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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範例

司、 第一節 參考文獻的類型和變化

司、 第二節 不同類型的範例

~，附錄 7.1 法律資料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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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章主要是敘述以APA格式撰寫參考文獻的範例，這些範例被分成下列幾個
種類:叫定期刊物(伸伽憫恤pμ仰阿pen白叮叩rη"1仙a叫Is吋)川(b盼)書籍 參考書籍和書的各章;州技和研
究報告; (d)會議和座談會; (e)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 (t)評論和同儕評論;但)視聽

媒體; (h)資料集 (data sets) 、軟體、測量工具、儀器; (i)未出版的著作和非正
式出版著作; (j)檔案文件和收藏品; (k)可檢索的個人通訊。在大部份的種類中，
參考每一種資料來源的電子版本和下載版本的參考文獻，都已經整合成書面版本

或其他固定媒體的版本。

本章節針對最常見的參考文獻種類進行說明。但是，您偶爾可能會需要使用

一些特別的參考文獻作為原始資料，然而本章並未提供此類型參考文獻的明確指

引方針。在此類型的範例中，您可以先瀏覽一下本章的範例，然後選擇一個與您
使用的資料來源最為相似的範例，且遵循相似範例的版式。額外的參考文獻範例

可以參考 APA 格式網址(請參閱 www.apastyle.org)。當您不能肯定自己所撰寫

的版式是否正確時，則要提供較多的資訊，而不是較少的資訊，因為列出參考文

獻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讓讀者能夠「檢索 J ( retrieve )和使用這些資訊來源，所以

大部份的參考文獻條目會包含下列要素 r作者、出版年代、名稱、出版或檢索

資料 J 上述的所有資訊對「資料獨特性的辨認 J ( unique identification )和圖書

館的尋找資料而言都是必需的。

以下是參考文獻範例的索引，呈現各種類型的參考著作，以及說明每個參考

文獻要素的變化。在每個索引條目之後的數字，是指出本章中參考文獻範例的編

號。本章在最後的部份附有「附錄 7.1 J '其內容包括參考法律資料的版型和範

例。

圍觀輛轎遍體法:獻的類型和變化

場，A. 定期刊物

摘要， 16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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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發行的線上出版品· 5 

國會記錄(請參閱附錄 7.1 ·範例 16 ) 

期刊的編輯期數· 12 

報刊社論· 14 

聯邦公報(請參閱附錄 7.1 ·範例 18 ) 

預印出版品典藏 (preprint archive )的付梓中文章 .6
整期期刊· 12 

期刊文章· 1 "-'6 

真有數位物件辨識碼的期刊文章· 1 • 2 · 5 

沒有數位物件辨識碼的期刊文章· 3 • 4 

寫給編輯者的信，的

雜誌文章· 7 · 8 

投遞的手稿· 59 

專題論文 .13

時事通訊的文章 .9

報紙文章· 10 • 11 

非英文文章 .4

按照每一期重新編頁碼· 3 

特刊· 12 

特別主題· 12 

專題論文的補遺 .13

補充資料· 15 

概要 (synopsis ;請參閱摘要)

翻譯的文章 .4

。( B. 書籍、參考書籍和書的各章

整本書籍

第 7 章參考文獻範例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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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書籍的電子版本， 19 

再版書籍的電子版本， 21 

純網路電子書籍， 20 

有限流通， 22 

印刷版本， 18 

編輯書中的各章， 24----26 

編輯的書籍， 22 ' 23 ' 27 

在參考書籍中的條目， 29 ' 30 

投遞的手稿， 59 

多卷著作， 23 

沒有作者， 30 

非英文版書籍， 28 

參考書籍， 27 ,......, 30 

轉載著作， 26 

再版的著作， 21 

書籍的評論，“

修訂版或增訂版， 28 ' 30 

叢書( series ) , 24 

編輯書中翻譯的「章 J , 21 , 26 

c. 科技和研究報告

撰寫的報告， 33 

法人作者的報告· 31 • 32 

來自「文獻儲存服務中心」的報告· 34 

法人作者的政府報告， 31 

機構檔案的報告· 34 

刊物簡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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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所撰寫的報告 ， 33 

工作小組報告， 32 

、 .1 D. 會議和座談會

每年出版的會議記錄， 38 

電腦線上擷取的會議報告摘要， 37 

已出版的會議記錄 ， 38. 39 

座談會的稿件， 36 

l E. 傳士論文和碩士論文

「國際博士論文摘要 」 中的摘要' 的

博士論文

從機構資料庫擷取的博士論文，的

從網路擷取的博士論文， 42 

在美國以外的大學的博士論文， 44 

從商業資料庫擷取的碩士論文，的

( F. 評論和同儕評論

同儕對文章的評論， 48 

書籍的評論，的

影片的評論， 46 

視頻、遊戲的評論(沒有作者) , 47 

、 ( G. 視聽媒體

在線上擷取的地圖， 53 

音樂錄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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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 podcast ) , 50 

電視影集中的某一集， 51 

影片， 49 

( H. 資料集、軟體、測量工具、儀器

儀器， 57 

資料集， 54

測量工具， 55 

軟體， 56 

J l. 未出版的著作和非正式出版的著作

非正式出版或「網路數位物件自由存取 J ( self-archived )的著作， 61 

從 ER1C 取得的非正式出版或網路數位物件自由存取的著作， 62 

進行中的手稿或準備出版的手稿， 59 

個人通訊(請參閱 6.20 段)

未出版的

引證來自於大學的未出版手稿， 58 

某研究的原始資料， 60 

J. 檔案文件和收藏品

檔案/歷史資料來源，已知「作者」和/或出版年代，或者雖然文獻中並沒有說

明出版年代，但是您可以合理地確定出版年代，的

法人作者的檔案資料來源， 68 

有限流通的歷史出版物， 72 

可以在檔案中取得的訪談紀錄， 69 

來自檔案或個人收藏品中的演講內容，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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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

來自檔案中的信件收藏品 ， 的

私人收藏品中的信件， 64 

在陳列室中的信{~二 ， 63 

在檔案或個人收藏品內的歷史文章或報紙文章 ， 71 

相片， 73 

沒有訪談錄音但是有訪談的文字紀錄 ， 70 

未出版報告， 66 

第 7 章參考文獻範例 275 

l K. 網路留言板、電子郵件表和其他的線上社群

部落格發表的文章 ， 76 

張貼的訊息

張貼在電子郵件表的訊息 ， 75 

網路群組、線上論壇或討論群組所張貼的訊息 ， 74 

部落格所張貼的影片， 77 

:~/ L.不同種類的作者

學會· 32 

作者修改(例如，視為編輯者) .12.22 , 23.27.49 ,-..., 51.53 

作者是出版者. 28 • 32 • 35 

共同研究的作者(請參閱 6.27 段)

作者是法人組織. 28 • 31 • 32 ·鈣· 49 

編輯者 .21 ......， 27.29

編輯委員會(請參閱 6.27 段)

編輯者代替作者. 12 • 22 • 23 • 27 

主要的編輯者(請參閱 6.27 段) • 22 • 27 

沒有編輯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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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者的人數(請參閱 6.27 段)

會議記錄的編輯者· 39 

特刊的編輯者· 12 

叢書的編輯者· 24 

卷的編輯者· 23 

政府機關或機構· 31 

團體組織作者，此· 31 • 32 • 35 ·紗. 53 • 54 • 68 • 72 

名字的第一個字使用連字符號連接(請參閱 6.27 段)

姓和名字的起首字母的編排順序(請參閱 6.27 段)

參考特定的著作， 1"-'2 

特定的著作見於書籍或選集內， 21 ' 25"-'26 

名字中有 Jr. • 24 

有名字接尾詞 (Jr. ， III) , 24 (請參閱 6.27 段)

作者的人數

沒有作者· 9 • 14 ' 30 ' 47 

一位作者， 5 ' 6 ' 8 ' 10 ' 18 • 19 ' 20 ' 37 '的~的， 48 • 61 "'-'66 • 69 • 70 

兩位作者， 3 ' 4 '的， 17 '刃， 34 ' 46 ' 58 ' 60 

三、四或五位作者， 7 ' 13 ' 16 ' 38 ' 39 ' 59 

八位或八位以上作者， 2 

私人機構， 35 

有多位作者的文章，且附有 r with J 一字(請參閱 6.27 段)

M. 名稱的變化

非英文的名稱(但具有翻譯) , 4 , 28 

名稱中的專有名詞， 12 ' 13 '的， 16 ' 32 ' 33 ' 54 ' 62 ' 66 '的， 70 

修訂版或新版， 28"'-' 30 

副名稱(請參閱「兩部份的名稱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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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稱之內有名稱，的， 46 · 48 

翻譯著作的名稱， 21 · 26 

翻譯成英文的名稱· 4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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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兩部份的名稱， 7 ' 8 ' 19 ' 21 '""-' 24 '詣， 31 • 34 '的· 42 ·的， S4 ' 兒，

59 ' 62 ' 70 

沒有名稱的著作，的· 60 

一本書中的卷數· 23 ' 24 ' 39 

卷的編號和頁碼一起出現時， 21 

( N. 出版物資訊的變化

作者是出版者，訝， 31'""-'35 

印刷書籍的電子版本， 19 

付梓中的期刊文章， 5 ' 6 

寫給編輯者的信，的

製作中的手稿， 59 

已投稿但尚未被接受的手稿， 59 

專題論文， 13 ' 22 

沒有出版年代(請參閱 6.28 段) , 20 , 30 ' 47 

頁數不連續， 10 

依照「期數」來編頁碼，而不是依照「卷數」來編頁碼， 3

美國以外的出版物(請參閱 6.30 段) , 28 

超過一年以上的出版物， 23 

縮短出版者的名稱(請參閱 6.30 段) , 26 

轉載或再版的著作， 21 ' 26 

未註明出版日期的著作(請參閱 6必段) , 20 , 30 '的

未出版的著作，兒， 60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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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寶士爾不同類型的範例

:; 7.01 定期刊物

「定期刊物 J (periodicals )所包含的項目是以定期出版為基礎的項目 ，例

如，期刊、雜誌、報紙、時事通訊等 。 一般的參考文獻形式如下:

Author, A. A., Author, B. B. , & Author,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ïtle of Periodical, 
則， pp-pp. doi :xx.xxxxxxxxxx 

﹒假如這篇文章有被分派到「數位物件辨識碼 J 您就必須在參考文獻中寫出這

篇文章的數位物件辨識碼(請參閱 6.31 段)。

﹒假如這篇文章內容沒有分派到「數位物件辨識碼 J 但您可以在線上檢索到這

篇文章，請寫出該期刊、時事通訊或雜誌首頁的制式資源位址， 並使用下列格

式.

