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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舉例說明圖書與資訊學刊投稿格式，供投稿人撰寫稿件參考之用。所有投稿內容必須符合本刊格式規

定且未在國內外審查制刊物登載過為限。  
This template illustrates the format for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and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ributors to write the article. All the contributions must comply with the format 
requirements of the journal and shall not have bee published in other local or foreign journals with the review system.  

  
關鍵詞  Keyword  

圖書與資訊學刊  格式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tudies；Format  

  



壹、 宗旨  
圖書與資訊學刊出版之目的，冀於提升國內圖書資訊學界學術研究水準，建立公開徵稿且嚴謹審查的學術

論著刊物，藉以提供國內外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及其相關領域具公信力之發表及交流園地。  

 

貳、 稿則   
本刊內容以圖書館學、目錄版本學、資訊科學、檔案學、 博物館學等相關學術論著為主。中英文形式均可，字

數以不超過15,000字為原則(特約稿件不在此限)，文稿請用APA格式(第五版)。本刊採取雙盲審稿制度

（double-blind review），來稿一律請相關領域學者專家審查。本刊對來稿有刪改權，如不願刪改者, 請預先註

明。本刊為季刊，每年2、5、8、11月發行，各期截稿日期分別為出刊前4個月，如5月刊截稿日為1月31日，餘

類推。請將完稿之電子檔以Word格式寄至blis@nccu.edu.tw ，若有其他問題，請連絡：  
政治大學圖書館  
圖書與資訊學刊編輯委員會  
地址：台北市116文山區指南路二段64號  
電話：02-29393091 ext. 62402, 63179  
傳真：02-29390455  

E-mail:blis@nccu.edu.tw  
網址：http://www.lib.nccu.edu.tw/blis/

參、 投稿格式規定  
一、版面  
     A4 紙張，縱向單欄格式。每頁左右邊各留2.5 公分，天地邊(上下)各留4公分。  

二、首頁為論文標題、作者、服務單位、職稱、E-mail、摘要、關鍵詞（每項均需同時附中、

英文）：  

範例：首頁撰寫格式：  

臺灣學術圖書館史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Taiwan  

  
胡 歐 蘭  

Nancy Oulan Chou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huchou@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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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本文主要記述臺灣的學術圖書館發展概況。學術圖書館的發展以大專校院圖書館為主體，涵蓋時間由清朝

至現代：自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割讓臺灣給日本後，日據時代51年間(1895-1945) 臺灣高等教育之發展以及圖

書館設置之狀況；臺灣光復後(1945)至2005年臺灣大專院校圖書館發展現況。其次論述圖書館法與圖書館營運標

準之研訂，圖書館組織與功能，館藏發展與讀者服務，以及自動化與網路建設等。最後提出百年來影響臺灣學

術圖書館之關鍵因素與未來發展之願景。  
The paper is mainly an account of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libraries in Taiwan with the focus on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libraries during the periods from the Chi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The contents cover the 
said development after the ceding of Taiwan to Japan by the Manchu government in l895 under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because of the defea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that year, the evolu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installations of librarie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from l895 to l945 and the state-of- art of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libraries in Taiwan up to 2005 since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from Japan in l945. Besides, there 
is an exposition regarding the formulations of the library law and the library management standards, the library 
organizations and functions, the library collections development, the readers’ service, the library automation and 
network developments, etc.. And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pivotal factors that have influenced the academic 
libraries in Taiwan for the past century and indicates the hopeful prospec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Taiwan.  

   
關鍵詞 Keyword  

高等教育 臺灣高等教育史 學術圖書館 日據時代 大學圖書館 專科學校圖書館  
Higher education；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Academic library；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in 
Taiwan；University library；Junior college library  

  
論文標題、作者、服務單位、職稱、E-mail、摘要、關鍵詞之字體與相關規定參見表1。  

表1  

圖書與資訊學刊論文首頁字體與格式  
項目  

中文(標楷體)

English  

(Times New 

Roman) 

備註  

篇名(Main Title)  19 點、置中 14- point, centered   

作 者 姓 名 (Authors ＇ 

Names)   
12 點、置中 12- point, centered 

  

服 務 單 位 (Authors ＇ 

Affiliations)   
11 點、置中 11- point, centered 

  

職 稱 (Authors ＇ 

Opposition)  
11 點、置中 11- point, centered 

  

摘要標題(Abstract Title )  14 點、置中 14- point, centered   

摘要 (Abstract )  10 點 10- point  200字以內  

關 鍵 詞 標 題 (Keyword 

Title)  
11 點 11- point  

  

關鍵詞(Keyword)  
10 點 10- point  

中文關鍵詞以空格分開。英

文關鍵詞以分號(；)分開。 

 

  



三、正文  

由第二頁開始，以單欄排印，首行縮排2字元。  

 

(一)以中文撰寫者，段落標明方式如下：  
  
壹、  
一、  

(一)   
1.  
(1)  
A.  
（A）  
  

(二)以英文撰寫者，請參考APA格式。  
 

正文之內文、各章節、圖表、參考書目與註釋之字體參見表2。  
  

表2  

圖書與資訊學刊字體大小格式  

項目 中文 
English 

(Times New Roman) 

