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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驗教育學報(以下簡稱本刊)係由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發行之學術刊物。本刊

旨在提供體驗教育相關論述與研究的發表與交流平台，希冀透過學術發表，

促進體驗教育專業研究之蓬勃發展。本刊設有審查制度，採審查者與投稿者

雙向匿名方式進行審查，且隨到隨審，歡迎各界惠賜有關體驗教育主題之中

英文觀點論述與實徵研究論文。 
 
二、體驗教育學報徵稿主題，包括：體驗教育、戶外冒險遊憩與教育、體驗教育

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融合、冒險輔導、諮商與治療的探討、探索教育與企

業人力訓練、服務學習、以體驗學習為本之環境與生態教育及其它相關議題。 
 
三、本刊一年發行一期，於每年十二月出版一期，全年皆接受投稿。 
 
四、本刊投稿之文章類型分為：  

（一）觀點論述 
舉凡題材新穎，思想純正而富有啟發性與建設性之體驗教育觀點、相關

主題文獻回顧、國外體驗教育新知與教學或實務經驗等主題，均歡迎踴躍惠

賜稿件。稿件（含圖表）以不超過六千字為宜，並以一次刊畢為原則，有違

者退稿。 
 

（二）實徵研究 
        舉凡有關體驗教育之中英文原創性論文（original research paper），均歡

迎踴躍惠賜稿件。全文以二萬字為限（含圖表與參考文獻）；中文摘要以五

百字以內（內容包含研究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以一段式呈現）、英文

摘要 250 字以內，不分段落（起始行不縮排），有數字時，除字首外全部採

用阿拉伯數字，中、英文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限。 
 
五、投稿稿件一律採用電腦打字（12 號字新細明體，1.5 倍行高，中文標點符號

用全型，英文標點符號用半型，內文之括號皆為全形（）），稿件之首頁須載

明下列資訊： 



（一）中、英文論文標題。 
（二）中、英文作者姓名。 
（三）中、英文任職機構與職稱，若作者不僅只一位，敬請於作者姓名之後

與任職機構之前加註*、**、***等對應符號，以俾利識別。 
（四）通訊地址、聯絡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址，並敬請註明通訊作者。 

六、實徵研究投稿稿件之次頁起為本文，書寫順序如下： 
（一）中文論文標題。 
（二）中文摘要、中文關鍵詞。 
（三）本文（緒論、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討論與建議）。 
（四）參考文獻。 

    （五）英文論文標題、英文摘要、英文關鍵詞。 
 
七、書寫格式為求統一，請參用第六版 APA 格式撰寫，參考文獻與正本引用文

獻一致，中文依姓氏筆劃為順序，英文依姓氏字母為順序，詳細書寫格式如

附件一與附件二，未能符合本刊之規定格式撰寫之論文，不予審查及刊登。 
 
八、稿件凡經刊登將轉成 PDF 檔，由投稿者自行列印抽印本。 
 
九、稿件著作權歸屬本刊，本刊亦有刪改權，投稿經審查通過後，需繳交「著作

財產轉讓同意書」（如附件三），除獲本刊同意，不得重刊於其他刊物。本刊

不接受一稿兩投之稿件，凡曾於其他刊物發表或抄襲之稿件，一概拒絕刊

登，一切法律問題自行負責。 
 
十、為提升投稿稿件作業與環保效益，本刊僅用電子郵件投稿與審稿之方式。投

稿稿件之格式必須為 Microsoft Word 檔案。本編輯委員會將加速審稿之作

業，審查結果儘速予以回覆。 
 
十一、請將投稿稿件與作者相關之資訊（如：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地址、

聯絡電話、傳真電話與電子郵件地址，並敬請註明通訊作者），利用電子郵

件方式，正本寄至亞洲體驗教育學會體學術委員會編輯小組收

（ aaeejournal@gmail.com ）， 並 另 請 將 副 本 寄 至 AAEE 秘 書 處

（AAEE@asiaaee.org），作者應於投稿稿件郵寄出後，十天之內收到收稿確

認之電子郵件，若於十天之內尚未收到收稿確認之電子郵件，敬請重新將投

稿稿件寄出，並請與本會聯繫，聯絡電話 0921-240-506

mailto:aaeejournal@gmail.com
mailto:AAEE@asiaaee.org


 

