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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保研究期刊徵稿辦法

幼兒教保研究期刊徵稿辦法
中國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第九次編輯委員會會議修訂
中國民國 103 年 1 月 9 日第十一次編輯委員會會議修訂
一、 期刊宗旨
本刊旨在提供教育研究者、現場實務工作者與優秀青年學子，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術交
流平台，以開展與精進幼兒教育與保育之理念。
二、 徵稿內容
本刊徵稿文章以未正式出版的幼兒教保理論與實徵性研究為主。
（一）主要內容如下：
1.特約論著：本刊編輯委員會得從幼兒教保領域中，邀約具有學術聲望的學者撰
寫新興研究趨勢、廣為討論或較具爭議性之議題。每期特約稿件至多二篇。
2. 專題論著：具原創性、理論性及實徵性之幼兒教育與保育相關學術論述。
3. 研究生論著：為研究生與學者聯名投稿之文章，可由作者決定投稿類別為「專
題論著」或「研究生論著」。
（二）本刊接受之主題如下：
1. 幼兒課程與教學
2. 幼兒教保政策與行政管理
3. 幼兒發展與輔導
4. 幼教服務專業人員培育
5. 跨文化及國際比較之教保議題
6. 社會變遷中幼兒園、家庭與社區之相關議題
7. 其他幼兒教保相關議題
三、 徵稿與出刊日期
（一）本刊全年徵稿及進行審查。
（二）本刊每年出版二期，出刊月份為一月及七月。
四、 檢附資料
投稿本刊者請檢附「作者基本資料表」
、
「授權同意書」及「書面稿件」之書面與電子
文件，稿件請自備副本，恕不退還稿件。
（一）投稿者基本資料表：投稿者需詳細填寫「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填寫內容包含
中、英文題目、作者姓名、任職單位和職稱。正文與摘要中請勿標示作者姓名、
職稱等基本資料。未經接受刊登前，作者姓名與排序之更動，請繕附「作者基
本資料表」，並經所有作者親筆簽名同意。如經接受刊登並寄發錄取通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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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者姓名與作者排序即不得更動。
（二）投稿文章
1.內文：請以 word 程式打字並以 A4 格式儲存。本刊僅接受中、英文稿件。中文
字數以一萬五千字為限，英文字數以八千字為限。
2.摘要：請附上中、英文摘要，字數以不超過 300 字為原則，關鍵詞二至五個。
如有致謝詞，請於錄取通知後再補上，致謝詞字數不超過 50 個字為限。
（三）稿件交寄
1.書面文件：「作者基本資料表」、「授權同意書」及一式兩份之「書面稿件」
。請
郵寄至：62103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系，並請註
明「幼兒教保研究期刊編輯委員會」收。
2.電 子 文 件 ：「 作 者 基 本 資 料 表 」 及 「 稿 件 」 的 電 子 檔 ， 請 e-mail 至 ：
joun_eche@mail.ncyu.edu.tw。
五、 撰文格式
請依據「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第六版( 2010) 之規定撰寫。
（一）建議撰文架構如下
1. 若為實徵性之研究，建議撰文架構如下：緒論、文獻探討（註：參考資料博碩
士論文不宜過多）、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論與建議。
（二）撰寫內容
1. 中、英文摘要撰寫格式
（1）題目：標楷體（Arial）18 號字，粗體，置中。
（2）摘要/ Abstract：標楷體（Arial）14 號字，粗體，置中。
（3）摘要內容：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1 號字，靠左對齊，不分段落。
（4）關鍵詞：二至五個。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2 號字，靠左對齊。
2. 內文撰寫格式
（1）內文第一層標題：標楷體（Arial）14 號字，粗體，置中，與前段落空一行
間距。中文編號為壹、貳、參…等，英文不需編號。
（2）內文第二層標題：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2 號字，粗體，靠左對
齊，無縮排，與前段落空一行間距。中文編號為一、二、三…等，英文編
號為 I.、II.、III.…等。
（3）內文第三層標題：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1 號字，靠左對齊，無
縮排。中文編號為(一)、(二)、(三)…等，英文編號為 i.、ii.、iii.…等。
（4）內文第四層標題：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1 號字，靠左對齊縮排
一字元。中文編號為 1.、2.、3.…等，英文編號為 1.、2.、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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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內文第五層標題：新細明體 11 號字，靠左對齊，縮排二字元。中文編號為
(1)、(2)、(3)…等，英文編號為(1)、(2)、(3)…等。
（6）內文：細明體 11 號字，分段落。
（7）參考文獻：抬頭同「內文第一層標題」方式，內容同「內文」方式，若英
文文章依第六版( 2010) APA 格式之規定撰寫；中文文章以嘉義大學碩博士
論文格式之規定撰寫。
（8）行距與邊界：以 1.5 行距為原則，上下左右邊界各為 2.5 公分。
六、 審查方式
本刊採取雙向匿名審稿制度，由主編每月邀集本刊編輯委員聘請兩位以上專家學者審
查，期刊編輯小組會依據審查意見，決定文章刊登與否，而經編輯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
則於作者修改後再行刊登。全年接受稿件及進行審查。
七、 審查結果通知
（一）收稿通知：編輯小組收到書面與電子稿件後，將以 e-mail 方式通知作者。
（二）退稿通知：稿件經審查後，如未達錄取標準，將以書面郵件通知作者，並附上
匿名審查意見表。
（三）錄取通知：稿件經審查後，如達錄取標準，將以電話與書面郵件通知作者。
八、 文責版權
（一） 本刊恕不接受翻譯著作與一稿多投，凡已在其他刊物發表或審查中之文章請勿
再投本刊。來稿請勿抄襲、改作或侵犯他人著作權。
（二） 投稿文章若已為本刊接受刊登或修正後刊登卻撤回稿件者，或有違反學術倫理
之情事，本刊五年內將不接受該篇文章所有作者之稿件，情節嚴重者將函知作
者任職單位。
（三） 作者投稿文章時，需填寫授權同意書，授權本刊以紙本、光碟片及網路出版方
式發行。
（四） 若著作人投稿本刊經錄取後，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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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作者文章經本刊刊載後，如需全文或部分內容轉載時，應先徵得本刊之書面同
意。
（六） 本刊因編輯需求，對錄取稿件保有文字修改權。稿件經錄取者將奉贈本刊該期
乙冊及抽印本五份，不另奉稿酬。如需刊登證明請向本刊編輯委員會索取。
九、如有其他疑問，請洽詢幼兒教保研究期刊編輯小組。電話 05-2263411 轉 2201，傳真
05-2269304，E-mail：joun_eche@mail.ncyu.edu.tw，地址：62103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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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85 號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系 幼兒教保研究期刊編輯委員會。
十、撰文格式範例
不同方框代表需換頁敘寫；依序為中文摘要、內文與英文摘要。（如下頁）
(一)中文摘要

