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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文章的版面的 WORD 段落請使用下面的格式
版面設定___上下： 2.54 cm 左右： 3.17 cm
對齊方式___左右對齊
行距___單行間距
中文___標楷體（參見底下第 12 點）
；外文___Times New Roman
正文中各條項目之段落格式如下:
1. 英文標題的段落請使用下面的格式
16 字、粗體、置中、無指定方式、段落間距：文件格線選項---不打勾、0 字元、
0 列、單行間距、content words 都要大寫
(空一行)14 字、置中、無指定方式、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
(作者)12 字、置中、無指定方式、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
(機構)12 字、 斜體 、置中、無指定方式、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
(空一行)12 字、置中、無指定方式、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
(英文摘要)
10 字、
指定方式___第一行
位移點數___2 字元
對齊方式___左右對齊
縮排_______左：2.25 字元；右：3.13 字元
行距_______固定行高 12pt
0列
0列
（空一行）10 字、左右對齊、2.25 字元、3.13 字元、無指定方式、固定行高(12
pt)、0 列
（關鍵詞, 英文請一致用 Key words）
10 字
指定方式___無指定方式、
對齊方式___左右對齊
縮排_______左：2.25 字元；右：3.13 字元
行距_______固定行高 12pt
0列
0列
（空一行）12 字、左右對齊、無指定方式、單行間距、0 字元、0 列

文章主體部份：

1. Introduction（數字與英文字母第一字間應空一格）



標題之後接句號(full stop),非中文句點,直接空一格後接正文。
其段落格式為：14.5 字、左右對齊、指定方式:第一排 1.5 字元、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



heading 層級: 各章節之最高層級標題大小為 14.5，第二層級標題例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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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4，第三層級為 12.5 大小。格式皆為: 粗體、左右對齊、無指定方式、
單行間距、0 字元、0 列、標題句末不句點。
章節層級建議最多三層，若超過請作者自行調整。第二與第三層最後數字不
可以句點結尾。例如，2.2.與 2.1.1. 為錯誤使用。
若該小節無正文,則與下個小節緊鄰,無須空一行 範例如下:

2.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verb phrase
2.1 VP-shell
Based on the principle so finding, c-command, and presumed invisibility of PPs
for the computation of the latter, an English verb phrase with a verb and two internal
arguments cannot exhibit ternary branching, as in (13).

2.1.1 The movement in VP-shell
Based on the principle so finding, c-command, and presumed invisibility of PPs
for the computation of the latter, an English verb phrase with a verb and two internal
arguments cannot exhibit ternary branching, as in (13).
內文格式如下:
12 字、標準體、
指定方式___第一行
每一個新段落：位移點數___0.63cm (亦等於 1.5 字元)
對齊方式___左右對齊
縮排_______0 字元
0 字元
行距_______單行間距
0列
0列
1. 各章節之間空一行,空行皆為左右對齊、無指定方式、0 字元、0 列、單行間
距(亦即空一行承接下段)
2. 各章節內容中之格式則皆為 左右對齊、第一行、後縮 0.63cm、0 字元、0 列、
單行間距；其中之空行則為 12 字、左右對齊、第一行、0.63cm、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
3. 正文裡面所有引用的字詞 cited forms 皆要斜體。
4. footnotes(註腳)格式為: 10 字、左右對齊、指定方式：單數標號例如:1 第一行
凸排 0.3cm; 10 位數以上的標號例如:11 第一行凸排 0.4cm、單行間距、段落間
距：文件格線選項---不打勾、0 列, footnote 裡面不可分段.句末一定要加 full
stop，不排縮，標號數字後不可以句點例如: 1.(此為錯誤形式)。
5. 小節的段落最多至第三階層。例如 3.1.2。如果超過建議作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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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章裡面的 IPA 字體嚴格規定採用以下三種字體的其中一種,請至 SLI 網站下
載
1. Unicode-encoded IPA fonts (WORD 內建字體)
2. IPA fonts
3. IPA fonts

