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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什麼是 Output Styles (以下或簡稱 Styles)
 存放在 EndNote Library 的每筆紀錄稱作 Reference，記錄重要書目資訊，包括作者、篇名、書刊名、卷、期、頁數、年代等欄位；因其以欄位方式記錄，故當
您在 Word 引用時，透過 Output Styles(已定義好的參考書目格式)的套用，可以快速依需求排列組合成各種參考書目格式。
 應用範圍
(1) 期刊論文投稿: 各種期刊(如 NEJM、Nursing Research、醫學教育、馬偕護理雜誌等)，都會規範投稿時文內引用與文後參考書目之格式。
(2) 博碩士論文撰寫: 每個學校可能都有不同的參考書目格式要求。
(3) 書目清單輸出: 您可能為了各種目的(如指定學生閱讀、與同儕分享) 而需輸出特定格式的書目清單，除了輸出基本書目資訊，也可以加上摘要、個人註記。
 撰寫論文用途的 Styles 基本上可歸為兩大類，即 Numbered 和 Author-Date。分別說明與舉一 Style 為例：
(1) Numbered：文內引用(Citations)以「數字編碼」方式出現；文後參考書目(Bibliography)依數字編碼順序來列出詳細書目。例如 New England J Medicine。

文內引用(Citations):……emerged after non-avian dinosaur extinction at the Cretaceous/Tertiary (K/T)
boundary1 or whether these lineages coexisted with other dinosaurs and passed through this mass extinction
event2-3 ………..
EN 對 NEJM 的

在「文內」與「文後」可以符合 NEJM
的要求，顯示出適當的書目格式

輸出格式所做

文後參考書目(Bibliography):

的細節定義

1. Morehouse SI, Tung RS. Statistical evidence for early extinction of reptiles due to the K/T event.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1993;17(2):198-209.
2. Billoski TV. Introduction to Paleontology. 6th ed. New York: Institutional Press; 1992.
3. Schwartz MT, Billoski TV. Greenhouse hypothesis: effect on dinosaur extinction. In: Jones BT, Lovecraft
NV, eds. Extinction. New York: Barnes and Ellis; 1990:1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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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uthor-Date：文內引用(Citations)以「作者-日期」方式出現；文後參考書目(Bibliography)依作者姓名排序並列出詳細書目。例如 APA 6th Style。

文內引用(Citations):……emerged after non-avian dinosaur extinction at the Cretaceous/Tertiary (K/T)
boundary (Morehouse & Tung, 1992) or whether these lineages coexisted with other dinosaurs and passed
through this mass extinction event (Billoski, 1992; Schwartz & Billoski, 1990) ………..
EN 對 APA 6th
的輸出格式所
做的細節定義

在「文內」與「文後」可以符合 APA6th 的
文後參考書目(Bibliography):

要求，顯示出適當的書目格式

Billoski, T. V. (1992). Introduction to Paleontology (6th ed.). New York: Institutional Press.
Morehouse, S. I., & Tung, R. S. (1993). Statistical evidence for early extinction of reptiles due to the K/T
event.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17(2), 198-209.
Schwartz, M. T., & Billoski, T. V. (1990). Greenhouse hypothesis: effect on dinosaur extinction. In B. T. Jones
& N. V. Lovecraft (Eds.), Extinction (pp. 175-189). New York: Barnes and Ellis.

2. Where: 哪裡可以找到 Output Styles
 安裝 EN，即提供現成的 5000+個的 Output Styles
 EN 網站亦提供更新或新增的 Output Styles，請點選 Help > EndNote
Output Styles，即可上網尋找有無更新版的
 期刊出版社網站上可能有提供，上網查詢「投稿規範」時，可稍加留意。
(例: 右圖的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網站)
 無論自哪裡取得的 Styles，都應該放在 EN 指定路徑(C:\Program
Files\EndNote X3\Styles (系統原始檔) 或 C:\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
用者名稱\My Documents\EndNote\Styles(使用者自訂檔))下，才可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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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en:何時須修改或自製 Output Styles

 EN 所提供的特定 Output Styles，與要投稿期刊的格式有出入時，需要稍加修改
 EN 未提供所需的 Output Styles 時，則需要自製

4. How: 如何修改或自製 Output Styles
(1) 瀏覽與開啟 Output Styles

 修改或自製前，須準備投稿規範，做為以下設定之依據 (可上各期刊網站或 http://mulford.meduohio.edu/instr/)

