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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來稿要件：以下四部分請以 word 分開存檔。
一、扉頁（中英文各一份）
（一） 題目
（二） 作者姓名
（三） 作者資訊：主要學經歷；服務單位、職稱；專長研究領域；提供給讀者之聯絡方式
（MAIL 或個人網頁等）。
二、摘要頁（中英文各一份）
（一） 題目
（二） 不含作者姓名
（三） 摘要：中文 300-500 字為原則、英文 150-250 字為原則；內容應涵蓋研究之問題、目
的、方法與結果。若英文來稿，來稿次頁為英文摘要；若為中文來稿，英文摘要則置
於中文摘要之後。
（四） 若有特殊注意事項，請於稿件後註明。
（五） 關鍵字：中英文各約 5 個。
三、正文
（一）
（二）
（三）
（四）
（五）

題目
不含作者姓名
本文：以不超過兩萬五千字為原則。
相關圖表
參考文獻

四、作者聯絡方式
本項資料僅供編輯部聯絡使用，不對外公佈。共同著作請指定一人為通訊作者。
（一） 電子郵件
（二） 聯絡電話
（三） 通訊地址
貳、注意事項
一、稿件語言：本刊接受中英文稿件。
二、字體：中文請採用新細明體，英文請採用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 12，註腳字體大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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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者相關資料
（一） 本刊使用雙重匿名審查程序，投稿正文中不應出現任何與作者相關的資料。作者姓
名、所屬機構、地址、聯絡方式等資料只保留在首頁中。
（二） 任何涉及其他學者姓名之相關訊息（如：「由某學者處取得研究數據」等）應於投稿
時刪除。
（三） 作者如引用自己尚未發表或即將發表之文章（含學位論文）作為參考文獻時，應避免
於投稿本文中出現。
（四） 前列相關引註與說明，可於投稿被接受後再行加入正式發表的文章中。
參、正文格式
一、章節表號
（一） 中文稿件標題一律左起，章節款項請按「壹、 一、
順序排列。
（二） 英文標題以「I. A. 1. (1) a. (a)」順序排列。

（一）

1. （1）

a. (a)」

二、段落行距
段落間行距一行，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獨立引文每行空三格。
三、數字格式
（一） 統計數字一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範例】98%。
（二） 表述性數字以中文表示。
【範例】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季經濟成長率。
（三） 年代日期原則上所有日期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提及之年代則請標明年號或完整西
元年。
【範例】2010 年、民國 99 年、平成 22 年。
（四） 法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裁判引用以數字表示。
【範例】憲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四、標點符號
（一） 中文標點請以全形符號表示，英文標點請以半形符號表示；若中英文夾雜，則視前文
所接為中文、英文或行文脈絡來決定。
（二） 內文括弧僅英文作者名字後引用出處時以半形表示，其餘一律使用全形符號。
【範例】Dunn (2004: 56-60)∕（Dunn, 2004: 56-60）
五、引文寫法
（一） 直接引述文句時，中文加單引號「」，英文加雙引號“”。
【範例】高等教育的宗旨更明示：「大學及專門教育，必須注重實用科學，充實科學
內容，養成專門知識技能，並切實陶冶為國家社會服務之健全品格」
As Raban stated:“The trial did not seal the myth of the Krays; rather, it broke it down into
a long rehearsal of sordid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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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言較長時，另起一段並縮排。
【範例】
李國鼎曾表示，
…國民黨在大陸執政二十二年，除了八年抗日無暇顧及其他之外，其餘十四年
對土地問題也沒有什麼具體的行動。痛定思痛之後，老總統承認自己對經濟問題不
在行，遂決定將財經大權全部授與他的副手陳誠及陳誠手下的一批技術官僚（康綠
島，1993：76）。（粗體為本文所加）
（三） 引語中復有引語，或特殊引用時：中文內含引句用雙引號『』，英文內含引句用單引
號‘’。
【範例】
「蔣經國極可能、甚至根本不認為需要去懂什麼是 IC，但知道這個東西對國家建設
的重要性，而且應『吸收既有的技術』以建立『一貫作業』的電子工業體系」。
So, “He would just talk calmly and rationally to a panel of psychiatrists, ‘and everyone
would think we were the ones who were crazy.’”
（四） 中文稿引用外國人名、著作、專有名詞時，請盡量使用通行的中譯，並於第一次出現
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名」；不常見的外國人名，可直接使用原名。
【範例】
他在早年因受到沙皇專制政權的迫害，而從自由民主的理念轉向 Nikolai Chernyshevskii 的「民
粹主義」(populism)，這種意識型態以凝聚被壓迫之人民的意識為號召，主張透過各
種「恐怖活動」(terrorism)組織，破壞顛覆既定的政治社會秩序。
六、圖版、插圖及表格
（一） 圖表應依序編號，請採 1、2…標明。
【範例】
圖版 1、圖版 1 或 Plate 1、Plate 2
圖 1、圖 2 或 Figure 1、Figure 2
表 1、表 2 或 Table 1、Table 2
（二） 圖表名稱與註解的位置：表名在圖表上置中、圖名在圖表下置中；圖表註（資料來源
及其他說明）在圖表下對齊靠左。
【範例】
表 2 以原始模式和調整模式預測明尼蘇達州 2000 到 2030 年
每萬人口醫師數及每萬人口醫師工作時數
模式

