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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刊中所有文章皆能劃一規格，特編訂論文來稿撰寫體例，敬請參照。
一、論文格式
（一）來稿請用電腦打字，並依照 APA 學術論文撰寫體例（7th）
，以 MS Word
或其他相容軟體編輯，由左至右橫向排列，並註明頁碼。
（二）中文使用繁體新細明體，外文用 Times New Roman，12 級字，1.5 倍行高。
（三）文稿排序：首頁（論文名稱、論文性質、字數統計）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正文（含註解與圖表）
、參考文獻、附錄、英文摘要及關鍵詞，各項獨立
起頁。
二、首頁內容
（一）論文題目若有副題，正、副標題間以冒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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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類別依文章性質分成四類：
1. 研究論文或論述（Research Articles）
：具原創性之實證研究或理論性論
文，中文以兩萬字為原則，英文以一萬字為原則。
2. 研究議題討論（Research Issues or Review Articles）：就最近發展的學
術議題整理評述之論文，或開發特定議題、引發概念討論，以一萬五
仟字為原則，英文以一萬字為原則。
3. 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s）
：對於方法論問題以及解決方式的簡要討
論，或針對特定議題進行小規模研究或初步資料整理、分析、討論之
論文，以一萬字為原則。
4. 書評（Book Review）: 就國內外出版之學術專書所撰寫之評論，以五
仟字為原則。

三、摘要與關鍵詞
（一）如為中文來稿，來稿次頁為中文摘要。若為英文來稿，中文摘要則置於
英文摘要之後，並以中文書明論文題目。
（二）中文摘要以四百字以內（不含關鍵詞）、英文摘要六百字以內為原則。
（三）關鍵詞以五個以內為原則。
四、正文
（一）為了便於匿名審查作業，文中請勿出現透露作者身分的文字，若有需要
則請以第三人稱方式稱之。
（二）每一段落開頭空兩字。
（三）名詞與簡稱：一般名詞盡量寫以通用的中文譯名，並在首次出現時以圓
括弧加註原文。非通用的外國人名可直接用原文，第一次出現時寫全名，
以後則寫姓氏即可。範例如下：
1. 翻閱當前的社會學刊物，孔恩（Thomas S. Kuhn）仍然不時地出現於
註腳中，然而所參考的，限於孔恩的兩部著作。
2. 社會性一詞早經古典社會學者 Georg Simmel 作過概念式的探討。
Simmel（1910: 127）以其慣用的兩元觀點來分析社會化。
（四）圖表：請放入文中，圖表若集中於文後，須在正文中標示位置（例如：
表 2 置此）
。表格內容不跨頁，若為長表格必須跨頁時應視文意及類別作
切分。圖表均以阿拉伯數字編序號，表名列於表上方，表註列於表下方；
圖名和圖註皆在圖下方。
格式如下：
表 1 獨居者特徵
圖 2 1920-1995 年人口平均餘命的長期趨勢
（五）註釋
1. 旨在說明或補充正文，相關參考資料請寫在參考書目中。
2. 註釋號碼請用阿拉伯數字，置於正文右上角，標點符號之後。
（六）標題的使用
1. 中文大小標題以壹、一、（一）、1、(1)為序。

（七）標點符號
1. 中文標點符號一律用「全形」輸入。破折號及省略符號（……）占兩
個中文字元長度。
2. 中日文書刊名前後加《》符號，西文書刊名以斜體表示，不加符號。
(1) 《美國選民》
（The American Voter）一書的幾位作者
3. 中日文篇名、法規、條文等前後加〈〉符號，西文篇名前後加“ ”符號。
(1) 巫永福的兩首詩〈孤兒之戀〉與〈祖國〉
，收錄於《笠詩刊》
(2) 1989 年行政院將〈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修正案送到立法院
(3) 在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上，發表“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一文
（八）引用
1. 引用書目時中文寫作者的全名，西文只寫姓氏；作者名與年代之間加
逗號。引用兩本以上書目時，中文作者在前，英文作者在後，並依中
文姓氏筆畫及英文第一個字母排序。
(1) 在文中提及作者姓名：
Biggart（1989: 149）稱之為「組織的完全性」
(2) 沒有在文中提及作者姓名：
實際上在社會生存的每一層面都舉足輕重（Fukuyama 著、李宛容
譯，1998：13；顧忠華，1999e）
(3) 中西文兩本以上書目：
精障者的復原過程乃是一個連續、非線性且來來回回的複雜經驗
（宋麗玉，2005；洪秀汝，2004；Jenkins et al., 2005; Peer et al.,
2007）
2. 引用作者有二人，中文用頓號、西文用&連接。引用作者為三人

以

上，西文用逗號及&連接。範例如下：
(1) 間接造成醫療人力的萎縮（張苙雲、謝幸燕，1994b）
(2) 若干態度和感受源自年幼時的都市化環境（Stephen & McMullin,
1982）

