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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育學術研究》稿約 

98.10.09 第一次編審委員會議通過  

100.02.20 第二次編審委員會議通過  

103.02.14 第一次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10.28 第一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9.21 第一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8.20 第一次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12.13 第二次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5.29 第三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1.10.17 第一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發行資訊：臺灣體育學術研究 (以下稱為本刊) 為一份具有審稿制度的學術期刊，收

錄有關體育、運動、休閒與健康等未曾出版之中英文原創性 (original research)、綜合

評論性 (review)、實作性、應用性之論文，採同儕審查制度，必要時得由總編輯邀集

特約稿。本刊每年以電子與紙本型式發行二期，分別於六月、十二月出刊，歡迎各界

惠賜稿件。 

二、審查：本刊採用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之線上投稿暨評閱方式，全年收稿，隨到隨審，

設有嚴謹的審查制度( 詳見本刊物「編委會設置要點」及「編審作業流程」)，並採雙

向匿名方式作業。 

三、為推廣體育學術，廣招優良論文賜稿本刊，來稿無須繳交行政作業費；若通過審查，

在符合頁數規範下亦無須繳交刊登費用。 

四、篇幅：原創性論文每篇全文以不超過 15,000 字為原則 (含參考文獻)，接受刊登之稿

件經本會編輯排版以 20頁為原則，第 21頁起每超過 1頁加收工本費 500元，每篇上

限為 25頁。綜論性、實作性及應用性文章每篇全文以不超過 8,000字為原則 (含參考

文獻)，接受刊登之稿件經本刊物編輯排版以 10頁為原則，第 11頁起每超過 1頁加收

工本費 500元，每篇上限為 15頁。 

五、本刊格式如下：未依格式撰寫之稿件，將先退請作者修改後才予辦理送審。 

(一) 稿件一律以電腦打字，並加入連續行號及頁碼 (採用 A4大小版面，12號字，頁

面邊界上下左右各 2.54cm，每頁 38字×34行，以 PDF檔上傳)。 

(二) 稿件內容：依序為首頁、摘要頁、內文 (請依章節分段，含參考文獻)。 

1. 首頁：包含題目、所有作者姓名、所屬單位 (含系所部門) 及通訊作者之姓名、

地址、電話、傳真及 E-mail，以上資訊一律於系統中登錄，不得於摘要頁與內

文中呈現。 

2. 摘要頁 (標示為頁 1)： 

(1) 原創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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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採一段式，全文含標點符號不得超過 500 字，內容包括文章