附件一：文章撰寫格式（首頁） 
 

（一）中、英文論文標題。 
（二）中、英文作者姓名。 
（三）中、英文任職機構與職稱，若作者不僅只一位，敬請於作者姓名之後與任職機構

之前加註*、**、***等對應符號，以俾利識別。 
（四）通訊地址、聯絡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地址，並敬請註明通訊作者。 



附件二：文章撰寫格式（次頁） 

標題 

第一作者／服務單位不加職稱 

第二作者／服務單位不加職稱 

 

摘要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 

 

 

 

 

 

 

 

 

 

 

 

 

 

 

 

 

通訊作者：通訊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 
E-mail:  
 



壹、緒論 

一、粗體字 

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

兩格內文退兩格…. 

內文的（）都是全形，英文與數字都是 Time New Roman 字型，圖、表的編號也是用阿

拉伯數字，例如：如下表 1、如下圖 2。 

 
表 1  
學習轉移類型表（粗體字單行間距） 

項次 類型 說明 相關學者 

1   
 

2   

3  
 

 

4  
 

 

 

（一） 

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

兩格內文退兩格…. 

（二） 

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

兩格內文退兩格…. 

（三） 

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

兩格內文退兩格…. 



 
圖 1 範例圖 

 

1. 從這裡開始 

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

兩格內文退兩格…. 

2. 從這裡開始 

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

兩格內文退兩格…. 

(1) 空半形一格 

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

兩格內文退兩格… 

(2) 空半形一格 

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兩格內文退

兩格內文退兩格… 

二、粗體字（與前段距離 0.5 行） 

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 

貳、方法（與前段距離空 1 行） 

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 



參、結果與討論（與前段距離空 1 行） 

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 

肆、結論與建議（與前段距離空 1 行） 

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其他內容同上… 

參考文獻（與前段距離空 1 行，請依照第六版 APA 格式撰寫） 

一、中文部分 

二、英文部分（與前段距離 0.5 行） 



English Title 

Author Name/ Affiliation 

 

Abstract 

Begin from here Begin from here Begin from here Begin from here Begin from here 

Begin from here Begin from here…（250 字以內） 

 

Key words: wilderness solo, adventure programming 



 
附件二：參考文獻撰寫格式範例 

一、書籍類 

張春興、林清山（1981）：教育心理學。臺北市：東華書局。 

曾文星（1988）：從人格發展看中國人性格。載於李亦園、楊國樞編：中國人的性格（235-267

頁）。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 

Berenson, M. L., Levine, D. M., & Goldstein, M. (1983). Intermediate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A computer approa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Marteniuk, R. G. (1976). 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es in motor short-term memory and 

movement production. In G. E. Stelmach (Ed.), Motor control: Issues and trends (pp. 175-18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urman, A. S., & Kniskern, D. P. (1981). Family therapy outcome research: Knows and unknowns. 

In A. S. Gurman & D. P. Kniskern (Eds.), Handbook of family therapy (pp. 105-128). New 

York: Brunner. 

二、期刊 

蔡居澤（2005）：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活動課程課程設計：以探索教育活動為例。公民

訓育學報，16 輯，37-56。 

吳崇旗（2011）。無痕山林宣導方案之執行與成效研究。大專體育學刊，13 卷 1 期，32-43。

Powers, J. M., & Cookson, P. W. Jr. (1999). The politics of school choice research. 

