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須知】

投稿須知（2009/11 第七次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新世紀宗教研究》為宗教研究之學術刊物，凡有關宗教與跨領域學科之整合文章，均所歡迎。
一、文稿類型
（一） 專題論文（Special Issue）：符合當期企劃之特定主題，具原創性與完整學術格式之論文。
中文文稿一萬五千至兩萬字（含注釋、表格及參考書目）；英文文稿則勿超過一萬五千字。專題
論文之文稿皆須經本刊雙向匿名審查作業程序，由二至三位相關審查教授的審定，通過後方才予
以刊登。此類型文稿不得在其它已正式出版之刊物上刊登過。
（二） 研究論文（Research Paper）：非屬於本刊當期企劃之主題，但對宗教研究領域有創新、
評論上有建設性、資料蒐集及分析有貢獻之完整學術規範論文，其字數限制同專題論文。
（三） 特約稿（Article）：已在國際或國內相關刊物、研討會上發表，符合每期企劃專 題的傑
出論文。該文需經兩位以上編輯委員推薦，每期以一篇為限。
（四） 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針對宗教相關領域所作之田野資料的彙編、整理與呈現。
（五） 專欄（Column）：以宗教研究相關領域為主題，刊登專人及某一性質的文章，作 一系列
探討分析與評論。文章格式不受正式論文格式的規範，行文視撰文者的風格而有所不同，旨在提
供一個較新、較寬廣的思維空間，或是作為系統性研究時的參考指標（綜述類）。另外，若收錄
文章契合當期主題之企劃，則別類為「專題專欄」（Special Column）。

（六） 書評或書介（Book Review）：介紹國內外最新或具學術價值之宗教相關出版品，字數以
二千字為限。
（七） 評論與回覆（Comments and Replies）：針對本學刊最近出版之文章，提出評論， 並由原
作者回答之通訊討論。
二、論文格式
（一） 論文文字，中、英文均可，但中文以繁體字為限；英文文稿不超過當期篇幅的四分之一。
同時本刊亦歡迎使用其他語言如日文、法文等來稿，經審議通過，本刊將譯成中文刊登。
（二） 來稿請用電腦文書處理並註明檔名，檔案軟體請以能與 Windows 相容者為限。文 字橫
向排列，並註明頁碼。
（三） 來稿請以首頁、中英文摘要與關鍵字、正文、注釋、參考書目及附錄（如有需

要）為

序，各項獨立起項。
（四）首頁請著錄：中英文論文題目、作者中英文姓名與中英文任職機構、通訊地址電話、E-mail、
謝詞等相關資料。
（五） 首頁後依序為中文摘要（三至五百字以內）與三至五個關鍵詞、英文摘要（三至五百字

以內）與三至五個關鍵詞。
（六） 為便於本刊匿名審查作業，請勿在正文頁內，呈現作者姓名與任何相關可能辨識資料。
三、審查程序
（一）本刊立基於宗教學術研究之立場，採取雙向匿名外審制度。
（二） 文稿寄至本刊之後，主編就來稿議題及性質，諮詢相關編輯委員，決定審查委員。審查
委員由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擔任之。
（三） 每篇來稿將由兩位審查委員審查，需時約三到四週。送審文章之作者匿名，審查委員之
名單亦不公開。本刊編輯負責通知作者文稿審查的進度與結果。
（四） 本刊審查意見分下列四等：1.「採用」；2.「修改後再採用」；3.「修改後再

審」；

4.「不採用」，處理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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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1：即原稿採用，並將審查意見寄予投稿人參考。
狀況 2：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編輯委員會通過後予以刊登。
狀況 3：函知投稿人逐項答覆，後送回原審查人再審。
狀況 4：送第三位審查委員，若其審查結果為採用，則予以採用。若為修改後再採用或 修改後
再審，則由本刊編委會決定。若為不予採用，則函知投稿人不予採用。
狀況 5：函知投稿人不予採用，並將審查意見寄予投稿人參考。
（五） 本刊將審查意見與文稿副本寄回投稿人，請作者於十天之內，將修整好之文稿寄回本刊。
文稿之最後版本確定後，作者不得再對文稿內容進行任何更動。
（六） 本刊依匿名審查意見，保有對於文稿進行任何必要更動的權利，並得請求作者參考審查
意見做必要的修改或拒絕刊載文稿。如作者堅持審查意見需修改部分有其學術價值而不願接受刪
改者，請填具答辯書。
（七）請自留原稿，本刊依例不退還文稿。
（八） 本刊隨時接受來稿，文章隨到隨審，稿件之刊登時間依審查進度及當期主題而 定，本刊
編輯部會書面通知投稿人預定刊登期數。

