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稿稿約
一、 本刊為學術性刊物，以海內外學者與博碩士研究生為徵稿對象。
二、 本刊接受歷史學相關學術論文（三萬字以內）、研究討論（一萬字以
內）、學術書評或史料介紹（三千至五千字）之投稿。通過學術審查
且獲採用之稿件，不支稿酬，於發刊後致送作者當期學刊二本，抽印
本十本。
三、 投稿人請依本刊撰稿格式撰寫（附件一）
。
四、 投稿文章為隨到隨審，採匿名單審制。
五、 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之版權問題（如附圖、表格或較長篇之引文等），
作者應先行取得版權持有者之同意。
六、 本刊為一年刊，於每年 10 月 1 日截止收稿，於 12 月底出版。
七、 本刊與國家圖書館、凌網科技公司、華藝數位公司、聯合百科電子公
司，以及碩亞數碼科技公司等簽訂資料庫合作計畫，基於推廣學術的
便利，採無償授權方式。來稿如蒙刊登，請同意授權將論文加入電子
資料庫。
八、 投稿請附①真實姓名、所屬單位、職稱／博碩士別、通訊地址、電話、
電子信箱。②中英文之姓名、篇名、摘要以及關鍵詞（至多 6 個）
。
③符合撰稿格式之 Word 電子檔一份。
九、 來稿請寄至：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中正歷史學刊》編輯委員會 收
E-mail：ccuhistory@gmail.com
（歡迎以電子郵件投稿）
電話：(05)272-0411 ext 21302
傳真：(05)272-0571

附件一

撰稿格式
一、本刊為一研究生學術性刊物，於每年 12 月底出刊。凡與歷史領域相關之學術論
著、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之相關短論、書評等，均歡迎投稿。
二、來稿以未發表者為限，請勿一稿多投。
三、撰稿格式：
（一）紙張尺寸：A4，單欄。
（二）邊界：上 2.5cm、下 2.5cm、左 3cm、右 3cm；頁首 1.5cm、
頁尾 1.5cm。
（三）論文各節若需自擬小標題，標題符號依一、（一）、1、（1）、A、（a）等順
序表示。
（四）字型及格式：內文以 11 號字新細明體繕打。引文以 11 號字標楷體繕打，
行距為固定行高 20pt。註腳文字則以 10 號字標楷體繕打，行距為固定行
高 12pt。英文、數字一律以半形 11 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繕打。
（五）外文人名以中文表示而首次出現時，請附上原名與生卒年，如：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其他計量數字一律用半形阿拉伯數字。
（六）撰稿格式可至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網站下載。
四、標點符號：以全形字碼輸入。平常引號用「」
，書名、期刊、報紙用《》
，篇名、
章節標題及碩博士論文用〈〉。省略號（……）及破折號（──）各佔兩格。古
籍之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號，如：《史記‧貨殖列傳》。
五、引文：獨立引文，每行前均空三格。正文內之引文，加「」
；若引文內別有引文，
則使用『』。
六、註釋：採隨頁腳註。一般行文時，置於標點後，如。1若為解釋名詞，則置於標
點前，如2。註釋格式如下：
（一）在文章篇名後加*，題謝詞；在作者姓名後加**，附上簡介， 如：國立中
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二）第一次出現時：

1
2

1.

專著：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年份），引用頁碼。
初引：陳寅恪，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臺北：里仁
書局，1980），頁 76-78。
再引：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76-78。

2.

古籍：［朝代］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年份），卷數，〈篇名〉，
引用頁碼。
初引：
［清］徐松著，
［清］張穆校補，
《唐兩京城坊考》
（臺北：世界書局，
1963），卷 4，〈西京．外郭城〉，頁 7。
再引：［清］徐松著，［清］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卷 4，〈西京．
外郭城〉，頁 7。

3.

論文集論文：作者，〈論文名〉，收入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年
份），頁碼。
初引：古偉瀛，
〈臺灣天主教史：史料與研究簡介〉
，收入張珣、江燦騰合
編，《當代臺灣本土宗教研究導論》（臺北：南天書局，2001），頁
427-428。
再引：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史料與研究簡介〉，頁 427-428。

4.

期刊論文：作者，〈篇名〉，《刊物名》，卷期（年月），引用頁碼。
初引：陳秋坤，〈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臺
灣史研究》，9 卷 2 期（2002 年 12 月），頁 76-78。
再引：陳秋坤，〈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頁
76-78。

5.

未出版學位論文：作者，〈論文名〉（出版地：校系全名與學位別，年份），
引用頁碼。
初引：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頁 50-54。
再引：黃克武，
〈《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
，頁 50-54。

6.

