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 

《法制史研究》稿約 

（2020/10/24修訂） 

一、本刊創刊於西元 2000 年，每年發行一期；2004 年改版，新版每

年發行二期，分別於每年六月、十二月出刊。2020 年由半年刊

改為年刊，每年十二月發行。發表園地全面公開，歡迎海內外專

家學者隨時賜稿，經審查通過後依序安排刊登。 

二、 本刊專門刊登與法史研究相關的「論著、研究討論、法制人物、

書評」以及其他各類作品。 

三、 來稿原則上以繁體中文為主，若有繁簡轉換之問題，請投稿前注

意校對；如以外文撰寫，請附中文摘要；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或註明來源，並須附考釋、註解及分析討論，字數限制比照中文

論文稿。本刊僅刊登首發文稿，已公開發表之文稿，請勿投寄。

又稿件若曾以其他語文或不同形式發表者，請予註明並附寄原作

品。投稿著作經本刊刊登後，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本刊得以非專

屬授權方式，授權本刊以電子形式發行，或再授權予「經本刊授

權之資料庫」，使該等資料庫得以數位化方式進行重製，並透過

單機、網路或其他傳輸方式授權用戶進行資料檢索、比對、瀏

覽、下載、傳輸、列印等使用行為。作者於投稿著作刊登前，應

提出著作權授權書予本刊編輯部。 

四、 寫作時，請按〈《法制史研究》撰稿格式〉撰寫，並附中、英文

篇名。另請加附五個中、英文關鍵詞及各五百字左右的中、英文

摘要，文末另附徵引文獻目錄。論著與研究討論性質之文稿請加

附註，附註形式採「隨頁註」，並請附上徵引文獻。 

五、 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橫式撰寫，或可以六百字稿紙繕寫。中文

「論著」及「研究討論」，文長以二萬字為度；若係外文書寫之

「論著」，則以十五至三十頁打字稿（隔行打字）為原則。其他

各類中文文稿，亦盼勿超過一萬字；外文書寫者，請勿超過十五



 

 

頁。 

六、 所有來稿，均送本刊編輯委員會初審（形式審查）後，再送交至

少二位專家學者評審。評審人完成審稿意見後，再由編委會綜合

討論是否採用。文稿審查，採雙匿名方式（作者與評審人姓名互

不顯現）。審查結果將儘速通知作者，並祈作者自留底稿；未獲

採用之稿件，恕不代為寄還。 

七、 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物之版權問題（如圖、表及長引文等），作

者應先自行取得版權持有者之同意授權。 

八、 本刊為純學術刊物，限於經費，恕不付稿酬。一經刊登，將贈送

作者當期刊物二冊。 

九、 本刊以電腦排版，除特殊情況外，來稿請採用 Ms-Word 2007

（或更新版本）或其他純文字形式檔案。請儘量避免使用特殊字

體及繁複之編輯工具，同時，謹請在寄附檔案上詳註使用軟體名

稱及版本。 

十、 來稿請附中文及英文之真實姓名、最高學歷、服務單位暨職稱、

通訊地址、電話、電子郵件通訊信箱等。 

十一、本刊聯繫方式︰10699 臺北公館郵局第 52 號信箱《法制史研

究》編輯部，或電子郵件通訊信箱：legal99history@gmail.com 

 

 

 

 

 



 

 

Notice on Article Submission 

1. The journal was initially issued in 2000 and published once a year. In 2004, 

however, it began to be twice a year with one volume issued in June and 

December respectively. From 2020, it will revert from semi-annual to annual 

publication, and a single issue will be published each December. 

2. The journal specializes in the study of legal history. 

3. Typically, submitted articles are in Chinese. If your submission is written in 

another language, please kindly enclose a Chinese abstract. If an article has been 

translated, please enclose the original text(s) or notes on its origins, plus notes 

and analytical discussion; the length of the article should be similar to that of 

Chinese articles.  

Please do not send articles that have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Once a 

submission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all listed authors agree that this 

journal holds a non-exclusive license; authorize the journal to publish the 

submission electronically and to sublicense to “databases authorized by this 

journal,” allowing such databases to reproduce the material digitally, and 

allowing authorized users the right to conduct data retrieval, comparison and 

checking, browsing, downloading, printing, etc. through stand-alone, online or 

other types of transmission methods . Prior to publication of the submitted work, 

the author(s) should provide written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to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is journal. 

4. Submission should follow the stylesheet of this journal (〈《法制史研究》撰

稿格式〉); two titles, one in Chinese and one in English should also be 

provided. Please provide five keyword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spectively;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of about 500 words each; and a list of references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For research articles and reviews of the scholarly 

literature, citations are required and should be in the form of footnotes; a list of 

references should also be appended. If the submission is a book review of a 

Chinese book, please enclos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book title. 