四、版權事宜
（一）本刊不接受已正式出版、或一稿數投的論文。邀請之論文不在此限。
（二） 經刊登之論文，版權歸本刊所有，非經本刊同意，不得轉載或轉譯為其他語文發表。邀
請之論文不在此限。
（三） 凡經刊登之論文，本刊將致贈當期季刊五本，以及 PDF 檔。
（四） 投稿著作所有列名者皆同意在投稿文章經本刊刊登後，其著作財產權即讓與給 《新世紀
宗教研究季刊》，但作者仍保有其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使用之權利。
五、稿件交寄
請投稿人將文稿 WORD 檔案，以附加檔案方式 E-mail 至 ncrs2@mwr.org.tw，並於三天內以電話洽
詢編輯部，確認稿件收受無誤。或列印文字稿及準備檔案光碟片，郵寄至新世紀宗教研究編輯部。
請盡量提供電子郵件帳號或是行動電話，以便於聯絡。
六、出版查詢
詢問本刊出版相關事宜請洽：台灣 234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 236 號 6 樓。電話:886-2-8231-6789
轉 1807 或 1811，傳真：886-2-22321010 或上網查詢 http://www.ncrs.org.tw

【撰寫體例】

論文撰寫體例（2008/1/25 第六次編輯委員會修正通過）

本刊為統一文稿規格，特編訂論文撰稿體例，敬請參考遵循採用。

一、撰稿格式
（一）文稿格式文橫向排列，左右邊對齊，並註明頁碼。
（二） 文稿請以首頁、中英文摘要與關鍵字、正文、注釋、參考書目及附錄（如有需要）為序，
各項獨立起項。
（三）請用繁體字書寫列印，並避免使用易引起混淆的簡體字。例：「后」應改為「後」。
（四）若有特殊注意事項，請於稿件後獨立起頁註明。
（五）正文採新細明體 12 大小，英文和數字採 Times New Roman 12 大小。
二、首頁
首頁內容請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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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信箱
三、摘要與關鍵詞
來稿「第二頁」請著錄：
（一） 題目名稱（中、英文並列）
（二） 中文摘要（三至五百字以內）、中文關鍵詞（三至五個）
（三） 英文摘要（三至五百字以內）、英文關鍵詞（三至五個）
四、正文格式
來稿第三頁開始，請著錄「題目名稱」，「正文」自本頁起。
（一）為了便於匿名審查作業，正文中請勿出現透露作者身分的文字。
（二）圖表請放入文中，勿集中於文後。
（三）標點符號的使用：
1. 中文標點符號一律用「全形」輸入，英文標點符號一律用「半形」輸入。

2. 正文中書刊名以及篇名、標點符號的使用說明：
「」：用於一般引號、徵引專門辭彙、研究專題名稱等。
『』：用於第二級引號（即引號之內引號）。
《》： 用於書名、期刊（雜誌）、報紙名稱等。
例：《全球化》於 1997 年在台灣出版。
〈〉：用於單篇論文或某章。
例：〈八○年代台灣新電影的社會學探索〉
（四）標題：論文子目，請依下列次序列章節段落。
1. 中文大小標題以下列表現方式為序，原則上次序請勿太過繁複。
壹、□□□□□□
一、□□□□□□□□
（一）□□□□□□□□
1. □□□□□□□□□
（1）□□□□□□□□
2. 西文大小標題以 A. (A) 1. (1) a. (a)
（五）分段與引文
1. 每一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個全形格。
2. 直引原文時，短文可徑入正文，外加引號。
3. 如所引原文較長，可另行抄錄，引文須較正文縮排兩格。
4. 引文字體均以標楷體呈現，若英文引文則以大小 12 斜體呈現。
（六）插圖與表格
1. 排序範例：圖 1，圖 2，表 1，表 2；或 Figure 1，Figure 2，Table 1，Table 2。
2. 圖表名的位置：圖之標題與註記說明請置於圖下方；表格標題在表上方、表註請置於表下方。
（七）年代、數位寫法
1. 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日期與年號。
例：1990 年 7 月 1 日/ 光緒 11 年/ 民國 68 年
2. 圖表中數位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3. 百分之 XX 請用阿拉伯數字書寫。例：74 ﹪
4. 數位十以下及整數的標示法均用中文數位表示。
例：一、二、三；十、二十、三十；萬；千萬
（八）外文翻譯
1. 外國人名請譯寫姓氏（Last name），不需標註國籍，並後以括弧列出原文全姓名。
例：費克斯（John Fiske）/ 韋伯（Max Weber）
2. 翻譯專有名詞、文章、書籍等，須加中文引號，再附原文於括弧內。
例：「 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解讀電視》（Reading Television ）/ 流行樂曲《麥卡蓮
娜》（Macarena）
3. 有關其他論及的外文資料請盡量以中文翻譯呈現，並附原文以利閱讀。
4. 中文姓名的音標方式如下：釋了意（Shih, Liao-yi）或釋了意（Liao-yi Shih）。

