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徵稿稿約 

一、 本刊屬於學術性刊物，專門刊載歷史學相關研究性論文、研究討論、書評及其

他相關之論著。歡迎海內外學者與博碩士研究生惠賜稿件。 

二、 本刊為一年刊，於每年 9月 30日（含）截止收稿，並於每年 12 月底出刊。每

人每次投稿以一篇為原則。 

三、 來稿請務必按照本刊格式，並以正體中文撰寫。研究性論文以三萬字為原則，

研究討論以一萬字為原則，書評以五千字為原則；以上字數均包含註釋及徵引

書目。 

四、 研究性論文與研究討論請附中英文篇名、中英文關鍵詞（至多五個）及中英文

摘要（約五百字），並於文末羅列徵引書目；書評請附該書作者、書名（如為

譯著，請附譯者和原文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分等相關資訊。 

五、 來稿以未曾發表者（含網路發表或專書）為限，請勿一稿多投。 

六、 投稿文章為隨到隨審，採匿名審查制，請勿在文中出現足以辨識作者身分之資

訊。通過審查的稿件，得由編委會逐一討論是否採用。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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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通過審查並獲採用之稿件，不支稿酬，惟於發刊後致送作者抽印本十份、本刊

當期二本。 

九、 投稿請附中英文真實姓名、所屬單位中英文名稱、職稱∕博碩士別、通訊地址、

電話、電子郵件地址等資訊。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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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來稿請附與 Microsoft Word相容之電子檔，郵寄地址為： 

621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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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ccuhistory@gmail.com 

電話：(05)272-0411 #21302   傳真：(05)272-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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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格式 

一、請用橫式（由左至右）書寫。 

二、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中文書名、期刊名、報紙名用《》，論文、學位論文、古

籍篇名、墓誌碑刻、報紙標題、條約用〈〉；一般引號用「」，引號內之引號用『』；

刪節號（……）及破折號（──）各佔二格，其餘標點符號均佔一格。古籍書名

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號，如《史記‧貨殖列傳》。西文書名用 Italic; 篇名

用 “ ” 。 

三、章節編號請按一、（一）、1、（1）、A、（a）……之順序表示。 

四、正文每段第一行空二格，使用新細明體；獨立引文每行縮排三格，不必加引號，

使用標楷體。 

五、首次提及的帝王或年號請附加公元紀年，如漢宣帝地節二年（68 B.C.）、隋開皇

（581-600）年間。干支及其他中外非公元紀年，亦請括註。中日韓古代曆法以中

文數字表示，公曆及其他曆法則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如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即公

元 626 年 7 月 2 日。首次提及外國人名時，也請括註原名。 

六、請使用隨頁腳註，註腳應置於標點符號之後。註釋請一律提供詳細訊息，切勿使

用如「同前註」、「同前引書」、“ibid.,”等表示方式。 

七、表、圖均須以阿拉伯數字編號，並擬定標題置於表之上、圖之下。相關說明文字

及資料來源，均置於表、圖之下。 

八、註釋請按照以下格式撰寫： 

（一）中日韓文資料 

1. 專書： 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分），頁碼。 

初引： 雷家驥，《隋史十二講》（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頁 1-12。 

再引： 雷家驥，《隋史十二講》，頁 1-12。 

書目： 雷家驥，《隋史十二講》，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2. 古籍： ［朝代］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分），卷次，〈篇名〉，

頁碼。 

初引：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00，〈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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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313。 

再引： ［唐］李延壽，《北史》，卷 100，〈序傳〉，頁 3313。 

書目：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3. 徵引原版或影印版古籍，請註明版本；徵引叢書古籍，請加註叢書名、冊數。

例如： 

初引： ［清］黃宗羲，《行朝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42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卷 2，

〈紹武之立〉，頁 531b。 

再引： ［清］黃宗羲，《行朝錄》，卷 2，〈紹武之立〉，頁 531b。 

書目： ［清］黃宗羲，《行朝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42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 

