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标题：样式 “标题”，14 点，粗体，置中 
  

第一作者姓名，机构，地址，电邮 
第二作者姓名，机构，地址，电邮 

(如属同一机构，以逗号分隔各人姓名，机构，地址， 
然后于下一行依次序填上 “电邮：电邮_1，电邮_2，电邮_3”) 

  
摘要：摘要前后各空出一行。编写摘要时请使用 “Abstract,” 的样式，字号为 10 
号，从文章左右边界各缩进 0.5 英寸。所有正文皆为单行距，并左右对齐。摘要的

字数限制为 75 字。(英文摘要置于中文摘要之下) 
  
Abstract: Place one blank line before and after the abstract. Use style “Abstract,” Times 
or Times New Roman, 10 pt., for your abstract. Indent the abstract .5 inch from the right 
and left margins of the paper. All text should be single-spaced. “Full_justify” all text 
(straight margins on both left and right sides). Abstracts are 75 words. 

一般事项 (样式 “标题 1”，新 细 明 体，12 点，粗体) 
本文将说明 CSCL 2011中國大陸延續研討会议的稿件格式要求。为了统一会议论文集的稿件格式，

阁下的论文必须依照本文指引。由于稿件印刷需时，阁下必须依从指引，以确保论文能赶及在论文

集内刊登。建议阁下使用本文档的 MS Word 样式作为论文的模板。  

正文格式说明 (样式 “标题 2”，新 细 明 体，11 点，粗体) 
标题下的第一段选用“正文文本”的样式。字号为 10 号，并左右对齐全段文字。不要缩进或于标题

下留空一行。整篇论文的上下左右边距皆为 1 英寸，纸张大小为 A4。 
其后段落请选用“段落缩进”的样式。不要于段落之间留有空白行。各段第一句请从左边缩

进 0.5 英寸。 
不要使用页码， 页顶标题或脚注。假如阁下必须为正文注明，请用附注，把它们置在参考

文献之前。不要使用 Word 处理器的 automatic endpoint 功能。正文中插入附注时，请使用标准大小

数字，放在括号内，不要用上标的字型效果 (1)。正文中须要强调的地方请使用斜体。 
每节标题之前留空一行。假如阁下使用本文档的 MS Word 样式，这将会自动完成。不要使

用多于三层的标题。 

论文长度 (标题 3，新 细 明 体，11 点，标准字型，底线) 
论文以 2 页为限。请不要超过页数的限制。  

图像与表格 
所有图像与表格必须于正文中提及 (参阅表格 1)。稿件可以包含彩色的图像，但由于论文集只打印

黑白色，请确保即使没有颜色，打印的效果也可以接受 (参阅图像 1)。所有图像与表格皆须要置

中。表格标题以底线标出，靠左对齐，置于表格之上。图像标题须要置中，置于图像之下。 
  
表格 1: CSCL 论文集的表格实例.  
  
  标题 1 标题 2 标题 3 
列 1 单元格 1 单元格 2 单元格 3 
列 2 单元格 4 单元格 5 单元格 6 

  
  



 
图像 1. ISLS 的徽标. 

  

引用文献 
全文请以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的文献引用格式列出文献或书目数据。详尽数据

与更多实例请参阅APA 出版手册第五版。 
  

实例： 
…随着科技的推广使用 (作者甲, 1987)… 
... Dewey (1929) 提出教学实践需要系统知识… 

原文引用 
从数据源引用原文，字号请选用 10 号，于左右边界各缩进 0.5 英寸。全段左右对齐。引文上下各

留空一行。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aur adipisicing elit, sed do eiusmod tempor 
incididunt ut labore et dolore magna aliqua. Ut enim ad minim veniam, quis nostrud 
exercitation ullamco laboris nisi ut aliquip ex ea commodo. (Euripedes, 1999, p. 213) 

附注 (样式 “标题 1”) 
(1) 附注置于主要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字号选用9号，左右对齐。附注的参考数字放在括号内，贴近左

边，请确保此数字与正文插入的数字相符。 
(2) 使用 “Endnotes” 的样式，选用 0.25 英寸的悬挂缩进，以及 0.25 英寸的定位点设定。请参考本实例。 

参考文献 (样式 “标题 1”) 
作者甲(1996)。《书名》。城市: 出版商。   
作者乙和作者丙(1997)。《书名：副题》。城市: 出版商。 
作者丁、作者戊和作者己(1998)。文章题目。《期刊名称》，卷期数，首页数-尾页数。 
Alpha, A. (1996). Title of book. City: Publisher.  
Beta, B., & Gamma, G. (1997). Title of book: Subtitle of book. City, ST: Publisher. 
Delta, D., Epsilon, E. , & Zeta, Z. (1998). Title of journal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Subtitle of journal, 

volume number (issue number), first page-last page. 
Theta, T. H., & Kappa, K. (2000).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 No. (Issue No.),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 from http://xxxxxxxxxxxxxxxx. 
  
(注意参考文献使用 “References” 的样式，字号为 10 号，左右对齐，使用 0.5 英寸的悬挂缩进，每

个项目皆贴左，不留空位。依从 APA 的格式。最重要是阁下引用文献的方法要令读者能查明文献

出处！引用网上数据时务请格外明确！) 

致谢 (样式 “标题 1”) 
假如阁下希望在论文内致谢，请把致谢词置于参考文献之后，字号选用 10 号，左右对齐。请不要
缩进致谢词的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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