Retrieved from http://www.xxxxxxxx 

﹒假如期刊的每一期是從第一頁開始編頁碼，則必須緊接在「卷」的編號之後 ，

使用圓括號且在圓括號內寫出「期」的編號。

﹒假如您要引證該篇文章的「預定發行版本 J (advance release version ) ，就必

須在檢索說明之前，插入「預定發行的線上出版品 J (advance online publica

tion) 的字樣。

﹒有些期刊提供的補充資料，假如只能在線上取得，則您在參考這些補充資料或

其他非例行'1生資訊時，必須提供辨認和檢索的重要資訊，包括緊接在名稱之後，

使用方括號描述非例行，性資訊的內容，例如· [Letter to the editor] 、 [Map] 、 [Au
dio podcast] 。

範例 1 具有數位物件辨論碼的期刊文章

He『!說:CEl九心k;午已三幻訊fh:此;;丸!Lμμ…刊心心f;沾沁h品心;丸V?立J;?:立:三:仿反口;已氾♂勾;z芯;ZZ;?仿仿t1古叭7艾;
doi仁: 10,1037/0278-6133.24.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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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有八位或八位以上作者的期刊文章，且具有數位物件辨識碼

Gílbe門 ， D. G., McClernon, J . 戶 ， Rabínovích, N. E. , Sugai , c., Plath , L. c. , 
Asgaard, G., . .. Bovos, N. (2004) . Effects of quitting smoking on EEG actlva
tion and attention |ast fO「 mO「e than 31days and are mO「e seve「e w ith st「ess ，
dependence , DRD2 A 1 alle怡， and depressive traits. Nicotine and Tobacco 
Research, 6, 249-267. doi: 1 0.1 080/1462220041 0001676305 

. 在本文中的引證方式 ( Gilbert et al. , 2004 )。

﹒當參考文獻的作者多到七位作者時， 在參考文獻表中請拼出所有作者的名字 。

範例 3 沒有數位物件辨站碼的期刊文章(當數位物件辨識碼無法取得時)

Sill ick, T. 斗， & Schutte, N. S. (2006) .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elf-esteem m edi
ate between perceived early parental love and adult happiness. 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2), 38-48. Retrieved from ht tp://ojs .lib.swin .edu .au 
/index.php/ejap 

Light, M . A. , & Light, 1. H. (2008). The geog日phic expansion of Mexican immig悶，
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ocal law enforcement . Law 
Enforcement Executive Forum Journal, 8( 1), 73-82. 

﹒假如期刊的每一期是從第一頁開始編頁碼，則必須緊接在 「 卷 」的編號之後，

使用圓括號寫出「期」的編號。

﹒假如這篇文章內容沒有分派到「數位物件辨識碼 J 但您可以在線上檢索到這

篇文章時，請寫出該期刊首頁的「制式資源位址」。

﹒不需要寫出檢索日期。

範例 4 沒有數位物件辨識碼的期刊文章，名稱已翻譯為英文的印刷版本

Guima「daR ， &F|O「in ， A.(2007).Les 6va|uations des enseignants en gmnde sec
tio?de matem||e sO阱elles prédictives des difficultés de lecture au cours 
préparatoi叫 [A削eacher 叫呵s ín kinde明的n predictive of reading difficul

jZJL:「vtl AP叫叫europsychologi仰的 Apprer

﹒假如您使用「非英文文章」的原始版本為資料來源時，請引證原始版本。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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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始的文章名稱， 並使用方柄號 ， 然後 (E JiVi號之內知ttl英文翻譯 11惘 。

﹒假如您使用「非英文文章」 的英文翻譯!l'反木扎實料來源阱，消d| ;有英文翻譯版

本 ，並寫出英文名稱 ﹒ 且不需要使用 Jjt，市號 。

範例 5 具有數位物件辨論碼的期刊文章，預定發行的線上出版品

Von Ledebur, S. C. (2007). Optimizing knowledge transfer by new emploγees in 
companies .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 Practice.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doi : 1 0.1 057/palgrave .kmrp .8500141 

.本期刊每一年出版四本印刷版本，一旦完成之後 ， 也提供線上個人文章 。 本篇

文章內容在被分派卷數、期數和頁數之前，會先被分派一個「數位物件辨識

碼」

﹒假如本篇文章內容沒有分派到「數位物件辨識碼 J 且您可以使用電子方式

索到該文章，則必須提供期刊首頁的「制式資源位址 J (URL) 

﹒「預定發行的線上出版品」的定義會隨著期刊出版者不同而有所不同 。一般而

言，預定發行的線上出版品會提及該文章是「專家審查 J ( peer-reviewed )的

著作，但是內容可能不會編輯或編排格式為最終定稿的版本 。

﹒您必須一直更新參考文獻，直到著作將要出版為止，且盡可能參考該資料來源

的定稿版本。

範例 6 張貼在「預印出版品典藏」的付梓中文章

Briscoe, R. (in press). Egocentric spatial representation in action and perception .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Retrieved from http://cogprints 
.org/5780/1/ECSRAP. F07.pdf 

﹒因為本文章是非正式出版的，且尚未在出版期刊的網站中編入索引，所以必須

使用精確的制式資源位址。沒有提供「預定發行的線上出版品」的期刊出版者，

可能可以讓作者在印刷版本出現在外面的陳列館之前，在線上張貼自己文章的

版本，也可以稱之為「預印出版品典藏 J (preprint archive )。

-f65必須一直更新參考文獻，直到著作將要出版為止，且盡可能參考該著作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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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版本 。

範例 7 雜誌文章

Chamberlin, J ., Novotneγ， A., Packard, E., & Price, M . (2008, Maγ) . Enhancing 
worker well-be ing: Occupational health psγcholog i s ts convene to share their 
research on work, stress, and health. Monitor on Psychologμ 39(5 ) ， 26-29. 

範例 8 線上雜誌文章

Claγ， R. (2008, June). Science vs . ideologγPsγchologists fight back about th e 
misuse of research . Monitor on Psychologμ39(6) . Retrieved fro m 
http://www.apa .org/monitor/ 

範例 9 沒有作者的時事通訊文章

Six sites meet for comprehens ive ant i-gang in itiative conference. (2006, 

November/December) . OJJDP News @ a GIθnce . Retri eved from 
http://www.ncjrs.gov/html!ojjdp/news_at_glance/2 16684/topstory.html 

﹒因為讀者很難從政府機構的首頁找到特定的時事通訊文章之位置，所以提供精

確的「制式資源位址」是有助益的。

﹒沒有作者 (no author) 的著作之排列順序， 請使用名稱的第一個重要字的字母

來排列順序(範例 9 的例子，是使用 r six J 一字來排列著作的順序)。

.在本文中的引證，使用引號圍住簡短的名稱(或者假如名稱簡短的話，就使用

完整的名稱) ，並放在圓括號內進行引證。例如( “Six Sites ìvIeet ," 2006 ) 。

範例 10 報紙文章

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 1, A4. 

.在報紙文章的頁碼之前，加上 r p. J 或 r pp. J 的字詞。

.假如文章所在的頁碼是不連續頁的情況，則必須寫出所有的頁碼，且使用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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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開不同的頁碼 ( 例如 . pp. 凹 ， 83 、 的 一 87 ) 。

範例 11 線上報紙文章

Brody, J . E. (2007 , December 11). Mental reserves keep brain agile .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 

﹒假如您可以藉由搜尋來取得線上版本的文章 ，則必須寫出該文章首頁的 「制式

資源位址 J 以避免讀者使用到無法運作的制式資源位址之情況 。

範例 12 r特刊」或「期刊的特別主題」

Haney, c., & Wiener, R. L. (Eds.). (2004) . Capital punis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pecial issuel . Psychology, Public Policμ and Law， 的(4) . 

Greenfield，戶， & Yan, Z. (Eds.). (2006).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the Interne t 
[Special sectionl. Oeνelopmental Psychology, 4之 391-394 . doi :l0 .1 037/0012 
-1649.42.3 .391 

﹒當您引證整期的期刊，或具有特別主題的期刊時，必須寫出整期期刊的編輯者

和該期期刊的名稱。

﹒假如該期期刊沒有編輯者，則將該期期刊的名稱移到作者的位置，放在出版年

代之前，並在名稱之尾加上句號。此外，使用該期期刊名稱的第一個重要字的

字母，來排列參考文獻條目的順序。在本文中，則使用引號圍住「縮短的名

稱 J 然後使用圓括號的引證，例如: (“Capital Punishment, " 2004 )。

﹒寫出該期刊的特別主題所涵蓋的頁數範圈。

﹒要參考特刊中的文章時，僅需要遵守範例 1"-'範例 4 所呈現的版式 。

範例的專題論文為整期期刊的一部份

Ganster, D. C. , Schaubroeck, J. , Sime, W. E. , & Mayes, B. T. (1991) . The nomo
logical validitγof the Type A personality among employed adults [Monographl. 
Journal ofApplied Psychology;76, 143-168. doi:10.1037/OO21-9010.761.143 

﹒帶有期數(或整期)的專題論文，必須在圓括號內寫出「期數 J 並緊接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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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圓括號內寫出「集數 J ( serial )的編號。 例如: 58 ( 1, Serial No. 23 1 )。

﹒假如專題論文被單獨裝訂為某個期刊的附刊 ( supplement )時， 則必須在卷數

之後使用圓括號， 並在圓括號之內寫出「期數 」 的編號 ，以及寫出「附刊 」或

「部份 J ( pa11 ) 的編號 。 例如 ' 的 ( 3, Pt. 2 )。

範例 14 沒有署名的報刊評論

Editorial : “ What is a disaster" and why does this question matter? !Editorial l. 
(2006) .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14, 1 一2 .