標題及短標題 (running head，即簡短化的題目，以 10個字為限)，應以粗

體標示目的  (Purpose)、方法  (Methods)、結果  (Results) 與結論

(Conclusion)；另提供 3至 5個未出現於題目之關鍵詞 (keywords)。 

(2) 綜合評論性、實作性及應用性論文： 

採一段式，全文含標點符號以 300 字為原則，內容包括文章標題及短標題 

(running head，即簡短化的題目，以 10個字為限)，關鍵詞以 5個為限。請

檢附中英文摘要。 

3. 內文書寫及文獻引用格式，請採用APA格式或MLA格式，並參照 2010年版 (第

6版) 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出版手冊之格

式及本刊網站格式範例撰寫。 

4. 參考文獻：與內文引用須一致，除綜合評論性文章外，以 30 則為限，中文依

姓氏筆劃、英文依姓氏字母為順序。宜加上數位物件識別碼 (doi)。相關訊息

請參考網址 http://www.airitischolar.com/doi/search/。 

(三) 稿件內容中英文不拘，英文摘要及以英文撰寫內容的稿件，請由專業英文人士潤

飾，以利審查人及讀者閱讀。另應就中英文格式加註適當標點符號：中文標點符

號用全形，英文標點符號與數字使用 Times New Roman 半型，英文標點符號 

(如：英文句子間及作者年分間之標點符號) 採半形，其餘採用中文全形標點符號。 

(四) 表與圖寬度請勿超過 12.5公分，請放在文章相對應位置。 

(五) 中文內次標題依序由：壹、一、(一)、1、(1)、a及 (a) 作為呈現。 

六、投稿本刊之原創性論文分節建議如下： 

(一) APA格式： 

1. 中文摘要 (以英文撰寫之稿件則先置放英文摘要)。 

2. 英文摘要 (以英文撰寫之稿件則放置中文摘要)。 

3. 緒論 (前言／問題背景：含相關理論及研究、研究目的、研究假設等)。 

4. 方法 (含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處理等)。 

5. 結果 (含各項研究結果的統計表及其解釋)。 

6. 討論 (依各項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做出結論及建議)。 

7. 參考文獻 (排列順序為：中文、英文、其他外文)。英文文獻引用比率建議應達

10%以上。 

8. 致謝 (經費來源、協助人員等)。 

(二) MLA格式： 

1. 中文摘要 (以英文撰寫之稿件則先置放英文摘要)。 

2. 英文摘要 (以英文撰寫之稿件則放置中文摘要)。 

3. 緒論 (含背景、目的、方法)。 

4. 本文及注釋 (得分數節分述，如分為三節為：貳、參、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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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序號依順序排列，如本文分三節，則結論序號為伍)。 

6. 參考文獻 (排列順序為：中日韓文、英文、其他外文)。 

7. 致謝 (經費來源、協助人員等)。 

七、線上投稿： 

(一) 進入系統：由網址 http://aspers.airiti.com/Aspers/webHome.aspx?jnliid=J0034，或

國立體育大學首頁 (http://www.ntsu.edu.tw/front/bin/home.phtml) 左下角之臺灣

體育學術研究連結進入。 

(二) 登入提交稿件：申請帳號登入後，即可進入「投稿者區域」之「作者提交新稿件」，

依序完成提交步驟。 

(三) 檔案上傳：請上傳一 PDF 檔，內容依序包含摘要頁及內文，並確認其中不含作

者資訊。 

八、惠賜之稿件論文，不得有一稿多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違反學術倫理等情事。如有違

反，一切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負。 

九、投稿稿件須於投稿時確認作者序與通訊作者，稿件接受後不得異動。 

十、通過審查之稿件，通訊作者必須簽署紙本著作財產權讓與書一份，稿件著作權歸屬本

刊，除獲本刊同意，不得重刊於其它刊物；本刊編輯委員會有權決定其刊登順序；經

刊登之稿件，並贈予完稿 PDF檔。 

十一、業務聯絡人： 

執行編輯：黃美珠 ntsujournal@gmail.com；(03) 3283201轉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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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育學術研究》編審作業流程 

98.10.09第一次編審委員會議通過 

103.02.14第一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5.29第三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體育大學為辦理「臺灣體育學術研究 (以下簡稱本刊)」，特訂定臺灣體育學術研

