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美研究》季刊投稿須知暨撰稿凡例 
 

投稿須知 

《歐美研究》季刊係專門刊登歐美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之學術刊物，曾獲八十七年度、九十

一年度、九十二年度及九十三年度國科會優等期刊獎(該獎於九十四年度起停辦)，為相關學

術領域之最佳發表園地，歡迎踴躍投稿。 

 

注意事項 

一、投稿一律寄至電子信箱：euramerica@sinica.edu.tw。檔案類型請用 MS word 格式或其他的

文字檔類型。中文文稿以 3 萬字為原則。英文文稿以 1 萬 5 千字為原則。 

二、來稿格式請參閱本刊撰稿凡例。 

三、本刊收到來稿後，原則上 3-4 個月內完成第一次審議過程，採用與否或需再議均以專函

告知。 

四、來稿將以不具名方式送請相關學者審閱，故文中請勿出現足以辨識作者身分之資訊。 

五、經決定採用之稿件，本刊有權潤飾文字及更改格式。若有其他方面須修改，屆時再請作

者依編輯委員會之建議處理。 

六、本刊不接受任何已刊登之論文，來稿亦請勿再投寄其他刊物。 

七、文中任何引用他人之文字、圖表、照片等，均應符合學術使用及著作權法之規定，若使

用需著作人同意之圖片，請自行負責取得授權證明，並於確定接受刊登後提供本刊。特別提

醒，圖片授權範圍需包括與本刊合作之其他資料庫 (見第八項)，或者至少授權用於本刊之

紙本及電子期刊。 

八、本刊除發行紙本及電子期刊外，基於推動學術交流與促進學術研究，亦與國內外多家資

料庫及學術單位簽約合作，包括 EBSCO、IBZ、國家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等等，以電子

形式提供讀者線上檢索、閱讀、下載及列印。凡接受刊登之文章均需簽署出版同意書，以無

償、非專屬方式授權本刊將該文重製，並得加入其他資料庫。 

九、本刊不支付稿酬，刊登後謹致贈當期刊物三本及抽印本二十份。 

 

撰稿凡例 
壹、來稿「首頁」包括要項  

一、題目：中、英文並列。 

二、作者：中、英文並列。 

三、職稱：中、英文並列。 

四、服務單位：中、英文並列。 

五、聯絡地址。 

六、聯絡電話。 

七、電子郵件地址。 

八、若有個人網頁，請加列個人網頁網址。 

九、如有謝詞，請置於首頁。  

 
貳、來稿「第二頁」包括要項  

一、題目名稱 

  *不含作者姓名 

二、摘要：論文摘要各以中、英文撰寫一份，每份以不超過 250 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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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鍵詞： 3-5 個，中英文對照分別列出。 

 
參、來稿「第三頁」包括要項  

一、題目名稱 

  *不含作者姓名 

二、正文 (自本頁起) 

 
肆、正文格式  

一、分節標題方式  

(一) 中文標題以「壹、 一、 （一） 1. (1) a. (a) 」為序。 

(二) 英文標題以「 I. A. (A) 1. (1) a. (a) 」為序。 

二、引語寫法  

(一) 直接引語，用冒號 (：) 時 

  【格式】中文加單引號「 」，英文加雙引號“ ” 

  【範例】海德格說：「轉向在事態本身中作用著，它不是為我所發明，也不只發生在我

的思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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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直接引語，不用冒號 (：) 時 

  【格式】中文用單引號「 」，英文用雙引號“ ” 

  【範例】孔恩提到「一個科學持續演進的根本結構」 

       He told Republican congressional leaders that “I will not be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lose a war.” 

(三) 直接引語，但另起一段 

  【格式】不用引號 

  【範例】托氏的結論是： 

革命並非總是事態越變越糟，每況愈下的時候發生的。事實正好相反，革命的爆發每每是因

為人民在長期的壓迫統治之下生活，逆來順受，忍氣吞聲之後，忽然發現政府正在鬆解其高

壓手段時揭竿而起反對政府而引起的。 

   As Kant says: 

This consciousness may often be only faint, so that we do not connect it with the act itself, that is, 

not in any direct manner with the gener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on, but only with the outcome. 

