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稿約  

一、本刊為半年刊，每年六、十二月出版。 

二、本刊為一國際性的學術刊物，園地公開，凡有關近代中

國婦女史之中、英、日文論著（三萬字為原則）、學術

討論（一萬字為原則）、研究動態（五千字為原則）、

史料介紹與分析（一萬字為原則）、書評（五千字為原

則）等，均所歡迎。論著請附中、英文摘要（中文以五

百字為原則，英文不超過一頁），與中、英文關鍵詞（五

個），文末請附徵引書目，並依照本刊〈撰稿格式〉寫

作，以利排版。中文來稿請用 Word 文書軟體排版，並

附上 BIG-5 碼（繁體字）電子檔文稿。 

三、來稿須為原創作品；請勿一稿兩投，經查屬實者，本刊

將逕行退稿。 

四、來稿一律交由本刊編輯委員會聘請專家學者匿名審查。 

五、來稿將以電子期刊及紙本方式同時出刊，刊出之後，一

律贈送論文論著作者本刊四冊，研究動態、史料介紹、

書評等作者本刊兩冊，不另致稿酬。 

六、來稿牽涉版權部份（如圖、表及較長篇幅之引文），請

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同意，本刊不負版權責任。  

七、來稿如經本刊接受刊登，作者需簽署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以非專屬、無償方式授權予本刊。 

八、來稿請另頁註明姓名、工作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

話、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號碼，以便聯繫。 

九、來稿請寄：(11529)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主編收。

或寄電子郵件至：mhwomen@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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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ditorial Guidelines 

1. This journal is published twice a year, in June and December respectively and 

welcomes contributions in Chinese, English and Japanese from all scholars doing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are for authors who submit manuscripts written in English. 

The journal’s upper limit for submissions of research papers is approximately 30-

40 pages, double-spaced. For state of the field articles, the upper limit is 

approximately 20 pages, double-spaced. For reviews articles, approximately 10 pages, 

double-spaced. For book reviews, approximately 5 pages, double-spaced. For articles, 

please use a standard scholarly format for footnotes and citations, and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manuscript title, author’s name 

and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 abstract, and a list of 3-5 key words. English abstracts 

should not exceed 1 page, double-spaced. Chinese abstracts should not exceed 500 

characters. All citations must be complete and in humanities format,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Chinese characters and 

Japanese Kanji should be produced by computer. For Romanization, use Pinyin or 

Wade-Giles for Chinese; Hepburn or Nippon for Japanese. 

3. All submissions must be works of original scholarship that have not been submitted 

elsewhere for publication. 

4. All submissions must be prepared on the computer, using Microsoft Word. 

5. Submitted articles will be sent to specialists in the field for review prior to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and returned to the author with suggestions for revision, 

pending acceptance. Scholarly notes, reports on trends in scholarship, and book 

reviews will not be sent out for review, but will be accepted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editorial board. 

6. All authors whose research papers or state of the field articles are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will received 4 paperback copies of the issue their work appears in. All 

authors of scholarly notes, review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will receive 2 

paperback copy of the issue their work appears in. 

7. Authors are responsible for obtaining permission to reprint charts, tables, 

photographs, maps, etc. This journal is not responsible for copyright violations. 

8. All authors should list their full names, mailing addresses, phone numbers, fax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es on a separate sheet of the manuscript. 

9. Please send all submissions to: 

Editorial Board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130, Section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29 

Taiwan R.O.C. Or e-mail tomhwomen@gate.sinica.edu.tw. 

mailto:mhwomen@gate.sinica.edu.tw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撰稿格式 

一、請用橫式（由左至右）寫作。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獨立引文

每行空三格。 

二、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之引號，《》

用於書名號，〈〉用於論文及篇名。唯在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

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史記‧項羽本記》。 

三、年代、計數，請使用阿拉伯數字。如 1950 年共 10,005 人。非統計數

字、表述性數字，以中文表示。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提及的人

名若全文附生卒年或以年號行文，請附加公元紀年。例如：戴震(1723-

1777)、道光三十年(1850)。外國人名第一次提及時，請附原名。若無

法查得全名，請標出縮寫，以後則寫姓氏即可。 

四、腳註號碼請用阿拉伯數字，並以插入註腳方式每頁接續號碼，一律置

於標點符號之後。徵引專書或論文，請依序註明作者、書名（或篇名）、

頁碼。常見古書可免作者，唯涉及版本者請特別註明。 

五、請勿使用：「同上」，「同前引書」，「同註幾」，“ibid.,”“Op. cit.,”“loc. 

cit.,”“idem”等。 

六、全篇論文之後，請列徵引書目。註釋中徵引專書或論文均應列入文後

徵引書目中。中日文書目在前，分別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排列；西文

書目在後，依姓氏之羅馬化順序排列。同一作者引用多篇者，以年代

先後排序。引用專書或論文，請依下列形式： 

1. 史料徵引 

(1)古籍 

腳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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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 12。臺北：樂天出版社，1972，

