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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節
（一）請依「章、節、壹、一、(一)、1、（1）」之順序標明，字體大小與字
元間距請參考學校相關規範。
（二）「章、節」名稱請置中排列。
（三）每一章（包括參考書目）編排均應由奇數頁起始。

二、分段與引文
（一）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
（二）直引原文時，短文可逕入正文，外加引號。
（三）如所引原文較長，則另起一行抄錄，每行之第一字均空三格，並以不
同字體標示。

三、內文
（一）文中敘述年代請一律以西元紀年標明（如：2009年、1990年代）。
（二）文中提及特殊專有名詞、外國人名、組織、條約法規等，在每一章首
度引用時均須以括號加註英文全名，下次引用則可省略。
例：現實主義（realism）→現實主義
奈伊（Joseph Nye, Jr.）→奈伊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世界貿易組織
（三）外國人名用法有兩種選擇，亦即直接使用原文或翻譯成中文（翻譯姓
氏即可）後再以括號加註原文。
例：Samuel Huntington 或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
（四）文中所用圖表應依各章進行標號（如：表1.1，圖1.1，以下類推），並

註明圖表名稱，名稱位置以「表上圖下」之原則放置。

三、註釋體例
（一）註釋一律以「腳註」（footnote）置於每頁下方，且每章各自獨立編碼。
（二）所有援引文字內容均須以註釋詳列來源，以符合學術規範與智慧財產
權法規；如係轉引自其他來源，亦須另予註明，不得逕行錄引。

四、註釋格式與範例
（一）書籍
（1） 中文書籍：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出版社，西元出版年
份）
，頁 x-x。
例：許介麟與楊鈞池，《日本政治制度》（台北：三民書局，
2006年）
，頁110-115。

（2） 西文書籍：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x or pp.x-x.
例：Maurice Duverger, Party Politics and Pressure Group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2）,
pp.22-23.
（二）專書論文
（1） 中文專書論文：作者姓名，〈篇名〉，收於編者名，《書名》（出版地：
出版社，西元出版年份）
，頁 x-x。
例：李文志，〈美國的亞太戰略：地緣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收
於許介麟編，《亞太經濟合作與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業強
出版社，1994年）
，頁74。
（2） 西文專書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s
name, ed.,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x or pp.x-x.

例：Melvin R. Laird, “The Nixon Doctrine: From Potential Despair
to New Opportunities,” in Michael Norton and David Lee, eds., The
Nixon Doctrine（Washington, D.C.: Town Hall, 1972）, p.3.
（三）期刊論文
（1） 中文論文：作者姓名，
〈篇名〉，《期刊雜誌名》，第 x 卷第 x 期
（西元年份）
，頁 x-x。
例：王業立、彭怡菲，〈分裂投票：一個制度面的分析〉，《台灣
政治學刊》
，第8卷第1期（2004年）
，頁26。

（2） 西文論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Journal, Vol.x, No.x (YEAR), p.x or pp.x-x﹒
例：Bradley M. Richardson, “Political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No.5(2001),
pp.93-115.
（四）報刊文章

（1） 中文報刊：作者姓名，〈篇名〉，《報紙名稱》，年、月、日，版 x；
如為一般性新聞報導，可略去作者姓名，但仍應列篇名。
例：蔡東杰，〈日本政府反恐與海外維和政策發展〉，《青年日
報》
，2010年5月27日，版7。

（2） 西文報刊：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Newspaper, Date, p.x or pp.x-x。
例：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2005, p.A3.
（五）網路資料
（1） 中文網站資料：作者姓名，
〈篇名〉，《資料庫名稱》
（瀏覽日期）
，網
址；如為一般性新聞報導，可略去作者姓名，但仍應列篇名。
例：張雲，〈中日高層經濟對話與中美日三邊關係〉
，《聯合早報

網》
（2009/8/15瀏覽）
，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jp090612.shtml.
（2） 西文網站資料：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Database (Review Date), Address.
例：Paul Reynolds, “Top 10 foreign challenges for Obama,” BBC
(2009/8/15),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us_elections_2008/7706582.stm.
（六）多次引註規範
（1） 中文資料：作者姓名，《書名》或〈篇名〉，頁 x-x；如單一章中僅
引該作者之一種作品，則可簡略為作者姓名，前揭書（或前引
文）
，頁 x-x；如係連續引用，則註明同前註，頁 x-x。
例：許介麟與楊鈞池，《日本政治制度》，頁178；或許介麟與楊
鈞池，前揭書，頁178；或同前註，頁178。
（2） 西文資料：原則與上相同，範例請見以下所示。
例：多次引用時為 William Wohlforth, op. cit., p.3；連續引用時則
直接標明為 ibid, p.3.
（七）學位論文：作者姓名，
《論文名》（出版地：畢業學校所別，西元出版
年份）
，頁 x-x。
例：陳揮民，
《後冷戰時期中國大陸與東協關係發展之研究》
（台北：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頁36。

六、參考書目
（一）首先以語文種類進行區分（如：中文部分、英文部分…等）。
（二）其次依資料來源種類區分，依序為專書與專書論文、期刊論文、學位
論文、網路資料。
（三）書目資料均須排序，中文部分依筆劃順序，英文部分依字母順序，日
文部分依五十音順序，其他語文類推。

七、參考書目格式與範例
（一）專書與專書論文：作者姓名（出版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如係英文來源則須將 family name 置於前方。
如：許倬雲（1988）
，
《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Macedo, Straw (1990), Liberal Virtu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二）期刊論文：作者姓名（出版年份），〈篇名〉
，《期刊雜誌名》
，卷期，完
整起迄頁數。
如：蔡元培（1935），
〈論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之理由〉，《東方雜誌》，第
32卷第1期，頁13-28。
Grossman, Gene (1995), “The Politic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5, No.4, pp.667-690.
（三）其餘資料來源格式請以此類推。

八、附圖及附表
（一）附圖應注意其清晰性，附表應注意儘量在同一頁完整呈現為原則。
（二）圖表均須註明「資料來源」
，格式與註釋相同。
（三）所有圖表均應編成「圖表目次」，置於主目錄之後，並須註明完整之圖
表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