範例 15 在定期刊物中的線上補充資料

Marshall-Pescini , S., & Whiten , A. (2008). Social learning of nut-cracking behavior 
in East African sanctuary-living chimpanzees (Pan troglodytθs schweinfurth ii) 
[Supplemental materia l). Journal of Comparatiνe Psychologμ122， 186-194 
doi :1 0.1 037/0735-7036.122.2.186.supp 

﹒將補充資料或其他非例行性資訊的描述(例如， 給編輯者的信 、播客 C pod

cast J 或地圖)放在方括號之內，以幫助讀者辨認和檢索該資料 。

﹒假如這份補充資料沒有作者，則將「名稱」和「使用方括號圍住的描述」 一起

移到作者的位置。

.在本文中，使用下列的圓括號引證方式。例如 ( Marshall-Pescini & Whiten 

2008) 

範例 16 視為原始資料的摘要

Wo。間， N. J., Young, S. L., Fanselow, M. S. , & Butcher, L. L. (1991) . MAP-2 expres
sion in cholinoceptive pyramidal cells of rodent cortex and hippocampus is 
altered by Pavlovian conditioning [Abstract] .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Abstracts, 17, 480. 

Lassen, S. R., Stee悟， M. M., & Sailor, W. (2006). The relationship of 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an urban middle 
school.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3, 701-712. Abstract 悶trieved from 
http://wwW.interscience.w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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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引證特定文章的全文是比較合適的 ， 但是您也可以使用「摘要」作為原始

資料，並放置在參考文獻表內 。

範例 17 視為間接資料來源的摘要

Ha舟， L. R., & O'Neill, K. (2000) .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γin small academic 
peer groups. Smal/ Group Research, 31, 24-53. Abstract retrieved from 
Sociological Abstracts database. (Accession No. 200010185) 

﹒雖然引證特定文章的全文是比較合適的，但是您也可以使用「摘要」作為間接

資料來源，並放置在參考文獻表內。

﹒針對有限流通的資料，您可以寫出「資料庫名稱」和「資料庫辨識碼 J (假如

合適的話)

(7.02 書籍、參考書籍和書的各章

本段落的種類是包括各種書籍和參考書籍，例如百科全書、字典和特定學門

的參考書籍(例如，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J 請參閱 www.apastyle.org ) ， 它也包括只有以電子形式出

版的書籍、線上取得的參考著作和「公共財產書籍 J (public domain books ) ，以

及只能在線上知識庫( online repositories )中取得的絕版書籍 。 當您考的書籍有分

派到「數位物件辨識碼」時，必須寫出這些數位物件辨識碼，如下面的範例所示。

Author, A. A. (1967). Title of work. Location: Publisher. 

Author, A. A. (1997). Title of work. Retrieved from http://www.xxxxxxx 

Author, A. A. (2006) . Title of work. doi:xxxxx 

Editor, A. A. (Ed.). (1986) . Title of work. Location: Publisher. 

票 ，或是參考「參考書籍」中的條目時，請使用下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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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A. A., & Author, B. B. (1995) . Ti tle of chapter or entry. In A. Editor, B. 
Ed itor, & C. Editor (Eds.). Tïtle of book (pp. xxx-xxx) . Location : Publisher 

Author, A. A., & Author, B. B. (1993) . Ti tle of chapter or entry. In A. Editor & B. 
Editor (Eds.). Tïtle of book (pp. xxx-xxx) . Retrieved from http://www.xxxxxxx 

Author, A. A., & Author, B. B. (1995). Ti tle of chapter or entry. In A. Editor, B. Editor, 
& C. Editor (Eds.). 訂tle of book (pp. xxx-xxx) . doi :xxxxxxxx 

﹒假如沒有頁碼時， 寫出「章的名稱」或「條目的名稱」 是足夠的 。

如果在參考著作中的條目沒有排印作者的姓名時，請使用下列的版式:

Title of entry. (1998). In A. Editor (Ed .). Tïtle of reference work (xx ed ., Vol. xx, pp . 
xxx-xxx) . Location : Publisher. 

Title of entry. (1998) . In Tïtle of reference work (xx ed ., Vol. xX). Retrieved from 

http://www.xxxxxxxxx 

﹒當「作者」與「出版者」完全相同的時候，則使用 í A uthor J (作者)一字作

為出版者的名稱。

﹒沒有作者或編輯者的書籍的排列順序，是依照書籍名稱的第一個重要字的字母 ，

來排列參考文獻條目的順序。在本文中的引證 ， 則使用名稱的幾個字來代替作

者名字。假如名稱是簡短的，則使用整個名稱來代替作者名字 。

.在書籍名稱之後，使用圓括號，並在圓括號之內放置版本、卷數、 頁碼等資訊

(例如修訂版、卷數或某章所涵蓋的頁數範圍) ，然後在結束的圓括號之後加

上句號，例如， (Rev. ed.) 和 (Vol.泣， pp. xxx-xxx) 。如同「定期刊物」 的內

容所述，您在參考非例行性資訊時，必須提供辨認和檢索的重要資訊，包括緊

接在名稱之後，使用方括號描述非例行性資訊的內容，例如， [Brochure] 。

﹒至於擁有大規模的編輯委員會的主要參考著作，您可以列出主要編輯者的名字，

然後在主要編輯者的名字之後加上 í et al. J 。

﹒只能在線上取得的書籍或書籍中的各章，則必須寫出「電子檢索陳述」來代替

「出版地和出版者名稱 J (請參閱範例 19---22 '範例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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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8 整本書籍的印刷版本

Shotton, M. A. (1989). Computer addiction? A study of computer dependency 
London, England: Taγlor & Francis . 

範例 19 印刷書籍的電子版本

Shotton, M. A.(1989).Computer addictjonP A study of computer dependency [DX 
Reader version l. Retrieved from http://www.ebookstore.tandf .co .uk 
/htmlfindex.asp 

Schiraldi, G. R. (2001).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ourcebook: A guide 
to healing, recoverμ and growth IAdobe Digital Editions versionJ. doi:10 
.1036/0071393722 

範例 20 純網路電子書籍

O'Keefe, E. (n.d.) . Egoism & the crisis in Western valu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onlineoriginals.com/showitem.asp ?iteml D= 135 

範例 21 再版書籍的電子版本

Freud, S. (1953). The method of interpreting dreams: An analysis of a specimen 
dream. In J . Strachey (Ed. & Trans.) ,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5igmund Freud (Vol. 4, pp. 96一1 21 ). Retrieved from 
http://books.google.com/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0) 

.在本文中，則使用下列引證 (Freud， 190011953 )。

範例 22 從電子資料庫中取得的有限流通書籍或專題論文

ThomEs, N.(Edi(2002).perspectjves on the communjty college: A journey of 
discovery (MonographJ. Retrieved from http://eric.ed.gov/ 

.在資料庫中的資訊可能說明有限流通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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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3 在多卷著作中的數卷

Koch, S. (Ed.). (1959-1963) . Psychology: Astudyofscience(Vols . 1-6) . NewYork, 

NY: McGraw-Hill. 

.在本文中，使用下列的圓括號引證 (Koch， 1959個 1963 )。

範例 24 叢書中的一集書籍之各章的電子版本

Strong, E. K., Jr., & Uhrbrock, R. S. (1923). Bibliography on job analysis. In L. 
Outhwaite (Series Ed. ), Personnel Research Series: Vol. 1. Job analysis and 
the curriculum (pp. 140-146). doi:10.1037/10762-000 

﹒假如叢書的內容被分派到「數位物件辨識碼 J 則在參考文獻中必須說明數位

物件辨識碼，且不需要寫出「制式資源位址」或資料庫名稱 。

﹒定期出版的叢書中具有「副名稱 J ( subtitles )且定期改變者，則如同書籍名稱

一般，叢書名稱使用大寫字母書寫，而副名稱則使用小寫字母書寫 。

範例 25 印刷版本書籍的章

Haybron, D. M. (2008).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 
Eid & R. J. Larsen (Eds.) , The sci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p. 17-43) .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範例 26 從另一個資料來源轉載英文翻譯書籍的章

Piag前， J. (1988). Extracts from Piaget's theory (G. Gellerier & J. Langer, Trans.). In 
K. Richardson & S. Sheldon (Eds. ), Cognitive development to adolescence: A 
reader (pp. 3-18). Hillsdale, NJ: Erlbaum. (Reprinted from Manual of child psy
chology, pp. 703-732, by P. H. Mussen, Ed., 1970, New Yo巾， NY: Wiley) 

﹒假如您使用「非英文著作」的英譯本為資料來源時，則引證英文譯本即可。寫

出英文名稱，不必使用方括號，緊接在後使用圓括號，並在圓括號之內寫出翻

釋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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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使用下列的圓括號引證方式 (Piaget， 1970/ 1988 ) 。

範例 27 參考書籍

VandenBos , G. R. (Ed.). (2007). APA díctíonary of psychology. Washington , DC: 
American Psγchological Association. 

