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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通則 

一、 適用刊物：《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論文集》（年刊，預訂下半年出刊）與《刑事政策

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季刊，預訂 3、6、9、12 月出刊）。 

二、 徵稿主題：刑事政策或犯罪防治相關之實證、規範或理論研究。 

三、 撰稿語言：請以中文或英文為主要用語（引用文獻不限語言）。 

四、 收稿期間：全年收稿，隨到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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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權利與義務 

一、 投稿時應送交經作者簽署之《著作授權書》。 

二、 稿件應為原創性研究成果，遵守著作權規範和學術倫理。 

三、 同一稿件應尚未於國內外以期刊、專書、論文集或其他著作方式正式出版。 

四、 稿件內容不得有商業宣傳。 

五、 稿件如獲本學院刊登，同一內容不得再於其他期刊發表。 

六、 違約：如違反以上條款（含《著作授權書》之內容），作者除自負法律責任外，尚未刊登

之稿件不予刊登，已刊登之著作予以撤銷，作者並應返還稿費。情節嚴重者，將撤銷作

者已刊登之所有著作，並永不錄用其著作。 

七、 審查：投稿一律採取「雙向匿名同儕審查」（double blind peer review）。凡不符本《徵稿

啟事》之徵稿主題或所列格式撰寫，或者未正確填寫並簽署《著作授權書》，經通知而未

補正者，均不予安排審查。 

八、 刊登：審查通過後，本學院將於「適用刊物」擇一刊登。審查未通過之稿件不予退稿。 

九、 協力義務：作者應配合出版需求，提供適宜排版印刷檔案並配合進行校稿。 

十、 撤稿：投稿人於接獲刊登通知前可撤稿。 

十一、 稿費：按正文字數核算。正文超過字數限制的部分，以及非正文的部分無稿費。 

（一） 中文稿件：新台幣  957 元 / 1,000 字。 

（二） 英文稿件：新台幣 1,435 元 / 1,000 字。 

（三） 本學院將於稿件刊登後，向作者索取金融機構帳號，以辦理稿費匯款。 

（四） 如屬聯名創作者，由一人代表領取，並請於來稿時，一併載明支給對象，以利給款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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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若本學院依《著作授權書》將刊登之稿件再授權第三人利用，無論有償或無償授權，

皆不再另支稿費。 

十二、 贈刊：第一作者贈送來稿登出之刊物 3 冊，其他作者每人 1 冊，以表謝忱。 

參、 引註、圖表與參考文獻格式 

一、 除以下各節有特別規定之外，稿件之引註（Citation）、圖表編號與呈現、參考文獻

（References），皆按照中文版《APA 格式第六版》，中文版未盡之處則以英文版 “APA 6
th

 

Edition” 補充。 

二、 使用「文內註」（in-text citation）。非 APA 所稱之必要情形，不使用「腳註」（footnote）。 

肆、 稿件結構 

投稿文件編排順序如下：投稿資料表、標題頁、正文、參考文獻。若有附錄，應置於最後。 

除投稿資料表外，請勿出現足以辨識作者之資訊。引用自己著作時，應如同引用他人著作處理。 

一、 投稿資料表 

請按《撰寫體例範本》內附之「投稿資料表」欄位填寫。 

二、 標題頁 

（一） 中文、英文各 1 頁。 

（二） 中文稿件：中文標題頁在前，英文標題頁在後。 

（三） 英文稿件：英文標題頁在前，中文標題頁在後。 

（四） 標題頁內含篇名、摘要、關鍵詞： 

1. 篇名（Title）：應盡量簡短，25 字以內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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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有副標題，與主標題之間以冒號分隔（中文「：」，英文 “:”）。 

