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暨政策學報》論文撰寫格式
一、本學報論文為求體例一致，特訂定統一撰寫格式，稿件內容請在二萬字內。
二、文章篇名（Article Title）
（一）具有中、英文章篇名。
（二）扼要反應文章內容。
（三）包含關鍵詞。
三、作者姓名（Author’s Name）
（一）具有中、英文作者姓名。
（二）載明作者服務系所（科）。
四、摘要（Abstracts）
（一）具有中、英文摘要。
（二）中文內容則中文摘要在文前，英文摘要在文末；英文內容則英文
摘要在文前，中文摘要在文末。
（三）內容應涵蓋研究目的、方法、 結果與結論，撰寫時儘量利用關鍵
詞以便檢索。
（四）一般長度不超過 250 字，長篇論文的摘要則可在 500 字以內。
五、關鍵詞（Key Words）
（一）具有中、英文關鍵詞 3 — 10 個以便檢索，分別列於中、英文摘要
之下。
（二）若有該科索引典，則最好根據索引典（Thesaurus）挑取敘述語
（Descriptors）。
六、中文稿件章節款項
請按「壹，一，（一），1，（1）」順序排列；英文則按「Ι，1，（1），A，
a」順序排列。
七、引書（中英文同）用例
（一）直接引語。
【格式】中文請用單引號「」或英文請用雙引號 “

”。

【範例】蒲魯姆說：「不願從本身可能也是一種價值，同其他價值一樣
經由社會化而傳遞。」

Wolf concluded: “Only in a situation where effective alternative
options exist can a shift to a new order be made.”
（二）直接引語，但另獨起一段者。
【格式】不用引號。
【範例】荀子云：
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
As Cormell has pointed out:
T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 a goodly share.
（三）引語中復有引語，或特殊引用時。
【格式】中文單引號「
英文雙引號在“

」在外，雙引號『
”外，單引號„

』在內；

‟在內。

【範例】所謂「知識論不必依賴認知科學的經驗研究，就可以完全確
認對『建構知識』之理解」
So, “He would just talk calmly and rationally to a panel of
psychiatrists,„and everyone would think we were the ones who
were crazy‟ ”
八、附加原文用例
（一）一般用語。
【格式】括弧、小寫、正體。
【範例】既非純父系（patrilineal）也不是純母系（matrilineal）。
（二）專有名詞。
【格式】括弧、首字大寫、正體。
【 範 例 】 一 直 說 到 印 度 的 迦 尼 藍 （ Ganesa ） 和 希 臘 的 雅 典 娜
（Athene）。
九、註解用例
（一）文中註明出處的註解。
【格式】（作者，年代：頁數）
【範例】（劉斌雄，1973：121）或（Hunter, 1947: 96-97）
（二）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格式】作者（年代：頁數）
【範例】劉斌雄（1973：121）或 Hunter（1947: 96-97）
（三）若有必要附註說明行文涵義時，請用註解。
【格式】於標點符號前，以插入註腳方式自動產生於右上角。
【範例】這種頭巾係白色的樹皮製成 1，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language is the vehicle of culture 1 ,

十、圖版、插圖及表用例
（一）所附圖表頇注意縮版印刷後，仍能完整清晰。
（二）標題之說明須清楚，所使用之文字、數字及符號須與文中引用之
敘述一致。
（三）若引用他人之圖表頇註明資料來源。
（四）圖版寫法【範例】圖版 1，或 Plate 1
（五）插圖寫法【範例】圖 1，或 Figure 1
（六）表的寫法【範例】表 1，或 Table 1
（七）以上圖版、插圖、表等若有同一類而行區分時，請一律採用 1-1，
1-2，……標明。
【範例】圖版 1-1，圖版 1-2；圖 2-1，圖 2-2；表 3-1，表 3-2。
（八）圖版與插圖號碼及名稱應置於圖之正下方，表號碼及表名稱則置
於表之正上方。
十一、數字寫法用例
（一）統計數字、資料出版日期、年代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範例】該村共有男性 160 人，女性 152 人。
（二）表述性數字、法條以中文表示。
【範例】第二次大戰前夕。
十二、參考文獻（Reference）
（一）專書論文
【格式】
中文：作者，年代，〈篇名〉，編者（編），《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頁碼。
英文：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 (ed.),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page numbers.
【範例】
王信賢，2007，〈中國大陸社會變遷〉，李英明等（主編），《中國大陸
研究》，台北：巨流圖書公司，頁 305-331。
Schweller, Randall L. 1999. “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31.