CharisSILCompact4.106
DoulosSILCompact4.106

7. 例句的對齊格式








調整例句時,請打開 WORD 裡面的常用>段落>顯示編輯符號, 以便檢查定位
點設定正確與否.
例句若有 gloss 須在第二行,總共包含三行,transcription, gloss, 和 English
translation。
例句與正文前後各空一行,並使用排縮標記
每個例句須有例句號,亦即圓括弧裡加上數字,例如 (1)。如果例句有加上語
言名稱,必須在例句號其後,標明語言名稱或是語法規則的名稱,次標題全部
使用 a.b.c.這類的標號,其餘的不能使用. 例如(a), (b, c). 皆不可用。
例句請勿使用斜體,如有重點標記該詞,請用粗黑體.
transcription 和 gloss 的排版請用手動標記定位點,請勿用 tab 鍵的自動定位功
能.如此一來方便我們編輯助理在各自的電腦上做排版時，有一致性的顯示,
其操作說明如下(注意: 請打開顯示編輯符號以便檢查):
 首先滑鼠反白同時選取所有三行,
 並按住 crtl 鍵在文件上方的尺規上同時拉取,設定其定位點(按 1 次 tab 鍵即
可)。除了第二行和第三行開頭要按 2 次 tab 鍵，其餘皆按 1 次 tab 鍵。
 按住 crtl 鍵，然後在 WORD 上方的尺規上拉取適當的定位點,讓 word 和 gloss
可以對齊. 請見下方範例:
(16) a. reka

ku

n

harass

a

m

let
[ kuu
paras
let
INF
1SG.OB harass
‘Stop harassing me!’
b. ku
conduis
a
koondwiz
INF
drive
‘to drive’
[ gu

a]
FV

a]
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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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上面範例中,開頭排縮和定位點請遵照下面設定(請一致化設定).
 標號排縮 2 字元，語言名稱須與次標號，例如(1)a 和 (1)b。切齊定位點 (該
定位點位置為 4 字元)。指定方式為:凸排 2 字元
 次標號 a. 後面接 transcription，排縮 2 字元，
 gloss 此欄 按兩次 tab 鍵， 第一次定位點為 4 字元，第二次定位點為 5
字元，以便讓第一個 gloss 和次標號對齊。英文翻譯那行也是如此操作。
 Transcription 的開頭字母基本上要大寫，但是如果根據作者堅持要小寫
就照他的方式來處理,但是前提是整篇文章都要一致性的處理，句尾也要
句點。




例句如果有包含 phonemic 層次的 transcription，如同範例，方括號之後
的字要和 gloss 對齊，同時第一個字要與方括號分開一小段，不可緊鄰。

例句若有標明語言名稱,則直接接在例句號例如(1)，後面接例句, 第一次定
位點為 4 字元 (與語言名稱切齊位置),第二次定位點為 5 字元。範例如下:
(1) Atayal (Huang 2002)
a. m-qwas
AF-sing

laqi’
child

qasa
that

krryax.
every.day

‘That child sings every day.’
b. p-tucing=saku’
IRR-AF.beat=1S.NOM
‘I will beat a/the dog.’





huzil.
dog

如果不知道怎麼調整定位點,請把此範例 copy 然後 paste 至文章裡面加入
文件範本.之後根據該樣式調整即可. 操作說明如後:
 以 WORD 2007 為例,選取 常用>更變樣式>新增樣式的步驟新增例句樣
式 (請把第一種例句取名為例句有語言名稱,第 2 種取名為例句無語言
名稱)
例句若是沒有 gloss, 例句屬於文字書寫而非 transcription，開頭第一個字
母請大寫。
Gloss 裡面每個詞素必須用分號- 隔開,若是該詞下面的 gloss 為短語例如上
面例句的 krryax, 該短語之間的詞不可用空格分開,請用句號,例如 every.day



(every day)
如果是類型學文章裡的例句，建議把 voice marker,或 focus marker 放置動詞
/謂語前面,例如例句的示範。
例句三行一定要在同一個頁面，不可分頁。當有分頁時，要將例子往下一



頁移動。
Gloss 的 function word/語法標記詞：字形為 12 大小 small capital（小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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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亦等於大寫字 10 fonts size)。
例句下面文章若是新段落，必須在例句下空一行。

