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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治理》撰稿體例

壹、內文基本規定

一、題目：中英文兼備。

二、作者：姓名、服務機構與職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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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以內）

在末；英文文稿，英文摘要在前，中文摘要在末。

四、關鍵詞：中英文各三至五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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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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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水波指出：「績效導向的預算向為行政機關配置預算或經費的理想，

為了成就這項理想，績效評估本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範例】 Networks are defined by O’Toole as “structures of interdependence 
involving multiple organizations or parts thereof, where one unit is not 
merely the formal subordinate of the others in some larger hierarchical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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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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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結果的管理，就是「結果課責」（results accountability）
【範例】 Provan and Milward thought that a network is “a collection of programs 

and services that span a broad range of cooperating but legally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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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說：

　　　　 過去四十年間，東亞國家的表現之所以遠勝於拉丁美洲，主要原因應
該是前者在制度上的優越性，而非國家體制運作範圍的差異。

【範例】As Creswell says:
　　　　 I think metaphoricall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s an intricate fabric 

composed of minute threads, many colors, different textures, and various 
blends of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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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kuyama 指出：「Friedman 提到在十年之前，他對於正從社會主義制

度轉型的國家只有三點建議：『民營化、民營化、民營化』，如今他坦

承：『但是我錯了，後來的發展顯示，法治可能比民營化更根本』」。

【範例】“Here is my short list of characteristics of a ‘good’ qualit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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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所以這些嫌惡性公共設施，又被稱為「鄰避設施」（NIMBY facilities）。
（二）專有名詞

【格式】括弧、首字大寫、正體

【範例】 「 聯 合 國 方 案 與 協 調 委 員 會 」（the Committee for Program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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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審議通過將防範易受自然災害風險政策的實質職責交

予「國際防災策略秘書處」（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執行。

四、文獻引用

（一）文中引用方式

　　　【格式】（作者，年代，頁數）

　　　【範例】（張世賢、陳恆鈞，2010，頁 25）
　　　【範例】（Mandell & Keast, 2007, pp. 574-597）
（二） 文中引用方式（譯作）

　　　【格式】（原作者，年代，頁數）

　　　【範例】（Sandel, 2010, pp. 1-20）
（三）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格式】作者（年代，頁數）

　　　【範例】陳義彥、黃麗秋（1992，頁 25）
　　　【範例】Provan 與 Kenis（2008, p. 240）認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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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並加等人（et al.）；作者為六人以上（包含六人）時，每次僅列第一位

作者並加等人（et al.）。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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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對政府與立法機關形成一股強大的壓力。1

　　　【範例】It’s difficult to define “responsibility” in this cas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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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編號　標題

　　　【範例】圖 1　樹狀圖

　　　【範例】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commitment and 
network performance

　　　【格式】表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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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

　　　【範例】表 1
　　　　　　　各年度績效表

　　　【範例】Table 1 
　　　　　 　 Key predictors of network governance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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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格式】註： 引 自〈 文 章 名 稱 〉， 作 者， 年 代。期刊名稱，卷

（期），頁別。

　　　【範例】註： 引自〈災害防救、健康人權與匱乏普遍存在的專門知

識—八八風災回顧〉， 翁裕峰，2009，臺灣民主季刊，6
（3），197。

　　　【英文格式】註： 引自 “ 文章名稱（字首均大寫）,” by 作者 , 年代 . 期刊
名稱 , 卷 ( 期 ), pp. 頁別 .

　　　【範例】註： 引 自 “Network Learning: An Empirically Derived Model of 
Learning by Groups of Organizations,” by L. Knight, 2005, 

Human Relations, 58(3), p. 383.
　　　【格式】註：引自書名（頁別），作者，年代。出版地：出版商。

　　　【範例】註： 引自公共政策：基礎篇（頁 57-58），邱昌泰，2008，臺北

市：巨流。

　　　【範例】註： 引自 Governing by Network: The New Shape of the Public Sector 
(p. 166), by S. Goldsmith & W. D. Eggers, 2004,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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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發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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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經濟部已編列回饋金 50 億，並在規定中明定回饋金用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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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 10% 的保留款之外， 將另外提撥 40% 的回饋金約 20 億元

用於設置設施所在地的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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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數等）者，使用中文數字。

　　　【範例】星期六

　　　【範例】幾千萬分之一

　　　【範例】三、四千人

（三） 數字用語屬法規條項款目、編章節款目之統計數據者，以及引敘或摘述法

規條文內容時，使用阿拉伯數字。

　　　【範例】《都市計畫法》第 47 條條文

　　　【範例】 依《民法》第 46 條規定：「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於登記前，

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七、引用書名、刊名及篇名用例

（一）書名

【範例】《比較選舉制度》

【範例】《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二）刊名

【範例】《政治科學論叢》

【範例】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三）篇名

【範例】〈環境污染社區之永續發展—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華倫郡為例〉

【範例】 〈制度經濟學與組織理論〉（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範例】“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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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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列外文文