文章標題
摘

要

摘要內容撰寫，字數限制在 300 字以內，包含標題與關鍵字。如超過限制字數，形式審查階
段即退還作者修改，修改後才進入實質審查階段，請投稿人投稿前先行檢查字數，以免浪費文件
往返時間。
摘要文章請不分段落敘寫，段落起始不縮排，撰寫格式中文為新細明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11 號字，靠左對齊，不分段落。

關鍵詞：請列出二至五個關鍵詞
(二)內文
壹、第一層標題
一、第二層標題
(一) 第三層標題
1. 第四層標題
2. 第四層標題 (緊接前段落)
(1) 第五層標題
(2) 第五層標題 (緊接前段落)
A. 第六層標題
(a) 第七層標題
(二) 第三層標題 (緊接前段落)

二、第二層標題 (與前段落間距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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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一層標題 (與前段落間距一行)

(三)英文摘要

Title

Abstract

Write down abstract here, and limit three hundred words for an abstract, including the title
and keywords…
Please do not change paragraph…

Keywords： List two to five Keywords.
(四)圖表與照片
1.本刊為單色印製，圖表、照片呈現須考量在單色印刷下能清晰明確。
2.圖表標題需簡明扼要，圖之標題置於圖下置中，表之標題則置於表的左上角。圖表皆
須配合正文用阿拉伯數字加以編號，同時與前後文空一行。
3.若有資料來源，應附加說明，同時可視需要加以註解，圖表之文字可用簡稱，若簡稱
尚未約定成俗或未曾在正文中出現，則須於圖表的註解中列出全稱。圖表之說明與註
解，其符號與文字應配合圖表大小，以能清楚辨識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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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兒 教 保 研 究 期 刊 形 式 審 查 表
中華民國 103 年 1 月 9 日第十一次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篇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

編號:________

目

審查
意見

（一）內文字數及摘要格式
1

中文稿件字數以一萬五千字為限，英文稿件字數以八千字為限。

（二）中、英文摘要撰寫格式
1

題目：標楷體（Arial）18 號字，粗體，置中。

2

摘要/ Abstract：標楷體（Arial）14 號字，粗體，置中。

3

摘要內容：新細明體 11 號字，靠左對齊，不分段落。

4

中、英文摘要，字數不超過 300 字。

5

關鍵詞二至五個，新細明體，12 號字，靠左對齊。

（三）內文撰寫格式
1

第一層標題：標楷體（Arial）14 號字，粗體，置中，與前段落空一行間距。中文編號
為壹、貳、參…等，英文不需編號。

2

第二層標題：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2 號字，粗體，靠左對齊，無縮排，與前
段落空一行間距。中文編號為一、二、三…等，英文編號為 I.、II.、III.…等。

3

第三層標題：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1 號字，靠左對齊，無縮排。中文編號為
(一)、(二)、(三)…等，英文編號為 i.、ii.、iii.…等。

4

第四層標題：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1 號字，靠左對齊縮排一字元。中文編號
為 1.、2.、3.…等，英文編號為 1.、2.、3.…等。

5

第五層標題：新細明體 11 號字，靠左對齊，縮排二字元。中文編號為(1)、(2)、(3)…
等，英文編號為(1)、(2)、(3)…等。

6

內文：新細明體 11 號字，分段落。

7

參考文獻：抬頭同「內文第一層標題」方式，內容同「內文」方式，英文文章依第六版
( 2010) APA 格式之規定撰寫；中文文章依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碩博士論文之規定撰寫。

8

行距與邊界：以 1.5 行距為原則，上下左右邊界各為 2.5 公分。

（四）圖表與照片
1

圖之標題：圖下置中。

2

表之標題：表的左上角；表格格式：1.5 倍行距，水平框線勿加粗。

3

圖表皆須配合正文用阿拉伯數字加以編號，同時與前後文空一行。

註：
『審查意見』欄中，符合規定項目請畫「ˇ」
，不符合規定項目「x」
，無此項目則留白
審查日期：

審查者：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