(四) 引語中復有引語，或特殊引用時 

  【格式】中文單引號「 」在外，雙引號『 』在內 

      英文雙引號“ ”在外，單引號‘ ’在內 

  【範例】所謂「知識論不必依賴認知科學的經驗研究，就可以完全確認對『建構知識』

之理解」 

So, “He would just talk calmly and rationally to a panel of psychiatrists, ‘and 

everyone would think we were the ones who were 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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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加原文的寫法  

  文章的中文題目以中文為主，不須以括弧附上英文專有名詞及人名，但法律案件例外。

內文引用外國專有名詞時，應譯成中文，並於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名。外國人名

或地名若採中譯名，常見者不需附原文，非常見者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名。 

  為了文意的順暢性，原文引文最好刪除，或者置於該頁底的註腳中，或文末之附錄。家

喻戶曉之名人及不重要之人物可以省略其原文名字，但是核心人物且知名度不普及者則可附

上其原文名字。每位人物不需附上其生死年份。 

(一) 一般用語 

  【格式】括弧、小寫、正體 

  【範例】不再是依賴教師傳授或教導 (instruction) ，而是借助科技工具的建構 

(construction) 而成 

(二) 專有名詞 

  【格式】括弧、首字大寫、正體 

  【範例】1992 年 2 月 7 日十二個會員國於荷蘭馬斯垂克 (Maastricht) 簽署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條約 

四、註解  

(一) 文中註明出處的註解 

  【格式】(作者，年代 : 頁數) *說明：有引文才需附頁碼 

  【範例】(蕭公權，1964: 100-105) 

       (Churchland, 1995: 68-69) 

(二) 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格式】作者 (年代 : 頁數)  *說明：有引文才需附頁碼 

  【範例】蕭公權 (1964: 100-105) 

       Churchland (1995: 68-69) 

(三) 若有必要附註說明行文涵義時，請用腳註。 

  【格式】於標點符號後，以插入註腳方式自動產生於右上角 

  【範例】描述所有個體的行為並不等於描述聚集行為。4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ermany than in the U.S.2 

五、圖版、插圖及表  

(一) 圖版寫法 

  【格式】圖版名、圖版註標示於圖版之下方 

  【範例】圖版 1 

       Plate 1 

(二) 插圖寫法 

  【格式】圖名標示於表之下方、圖註標示於插圖之下方 

  【範例】圖 1 

       Figure 1 

(三) 表的寫法 

  【格式】表名標示於表之上方、表註標示於表之下方 

  【範例】表 1 

       Table 1 

(四) 以上圖版、插圖、表若有同一類而行區分時，請一律採 1-1, 1-2, 1-3 …標明。 

  【範例】圖版 1-1、圖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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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te 1-1、 Plate1-2 

      圖 2-1、圖 2-2 

      Figure 2-1、Figure 2-2 

      表 3-1、表 3-2 

      Table 3-1、Table 3-2 

六、數字寫法  

(一) 年代、日期、測量、統計數字、有小數點的數字、百分比的數字、分數、法律條文

號或條款編號一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範例】到 2009 年 9 月為止，該區共有男性 31,586 人，女性  

30,816 人。(年代、統計數字)  

德國基本法第 25 條規定 (法律條文) 

(二) 表格或圖表編號，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範例】表 1、表 2、圖 1、圖 2 

(三) 除上述以外，其餘表述性數字以國字表示為主。 

  【範例】十九世紀、第二次大戰前夕、三位法官 

        

伍、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置於正文之後，另起一頁，不分類別，中文文獻依筆劃排列，英文文獻依字母

排序，並比照下列格式範例處理。另外，中文文獻需附加英譯，若於中文稿引用，則中文在

前，英譯以括號附加於後 (下列僅提供一則範例)，內文引證依中文；若於英文稿引用，則

英譯在前，中文文獻以括號附加在後，內文引證依英譯。 

 

一、期刊論文 

【格式】(中) 作者 (年代)。〈篇名〉，《期刊名》，卷, 期數: 頁數 

(英) 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series number, 

volume number: page numbers. 

【範例】胡佛 (1973)。〈美憲的解釋與司法系統的剖析〉，《歐美研究》，3, 1: 43-95。(Hu, 

F. (1973). Judicial Review and Judicial System in America. EurAmerica, 3, 1: 43-95.) 

Dykstra, P. A. (1993). The differential availability of relationships and the provi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support to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0, 3: 355-370. 

【說明】1. 若該期刊無卷數之編號，可以只列出期號。 

2. 上面第二則範例為英文稿引用中文文獻之寫法，內文引證寫為 (Hu, 1973)。 

 

二、專書論文 

【格式】(中) 作者 (年代)。〈篇名〉，編者 (編) ，《書名》，頁碼。出版地：出版者。 

(英) 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s Name (Ed.), Title of the book 

(page numbe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孫得雄 (1986)。〈臺灣地區生育態度與行為的變遷〉，瞿海源、章英華 (編) ，《臺

灣社會與文化變遷》，頁 24-56。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Crowell, S. G. (1990). Dialogue and text: Re-marking the difference. In T. Maranhão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alogue (pp. 338-36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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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若無編者，直接在 In 之後列出書名，二者之間不需加註逗號。 

 

三、專書 

【格式】(中) 作者 (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英) 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傅偉勳 (1996)。《道元》。臺北：東大。 

    Hirsch, E. D. (1967).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四、研討會論文 

【格式】(中) 作者 (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論文。地點：主辦單位。 

(英) Author’s Name. (Year, Month).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Organizer Name, on Event Name, Place. 

