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撰稿體例
本刊為統一文稿規格，特編訂撰稿體例，敬請參考遵循採用。

壹、撰稿格式
一、 來稿請以 MS Word 或其他相容軟體編輯，中文字體為「新細明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
，獨段引言可用「標楷體」
，不需用其他字型或樣式（斜體、
底線等），12 級字，採橫向排列，左右邊對齊，1.5 倍行距，頁尾置中註明頁碼。
二、 稿件順序：首頁、中文摘要與關鍵詞、英文摘要與關鍵詞、正文、附錄、參考書
目。以上各項均獨立起頁。
三、 若有特殊注意事項，請於稿件後註明。

貳、首頁
一、 論文題目：若有副題，正、副題間以「：」符號區隔。如有附註，請在題目右上
角以*符號插入頁尾「註腳」，在註腳中說明。
二、 論文類別：請參考「徵稿簡則」論文類別項下之說明。
三、 作者姓名：請在頁尾「註腳」註明任職機構及職稱。如遇有題目附註，則先註明
任職機構及職稱，再提出題目附註。

參、摘要與關鍵字
一、 中文摘要：若為中文來稿，來稿次頁為中文摘要。若為英文來稿，則置於英文摘
要之後，並以中文書明論文題目。字數以 500 字為限，並在其後列明中文關鍵詞，
以 5 個以內為原則。
二、 英文摘要：若為英文來稿，來稿次頁為英文摘要。若為中文來稿，則置於中文摘
要之後，並以英文書明論文題目。字數以 300 字為限，並在其後列明英文關鍵詞，
以 5 個以內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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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正文
一、 為便於匿名審查作業，文中請避免出現透露作者身份的文字。若有需要，請以第
三人稱方式稱之。
二、 註解與圖表：均請放入文中。註解若針對特定專有名詞，請置於該名詞之右上角，
餘則置於該句句末之標點符號的右上角。圖表若集中於文後，須在正文中標示位
置，並將圖表放在參考文獻之前。
三、 標點符號的使用：
（一） 中文標點符號以「全形」輸入。英文標點符號以「半形」輸入。破折號及
省略符號（……）占兩個中文字元長度，括弧內若欲再使用刮弧，請以[ ]
代替。
（二） 正文中，書刊名及篇名的標點符號使用範例：
中日文書刊名：《臺灣社會學刊》
西文書刊名：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中日文篇名：〈企業組織中升遷機會的決定及員工的期望〉
西文篇名：“Social Problem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四、 標題：
（一） 中文大小標題以壹、一、(一)、1、(1)、(i)為序。
（二） 西文大小標題以 A、1、a)、(1)、(a)為序。
五、 分項：內文中之分項以(1)、(2)、(3)…表示；再來以

、

、

表示。

六、 引文：
（一） 不獨立起段：引言中又有引言時，第二個引言前後中文加『』符號，西文
加“”符號。
（二） 獨立起段：引用三行字以上，請用標楷體。不用引號，左邊縮排縮四個字
元。
（三） 引書結束後加註出處。
（四） 引用書目：直接將作者、出版時間、頁數寫在正文中適當位置。中文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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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姓名」
，西、日文著錄作者用「姓」即可。作者有兩人時，統一以
「A 作者、B 作者」表示。作者為三人以上時，第一次引用時列出所有作
者，第二次以後引用，僅列出第一位作者，餘者以「等」
（中文）或「et al.」
（英文）表示。
（五） 論文均於文後以條列方式逐項列出引用文獻（請勿使用頁下註或文後註
釋）。引用文獻格式務必與引用範例一致。
七、 圖與表格：
（一） 排序：
圖 1；表 1；Figure 1；Table 1。依此類推。
（二） 圖表名的位置：圖名與圖註在圖下方；表名在表上方，表註在表下方；圖
名與表名置中；圖註與表註均向左對齊。
八、 數字寫法
（一） 年代、價格、金額、統計數據，原則上使用阿拉伯數字。年代日期：民國
96 年 5 月 20 日；2007 年 5 月 20 日：70 至 100 元、2 億 5 千萬人。百分比
與小數點：15.88%；23.732。非年代、價格、金額、統計數據之數字，以
中文字表示之例可參考下列寫法：一坪 50 萬元；總共有兩位，第一位是...，
第二位是...；超過十層的集合住宅；七至十層的大樓；距離約四百多公尺；
近三十年來...；比例約七成左右。
（二） 法令之編、章、節、款，數字請以中文表示，條文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條文內容前後加上引號，如「著作權法」第一章總則，
「著作權法」第 8 條：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
作」。
九、 簡稱：第一次出現時需用全稱，而以括弧註明所欲使用之簡稱，第二次以後出現，
即可使用所訂之簡稱。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以下簡
稱 WHO），第二次以後出現以 WHO 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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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 附錄置於參考書目之前。
二、 附錄如有兩個以上時，依國字數字之順序分別註明「附錄 1」、「附錄 2」…，或
Appendix 1、Appendix 2…。

