

Osgood, D. W., & Wilson, J. K. (1990). Covariation of adolescent health 

problems. Lincoli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NTIS No. PB 91-154 

377/AS) 

(八) 引用網站資料： 

格式：作者(年份)。篇名。檢索日期。取自網址。 

實例：教育部(1999)。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基本素養短期指標。1998年12月9

日，取自http://www.jbjob.com.tw/_html/centry.htm/ 

Cantoni, G P. (2005). Using TPR-Storytelling to develop fluency and literacy 

in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 Retrieved December 25, 2007 from 

http://jan.ucc.nau.edu/~jar/RIL_5.html 

(九) 光碟資料庫： 

格式：作者(年份)。文章名稱【光碟】。來源(期刊、檢索系統、公司行號 

實例：Shocked, M. (1992). Over the waterfall. On Arkansas traveler [CD]. New York: 

PolyGram Music. 

(十) 視聽媒體資料： 

格式：製作人姓名(制作人)，導演姓名(導演)(年份)。影片名稱【影片】。取

自發行者，地址。 

實例：莊澄(製作人)、葉錦鴻(導演)(2000)。半支煙【影片】。環亞電影國際有

限公司，台北市西寧南路16號2樓 

Harrison, J. (Producer), & Schmiechen, R. (Director). (1992). Changing our 

minds: The story of Evelyn Hooker [Film]. (Available from Changing 

Our Mind, Inc., 170 West End Avenue, Suite 25R, New York, 

NY10023) 

(十一) 報紙： 

格式：1. 文章名稱(年，月日)報名，版次 

   2. 作者(年，月日)。文章名稱。報名，版次。 

實例：中文譯音的急轉彎：專業議題又演成政治問題(2000年，10月9日)。聯

合報，2版。 

曾意芳(1989年，1月8日)。九十學年度起鄉土語言列為國小必選課。

中國時報，第一版。 

Markovitz, M. C. (1993, May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1, A4. 

(十二)法令： 

格式：法令名稱(公布或發布年代)。 

範例：師資培育法(1994)。 

http://www.jbjob.com.tw/_html/centry.htm/
http://jan.ucc.nau.edu/~jar/RIL_5.html


「幼兒保育研究集刊」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投稿日期： 

作 者 姓 名 暨 服 務 單 位 及 職 稱（全銜） 

第 一 

作 者 

中  文： 

 

英  文： 

 

服務單位： 

職  稱： 

論 文 

名 稱 

中  文： 

 

英  文： 

字 數  語 文 類 別 中文 英文  

共 同

作 者 

請依共同作者之排行順序列出：（姓名/服務單位/職稱；單一作者免填，欄位不夠可自行增加） 

1.                          ；2.                             

通 訊 

方 式 

聯絡人：即為第一作者；另有通訊作者為_________________ 

Tel.：（O）                    （H）                 

E-mail：                       Fax / Mobile phone： 

通訊地址：（需含郵遞區號） 

投 稿 

方 式 

 郵寄論文紙本二份及電子檔一份 

 郵寄論文二份紙本、電子檔於   月   日 mail 至 chenwl@csu.edu.tw  

郵寄地址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正修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幼兒保育研究』編輯委員會收」。 

檢 查 

項 目 

 中英文標題、摘要與關鍵字俱全（摘要不超過 500 字，關鍵字各 3-5 個字以內） 

 文章引用、附註及參考文獻格式符合本刊論文撰寫體例 

 文章字數符合規定（2 萬字內） 

相關領

域教授

簽  名 

服務單位／職稱 

備 註 
投稿作者若仍為在學研究生，投稿需經相關

領域教授審閱並簽名認可，若是與教授合撰

之論文則不在此限。 

投 稿 聲 明 (請務必確認各項欄位無誤後簽名) 

本文是否改寫自碩博士學位論文？ 否 是（學校/系所/指導教授：                       ） 

本文是否曾發表於各類研討會中？ 否 是（會議名稱/時間：                            ） 

茲保證以上資料所填無誤，同時本文並無一稿多投、侵害他人之著作權或違反學術倫理等情事。

若有違反，所有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負。 

             第一作者簽名（代表全體作者）：                   

mailto:日mail至chenwl@csu.edu.tw


《幼兒保育研究集刊》投稿者聲明授權同意書 
 

本人（姓名        ）茲以下列「填具論文名稱」 

論文名稱：                                 

    Title of the Thesis：                         

 

為題之□中文□英文稿件乙篇投稿於貴刊，係本人創作之首次發表，內容未侵犯他人著

作權，且未投稿至國內外其他刊物，以及於網路上公開傳播，保證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損

及學術倫理之事情，特此聲明。如聲明不實，而致貴刊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本人

願意負一切法律責任。 

本人授權同意下列事項： 

一、若本論文經貴刊接受刊登，本人同意非專屬授權予貴刊做下述利用： 

1.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或數位方式發行和出版;2.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

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以利學術資訊交流；3.典藏、重製、發行及利用均為無償；4.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

之行為;5.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6.為

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本人同意貴刊得依其決定，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 

三、投稿之論文，本人保證為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人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本人簽署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  致                      正修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 

 

立同意書人（第一作者）：【                          】（簽名及蓋章）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連絡地址： 

 

立同意書人（第二作者）：【                          】（簽名及蓋章）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連絡地址： 

 

西元                      年                     月                       日 

………………………………………………………………………………………………………………………………………………………... 

請列印填寫，並親筆簽名後擲寄「83347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正修科技大學 幼兒保

育系『幼兒保育研究』編輯委員會收」，有關本集刊之任何疑問，請洽本系莊美玲老師聯繫，

洽詢電話：07-7358800 轉 6025，電子郵件：einseinsster@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