範例 28 非英文版的參考書籍，將書籍名稱翻譯為英文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 (2001) . Oíccionarío de 的 lengua espa丹ola [Dictionary of 
the Spanish languagel (22nd ed.). Madrid , Spain: Author. 

﹒假如您使用非英文參考著作為資料來源時，則引證原始版本，也就是先寫出原

始語言版本的著作名稱，且緊接其後使用方括號，寫出英文翻譯的名稱 。

範例 29 在線上參考著作內的條目

Graham, G. (2005). Behaviorism. In E.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07 ed.). Retrieved from http://plato.stanford .edu/entries 
/behaviorism/ 

範例 30 沒有作者或編輯者的線上參考著作內的條目

Heuristic. (n.d.). In Me軒rria均am-Webωst倌er內'son川1叫的州lí，仿l汀ir昀r

h甘p:洲//www.m-w.com/dictionary/heuristic

﹒假如「線上版本」參照「印刷版本」具有版本編號，就必須在參考著作名稱之

後寫出「版本編號」。

7.03 科技和研究報告

科技和研究報告就像期刊文章一樣，通常包含原始的研究，但是「可能是」

或「可能不是」經過專家審查過的報告。科技和研究報告是文獻主體的一部份，

有時候被提及時，視為「灰色文獻 J (gray literature) ，對於正式出版品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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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扮演著有價值的補充者角色，包括領外的資源、細節 、 研究方法和實驗技術
(“Gray literature, " 2006 ) 。 參考「科技和研究報告」的版式就如同參考「書籍」
的版式 。

Author, A. A. (1998) . Title of work (Report No. xxx) . Location : Publisher. 

﹒假如發行科技和研究報告的組織對此份報告加以編號(例如 ，報告的編號、契

約的編號 、 專題論文的編號) .則緊接在科技和研究報告的名稱之後使用圓括
號 ，並在圓括號內寫出編號。

﹒假如您是從 「 美國政府印務局 J (U.S. Govemment Printing Office ) 取得的報

告 ，則必須將出版地和出版者名稱寫為 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 

.在線上檢索到的報告 ，除非 「出版者 J 已經被確認為 「作者 J 否則您必須辨

認「出版者」是否為檢索聲明的一部份 。例如 · Retrieved from A gency name 

website: http://www.xxxxxxx 

範例 31 法人作者的政府報告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2003) . Managing asthma: A guide 
for schools (NIH Publication No. 02-2650). Retrieved from http://www.nhlbi 
. nih. gov/health/prof/lung/asth ma/asth_sch. pdf 

範例 32 法人作者的工作小組報告，且在線上歸檔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Task Force on the Sexualization of Girls. 
(2007). Report of the APA Task Force on the Sexualization of Girl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pa.org/pi/wpo/sexualiz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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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3 非政府組織所撰寫的報告

hJ';ojpjtizfi以JZffLKzzrz;1jufl立了 12:1:;
f…m Resea 「Ch on pove 「ty Al|evlation website : http://wwwfepoa .w -tz 

/Jhm 

範例 34 機樁檔案的報告

McDaniel. J. E.. & Miskel. C. G. (2002). The effect of groups and individuals on 
natl-onaldecislonrnaMngJlnfILJence and dornjnatjon jn the reading pollcymak
ing environment (CIERA Report 3-025) . Retrieved from Universitγof 
Michigan, Center fO「 |mwovemnt of Ea 「|γReading Achievement website : 
http://www. ciera . org/I ibra叩/repo內s/inqui巾-3/3-025/3-025 . pdf 

範例 35 刊物簡介

Emploγ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1992, February). Sources of health insur
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nsured (Issue Brief No. 123). Wash叭叭叭，

DC: Author. 

﹒使用上述形式來說明「刊物簡介」、「工作報告」和其他的公司文件時 ，必須

使用圓括號，並且在圓括號之內寫出適當的文件編號，以利於讀者檢索。

7.04 會議和座談會

會議和座談會的會議紀錄可以使用書籍或定期刊物的形式出版 。 當您要引證

已經出版為書籍的會議記錄時，可以使用引證「書籍」或「書籍的章」的相同版

式(請參閱範例 39)。當您要引證已經定期出版的會議記錄時，可以使用引證

「定期刊物」的相同版式(請參閱範例 38)。至於投稿到座談會的稿件，或是以

論文發表 (paper presentation )或海報發表( po 

並未正式出版，所以可以使用下列的版型:
poster presentation )的稿件等，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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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

Contributor, A . A., Contributor. B. B.. Contributor, C. C., & Contributor, D. D. 
(Year, Month) . Ti tle of contribution . In E. E. Chairpe rson (Chai rl. Ti tle of 
symρosium .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 ng of Organization Name. 
Location . 

論文發表或海報發表會議:

Present酌， A. A. (Ye缸， Month) . Tïtle of paper or poster. Paper or poster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Organization Name, Location . 

﹒ 有關投稿到座談會的稿件 ， 以及論文發表 ( paper presentati ons) 或海報發表

( poster presentations )的稿件等，因為並未正式出版， 所以必須在參考文獻中

寫出舉行座談會或會議的年代和月份 。

範例 36 投稿到座談會的稿件

Muellbauer, J. (2007, September). Hou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expenditure . In S. 
C. Ludvigson (Chairl, Hous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fIN. 

範例 37 線上擷取的會議報告摘要

Liu, S. (2005, May). Defending against business crises with the help of intelligθn t 

agent based early warning solu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Miami, FL. 
Abstract retrieved from http://www.iceis.org/iceis2005/abstracts_2005.htm 

範例 38 線上定期出版的會議紀錄

Herculano-Houzel , S., Colli 肘， C. E. , Wo呵， P., Kaas, J . 悅， & Lent, R. (2008). The 
basic nonuniformity of the cerebral cortex . Proceedings of thθ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5, 12593-12598. doi: 1 0.1 073/pnas.0805417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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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9 以書籍形式出版的會議紀錄

Ka泣， 1., Gabaγan ， K., & Aghajan, H. (2007) . A multi-touch surface using multiple 
cameras. In J. Blanc-Talon, W. Phili帥 ， D. Popescu, & P. Scheunders (Eds .l.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4678. Advanced Concepts for 
Intell;gent V;s;on Svstems (pp . 97-108) . Berl叭， Germany: Springer-Verlag . doi: 
10.1007/978-3-540-74607-2_9 

' 7.05 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

您可以從「訂閱資料庫 J ( subscription databases ) 、機構檔案和個人網站中

檢索到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

假如您從 r ProQuest 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資料庫」或者另一個已出版的資料

來源中檢索到該著作時，請在參考文獻中寫出該資訊 。 r ProQuest 博士論文和碩

士論文資料庫」的素引和摘要之原始資料包括「國際博士論文摘要 J (Disserta 

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 簡稱為 DAI) ·和國際碩士論文 ( Master 's Theses l n

ternational) • 二者都是由「國際性微縮複製組織 J (University Microforms Inter 

national ·簡稱為 UMI) 所出版，而美國博士論文則由「美國研究圖書館聯盟 」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簡稱為 ARL) 出版 。

Author, A. A. (2003). Tïtl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注 thes;s (Doctoral dis
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l. Retrieved from Name of database. (Accession or 
Order No.) 

.鈞一是4年出版的博士論文或碩士論文，貝11使用下列的參考文獻版式:

Author, A. A. (1978). Tïtl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注 thesi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Name of Institution, Location . 

﹒博士論文或碩士論文的名稱，使用斜體字排版。

﹒在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名稱之後，使用圓括號，並且在圓括號之內說明該著作

為「博士論文」或「碩士論文」。

﹒假如您是透過某個資料庫取得該篇論文，請在參考文獻結尾的地方使用圓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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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圓括號之內寫出「 資料 往往給予該論文的編號 J (access ion number ) 或

「 資料庫給予該論文的序號 J ( order number )。

範例 40 從商業資料庫擷取的碩士論文

McNiel , D. S. (2006) .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 (Master's thesis) . Available from 
P「OQuest Disse 「tations and Theses database.(U M |No. 1434728) 

範例 41 從機措資料庫擷取的博士論文

Adams, R. J. (1973) .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θ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月d continuing θ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 k.edu/etd/ 

範例 42 從網路擷取的博士論文

Bruckman, A. (1997) . MOOSE Crossing: Construction, community, and learning in 
a networked virtual world for kid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γ).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ic.cc.gatech.edu 
/ -asb/thesis/ 

範例 43 在國際博士論文摘要中所摘要的博士論文

Appelbaum, L. G. (2005). Three studies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xture 
amplification , motion representation , and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5(10), 5428. 

範例 44 在美國以外的大學的博士論文

Carlbom, P. (2000). Carbody and passengers in rail vehicle dynamics (Doctoral the
sis,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ockholm, Swedenl. Retrieved from 
http://urn .kb.se/resolve ?urn =u rn: nbn :se: kth :diva-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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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 評論和同儕評論

書籍的評論、電影和其他資訊的評論，或者娛樂產品的評論可以在各種不同

的地方進行出版，包括定期刊物、網路和部落格。有些出版物將會出版作者對「評

論者批評」的回應，或者對同一產品的多元評論。

Reviewer, A. A. (2000) . Ti tle of review [Review of the book Tïtle of book, by A. A. 
Author]. Tïtle of complete work, XX, xxx-xxx. 

