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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二字採 14 號字體加黑置中，以不超過 500 字為原則（內容宜含目

的、方法、結果與結論），摘要後，另起一行，全部以一段式呈現，並含 3~5

個關鍵詞，關鍵詞字樣採 12 號字體加黑，不得與題目中的名詞重複。英文摘要

應與中文摘要一致，Abstract 一字以 Times New Roman14 號字體加黑置中。一般

性的論述可用現在式呈現，但有關論文的部分則須以過去式的時態呈現。 

關鍵詞：南開科大、服務管理、福祉科技 

 



壹、稿件 

一、一般說明 

來稿文字以中、英文為主，內容分為首頁（含題目、作者、服務機構及單位、

摘要、關鍵詞），接著為正文，論文以不超過二十頁為原則，最後一頁為英文摘

要（以英文撰稿者，最後一頁則為中文摘要）。全文以 Microsoft Word 軟體排版。

本刊論文自然及社會科學類分為下列五部分：壹、緒論（含問題背景、相關理論

及研究、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貳、方法（含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處理）；

參、結果（含各項結果的統計圖表、解釋及討論）；肆、結論（將研究的重要結

果做出結論並提出相關建議）；參考文獻（排列順序為中文、英文、其他外文。

中文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序，筆劃少者排在前面，同姓名者年代少者排在前面；英

文依作者姓氏字母排序，字母在前者排在前面，同姓名作者，年代少者排在前面。

以英文撰稿者，分為： 1.Introduction; 2.Methods; 3.Results: 4.Conclusions; 

References。質性及人文類則分為下列四部分：壹、緒論（含背景、目的、方法）；

貳、本文及注釋（可分數節敘述）；參、結論（可依結果分節做出結論）。參考

文獻（排列順序為中文、英文、其他外文）。 

稿件可用中文或英文撰寫，中文以細明體，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呈現。

中文的標點符號採全型，英文的標點符號採半型。 

二、題目與作者 

論文之題目須列於稿紙之中央對稱位置，中文稿件採 18 號字體加黑，英文

稿件採 16 號字加黑。論文題目宜簡明，題目底下為作者姓名（採 14 號細明體），

作者底下應標明服務機關及其服務單位（兩者中間空一個全型格，採 12 號細明

體不加黑）。若作者有兩位（含）以上，而作者為不同服務機構或服務單位者，

在第一個作者名字後面標示 1（並用上標呈現），第二作者名字後面則標示 2（亦

以上標呈現），餘類推。第一作者的服務機構前面標示 1（用上標呈現），第二

作者的服務機構前面則標示 2（用上標呈現），餘類推。若所有作者之服務機構

及服務單位均相同者，則不需此標示。 

貳、排版與標題格式 

一、排版 



稿件以橫式打字，採通欄格式，列與列間之間隔採 1.5 倍行高，以Ａ4 紙張

印製，一式需附三份，文中引用英文除人名、專有名詞字母大寫外，其餘引用之

英文字詞皆以小寫表示。 

二、標題 

中文稿件正文第一層標題，採 16 號字加黑置中（例如: 壹、緒論），第二層

標題採 14 號字加黑，自左緣開始，本文內文為 12 號字，向右縮排 2 字元。英文

稿件正文第一層標題，採 14 號字加黑置中（例如:Introduction），第二層標題採

12 號字加黑，自左緣開始，本文亦為 12 號字，向右縮排 2 字元。 

（一）其他標題編列方式： 

中文稿件內文的其他標題編列方式依次以：（一）；1.；(1)；○1 …進行。內文

均採 12 號字體。英文稿件內文的其他標題編列方式依次以：1.1.；1.1.1.；依此

類推進行。內文均採 12 號字體。 

1. 中文標題（一）；1.；(1)；○1 與英文標題 1.1.；1.1.1.均自左緣開始。 

參、其它 

一、數學式 

公式及方程式均須打字（公式請以斜體字表之，向量及矩陣符號建議用方程

式編輯器編輯），並須標明式號於圓括弧內；每一式之上下須空一列。文中出現

符號者請附符號索引說明於文後，按英文字母及希臘字母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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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與表格 