2

 執行 EN 程式
 Edit > Output Styles > Open Style Manager
 即開啟畫面 Style Manager
 點選任一筆可以看到下方有 Style Info
 點選 Style Info/Preview 按鈕，可切換到預
覽參考書目格式
 若連點兩下其中一筆 Style Name，可以開
啟編輯畫面

3

 如果採用既有的來編輯成新 Style，記得先
執行另存新檔(Save as)
* 若要修改已存在的 Style，直接點選特定
Style Name，並開始編輯即可。
* 若要新增 Style，有三種方式開始：

4

(建議採用第 1 或 2 方法)
1. 找一個相似的書目格式來修改為新的
2. 依需要選擇「Numbered」或
「Author-Date」來修改為新的
3. 開啟完全空白的 New Style 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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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utput Style 的設定項目

項目的設定細節將分別呈現在後面的說明

(3) 關於此格式的基本資訊
特定標點符號前的空格之保留或刪除
(4) 引用的作品為無名氏時
(5) 引用書目之頁數編碼格式
(6) 期刊刊名呈現的設定，包括全名或縮寫
指定參考文獻出現位置
(7) 文內引用的相關設定
(7.1) 文內引用的基本長相
(7.2) [適用 Author-Date] 易混淆的引用應該如何標明以區別 (如: 同作者且同年代的文章有兩篇)
(7.3) [適用 Author-Date]: 若一筆引用的作者有一人以上
(7.4) [適用 Author-Date]: 作者姓名呈現
(7.5) [適用 Numbered]: 數字編碼呈現
(7.6) 文內引用的呈現順序
(8) 文後參考書目的相關設定
(8.1) 文後參考書目的基本長相
替換空白欄位內容
(8.6) 每一筆參考書目的段落頭與段落尾，以及縮格排版
(8.7) 參考書目清單排序
參考書目清單群組
(8.2) 若一筆引用的作者有一人以上
(8.3) 作者姓名呈現
若一筆引用的編者有一人以上
編者姓名呈現
(8.8) 題名的大小寫
每頁下註腳的相關設定 (此部分較少被使用，故略)

圖片與表格的相關設定 (若有需要使用 EN 插入圖表，方須設定此部分，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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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bout this Style: 關於此格式的基本資訊
格式名稱
源於特定格式或規範所編製
所屬類別或學科
建立日期
最近修改日期

常見的使用限制: 此格式允許當所引用的期刊整卷(volume)之頁碼為連續編碼
時，可不必填寫期號(issue)。但 EN 無法判斷此狀況，故須手動處理。
期刊整卷連續編碼，例:12(1):1-98, 12(2):99-199, 12(3): 200-287...
期刊整卷非連續編碼，例:12(1):1-105, 12(2):1-101, 12(3): 1-88...

附註與使用限制

(4) Anonymous: 引用的作品為無名氏時
保留空白
使用完整篇名替代作者
使用簡短篇名替代作者
依 APA 的規範
以其他字替代，例如:Anonymous
(5) Page Numbers: 頁數編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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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urnal Names: 期刊刊名呈現
使用全名，例: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ISO 縮寫，例: N. Engl. J. Med.

若尚未匯入 Journals Term Lists，無法轉換全
名與縮寫，請依以下步驟進行:
 Tools > Define Term Lists

Index Medicus 縮寫，例:N Engl J Med

 點選 Journals

自訂縮寫，例:
如:Anonymous NEJM

 點選 Import List…

直接採用 Reference 中 Journal 欄位值

 選擇檔案: Medical.txt (預設路徑:
C:\Program Files\EndNote X3\Terms
Lists\Medical.txt)
 切換到「Terms」標籤頁，發現匯入醫
學期刊之全名與縮寫對照表成功

(7) Citations: 關於文內引用的設定
(7-1) Templates: 文內引用的基本長相設定
 按 Insett Field 跳出插入欄位選擇
 選擇欲插入欄位，例如 Author、Year
 以鍵盤打入標點符號，例如(Author, Year)
 可以文字格式工具來設定粗體、斜體、底
e.g. …mass extinction event [2-3] …

線、Plain、上標、下標、希臘字元(如 ß)

1
文字格式工具列

4

2

e.g.