（二）期刊論文
【格式】
中文：作者，出版年，〈文章篇名〉，《期刊名》，卷（期）：頁數。
英文：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volume number (issue number): page numbers.
【範例】
陳 金 貴 ， 2002，〈 我 國 公 務 人 員 激 勵 問 題 的 探 討 〉，《 人 事 月 刊 》， 35
（5）：29-36。
Peng, Wen-Shien. 2000. “The Adaptation of Taiwan‟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3(10): 1815-31.
（三）專書（若為編者、編著、主編著、編印者，請於作者後方括弧內
註明）
【格式】
中文：作者，出版年，《書名》，出版城市︰出版社。
英 文 ： 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
丘昌泰，2007，《地方政府管理研究》，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
公司。
Enteman, Willard F. 1993. Managerialism: The Emergence of a New
Ideology. Wisconsin: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
（四）研討會論文
【格式】
中文：作者，年代，〈論文名稱〉，發表於「研討會名稱」（0 月 0 日），
地點：主辦單位。
英文：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e of the Meeting, Date, Place.
【範例】
林淑馨，2009，〈我國郵遞市場自由化之可行性分析〉，發表於「民主
治理理論與實務研討會」（6 月 5 日），台中：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
策學系。
Oropesa, R. S., D. T. Lichter and R. N. Anderson. 1993. “Hispanic Marriage
Markers and First Marriage Transi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pril 1-3, Cincinnati, OH.

（五）博碩士論文
【格式】
中文：作者，年代，《論文名稱》，00 校 00 學系碩士（或博士）論文。
英文：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Doctoral(Master)
dissertation,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範例】
劉坤億，2001，《英國政府治理模式變革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公共
行政學系博士論文。
Tam, S. M. 1992. The Structu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omen
Workers of Shekou Industrial Zone.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六）譯著
【格式】
中文：譯者名譯，年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譯自 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範例】
張明貴譯，1991，《政治人》，台北：桂冠圖書公司。譯自Lipset,
Seymaur Martin.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An
Adaptation. Bombay: Vakils, Feffer and Simons Private Ltd., 1963.
（七）研究計畫
【格式】
作者，年代，〈計畫名稱〉，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91-2415-H-194009）。
【範例】
劉坤億，2005，〈公私混合型組織之研究：臺灣行政法人建置之經驗分
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4-2414-H-305-003）。
（八）報紙資料
【格式】
中文：作者，年代，〈篇名〉，報紙名稱，0 月 0 日，第 0 版。
備註：如為一般性的報導可省略年代、〈篇名〉等二項。
英文：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permissible if news
coverage) Name of newspaper. Date, Section or page numbers.
【範例】
龍應台，2003，〈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精神分裂症」〉，中國時
報，7 月 12 日，第 E7 版。

Bumiller, Elisabeth. 2002. “Bush Embraces His Roots, and Some
Connecticut Money, Too.”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sec. 1A, 23.
（九）網路等電子資料
【格式】
中文：（如有作者，歸入參考文獻）
作 者 ， 年 代 ，〈 文 章 篇 名 〉， 資 料 來 源 （ 電 子 資 料 庫 或 電 子 期
刊）：網址，檢索日期：年、月、日。
中文：（無作者的網頁在內文以「註腳」方式呈現即可）
年代，資料來源（電子資料庫或電子期刊）：網址，檢索日期：
年、月、日。
英文：Author‟s Names.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from website. Retrieved
date.
【範例】
黃朝盟，2007，〈提供政府網路無障礙空間，積極消弭數位落差 〉，國
政研究報告：http://www.npf.org.tw/particle-2498-2.html，檢索日期：
2008 年 3 月 12 日。
Iyengar, S. and S. Jackman. 2004.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centives for
Youth Participation. from http://www.civicyouth.org/
PopUps/WorkingPapers/WP24Iyengar.pdf. Retrieved June 26, 2005.
（十）其他注意事項
1、 西 文 作 者 姓 名 採 Last Name, First Name(initial). Middle Name
(initial). 作 者 有 二 位 以 上 時 ， 第 二 位 以 下 採 First Name (Middle
Name) Last Name 之順序。
例：Slovic, P., and B. Fischhoff. 1982.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Determinants of Perceived and Acceptable Risk.” In Gould, L.
and C. Walker eds., Too Hot to Handl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2-150.
2、參考文獻之排列，先列中文文獻，以作者姓氏筆畫依次排列，再列
西文文獻，以英文字母順序依次排列。
3、若同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4、若同一作者同一年代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序在年代後面加 a、
b、c 等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