(3) 提供庇護、支持復健服務給與罹患精神疾病的成人（Mowbray,
Lewandowski, Holter, & Bybee, 2006）
3. 作者為兩人時，兩人的姓氏（名）全列；作者為三至五人時，第一次
所有作者均列出，第二次以後，僅寫出第一位作者並加 et al.（等人）
即可；作者為六人以上時，內文中每次出現僅列第一位作者並加 et al.
（等人）；作者為團體組織時，第一次列出全名並加註簡稱，第二次
之後以簡稱形式。
4. 在正文中直接引述文句，引文前後加冒號及上下引號。
(1) 引文後不加出處，句尾的標點符號在下引號之前；引文後加註出
處，句尾的標點符號在出處之後。字體與內文相同，為細明體。
範例如下：
誠如傳銷人的一句口號：
「世界最大的財富不是金錢，而是人群。」
他在書中寫到：
「唯一阻礙進步的原則就是，什麼都可以」
（Feyerabend,
1975: 23）。
5. 引文若在三行以上獨立起段。正文最後加冒號，引語左邊縮排兩個字，
前後不加引號。若引文為逐字稿，字體為標楷體。範例如下：
這本書一開始就引用美國第十八任總統葛蘭特的重要談話：
讓我們全力來保障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純淨道德、不
受束縛的宗教情懷，以及所有人平等的權利和權益，不論其民族、
膚色或宗教都享有一樣的自由。……把宗教的事情交給家庭、教會和
完全由私人出資設立的學校。使教會和國家永遠分離（Grant, 1875）
。
（九）附加原文
1. 一般用語小寫。
2. 專有名詞字首大寫。
3. 外文書名、期刊、篇名，字首一律大寫，但介系詞（of, into, between,
through）、冠詞（a, an, the）、連接詞（and, but, or）小寫。

（十）數字寫法
1. 除特殊需要外，年代以西元為原則。
2. 除了年代、測量、統計數字以外，建議兩位數以下的數字用國字，兩
位數以上用阿拉伯數字，四位數以上加四位數撇節法。
五、附錄
（一）附錄置於參考書目之後
（二）附錄如有兩個以上時，依順序分別註明「附錄一」、「附錄二」，或
Appendix 1、Appendix 2。最好有標題，如有標題，格式如「附錄一
清代台灣大小租業之性質與成因」
。
六、參考文獻
（一）論文正文中所引用之著作，請在參考文獻中列出，若論文正文未引用之
著作，請勿列入參考文獻中。
（二）參考文獻請先排列中、日文，再排西文。
（三）中、日文文獻按作者或編者姓氏筆劃（如為機構亦同）排列，西文則依作
者及編者字母順序排列。引用同一作者數項著作時，應按出版時間排列。
（四）參考文獻應凸排，第二行以後內縮兩個中文字（四個英文字母）。
（五）參考文獻作者為一至七人時，全列；八人以上則列出前六位及最後一位，
中間以「…」符號連接。
（六）參考文獻範例：
1. 書籍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
北：巨流。
Anderson, B. (1992). Imagined communities (2nd ed.). London, England:
Verso.
2. 編輯書或書中章節
王德睦、呂朝賢（1997）。〈人口老化與貧窮〉，孫得雄、齊力、李美
玲（編）
，
《人口老化與老年照護》
，頁 69-87。台北：中華民國人
口學會。

Walker, A. (2005). Which way for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Minimum
standards on social quality? In A. M. Guillemard, P. Jensen, & B.
Pfau-Effinger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welfare (pp. 33-53).
Bristol, England: The Policy Press.
3. 期刊論文
陳麗欣（1995）
。
〈從被害者學觀點探討校園暴行被害經驗、加害行為
與被害恐懼感之關係－以國中學生鬥毆現象為例分析之〉
，
《犯罪
學年刊》，1，77-112。
Therborn, G. (2000). Globalization: Dimensions, historical waves, regional
effects, normativ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5(2), 133- 152.
4. 政府委託研究
吳淑瓊、呂寶靜、林惠生、胡名霞、張明正、張媚…羅均令（2004）。
《全國長期照護需要評估第三年計畫》。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二年
度委託研究計畫。
5. 研討會論文
陳寬政、涂肇慶（1995 年 3 月）
。
〈台灣地區老年疾病與殘障之發展〉，
「台灣人口學會年會論文」
，台北。
Schoenbach, K. (1982, May). Agenda-setting effects of print and
television in West German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Boston, MA.
6. 博碩士論文
邱文隆（1999）。《我國對抗組織犯罪法制運作之研究》。國防管理學
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7. 線上資料
行政院主計處（2006a）。〈94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取自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389&ctNode=518
Shotton, M. A. (1989). Computer addiction? A study of computer dependency.
Retrieved from http://www.ebookstore.tandf.co.uk/html/index.asp

（七）接受刊登之論文，作者應另提供中文參考文獻之英譯資料。
（八）接受刊登之論文，作者應另提供參考文獻之 DOI 號。
七、以上若有不詳盡之處，請參考：
（一）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
（二）陳玉玲、王明傑（譯）
（2011）
。
《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論文寫作格式
（六版）》
（原作者：A.P.A）
。台北市：雙葉書廊。
（原著出版年：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