Educational Policy, 13(1), 104-122. doi:10.1177/0895904899131009（文章有 DOI 的寫法） 

Main, M., Tomasini, L., & Tolan, W. (1979). Differences among mothers of infants judged to differ 

in secu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 472-473.（文章沒有 DOI 的寫法） 

三、翻譯書籍 

譯者（譯）（譯本出版年代）。書名（原作者：姓名）。譯本出版商。（原著出版年：1996） 

吳美麗（譯）（1998）。管理其實很 Easy（原作者：M. H. McCormack）。天下文化。（原著出

版年：1996） 

謝智謀、王怡婷（2003）。體驗教育－帶領內省指導手冊（原作者：C. E. Knapp）。幼獅出版

社（原著於 1995 年出版）。 

註：參考文獻放在中文部分，正文引用文獻為：（Knapp, 1995/2003）。 

Laplace, P.-S. (1951). 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F. W. Truscott & F. L. Emory, Trans.).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14) 

 



四、在研討會發表的論文 

作者（年月）。論文名稱。研討會名稱發表（張貼）之論文，舉行地點。 

吳崇旗、謝智謀、王克威（2004 年 10 月）: 長期營隊活動舉辦之成效研究—以二十八天共生

營活動為例。國際運動與休閒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國立體育學院。 

Rocklin, T. R. (1989).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tem selection in computerized self-adapted test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 

五、未發表的論文 

（一）中文學位論文格式 A：（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作者（年）。論文名稱（博／碩士論文）。資料庫名稱。（檢索碼） 

王玉麟（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博士論文）。取自臺灣博碩

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 097TMTC5212002） 

（二）中文學位論文格式 B：（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作者（年）。論文名稱（未出版之博／碩士論文）。校名，學校所在地。 

余紫瑛（2000）：探索教育活動影響國中學生自我概念與人際關係之實驗研究（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三）英文學位論文格式 A﹕（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ter’s the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Name of database. (Accession or order No.)  

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 (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1434728) 

（四）英文學位論文格式 B﹕（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Author, A. A. (Year). Dissertation titl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Name of University, Location. 

Hungerford, N. L. (1986). Factors perceived by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as stimulative and 

supportive of professional growt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 

六、沒有作者的論文或書籍 

學生手冊（1990）。桃園縣：國立體育學院。 

教育部體育司（2004）：培養活力青少年白皮書（草案）。臺北市：作者。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200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1). Estimated resident population by age and sex in statistical 

local areas, New South Wales, June 1990 (No. 3209.1). Canberra,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uthor.  

七、印刷中的論文或書籍 

吳崇旗、謝智謀（印刷中）：探討戶外冒險教育的效益。中華體育季刊。 

Hamner, H. A. (in press). Research 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New York: Springer.  

八、從報紙上引用的資料 

（一）中文報紙格式 A﹕（一般報紙） 

陳揚盛（2001 年 2 月 20 日）。基本學力測驗考慮加考國三下課程。臺灣立報，6 版。 

（二）中文報紙格式 B：（電子報；可以透過官網中的搜尋引擎查詢到本文章，僅需寫出官

網網址，不必寫出該文章之詳細網址） 

邱瓊玉（2010 年 3 月 9 日）。市教大蘋果傳情 夾夾樂爆笑。聯合新聞網。取自

http://udn.com/NEWS/ main.tml 

（三）英文報紙格式 A﹕（一般報紙） 

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1, A4. 

（四）英文報紙格式 B﹕（電子報；可以透過官網中的搜尋引擎查詢到本文章，僅需寫出官

網網址，不必寫出該文章之詳細網址） 

Brody, J. E. (2007, December 11). Mental reserves keep brain agile.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 nytimes.com 

九、從網路上引用的資料 

藍宗標（2003 年，8 月 11 日）：首度赴加，曹錦輝面臨室內賽。聯合新聞網。資料引自

http://tw.news.yahoo.com/2003/08/11/sports/udn/4165702.html 

內政部警政署（2004，1 月 20 日）：93 年警政統計通報。資料引自 http://www.npa.gov.tw/ 

count/main.html 

Hilts, P. J. (1999, February 16). In forecasting their emotions, most people flunk out.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 

Canarie, Inc. (1997, September 27). Towards a Canadian health IWAY: Vision, opportunities and 

future step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anarie.ca/press/ 

publications/pdf/health/healthvision.doc  



附件三：體驗教育學報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體驗教育學報」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作者：                                                              
 
篇名：                                                              

 
本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本篇文章被刊登於「體驗教育學報」，並為推廣本期刊內容，

茲將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亞洲體驗教育學會，惟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本著作集結出版、

教學及網站等個人無償（非商業）使用之權利。 
 
 
 
立書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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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