傳統模式

修正模式

2000 年

2030 年

實際值

預測值 （2030 年減 2000 年）

改變量

增減率

每萬人口醫師數

22

29

7

32%

每萬人口醫師工作時數

939

1155

216

23%

每萬人口醫師數

172

126

-46

-27%

每萬人口醫師工作時數

7448

5602

-1845

-25%

資料來源：(Tzy-Chyi Yu et al., 2004)。
說明：1. 傳統模式以 1995-2000 年所有執業醫師與人口數計算。
2. 修正模式以 1995-2000 年小於 65 歲醫師數與人口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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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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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第一波與第二波研究結果之間的差異
資料來源：參照 Bullard,2007:44，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1. 左邊的兩個研究屬於第一波，右邊兩個則屬第二波。
2. 分析單位從郵遞區號改為人口小區後，黑人在垃圾場邊的比例縮小了。

七、註釋：「作者註」與「出處註」
（一） 「作者註」為作者基於行文論述之必要，針對文中特定字辭或所提論點或資料來源做
補充說明。請於標點符號之後，右上方插入註腳，產生頁下註以說明之。
【範例】當代青年政治參與。4
National development.2
（二） 「出處註」表明作者引用文獻的原始出處，請於標點符號之前以 APA 格式夾註於正
文中，並在文後的參考文獻中，提供完整出版資訊。夾註格式如下：
1. 出處為中文著作
(1) 一般著作：
【格式】（作者，年代：頁碼）/ 作者（年代：頁碼）
【範例】（丘宏達，2002：156-164）/ 丘宏達（2002：156-164）
(2) 翻譯著作：
【格式】（譯者姓名〔譯〕，年代：頁碼）/ 譯者姓名（譯）（年代：頁碼）
【範例】（李明寰〔譯〕， 2002：244）/ 李明寰（譯）（2002：244）
2. 出處為英文著作
【格式】（Author, Year: page numbers）/ Author (Year: page numbers)
【範例】（Dunn, 2004: 55-60）/ Dunn (2004: 56-60)
3. 作者有兩人時，中文以頓號（、）連接，西文以 and 連接。作者為三人以上時，
中文以第一作者姓名加「等」表示，西文加 et al.。
【範例】（張友珊、楊志良，1999：123-137）
【範例】（吳肖琪等，2003：279-286）
【範例】（Bradford and Martin, 1995: 49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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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Schwartz et al., 1985: 85-92）
4. 轉引資料請註明原始出處：
【格式】（原始作者，年代：頁碼，轉引自作者，年代：頁碼）
【範例】（吳肖琪，2006：5，轉引自林昭庚，2008：223）
（三） 經典古籍，若出版資訊已不可考，請在正文中以夾註方式說明來源，不再列入參考
文獻。夾註的格式為《書名．篇名》，例如《論語．學而》。
（四） 法律條文不列入參考文獻，法條來源在正文中說明即可。
（五） 網路與報紙資料，若發佈者 (作者)、文章標題 (篇名)或發佈年份不清楚，則以頁下
註方式，說明出處 (原始網址)，不再列入參考文獻中。
肆、參考文獻
一、一般注意事項式
（一） 參考文獻以正文引用者為限，勿將未引用資料列入。
（二） 如有多種語言文獻，請依中文、英文、其他外文順序分列。
（三） 文獻排序方式，中文文獻：依作（編、譯）者姓氏筆畫由少至多排列。英文文獻：依
作者姓之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四） 英文作者姓名，姓在前名在後，有多名作者時，最後一位與前一位以 and 間隔，其
他以，間隔。
（五） 著作年代一律以西元年表示。
（六） 同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依年代（由舊至新）排列。
（七） 同一作者同一年代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序在年代後面加 abc 等符號。
二、中文參考文獻格式
（一） 專書著作
【格式】作者姓名（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若為古書請註明版本）
【範例】丘宏達（2002）。《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書局。
【範例】尹仲容（1958）。《呂式春秋校譯》。台北：國立編譯館。
【範例】朱孔彰（1969）。《中興名臣事略》。台北：華文書局。(據光緒辛丑上海
書局石印本影印)
（二） 期刊論文
【格式】作者姓名（年代）。〈篇名〉，《期刊名》卷數(期數)：頁碼。
【範例】陳世民（1998）。〈從「不首先使用核武」之爭議論核武角色之演變〉，《問
題與研究》37(10): 23-35。
（三） 專書譯著
【格式】譯者姓名（譯），原著姓名（原著）
（年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李明寰（譯），Dunn, William N.（原著）（2002）。《公共政策分析》。台