（九）簡稱：有些較長的陳述，第一次請使用全稱，之後可以簡稱呈現。
例：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政大）、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以下簡稱 CNN）
五、注釋與參考書目書寫格式
（一）有關引述出處與書目，請以注釋表示。
（二） 文內注釋，請以阿拉伯數字置於標點符號之後的右上方，並在文中頁末左下角註明。
（三）所有注釋請以頁下注方式表達。
（四）中文文獻按作（編）者姓氏筆畫、英文文獻按作（編）者英文姓氏字母順序編列。若同一
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若同一作者同一年代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
序在年代後加 abc 等符號。
（五）中文書籍
1. 注釋：
◎ 作者（出版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社），頁次。
例： 李英明（1999），《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出版社），頁 72。
◎ 若第二次再引用，請以下列方式表示：
例：李英明（1999），《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頁 13。
◎ 原文作者姓名中譯（原文作者姓名），譯者（出版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社），
頁次。
例：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ik）著，王寧譯（1999），《後革命氛圍》（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頁 269。
例： Edward W. Said (1978).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p.3-7. 中譯本見王志弘等譯
（1999），《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事業），頁 6。
2. 參考書目：
◎ 作者（出版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社。
例：李英明（1999），《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出版社。
例： 那司 爾（Seyyed Hossein Nasr） 著，王建平譯（2002），《認識伊斯蘭》，台北：麥田出
版社。
例： Jami son, Kay Redfield 著，易之新譯（2002），《夜，驟然而降：了解自殺》，台北：天下
遠見。
（六）中文文章（期刊論文）
1. 注釋：
◎ 作者（出版年份），〈文章〉，《刊名》，期號，頁次。
例： 江明修、梅高文（1999），〈宗教非營利組織之符號管理初探〉，《公共行政報》，3，頁
259-277。
例： 莊慶信（2005），〈宗教與生態—天主教傳統中的環境關懷及其在台灣的應用〉，《新世
紀宗教研究》，4：2，頁 37。
2. 參考書目：
◎ 作者（年份），〈文章〉，《刊名》，卷數（期數），頁次。
例： 戴康生（2000），〈中國大陸宗教研究五十年〉，《宗教哲學》，6：4，頁 91-108。

例： 鄭慧慈（2005），〈伊斯蘭服飾文化〉，《新世紀宗教研究》，4：2，頁 83-120。
（七）中文文章（載於書籍）
1. 注釋：
◎ 作者（出版年份），〈文章〉，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頁次。
例： 杭之（1987），〈大眾文化的流行透露什麼？〉，李亦園編， 《辯思與擇取》（台北：敦
理出版社），頁 61-70。
例： 楊龍芳著（1998），〈西方全球化學術思潮的歷史審視〉，俞可平編，《全球化的悖論》
（台北 ：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194-196。
例： James N. Rosenau 著，楊雪冬譯（出版時間不詳），〈全球化的複雜性與矛盾〉，《全球化
的資本主義》（台北：推手文化出版社），頁 207-208。
2. 參考書目：
◎ 作者（出版年份），〈文章〉，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
例： 杭之 （1987），〈大眾文化的流行透露了什麼？〉，李亦園編，《辯思與擇取》，台北：
敦理出版社。
（八）中文學位論文
1. 注釋：
◎ 作者（出版年份），《論文名稱》（學校所在地：學校系所學位論文），頁次。
例：溫洽溢（2002），《論西方當代中國研究典範的嬗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
士論文），頁 20-24。
◎ 若第二次再引用，請以下列方式表示：
例：溫洽溢（2002），《論西方當代中國研究典範的嬗變》，頁 20-24。
2. 參考書目：
◎ 作者（出版年份），《論文名稱》，學校所在地：學校系所學位論文。
例：溫洽 溢（2002），《論西方當代中國研究典範的嬗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博士論文。
（九）報章
1. 注釋：
◎ 作者，〈文章〉，《刊名》，年月日，版次。
例： 鄭樹森，〈四十年來的中國小說〉，《聯合報》，1989 年 8 月 11 日，版 27。
◎ 若無特定著者，省略作者名與篇名，如下所示：
例： 《聯合報》，2001 年 1 月 26 日，版 6。
2. 參考書目：
◎ 作者，〈文章〉，《刊名》，年月日，版次。
例：鄭樹森，〈四十年來的中國小說〉，《聯合報》，1989 年 8 月 11 日，版 27。
◎ 若無特定著者，可省略作者名與篇名，如下所示：
例：《聯合報》，2001 年 1 月 26 日，版 6。
（十）古籍
1. 注釋：

