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人文社會學報」撰稿格式
一、論文基本格式
1. 收錄範圍：本學報收錄中國暨台灣文學、外文與社會學科等三大領域的學術
論文，中、英文稿件兼收。
2. 撰稿次序：來稿請依次包含首頁、摘要、正文、附錄、參考文獻及尾頁。
3. 頁碼：首頁與摘要頁不編頁碼，正文的每一頁均須包含連續阿拉伯數字頁碼，
置於每一頁的底部中央，並請單頁印刷。
4. 字體：題目請使用 Word 文書處理軟體 16 號字；正文請使用 Word 文書處理
軟體 12 號字。中文正文請用細明體，引文請用標楷體，並橫向書寫；英文與
阿拉伯數字請以 Times Roman (微軟公司 Word 文書處理軟體的標準字體)字體
書寫。行距請調成微軟公司 Word 文書處理軟體的「1.5 倍行高」。
5. 字數：中文稿件請在 30000 字以內。
6. 章節：正文請分章節，每一章節的標題應採用較黑較大字體，Word 文書處理
軟體 14 號字，並以阿拉伯數字序號。(詳見本文各節標題範例)

二、論文各部分之格式
1. 首頁
論文首頁應該包括論文題目、作者及作者所屆機構、關鍵詞、JEL 分類代號。此
外感謝詞、作者連絡地址、電話、傳頁、電子郵件可附於註腳。首頁不包含頁碼。
首頁格式如下：
(1) 論文題目：請使用 Word 文書處理軟體 16 號字，較黑較大字體書寫，論文
題目請置中對齊。
(2) 作者：作者和作者所屬機構應分行列舉，並請置中對齊。作者所屬機構請
出的全名，例如：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學研究所」
，請勿寫成「中央大學產經所」
。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請勿寫成「臺大經濟系」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請勿寫成「UCLA」
。
「外國語文學系」
，請勿寫成「外文系」
。
「中國文學系」
，請勿寫成「中文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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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鍵詞：請列舉 3 個以上顯示論文主題的關鍵詞(keywords)。
(4) 首頁註腳：首頁註腳請列出聯繫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的通訊地址、電
話、傳真，和電子郵件。首頁詳見如下範例：

〈方音洗冤考〉的是與非

何大安*

關鍵詞：沈寵綏、
《度曲須知》、北音、吳語、反切系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所長，E-mail: dah@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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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摘要
(1) 論文摘要須單獨成頁，不置頁碼，緊接在首頁之後。中文摘請以 250 字為
限，英文摘請在 200 字以內。
(2) 中文稿之首頁與摘要(註腳除外)請譯成英文，並附於論文尾頁；英文稿首頁
和摘要頁的內容(註腳除外)亦請譯成中文，並附論文尾頁。
3. 正文
(1) 縮排：正文應靠左對齊，每一段落的第一行則應縮排：中文應縮排二字，
英文應縮排五至八個英文字母。此規定之例外：每一節之第一個段落的第一
行可不縮排。
(2) 文章段落編號之排序：中文類稿件每節請以一、二、三、編號；節中之小
節以 (一) (二) (三) 編號；小節中之各項以 1. 2. 3. 編號；每項中之各點再
以 (1) (2) (3) 編號。外文類稿件每節請以 1. 2. 3.編號；節中之小節請以(1) (2)
(3)編號；小節中之各項請以(a) (b) (c)編號；每項中之各點請以(i) (ii) (iii)編
號。
(3) 縮寫及特殊翻譯詞彙：若在中文論文中碰到一些不易翻譯的外文辭彙，甚
或使用了一些由外文翻譯而來的特殊辭彙，可能需要直接引用外文或是外文
「納許均衡(Nash
的縮寫。請將慣用的中文列於前，並將原文括弧置於後，如：

Equilibrium)。」
(4) 引用文獻：正文引用文獻之基本方式，是列舉作者姓名後，再附加論文出
版年(公元年)於圓括號內，亦可將作者姓名和出版年同置於圓括號內。同一
個作者在不同年的多篇論文被引用時，則只需列舉一次作者姓名，再將多個
年出版年置於同一組圓括號內便可。同一個作者在同一年有多篇論文被引用
時，則在出版年後附加小寫英文字母 a，b，c 加以區分。三個或三個以上作
者合著的論文，引用時可列舉第一作者之姓名後加「et al.」(英文論文)或是
「等」(中文論文)。詳見如下範例：

A. 引用英文文獻：
(a) 直接引用
「Katz and Shapiro (1985, 1986)的結果，Katz and Shapiro (1986a, 1986b)的假設。
Blundell et al. (1987)建立主要工業國家匯率呈隨機漫步的虛無假設，且影響該模
型檢定方法之有效性(Meese and Singleton, 1982; Hall, 1984)。」
(b) 若引用該英文文獻附帶頁數
「該方法之有效性(Meese and Singleton, 1982: 32, 43; Hall, 1984: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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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引用中文文獻：
(a) 直接引用
「吳致寧(1993)，何中達與沈中華(1996)，賴景昌等(1997)亦均認為多數主要工業
國家兌新台幣名目匯率序列為隨機漫步型態。」
(b) 若引用該中文文獻附帶頁數
「工業國家兌新台幣名目匯率序列為隨機漫步型態(賴景昌等，1997：頁 23-25)。」