會議論文：作者，
〈篇名〉
，
「會議名稱」
，地點，主辦單位，起迄日期。
（請
確認作者同意引用）

初引：林滿紅，〈政權移轉與菁英絕續：臺日貿易中的政商關係，19501961〉
，
「1950 年代的海峽兩岸國際學術討論會」
，臺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12 月 13-14 日。
再引：林滿紅，〈政權移轉與菁英絕續：臺日貿易中的政商關係，19501961〉。
7.

報紙：作者，〈篇名〉，《報紙名稱》，出版年月日，版（頁）次。
初引：本刊，
〈甘蔗糖產額の第四位に進んだ臺灣來期は約八十萬噸〉，
《臺
灣日日新報》，1928 年 8 月 30 日，第 3 版。
再引：本刊，〈甘蔗糖產額の第四位に進んだ臺灣來期は約八十萬噸〉。

8.

未出版檔案：
「文件名稱」
（年月日）
，
《全宗檔案名》
，典藏處，檔號，微捲
號或典藏號。
（依典藏單位原規定格式註明）
例如：「嘉義縣大槺榔保大槺榔庄 福建臺灣鎮標中軍副總府兼管中營事
帶功日三等潘為背案縱害等事」
（1792 年）
，
《臺灣總督府檔案抄錄
契約文書‧土地調查公文類纂》，國立臺中圖書館整理，檔號：
od-ta_04408_000220。
「外交部呈行政院」（1946 年 1 月 11 日），〈中葡簽訂平等新約〉，
《行政院檔案》
，國史館藏，檔號：0641.20/5044.02，微捲號：53/1874。

9.

已出版檔案：
「文件名稱」
（年月日）
，
《全宗檔案名》
，收入編者，
《書名》
（出
版地：出版者，年份），引用頁碼。
例如：「議覆山東學政李光墺一摺」（乾隆 3 年 10 月 25 日 硃批），《軍機
處議覆檔》
，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
第 17 冊（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頁 198-200。

10. 網路資料：作者，〈篇名〉，《網站名稱》，網址：xxx，查詢日期。
例如：王汎森，〈現在歷史是什麼──西方史學的新趨勢〉，《余紀忠文教
基金會》，網址：http://www.yucc.org.tw/news/column/73fe57286b77
53f2662f4ec09ebc-2500897f65b953f25b78768465b08da852e2，查詢
日期：2015 年 12 月 2 日。
（三）西文格式：人名（名字在前）
、篇名、出版者、卷期、頁數及年代採正體。
書名、期刊名採斜體。
1.

專書：

初引：C. P. Fitzgerald, The Empress Wu (Taipei: Rainbow-Bridge Book
Co., 1974), pp. 5-10.
再引：C. P. Fitzgerald, The Empress Wu, pp. 5-10.

2.

論文集或期刊之論文：
初引：G. G. Iggers,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 ”, History and Theory, 1962, No.2, p. 8.
再引：G. G. Iggers,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 ”, p. 8.

3.

報紙：
例如：Michael A. Lev, "Nativity Signals Deep Roots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icago Tribune, 18 March 2001, Sec. 1, p. 4.

七、表、圖均須以阿拉伯數字編號，並擬標題置於表之上、圖之下，12 號字標楷體。
資料來源等相關說明文字，則均置於表、圖之下，10 號字新細明體。
八、正文之末，須附徵引書目。排列以中、日文在前，西文在後。中、日文按作者姓
名筆劃遞增排列，西文作者姓氏在前，按字母順序排列。書本與論文等一律依照
下列格式。書目分類請參考註釋規定。格式列舉如下：
一、中文專書
吳育臻，《臺灣地名辭書‧卷二十‧嘉義市》，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編，
《臺灣產業調查錄》
，東京：金城書院，189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東京：三秀舍，
1905。

二、論文（含期刊論文、學位論文、論文集）
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史料與研究簡介〉，收入張珣、江燦騰合編，《當代臺灣本土宗教
研究導論》
，臺北：南天書局，2001，頁 417-435。
陳秋坤，
〈清代塔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
，
《臺灣史研究》
，9 卷 2 期，2002
年 12 月，頁 69-102。

陳淼川，
〈縣綜合發展計畫財源籌措及運用之研究—以台北縣為例〉
，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實
業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三、英文專書
Ho, Samuel P.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Lin, Man-houng.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四、報紙
《中央日報》
，1950-1960 年。
《申報》，1937-1945 年。

五、檔案‧史料彙編
《行政院檔案》
（臺北，國史館藏）
53/1874，
〈中葡簽訂平等新約〉
。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
，第 17 冊，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