8. 圖跟表的規則
 The caption of a table is above the table, centralized, and blackened; the caption of
a figure is under the figure, centralized, and blackened.
 文章裡只有 table 和 figure 兩種名稱,沒有類似 diagram 或是其他的名稱。
 每個圖表都需要標號,名稱的敘述。
 Table 和 Figure 的字樣要 12 字、粗黑體、再接圖表的名稱，數字後要句點。
 圖表名稱只有第一個字母大寫，專有名稱除外。
 Table 放在表上頭, Figure 放在圖的下面。
 圖表裡面的對齊位置也全部使用手動標記定位點的方式，不可使用自動 tab
標記法。

 圖表原則上不分頁切割,如果因本頁空數太多造成浪費頁面,請作者自行調
整，例如把敘述的正文往上移動,把圖表調整至完整的一頁中。

參考書目部份：
9. 正文之後空二行之後為參考文獻，此項目本身格式為:14.5 字、粗體、罝中、
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例如 References。
下空一行 12 字、左右對齊、無指定方式、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

10.References 主體部份的段落設定為:左右對齊、凸排、0.63cm/1.5 字元、0 字
元、0 列、單行間距。

11.各條資料格式為 姓, 名. 出版年.

書名.

12 字，標準標楷體

12 字，斜體標楷體

出版地 ： 出版者
12 字，標準標楷體




文章篇名：只有第一個字、冒號後的第一個字及專有名詞大寫，其餘小寫。
書名和期刊名：content words 都要大寫，而且書名和期刊名一定要斜體。



All non-English-language titles must be followed by their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s which are put between the square brackets ([]). The translations
follow all the style requirements as other English-language titles; however, the
square brackets should remain intact, e.g. no italicization.
書本編者後請用(ed.) 勿用(edn.) 兩個編者以上請寫 (eds.)
碩博士論文書名不要斜體。
字辭典無須放入文獻,請作者在註腳說明即可。
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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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
Uriagereka, Juan. 1995. Aspects of the syntax of clitic placement in western Romance.
Linguistic Inquiry 26:79-123. （注意：期刊期數和頁數之間不可空格，緊接
著冒號）
整本書
Bennett, David C. 1975. Spatial and Temporal Uses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An
Essay in Stratificational Semantics. London: Longman.
Butt, Miriam, and Wilhelm Geuder (eds.) 1998.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Lexical
and compositional factors.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Dorian, Nancy C. (ed.) 1989. Investigating obsolesc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k chapter
Li, Yafei. 1998. Chines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and the uniformity of theta
assignment hypothesis.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ed. by
Jerome L. Packard, 285-310.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Myers-Scotton, Carol. 2000. Comparing verbs in Swahili/English code switching with
other data sets. Lugha za Tanzania [Languages of Tanzani], ed. by Kulikoyela K.
Kahigi, Yared M. Kihore and Maarten Mous, 203-214. Leiden: Universiteit
Leiden.
博士論文
Chiu, Bonnie. 1993. The Inflectional Structure of Mandar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碩士論文
Wu, Feng-chun. 2003. Ta in Mandarin Spoken Discours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ote: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are viewed as books, but the title is not italicized.
會議論文集
Lai, Hui-ling. 2002. The metonymic process of Hakka lau.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n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41-56. Taipei: Academic Sinica.
手稿
Sundell, Timothy R. 2009. Metalinguistic disagreement.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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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發表論文
Cheng, Lisa L.-S., and Yafei Li. 1991. Double negation in Chinese and multi
projec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North America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Cornell University.
空一行 12 字、左右對齊、凸排、0.63cm、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
 注意在 References 之後加註本篇文章被期刊單位收受日期、修正日期及接
受日期之說明時，其段落格式為
 10 字、靠右對齊、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如:


[Received 月日,年; revised 月日,年; accepted 月日,年]

例如: [Received October 6, 2008; revised December 12, 2008; accepted January 6, 2009]
空一行 12 字、左右對齊、0.63cm、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

作者所屬單位及 mail-box 介紹
含單位機構名、所在地
電子郵件信箱網址
10 字、靠左對齊、無指定方式、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段落間距：文件
格線選項---不打勾
空一行 12 字、左右對齊、無指定方式、0 字元、0 列、單行間距
1. 各式作者範例說明：

獨立作者之範例_____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請勿小型大寫字)
ting@ntnu.edu.tw

二位以上合著撰者且其所屬單位機構相同時之範例_____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請勿小型大寫字)
ting@ntnu.edu.tw
yuchih@ntnu.edu.tw

二位以上合著撰者,但其所屬單位機構不同時之範例_____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請勿小型大寫字)
ting@ntnu.edu.tw
（空一行）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請勿小型大寫字)
yuchih@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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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 Appendix 的話，請另起新頁。

附錄 Appendix:
此標題本身為 14.5 字、粗體、左右對齊、無指定方式、0 字元、與前段 0
列、與後段 0 列，另起新頁。
空一行 12 字、為左右對齊、無指定方式、0 字元、與前段 0 列、與後段 0 列
1.