C. 引用古籍文獻：
(a) 直接引用古籍
「張樹在《續黔書‧自敘》中則借用第三者的口氣，模擬一般人對貴州的印象。」
(b) 引用古籍文獻附帶頁數時請以註釋說明版本與頁數
「主要目的就是傳承自己治黔的經驗，同僚徐嘉炎為之序，稱其書蓋專為治黔
者法也。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清﹞徐嘉炎，
《黔書．序》
，見羅書勤等點校，黃永堂審校：
《黔書．續黔書．黔記．黔語》
，頁 3。

(註釋格式，以此例為原則，若投稿作者所屬學門之註釋格式與此差異過大時，可
依其習慣，以下與註釋格式有關規定皆同。)
(5) 引文若單獨成一段時，中文請用標楷體；英文請用斜體，並於引文結束後
加註來源出處。
A. 一般引文
程章燦在〈古典文體的現代命運──以 20 世紀賦體文學觀念及創作為中心的思
考〉一文曾自問：

當與賦相應的文學環境和社會環境產生了變化，這個歷來以多變、善變
著稱的文體是否還有新變的空間？是否還有再次煥發生機的生命力，成
為新時代的一個文學新寵兒？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程章燦(2005)，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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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引用古籍且需特別強調篇名或不同版本時以註釋註明。

俄聞柩中嬌語曰：「郎勿旋返，妾來矣！」語未已，劃然震響，女早立
於身畔。睨之，面痿黃如土色，肌膚削盡，無復人形。且以纖手相握，
冷浸骨髓。梁醉中罔知畏避，惟大噱曰：「友誑我，何不逮予所聞。」
以手麾之，使速去。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清．長白浩歌子著，陳果標點(2005)，〈酒狂〉，《螢窗異草》，頁 168。

(6) 數學式：文中出現數學式之字體大小需與本文字體相同。數學式若需編號
置於文中，請在數學式後以小括弧編號，並向右對齊。
(7) 註腳：使用註腳時，請在需要註腳的地方以上標方式標出註腳的阿拉伯數
字序號，若是要在一個句子的末端加註腳，則註腳序號應該緊接在標點之
後。註腳內容應該以較小字體寫在同一頁的最下端。若有多個註腳出現在同
一頁，各註腳內容應以適當空間區隔，註腳內容應避免包含太多的數學式。
(8) 再次徵引：再次徵引可用簡單方式處理，如：
註 1：
「王叔岷(1989)，頁 1。」
註 2：
「同註 1，頁 5。」
(9) 底線、粗體字和斜體字：全文不得使用底線(underline)，若欲加強提示某些
語句，在中文論文中可用粗體字，英文論文中則可用斜體字。
(10) 數字：正文中的個位數字可用國字一、二、三、(中文論文)，one, two, three,(英
文論文)表示，二位數以上則可採用阿拉伯數字。超過千位或百萬位以上的
阿拉伯數字，應以逗點區隔以增加清晰度，例如: 21543678 請寫成
21,543,678。
(11) 若引用網站資料不列入參考文獻，請以註釋註明出處或資料來源。
或在部分「網路古典詩詞雅集」中呈現。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網路古典詩詞雅集」請見 http://www.poetrys.org/phpbb/index.php

(12) 若為電子書或電子期刊，請依一般文獻處理。
4. 圖表
論文圖表可包含圖示(figure)或表格(table)。書寫格式如下：
(1) 位置：請將圖表置於正文中第一次引用該圖表處之後，並將圖表置於該頁
的最上端，同時圖表和正文之間給予適當的區隔空間。圖表亦可單獨成頁，
請在正文中圖表應該出現的位置以「圖 1 置於此處」
、
「表 2 置於此處」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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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提示，而圖表頁不置頁碼。沒有頁碼的圖表頁請依序附在文章最後。
(2) 標題：每一個圖示或表格均請標明連續序號，中文論文的圖示序號請標明
「圖 1」、「圖 2」等，表格序號請標明「表 1」、「表 2」等。英文論文的圖示
序號請標明「Figure l」
、
「Figure 2」等，表格序號請標明「Table l」
、
「Table 2」
等。在附錄中的序號則為「附圖 1」
、
「附圖 2」
、
「附表 1」
、
「附表 2」
、或「Figure
Al」、「Figure A2」、「Table Al」、「Table A2」。在圖表序號之後，請給予一個
標題，以提示圖表的內容。表格的標題請在表格上方；圖形的標題
請在圖形下方。
(3) 資料來源：若圖表內容是引自他處而非作者之創作，則須於圖表中註明資
料來源。
5. 參考文獻
(1) 引用文獻時應注意事項：所有引用過的文獻都必須在文章最後的「參
考文獻」部份列舉；文章中並未引用過的文獻，請不要列在文章最後的「參
考文獻」。若在一般教科書可找到的觀點或分析，可不必再引用文獻。
(2) 參考文獻若有中文與外文兩種，應將中文部分列於前，外文部分列於後。
若中文部分包含古(史)籍、檔案與論著(研討會論文、碩博士論文、期刊論文
或專書)，則需將古(史)籍與檔案標明列於前，論著列於後。格式如下例：
A. 參考文獻中有中文古(史)籍、檔案、論著與外文文獻：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古籍與檔案
……
中文部分—論著
……
外文部分
……
B. 參考文獻中有中文古籍、論著與外文文獻：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古籍
……
中文部分—論著
……
外文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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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參考文獻只有中文論著(期刊論文或專書)與外文文獻：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外文部分
……
D. 參考文獻只有中文論著或外文文獻：

