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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撰稿基本注意要項
一、 來稿均以匿名審查方式送請相關學者審閱，文中請勿出現透露作者身 份之文
字，若有需要則請以第三人稱方式稱之。
二、 來稿請以MS Word或其他相容軟體編輯，採橫向排列，左右邊對齊，單 行間
距， 並於頁尾置中註明頁碼。
三、 稿件順序：基本要項頁(包括中文摘要與關鍵詞、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正文、
附錄、參考書目。以上各項均獨立起頁。

貳、 基本要項頁
一、 首頁
(一) 中、英文題目名稱。論文題目：若有副題，正、副題間以「：」 符號區隔。
如有附註，請在題目右上角以*符號插入頁尾「註腳」， 並在註腳中說明。
(二) 中、英文作者姓名。
(三) 中、英文作者簡歷（包括學歷、現職及主要研究領域）。
(四) 個人通訊地址、電話、傳真及常用之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
(五) 謝辭：如有謝辭，請於頁尾註腳提出。
二、 第二頁
(一) 不含作者姓名之中、英文題目名稱。
(二) 中英文摘要各約 200 字左右。
(三) 中、英文關鍵詞各 4～6 個。

參、正文格式
一、 文內各節標題，請依各級子目次序標明。中文標題次序為「壹、一、(一)、1、
(1)」，英文標題次序為「I. A. (A) 1. (1) a. (a)」。
二、 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並使用新式標準符號。
三、 單行間距，標題與正文間均空一行。

肆、製圖與製表
一、

圖表序號或名稱置中於圖表上方。

二、

插圖寫法，如：圖 1，或 Figure 1.

三、

表的寫法，如：表 1，或 Table 1.

伍、字型規格

一、
二、
三、
四、
五、

首標題：首標題使用（例如壹、貳…）14 級新細明體粗體
二、次標題（例如一、二…）使用 12 級新細明體粗體。
標題以外之本文使用 12 級新細明體。
頁下註釋：新細明體 10 級字。
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為準。

陸、附加原文的寫法
一、 一般用語，加括號，小寫，正體，例：
本研究採固定樣本連續訪問法（panel study）
二、 專有名詞，加括號，大寫，正體
極強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柒、數字寫法
一、
二、

年代請以完整之西元年代表示。
原則上所有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如：1996 年，95%。

捌、引書範例
一、

不獨立起段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二、 獨立起段：不需加引號且每行行頭縮兩個字。
所謂人情，黃光國認為中國的人情，包含三種不同的含意…

玖、註釋
一、 來稿引註須詳列來源，如係轉引自其他文獻，需另予標明，不得逕行引 錄。
如為說明性註釋，採「頁尾註」方式，於標點符號之後，以插入註 腳方式自動產生
阿拉伯數字號碼於右上角。
二、 除說明性註腳之外，本文一律採內文括弧夾註格式，參照格式範例如下： 格式
（文中需註明出處的註釋/文中已出現作者姓名的註釋）
(一) （作者，年代：頁碼）/作者（年代：頁碼）
(二) （Author, Year: page number）/Author（Year: page number）
【範例】中文：（彭芸，2001：75）；彭芸（2001：75）
【範例】英文：（Hibbing, 1995: 57）；Hibbing (1995: 57）
【範例】報紙：（人民日報，1992 年 10 月 20 日，第二版）
三、

報紙資料（含電子報及網頁版報紙）作為說明性註釋時，均須詳列出版年

月日及版別。

拾、參考文獻格式
一、

總則

（一）參考文獻目錄，先列中文再列英文，並依作者姓氏筆劃或字母順序排
列之。
（二）英文文獻作者姓名一律採姓在前、名在後之方式書寫，並以逗點作分
隔，如Dixit, A. K. and Pindyck, R. S. 。
（三）篇名，中文請以上下引號註記，英文則以雙引號註記。
（四）期刊名，中文請以粗體呈現，英文則排斜體字。
（五）書名、雜誌與報紙名，中文請以粗體呈現，英文則排斜體字。
（五）英文文獻之篇名、書名與期刊名內之英文單字應遵循首字母大寫原
則。
二、

專書

(一) 中文書籍：作者，出版年份，
，版別（出版地：出版社）。
【初 版無需註明版別。】
【範例】 高安邦，1997，
（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二) 英文書籍：Author(s)’ full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Edition (if not the original), Number of volume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Volume number (if any).
【範例】 Fewsmith, J. 1994.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範例】Miley, K.K., O'Melia, M., and DuBois, B. 2004. Generalist Social
Work Practice: An Empowerment Approach (Boston, MA: Pearson
Education Inc).
三、 學術性期刊論文
(一) 中文期刊論文：作者，出版年代，「篇名」，
（出版地），第 X卷第X
期，頁X （或頁X-XX）。【台灣出版之期刊無需註明出版 地。若出現期刊名
稱相同者，仍需註明出版地。】
【範例】高永光，2004，「台北縣地方派系與黑道互動模式之研究」，
，第 11 卷第 1 期，頁 33-72。
【範例】 寇健文，2005，「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原始資料來 源與分析
方法」，
，第 9 卷第 2 期，頁233-277。
(二) 中文書籍專章：作者，出版年代，「篇名」，編者，
，版別（出版地：出
版社），頁X （或頁X-XX）。【初版無需註明版別】
【範例】 史衛民，2002，「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丁樹範主編，
（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頁 160-177。

