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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研究》半年刊 
撰稿格式與範例 

 
1071214 

壹、 來稿「第一頁」包括要項 

一、論文中英文題目。 

二、作者中英文姓名。 

三、作者中英文職稱及服務單位，如有多位作者，請一一載明。 

四、中文摘要：以 300 至 400 字為原則，如不符合要求將請作者修改。 

五、英文摘要：以 150 至 200 字為原則，如不符合要求將請作者修改。 

四、中英文關鍵詞：中英文關鍵字各 3 至 5 個，列在英文摘要後面。 

五、如有謝詞，請以插入腳註方式置於本頁。 

貳、 字體、大小、標點符號、行距及行高、縮格 

項目 中文 英文及數字 

字體 標楷體 Times New Roman 

大小 1. 文章名稱：18 號粗體 

2. 姓名：14 號 

3. 職稱及單位：14 號 

4. 摘要前標題為 14 號粗體之【摘

要 Abstract】 

5. 摘要：12 號 

6. 關鍵詞前標題為 14 號粗體之

【關鍵詞 Keyword】 

7. 關鍵詞：14 號 

8. 正文 

(1)標題壹、：16 號(粗體) 

(2)標題一、：14 號(粗體) 

(3)標題 (一)：14 號 

(4)標題 1.：14 號 

1. 文章名稱：14 號粗體 

2. 姓名：(同中文) 

3. 職稱及單位：(同中文) 

4. 摘要前標題同中文 

5. 摘要：(同中文) 

6. 關鍵詞前標題同中文 

7. 關鍵詞：(同中文) 

8. 正文：(同中文) 

9. 參考書目之前標題同中文 

10. 參考書目：(同中文，但置

放於中文參考書目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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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標題 (1)：14 號 

(6)正文：14 號 

9. 參考書目之前標題為 14 號粗體

字之【參考書目】 

10. 參考書目：14 號 

標點符號 一律採用中文全形標點符號 一律採用英文標點符號 

行距及行

高 

1. 中英文名稱之間：與前後段落距離 0 行、固定行高 25 pt。 

2. 中英文姓名及服務單位職稱之間：(同上)。 

3. 【摘要 Abstract】、【關鍵詞 Keywords】：與前段落距離 1 行，

與後段落距離 0 行。 

4. 中英文摘要：與前後段落距離 0.5 行、單行間距。 

5. 中英文關鍵詞：與前後段落距離 0 行、單行間距。 

6. 正文(含大小標題)：與前後段落距離 0.5 行、固定行高 25 pt。 

7. 【參考書目】前後段落距離 1 行。 

8. 每一條參考書目：與前後段落距離 0 行、固定行高 25 pt。 

縮格 1. 篇名、作者姓名、職稱及服務單

位：置中 

2. 摘要：靠左內縮 2 個字 

3. 標題 

(1)標題壹、：靠左不縮 

(2)標題一、：靠左不縮 

(3)標題 (一)：靠左縮 2 個字 

(4)標題 1.：靠左縮 2 個字 

(5)標題 (1)：靠左縮 4 個字 

4. 正文：每個段落起始靠左縮 2

個字 

5. 參考書目：靠左，回行內縮 2

個字 

1. 篇名、作者姓名、職稱及

服務單位：(同中文) 

2. 英文摘要：靠左內縮 5 個

字母(約 2 個中文字) 

3. 標題：(同中文) 

4. 正文：(同中文) 

5. 參考書目：靠左，回行內

縮 5 個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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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翻轉圖書館-淺談高雄市立圖書館創新管理與服務 
Flipped Library： 

Innovative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of Kaohsiung Public Library 

施純福 

Chun-Fu Shih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Deputy Director-General,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摘要 Abstract】 

本文分享過去十年來高雄市立圖書館創新服務經驗，以及新總

館創新的管理策略，提供圖書館同業參考交流。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experiences of innovative services of 
Kaohsiung Public Librarie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and strategies of 
innovative management of the new main library. 

