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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性學學刊》論文投稿格式與體例
壹、封面頁
包含論文題目（中文30個字或英文40個字以內）和簡略題目（中
文16個字或英文20個字以內），及全部作者姓名（中英文）、著作完
成時之服務單位及職稱（中英文）、通訊作者之聯絡地址與電話、電
子信箱。

貳、摘要
中英文摘要各一份，分別包括題目、摘要內文及關鍵詞。摘要應
包括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四部分。中文摘要不可超過400字，英
文不可超過600字。關鍵詞以5個為限。

參、內文
按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與建議之次序撰寫（綜
論、課程發展與（或）評量以及論壇例外）；課程發展與（或）評量
應包含設計理念與心得（或回饋）。內文中引用文獻時參考APA第六
版格式，應將作者的姓名及發表年代寫出，若引用文獻之作者為1∼6
位，第一次引用時請列出姓名，若在6位以上，限引用第一位作者姓
名，餘以等人（et al.）代替。例如：
一、1位作者：
李思賢（2010）的研究指出⋯⋯
⋯⋯（李思賢，2010）
Kirby（2001）的研究發現⋯⋯
⋯⋯（Kirby, 2001）
二、2位作者：
文榮光與葉明莉（2000）認為⋯⋯

⋯⋯（文榮光與葉明莉，2000）
Johnson與Xuccarini（2010）認為⋯⋯
⋯⋯（Johnson & Xuccarini, 2010）
三、3∼5位作者：
（一）初次引用：
鄭其嘉、晏涵文、劉潔心與張興榮（2012）提出⋯⋯
⋯⋯（鄭其嘉、晏涵文、劉潔心、張興榮，2012）
Senge 、Klein 、Roberts 與Ross（1994）提出⋯⋯
⋯⋯（Senge, Klein, Roberts, & Ross, 1994）
（二）再次引用：
李思賢等人提出⋯⋯（同段落第二次引用時，無須列出年代）
晏涵文等人（2002）提出⋯⋯（不同段落再引用時，須列首位作者及
年代）
Kirby等人（2001）發現⋯⋯（不同段落再引用時，須列首位作者及年
代）
（Kirby et al., 2001）
四、6位作者以上：
李絳桃等人（2009）指出⋯⋯
⋯⋯（李絳桃等，2009）
Altermatt 等人（2002）發現⋯⋯
⋯⋯（Altermatt et al., 2002）
五、作者為機構，第一次出現呈現全名，再備註簡稱，第二次之後即可使
用簡稱：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改會﹞，1995）（第一次引用）
⋯⋯（教改會，1995）（第二次引用）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1991）（第一次引用）
⋯⋯（NSF, 1991）（第二次引用）
六、同時引用若干位作者時，中文作者按姓氏筆劃排序，英文作者則依姓
名字母排序。同時引用中文與英文作者時，中文作者在前，英文作者

在後：
國內一些學者（江漢聲、王瑞琪，1996；葉明莉，2010；楊聰財，2009）
的研究⋯⋯
一些研究（Baturay & Bay, 2010; Liao, 2007; Wang & Wang, 2009）主張
⋯⋯
⋯⋯（林燕卿，2010；Iwanicki, 2011; Robore, 2009）
七、同位作者相同年代有多筆文獻，應以a、b、c⋯⋯標示，引用時並依此
排序：
有數篇研究（李思賢，2007a，2007b ）發現⋯⋯
一些研究（Johnson, 1991a, 1991b）⋯⋯
中文稿之英文詞及括弧內之英文對照，除專有名詞外一律小寫，英文
稿中須以斜體字印刷之詞句，請在該詞句下以橫線標出。文章內所有
中文標點符號為全形。

肆、參考文獻
文獻引用詳細情形請參考APA第六版格式；所列文獻應以文內實際提及
者為限，中文文獻應置於外文文獻之前，中文文獻應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
排列，外文文獻應依作者姓氏字母及年代順序排列。參考文獻之格式如下：
一、專書與期刊
（一）1位作者：
林蕙瑛（2001）。父母如何與子女談性說愛。台北市：幼獅。
文榮光（2005）。台灣性治療回顧與前瞻。台灣性學學刊，17（2），1-7。
Lee, T. S.-H. (2010). A survey of HIV sero-prevalence and condom use among
women who injected heroin.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9(3), 238-246.
（二）2∼7位作者（須列出全數作者姓名）：
江漢聲、晏涵文（2004）。性教育。台北市：中國青年。
高松景、晏涵文、劉潔心（2011）。高中生「全人發展」的性教育介入研

究—以「生活技能」為主。台灣性學學刊，11（1），21-38。
Lee, J.-T., Lin, C.-L., Wan, G.-W., & Liang, C.-C. (2010). Sexual positions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of pregnant women. 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
36(5), 408-420.
（三）8位作者以上（列出前6位與最後1位，中間用省略符號）：
張德銳、李俊達、蔡美錦、陳輝誠、林秀娟、楊士賢⋯⋯張淑娟（2004）。
教學檔案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台北市：高等教育。
Eisenberg, N., Zhou, Q., Losoya, S. H., Fabes, R. A., Shepard, S. A., Murphy, B.
C.,...Delzell, E. (2003). The relations of parenting effortful control, and ego
control to children’s emotional expressivity. Child Development, 74, 875-895.
（四）收錄於書中一章：
林清江（1992）。我國教師職業聲望與專業形象之調查研究（第三次）。載
於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主編），兩岸教育發展之比較（頁1-73）。
台北市：師大書苑。
Clarke-Stewart, K. A. (1984). Programs and primers for childrearing education:
A critique. In R. P. Boger, G. E., Bloom, & L. E. Lezotte (Eds.), Child
nurturance,vol. 4: Child nurturing in the 1980s (pp. 125-155). New York,
NY: Plenum Press.
（五）翻譯類書籍：
Wincze, J. P., & Carey, M. P.（2003）。性功能障礙—評量與治療指南（林蕙
瑛，譯）。台北市：性林。
Sternberg. R. J., & Williams, W. M.（2001）。教育心理學（周甘逢、劉冠麟，
合譯）。台北市：華騰。
二、論文
（一）未出版之碩、博士學位論文：
黃美芳（2002）
。美國學校教育績效責任制及其在我國實施可行性之研究（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台北市。
Malkus, A. J. (1995).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school-age children: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xiety, locus of control, and
perceived competenc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

三、網路資料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2009）。愛滋病流行病統計。取自http:
//www.cdc.gov.tw/ct.asp?xItem =11234 & CtNode=1095& mp =220
Malico, M., & Langon, D. (2003). Paige announced that all states are on track
by submitting no child left behind accountability plans on time: Another
important milestone reach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historic law.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gov/ news/pressreleases/2003/02/ 02032003b.html
四、報紙文章
張芳全（2003，9月12 日）。問題叢生的十二年國教規劃。中央日報，A9
版。
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1, A4.
五、有數位辨識碼（DOI）之文章，須加DOI於頁數後，最後不加句點
Powers, J. M., & Cookson, P. W. Jr. (1999). The politics of school choice research.
Educational Policy, 13(1), 104-122. doi:10.1177/0895904899131009

伍、圖表
圖(figure)及表(table)合計以6個為限，每個圖與表各印在一頁上；圖之
標題置於下方，表之標題置於上方。表格之製作，以簡單清楚為原則，請
參考APA格式。如引用或翻譯他人圖(figure)、表(table)時，務必附版權所
有者同意函。

陸、致謝頁
針對給與支援之單位及人員題名致謝外，獲有經費支助者，請註明機
關名稱及計畫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