章節(Section Title)  13點，標楷體  13- point  

小節標題(Subsection Title)  12點，標楷體  12- point  

正文(Main Text)  10點，新細明體  10- point  

表標題(Table Title)  11點，華康細圓體，斜體 11- point  

圖標題(Figure Titles)  11點，華康細圓體，斜體 11- point  

參考書目標題(References Title) 13點，標楷體  13- point  

參考書目(References)  9點，新細明體  9- point  

註釋標題(Footnotes Title)  13點，標楷體  13- point  

註釋(Footnotes)  9點，新細明體  9- point  

 

四、圖、表之處理  
(一)圖、表須注意縮版印刷後，仍能完整清晰。  
(二)表的名稱置於表上方，圖的名稱至於圖下方，並以阿拉伯數字區分不同之圖、表。  
(三)對圖、表內容（如表中之符號）做簡要說明時，請置於圖、表下方。  
(四)資料來源註英文以＂Note From…＂，中文以「資料來源：…」開始，將書名或是文

章篇名提到最前面，各資訊項目之間均以逗號分隔。(張寶隆、謝寶煖，2006)  
 

範例：表之資料來源撰寫格式：  
中文格式：資料來源：「文章篇名」，作者，年代，期刊刊名，卷期，頁別。 

資料來源：書名 (頁別)，作者，年代，出版地：出版商。  



英文格式：Note From ＂Title of Article,＂by A.A. Author, Year, Title of Journal, 
xx(xx), pp.xx-xx.(Journal)  

 
Note From Title of book (p.xxx), by A.A. Author, Year, Place: Publisher. 
Copyright Year by the Name of Copyright Holder. Reprinted [or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範例：圖表名稱格式：  
  
表1  

日據時期高等學校設置一覽表  
創立年  校    名  改制年 改制後校名  備     註  

1899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1936 醫學專門學校  附屬於帝大  

1917  臺灣總督府商業學校  1943 臺北經濟專門學校   

1919  臺灣總督府農林學校  1942 臺中高等農林學校   

1925  臺北第一中學高等科      學生畢業後升入帝大。

光復後停辦。 

1927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

工業學校 

1942 臺南工業專門學校   

1928  臺北帝國大學        

資料來源：「臺灣學術圖書館史」，胡歐蘭，民96，圖書與資訊學刊，63，13。  
  

表3  

圖書與資訊學刊正文圖表字體大小格式  
項目  中文  English(Times New Roman) 

表標題 11點，華康細圓體，斜體 11- point  

圖標題 11點，華康細圓體 11- point  

 
  
五、參考文獻  

請參考APA（第五版）格式。  

僅限於在文中引據之論文、書籍等。中文文獻之編號按姓名筆劃之順序，英文文獻請依

姓氏字母順序排列，並請將中文列於前，英文列於後，範例如下:  
  

胡歐蘭 (1996)。大學圖書館資訊系統發展之趨勢。在胡述兆教授七秩榮慶論文集編輯小組主編，圖書館與資訊研究論
文集─慶祝胡述兆教授七秩榮慶論文集 (頁96-100)。臺北市：漢美圖書公司。  

林呈潢 (民93)。大專院校圖書館。在國家圖書館編，民國九十三年圖書館年鑑 (頁131-154)。臺北市：國家圖書館。  

顧敏 (民72)。圖書館採訪學。臺北市：臺灣學生書局。  

蔣復璁 (民72）。中國圖書館學會三十週年紀念祝辭。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35，1-2。  

盧荷生 (民82)。四十年來臺灣的圖書館學教育。在國立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育研討會論文集。

臺北市：國立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  

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民94，12月)。會務報導。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25，72-75。  

陳向明 (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北市：五南。  

Case, D. O. & Higgins, G..M. (2000). How can we investigate citation behavior? A study of reasons for citing literature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51(7), 635-645.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 statistics. Retrieved January 10, 2008, from:   



http://www.arl.org/stats/arlstat/index.html  

Clapp, Verner W., et al. (1951). The balance of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building of collections: comprehensiveness versus selectivity. 

In Changing Patterns of scholarship and the future of research libraries: a symposium in celebration of the 200
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brary(pp.65-89).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Johnson,P.(2004).Fundamentals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 & management.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ction.  

  
六、其他注意事項  
 

(一) 頁碼  
完稿頁碼請以阿拉伯數字依順序標記在每頁下方中央處。  

 

(二) 誌謝  
請置於全文之末，參考書目之前。  
  

參考文獻  

張保隆、謝寶煖 (2006)。學術論文寫作：APA規範。臺北市：華泰文化。  
林天佑 (民91年，1月)。APA格式 – 網路等電子化資料引用及參考格式的寫法。教育資料與研究，44，121-129。  
APA Style (2008). Retrieved Mar., 6, 2008, from http://apastyle.ap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