【範例】丁仁方 (1996 年 6 月)。〈政經體制與資源分配：1980 年代以後中美產業政策比較〉，

「中美資源分配政策評估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Lanktree, C., & Briere, J. (1991, January). Early data on the trauma symptom checklist for 

childr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 Professional Society on the 

Abuse of Children, San Diego, CA.  

 

五、未出版之博士論文 

【格式】(中) 作者 (年代)。《論文名稱》。發表地點：學校及科系名稱博士論文。 

(英) 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範例】邱錦榮 (1990)。《福斯塔四論》。臺北：臺灣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Tam, S. M. (1992). The structu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omen workers of 

Shekou industrial zon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 , HI.  

 

六、沒有作者的報紙或時事通訊文章 

【格式】(中)〈文章標題或第一段的主要句子〉(年月日)。《報紙名稱》，版次。 

(英) Title of the newspaper article. (Year, date). Name of the newspaper, page number. 

【範例】〈呼籲國際社會理解與同情我國舉辦防禦性公投的必要性〉(2004 年 1 月 1 日)。

《自由時報》，2 版。 

New drug appears to sharply cut risk of death from heart failure. (1993, July 15). The 

Washington Post, p. 12. 

【說明】在本文中引證時，只要寫出簡短的名稱，若該名稱原本就是簡短的，則寫出完整名

稱。以上述範例為例，其引證的寫法為：(〈呼籲國際社會〉，2004)；或是 (“New drug,” 1993)。 

 

七、電子資料 

電子文獻不必詳細寫出上網擷取該文獻的詳細日期，除非該網站內容經常變動；網址的結尾

不加句點。 

(一) 沒有日期的官方報告 

【範例】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n. d.). 1997 sourcebook of federal sentencing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www.ussc.gov/annrpt/1997/sbtoc97.htm 

 5



(二) 日報的文章 

【範例】Hilts, P. J. (1999, February 16). In forecasting their emotions, most people flunk out.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 

(三) 來自大學系所網站的文章 

【範例】Chou, L., McChlitock, R., Moretti, F., & Nix, D. H. (1993).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New wine in new bottles: Choosing pasts and imagining educatoinal futures. Retrieved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Learning Technologies Website: 

http://www.ilt.columbia.edu/Edit 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s/papers/newwine1.html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 西文作者姓名之寫法 

【格式】作者名字一律採 Last Name, First Name (initial). Middle Name (initial). 

【範例】Jakobson, R., & Waugh, L. R. (1979). The sound shape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二) 參考文獻之排列，先列中文文獻，以作者姓氏筆劃依次排列，再列西文文獻，以英文

字母順序依次排列。 

(三) 若同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範例】Ricoeur, P. (1973). The hermeneutical function of distanciation. Philosophy Today, 17, 2: 

129-141.       

Ricoeur, P. (1976).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Fort Worth, TX: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 (1981).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四)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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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等符號。  

【範例】1978a  

        1978b 

     1978c 

(五) 出版地的寫法    

1. 出版地若在美國，要分別列出城市名及州名，州名採縮寫且不加縮寫號。   

2. 出版地若非美國，則寫出城市名和國名。  

3. 出版地若為下列主要城市，則不必寫出州名或國名，包括： 

臺灣／臺北 (Taipei)； 

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波士頓 (Boston)、芝加哥(Chicago)、洛杉磯 (Los Angeles)、紐

約 (New York)、費城 (Philadelphia)、舊金山 (San Francisco)； 

英國／倫敦 (London)； 

法國／巴黎 (Paris)； 

德國／柏林 (Berlin)； 

荷蘭／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義大利／米蘭 (Milan)、羅馬 (Rome)； 

奧地利／維也納 (Vienna)； 

瑞士／日內瓦 (Geneva)； 

瑞典／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俄羅斯／莫斯科 (Mo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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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 (Hong Kong)、上海 (Shanghai)、北京 (Beijing)； 

日本／東京 (Tokyo)； 

韓國／首爾 (Seoul)； 

以色列／耶路撒冷 (Jerusa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