北：時英出版社。
（四） 編著論文
【格式】作者姓名（年代）。〈篇名〉，編者（編），《書名》，頁碼。出版地：出
版者。
【範例】吳重禮（2004）。〈公共政策與政治〉，陳義彥（主編），《政治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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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9-66。台北：五南出版社。
（五） 學位論文
【格式】作者姓名（年代）。《論文名稱》。發表地點：學校及系所名稱，學位別論
文。
【範例】黃齡慧（2005）。《從警察蒐集資料活動論線民之運用-兼論資料之使用》。
台北：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六） 研討會論文
【格式】作者姓名（年代）。〈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論文。地點：主辦單位，
月日。
【範例】潘光（2003）。〈全球反恐形勢與中國的反恐國際合作〉，「第三屆兩岸遠
景論壇全球化趨勢下的反恐與兩岸關係研討會」論文。台北：財團法人兩
岸交流遠景基金會，11 月 3-4 日。
（七） 政府委託計畫
【格式】作者姓名（年代）。《書名》（研究計畫案號）。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吳肖琪（2006）。《我國西醫師人力指標及目標數訂定之檢討與規劃研究》
（衛生署研究計畫 DOH95-TD-M-113-060）。台北：行政院衛生署。
【格式】作者姓名（年代）。〈篇名〉，主持人等（編著），《書名》（研究計畫案
號），頁碼。出版地：出版者。
【範例】鄭夙芬（1993）。〈候選人形象與選民投票行為的關聯性分析〉，陳義彥等
（編著），《選舉行為與臺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從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探討》
（國科會研究計畫 NSC82-0301-H004-034），頁 62-81。台北：國家科學委
員會。
（八） 官方出版品
【格式】機關名稱（年份）。〈篇名〉，《出版品名稱》卷數（期數）：頁碼。
【範例】中華民國總統府（2007）。〈修正老人福利法〉，《總統府公報》6729：2-19。
【範例】司法院（2010）。〈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 678 號解釋〉，《司法院
公報》52(9)：1-48。
（九） 統計資料庫
【格式】機關名稱（年份）。〈資料名稱〉。
【範例】中華民國總統府（2008）。〈中華民國 97 年全民健康保險統計〉。
【範例】中央選舉委員會（2008）。〈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當選人資歷統計〉。
（十） 報紙（若為社論、短評、通訊稿或作者匿名，則以報社取代作者）
【格式】作者姓名（年代）。〈篇名〉，報紙名稱，月日，版次。
【範例】呂昭隆（2000）。〈國防決策樹立新模式〉，中國時報，1 月 15 日，版 2。
【範例】中央日報（1997）。〈國防組織法應一分為二：李總統指示研擬國防法與國
防部組織法〉，12 月 31 日，版 2。
（十一） 訪談資料
【格式】訪談人，訪談日期。訪談方法，受訪者，訪談地（訪談地所在地）。
【範例】龔小鈞，2010/06/15。當面訪談，黃富源，馬偕醫院（台北）。
（十二） 網路資料
標明完整且清楚之發佈者(作者)、發佈年份、標題(篇名)及原始網址，視同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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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發佈者。〈篇名〉。資料來源（電子資料庫或電子期刊名稱）：網址。檢索
日期。
【範例】行政院內政部（2009）。〈內政部重申：不在籍投票規劃未納海外僑民〉。
http://www.moi.gov.tw/chi/chi_news/news_detail.aspx?sn=4746&type_code=02
&pages=0。2010/10/29 檢索。
【範例】蕭高彥（2000）。〈馬基維利論政治秩序－一個形上學的考察〉。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網頁：http://politics.soc.ntu.edu.tw/research_1.php。2000/10/18 檢索。
（十三） 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文件
條約、公約、宣言、公告、備忘錄等文件，須註明發佈者或單位、年度、
文件名稱。
【格式】發佈者（年份）。〈文件名稱〉。取得管道。
【範例】聯合國（2007）。〈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
三、英文參考文獻格式
（一） 專書著作
【格式】Author’s Full Name (Year).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Dunn, William N. (2004).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earson.
（二） 期刊論文
【格式】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Journal Vol.