2.

Appendix 主體本身格式同正文之格式，當有 Appendix 2 以上時, 空一行和
前一附錄區隔開來即可

3.

Appendix 後若有敘述，請用句點而非冒號，例如下面範式:

Appendix 1. Trilingual (Kirundi, French, and English) Burundians
4.

在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裡，Appendix 之後需要分號 : 跟敘述隔開，此
點有不同，請多加注意 例如

Appendix 1: The Sawdesh List (Concentrics 不採用此種方式)
中文摘要(另起下一頁)
需要另起新一頁

中文摘要格式如下:
標題：18 字型、標楷體、粗體、置中對齊、0 字元、無指定方式、0 列、
單行間距、段落間距：文件格線選項---不打勾
接下來不必空一行,直接為作者項目，段落格式為 14 字、標楷體、置中、0 字元、
無指定方式、固定行高、21 pt、與前段距離 0.5 列、與後段距
離0列
1.

作者機構項目為 14 字、標楷體、置中對齊、0 字元、0 列、無指定方式、
固定
行高、21 pt、
空一行
12 字、置中對齊、0 字元、0 列、無指定方式、單行間距
2.

3.

摘要內容段落為 12 字、新細明體、
指定方式___第一行
位移點數___2 字元
對齊方式___左右對齊
縮排_______左：2.25 字元；右：2.38 字元
行距_______單行間距
0列
0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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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一行

12 字、左右對齊、無指定方式、0 列、(縮排)左：2.25 字元；右：2.38
字元

4.

(關鍵詞 (注意：不是關鍵字，詞之間請以頓號、隔開)）12 字、新細明體、
指定方式___無指定方式
對齊方式___左右對齊
縮排_______左：2.25 字元；右：2.38 字元
行距_______單行間距
0列
0列

5.

Running heading (頁首頁尾的標題): at most 3-4 words

6. 標點符號
雙引號 “…” 用在 direct quote, emphasis, 和 special terms
單引號 ‘…’ 只用在翻譯，例如 hao ‘good’
斜體 用在 object language/expression under consideration，例如 hao
當有 direct quote 時，一定要給頁數，例如 “…” (Chang 2007:18) 年代和冒號之
間不可以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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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nda 補遺
1. The caption of a table is above the table, centralized, and blackened; the caption of
a figure is under the figure, centralized, and blackened.
[Continue onto the next page.]
2. An example is on the same page; however, if there are sub-divisions in an example,
then only the relevant sub-division line respects the principle of no-page-crossing. So,
in what follows, only (3) and (6) are correct (O), the rest are not (X)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re are subdivisions):
(III)
a. hao
lizih
------------------------------- (page line) 1. X
good
example
------------------------------- (page line) 2. X
‘good example’
------------------------------- (page line) 3. O
b. huai
lizih
------------------------------- (page line) 4. X
bad
example
------------------------------- (page line) 5. X
‘bad example’
------------------------------- (page line) 6. O
Furthermore, an Optimality-Theoretical tableau is a whole. A tableau is not dividable,
even if the candidates in the tableau are alphabetized.
3. Ampersand (&) is not used; please use “and” instead. When three and more items
are joined, the and is preceded by a comma (with a space in between), that is, A, B, C,
D, E, and F. When two items are joined, no comma is needed except when they
appear in entry-initial position in the Reference. Therefore, in the following instance,
notice where the comma shows up.
Nevins, Andrew, and Bert Vaux. 2008. Introducti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rules, representations, and constraints in phonological theory. Rules, Constraints,
and Phonological Phenomena, ed. by Bert Vaux, and Andrew Nevins, 1-1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te: ,and: With a comma because the two items appear in entry-initial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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