文稿中所有插圖或照片皆需品質明晰、線條清楚，圖中之文字須清晰度夠大

使其縮小時仍具足夠清晰度；所有圖及照片必須附有序號及標題或簡短說明。若

投稿稿件有彩色原圖，稿件接受後須以彩色印製，其費用由作者自行負擔。圖的

標題必須放在圖的正下方。圖的編號依序為圖一、圖二…依序編號。 

 



 
圖一 串併聯式油電混合動力系統 

各項統計表只採橫線，最上及最下的線採 1 又 1/2 的粗線，其他的線則採 1/2

的細線。統計表在整個版面應放在置中的位置，而表的標題則放在表的正上方置

中位置。表的編號是由表一、表二…依序編號。 

表一 影響銀髮族購買戶外用品口碑傳播因素的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10.口碑傳播者對戶外用品擁有豐富的消費經驗 .766 .214 .171 

3.口碑傳播者對戶外用品知識相當豐富 .734 .141 .225 

7.口碑傳播者對戶外用品具備評論能力 .730 .253 .080 

2.口碑傳播者對戶外用品相當瞭解 .670 .047 .178 

6.我對戶外用品商品消息靈通 .190 .853 .042 

5.我對戶外用品擁有豐富的消費經驗 .220 .848 .145 

4.我對戶外用品具備相當知識 .226 .784 .104 

9.我對戶外用品具備評論能力 .248 .748 .149 

1.我與口碑傳播者之間對運動商品偏好相同 .223 .217 .882 

11.我與口碑傳播者之間可以相互協助與幫忙 .267 .045 .763 

8.我與口碑傳播者之間彼此信任 .218 .204 .611 

特徵值 5.31 1.52 1.06 

解釋變異量 48.23％ 13.84％   7.05％ 

累積解釋變異量                    69.12％ 

三、參考資料 



內文所引用之資料，在參考文獻中必須呈現。所引用之中文資料，以姓氏筆

劃排序，筆劃少者在前。英文資料則以姓氏字母排序，字母在前者排序在前。同

時有中、英文資料者，中文在前，英文在後。 

四、參考文獻 

排列順序應以中文在先，英文在後為原則，中文文獻以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英文文獻請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序。期刊、書籍需列全名。各類參考文獻之寫

法須依本刊物規定的格式撰寫（格式如附件）。 

五、聯絡方式 

在全文最後一頁下方，需註明主要通訊作者姓名、聯絡地址、聯絡電話、及

電子信箱。自左緣開始，10 號字體。 

符號索引 

C  比熱(specific heat) (J/kg·K) 

E  楊式模數Young’s Modulus (N/m2) 

h  熱傳導係數(convectio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W/m2·K) 

α  熱擴散係數(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1/K) 

ρ 密度(density)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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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ere: 1.to develop a suitable inventory of affecting 

word-of-mouth disseminating factors of purchasing outdoor appliances for the elderly, 

and 2.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inventory of affecting word-of-mouth 

disseminating factors of purchasing outdoor appliances for the elderly. The subjects 

were the outdoor appliance consumers for the elderly over fifty years. There were 396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convenience sampling. Eleven items were 

developed in the inventory. All the items used Likert 5-point style (1 strongly disagree, 

5 strongly agre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nd then 

internal consistency was us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dditionally, item analysis was 

used to verify the discrimination of each it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three factors: sender’s expertise (4 items), receiver’s expertise (4 items), and tie 

strength (3 items). The Cronbach’s α of three factors were 0.82, 0.87, and 0.71. The 

cumulated explained variance of the total inventory was 69.12％.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inventory had acceptab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Key words: sender’s expertise, receiver’s expertise, ti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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