究編審流程。 

二、投稿本刊之稿件由執行編輯登錄稿件，並初步檢查是否符合本刊之稿約，如格式不符

者，請作者修改後重投，格式審核結果於收到稿件後 3個工作天內完成。 

三、投稿稿件經主編初審，主題與內容合宜則依稿件所屬領域分配領域編輯，領域編輯依

其領域專業對稿件初審，主題與內容合宜則續審。原創性論文由領域編輯依其主題架

構內容委請 2 位審查委員進行複審；若屬綜合評論性、實作性或應用性論文亦委請 2

位審查委員進行複審。如稿件須修改後才續審，將先送回作者做修改後再送審查委員

審查；初審過程如有不合宜則予以退稿。 

四、本刊審查作業採審查者與投稿者雙向匿名方式進行。 

五、稿件經審查未達本刊要求之水準將予以退稿，若內容宜修改後再審，將通知作者依據

審查意見於 3週內完成修改，並將修改稿件連同答辯書一併提交，續送審查委員再審；

若超過期限未修改寄回，視同逕行撤稿。 

六、審查結果將以 E-mail通知並將審查意見表給予作者，審查結果處理方式分述如下： 

(一) 原創性論文／綜合評論性、實作性或應用性論文： 

1. 「修改後刊登」---2位審查意見皆為修改後刊登，稿件經作者修改後交由領域

編輯審閱。 

2. 「修改後再審」---有 2種情況： 

(1) 一位審查意見為修改後刊登，另一位審查意見為修改後再審。 

(2) 二位審查意見皆為修改後再審。 

不論何種情況皆須聯繫作者依審查意見逐條答辯並做修改，修改部份以紅

色字體標示，並將修改稿件連同答辯書提交後送原審查委員審查，直到審

查意見為修改後刊登或不宜刊登為止。 

3.「不宜刊登」---有 2種情況： 

(1) 二位審查意見皆為不宜刊登，則不予刊登。 

(2) 若一位審查意見為修改後再審，另一位審查意見為不宜刊登，則交由領域

編輯裁決，予以退稿或委請第三位審查委員審查之。 

4. 若一位審查意見為修改後刊登，另一位審查意見為不宜刊登，則交由領域編輯

裁決，予以退稿或委請第三位審查委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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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性論文/綜合評論性、實作性或應用性論文審查結果處理流程對照表 

審查意見一  

審查意見二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不宜刊登  

修改後刊登  稿件經作者修改後

交由領域編輯審閱  

聯繫作者依審查意見

逐條答辯並做修改後

再審 

交由領域編輯裁決，

「予以退稿」或「委

請第三位審查委員審

查」 

修改後再審  聯繫作者依審查意

見逐條答辯並做修

改後再審  

聯繫作者依審查意見

逐條答辯並做修改後

再審 

交由領域編輯裁決，

「予以退稿」或「委

請第三位審查委員審

查」 

不宜刊登  交 由 領 域 編 輯 裁

決，「予以退稿」或

「委請第三位審查

委員審查」  

由領域編輯裁決，「予

以退稿」或「委請第

三位審查委員審查」 

不予刊登 

 

七、本刊編輯委員會委員投稿時，由主編或執行編輯分派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八、通過審查稿件之刊登順序由執行編輯依文稿之性質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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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育學術研究」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作者群：                                                       

 

篇 名：                                                       

 

茲保證上述著作由作者（群）撰寫，內容絕無抄襲或圖表著作財產權問題，

且未曾發表於其他刊物。本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本篇文章被刊登於「臺灣

體育學術研究」，並為推廣本期刊內容，茲將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讓與國立體

育大學，惟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作者本人保有為個人教學、研究目的，以網頁、

自行印製或出版使用之權利，惟須註明於本學研發表之相關訊息。 

臺灣體育學術研究自71期  (110年12月 ) 開始，作者投稿本校刊物經收錄

後，即同意本刊授權： 

(1) 國家圖書館進行典藏與提供利用的必要複製 /數位化、以及於網際網路

公開傳輸提供非營利的學術研究利用。。  

(2) 華藝數位公司將「合約標的」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

資料庫，並規劃成權利產品  (或服務)，以公開取用  (Open Access) 之

方式，由華藝數位公司自行或授權之第三方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

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傳輸方式提供全球【□包含中國大陸地區▓

不包含中國大陸地區】用戶進行資料檢索探勘、比對、瀏覽、下載、

傳輸、列印等等使用行為。  

 

立書人代表 (通訊作者)：               簽章 

(本人已取得其他作者同意簽署，否則須自負法律責任。)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傳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通訊電郵：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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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文獻引用之中文書寫格式與圖表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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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類論文撰寫格式範例 

一、正文： 

(一) 採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 》用於書名，〈 〉用於論文及篇名。

古籍之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史記．封禪》。 

(二) 第一次提及的帝王或年號請附加公元紀年。例如：昭帝元鳳三年 (前 78)，唐

大曆 (766-779) 年間。干支及其他中外非公曆紀年，亦請括注公曆。外國人名

第一次提及時，請附原名。正文中的中日韓帝王或年號，請用中文數字紀年；

其餘之紀年，請用阿拉伯數字表示。 

(三) 正文每段第一行空兩格，正文中之夾角引文請使用引號「」；超過 3 行之引文

請採用獨立引文方式撰寫，每行低三格；不必加引號。 

(四) 正文用細明體，獨立引文與註腳用標楷體，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五) 請採取插入式注腳格式，並一律置於當頁下緣，注腳編號請用阿拉伯數字之上

