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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評論》論文撰寫體例 

本評論為統一論文格式，自 2009 年 06 月（本評論第 10 卷第 1 期）起，參考美國心理協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的論文寫作格式，

修訂為本評論之撰寫體例，敬請遵循採用。 

壹、來稿需包括下列要項： 

一、題目： 中英文兼備。 

二、作者： 姓名、服務機關與職稱（中英文兼備）。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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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關鍵詞：中英文各五個，對照分別列於中英文摘要之下。 

五、正文： 請以 12 號字體撰寫，中文請用「新細明體」， 

英文請用“Times New Roman”字體，請編頁碼。 

六、參考文獻：請列出正文中所引用文獻之完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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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標點符號在中文部分請用全形，英文部分採用半形；如中英文夾雜，則 

視前文所接為中文、英文或行文脈絡來決定。 

二、引語用例 

（一）直接引語，用冒號（：）時 

【格式】 中文加單引號「 」，英文加雙引號 “ ” 

【範例】 陳明裕（2001）指出：「政府為提高事業經營效率、競爭能力，而縮小公

營事業規模，降低其在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並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之干



2 
 

預，同時提高民間企業在資產或股權的比例，以增加民間部門在經濟活動

上的份量。」 

As Raban (2002: 382) argues “the trial did not seal the myth of the Krays; rather, 
it broke it down into a long rehearsal of sordid facts.” 

（二）直接引語，不用冒號（：）時 

【格式】 中文用單引號「 」，英文用雙引號 “ ” 

【範例】 「民營化」一辭，係指公營事業移轉民營。 

Rail service encompasses a broad scope of issues that surround these “prices,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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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陳明裕（2001）指出： 

政府為提高事業經營效率、競爭能力，而縮小公

營事業規模，降低其在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並

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之干預，同時提高民間企業

在資產或股權的比例，以增加民間部門在經濟活

動上的份量。 

（四）引語中復有引語，或特殊引用時 

【格式】 中文單引號「 」在外，雙引號『 』在內 

英文雙引號 “  ” 在外，單引號 ‘  ’ 在內 

【範例】 McCormick (1986: 58) 指出：「『態度』（attitude）係指個體對任何事物所

持有之協調一致、有組織及習慣性的內在心理反應。」 

“The ‘socio culture approach’ aspires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s.” 

三、附加原文用例 

中文稿引用外國人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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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而在對公眾的風險知覺進行研究時，心理衡量範型（psychometric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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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重要的研究途徑。 

（二）專有名詞 

【格式】 括弧、首字大寫、正體 

【範例】 美國都市土地學會（Urban Land Institude）將其定義為：「有效的成長管理

為一種預期開發需要及容納開發活動的過程，用來均衡不同的土地使用目

標及調節地方與區域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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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思倫、宋秉明、林連聰，1995：270-317） 

（Pizam and Milman, 1984: 11-14） 

（Perdue et al., 1987: 423） 

（二）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格式】 作者（年代：頁數） 

【範例】陳思倫、宋秉明、林連聰（1995：270-317） 

Churchill 與 Surprenat（1982: 491-504）認為 

Oliver（1981: 25-46） 

（三）若有必要以附註說明行文涵義時，請用註腳。 

【格式】 於標點符號後，以插入註腳方式自動產生於右上角 

【範例】 已達聯合國衛生組織所訂的高齡化社會指標。1 

In the U.S. legislation proposed several times since 1967 by Senator Mondale 

also is an effort to confront the question of getting indicators into us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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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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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引用他人之圖表需註明清楚資料來源，方式同內文註釋。 

（四）圖的寫法 

【範例】 圖一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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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表的寫法 

【範例】 表一 

        Table 1 

六、數字用例 

（一）統計數字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範例】 驗證兩份問卷皆為有效問卷者計有 71 份。 

（二）非統計數字，如年代、表述性數字，則以中文表示。 

【範例】 本研究從二○○○年到二○○三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 

八○年代 

七、引用書名、刊名及篇名用例 

（一）書名 

【範例】 《管理學》 

        《經濟發展與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 1999） 

（二）刊名 

【範例】 《公共事務評論》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Review 
（三）篇名 

【範例】〈公私協力策略推動都市計劃之法制化研究〉 

〈地方政府成長管理機制與策略之推行〉（The Study on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 Making of Growth Management in  
Local Government） 

         “Delphi Analysis in U.S. Rail Grain Policy ” 
 

參、參考文獻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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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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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書 

【格式】作者（年代）。書名（版別）。出版地點：出版商。 

【格式】Author, A. A.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 

劉鳳文、左洪疇（1984）。公營事業的發展。台北：聯經出版社。 

交通部觀光局編製（1986）。觀光事業專論選集（第三集）。台北：觀光局。 

Sorensen, A. A., P. G. Richard and R. Karen. (1997). Farming on the Edge, Dekalb. IL: American 
Farmland Trust. 

Callahan, D. and B. Jennings (eds.). (1983). Ethic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Policy Analysis. NY: 
Plenum Publishing Co. 

 

二、期刊論文 

【格式】作者（年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別。 

【格式】Author, A. A. (1993). Article title. Journal title, Vol. xx (No. xx): xx-xx. 

【範例】 

廖四郎（1998）。從 Black-Scholes 模型分析數理財務模型之發展。亞太經濟管理評論，第3卷

第1期，頁97-123。 

Comfort, L. K. (1985). Action Research: A model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5(1), 100-118. 

 

三、專書論文 

【格式】作者（年代）。「篇名」。載於編者（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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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徐良熙、林忠正（1989）。「家庭結構與社會變遷的再研究」。載於伊慶春與朱瑞玲（主編），

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25-55頁）。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Hammond, K.R. (1973). The Cognitive Conflict Paradigm. In L. Rappoport and D.A. Summers (eds.), 
Human Judg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p.188-205).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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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討會論文 

【格式】作者（年代）。「論文名稱」。發表於研討會名稱，主辦單位，舉行地點。 

【格式】Author, B. C. (1993). Paper tit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itle, Place. 

【範例】 

陳振遠（1998）。「非營利組織募款策略之研究－以公益慈善機構為例」。發表於非營利組織

之經營管理與社會角色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主辦，高雄。 

Lin, C. and H. C. Huang. (1996). Conflict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risk: A strategic planning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ity Planning, Taichung. 

 

五、研究計畫 

【格式（未出版）】作者（年代）。報告名稱。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

號：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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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xx），

出版地點：出版商。 

【範例】 

江明修（1998）。非營利組織公共服務功能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編號：NSC 

87-2418-H-004-E21），未出版。 

 

六、學位論文 

【格式】作者（年代）。論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士（或博士論文），未出版，大學

地點。 

【範例】 

邱忠民（1999）。地方發展時代下公共事務管理教育角色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未出版，高雄。 

Long, V. H. (1996). Communities and Tourism Impac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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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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陸有銓 譯（1994）。民主社會教育上的衝突（Robert M. Hutchins 原著）。台北：桂冠圖書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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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B. C. (1995, November 15).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pp. xx-xx. 

 

九、網路等電子化資料 

【格式】作者（發表年月日），「篇名」，xxxx 年 xx 月 xx 日取自（單位名稱），網址：xx。 

【格式】Author, B. C. (2000). Title of work.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 from: source. 

【格式】Author, A. A., B. B. Author, & C. C. Author (2000).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 xx No. xx).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 from source.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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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