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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應用日語學報』第 17 期 

 

 

投稿規定 

 

 

一、內容：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日本語相關之對照研究，或日本文學、日本

文化等未發表之論文。另外，日語教學實踐報告或日本文學譯注亦歡

迎賜稿。 

二、投稿以每人一次一篇為原則，投稿論文不得為曾於其他外審刊物發表過之文

章或同時一稿兩投。來稿請註明投稿類型。 

三、稿源如有不足時，則延至下期出版。 

四、使用文字限中文、日文。 

五、投稿稿件請附中、英、日摘要與關鍵詞。（摘要一頁以內以 500 字為限，關

鍵詞以 5 個為限。） 

六、A4 紙張大小、橫寫、WORD 檔原稿、30 字 X30 行 X30 頁以內，註解使用同

頁註，編頁碼（置中），邊界上下各 2.54cm 左右各 3.17cm，原則上行高為

23.35 點 (圖片為單行間距)。 

七、字體格式：字體大小以 12point 為限。 

 

 

 

 

 

八、參考文獻：依人名（按五十音順序，英文按 abc 順序）順序排列；專書按著

者或編者名、出版年代、書名、版次、頁數、出版地、出版社排列；論文按

著者、出版年代、論文名、刊載書名、卷號、頁數、出版地、出版社排列。

論文集與專書相同。 

九、圖表格式 

日文 MS Mincho 明朝体 

中文 新細明體 

英文 Times New Roman 

數字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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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中由MS-Word檔或MS-Excel試算表等等所製成的圖表皆改以圖片(JPEG

或 PDF)格式。 

十、投稿者請寄： 

    1.論文之原稿3份 

    2.寄電子信箱原稿一份至應日系系辦(dj5220@mail.dyu.edu.tw)或CD一片 

    3.審查費2,000元（現金袋掛號） 

    4.投稿者資料表（如所附格式，亦可至大葉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網站下載） 

    至「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 號 大葉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大葉應用日語

學報』編輯委員會 收」。不論是否刊登，所繳 CD 與稿件一律不退還。 

十一、投稿之所有稿件，依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日本文學、日本文化等相關

領域，先經由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初審，通過後送交二位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審查（有必要時再送第三審，第三審之審查費 1,000 元請另外繳交）。審查意

見分為：1.推薦刊登 2.修改後刊登 3.不推薦刊登。 

十二、刊登之著作，文責由作者自負。其著作權屬於大葉大學應用日語學系所有，

除經大葉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同意外，不得轉載。經刊登者，贈送學報 CD 一

片，不另致稿酬。經審核未能刊登之稿件，附專家學者審查意見供投稿人參

考。 

十三、審查者致贈學報 CD 一片。 

十四、本期 2019 年 12 月 27 日截稿，2020 年 4 月底預定發行。歡迎各界學者先

進踴躍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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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應用日語學報』 

 

投稿論文格式 

 

一、A4 大小紙張、橫寫、Windows Word 檔原稿、（30 字*30 行*30 頁）以內 

（含中、英、日文摘要） 

二、版面邊界：上下 2.54cm 左右：3.17cm 

三、本文字體格式：字體大小以 12point 為限， 

    原則上行高為 23.35 點(圖片為單行間距)。 

 

 

 

 

 

  ※章、節、項等為 12 point 粗體，並請依下列方式標明： 

  第一章→1 

  第一章 第二節→1.2 

  第一章 第二節 第三項→1.2.3 

 ※僅於章與章之間空一行。 

 ※圖表內的文字盡可能比照本文，與本文之間原則上空一行。 

 ※注釋：10 point「MS Mincho 明朝体」 

  （請使用 Word 中的「註腳」功能、隨頁注） 

 ※參考文獻：依人名（按五十音順序，英文按 abc 順序）順序排列；專書按著

者或編者名、出版年代、書名、版次、頁數、出版地、出版社排列；論文按

著者、出版年代、論文名、刊載書名、卷號、頁數、出版地：出版社排列。

論文集與專書相同。 

 ※圖表格式 

    論文中由MS-Word檔或MS-Excel試算表等等所製成的圖表皆改以圖片(JPEG

或 PDF)格式。 

  