﹒假如該評論尚未命名，則使用方括號內的資料作為「名稱 J ( title )要保留

方括號以指出該資料是哪一種形式和內容的描述，而非名稱的描述。

﹒要確認方括號內被評論的媒體種類(書籍、電影、電視節目等)。

﹒假如被評論的項目是一本書籍，則必須在書籍名稱之後，寫出作者的名字 ，且

使用逗號隔開。

﹒假如評論的項目是一部影片、 DVD或其他的媒體，則您必須在著作名稱之後 ，

寫出發行的年代，並且使用逗號隔開。

範例 45 書籍的評論

Schatz, B. R. (2000, November 17). Learning by text or context? lReview of the 
book The sociallife of information, by J . S. Brown & P. Duguidl. Science, 290, 
1304. doi: 1 0.1126/science.290.5495.1304 

範例 46 影片的評論

Axelman, A. , & Shapiro, J. L. (2007). Does the solution warrant the problem? 
[Review of the DVD Brief therapy with adolescents, produced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2007]. PsycCRITlQUES, 52(51). 
doi: 1 0.1 037/a000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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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47 視頻遊戲的評論一沒有作者

f the video game BioShock, produced bγ2K Games, 20071 . (n .d.). 
l門etrieved from http :川w.whattheypl的 com/products伽shock-for-xbox

-360/?fm=3&ob= 1 &t=0#166 

範例 48 同儕對文章的評論

Wolf. K. S. (2005). The future for Oeaf individuals 仿 not tt叫 bleak [Peer com巾en
tarγon the pape 「 ' ， Decrease of Deaf potentia|in a mainst「earned envl 「on
ment" bγK. S WO|fl Ret「ieved f「om http://www persona|ity「esea 「Ch .o 「9
/papers/hall .html#wolf 

! 7.07 視聽媒體

視聽媒體包括電影 、音頻廣播或電視廣播(包括播客 [ podcasts J ) ， 以及靜

態的物件，例如，地圖、 藝術作品或相片等 。

當您參考的視聽媒體是電影時，請使用下列版式:

Producer, A. A. (Producer), & Director. B. B. (Director). (Year). Title of motion pic

ture [Motion picturel. Country of Origin : Studio. 

當J事冬考的視聽媒體是音樂錄音時，請使用下列版式:
Writer, A. (Copγright year). lïtle of song [Recorded by B. B. Artist if different from 

writerJ. On Title of album [Medium of recording: CD. record. cassette , etc.1 

Location: Label. (Date of recording if different from song copyright date) 

.在作者的位置列出主要貢獻者，並使用圓括號的資訊來確認他們的貢獻 。

﹒當您參考的視聽媒體是電視影集或「無線電廣播系列 J (radio series) 中的某

一集時，必須使用「書籍中的一章」之相同版式，但是必須在作者的位置列出

「腳本 J (script) 的作者和導演，而且在編輯者的位置列出「製作人 J (pro

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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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的影片

American Psγ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oducer) . (2000). Respondíng therapeutí
cally to ρatíent expressíons of sexual attractíon IDVDJ. Available from 

http://www.apa.org/videos/ 

範例 50 播客

Van Nuγs ， D. (Producer). (2007, December 19). Shrink rap radio [Audio podcastJ. 
Retrieved from http://www.shrinkrapradio.com/ 

範例 51 電視影集中的某一集

Egan, O. (Writer), & Alexander, J. (Director). (2005). Failure to communlcate 
[Television series episodeJ. In O. Shore (Executive producer). House. New 
York, NY: Fox Broadcasting. 

範例 52 音樂錄音

lang, k.d. (2008). Shadow and the frame. On Watershed [CO]. New York, NY: 
Nonesuch Records. 

.在本文的引證中，必須寫出片的編號、帶子編號或軌道編號，例如 r Shadow 

and the Frame J (lang, 2008，甘ack 10) 。

範例 53 在線上擷取的地圖

Lewis Countγ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s (Cartographer). (2002). 
Population density, 2000 U.S. Census [Oemographic map].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lewis.wa.us/publicworks/maps/Oemographics/census-pop 
-dens_20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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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 資料集、軟體、測量工具和儀器

這個種類包括原始資料和可以幫助人們執行某個工作的工具 - 例如資料分析

或測量工具 。當您使用的是標準軟體和 「程式語言 J ( progra l11 J11 ing languages ) 

例如I\1icrosoft \Vord • Excel • Java • Adobe Photoshop . 甚至是 SAS 和 S PSS ﹒ 就

不必寫出參考文獻條目。在本文中，只要寫出該軟體的專有名稱以及使用的版本

編號即可 。 當您參考的是特殊軟體或有限制銷售的電腦程式時﹒ 就必須寫出參考

文獻條目 。

或

Rightsholder. A. A. (Year). Ti tle of program (Version number) IDescription of formJ. 
Location: Name of producer. 

Rightsholder. A. A. (Year). Title of prog日m IDescription of form] . Retrieved from 
http://xxxx 

軟體 、程式或語言的名稱不要使用斜體字排版 。

資料集 ( data set) 的名稱必須使用斜體字排版 。

E 假如某個人對該軟體具有所有權，則以他/她為作者，否則就把此類參考文獻

視為「沒有作者」的著作 。

﹒ 假如該軟體或工真有版本編號時，則緊接在名稱之後使用圓括號，且在圓括號

之內說明版本的編號。

﹒緊接在名稱或版本編號之後，使用方括號確認資料來源是「電腦程式」、「語

言」或「軟體」等。在「名稱」和「用方括號圍住的資料」之間不要加上句號 。

﹒假如過當的話，您可以在出版者的位置寫出製作該作品的組織名桶和地點 。 假

如該程式可以從網路下載或訂購 ，您必須在出版者的位置寫出這個資訊 。

﹒至於儀器的專利權，請使用法律的參考文獻版式(請參閱附錄 7.1 )。

範例 54 資料集

Pew Hispanic Center. (2004) . Changing channels and crisscrossing cultures: A 
survey of Latinos on the news media [Data file and code book]. Retrieved 
from http://pewhispanic.org/data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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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55 測量工具

Friedlander, M. L., Escudero，以， & Heatherington, L. (2002) . E-SOFTA: System for 
observing family therapγalliances [Software and training videos J. 
Unpublished instru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softa-soatif .com/ 

範例 56 軟體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Version 2) [Computer softwarel. Englewood, NJ : 
Biostat. 

範例 57 儀器

Eγelink " [Apparatus and softwareJ. (2004) . Mississauga, Ontario, Canada: SR 
Research. 

7.09 未出版的著作和非正式出版的著作

「未出版的著作 J ( unpublished work )是指正在進展中的著作，包括已經投

稿準備出版的著作，或者是已經完成但尚未投稿準備出版的著作。這個種類也包

括尚未正式出版的著作，但是可以在個人網站或機構網站中取得的電子檔案 (例

如 ERIC) 或「預印出版品典藏 J ( preprint archive )。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manuscrip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r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or "Manuscript in preparation "] . 

﹒假如該著作可以使用電子檔案的方式取得，則必須在結尾的地方說明這項資訊。

.在您的著作出版之前，必須經常更新您的參考文獻;可能的話，必須參照最終

出版的版本之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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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58 引證來自於大學的未出版手稿

Blackwell, E., & Conrod, P. J. (2003) . A five-dimensional measure of drinking 
motives. Unpublished manuscrí阱， Department of Psychologγ，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Vancouver, Canada. 

範例 59 進展中的手稿或準備出版的手稿

1ing, J. Y. , Florsheim, P. , & Huang, W. (2008). Mental health help-seeking in eth
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不要在投遞的手稿上寫出期刊名稱或出版者名稱。

已經被接受準備出版但尚未出版的手稿 ，視為 「付梓中 」的參考文獻(請參閱

範例 6 )

至於進展中的草稿或著作，則使用如同上述的相同版式﹒但是最後一句話則必

須將 r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J 改為 r Manuscr ipt in prepar ation J 。

在本文引證中 ， 使用您閱讀該草稿的年代 ， 而不是寫出製作手稿的年代 。

範例 60 某研究或未命名著作的未出版原始資料

Bordi，巨， & LeDoux, J. E. (1993) . IAuditory response latencies in rat auditory cor
texl. Unpublished raw data. 

範例的 非正式出版或「網路數位物件自由存取」的著作

Mitchell , S. D. (2000). The import of uncertainty. Retrieved from http:// 
philsci-archive.pitt.edu/archive/00000162/ 

本篇著作後來出版在期刊中，而出版之後寫在參考文獻的版式如下:

Mitchell, S. D. (2007). The import of uncertainty. The Pluralist, 2(1) , 58-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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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2 從 ERIC 取得的非正式出版或網路數位物件自由存取的著作

Kubota , K. (2007) . "Soaking" model for learning: Analyzing Japanese 
learnlng/teacfw-ng process from a socjOFIVstoflcal perspectjve.Retneved f 「om
ERIC database. (ED498566) 

(7.10 檔案文件和收藏品

檔案資料來源包括信件、未出版的手稿、有限流通的手冊和小手冊、機構內

部的文件和法人組織文件、剪報和其他文件，以及一些如相片和儀器的非文字材

料。這些都是作者個人的所有物、機構收藏品的一部份、或者RT存在檔案館內 ，

例如 Akron 大學的美國心理學歷史之檔案館，或 rAPA 檔案館 J (APA Ar-

chives) 

Author, A. A. (Year, Month Day). Title of material. [Description of material J. Name 
of Collection (Call number, Box numb前， File name or number, etc.). Name of 
Repository, Location. 

