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學報」稿約

■ 本刊為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發行之學術性半年刊，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出版，探討範圍以
國際關係和外交實務等相關議題為主。刊載內容分為特稿、專論、政策分析等三大類.。
■ 專論部分歡迎投稿，內文以一萬至兩萬字為宜，請依一般學術論文規格撰寫，使用註解，說
明來源，並請將文章分節，附上小標題，文末並請列出參考文獻。（敬請參酌附件一）
■ 本刊不接受任何已出版之論文，請勿一稿兩投。
■ 來稿除正文與參考文獻，請另紙述明題目、摘要、關鍵詞，作者姓名、簡歷、研究領域、職
稱 等 之 中 英 文 ， 以 及 聯 絡 方 式 。 文 稿 請 電 腦 打 字 並 以 電 子 郵 件 寄 至 本 刊 （ E-Mail:
dip_jrnl@nccu.edu.tw）。
■ 稿件請掛號郵寄「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國際關係學

報編輯委員會」
，並請投稿人填妥「未曾出版聲明書」簽名後一併寄回。（敬請參酌附件二）
■ 專論來稿均由編輯委員會經本刊審稿程序，送請相關學者專家雙向匿名審查通過。作者請自
留原稿，本刊恕不退件。
■ 來稿一經登載，即致贈作者當期刊物二本與抽印本電子檔，外稿並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惟
版權為本刊所有。本刊保留來稿文字刪改權，並得對刊印格式做修改。
■ 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在投稿文章經刊登後，其著作財產權即讓與【國立政治大學外
交學系國際關係學報編輯委員會】
，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有本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
教學等個人使用之權利。

附件一

「國際關係學報」寫作格式說明

壹、題目與正文
一、 題目置於第一頁頁首。
二、 正文內文字體請使用新細明體 12 級字。
三、 本刊來稿均送匿名審查作業，故文中請勿透露作者身分。

貳、段落標題，請依：壹、一、
（一）、1、
（1）
，標題請以此五層為度。

參、標點符號
一、 中文標點符號一律用「全形」輸入，英文標點符號一律用「半形」輸入。
二、 專門辭彙或作者欲凸顯之詞彙請使用「」，
『』用於引號之內。
三、 正文中提及論文篇名請以「」標示，書籍、報刊名請以粗體標示。
四、 本刊為中文刊物，正文內凡舉外文論文或書籍報刊，請予以翻譯並標示如同中文著作，
隨後並以（）標示原文。
（）內，外文論文篇名以“”標示，外文書籍、報刊名請以斜體
標示。

肆、年代、日期、數字
一、 凡成語、行文、順序，請以請使用中文敘述，如：
「一視同仁」
、
「十年以來」
、
「三國同
盟」
、「一般而言」
、「第一」等。
二、 凡舉數量表示、年代、日期、時間、編號等數字請使用阿拉伯數字敘述。如：1,555 人、
2005 年 1 月 1 日，F-16 戰機。
三、 數額較大之整數位數可混用阿拉伯數字與中文，如：2,400 萬，1,800 億。
四、 百分率請一律使用%符號，如：1%。

伍、外文翻譯與簡稱
一、 本刊為中文刊物，正文中之外文專門詞彙請予以翻譯，隨後並以（）標示原文。
二、 外文姓名請於第一次使用時列出中文翻譯姓名，隨後並以（）標示原文，第二次使用
則一律使用姓氏，若有提及同姓氏人名，請一律使用姓名。
三、 一般性外文詞彙不需翻譯，如：美國、歐洲、紐約、柏林。
四、 較罕見外文詞彙請予以翻譯，隨後並以（）標示原文。
五、 有關外文字首略語，請於第一次使用時列出完整翻譯之全稱，隨後以（）標示原文並
指明後文將使用的簡稱。如：
「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下
簡稱 WTO）
。若同一詞彙使用次數不多，請一律使用全稱。
六、 字數較多之中文專有詞彙，第一次使用時請使用全稱，隨後以（）指明後文將使用的

簡稱。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
。

陸、引文
一、 直引原文時，短文可逕入正文，外加「」。
二、 如引文較長，則請另起一段抄錄，該段請左右縮排，並使用標楷體。
三、 引述外文引文請逕自翻譯為中文，體例如同中文引文。若有必要則請以（“”）標示原
文引文。