【關鍵詞 Keywords】 

翻轉、公共圖書館、創新服務、創新管理 

Flip, Public library, Innovative services, Innovative management 

參、 正文格式 

一、 分節標題 
論文請一律加上分節標題，分節標題層級和格式如下： 
(一)中文分節標題以「壹、一、（一）1. (1)」為序，至多五層。 
(二)（一）（二）（三）的括號是全形括號，而 1.2.3.和(1)(2)(3)

的數字和括號都是半形，並在 1.和(1)後面都加空一個半形空

白字元，避免和後面文字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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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層及第二層標題靠左，第三層及第四層標題靠左縮二個

字。 
(四)分節標題序號（壹、貳、參、一、二、三、1、2、3、(1)、

(2)、(3)等）請一律使用電腦自動編號。 
範例： 

壹、  

一、 

(一)  

1.  

(1)  

二、 表圖 

(一) 表 

表格上方加表序號及表標題並靠左，表序號採阿拉伯數字，表序號和表標

題之間空一格，表中數字一律靠右，例如： 

表 1 臺灣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採集中式系統架構現況表 

層級 館名/單位名稱 
連線共享館 

系統名稱 
啟用

年份 

跨館通借

通還服務 總館數 類型 

國立 

國立臺灣圖書館 1 (無分館) Aleph (20版) 93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6 
分館、微型圖

書館 
SPYDUS 9 103 

提供(不含

在架預約) 

(二) 圖 

圖下方加圖序號及圖標題並靠左，圖序號採阿拉伯數字，圖序號和表標題

之間空一格，例如： 

 

 

圖 1 麥當勞彩虹家族的劇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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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文引用格式 

見肆、三、正文引用。 

肆、 參考書目-採用 APA 格式 

一、 不同參考文獻書目類型之範例 
(一) 定期刊物 

1. 期刊文章 

曾淑賢（2005）。公共圖書館的創意行銷兼談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創意行銷活

動。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23（1），39-67。 

Birkinshaw,J., Hamel, G., & Mol, M. J. (2008). Management innov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3(4), 825-826. 

2. 雜誌文章 

王美珍(2014 年 10 月）。22 縣市閱讀競爭力調查北市蟬聯冠軍，苗栗縣、南

投縣深耕閱讀風氣。遠見雜誌，340，228-235。 

胡釗維（2007 年 9 月)。第一屆超級業務員大獎：旱地阿貴出頭天。商業周

刊，1035，24-30。 

Inayatullah, S. (2014, Nov.-Dec.).Library futures: From knowledge keepers to 

creators. Futurist, 48 (6), 24-28. 

Moscaritolo, A. (2013, August). A factory that makes factories. PC Magazine, 

10-13 

3. 報紙文章 

諶淑婷（2012 年 5 月 31 日）。森林圖書館 讀書玩耍都歡迎。國語日報，3

版。 
(二) 圖書、參考書、圖書章節 

1. 特定版本/版次 

王梅玲、謝寶煖（2014）。圖書資訊學導論（二版)。臺北市：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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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紙本圖書 

胡述兆、吳祖善（1989）。圖書館學導論。臺北市：漢美。 

Prahalad, C. K. (2009). The new age of innovation: Driving co-created value 

through global networks. Boston, MA: McGraw-Hill Trade. 

3. 翻譯作品 

帕理澤（Pariser, E.）（2012）。搜尋引擎沒告訴你的事（宋瑛堂譯）。新北市：

左岸文化。（原著出版於 2011 年） 

4. 書中之章節 

柯皓仁（2014）。圖書館資訊科技與應用。在國家圖書館編，中華民國一 O

二年圖書館年鑑（頁 197-220）。臺北市；編者。 

賴忠勤、游淑雅、林嘉靖（民 101）。數位資源之建置與服務。在國立臺中

圖書館主編，走向榮耀歲月  迎向嶄新未來：國立臺中圖書館  (頁

220-233)。臺中市：主編者。 

Mazzie, M. (2000). Key challenges facing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 K. Srikantaah& E. D. Koenig (Eds.),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pp. 99-114). Medford, NJ: 

Information Today. 
(三) 技術報告和研究報告 

唐牧群（2012）。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於 aNobii 網路社群使用者之偏好研究 

(NSC 100-2410-h-002-137)。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

究 所 。 取 自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網 站

http://statistics.most.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 

(四) 會議、專題研討會 

1.正式出版之會議論文集 

楊敕貝（民 89）。臺灣各縣市文化局圖書館之營運概況。在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編印，公元二千年海峽兩岸公共圖書館基礎建設研討會論文集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4%BC%8A%E8%90%8A%EF%BC%8E%E5%B8%95%E7%90%86%E6%BE%A4&f=author�
http://statistics.most.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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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19-3~34)。臺北市：編印者。 

