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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宗教研究》徵稿要點 

2015.12.01 修訂 

《輔仁宗教研究》（以下簡稱本刊）為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出版之學

術期刊，每年出版兩期。歡迎各類宗教研究相關稿件，包括： 

（一） 研究論文：具原創性且未發表之學術論文，篇幅以一萬五千至二萬五

千字為原則。 

（二） 研究紀要：基於特定議題，所做的文獻或田野資料的蒐集、整理、分

析或討論，研究回顧，篇幅以一萬至兩萬字為原則。 

（三） 書評：針對宗教學術著作，評述該著作在相關領域的重要性與價值，

篇幅以三千字為原則。 

 

來稿須知： 

一、 每年春、秋兩季出刊，截稿時間不限。 

二、 中、英文稿皆可，來稿請提供「Word 文件」格式之原文電子檔案，內容

包括：(1) 中英文題名、(2) 中英文摘要（約 300-500 字）、(3) 中英文關

鍵字詞（3-5 個）、(4) 正文、(5) 參考書目、(6) 作者簡介（中英文姓名、

服務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相關格式參見〈《輔

仁宗教研究》撰稿格式〉。 

三、 本刊採取雙匿名審查制度，為便文稿審查，來稿內文請勿附上足以辨識

作者身分如「拙作」之類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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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來稿切勿一稿多投。凡經審查通過刊登之文章，本刊可致上審查通過證

明，確切刊稿時間則須配合本刊作業、規劃。 

五、 本刊不負來稿內容之著作權問題（如圖、表、照片及長引文等），請先行

取得著作權持有者之同意。來稿所附圖片，請提供高解析度（300dpi 以

上）之圖檔，以確保印刷品質。 

六、 文稿由本刊編輯委員初審，初審通過即匿名送兩位以上審查人覆審。 

七、 凡經審查通過之文稿，須依本刊體例修訂論文格式，並提供「Word 文件」

格式之定稿電子檔案。 

八、 凡經刊載之論文，本刊即享有著作財產權，作者則仍保有著作人格權。

日後除作者自行集結個人著作出版外，其餘基於任何目的之翻印、轉載

或翻譯等刊行，皆須事先徵得本刊同意。 

九、 凡經刊載之論文，皆須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

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並通過網路提供授權用戶下載、

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之

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十、 本刊不付稿酬，出版之後即贈當期刊物兩本、抽印本十份為謝。 

 

 

投稿通訊地址： 

《輔仁宗教研究》編輯委員會 

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E-mail: 091927@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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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宗教研究》論文審查辦法 

一、 來稿之評審由相關領域之學者擔任。 

二、 主編就來稿性質，諮詢各領域之學者決定評審人。 

三、 來稿經由雙匿名審查程序：每位評審於評審意見表上就研究架

構、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資料處理、推理過程、格式與文字運

用、注腳與參考文獻等陳述意見，並於下述四項勾選其一： 

１﹑同意刊登 

２﹑修改後刊登 

３﹑修改後再審 

４﹑不宜刊登 

四、 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 

同意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不採用 

第一位評審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第三位評審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第三位評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不採用 不採用 

不採用 第三位評審 第三位評審 不採用 不採用 

註 1：兩位評審同意刊登，即初審通過。 

註 2：二稿收件後交付編輯室二審，二審通過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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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項評審意見將函送投稿人，並說明處理方式。 

六、 作者修改時，須以表列方式就審查人的建議一一回覆，並說明修

改之章節及無法修改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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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宗教研究》撰稿凡例 

一、 正文格式 

(一) 分節標題方式 

1、 中文標題以「壹、 一、 （一） 1. (1) a. (a) 」為序。 

2、 英文標題以「 I. A. (A) 1. (1) a. (a) 」為序。 

二、 引語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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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西說：「若真要理解的話只有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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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西提到「若真要理解的話只有詮釋」 