柒、插圖與表格
一、 圖表請一律置於第一次提及該圖表之段落之後。
二、 插圖與表格請以中文數字標示，如：圖一，圖二，表一，表二。
三、 圖表內數字請使用阿拉伯數字。
四、 插圖之標題與註記說明請置於插圖下方；表格標題在表格上方、註記說明請置於表格
下方。
五、 請勿使用彩色圖表。

捌、註釋格式
一、 所有註釋及參考文獻均須詳列來源。如引註係轉引自其他書籍或論文，則須另予註明，
不得逕行錄引。
二、 註釋置於當頁之下方，在正文中使用阿拉伯數字標於標點符號之後。
三、 註釋體例詳列如後：

（一）書籍
1. 中文：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書局，年），頁 X-X。
2. 西文：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p. XX.
3. 譯作：Author’s full name 著，譯者姓名譯，書名（出版地：書局，年）
，頁 X-X。

（二）期刊論文：
1.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期刊名，第 X 卷第 X 期（年），頁 X-X。
2. 西文：Author’s full name,“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Journal, Vol. X, No. X (Year), pp. XX.
3. 譯作：Author’s full name 著，譯者姓名譯，
「篇名」
，期刊名，第 X 卷第 X 期（年）
，頁 X-X。

（三）書籍中論文
1. 中文：作者姓名，「篇名」，收於編者姓名編，書名（出版地：書局，年），頁 X-X。
2. 西文：Author’s full name,“Title of the article,”in Editor(s)’s full name(s) ed(s).,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p. X-X.

3. 譯作：Author’s full name 著，譯者姓名譯，
「篇名」
，收於 Editor’s full name 編，譯者姓名譯，
書名（出版地：書局，年），頁 X-X。

（四）未出版學位論文：
1. 中文：作者姓名，「論文名稱」，學校系所博（碩）士論文（畢業年份），頁 X-X。
2. 西文：Author’s full name,“Title of the thesis,”Ph.D.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Name of
the department and university, (Year of graduation), pp. X-X.

（五）週刊、雜誌、報紙：
1. 中文：作者姓名，
「篇名」
，報紙（雜誌、週刊）名，年月日，版 X（頁 X-X）
。
（若為一般性新
聞報導，可省去作者姓名及「篇名」
）
2. 西文：Author’s full name,“Title of the article,”Name of the Newspaper（Magazine）, date month
year, pp. X-X.
3. 譯作：Author’s full name 著，譯者姓名譯，
「篇名」
，報紙（雜誌、週刊）名，年月日，版 X（頁
X-X）
。

（六）網路資料：
1. 中文：作者姓名，
「篇名」，網站名，網址（年月日）。
（若為 PDF 文件且含頁碼，則需標明頁
數，如：頁 X-X；若無作者或網頁無明顯標題，可逕自省略作者與標題。）
2. 西文：Author’s full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Name of the Website, URL(date month year).

（七）第一次引註須註明來源完整之資料；第二次之後之引註格式：
1. 連續引註中文同一作品時：同前註，頁 X-X。
2. 非連續引註中文同一作品時：同註 X，頁 X-X；作者姓名，書名/「篇名」
，前引書/前引文，
頁 X-X；如全文中僅引該作者之單一作品時，可將書名或篇名略去。
3. 連續引註西文同一作品時：Ibid., pp. X-X
4. 非連續引註西文同一作品時：Author’s full name, Complete title of the book /“Title of the article,”
op. cit., pp. X-X. or Author’s full name, op. cit., pp. X-X.

玖、參考文獻
一、 參考文獻請置於正文之後之另起一頁，格式原則上如同正文中註釋，唯外文作者請將
姓氏置於名之前。
二、 文獻排列，中文文獻在前，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譯作置於中文著作之後，依作者姓
氏字首英文字母順序排列；西文文獻在後，依作者姓氏字首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附件二

投 稿 人 聲 明 書
茲保證本人所投稿之文章：
「

」

內文之部分或全部均未曾出版，且對內容自負文責，並同意投稿文
章一經刊出後，著作權即讓與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網路傳輸、檢索、下載、列印等，並可因
實作之需要而變更格式。惟著作人仍保有未來自行集結出版、教學
等個人非營利使用之權利。
此致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國際關係學報」半年刊編輯委員會

投稿人：
中華民國

（簽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