﹒收藏品的一般版式可以進行修改，您可以針對不同種類的收藏品，提供額外的

描述性資訊(例如，一封翻譯過的信) ，並配合該收藏品所需要的一些明確資

訊，以讓讀者能夠找到參考資料的位置。作者可以選擇從他們個人的收藏品中

列出通信信件，但是如果要列出其他私人收藏品中的通信信件，則必須經過其

他收藏者的許可。

﹒事實上，儘管文件只有單一副本可以取得，且讀者在搜尋副本時確實有些困難

存在，但是檔案文件和收藏品的參考文獻格式和任何參考文獻一樣，其目的是

引導讀者找到資料來源的位置。

﹒您必須提供足夠多的必要資訊，以幫助讀者在博物館或資料庫內，可以容易地

找到這些項目的位置。從收藏品內取得的項目，必須寫出詳細的「編碼式檔案

目錄指ij I J (fmding aids) 、完整的收藏品名稱。如果從收藏品內取的項目，

沒有「編碼式檔案目錄指哥 I J '就必須提供更多的必要資訊(例如，索書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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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1 number) 、同類書區分號 ( box nU l11 ber ) 、檔案名稱或檔案編號 ) ，以

便於幫助讀者找到這些項目的位置 。

﹒假如引證同一個收藏品內的數封信 ，必須將收藏品列為參考文獻，並且提供明

確的辨認資訊 ( 作者 、收件人和日期 ) ，以讓讀者能夠在本文的引證中辨認每
一封信。

﹒使用「中括號 J ( square brackets '即( ) )來指出沒有出現在文件中的資訊，

使用「問號」來指出有關名字和出版日期的不確定性;此外，使用 r ca. J ( 不

要使用斜體字排版，是clrca的縮寫)來指出本著作大約的出版日期 (請參閱範

例 67 )。

﹒有關「訪談」和「口述歷史」的部份，請將「接受訪問者」列為作者，並且在

描述中寫出訪問者的名字 。

﹒假如有限流通的出版品可以在圖書館取得，則參考文獻的版式就如同己出版資

料的版式，而不需要寫出檔案資料來源。

範例 63 在陳列室中的信件

Frank, L. K. (1935, Februarγ4). [Letter to Robert M . Ogdenl.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GEB series 1.3, Box 371 , Folder 3877), Tarrytown, NY 

範例 64 私人收藏品中的信件

Zacharius, G. P. (1953, August 15). [Letter to William Rickel (W. Rickel , Trans.)] 
Copy in possession of Hendrika Vande Kemp. 

範例 65 檔案中的信件收藏品

Allpo此， G. W. (1930-1967). Correspondence. Gordon W. Allport Papers (HUG 
4118.10).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Cambridge, MA. 

在本文中針對特定信件的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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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po門， G. W. , 1930-1967, Allpo內的 E. G. Boring, March 1, 1939) 

(Allpo門， G. W. , 1930一1967 ， E. G. Boring to Allpo門， December 26, 1937) 

﹒請注意，範例的和範例的是參考可以重新獲得的檔案資料 ， 因此您必須寫出

完整的參考文獻表之細節，以便於讓讀者可以找到它們。不容易檢索或擷取的

私人信函和所有信件被視為「個人通訊 J 只能在本中引證(請參閱 6.20

段 )

範例 66 來自檔案或個人收藏品中的未出版報告或演講內容

Berliner, A. (1959) . Notes for a lecture on reminiscences of Wundt and Leipzig. 
Anna Berliner Memoirs (Box M50). Archives of the History of Amer ican 
Psγchologγ， University of Akron, Akron, OH . 

範例 67 檔案/歷史資料來源，已知「作者」和/或「出版年代 J 或者

雖然文獻中並沒有說明出版年代，但是您可以合理地確定出版年代

[Allpo門， A.?]. [ca. 1937]. Marion 1卸的r today-by the biograph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rion Taγlor Papers. Schlesinger Library, Radcliffe College, 
Cambridge, MA. 

範例 68 法人作者的檔案資料來源

Subcommittee on Mental Hygiene Personnel in School Programs. (1949, 

November 5-6). Meeting of Subcommittee on Mental Hygiene Personnel in 
School Programs. Oavid Shakow Papers (M1360). Archives of the Historγof 
American Psγchology， University of Akron, Akron, OH. 

範例 69 可以在檔案中取得的訪談紀錄

Smith, M. B(1989, August 12).lnterview byc A Kies|eriTape recordingl 
President's Oral History Project,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APA 
Archives, Washington,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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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70 沒有訪談錄音但是有訪談的文字紀錄

Sparkman, C. F. (1973) . An oral h也 tory with Or. ColIθ y F Sparkman/ln tervlewer: 
OMey B-caudl//.Mississippi O「a|Histowprogmm(VO| . 289) ， U nive 「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阱 ， Hattiesburg. 

範例 71 在檔案或個人收藏品內的歷史文章或報紙文章

Psychoanalysis institute to open. (1948, September 18) . [Clipping from an uniden
inn of author. tified Daγton ， OH newspaperl . Copγ In possesslorl U 

範例 72 有限流通的歷史出版物

Sci-Art Publishers. (1935) . Sci-Art Publications [Brochurel. Cambridge , MA: 
Author. A. A. Roback Papers (HUGFP 104.50, Box 2, Folder " Misce llaneous 

Psychological Materials") .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 Cambridge , MA. 

範例 73 相片

[Photographs of Robert M. Yerkesl. (ca. 1917-1954) . Robert Mearns Yerkes 

Papers (Box 137, Folder 2292).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New Haven, CT. 

~~ 7.11 網路留言板、電子郵件表和其他的線上社辭

網路提供人們數種方式來針對某個特定的主題進行討論和參與討論。討論方

式的選擇項目包括部落格、網路群組( newsgroups )、線上論壇、討論群組和電

子郵件表等方式。「電子郵件表 J ( electronic nlailing lists )經常是以「電子郵件

名單服務 J ( listservs )的措詞來提及電子郵件表，但是， r LISTSERV J 是特定

軟體程式的商標名稱，而電子郵件表則是適當的總稱，並不具商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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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A. A. (Year, Month Daγ) . Ti tle of post [Description of form). Retrieved from 
http://www.xxxx 

﹒假如您可以取得作者的全名，請先列出作者的「姓 J 然後在「姓」 之後，列

出作者名字的起首字母 。 假如您只能取得作者「在網路上使用的名字 J ( screen 

name) ，則使用作者在網路上使用的名字。

﹒寫出作者發表文章的精確日期。

.在出版日期之後，呈現訊息的主題列(也視為「執行緒 J (thread J ) ，不要使

用斜體字排版。請在名稱之後，使用方括號，並且在方括號內寫出該訊息的描

述。

﹒您必須在擷取該資訊的「制式資源位址」之前寫上 r Retrieved from J 的用語 。

假如「張貼該訊息的表單名稱」不是制式資源位址的一部份，則必須寫出有關

「張貼該訊息的表單名稱」的資訊。

﹒提供該訊息的檔案版本的網路位址。

範例 74 網路群組、線上論壇、討論群組所張貼的訊息、

Rampersad, T. (2005, June 8). R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 [Online forum com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 wipo.int/roller/comments/ipisforumNJeblog/theme_eight_how 
can cultural#comments 

範例 75 張貼在電子郵件表的訊息

Smith, S. (2006, January 5). Re: Disputed estimates of IQ IElectronic mailing 
list message]. Retrieved from http://tech.groups.γahoo.com/group 

/ForensicNetwork/message/670 

能例 76 部落格發表的文章

PZ Mγers. (2007, January 22). The unfortunate prerequisites and conse
quences of partitioning your mind IWeb log postJ, Retrieved from http:// 
scienceblogs.com/pharyngula/2007/01/the_unfortunate.J)rerequisites.php 



Scanned by CamScanner

參考部落格評論的參考格式說明如下:

MiddleKid. (2007 , January 22) . Re : The unfortunate prerequisites and conse

quences of partitioning your mind [Web log commentJ. Retrieved from h口p://
sClenceblogs.com/pharyngula/2007月 1/the_unfortunate_prerequisites.php

在第二個範例中，是使用作者「在網路上使用的名字 J ( screen name )來代替

作者的真正姓名。這表示作者在這個網路部落格張貼訊息時，已經採用綽號或

採用在網路上使用的名字。

範例 77 部落格所張貼的影片

Norton, R. (2006, November 4). How to train a cat to operate a light switch [Video 
filel. Retrieved fro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ja83KLQXZs 

附錄 7.1 法律資料的參考文獻

法律的定期刊物和APA期刊在參考文獻的位置和版式上有所差異，主要的差

異是法律的定期刊物引證參考文獻時是寫在註腳中，然而， APA期刊將所有的參

考文獻，包括法律資料的參考文獻，都放在參考文獻表中。對大部份的參考文獻

而言，您應該使用本章所敘述的APA版式。然而，如果參考的法律資料包括法庭

判決、「法令 J (statutes) 和其他的「立法資料 J ( legislative materials ) ，及各

種第二手資料來源時，則使用法律引證的傳統版式來提供讀者資訊，對讀者而言

將會更為有用。在本章的附錄中介紹一些參考文獻和引證法庭個案、法令及其他

立法資料的範例，以及給予製作時的指引方針。關於製作這些及其他種類的法律

參考文獻的更詳細資訊，請參閱最新版本的 ~The Bluebook: A Unifon11 System of 

Citation~ (Bluebook; 18th 祉，， 2005 )一書， APA 遵循該書的法律資料來源的引

證格式。

fE應該確定您所引證的法律參考文獻是正確的，並且包含所有必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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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於讓讀者可以找到參考資料的位置 。 我們通常會鼓勵作者請教法律圖書館館

員 ， 以核對確認、您的法律參考文獻 : (a)包含易fj~檢索取得的必要資訊; (b)反映出

目前法律權威引證的地位， 避免依賴上訴時已被推潮的個案之可能性 ， 或避免依

賴已明顯地被修訂或廢止的法規 。

( A7.01 一般形式

參考文獻的形式將在下列段落中的每一段中提及。在大多數情況下 ，有關法

令及其他法規的各種參考文獻形式包括: (a) í 法規 J ( legislation ) 流行的或正式

的「章 J ( title ) 或「名稱 J ( name ) ; (b)引證，假如您引證已出版的法規資料

的編輯物，也就是編成法典(例如， (美國法典~ [United States Code]的第幾卷第

幾條款 ) ，則要在圓括號內寫出法令編輯物出版的日期;或是確認在特定的立法

期間，由「制定機構 J (enacting body) 指定的「法律標籤 J (例如， 指出某法

案是第幾條第幾款時，是藉由公法的編號來確認)