◎ 朝代．作者，《書名》卷數（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代），頁數。
例：清．李兆洛，《駢體文鈔》卷三十（台北：廣文書局，1963），頁 26。
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四部叢刊初編子部縮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朝代．作者，《書名》卷數〈篇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代），頁數。
例：梁．沈約，《宋書》卷六一〈武三王傳〉（台北：鼎文書局，1993）。
例：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81。
◎ 古籍之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
朝代．作者，《書名．篇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代），頁數。
例：漢．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9），頁 335。
例：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則天皇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81。
◎ 再次引用時，可省略出版資訊。
2. 參考書目：
◎ 朝代．作者，《書名》卷數，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代。
例：宋．趙異，《二十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
例：北周．庾信，清．倪潘注，許逸民點校，《庾子山集注》，台北：源流出版社，缺出版年代。
◎ 朝代．作者，《書名．篇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代。
例：漢．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9。
（十一）經藏
1. 注釋：
◎ 引用佛典：
朝代．作者，《書名》卷數，《藏經》冊碼（或略號），經號，頁碼欄次（行
數）。上、中、下欄可以 a、b、c 表示。
例：唐．神清，《北山錄》卷上，《大正藏》冊 51，第 2113 號，頁 809 下-825 上。
例：唐．神清，《北山錄》卷上，T51，No.2113，p809c-825a。
例：唐．玄奘，《瑜伽師地論》，T30，No.1579，p300a16-22。
◎ 佛典略號請參考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EBTA），如：大藏株式會社的《大正
新脩大藏經》（大正藏）略號為 T，國書刊行會的《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 卍續藏）略號為
X，新文豐出版的《卍續藏經》（卍續藏）略號為 R，藏經書院的《卍大日本續藏經》（卍續藏）
略號為 Z，新文豐出版的《嘉興藏》略號為 J，新文豐出版的《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略號為 L，
大藏都監的《高麗藏》為 K。其他特殊藏經版本，以尊重作者所使用者為原則。
◎ 引用新舊約：可嵌入正文（書卷略稱卷數，行數）。
例：（格林多前書四，10-13 行）。
例：（格前四 10-13）。
◎ 引用古蘭經：可嵌入正文（書卷略稱卷數，行數）。
例：（《古蘭經》10：13）。
2. 參考書目：
◎ 引用佛典：朝代．作者，《書名》卷數，《藏經》冊碼，經號，出版地：出版社，
出版年代。

例：唐．神清，《北山錄》卷上，《大正藏》冊 51，第 2113 號，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10。
例：明．居頂，《續傳燈錄》，《大正藏》冊 51，台北：世樺企業公司，出版年不詳。
例： 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大正藏》冊 30，第 1579 號，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7。
◎ 或依中文書籍參考書目的寫法。作者（出版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社。
例：方廣錩主編（1998），《藏外佛教文獻》第六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十二）網路文獻
◎ 網路文件若有紙本出版，請以紙本文獻為主。
◎ 若引用的文獻僅有網路文件，請詳細列出其網址、刊登日期或查詢日期，並確認連結網址可
以開啟。
◎ 作者，〈篇名〉，網域名稱，年月日，網址
例： 台灣立報編輯部，〈宗教不寬容，威脅大馬內政基礎〉，智邦公益電子報，2010 年 01 月
14 日，http://enews.url.com.tw/lihpao1/56138
例：〈 台灣地區死亡人數表〉，內政部統計處，2010 年 11 月 30 日查閱，
http://www.moi.gov.tw/stat/gender.aspx
六、英文注釋與參考書目：（參考 APA 格式）
1. 注釋：
例：Frederick Williams (1982 or the latest edition).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101-103.
再次引用：Ibid., pp.23-43.
例： Anthony Giddens (1990).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dford Calif: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1-13.
例： Richard Falk (1999).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present dilemmas and an imagined
futur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 52 (2), pp.23-31.
例： Joseph S. Nye (1998).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77 (5), pp.87-88.
例：Haybron, D. M. (2008).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 Eid & R. J. Larsen
(Eds.),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pp.17-43).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2. 參考書目：
例： Doyle, D. W. (2001). Perspective on character education.Education Studies, 31 (4).
例： Halstead, M. J., & Taylor, M. J. (2000). Learning and teaching about values: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30 (2), pp.169-203.
例： Freud, S. (1970).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J. Strachey, Trans.). New York: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0)
例：Higgins, J. (Ed.) (1988).Psychology. New York: Norton.
例：Grice, H. P., & Gregory, R. L. (Eds.) (1968).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稿約】
透過專業宗教學術研究學報的出版，將研究視野擴及全球，強調全球
化與台灣本土化的結合，開創宗教與跨領域學科之整合。本刊物為一中文
學術季刊，旨在對世界各宗教文化進行學術研究，本刊面向學術界，以增
加對宗教研究的交流，促進各研究領域學者的互相溝通，是設有正規審稿
制度的國際中文期刊，每年三、六、九、十二月 25 日出刊。