(三) 英文期刊論文：Author’s full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Periodical, vol. X, no. X, p. X (or pp. X~XX).
【範例】Lin, J. 2000. “Two-Level Games Between Rival Regim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Remaking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vol. 36, no. 6, pp.1~26.
【範例 】Song, L. and Shih, C. 2009. “Factors, Process, and Outcomes of
Recovery from Psychiatric Disability-The Unity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vol. 55, no. 4, pp.
348~360
(四) 英文書籍專章：Author’s full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Chapter Title,” in
Editor/Editors’ full name(s) ed(s).,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Volume number (if any), p. X (or pp. X~XX).
【範例】 Weick. A. 1992. “ Building a Strengths Perspective For Social
Work,” in Saleebey, D. ed.,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Publisher USA).
【範例】 Schweller, L.R. 1999.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Johnston, A. I. and Ross, R. 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pp. 1~31.
四、 研討會論文
(一) 中文研討會論文：作者，年代，「論文名稱」，發表於ＸＸＸ研討 會（舉辦地
點：主辦單位，舉辦日期）。
【範例】 江宜樺，2005，
「朱堅章先生的民主理念」，發表於台灣 民主的挑戰
與前景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政治學會主 辦，12 月 10 日）。
(二) 英文研討會論文：Author’s full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Title of
the Article,” presented for Complete Title of the Conference (Place of conference:
Conference organizer, Date of conference), p. X (or pp. X~XX).
【範例】Leng, T. 2001. “State,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iwan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resented
for The 2001 Berli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Berlin: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December 7~8).
五、 未出版之學位論文
(一) 中文學位論文：作者，年代，
「論文名」
，學校系所碩士（或博士） 論文。
【範例】 鄭莉萍，1997，
「第二、三屆立法委員對兩性平權相關法案之問政分
析」，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 英文學位論文：Author’s full name. Year of Graduation. “Complete Title of
Thesis,” (Ph. D. dissertation/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Title).

【範例】 Sheng, S. 1996.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Legislative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aiwan,” (Ph. D. dissertation, Michigan
University).
六、

報刊、非學術性的雜誌
(一) 中文報紙：作者，
「篇名」，

（出版地），年月日，版次（如 為一般性報

導，可略去作者姓名與篇名）。
【範例】宋任窮，「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建設好 幹部隊
伍」，
（北京），1982 年 10 月 2 日，第 2 版。
【範例】

，2003 年 2 月 14 日，第 11 版。

(二) 中文雜誌：作者，出版年份，
「篇名」
，
（出版地）
，月日， 頁X （或頁
X~XX）。【無需註明第X卷第X期。台灣出版之雜誌無 需註明出版地。】
【範例】 羅冰，1997，「喬石出局與十五大選舉內幕」，
（香 港），10
月，頁 8。
(三) 英文報紙：Title of the Newspaper, Date, p. X (or pp. X~XX).
【範例】 Taipei Times, March 2, 2002, p. 9.
【範例】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5, 2002, p. A21.
【範例】 Greenspan, A. "The Fed didn't Cause the Housing Bubbl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1, 2009，p.A2.
英文雜誌：Author’s full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Chapter Title,” in
Editor/Editors’ full name(s) ed(s).,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Volume number (if any), p. X (or
pp. X~XX).
【範例】Dolven, B. 2001. “The New Fronti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6, pp. 38~41.
【範例】Mitchell, R.M. 2001. “The Ties That Won’t Bind,” Time,
December 10, p.43.
七、

翻譯作品

(一) 中文翻譯作品：Author(s)’ full name著，譯者，出版年份，

， 版別（出版

地：出版社）。【初版無需註明版別。】
【範例】Lijphart, A. 著，高德源譯，2001，
（台北：桂冠圖書公 司）。
(二) 英文翻譯作品：Author(s)’ full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trans. by Translator(s)’ full name, Edition (if not the original), Number of
volume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Volume number (if any), p. X (or pp.
X~XX).
【範例】Derrida. J. 1997. Of Grammatology, trans. by Spivak, G. C., Corrected

Ed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 127.
八、

網路文獻
(一) 中文：作者，出版年份，「篇名」，

：

網址。瀏覽日期。
【範例】林繼文，2005，「虛假霸權：台灣政治學研究中的理性選 擇」，
：
http://www.press.ntu.edu.tw/ejournal/files/%ACF%AAv%
AC%EC%BE%C7%BD%D7%C2O/200509/3.%AAL%C4
~%A4%E5.pdf。2007/03/30。
(二) 英文：Author’s full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Title of the Article,”
original source: web address/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
【範例】Mcfaul, M. 2005.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The Electronic versions of Journal of Democracy:
http://www.journalofdemocracy.org/articles/gratis/McFaul16-3.pdf/ (accessed: September 18, 2006).
(三) 直接引用機構網站的內容，有文章標題請註明文章標題，至少需註明機構名
稱、網址及瀏覽日期。
【範例】「1992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召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 工作部，
http://www.zytzb.cn/zytzbwz/theory/lishi/lishi109.htm。
2007/03/30。
【範例】中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網頁：http://www.chinalaw.gov.cn/。
2007/05/01。
九、

國科會計畫報告或研究報告
【範例】林季平，2003，
「台灣勞工流動的動態變遷：1980-2000」，
。NSC91-2415-H-194-009-。
【範例】 Blanchard, Olivier. 2008. "The Tasks Ahead," IMF Working
Paper, no. WP/08/262.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引用網路版報紙的一般報導，無需註明版次，但需附上網址，其餘體例不
變。
(二) 所有文獻依中文、英文、其他語文先後排列。
(三) 中文著作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英文著作依作者姓氏字母排序。
(四) 將書籍專章列為參考書目時，依專章作者排序。
(五) 翻譯作品依翻譯語文類別，中文譯作按譯者姓氏筆畫排序，英文譯作按原作
者字母排列。
(六) 同一作者有多篇著作被引用時，按照出版時間先後排序。若同一作者同一年

有多項參考書目時，請依序在年後面加a、b、c 等符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