(三) 直接引語，但另起一段，縮排且字體改標楷體 

〔格式〕不用引號 

〔範例〕特雷西這樣說： 

當我們面臨的問題僅僅是錯誤，我們還可以使自己相信對話和討

論；但如果我們面臨的是比錯誤更深、更難以捉摸的東西，如果

我們面臨的是系統性的扭曲，我們就需要另一種思想的策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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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英文雙引號“ ”在外，單引號‘ ’在內 

〔範例〕「它們認為沒有所謂的『上帝』，亦沒有所謂的『自我』」 

三、 附加原文的寫法 

〔格式〕括弧、小寫、正體 

〔範例〕中世紀天主教士林神學建基在「存有的類比」（analogy of being）

上的存有觀，強調所有存有物（all beings）各以其自己的方式與就是天

主的「存有自身」（“Being-Itself”that is God）相關連著，形成一個在

其中鑲嵌著特殊性與差異性的連續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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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註解 

(一) 文中註明出處的註解 

〔格式〕（作者，年代 : 頁數 ）◎說明：有引文才需附頁碼 

〔範例〕（阿部正雄，1990： 3-65） 

(二) 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格式〕作者（年代 : 頁數）◎說明：有引文才需附頁碼 

〔範例〕阿部正雄 (1990： 3-65） 

五、 圖版、插圖及表 

(一) 圖版寫法 

        〔格式〕 圖版名、圖版註標示於圖版之下方 

      〔範例〕 圖版 1 

           Plate 1 

(二) 插圖寫法 

      〔格式〕 圖名標示於表之上方、圖註標示於插圖之下方 

      〔範例〕 圖 1 

           Figure 1 

(三) 表的寫法 

      〔格式〕 表名標示於表之上方、表註標示於表之下方 

      〔範例〕 表 1 

           Table 1 

(四) 以上圖版、插圖、表若有同一類而行區分時，請一律採 1-1, 1-2, 1-3 …標

明 

      〔範例〕 圖版 1-1 、圖版 1-2 

           Plate 1-1 、 Plate1-2 

           圖 2-1 、圖 2-2 

           Figure 2-1 、 Figure 2-2 

           表 3-1 、表 3-2 

           Table 3-1 、 Table 3-2 

六、 數字寫法 

(一) 年代、日期、測量、統計數字、有小數點的數字、百分比的數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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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條文號或條款編號一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二) 表格或圖表編號，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範例〕 表1、表2、圖1、圖2 

(三) 除上述以外，其餘表述性數字以國字表示，但若為兼具數字之關連性字串，

仍以阿拉伯數字表示。 

〔範例〕十九世紀、第二次大戰前夕、三位法官歐洲人權法院判決中，以

德國為被告國且有關隱私權只有14個案件，其中4個案件未違反歐洲人權公

約第8條，其他被認定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之案件多數與家庭隱私權有

關，而與私生活隱私有關的只有2件。 

七、 參考文獻 

(一) 期刊論文 

〔格式〕(中) 作者 (年代)。〈篇名〉，《期刊名》，卷，期數 : 頁數 

(英) 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series number, volume number: page numbers. 

〔範例〕琪樹（1953.8）。〈名勝‧古蹟與其傳說〉，《臺北文物─大龍峒特輯》

第2卷，第2期：頁76。 

Dykstra, P. A. (1993). The differential availability of relationships and 

the provi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support to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0, 3: 

355-370. 

◎說明   1. 若該期刊無卷數之編號，可以只列出期號。 

2. 上面第二則範例為英文稿引用中文文獻之寫法，內文引證                   

(琪樹，1953.8)。 

(二) 專書論文 

〔格式〕(中) 作者 (年代)。〈篇名〉，編者 (編)，《書名》，頁碼。出版地：

出版者。 

(英) 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 's Name(Ed.), 

Title of the book (page numbers).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李昂（2006）。〈不見天的鬼〉，《看得見的鬼》。台北：聯合文學。 

Toynbee, A. （1974）.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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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risis. In D. Spring and E. Spring（Eds.）, 

Ecology and Religion in History（pp.137-149）.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三) 專書 

〔格式〕(中) 作者 (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英) 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傅偉勳 (1996)。《道元》。台北：東大。 

Merton, T. （1958）. Thoughts in Solitude: Reflections on the Spiritual 

Life and the Love of Solitud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四) 研討會論文 

〔格式〕(中) 作者 (年月日)。〈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論文。地點：主

辦單位。 

〔格式〕(英) Author's Name. (Year, Date).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e of the Meeting, Place. 