有關法院判決的典型參考文獻形式包括: (a)案例的標題或名稱 (其案例通常

是「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 J ) ; (b)引證，通常是寫出「不同部」

( various sets )的書中的一卷和一頁(即所謂的「法律判例集 J ( reporters J '通

常是包含特定政府部門或司法權中的法院判決) ，以便於找出已出版的案例 (例

如，聯邦法律判例集( F ederal Reporter J 的第二系列) ;最後(c)使用圓括號 ， 並

在圓括號內精確地寫出給予判決的司法法院(例如， New York Court of Appe

als) ，並寫出判決的日期。

對於「法規」和「法院判決 J 可以遵循「特定的額外描述性資料」之引證

方式一即引證關於法規或法院判決的內容、法規或法院判決的歷史(例如，法院

判決後再上訴，或後來有所修正的法規) ，或者可以從法規或法院引證的其他資

料來源檢索取得。對於適當格式的其他資訊，我們鼓勵作者參閱 {Bluebook~ 一

書已有關正確的縮寫格式也是遵循 {Bluebook~ 的規定。在APA期刊中較常見

的縮寫範例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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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 U.S. Congress 美國國會

H.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思議院

S. Senate 否~妄- 全自我盡全 伊Pl士E、

Reg . Regulation 法規

Res. Resolution 決議案

F. Federal Reporter 聯邦法律判例集

F. 2d Federal Reporter, Second Series 聯邦法律判例集 ，第二系列

F. 3d F ederal Reporter, Third Series 聯邦法律判例集， 第 系列

F. Supp. Federal Supplement 聯邦增刊

u.s .C. United State Code 美國法典

Cong Rec. Congressional Record 國會記錄

Fed. Reg. Federal Register 聯邦公報

! A7.02 法律資料的本文引證

雖然有關法律資料的參考文獻版式與APA出版物中引證其他種類作品的版式

有所不同，但是本文中的引證方式是相同的，且真有相同的目的 í 引證法律資

料時，視同是沒有明確作者的作品 J (請參閱 6.15 段 ) ， 寫出列在參考文獻表條

目的前幾個字和出版日期;也就是在本文中的引證寫出足夠的資訊 ， 以便於讓讀

者能夠在參考文獻表中，迅速且容易地找到該條目的位置 。對特殊種類的法律資

料，本文引證和參考文獻條目的範例敘述如下。

!A7.03 法院判決(請參閱 81uebook Rule 10) 

在本文中引證法院判決時，必須寫出案例的名稱(使用斜體字排版)和判決

的年代。假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年代，則引證時也必須寫出這些年代 。 法院案

例經常歷經很多年，案例審判歷程中的每一年反映出此個案歷史的特定階段。若

只寫出一個年代，則會給人一種印象一您只引證此個案歷史中的單一點，或者是

會誤導讀者關於此案例的時間發生點。

棄義，[拘參考文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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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v. Name , Volume Source Page (Court Oate) . 

將出版的來源 ( 如果有出版來源的話)、法院及 日 期加以縮寫 ， 如

{ Bluebook ~ 一書中的詳細說明 。

1. 將「案例」列為參考文獻表中的條目之實例:

Lessard v. Schmidt, 349 F. Supp. 1078 (E.O. Wis . 19721. 

本文中的引證方式:

Lessard 以 Schmidt (1972) 

(Lessard 以 Schmidt， 1972) 

"ift呀:這項判決是在 1972 年時，由威斯康辛州(Wisconsin ) 東區的聯邦地方法

院所宣告的判決。這項判決可見於 {Federal Supplement ~ 的第 349 卷第

1078 頁所開始的敘述。

2. 將「上訴案例」列為參考文獻表中的條目之實例:

Ourflinger v. Artiles, 563 F. Supp. 322 (0. Kan . 1981), aff'd, 727 F. 2d 888 (10th Cir 
1984). 

姜文中的引證方式:

Durflinger v. Artiles (1981/1984) 

說明:這項判決是在 1981 年時 ， 由「堪薩斯州 J (Kansas) 地區的聯邦地方法院

所宣告的判決。在上訴時，這項判決於 1984 年由第十「上訴巡迴法院」

(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所確認。在案例歷史中，對不同階段的適當形

式的寫法，請參閱 {Bluebook> 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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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古版8夕菜Yf!/ : 

3. 將「未報導的判決」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Gilliard v. Oswald, No. 76-2109 (2d Cir. Mar. 16, 1977) 

ift研:如同先前的範例寫出記載在判決記錄中的編號和法院，這項判決意見於

1977 年 3 月 16 日宣佈。 當您要引證「法院就案例判決出真的單行意見本」

(slip opinion) 的特定頁數時，使用這個形式 r slip op. at [page nUID

ber] J 。而「法院就案例判決出具的單行意見本」是指尚未出版在案例法

律判例集中，但是已有獨立的印刷出版。

替代才式:您可能引證電子資料庫中未報導的案例，例如， LEXIS 或 Westlaw ' 

而不是引證「法院就案例判決出真的單行意見本」中的案例，則要寫

出資料庫的名稱，假如可能的話，也要寫出記錄的編號，以便於讓讀

者有足夠的資訊能夠找到此案例。假如「在網路上有分配到頁碼」

( screen page numbers )時，在網路上的頁碼之前加上星標符號，以便

於能夠區別「網路上」的頁碼與「法院就案例判決出具的單行意見

本」的頁碼。假如段落有編號時，則在段落編號之前加上段落符號。

有記錄編號:

Oougherty v. Royal Zenith Cor口， No. 88-8666, 1991 U.S. Oist. LEXIS 10807, at .2 
(E.O. Pa. July 31 , 1991). 

沒有記錄編號:

Gustin v. Mathews, No. 76-7-C5 (0 . Kan. Jan. 31 , 1977) (LEX侶， Genfed library, 
Oist file). 

注意:假如該案例是無法取得的，例如無法在「法院就案例判決出具的單行意見

本」或在網路上取得，則請參閱 ~Bluebook) ，以了解其他參考文獻的版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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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可1'1審判法院意見 J 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Caseγv. PennsγIvania-American Water Co. , 12 Pa . D. & C.4th 168 (C .P. 
Washington Countγ1991). 

就呀:這項判決是在 1991 年由「賓夕法尼州 J ( phennsylvania )的「華盛頓郡」

(Washington county) 的「一般抗辯法院 J ( the Court of Common Pleas ) 

所宣告的判決。(在賓夕法尼州 r 一般抗辯法院」是審判階段最常用的

法院名稱。在其他各州，審判階段的法院稱為「高等法院 J [superior courts] 

或「最高法院 J [supreme courts] 。而會使人混淆的是:一般人常會認為「最

高法院」在任何特定的司法權中都是最高等級的法院，而不是最低等級的

法院。作者應查閱 {Bluebook~ 一書，以了解每一項司法權的特定法院結

構之一覽表)。這項判決見於《賓夕法尼州地方和郡的報告~ ( Pennsylva

nia District and County Reports )的第四系列 (series) 中的那一卷的第 168

頁開始的敘述。

5. 將「聯邦地方法院意見」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Oavis v. Monsanto Co. , 627 F. Supp. 418 (S.O. W. Va. 1986). 

iJl呀:這項意見是「西維吉尼亞州、I J ( West Virginia )南部地區的聯邦地方法院所

判決的意見，並列於 {Federal Supplement~ 的第 627 卷，從該卷的第 418

頁開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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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將「上訴到州級最高法院案例」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Compton v. Commonwealth , 239 Va . 312 , 389 S.E.2d 460 (1990). 

iJt研: 這項意見是在 1990 年由維吉尼亞州「最高法院」所判決的意見，並出版在

~Virgini a Reports ~ 的第 239 卷 ， 從第 312 頁開始敘述， ~ VÍrginia Re

ports ~ 專門出版州級最高法院的判決 。 或者引證與上述相似的 ~ South East

em Reporter ~第二系列的第 389 卷 ， 從第 460 頁開始的敘述 。 「 法律判例

集 J ( reporters )是印出各種案例，而 ~South Eastem Reporter ~ 則是一種

地方性的法律判例集， 它收集了美國東南部數州的案例。

7. 將「上訴到州級上訴法院案例」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Texas v. Morales, 826 S.W.2d 201 (Tex. Ct. App. 1992). 

ift呀:這項判決意見是在 1992 年由「德州 J ( Texas ) 的「州級上訴法院 」 所宣

告的判決，並出版於~South Westem Reporter ~第二系列的第 826 卷，從

201 頁開始敘述。

8. 將「由美國最高法院所判決的案例」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8rown v. 80ard of Educ. , 347 U.S. 483 (1954). 

Maryland v. Cra旬， 110 S. Ct. 3160 (1990). 

ift研:這些案例中的每一個案例都是由美國「最高法院」所判決的 。第一個引證

是 ~United States Reports~ ，如果您可以取得 {United States Reports ~ 的特

定卷數時，則可以寫出此類的引證。第二個引證是引證 {Supreme Court Re

porter~ 的案例，當此案例將會出現在 {United States Reports ~的卷上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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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04 法令(請參閱 Bluebook Rule 12 ) 

在本文中，必須寫出任何一個法案的通俗或官方名稱 ( 如果有的話 ) ，及寫

出法案的年代。在參考文獻表中的條目，必須寫出法令的來源和段落編號， 並在

圓括號之內寫出法令編輯本的出版年代，編輯本的出版年代也許與法案名稱的年

代不同。

法兮的多亨艾獻仿t:

Name of Act, Volume Source 9 section number (γear) . 

