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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年報》稿例 

《年報》全年徵稿! 
     本年報定名為《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年報》，以刊登甲骨學、古文化及跨領域之中、

英文學術論著和藝文創作為主，其他語文論稿須自行翻譯為中文或英文。學術論著來稿須依

本《年報》擬定之「通則」、「中文稿例」及「英文稿例」規定撰文，方便排印；而藝文創

作則只刊首次發表之作品。 

 

壹、通則 
一、 本《年報》以每年為一卷，期數視來稿而定，最多不超過四期。 

二、 須經兩位相關領域之專家審查通過，如其中一人不通過，則請第三位重審，重審不通過

者，璧還原稿，若有修改意見，修改後須重審。 

三、 須有中英文之正題、副題、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及中、英文摘要各300字，關鍵

詞五個以內。 

四、 為方便抽印本印刷，每篇論文均從單頁開始，雙頁結束或留白。首頁次序如下: 

1.論文題目(含正、副題) 

2.作者姓名 

3.服務單位及職稱 

4.摘要及關鍵詞：中文稿以英文摘要及關鍵詞為首頁，中文摘要及關鍵詞為次頁；英文

稿以中文摘要及關鍵詞為首頁，英文摘要及關鍵詞為次頁——正文由

第三頁開始。 

五、 版面規劃：本《年報》採單欄式印刷，以A4紙張打字，「版面設定」為文字長度——包

括頁碼和書眉，為28cm，寬度為22cm；每頁34行，每行38字。書眉：單數頁右上方為

「論文題目」，雙數頁左上方為「《羽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年報》第?卷第?期」。

頁碼在最後一行，置中。註碼在標點符號前，註釋在當頁。註腳文字第二行內縮至題

號後，與第一行文字對齊。 

六、 標點符號，用全形，包括「、，。？﹗：；「」『』《》〈〉——……」。 

七、 文內有關「數」的字須用阿拉伯數字。 

八、 圖表須置中，外框及欄位隔須用雙線——外粗內細。 

九、 參考資料須附西元年份。 

十、 投稿每人毎期以一篇為限——合著者以第一順位計。 

十一、 論著一經刊登，將置送原書一冊，抽印本十冊，不置稿酬。 

十二、 來稿須有符合本《年報》論文格式之列印稿一式三份，同意刊登證明書一份——證明

書見附錄及PDF檔——印刷檔光碟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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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文稿例 

 
一、 中文稿以20,000字為上限，特約文稿除外——但編輯部有分刊權。 

二、 字型及格式： 

1. 論文題目：粗明體24號字，置中。 

2. 論文副題：粗明體20號字，用雙破折號，置中。 

3. 作者姓名、職稱及服務單位：職稱及服務單位在姓名之下，粗明體16號字，置中。兩位

以上作者，同例處理，左起為序。 

4. 中文摘要標題：粗明體18號字，置中。 

中文摘要內容：細明體12號字。 

5. 關鍵詞：粗明體14號字，置中。 

6. 每篇論文均須有前言、結論，中間各節請自擬小標題，標題序號及格式如下： 

壹、粗明體20號字，靠左對齊。 

一、粗明體18號字，入兩個全形。 

（一）、粗明體16號字，入四個全形。 

1、粗明體14號字，入六個全形。 

（1）、粗明體12號字，入八個全形。 

7. 內文：細明體12號字，分段落，須避頭點及單字成行。 

8. 獨立引文：標楷體12號字，每行均內縮三個全形。 

9. 圖表內文、書眉及註腳：細明體10號字。 

三、 參考資料：標題，粗明體20號字，置中；內容，細明體12號字，格式如下： 

1.中文書籍：書名，作者（生卒年），版本，出版地點﹕出版社，出版年份。 

2.中文論文：作者(生卒年)，論文名稱，刊名，出版地點：出版社，卷期，年份，起頁-

止頁。 

3.學位論文：作者，論文名稱，大學及系所名稱，碩士/博士論文，年份，起頁，止頁。 

4.日文書刊：與中文同。 

四、 注釋：論述中徵引原文用「」符號標示，引文中之引文用『』符號；意引者在註釋中以「參

見」注明出處；略引者——在行文夾引原文，須以「詳見」注明。在同一頁內之注釋若同

一本書，第一次出現時注明出處，以後寫「同注?」，若同書而頁碼不同者以「同注?書，

頁?」表不，格式如下：。 

1.中文書籍：書名，作者（生卒年），版本，出版地點﹕出版社，出版年份，起頁-止頁。 

2.中文論文：作者(生卒年)，論文名稱，刊名，出版地點﹕出版社，卷期，年份，起頁-止

頁。 

3.學位論文：作者，論文名稱，大學及系所名稱，碩士/博士論文，年份，起頁-止頁。 

4.日文書刊：與中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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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英文稿例(Manuscript formatting guide) 

    We recommend you to read the following guide when you prepare your manuscript for 

submission. 

Length: 

1. Articles do not normally exceed 15 pages, A4 size. Articles longer than this will be 

published in two parts or more. 

Format: 

1. Font for Title: Times New Roman bold, 24 point,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center text. 

2. Subtitle: Times New Roman bold, 20 point,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center text. 

3. Author Name: Times New Roman bold, 16 point, center text. 

  Chinese Name: Surname first, followed by given name, e.g. Ho, Peng-yoke. 

  Western Name: As in passport. 

  Organization & Position: Times New Roman bold, 16 point, center text. 

4. Abstract Title in English: Times New Roman bold, 18 point, center text. 

  Text: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 

5. Key words in English: Times New Roman bold, 14 point, center text,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center text. 

6.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are necessary for an Article. Format for Section Titles: 

6.1. Times New Roman bold, 20 point, center text,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align text to the left. 

6.1.1. Times New Roman bold, 18 point, the first line of text is indented by half-inch,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6.1.1.1. Times New Roman bold, 16 point, the first line of text is indented by 

one-inch,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6.1.1.1.1. Times New Roman bold, 14 point, the first line of text is indented 

by one and a half inches,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6.1.1.1.1.1. Times New Roman bold, 12point, the first line of text is 

indented by two inches, capital letters for the beginning 

of all words. 

7. Text: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 setting paragraphs, align text to both the left and right 

margins. 

8. Quotations in Chinese: Kaiti, 12 point, the first line of text is indented by one and a half 

inches, align text to the right margin.  

9. Text of table, header and footnote: Times New Roman, 10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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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Title: Times New Roman bold, 20 point, center text. 

Text: Times New Roman, 12 point. 

1. English Book: Author, Book, Place: Publisher, Year. 

2. Journal Article: Author, Article, Journal, Vol. No., and pages. 

3. Thesis: Author, Thesi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Year). 

4. Footnote: 

Use quotation mark “” for Chinese texts generally and use quotation mark „‟ for 

quotation within a quotation as “ ‟ ‟ ”.  

Next note of the same source: ibid. p. 20. 

Next note of a different page of the same source: op. cit., p. 8. 

4.1. English Book: Author, Book, Place: Publisher, Year. 

4.2. Journal Article: Author, Article, Journal, Vol. No., and pages. 

4.3. Thesis: Author, Thesi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