…mass extinction event (Billoski, 1992; Schwartz & Billoski,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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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Ambiguous Citations [適用 Author-Date]: 易
混淆的引用應該如何標明以區別的設定

改用作者全名 或 名的縮寫

(如同作者且同年代的文章作品有兩篇)
增加更多作者，直到不會與其他引用重複
增加題名，以區別不同作品

在年代後加入字母(a,b)以區別不同作品

(7-3) Author Lists [適用 Author-Date]:
若一筆引用的作者有一人以上的設定

作者人數在__人到__時，中間以__區隔，但最後兩個作者以 and 區隔

首次引用時
列出所有作者
假如超過__(含)以上作者，僅列出前__個作者
, et al

且其餘作者以__表示 (例: , et al)
第二次以後引用時

,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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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者的姓名格式

(7-4) Author Name [適用 Author-Date]:
作者姓名呈現的設定
其他作者的姓名格式
名的縮寫方式

姓名大小寫

若同處引用同一作者兩篇文章以上時，只列作者名一次即可

(7-5) Numbering [適用 Numbered]:
數字編碼呈現的設定

若打勾，同處引用兩筆以上，且編號為連續時，則編號以-連結起訖(e.g.1-3)
若不打勾則所有數字編碼都列出(e.g.1,2,3)
[較罕用]: 把同處引用的數筆書目都併入單一筆引用內

(7-6) Sort Order: 文內引用的呈現順序的設定
同文後參考書目的順序 (即如果 Bibliography 照 Author 順序排，Citation 也照此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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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ibliography: 關於文後參考書目的設定

(8-1) Templates: 文後參考書目的基本長相設定

特
殊
字
元

基本規則: 相依 dependence v.s. 獨立 independence
1.

無論文字或標點，只要和欄位名稱緊鄰時，當欄位有值(資料)時，文字或標點才會相依顯示出
例: Volume (Issue) 。(Issue)相依為一組，當 Issue 有值時，緊鄰的兩側(

2.

)才會顯示出

若文字或標點的前後都緊鄰著欄位名稱，則文字和欄位會相依著前面的欄位
例: Volume:Issue。Volume:相依為一組，當 Volume 有值時，冒號才會顯示出

3.

第 1 個空白格是相依於前面的欄位名稱的；第二個空白格起才是可以獨立存在的
例: Author. Title。中間的一個空白格相依於 Author.，當 Author 有值時，空白格才會顯示出

4.

獨立的文字或標點會直接顯示在書目。

欄
位
名
稱

例: Edition ed.。ed.為獨立個體，即使 Edition 無值，ed.也會顯示出

特殊字元的作用 ( 第 3、4 點為破壞基本規則的方法 ) :
1.

End of Paragraph: 換行

2.

Tab: 後退一格

3.

Forced Separation: | 強制分隔符號。可違反基本規則。例: City|: Publisher|. (City、:Publisher、. 共三組獨立個體，不影響彼此的出現)

4.

Link Adjacent Text:。連結符號且表空一格。連結兩側。可違反基本規則。例: Vol。Volume (當 Volume 有值時，Vol 才會跟著出現)

5.

空白格: ^ 單數/複數選擇。例: ed.^eds.，當編輯人數為一人時，顯示 ed.；兩人以上時，顯示 eds.

6.

單引號‘

’ : 如果文字與欄位名稱相同時，請將文字以單引號標示。例: Editor ‘Editor’ (前者是欄位名稱，後者表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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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uthor Lists:
若一筆引用的作者有一人以上
作者人數在__人到__時，中間以__區隔，但最後兩個作者以 and 區隔

列出所有作者
假如超過__(含)以上作者，僅列出前__個作者
且其餘作者以__表示 (例: , et al)
若引用的數個作品為相同作者時

第一作者的姓名格式

(8-3) Author Name: 作者姓名呈現
名的縮寫方式
其他作者的姓名格式

姓名大小寫

(8-6) Layout:
參考書目的段落頭與段落尾，以及縮格排版
每一筆參考書目的段落頭設定

每一筆參考書目的段落尾設定

縮格排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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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Sort Orger: 參考書目清單排序的設定
依文內的出現順序來排序

(8-8) Title Capitalization:
Title(期刊篇名、章節名、書名等)的大小寫設定

同 Reference 寫法
每個單字頭都大寫 ( e,g, Ts16p Tube Thoracostomy: the Importance of Swing.)
句首字母大寫 ( e,g, Ts16p tube thoracostomy: the importance of s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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