邀稿主題：相關宗教人文研究主題，跨領域之宗教文化研究皆可

注釋體例：請參閱本刊撰寫體例

徵稿專題:
〈華人穆斯林〉
〈華嚴與禪〉
〈跨宗教心靈導師專題〉
〈宗教中的兩性議題〉
〈宗教與異文化的會遇〉
〈宗教文學專題〉
〈宗教美學專題〉
〈公正與報復：宗教觀點〉
〈伊斯蘭相關議題〉
〈靈修工夫論與精神轉化〉
〈宗教與治療〉
〈宗教與科技〉
〈生死學與生命教育〉
〈原住民族與信仰〉
〈原始佛教專題研究〉
其他（跨領域宗教研究）
※註：以上各專題將依實際狀況作調整。

論文來稿注意事項：
1. 請一律另紙註明作者姓名、職銜、通訊地址等個人資料，
正文中請勿附上足以辨識作者身分之資料，以利審查作業。
2. 請務必提供：a）中英文關鍵詞；b）300 字以內的中英文摘要；
c）論文英文標題；d）作者英文姓名拼法與英文職稱。
3. 論文全文字數，限制為一萬五千字至兩萬字（含注釋、表格及

參考書目）。
4. 論文審查作業需時一至二個月，錄取與否均將專函通知。本刊不
接受一稿兩投，故未獲知結果前如欲另投他處，請及早通知本刊
撤銷投稿。
5. 投稿後一週，若無收到回信請來電確認稿件是否寄達，以免發生
遺失等事情。
★ 來稿請用電腦文書處理並註明檔名，檔案軟體請以能與 Windows
相容者為限。文字橫向排列，並註明頁碼。
★ 請以電子郵件附件方式 E-mail 至 ncrs2@mwr.org.tw，或寄至 234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 236 號 6 樓／新世紀宗教研究編輯部收。

洽詢方式：
Tel: 886-2-82316789 #1807 或 1811
Fax: 886-2-8231-6868, 2232-1010
Website: http://www.ncrs.org.tw

Call for English Papers & Style for Paper Submission
New Century Religious Studies is an academic journal open to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with a view linking both global and local researches and encourag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religious studies. Th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aims
to promote academic research on various religions and cultures and increase
exchanges among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With a formal reviewing system
for submissions of research writings, it is published quarterly on the 25th day of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Topics for Paper Submission:
Subjects related to religious studies 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religions
and cultures.

Citation Format:
Please use APA style for submissions written in English. If your submission
is written in Chinese, please refer to our website for citation format: http://
www.093edu.org.tw/content/knowledge/studies/write.aspx.

Manuscript Submission Guideline
1. To facilitate the journal’s anonymous refereeing process, there must be
no indicat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or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in the hard
copy of the manuscript or the electronic file containing the manuscript.

The name and institution of the author should appear only in the vita. The
author may cite his/her previous works, but only in the third person.
2. Please offer a vita as Word-attachment with a brief description of your
academic background, including your academic credentials, the institution
you are now affiliated with, your current position, as well as your mailing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fax number, e-mail address, and any other
contact information.
3. Papers in English should not exceed 30 pages (A4, double-spaced) and
reviews should not exceed 8 pages in length, while papers in Chinese
should not exceed 20,000 characters. Exceptions can occasionally be
made in special cases.
4. Submissions should include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title, the
author’s name, an abstract (approx. 300 words), and five keywords.
5. The reviewing process takes one to two months. Acceptance of
manuscripts will be informed promptly. Submitted papers must b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for papers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y will not be published).
6. E-mail us all materials to: ncrs2@mwr.org.tw or mail to New Century
Religious Studies Editing Section, 6F., No.236, Sec.1, Chungshan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For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or e-mail to:
Phone: 886-2-82316789 ext.1807 or 1811
Fax: 886-2-8231-6868, 2232-1010
E-mail: ncrs2@mwr.org.tw
Website: http://www.ncr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