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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凡例(110年5月25日修訂版) 

110.5.25修訂 

壹、文長以1萬5千字至2萬字為原則，應包括作者中、英文姓

名、論文之中、英文題目、目次、5個以上之中、英文關鍵

字、參考文獻，以及5百字以內之中、英文摘要。中、英文

最高學歷及中、英文現職獨立列為註解。 

貳、所有引註均需詳列出處，如引註係轉引自其他書籍或論

文，則須另為註解，不得逕自引用，年代則一律以西元為

準。 

參、註解格式 

來稿若為犯罪學研究論著，應參考APA格式最新版（目前

為第七版）內容進行撰寫；若為刑事法學研究論著，應使

用隨頁註，並參考Blue Book格式最新版內容進行撰寫。 

一、APA格式第七版 

(一) 內文中引用文獻時應將作者的姓名及發表年代寫出，若

引用文獻之作者為1～2位，第一次引用時請列出所有作

者姓名；若在3位以上，限引用第1位作者姓名，餘以等

人代替。 

(二) 作者為機構，第一次出現呈現全名，再備註簡稱，第二

次之後即可使用簡稱。 

(三) 同時引用若干位作者時，中文作者按姓氏筆劃排序，英

文作者則依姓名字母排序。同時引用中文與英文作者

時，中文作者在前，英文作者在後。 

(四) 同位作者相同年代有多筆文獻時，應加上a、b、c……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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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引用時並依此排序。 

(五) 引用全文時，應加註前後引號與頁碼。 

(六) 圖、表格式應參照APA第七版格式規範。 

二、隨頁註之格式 

(一) 中、日文部分 

1. 期刊論文：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數，出版年月，

引註頁碼。 

例如： 溫祖德，從Jones案論使用GPS定位追蹤器之合憲

性──兼評馬賽克理論，東吳法律學報，30卷1

期，2018年7月，頁121-167。 

2.專書論文：作者，篇名，收於：專書名，出版年月，引

註頁碼。 

例如： 許恒達，酒後犯罪歸責模式之比較法研究，收

於：刑事法學的回顧與展望，2015年1月，頁109-

127。 

3.書籍：作者，書籍名，版次，出版年月，引註頁碼。 

例如：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增訂10版，2008年1

月，頁20。 

4.所引註之文獻資料，若係重複出現，緊鄰出現則註明

「同前註」之後加註頁數，例：同前註，頁35。前註中

有數筆文獻時，應註明作者；若同一作者有數筆文獻，

則應簡要指明文獻名稱，例： 林山田，刑法通論

（上），同前註，頁35。若非緊鄰出現則註明作者及

「同前註××」之後再標明頁數，其他同前例：林山田，

同前註10，頁50。 

5.官方出版法律條文或判決等政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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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解釋：司法院釋字第735號解釋。 

行政函示：內政部(88)年台內地字第8811978號函。 

法院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2594號判

決。 

法院判例：最高法院81年台上字第3521號判例。 

法院決議：91年度第14次民事庭決議，91年11月5日。 

6. 引據其他國法律條文或判決時，請依各該國習慣。 

(二)英文部分 

1. 期刊論文：作者，論文名，卷(期)數，期刊名起始頁，引

註頁碼（出刊年）。 

例如： Matthew A. Edwards, Posner’s Pragmatism and 

Payton Home Arrest, 77(2) WASH. L. REV. 299, 394-

96 (2002). 

2. 書籍：作者，書名，引註頁碼（出版年）。 

例如：JOHN KAPLAN ET AL., CRIMI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897 (2004). 

3.專書論文：作者，論文名， in 書名  起頁，引註頁碼

（編者，出版年）。 

例如： John Adams, Argument and Report, in 2 LEGAL 

PAPERS OF JOHN ADAMS 285, 322-35 (L. Kinvin 

Wroth & Hiller B. Zobel eds., 1965). 

4. 前註之引用：緊鄰出現者： Id. at引註頁數。例：Id. at 

101.非緊鄰出現者：作者姓，supra note同註×，at引註頁

數。 

例如：Edwards, supra note 10, at 395. 