日文 MS Mincho 明朝体 

中文 新細明體 

英文 Times New Roman 

數字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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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参考文献 

荒川清秀(2005）「中国語学からみた連語論（2）」『国文学解釈と鑑賞 890―特集―連語

研究の新段階』第 70巻第 7号 pp.56-64、東京︰至文堂 

奥田靖雄(1968-72)「を格の名詞と動詞とのくみあわせ」『日本語文法・連語 

論（資料編）』（言語学研究会編 1983）に所収、東京︰むぎ書房 

奥田靖雄(1976)｢言語の単位としての連語」『ことばの研究・序説』（奥田靖 

雄 1985）に所収、東京︰むぎ書房 

許極燉(1998)『台灣語概論』台北︰前衛出版社 

言語学研究会編(1983)『日本語文法・連語論（資料編）』東京︰むぎ書房 

 

 

摘要書寫格式如下： 

 

中文題目（粗體、新細明體16p、置中） 

─中文題目副標題（粗體、新細明體12p、置中）─ 

（空二行） 

作者姓名（粗體、新細明體12p） 

（空一行） 

                    電子信箱〈粗體、Times New Roman 12p） 

（空一行） 

      所屬單位、職稱（粗體、新細明體12p） 

（空一行） 

  摘要（粗體、新細明體12p、置中） 

（空一行） 

摘要內文(新細明體12p)............................................................................................ 

...................................................................................................................................... 

......................................................................................................................................。 

 

（空二行） 

關鍵詞：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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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題目（粗體、Times New Roman 16p、置中） 

─英文題目副標題（粗體、Times New Roman 12p、置中）─ 

（空二行） 

作者姓名（粗體、Times New Roman 12p） 

（空一行） 

        e-mail address〈粗體、Times New Roman 12p） 

（空一行） 

所屬單位、職稱（粗體、Times New Roman 12p） 

（空一行） 

      Abstract（粗體、Times New Roman 12p、置中） 

（空一行） 

摘要內文(Times New Roman 12p)........................................................................ 

.................................................................................................................................... 

....................................................................................................................................。 

 

（空二行） 

Keywords：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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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題目（粗體、MS Mincho 16p、置中） 

─日文題目副標題（粗體、MS Mincho 12p、置中）─ 

（空二行） 

作者姓名（粗體、MS Mincho 12p） 

（空一行） 

                   Eメールアドレス（粗體、Times New Roman 12p） 

               （空一行） 

所屬單位、職稱（粗體、MS Mincho 12p） 

（空一行） 

要旨（粗體、MS Mincho 12p、置中） 

（空一行） 

摘要內文(MS Mincho 12p)..................................................................................... 

.................................................................................................................................... 

....................................................................................................................................。 

 

（空二行） 

キーワード：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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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寫格式如下： 

 

 

 

 

 

 

聯 絡 處：51591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大葉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聯絡電話：(04)851-1888 分機 6071 

傳真號碼：(04)851-1620 

E – Mail：dj5220 @mail.dyu.edu.tw 

網    址：http://www.dyu.edu.tw/~dj5220 

  

日文（或中文）題目（粗體、MS Mincho（或新細明體） 16p、置中） 

-日文（或中文）題目副標題（粗體、MS Mincho（或新細明體） 12p、置中）- 

（空二行） 

作者姓名（粗體、MS Mincho（或新細明體） 12p） 

（空一行） 

                   Eメールアドレス（粗體、Times New Roman 12p） 

               （空一行） 

      所屬單位、職稱（粗體、MS Mincho（或新細明體） 12p） 

（空二行） 

   

本文(MS Mincho（或新細明體） 12p) 

.....................................................................

............................................................. 

.....................................................................

............................................................. 

 

 



大葉應用日語學報-第 16 期-2019 年 5 月 

 

- 139 - 

附表：投稿者個人資料表 

氏名  

English 

name 

 

 

所属 

(中)： 

(英)： 

(日)： 

職名 

(中)： 

(英)： 

(日)： 

国籍  性別 □ 男 □ 女 

TEL 

(O)： 

(H)： 

携帯電話  

E-mail  FAX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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