2.未正式出版之會議論文 

蔡怡欣（2009，5 月）。碩士生資訊偶遇現象之初探研究。在輔仁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暨輔仁大學圖書 館主辦，輔仁大學 2009 圖書館與資訊社會

研討會，臺北縣。 

(五) 博碩士論文 

林勤敏（2005）。齡志工擔任領導者之動機、角色知能、學習需求及學習方

式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所，嘉義

縣。 

賴忠勤（民 92）。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跨系統整合模式研究。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臺北市。 

王玉麟（2009）。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未出版之

博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 （系統編號 097TMTC5212002） 

(六) 法規條文 

公 共 藝 術 設 置 辦 法 ( 民 99 年 4 月 28 日 ) 。 取 自 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012。 

(七) 網路相關資源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 2014 ）。 重 要 獎 項 及 榮 譽 。 取 自

http://www.nlpi.edu.tw/About/introduction/library06.htm. 

Godin, B.(2008). Innovation: the history of a catego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csiic.ca/PDF/IntellectualNo1.pdf. 

IFLA. (2015). Annual Statistical Survey 2012.Retrieved 

fromhttp://www.countingopinions.com/pireports/report.php?c2a1bda00b5

2d9e81bee2d48bba81c9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012�
http://www.nlpi.edu.tw/About/introduction/library06.htm�
http://www.csiic.ca/PDF/IntellectualNo1.pdf�
http://www.countingopinions.com/pireports/report.php?c2a1bda00b52d9e81bee2d48bba81c99�
http://www.countingopinions.com/pireports/report.php?c2a1bda00b52d9e81bee2d48bba81c99�
http://www.countingopinions.com/pireports/report.php?c2a1bda00b52d9e81bee2d48bba81c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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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考書目排序 

(一) 參考書目排列方式：中文在前，英文在後 

(二) 參考書目的排列順序 

1. 中文參考書目 

(1) 以作者姓名筆劃數為依據，相同筆劃數，再依點、橫、直、撇、

捺排序。 

(2) 相同作者，再依出版年先後排序。 

(3) 相同作者、相同出版年，依在正文出現先後，於出版年代後面依

序加 a, b, c…以資區分。出版年代可為民國年，亦可西元年，依

書目出版時呈現的方式著錄。 

(4) 每條參考書目回行時，內縮兩個字。 

(5) 範例如下： 

陳昭珍主持（民96）。國立臺中圖書館建構國家數位公共圖書館委託研

究計畫期末報告。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國立臺中圖書館（民 98a）。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第三版)。 

國立臺中圖書館（民98b）。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工程特殊裝修(含家具

與設備)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契約書) 

2. 英文參考書目 

(1) 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 

(2) 相同作者依年代先後排序，例如： 

Hewlett, L.S. (1996)  

Hewlett, L.S. (1999)  

(3) 一位作者永遠排在多位作者之前（即合作或編輯的著作，列於單獨

或個人的著 作之後），例如： 

Razik, T.A. (1991)  

Razik, T.A., & Lin, T.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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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文引用 

(一) 同時引註同一作者多篇文章 

依照年代先後順序排列，舊在前、新在後，採用逗號作為區隔，例如： 

陳昭珍（民 100，民 106）或（陳昭珍，民 100，民 106） 

Smith (2011, 2017)或(Smith, 2011, 2017) 

(二) 引用多筆參考文獻 

1. 中文採用筆畫排，例如： 

（吳佳賢，2002；吳雅雯，2006；汪俐君，2003；湯麗玉，1991） 

2. 英文採用字母順序排列，採用分號作為區隔，例如： 

(Abelson, 2008; Carson, 2009) 

3. 引用多筆中英文參考文獻，中文在前，英文在後，排序如前例，例

如： 

（羅嵐，2005；Cox, 2006; Jacso, 2004; Luther, 2003） 

(三) 若引用的文獻無作者 

以去除冠詞之後的篇名或書名視為作者引註，並加出版年，例如： 

（書名，年） 

(四) 若引用圖書某一頁或多頁 

以引文之後加頁碼，例如： 

（曾淑賢，2009，頁 23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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