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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制度》季刊論文撰寫體例
本刊為統一論文格式，自 2015 年 7 月（本刊第 7 卷第 3 期）起，修訂本刊之
撰寫體例，敬請遵循採用。

壹、來稿需包括下列要項
一、首頁
（一）中、英文題目名稱。
（二）中、英文作者姓名。
（三）中、英文作者服務單位及職稱。
（四）聯絡地址、電話、電子郵件地址。
二、第二頁
（一）不含作者姓名之中、英文題目名稱。
（二）摘要：中文文稿，中文摘要（500 字以內）在前，英文摘要（300 字）在
末；英文文稿，英文摘要在前，中文摘要在末。（摘要應涵蓋研究之問
題、目的、方法與結果）。
（三）中、英文關鍵詞各 3～5 個，對照分別列於中英文摘要之下。
三、第三頁
（一）不含作者姓名之中、英文題目名稱。
（二）正文（自本頁起）。請以 12 號字體撰寫，中文請用「細明體」，英文請
用“Times New Roman＂字體，請編頁碼。
四、參考文獻：請列出正文中所引用文獻之完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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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格式
一、分節標題方式
（一）中文標題以「壹、

一、

（一）

1. (1) a. (a)」為序。

（二）英文標題以「I. A. (A) 1. (1) a. (a)」為序。
二、引語用例
（一）直接引語，用冒號（：）時
」，英文加雙引號 “

【格式】 中文加單引號「

”

（二）直接引語，不用冒號（：）時
」，英文用雙引號 “

【格式】 中文用單引號「

”

（三）直接引語，但另起一段
【格式】 不用引號，字體改為標楷體，左右縮排
（四）引語中復有引語，或特殊引用時
【格式】 中文單引號「
在外，單引號 ‘

」在外，雙引號『

』在內；英文雙引號 “

”

’ 在內

三、附加原文專有名詞用例
中文稿引用外國機構名稱、著作、專有名詞時，應譯成中文，並於「第一次」
出現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名」。
（一）一般用語
【格式】 括弧、小寫、正體
（二）專有名詞
【格式】 括弧、首字大寫、正體
四、註釋用例
（一）文中註明出處的註釋
【格式】 （作者，年代：頁數）
【範例】 （陳敦源，2009：121）
（蔡秀涓、施能傑，19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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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er, 1947: 96-97）
（Boland & Fowler, 2000: 431-435）
（二）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格式】 作者（年代：頁數）
【範例】 陳敦源（2009：121）
蔡秀涓與施能傑（1996：40）
Hunter（1947: 96-97）
Boland and Fowler（2000: 431-435）
（三）作者為三至五人時，第一次所有作者均列出，第二次以後僅寫出第一位作
者並加 et al.（等人）；作者為六人以上時，每次僅列第一位作者並加 et al.
（等人）。
（四）若有必要以附註說明行文涵義時，請用腳註。
【格式】 於標點符號後，以插入註腳方式自動產生於右上角。
五、圖表用例
（一）圖號碼與名稱應置於圖下方，表號碼與名稱應置於表上方。
（二）標題之說明需清楚，所使用之文字、數字須與文中引用之敘述一致。
（三）每一圖表的大小以不超過一頁為原則，如超過時，須在後表表號之後註明
（continued）/（續），但無須重現標題，如：Table 1（continued）或表 1
（續）。
（四）若引用他人之圖表需註明清楚資料來源，方式同內文註釋。
（五）圖的寫法
【格式】圖編號

標題

（六）表的寫法
【格式】表編號

標題

六、數字用例
（一）數字用語具一般數字意義（如代碼、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日期、時間、
序數、電話、傳真、郵遞區號、門牌號碼等）、統計意義（如計量單位、
統計數據等）者，使用阿拉伯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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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問卷共計回收 935 份，扣除無效問卷 13 份，實際用以分析之樣
本數為 922 份，總回收率為 26.7%。
（二）數字用語屬描述性用語、專有名詞（如地名、書名、人名、店名、頭銜
等）、慣用語（如星期、比例、概數、約數）者，使用中文數字。
【範例】 星期二；幾十萬分之一；三百多人。
七、引用書名、刊名及篇名用例
（一）書名
【範例】 《行政學》
《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二）刊名
【範例】 《公共行政學報》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三）篇名
【範例】 〈社會資本、政策資源與政府績效〉
〈新公共服務：服務而非導航〉（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參、參考文獻用例
一、專書
【格式】 作者（年代）。書名（版別）。出版地點：出版商。
【範例】 江明修（2009）。公民社會：理論與實踐。臺北：智勝。
【格式】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範例】 Rainey, H. G. (2003).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public organizations
(3rd Ed.).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二、期刊論文
【格式】 作者（年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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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呂育誠（2014）。員額評鑑對政府人事管理與人力運用影響之研究。
文官制度季刊，6（1），55-79。
【格式】 Author, A. A. (1993). Article title. Journal title, Vol. xx (No. xx), xx-xx.
【範例】 Lang, J. C. (2001). Managerial concern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5(1), 43-57.
三、專書論文
【格式】 作者（年代）。篇名。載於編者（編），書名（頁碼）。地點：出版
商。
【格式】 Author, A. A. (1993). Article title. In B. B. Author (Ed.), Book title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四、研討會論文
【格式】 作者（年代）。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月日），舉行地點。
【範例】 蔡秀涓、施能傑（2007）。契約性公務人力績效表現辯證、釐清與政
策方向：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管理者觀點。2007 TASPAA 年會暨第三屆
兩岸四地「公共管理」研討會（6 月 2 日），臺北。
【格式】 Author, B. C. (Year). Paper tit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itle,
(Date), Place.
【範例】 Muellbauer, J. (2007). Hou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expenditure. Hous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September 1), Jackson Hole, WY.
五、研究計畫
【格式（未出版）】 作者（年代）。報告名稱。考試院專題研究成果報告，未
出版。
【格式（已出版）】 作者（年代）。報告名稱。教育部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
告，出版地點：出版商。
六、學位論文
【格式】 作者 （年代）。論文名稱 。○○大學○○研究所碩士（或博士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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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未出版，大學地點。
七、譯著
【格式】 譯者名（譯本出版年代）。書名（版別）（原文作者名）。出版地
點：出版商。
八、報紙
原則上，報紙不列入參考文獻（除非有確實作者姓名），放在正文敘述即可。
【格式】 記者或作者（年月日）。文章名稱。報紙名稱，版別。
【格式】 記者或作者（年月日）。文章名稱。報紙名稱，****年**月**日，取
自：網址 xxx。
【格式】 Author, B. C. (1995, November 15).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pp. xxxx.
九、網路等電子化資料
【格式】 作者（發表年）。篇名，取自：網址 xxx。
【格式】 Author, B. C. (Year). Title of work. Retrieved from: source url.
【格式】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 xx No. xx). Retrieved from: source url.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參考文獻之排列，先列中文文獻，以作者姓氏筆劃依次排列，再列西文文
獻，以英文字母順序依次排列。
（二）一作者有多項參考文獻時，請依年代先後順序排列。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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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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