5. All submitted articles should be typed horizontally from the left on a computer, 



 

 

or written out on 600-character paper. For Chinese articles, a length of about 

20,000 characters is suitable.  

 For an article in another language, a length of about 15 to 30 pages is suitable. 

Other kinds of Chinese manuscripts are expected to be within 10,000 characters; 

and those written in a foreign language, within 15 pages. 

6. All submitted articles are initially reviewed by the editing committee of the 

journal (just a formality), and then passed to two professional scholars for 

further review. After receiving comments from the scholars, the editing 

committee will discuss whether to accept the submitted article.  

 The names of authors and reviewing scholars are kept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authors will be soon informed about the reviewing results. 

 Articles which are not accepted will not be returned to authors;therefore, 

original manuscripts should well be kept by authors themselves. 

7. The journal is not responsible for copyright issues pertaining to submitted 

articles, including figures, tables and long citations. If necessary, authors need to 

obtain prior consent for reproduction from the relevant copyright holder(s). 

8. The journal is a purely scholarly publication; therefore, we do not pay any fees 

to the authors of published articles. Instead, the author is presented with two 

copies of the volume in which the author’s article appears. 

9. The journal typeset by computer; therefore, all submitted articles should be 

accompanied with a CD-ROM together by using MS-Word 2007 or above, or 

other plain text files. Special character sets or complex editing tools should be 

avoided. Please write down the name and version of any software used. 

10.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ames of the author(s), highest degree 

obtained, the name of the institution with which the author is 

affiliated and the author’s position, postal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and e-mail should be provided in the submission. 

Addressee:  

Editing Department, Journal for Legal History Studies 

P.O. Box 52 Taipei Gongguan, Taipei City 10699, Taiwan ( R.O.C.) 

E-mail: legal99history@gmail.com 



 

 

附錄二 

《法制史研究》撰稿格式 

2020.10.24 編輯委員會修訂通過 

 

為維持《法制史研究》刊物之整體性及其學術水平，是以對

於所賜稿件有如下之撰稿格式要求，惠請所有惠賜鴻文之投稿

人，能依據本刊要求之格式進行寫作，以降低審稿後之版面調整

時間。  

一、引註文獻格式 

1. 請用橫式（由左至右）書寫。 

2. 文稿請按題目、作者、中文摘要、中文關鍵詞、正文、圖

片、徵引文獻、英文摘要、英文關鍵字之次序撰寫。節次或

內容編號請按一、（一）、1、（1）……之順序排列。中英

文提要請勿超過五百字。  

3. 請一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書刊，〈〉用於論文及篇

名，「」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之引號。在正文

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史記．

游俠列傳》。除破折號、省略號各占兩格外，其餘標點符號

均占一格。 

4. 正文每段第一行空兩格，字體採用新細明體。獨立引文則每

行縮三格，不必加引號，字體採用標楷體。 

5. 請一律用腳註，並置於標點符號之後。本刊採同頁註格式，

並請使用阿拉伯數字將註釋連續編號。 

6. 第一次提及的帝王或年號請附加公元紀年。例如：昭帝元鳳

3年（78 B.C.），唐大曆年間（766-779）。干支及其他中外

非公曆紀年，亦請括註公曆。文中提及之人物，請附生卒

年。外國人名第一次提及時，請附原名。 

7. 引用專書或論文，請參酌下列格式： 

(1) 中日韓文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公元



 

 

年份），頁碼。例如：  

 初引：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16，〈諸王列傳一〉，頁3576-3578。 

 再引： 

《明史》卷116，〈諸王列傳一〉，頁3576-3578。 

 初引：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三

版），頁381。 

 再引：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頁381。 

(2) 中日韓文論文：作者，〈篇名〉，《刊物名稱》卷：期

（出版地，公元年分），頁碼。 

或， 

作者，〈篇名〉，《刊物名稱》年：期（出版地），頁

碼。例如： 

 初引： 

莊吉發，〈故宮博物院典藏清代台灣司法檔案〉，《法制

史研究》1（臺北，2000），頁76-78。 

黃源盛，〈近代刑事訴訟的生成與展開——大理院關於刑

事訴訟程序判決箋釋（1912-1914）〉，《清華法學》

2006：2（北京），頁83-133。 

 再引： 

莊吉發，〈故宮博物院典藏清代台灣司法檔案〉，頁76-

77。 

黃源盛，〈近代刑事訴訟的生成與展開〉，頁83-133。 

(3) 網路資訊：作者，〈篇名〉，「資料庫或網站名稱」，網

址，發布日期，讀取日期。例如： 

張俊民，〈《甘肅秦漢簡牘集釋》校釋之十三〉（「簡帛

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969，

2018.1.13，讀取2018.7.9）。 

(4) 西文專書、論文格式，請據最新版本的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例如： 

初引：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A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102-103. 