影印廣雅書局本。 

腳註：劉克莊，〈古田縣廣惠惠應行祠〉，《後村先生大全集》〔四

部叢刊電子版〕，卷 88，2a-3a。 

書目：劉克莊，〈古田縣廣惠惠應行祠〉，《後村先生大全集》，

四部叢刊電子版，卷 88］。 



(2)檔案：未出版者，視同碩、博士論文。「標題」，館藏地，〈檔名〉，

檔號。 

腳註：「財政部呈行政部門（關渝字 1976 號）」，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藏，〈經濟部檔案〉，檔號 18-26/3-(2)。 

書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經濟部檔案〉，檔號 18-26/3-

(2)。 

腳註：“Ordinance No.XIXIII of 1870, An Ordinanc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ertain Contagious Diseas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274/1, pp. 1-5. 

書目：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Colonial Office, CO 274/1. 

(3)報刊：〈標題〉，《報刊名稱》（出版地），卷期╱年月日，第 版，

頁。 

腳註：王文漪，〈懷思梅音〉，《中央日報》（臺北），1984 年 2

月 18 日，第 12 版。 

書目：《中央日報》（臺北），1984。 

腳註：邦鳳，〈三民主義與男女平等〉，《婦女共鳴》（南京），

期 9(1929)，頁 14-17。 

腳註：Michael A. Lev, “Nativity Signals Deep Roots for Christianity 

inChina,” Chicago Tribune (Chicago), 18 March 2001, Sec. 1, p. 4. 

書目：Chicago Tribune (Chicago), 2001. 

2. 中日文專書、論文 

(1)中日文專書：作者，《書名》（出版資料），卷冊，頁碼。 

腳註：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總統思想言論集》（臺

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6），卷 5，頁 66。 

書目：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卷 5。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6。 

(2)中日文論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年月），頁碼。 

腳註：王樹槐，〈清末民初江蘇省的災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期 10（1981 年 7 月），頁 141（列徵引頁碼）。 

書目：王樹槐，〈清末民初江蘇省的災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期 10，1981 年 7 月，頁 141-186（列起迄頁碼）。 



腳註：鄭明俐，〈當代臺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收入

鄭明俐主編，《當代臺灣政治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 13-14。 

書目：鄭明俐，〈當代臺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收入

鄭明俐主編，《當代臺灣政治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1994。 

(3)未出版之論文 

腳註：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s 

-1920s)〉（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1 月）。 

書目：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s 

-1920s)〉。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1 月。 

腳註：連玲玲，〈職業的「女性化」：孤島上海的小學教師〉，頁

1，發表於「戰爭、性別與日常生活」工作坊，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0 年 6 月 29 日。 

書目：連玲玲，〈職業的「女性化」：孤島上海的小學教師〉，頁

1，發表於「戰爭、性別與日常生活」工作坊。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10 年 6 月 29 日。 

(4)已接受但尚未出版之書目資料，請在後面標明「即將出版」字樣（英

文 forthcoming）。若引用未發表之個人訪談或資料，須在正文中

以註釋方式說明，不得列入徵引文獻。 

3. 西文專書、論文 

(1)專書，例如： 

腳註：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77-78. 

書目：Kuhn, Philip A.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論文，例如： 

腳註：David Ownby, “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s Popular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4 (November 1995), p. 1023.（列徵引頁

碼） 

書目：Ownby, David. “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s Popular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4, November 1995, pp. 

1023-1046.（列起迄頁碼） 

腳註：Wang Zheng,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Second 

Edition: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58-182. 

書目：Wang, Zheng.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Second 

Edition: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58-182. 

(3)未出版之論文 

腳註：Hsiung Ping-c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Early Moder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Seattle, 

June1-3, 1985. 

書目：Hsiung, Ping-c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Early Moder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Seattle, 

June1-3, 1985. 

4. 網路資料庫、網頁文章（腳註與書目同） 

(1)網路資料庫：資料庫名稱，首頁連結網址（檢索日期）。 

中央研究院婦女雜誌，http://140.109.152.25/fnzz/index.htm（2012 年

12 月 10 日檢索）。 

(2)網頁文章：作者，〈文章名〉，網站名，網址（檢索日期）。 

〈《婦女研究論叢》創刊百期紀念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國婦女研

究網，http://www.wsic.ac.cn/academicnews/71982.htm（2012 年 6 月

10 日檢索） 

七、圖表、照片須註明資料來源，並加編號。引用時請註明號碼，請勿使

用「如前圖」、「見右表」等表示方法。 

八、數字若有小數點，除非特殊情形，請取至小數一位為止。如：結婚年

齡男性在 25~35 歲之間占 75％以上，平均為 27.2 歲，平均收入為每月

25,754 元。 



九、本刊之漢字拼音方式，以尊重作者所使用者為原則。 

十、本刊為雙匿名審稿制，故來稿不可有「拙作」一類可使審查者得知身

分的敘述。若文稿審查通過後改寫成定稿，則不受此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