標字型 (右上方)，如 8、18。該編號應置於標點符號之後。並請勿使用 “同上”、

“同前引書”、“同前書”、“同前揭書”、“同注幾引書” 等。 

(六) 注腳得作說明或引申，若為引用專書或論文，請採用後附「注腳與引用書目撰

寫格式範例」書寫，其他未規定之格式，請依各該學術領域之慣例或規範書寫，

但惟須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以及方便讀者查閱 (證) 之原則。訪談或口述文稿

請注明姓名、時間與地點，如有必要，得予匿名或以代號替代真實姓名。 

 

二、引用書目： 

本引用書目得省略，如仍需要呈列，書目請按文獻史料 (檔案、原典、考古報告等)、

近人著作 (中日韓在前、西文在後) 之次序分類列出。近人著作請按出版時間先後順序

排列 (年代早者在前)。其撰寫格式請採用後附「注腳與引用書目撰寫格式範例」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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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腳與引用書目撰寫格式範例 

一、中日韓文專書：作者，《書名》 (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分)，頁碼。 

注腳：  

吳文忠，《中國近百年體育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38-45。  

再引：  

吳文忠，《中國近百年體育史》，38-45。  

書目：  

吳文忠，《中國近百年體育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二、引用原版或影印版古籍，請注明版本與卷頁，若屬新版，請加注現代出版項。 

注腳： 

王結，《文忠集．善俗要義》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集部 5，1206/261)，6/23。  

再引：  

王結，《文忠集．善俗要義》，6/23。  

書目：  

王結，《文忠集．善俗要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  

 

三、中日韓文論文：作者，〈篇名〉，《期刊或論文集》，卷期 (出版地，公元年月)：頁碼。 

注腳：  

許義雄，〈我國近代體育目標的檢討及對策〉，《國民體育季刊》，5.3 (臺北，1975.12)：

8-14。 

再引： 

許義雄，〈我國近代體育目標的檢討及對策〉，《國民體育季刊》，5.3：8-14。 

書目： 

許義雄，〈我國近代體育目標的檢討及對策〉，《國民體育季刊》，5.3 (臺北，1975.12)：

8-14。 

 

四、中日韓文學位論文：作者，〈論文名〉(地點：學校單位學位別，西元年分)， 

頁碼。 

注腳：  

楊榮豐，〈先秦儒家踐禮之身體觀〉 (桃園：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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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引： 

楊榮豐，〈先秦儒家踐禮之身體觀〉，59-60。 

書目： 

楊榮豐，〈先秦儒家踐禮之身體觀〉，桃園：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五、翻譯作品：原著者 (中英對照為佳) 置前，譯者置原著書名或篇名 (中英對照為佳)

之後，餘再引與書目之原則同前述。 

專書注腳： 

古特曼 (Allen Guttman) 著，《現代奧運史 (The Olympics: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Games)》(徐元民譯) (臺北：師大書苑，2001)，53-78。 

論文注腳： 

Cyril raceqirdle著，〈奧運會的夢想家—布魯克醫師〉(王緒之譯)，《奧林匹克季刊》，18 (臺

北，1992.06)：47-49。 

 

六、西文專書：作者，書名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分)，頁碼。 

注腳： 

Earle F. Zeigler,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llinois: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57-71. 

再引： 

Earle F. Zeigler,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57-71. 

書目： 

Earle F. Zeigler,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Illinois: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七、西文論文：作者，“篇名”，期刊或論文集，卷期 (出版地，年月)：頁碼。 

注腳： 

Hugh Dauncey, “French Cycling Heroes of the Tour: Winners and Los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 2 (London, June, 2003): 175-202. 

再引： 

Hugh Dauncey, “French Cycling Heroes of the Tour: Winners and Los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 2: 175-202. 

書目： 

Hugh Dauncey, “French Cycling Heroes of the Tour: Winners and Los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 2 (London, June, 2003): 175-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