number(issue number): page numbers.
【範例】Hafferty, Frederic W. (1986). “Physician oversupply as a socially constructed
realit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7(1): 358-369.
【範例】Gravelle, H. and Sutton, M. (2001). “Inequality i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1974-1995.”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and Policy 6(1): 6-13.
【範例】Gosden, T., Forland, F., Kristiansen, I. S., Sutton, M., Leese, B., Giuffrida, A.,
Sergicon, M. and Pedersen, L. (2001). “Impact of payment method on behaviour
of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and Policy 6(1): 44-55.
（三） 專書譯著
【格式】Author’s Full Name (Year).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Trans. by Translator’s Full
Name.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Agamben, Giorgio (2005).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by Kevin Attel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四） 編著論文
【格式】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 (ed.),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age numbe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Malloy, James M. (1987).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n.” In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eds.),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s: Regim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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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atin American, pp. 235-236.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五） 學位論文
【格式】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範例】Karlsson, Christer (2001). Democracy, Legitimac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Uppsala, Sweden.
（六） 研討會論文
【格式】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he Name of the Meeting, Place,
Date.
【範例】Yang, Chih-Heng (2001). “Taiwan’s Role in the Changing 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aiwan and Japan in the Changing Asia-Pacific
Region, The Ambassador Hotel, Taipei, July 23.
（七） 報紙
【格式】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Newspaper, Date:
page numbers.
【範例】Ko, Shu-Ling (2003). “Cabinet gives nod to referendum law.” Taipei Times,
October 30:3.
（八） 網路資料
【格式】Author’s Full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Website Address. Retrieval Date:
yyyy/mm/dd.
【範例】Rick, Lyman (2014). “Reverently and Defiantly, Czechs Honor Velvet
Revolution’s Anniversay.” http://www.nytimes.com/2014/11/18/world/europe/.
Retrieval Date: 2014/11/18.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