獻，以英文字母順序依次排列。

一、專書

【中文格式】作者（年代）。書名（版別）。出版地點：出版商。

【範例】 陳敦源（2012）。民主治理：公共行政與民主政治的制度調和（二

版）。臺北市：五南。

【範例】陳恆鈞（編著）（2012）。治理互賴理論與實務。臺北市：五南。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1993). Book title (2nd 
ed.).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 Rainey, H. G. (2009).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public organizations 
(4th ed.).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範例】 Mitchell,  J.  C. (Ed.).  (1969).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 .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範例】 Bryant, B., & Mohai, P. (Eds.). (1992). Race and the incidence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A time for discours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二、期刊論文

【中文格式】 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別。

【範例】 呂育誠（2006）。網絡治理與治理網絡：政府變革的新課題。臺灣民主

季刊，3（3），207-212。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 Author, B. B. (1993). Article title. Journal title, Vol.

(No.), xx-xx.
【範例】 Moynihan, D. P. (2008). Learning under uncertainty: Networks in crisis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8(2), 35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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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書論文

【中文格式】 作者（年代）。篇名。載於編者（主編），書名（頁碼）。地點：出

版商。

【範例】 林水波（2010）。個體績效問責。載於林水波、林皆興、李柏諭（主

編），公共管理：變革與發展（頁 15-38）。臺北市：巨流。

【格式】 Author, A. A., & Author, B. B. (1993). Article title. In B. B. Author & C. C. 
Author (Eds.), Book title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 Mayne, J. (2000). Introduction: Two concepts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F. 
L. Leeuw, R. C. Rist, & R. C. Sonnichsen (Eds.), Can governments lear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evaluation &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p. 17-
21).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四、研討會論文

【中文格式】作者（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舉辦單位，舉行地點。

【範例】 李國雄 （1996，6 月）。總統制的趨勢與政治穩定：一個比較性的分析。

民主化與政府體制學術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 Author, B. B. (1993, June). Paper tit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itle, Place.

【範例】 Dixon, T., Pocock, Y., & Waters, M. ( 2005, April). A national survey 
of the role of the UK development industry in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nnual CABERNET 2005, Managing 
Urban Land, UK.

五、研究計畫

【中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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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地點：受託單位。

【範例】 史美強（2010）。都會永續發展全觀型治理下治理能力與課責之研
究—以臺中都會區治安為對象（I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

究成果報告（NSC99-2410-H029-036）。臺中市：東海大學。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 Author, B. B. (1991). Report title (Re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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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Publisher.
【範例】 Griggs, J. R., & Williams, H. M. (2001). Prevalence of land entitlement 

certificate forgeries (Tech. Rep. No. 17). Niederlanden, Eastern Isaawi: 
University of Guernsey, Crime Research Centre.

六、學位論文

【格式】 作者（年代）。論文名稱（未出版之碩（博）士論文）。○○大學，大

學地點。

【範例】 王光旭（2009）。決策的社會鑲嵌性及其影響：臺灣中醫及牙醫健保總
額支付委員會決策機制之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臺北市。

【範例】 Silvia, C. E. (2010). An examination of managerial and leadership 
behavior in intersectional network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ndiana University, Indiana.

七、譯著

【格式】 原作者（譯本出版年代）。書名（版別）（譯者名，譯）。出版地點：出

版商。

【範例】 Sandel, M. J.（2011）。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樂為良，譯）。臺北市：

雅言文化。

八、報紙

【中文格式】記者或作者（年月日）。文章名稱。報紙名稱，版別。

【範例】 陶煥昌（2009，8 月 10 日）。學者：平時不訓練 怎能怪地方 防災欠缺

動態演練。聯合晚報，A4 版。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 Author, B. B. (1995, November 15).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pp. xx-xx.
【範例】 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1,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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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網路等電子化資料

【中文格式】作者（發表年）。篇名。取自 http://……

【範例】 丁家楨（2009）。鄰避效應之對策分析—迎臂如何可能。取自 http://
www.nicenter.org.tw/modules/tadbook2/pdf.php?book_sn=&bdsn=690

【英文格式】Author, B. C. (2000). Title of work. Retrieved from source url.
【英文格式】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2000).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 (No.). Retrieved from source url.
【範例】 Stern, E. K. (2001). Crisis decisionmaking: A cogni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Retrieved from http://www.fhs.se/Documents/Externwebben/
forskning/centrumbildningar/Crismart/Publikationer/Publikationsserier/
VOLUME_6.PDF

【範例】 Brown, K., & Keast, R. (2003). Community-government engagement: 
Community connections through networked arrangements.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5(1). Retrieved from http://eprints.qut.edu.
au/4792/1/4792_1.pdf

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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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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