James M. Osbom, “Tomas Birch and the General Dictionary 

(1734-41),” Modern Phiology 36 (Augest 1938): 25-46. 

Mark A. Allee, “Code, Culture, and Custom: Foundations of 

Civil Case Verdicts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ourt,” in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ed.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Stanford, Ca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2-141. 

再引： 

Wilbur, Sun Yat-sen, 102-103. 

Osbom, “Tomas Birch and the General Dictionary (1734-

41),” 25-46. 

Allee, “Code, Culture, and Custom,” 122-141. 

(5) 第一次引書或文章時應註明全名及出版項，第二次以後可

用簡稱。 

(6) 引用原版或影印版古籍，請務必註明版本與卷、頁，影印

版古籍請註明現代出版項。例如：  

 漢．劉向，《列女傳》（清道光13年〔1833〕振綺堂原

雕，同治13年〔1874〕補刊，梁端校讀本）卷2，頁12。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樂天出版社，

1972，影印廣雅書局本）卷12，頁1。 

8. 圖表照片須註明資料來源，並加編號。引用時請註明號碼，

勿使用「如前圖」、「見右表」等表示方法。圖表照片限用

黑白，並盡量置於正文之後。  

9. 英文摘要之漢字拼音，原則上請採用漢語拼音方式。  

10. 本刊為雙匿名審稿制，故來稿不可有「拙作、拙著」一類可

使審查者得知作者身分的敘述。 

二、徵引文獻格式 

（一） 應列入徵引文獻之引用資料範圍 

為利讀者查詢資料，除法令裁判、新聞報導等資料性文

獻得不列入外，凡正文（含附錄）所引註的所有書目篇



 

 

章均須列入徵引文獻。徵引文獻頁目置於正文及附錄之

後，英文摘要及關鍵詞之前。 

（二） 徵引文獻排列順序 

1. 徵引文獻請按文獻史料、近人研究（不分論文、專

書）之次序列出，並依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

文及其他之順序分別陳列，其陳列無須加註編號。 

2. 文獻史料依時代、作者姓氏筆畫排列。近人著作的中

文與日文部分依照作者姓氏筆畫數由少至多陳列，其

他外文部分則依照字母順序陳列，同一作者具多數引

用書目篇章時，則依照公元年代先後排序。 

（三） 徵引文獻之基本格式 

原則上同引註之基本格式，然出版項不加括號，西文之

姓氏亦須改置於前，單篇論文須註明起迄頁數。例如： 

一、文獻史料 

漢．劉向，《列女傳》，清道光13年〔1833〕振綺堂原

雕，同治13年（1874）補刊，梁端校讀本。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

華書局，1992。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樂天出版社，

1972，廣雅書局本。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二、近人研究 

（一）中文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83三

版。 

莊吉發，〈故宮博物院典藏清代台灣司法檔案〉，《法

制史研究》1，臺北，2000，頁53-77。 

陳俊強，〈刑訊制度〉，收於高明士主編，《唐律與國

家社會研究》，臺北，五南圖書，1999，頁403-

435。 

陳惠馨，〈傳統中國法律的特色——法典、秩序觀與審

判制度的比較觀點〉，《法制史研究》21，臺北，

2012，頁191-220。 



 

 

黃源盛，〈近代刑事訴訟的生成與展開——大理院關於

刑事訴訟程序判決箋釋（1912-1914）〉，《清華法

學》2006：2，北京，頁83-133。 

（二）日文 

室永芳三，〈唐都長安城の坊制と治安機構（上、

下）〉，《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4，福岡，

1974、1975，頁1-13、1-19。 

島善高，〈唐代慮囚考〉，收於瀧川博士米寿記念会

編，《律令制の諸問題——瀧川政次郎博士米寿記

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4，頁639-659。 

（三）英文 

Allee, Mark A. “Code, Culture, and Custom: Foundations of 

Civil Case Verdicts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ourt.” In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ed.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122-141. Stanford, 

Ca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Osbom, James M. “Tomas Birch and the General Dictionary 

(1734-41).” Modern Phiology 36 (Augest 1938): 25-46. 

Teiser, Stephen F.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三、以上未盡說明之處，請參考最新一期《法制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