(2) 中文篇名裡的英文字詞，與英文篇名：除冠詞、介系詞、小寫開頭的專有名詞

（例：fMRI）外，第一字母大寫。 

2. 摘要（Abstract）：所有稿件均應同時具備中、英文摘要，各 500 字以內。 

3. 關鍵詞（Keyword）： 

(1) 5 個以下。 

(2) 中、英文標題頁的關鍵詞，其個數、順序與意義應相互對照。 

三、 正文 

（一） 字數限制：含引註，中文稿件 15,000 字以下，英文稿件 10,000 字以下。 

（二） 標題編號，各階層依序為：「壹、一、（一）1.（1）」。 

（三） 按「APA 格式第六版」，引言（導論、序言、前言、動機）不設立標題，因為第一

個標題出現之前的段落皆視為引言。 

四、 參考文獻（References） 

（一） 正文引用的文獻，必須出現在參考文獻。 

（二） 正文未引用的文獻，不得出現在參考文獻。 

五、 附錄（Appendix） 

附錄原則上僅以電子檔建置於官網，以提供讀者參考或下載，不刊載於實體刊物。 

伍、 排版 

參照《撰寫體例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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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版面配置（頁面）： 

（一） 紙張：A4 大小； 

（二） 紙張方向：縱向（直向）； 

（三） 文字方向：由左向右（橫書）； 

（四） 邊界：上下左右均為 2.5 公分。 

二、 字型：除另有指定外，中文皆為「標楷體」，外文皆為 “Times New Roman”。 

三、 頁首：每頁的右上方放置篇名，字體大小 10 點。 

四、 頁尾： 

（一） 位置：每頁的下方、中間； 

（二） 元素：以阿拉伯數字標記頁碼； 

（三） 字體大小：10 點。 

五、 段落： 

（一） 對齊：兩端對齊（左右對齊）； 

（二） 行距：1.5 行（1.5 倍行高）； 

（三） 段落之上（與前段距離）： 

1. 篇名和章節標題：1 行； 

2. 內文：0 行； 

（四） 段落之下（與後段距離）：0 行。 

六、 字體大小： 

（一） 篇名：20 點（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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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節標題：無論層級，皆為 14 點。 

（三） 內文：12 點。 

七、 當依照《APA 格式第六版》，必須另起新段落來引用文句時（逐字引用超過 40 字），此

段格式如下： 

（一） 左右縮排各為 2 字元； 

（二） 與上、下方的非引用段落之間各空 1 行； 

（三） 字型樣式改為斜體。 

八、 字詞使用依行政院之「法律統一用字」之規定。 

九、 括號：除引用外文文獻之外，一律採用全型圓括號（）；括號內再有括號時，內層以方括

號表示（〔〕）。 

十、 數字與紀年：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十一、 特殊符號及單位均應依國際標準書寫。 

陸、 投稿方式 

一、 只收電子檔，請寄到投稿信箱：cprc@mail.moj.gov.tw 

二、 電子檔格式與限制： 

（一） 文件檔：存檔為 “.odt”、“.doc”或“.docx” 格式。 

（二） 圖檔： 

1. 如有圖片，除了插入於內文適當位置之外，請另存成圖檔，並按照內文的圖片標

題命名。 

2. 圖檔格式：向量圖檔為佳（例：“.svg”）。 

3. 圖檔格式：若為點陣圖檔，長寬應與內文插入的圖片一樣，至少有每英吋 200 像

mailto:yuchun0420@mail.moj.gov.tw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徵稿啟事 | 頁 7 

 

素（200 PPI）之品質，且以無損格式為佳（例：“.png”）。 

（三） 單封電子郵件的附件上限為 25MB，若超過，請分為多封傳送。 

三、 《著作授權書》請填寫並簽名後（每位作者 1 張），以下列方式之一送達： 

（一） 掃描或照相（存成上述圖檔格式，或 PDF 檔），傳送至投稿信箱； 

（二） 紙本寄送或傳真給承辦人。 

四、 若有疑問，請洽承辦人：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專員曾裕君 

電話：02-27331047 分機 1702 

傳真：02-23770171 

聯絡地址：10671 臺北市辛亥路三段 81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