〔範例〕丁仁方 (1996年6月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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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opesa, R. S., Lichter, D. T., & Anderson, R. N. (1993, April 1-3). 

Hispanic marriage markers and first marriage transi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Cincinnati , OH . 

(五 )  古籍  

         〔格式〕古籍原刻本  作者〔朝代〕。《書名》（版本說明），卷，

頁數。  

              古籍影印本  作者〔朝代〕。《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影印版本），卷，頁數。  

(六) 翻譯書籍 

〔格式〕(中) 翻譯者（譯）（譯本出版年）。《譯本書名》。譯本出版地：譯
本出版者。（原作者，原著出版年） 



《輔仁宗教研究》第三十二期（2016 年春）233 

  

(七) 未出版之博士論文 

〔格式〕(中) 作者 (年代)。《論文名稱》。發表地點：學校及科系名稱博士

論文。 

(英) 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八) 沒有作者的報紙或時事通訊文章 

〔格式〕(中)〈文章標題或第一段的主要句子〉(年月日)。《報紙名稱》，版

次。 

(英) Title of the newspaper article. (Year, date). Name of the 

newspaper, page number. 

(九) 網路資料 

〔格式〕(中) 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摘錄時間，網址。 

(英) Author's Name. (Year). “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Year, 

date.Website. 

 

八、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西文作者姓名之寫法 

〔格式〕 作者名字一律採 Last Name, First Name (initial). Middle Name 

(initial).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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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若同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請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四) 若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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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1978a 1978b  1978c 

九、 出版地的寫法 

1. 出版地若在美國，要分別列出城市名及州名，州名採縮寫且不加縮寫號。   

2. 出版地若非美國，則寫出城市名和國名。  

3. 出版地若為下列主要城市，則不必寫出州名或國名，包括： 

台灣／台北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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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波士頓 (Boston)、芝加哥(Chicago)、洛杉磯 (Los 

Angeles)、紐約 (New York)、費城 (Philadelphia)、舊金山 (San Francisco)； 

英國／倫敦 (London)； 

法國／巴黎 (Paris)； 

德國／柏林 (Berlin)； 

荷蘭／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義大利／米蘭 (Milan)、羅馬 (Rome)； 

奧地利／維也納 (Vienna)； 

瑞典／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俄羅斯／莫斯科 (Moscow)； 

中國／香港 (Hong Kong)、上海 (Shanghai)、北京 (Beijing)； 

日本／東京 (Tokyo)； 

韓國／首爾 (Seoul)； 

以色列／耶路撒冷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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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辦法 
 

訂閱價格： 

零售每期新台幣 200 元整。 

含國內掛號郵資每期新台幣 250 元整。 

 

劃撥帳戶： 

戶名：私立輔仁大學 

帳號：16020831 

請在劃撥單背面「通訊欄」中註明「訂閱宗教學系《輔仁宗教研究》之

期數、期刊寄送地址，與收件人等資料」。 

 

國外訂戶若需以外幣付款，請先與《輔仁宗教研究》編輯部聯絡，確認

每期售價（含郵資與外幣兌換手續費）。 

《輔仁宗教研究》編輯部電子信箱：091927@mail.fju.edu.tw 

 

 

經 銷 處：輔仁大學出版社 

地    址：(24205)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電    話：(02)2905-2227 

傳    真：(02)2905-3182 

電子信箱：FJCUP@mail.fju.edu.tw

http://tw.mc725.mail.yahoo.com/mc/compose?to=FJCUP@mail.fj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