(三)德、法文或其他語言之期刊論文、專書論文、書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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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得依所引用該國文獻之通用方式，於本文隨頁註

釋。 

肆、參考文獻格式 

參考文獻必須為正文與註釋中援引過之書籍與期刊文獻；

請先列中文資料、再列外文資料；中文排列請按作者或編者之

姓氏筆畫數，外文請按作者或編者之姓氏字母序。若同一作者

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應採如下標示： 

APA格式第七版 

一、書籍：作者（出版年）。書名（版次）。出版者。 

例如： 陳慈幸（ 2019）。刑事政策：概念的形塑（二

版）。元照。 

Dutton, D. G. (1995). The Batterer: A Psychological 

Profile. Basic Books. 

二、期刊論文：作者（出版年）。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

（期），頁碼。doi碼 

例如： 王禎邦、歐陽文貞（2020）。臺灣社區精神復健機

構發展近況及興革建議。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3

（4），315-340。http://doi.org/10.30074/FJMH.2020 

12_33(4).0001  

Hotaling, G. T. & Sugarman, D. B. (1986). An analysis 

of risk marks in husband to wife violence: The 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Violence and Victims, 1(2), 101-

124. http://doi.org/10.1891/0886-6708.1.2.101  

三、專書論文： 

作者（出版年）。篇或章名。載於編者，書名（版次，頁

碼）。出版者。若有doi碼請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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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許福生（2013）。性侵害防治法制之變革與發展。

載於林明傑主編，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的問題與對策

（頁355-424）。元照。 

Straus, M. A. (1990). The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and its 

critics: An evaluation and new data on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n M. A. Straus & R. J. Gelles (Eds.), Physical 

violence in American families: Risk factors 

andaAdaptations to violence in 8,145 families (pp. 49-

73). Transaction Publishers. http://doi.org/10.1891/ 

0886-6708.5.4.297 

四、翻譯書籍： 

原作者（翻譯出版年）。翻譯書名（譯者；版次）。出版

者。（原著出版年）。 

例如：Babbie, E. (2016).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林秀雲譯；

十四版）。雙葉。（原著出版年：1975）。 

五、學位論文： 

作者（出版年）。論文名稱（未出版博／碩士論文）。學

校名稱。 

作者（出版年）。論文名稱（已出版博／碩士論文）。論文

網址。 

例如：紀致光（2020）。毒品施用者分流處遇制度及篩選

項目之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中央警察大學。 

Lai, Y. L. (2011).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police across racial/ethnic groups in 

Houst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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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H. (2014). Effective network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Defining the behavior and creating an 

instrument for measurem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https://etd.ohiolink.edu/ 

六、會議或研討會論文： 

作者（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舉行地點。 

例如：林俊宏（2020，11月）。毒品犯處遇之腦功能變化

差異分析。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及復歸轉銜研討

會，集思台大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臺北市，

臺灣。 

Chang, P. L. & Hsieh, P. N. (1998, June). Managing 

quality in access services through blueprinting. In C. 

Tuan (Chai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ecision 

Sciences,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七、研究計畫報告： 

作者（西元年代）。報告名稱（報告編號）。出版者。 

例如：林瑞欽、江振亨、黃秀瑄（2007）。藥物濫用者復

發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之分析研究（行政院衛生署

管制藥品管理局九十六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劃之研

究報告，DOH96-NNB-1036）。科技部。 

Nabors, L. A. (1999). School mental health quality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NTIS No. PB2000101192).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八、網路資源： 

作者（西元年代）。文章名稱。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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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李維庭（2020）。臨床心理師談思覺失調症：試著

與患者的雙知覺系統接軌，讓他不致成為「孤

兒」。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487 

Mateo, A. (2020). You’re not the only one feeling more 

anxious in 2020 —  here’s what to do about it. 

https://www.health.com/condition/anxiety/how-to-talk-

about-anxiety 

九、文末參考文獻，最多可列出20位作者，其他未在本文中詳

載之引用資料，則依照 APA 第七版手冊（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ition, 2020）規定之格式列入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