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國際評論》第三期徵稿啟事與撰稿凡例 

 

徵稿啟事 

一、《歐洲國際評論》(ISSN 1993-5617)歡迎有關國際或歐洲政治、經濟、教育、

文化、歷史、社會、法律研究與國際趨勢等學術論文，或是文獻著作之批

判性評論文章投稿。本刊接受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之文章，本期截稿日期為

2007 年 3 月 27 日。 

二、來稿請以 A4 紙張電腦打字，並提供列印稿與電子檔各一份。來稿文章以

不超過兩萬字為原則，餘請參見撰稿凡例。 

三、本刊恕不接受已刊登過之文章，來稿請勿再投其他刊物。本刊不負責著作

權等相關問題，作者引用資料請注意學術規範與倫理。 

四、來稿將不具名送請相關學者審閱。經決採用之文章，本刊有修飾文字或格

式之權；其他修改，則請作者根據編輯委員會之建議處理。 

五、文章付梓，版權歸諸本刊，數位電子檔並放置於本校所建資料庫，透過網

路公開傳輸。來稿除特別聲明者外，如未予刊登，將不另行退稿，作者請

自留底稿。 

六、本刊恕無稿酬，稿件一經出版，即贈與當期期刊二本以及抽印本十二份。 

七、來稿請寄「622 嘉義縣大林鎮中坑里 32 號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歐洲國際

評論』編輯委員會收」。電話：(05) 2721001 分機 2361 或 5312；傳真：

(05)2427133；電子郵件：scho@mail.nhu.edu.tw或cmchung@mail.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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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凡例 

壹、來稿「首頁」包括要項 

一、題目：中、英文並列。  

二、作者：中、英文並列。 

三、職稱：中、英文並列。 

四、服務單位：中、英文並列。 

五、聯絡地址。 

六、聯絡電話。 

七、電子郵件地址。 

八、如有謝詞，請置於首頁。 

貳、來稿「第二頁」包括要項 

一、題目名稱 (不含作者姓名)  

二、摘要：論文摘要各以中、英文撰寫一份，每份以不超過 250 字為原則。  

三、關鍵詞：3 至 5 個，中英文對照分別列出。 

參、來稿「第三頁」包括要項 

一、題目名稱 (不含作者姓名)  

二、正文 (自本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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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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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原文的寫法  

中文稿引用外國專有名詞時，應譯成中文，並於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

名。外國人名或地名若採中譯名，常見者不需附原文，非常見者第一次出現時以

括號附加原文全名。 

(一) 一般用語 

【格式】括弧、小寫、正體 

【範例】不再是依賴教師傳授或教導（instruction），而是借助科技工

具的建構（construction）而成 

As Raban stated: “The trial did not seal the myth of the Krays; 
rather, it broke it down into a long rehearsal of sordid facts.” 

(二) 專有名詞 

【格式】括弧、首字大寫、正體 

【範例】一九九二年二月七日十二個會員國於荷蘭馬斯垂克 
(Maastricht) 簽署歐洲聯盟 (European Union) 條約 

三、註解：採同頁腳註方式，附註內容請依學術通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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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所有個體的行為並不等於描述聚集行為。4

I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ermany than in the U.S.2

四、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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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表的寫法 

【範例】圖 1；Figure 1 

【範例】表 1；Table 1 

(二) 以上圖、表若有同一類而行區分時，請採 1-1, 1-2, 1-3…標明 

【範例】圖 1-1、圖 1-2；Figure 1-1, Figure 1-2 

表 2-1、表 2-2；Table 2-1, Table 2-2 

五、數字寫法  

(一) 統計數字與年代請以阿拉伯數字表示 

【範例】該區共有 31,586 人；本研究發現從 1951 年到 1970 年 

(二) 非統計數字－如表述性數字－以中文表示 

【範例】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前三年為過渡時期。 

伍、參考文獻 

請列在正文後面，另起一頁，並依下列方式編排： 

一、期刊論文 

【格式】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年代，頁數。 

Last Name, First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Volume number (Vol.), Series number (No.), Year, page numbers (pp.). 

【範例】胡佛，〈美憲的解釋與司法系統的剖析〉，《歐美研究》， 3 卷 1
期，1973，頁 43-95。 

Dykstra, Axel, “The differential availability of relationships and the 
provi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support to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10, No. 3, 1988, pp. 35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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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論文 

【格式】作者，〈篇名〉，編者（編），《書名》。出版地：出版者，年代，

頁碼。 

Last Name, First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s (eds.),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Page numbers (pp.). 

【範例】 孫得雄，〈台灣地區生育態度與行為的變遷〉，瞿海源、章英華（編），

《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
頁 24-56。 

Crowell, Gerald, “Dialogue and text: Re-marking the difference”, in: 
Thomas Maranhao (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alog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338-360. 

三、專書 

【格式】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年。 

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Year. 

【範例】傅偉勳，《道元》。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6。 

Hirsch, Daniel,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四、研討會論文 

【格式】作者，〈論文名稱〉，「研討會名稱」論文。地點：主辦單位，年/
月/日。 

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e of 
the Meeting, Place, Date. 

【範例】丁仁方，〈政經體制與資源分配：1980 年代以後中美產業政策比較〉，

「中美資源分配政策評估學術研討會」論文。台北：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1996/6/7。 

Oropesa, Samuel, “Hispanic marriage markers and first marriage 
transi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Cincinnati, OH., 199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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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碩士論文 

【格式】作者，《論文名稱》。發表地點：學校及科系名稱博士論文，年代。 

Author’s Name,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Year. 

【範例】邱錦榮，《福斯塔四論》。台北：台灣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博士論

文，1990。 

Tam, Martin, The structu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omen 
workers of Shekou industrial zon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 HI, 1994. 

六、其他注意事項  

(一) 西文作者姓名之寫法 

【格式】(Las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 – initial，亦可略去). 

【範例】Waugh, Larry R., The sound shape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二) 中文參考文獻之出版年代，一律改以西元紀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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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若引用同一作者之多項參考文獻時，請依年代先後順序排列。 

【範例】Ricoeur, Paul, “The hermeneutical function of distanciation”, 
Philosophy Today, Vol. 17, No. 2, 1973, pp. 129-141. 

Ricoeur, Paul,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Fort Worth: Texas University Press, 1976. 

Ricoeur, Paul,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五) 若引用同一作者在同一年代之多項參考文獻時，請依序在年代後面加 
a b c 等字母。 

【範例】1998a; 19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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