陸、參考文獻
一、 論文正文中所引用之文獻，請在參考文獻中列出，若論文正文未引用之文獻，請
勿列入參考文獻。
二、 先著錄中日文，後排西方語文。英文人名譯名以約定俗成者為主，如馬克思(Karl
Marx)、韋伯(Max Weber)。中文譯著之原著者姓名，以譯者與出版社之譯名為主，
如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譯著未標明原作者姓名中譯者，可由作者自行譯
為中文，並依原作者姓名中譯第一字之筆劃數，列入中文參考文獻。
三、 中日文參考書目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序，西文依字母順序排序。
四、 每筆參考文獻第二行起縮排四個字元。
五、 各類參考文獻著錄方式請參考下列範例：
（一） 專書與專書譯作
李永展（1995）
。
《環境態度與環保行為：理論與實證》
。台北：胡氏圖書。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Watson, J. (2006).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蕭羨一譯，詹姆士‧華森(James Watson)編（2000）
。
《麥當勞成功傳奇：跨
文化經營啟示錄》(Golden Arch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台北：
經典傳訊。
余佩珊譯，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著（2004）。《使命與領導：向非
營利組織學習管理之道》(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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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流。
（二） 專書論文
周添城（1992）。〈權力邊陲的中小企業〉，收入蕭新煌等編，《解剖台灣經
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台北：前衛，頁 97-118。
Friedman, J. (1999). “The Hybridization of Roots and the Abhorrence of the
Bush.” In M. Featherstone and L. Scott (eds.) Spaces of Cultures. London:
Sage, pp. 13-39
（三） 期刊論文
陳秋政、江明修（2011）。〈我國高階文官培訓挑戰與因應策略：前瞻研究
觀點〉。《文官制度季刊》，第 3 卷第 4 期，頁 35-62。
Beaverstock, J. V., R. G. Smith, and P. J. Taylor (1999). “A Roster of World
Cities.” Cities 16(6): 445-458.
（四） 會議論文
吳嘉苓、曾嬿芬（2003）
。
「看見病毒，個人與『邊界』作為 SARS 檢疫管
制的場域」，發表於「疾病與社會：台灣歷經 SARS 風暴之醫學與人
文反省」學術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國立台
灣大學醫學院，11 月 14-16 日。
Tarn, T. (1998). “Getting Ahead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Positional Capital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 July 26-August
1.
（五） 研究報告
謝啟瑞（2002）
。
《健康保險與醫療支出：亞洲國家的比較研究》
。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NSC90-2415-H001-033）。
劉宜君、王俐容、朱鎮明（2008）
。
《我國文化藝術補助政策與執行評估》。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計畫（計畫編號 RDEC-RES-097-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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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博、碩士論文
林彥亨（2003）
。
《客家意象之型塑：台灣客家廣播之文化再現》
。新竹：國
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Bradley, K. (1994). The Incorporation of Women into Higher Educatio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七） 政府出版品：白皮書等
行政院新聞局編（1994）。《寧靜革命》。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經濟部工業局編（2008）
。
《2008 生技產業白皮書》
。台北：經濟部工業局。
（八） 報紙、雜誌文章
林宗弘（2006）
。
〈讓我們檢驗一國兩制〉
。
《中國時報》
，1 月 2 日，版 A15。
吳韻儀、盧昭燕（2008）。〈台灣咖啡市場大戰：咖啡教主星巴克熬過最冷
的冬天〉。《天下雜誌》，第 398 期，頁 96-100、102。
（九） 網路資料
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發 展 委 員 會 （ 2013 ）。〈 國 家 發 展 計 畫 〉。 網 址 ：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8337。取用日期：2014 年 7 月
25 日。
王繼紅（2004）。〈張文魁談國企改革：方向不會變

制度決定後發〉。《人

民網》，網址：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37/2904445.html。
取用日期：2013 年 7 月 25 日。
Deen, T. (2004). “China and India Supply the Deman.” Asia Times Online,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FJ09Ad07.html.
Accessed date: July 2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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