4. 期刊論文： 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公元年分，出版地），頁碼。 

初引： 張建俅，〈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臺灣史研究》，第 4卷第

1期（1997，臺北），頁 149-196。 

再引： 張建俅，〈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頁 149-196。 

書目： 張建俅，〈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臺灣史研究》，第 4卷第

1期（1997，臺北），頁 149-196。 

5. 部分期刊未註明卷數，僅提供總期數，徵引時可省略卷數。 

如有必要，亦可加註出版者、出版月分等更詳細的資訊。 

另有一些期刊未提供卷數或總期數，僅云某年某期，徵引時請註明年期，括號

中的公元年分可省略。例如： 

初引： 李若文，〈清代臺灣嘉義地方的開發與環境變遷〉，《清史研究》，1999

年第 1期（北京），頁 53-61。 

再引： 李若文，〈清代臺灣嘉義地方的開發與環境變遷〉，頁 53-61。 

書目： 李若文，〈清代臺灣嘉義地方的開發與環境變遷〉，《清史研究》，1999

年第 1期（北京），頁 53-61。 

6. 專書論文： 作者，〈篇名〉，收入編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分），

頁碼。 

初引： 雷家驥，〈蔡琰悲憤詩證釋〉，收入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

《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頁 73-118。 

再引： 雷家驥，〈蔡琰悲憤詩證釋〉，頁 73-118。 

書目： 雷家驥，〈蔡琰悲憤詩證釋〉，收入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

《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頁 73-118。 

7. 未出版學位論文： 作者，〈論文名〉（校址：校系全名與學位別，公元年分），



 

頁碼。 

初引： 李昭毅，〈西漢前期京師侍衛與警備體系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頁 187。 

再引： 李昭毅，〈西漢前期京師侍衛與警備體系研究〉，頁 187。 

書目： 李昭毅，〈西漢前期京師侍衛與警備體系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8. 會議論文： 作者，〈篇名〉，「會議名稱」，地點：主辦單位，起迄日期。 

（會議論文引用前請先徵得原作者同意） 

初引： 馬以謹，〈讀《孔雀東南飛箋證》有感〉，「永恆的長安精神：慶祝雷

家驥教授七秩華誕暨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榮退學術研討會」，嘉義：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系友會主辦，2018年 1月 20日。 

再引： 馬以謹，〈讀《孔雀東南飛箋證》有感〉。 

書目： 馬以謹，〈讀《孔雀東南飛箋證》有感〉，「永恆的長安精神：慶祝雷

家驥教授七秩華誕暨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榮退學術研討會」，嘉義：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系友會主辦，2018年 1月 20日。 

9. 檔案： 「文件名」（日期，無則省略），〈案名或卷名〉，《全宗檔案名》，典藏處，

檔號或其他編號。 

初引、再引、書目均為： 

「復尊稱總理為國父適用原則」（1940 年 5 月 31 日），〈尊稱總理為

中華民國國父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14-

000400-0145。 

10. 報紙： 作者（無則省略），〈標題〉，《報紙名稱》，日期，版次。 

初引、再引、書目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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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網路資料： 作者（無則省略），「篇名或條目名」，網址，查閱日期。 

初引： 羅 豐 ，「 薩 寶 ： 一 個 唐 朝 唯 一 外 來 官 職 的 再 考 察 」，

http://www.nxkg.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

=15&id=144, 查閱日期：2020 年 11 月 14日。 

再引： 羅豐，「薩寶：一個唐朝唯一外來官職的再考察」。 

書目： 羅 豐 ，「 薩 寶 ： 一 個 唐 朝 唯 一 外 來 官 職 的 再 考 察 」，

http://www.nxkg.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

=15&id=144, 查閱日期：2020 年 11 月 14日。 



 

（二）西文資料 

1. 專書： 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分），頁碼。 

初引：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Granta Books, 1997), 

15-16. 

再引：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15-16. 

書目： Evans, Richard J.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 Granta Books, 1997. 

2. 期刊論文： 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公元年分）：頁碼。 

初引：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 Present, No. 85 (1979): 3-24. 

再引：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3-24. 

書目： Stone, Lawrenc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 Present. No. 85 (1979): 3-24. 

3. 專書論文： 作者，“篇名”，書名，編者（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分），頁碼。 

初引： Keith M. Brown, “Monarchy 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 1603-1637,”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Jenny Worma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48. 

再引： Keith M. Brown, “Monarchy 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 1603-1637,” 13-

48. 

書目： Brown, Keith M. “Monarchy 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 1603-1637.”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Jenny Worma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48. 

4. 西文格式未盡之處，請參考《芝加哥格式手冊》（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