參考文獻
…...

REFERENCES
…...
(3) 中文參考文獻條列方式如下：
A. 標點符號中〈〉表篇名，《》表書名或期刊名。
B. 出版時間應採公元年，不需要出版月。古(史)籍再版者、史料與專書，
應附出版者與出版地。
C. 研討會論文集請將編撰者(學會、研討會主持機構、或主持人等)列出。
D. 未廣泛發行的政府或研究機構委託研究計畫報告，請儘可能提供充分的
文獻訊息，除了主持人和完成年份外，亦請列舉委託機構、協同主持人、
頁數等。
(4)

參考文獻中同時有中文古(史)籍與檔案時，古(史)籍置於前，檔案資料置
於後。古(史)籍按時間排序，檔案資料按作者或出版者(機關)排序。詳如
下例：

宋‧司馬光，
《資治通鑑》(南宋鄂州覆北宋刊龍爪本，約西元 12 世紀)，卷 2。
宋‧文天祥著，熊飛等點校，
《文天祥全集》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明‧郝敬，《尚書辯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湖北
叢書本，卷 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編，陳霞飛主編，
《中
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 共 8 卷)，第 2 卷
(1878-1881)，北京，中華書局，1990。
李國杰編，《合肥李氏三世遺集》，沈龍雲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7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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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文論著(研討會論文、碩博士論文、期刊論文或專書等)之文獻應以第一作
者的姓氏筆畫排序，翻譯作品視為中文論著，同樣已以第一譯者姓氏排序。
格式詳見下例：
邢慕寰 (1984)，
〈再論臺灣工業長期發展策略〉
，于宗先與劉克智(主編)，
《臺灣
的工業發展》
，頁 13-23，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學研究所。
林彩瑜 (2001)，
〈開發中國家與 WTO『特殊且差異之條款』條款〉
，
《臺大法學
論叢》，31(2)，頁 101-133。
洪德欽 (2002)，《WTO 法律與政策專題研究》，臺北：學林文化出版社。
張其勳 (1990)，
《考慮服務品質之尖峰定價分析》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福爾索姆(Kenneth E. Folsom)著，劉悅斌、劉蘭芝譯，(2002)，《朋友‧客人‧
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鎮天錫，余煥模與張丕繼 (1983)，
《人力政策的形成與實施》
，中華民國經濟發
展策略叢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6) 引用報紙：近代之報紙可歸於史料；當代之報紙可歸於中文論著，格式如
下例：
A. 近代之報紙資料
《申報》，(上海，申報館)，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 影印再版。
《萬國公報》，林樂知主編，臺北：華文書局，1968 影印再版。

B.當代之報紙資料
丁邦新〈國內漢學研究的方向和問題〉
，
《中央日報》第 22 版，1988
年 4 月 2 日。

(7) 外文參考文獻條列方式如下：
A. 英文文獻請以第一作者姓的第一個字母排序。
B. 標點符號、括號、大小寫(介系詞、連接詞、和非論文名稱首字的冠詞均
不需大寫)、作者姓名之縮寫和排序、and 的使用、期刊名或專書名之斜
體字的格式均請嚴格遵守。
C. 若同一作者有多篇論文被引用，請按發表年份排序。
D. 同一作者(群)同年中若有兩篇以上論文被徵引，請以 a,b,c 字母排序。
E. 專書出版商的所在地城市及出版商全名必須詳列。
以下分別列出「期刊論文」
、
「專書」
、
「非公開發行的論文」
、
「專書中的一
章」四種文獻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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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eslj.org/Techniques/Johnson-Blogs/

6. 尾頁
(1) 中文稿件，頁尾請列英文翻譯之題目、作者與摘要；英文稿件，頁尾請列
中文翻譯之題目、作者與摘要。
(2) 尾頁格式，請依照首頁及摘要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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