要縮寫資料來源，如同 {Bluebook~ 一書中的詳細說明 。有幾個州使用

「章 J (chapter) 或「條文 J (article) 的編號來代替「條款 J ( section )的編

號，並使用 ~Bluebook~ 一書中所呈現的縮寫或符號。

9. 將「法令」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Mental Health Sγstems Act, 42 U.S.C. 9 9401 (1988) 

本文中的引證:

Mental Health Systems Act (1988) 

Mental Health Systems Act of 1988 

10. 將 r ~'\II法典中的法令」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Mental Care and Treatment Act, 4 Kan . Stat. Ann. 99 59-2901-2941 (1983 & Supp 
1992). 

誰呀:這項堪薩斯州法案已經編入法典，能在 1983 年版的 {Kansas Sta仇.ltes An

notated~ 一書中的第 4卷第 59 章的第 2901 條款到第 2904 條款之間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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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法案的兩項修正案和附加的參考文獻見於~Kansas Statutes Ann ot

ated~ 一書的 1992 年 「附刊 J ( suppl e lll ent ) 中 。 假如您討論到某條法律

的特別規定 ( provision ) ，則找出這項特別規定出現在哪些特定條款裡面，

並引證這些特定條款(例如， 9 59-2903 ) 0 r Ann. J 代表 r Annotated J ' 

意指堪薩斯州法令的編輯本版本， 這種編輯本包含「案例的摘要 」 及 「 對

法令的特定條款的解釋」 。

11. 將「聯邦法典的法令」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但 U.S . C. A. ~ 12101 et seq. (West 
1993). 

ifè呀:這項法案的敘述見於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 的第 42 章 ( tit1e )第

12101 條款開始敘述的地方，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 是美國法典

的非官方版本，法律的官方法令編輯本是由國會所制定的 。 r et seq. J 是

拉丁文片語，意指「參看此條款以下的說明 J 這是一種簡略表達的方

式，用來顯示這項法案所涵蓋的範圍不只是引證的起始條款，也包含起始

條款之後的其他條款。在圓括號內寫出這本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

ated} 是由 r West Publishing J 所出版的，而 1993 年是能找到引證條款的

那一卷的出版年代。引證法規時，引證 r U.S.C. J 、 rU.S.C.A. J 或 rU.S.

C， S' J 是較好的方法，因為「編成法典的法規」通常比「治安推事的定期

審理會期的法律 J (session laws) 較為行得通且較易檢索取得， 後者乃是

編成法典前的法規形式。此類「治安推事的定期審理會期的法律」之引證

方式如下: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 Pub. L. No. 1 01-336, ~ 2, 104 Sta t. 328 
(1991 ). 

"ift8JJ: 這項引證是引證未編成法典形式的法案版本。這法案是由第 101 屆國會所

制定的第 336 條公法。「第二條款 J (section 2) 是該法案所引證的特定

條款( r ~2 J 相等於 r ~12101 of42 U.S.C.A. J '也就是 r 92 J 最後編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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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編號)。該條款的本文引證也可以見於「未編成法典的治安推事的定

期審理會期的法律」的官方編輯版本的第 104 卷第 328 頁，這本官方編輯

版本稱為<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 (縮寫成 Stat. )。而 ~Unj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 一書的第 104 卷是出版於 1991 年。

t A7.05 立法資料(請參閱 Bluebook Rule 13 ) 

在本文中，若提到「證言 J ( testimony )、「聽證會 J (hearing) 、「法

案 J (bills) 、「決議案 J (resolutions) 、「報告 J (reports) 和「文件 」

( document) 等，要寫出「章 J ( title )或「編號 J (number) (或其他的描述

性資訊)和年代。

育II1J暫JZraFzsmEEFJIU rFZE嘉ggJ m旅芳:

Tit.侶， xxx Cong. (date). 

12. 將「聯邦證言」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RU486: The import ban and its effect on medical research: Hearings before the 
5ubcommittee on Regulation,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Energμ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5mall Business, 101 st Cong. 35 (1990) (testimonγof 
Ronald Chesemore). 

RU486: The Impo月 Ban (1990) 

(RU486: The Import Ban, 1990) 

正當呀:這項證言是美國第 101 屆國會的第二次會期期間，在眾議院的小組委員會

之前宣佈的，從「聽證會文件」官方小冊子的第 35 頁開始敘述。在參考文

獻中，一定要寫出在小冊子封面整個主題事件的名稱、法案編號(如果有

的話)、小組委員會名稱(如果有的話)、委員會名稱。假如您要引證整

個聽證會，引證時的特定調整是必要的，如範例 13 所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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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將「完整的聯邦聽證會」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Urban America 's need for social services to strengthen famili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Human Resources o(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02d Cong . 1 (1992) . 

在本文中的引證 :

Urban America 旨 Need (1992) 

(Urban America 's Need, 1992) 

-jJt研:這項聽證會是於 1992 年在美國眾議院第 102 屆國會期間所舉行的 。這項聽、

證會的內容出版於「官方小冊子 J ( official pamphlet )第 1 頁開始的敘述 ，

且是在聽證會之後所製作的。

14. 有關「尚未制定的聯邦法案和決議案」的形式

Title [if relevantL bill or resolution number, xxx Cong. (year). 

尚未制定的聯邦法案和決議案的編號應該在「眾議院 J ( House of Represen

tatives '簡稱為 H.R.) 或「參議院 J (Senate' 簡稱為 S. )之後，依尚未制定的法

案或決議案的來源而定。

S. 5936, 102d Cong. ~ 4 (1992). 

Senate Bill 5936 (1992) 

(S. 5936,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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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將「未制定的聯邦法案」列為參考文獻的實例

Equitable Health Care for Severe Mental IlInesses Act of 1993, H.R. 1563, 103d 
Cong. (1993). 

Equitable Health Care for Severe Mental IIlnesses Act of 1993, S. 671 , 103d 
Cong. (1993). 

ift呀:第 1 個範例是在美國第 103 屆國會期間，由美國眾議院所制定的法案;法

案的簽署編號是第 ]563 號。第 2 個範例是相同的法案，但是是參議院所制

定的版本。

16. 有關「制定聯邦法案和決議案」的形式

xx. Res. xxx, xxx Cong. , Volume Source page (year) (enacted). 

至可~A參考文獻表中的條目:

S. Res. 107, 103d Cong. , 139 Cong. Rec. 5826 (1993) (enacted) 

~文中的引證:

5enate Resolution 107 (1993) 

(5. Res. 107, 1993) 

tft呀:這項決議案是由參議院所制定的，其編號為 107 號，其報告記錄列在 《國

會記錄) ( Congressional Record )的第 139 卷第 5826 頁。注意 r 已制定

的法案」和「聯合決議案」都是法律，所以，引證時應該以法令的方式來

引證。制定普通或同等效力的決議案，應該遵循這個版式。

17. 有關「聯邦報告J (簡稱為 Rep.) 和「聯邦文件J (簡稱為D∞. )的形式:

xx. Rep. No. xx-xxx (γear). 

如同法案的寫法一樣，報告的編號應該寫在 r H.R. J 或 r S. J 之後，才是適

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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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報告編號的組成是在美國國會的問次之後加上連字符號于日報告的綿號 ﹒ 並

在最後寫出議案年代。

列為參考文獻表中的條目

S. Rep. No. 102-114, at 7 (199 1). 

本文中的引證:

Senate Report No. 102-114 (199 1) 

(S . Rep. No. 102-114, 1991) 

說明:這份報告是由「參議院勞工和人力資源委員會 J ( Senate Committee on L ab

or and Human Resources) 向參議院所提出的報告 ， 其報告的內容是關於

1991 年「保護和支持有心理疾病的人」的法案修正案。參考這份資料時是

從該文件的第 7 頁開始敘述。

~t A7.06 行政和行政部門的資料 (請參閱 Bluebook Rule 14 ) 

在本文中，對於「章程和法規 J (rule and regulation ) 、 「 建議的意見」

(advisory opinions) 和「行政部門的命令 J (executive orders ) ·要寫出名稱或

編號(或其他的描述性資料)和日期。

18. r聯邦法規」的形式

Title/Number, Volume Source ~ xxx (year). 

FDA Prescription Drug Advertising Rule, 21 C. F.R. ~ 202 .1 (2006) . 

Adoption and Foster Care Analysis and Reporting Sγstem ， 73 Fed. Reg . 82,082 
(proposed Jan. 11 , 2008) (to be codified at 45 c.F.R. pt. 1355). 

FDA Prescription Drug Advertising Rule (2006) 

(Adoption and Foster Care Analγsis and Reporting Sγstem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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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t研:第一個章程是於 2006 年編入法典，即編於《聯邦法規法典~ ( Code ofFed

eral Regulations ·這是官方的法規法典)的第 21 卷第 202.1 條款 。在官方

將第二個章程編入法典之前， 首先是見於和出版於 ~Federal Register ~ 中;

圓括號內的資訊是為了前後對照參考之用，即表示在~F ederal Register ~ 

中所提出來的章程條目，未來在編入法典時，將列於~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中的哪一個條款。

19. r行政部門的命令」的形式

Exec. Order No. xxxxx, 3 c.F.R. Page (γear). 

列為參考文獻表中的條目:

Exec. Order No. 11 ,609, 3 C.F.R. 586 (1971-1975) , reprinted as amended iη3 
u.s.c. 301 app. at 404-07 (1994) . 

金文中的引證:

Executive Order No. 11 ,609 (1994) 

(Executive Order No. 11 ,609, 1994) 

ift研:這些行政命令是報導在~Code ofF ederal Regulations ~ 一書中的第 3 章的第

586 頁。假如可能的話，寫出與 ~United Stated Code ~ (簡稱為 U.S .C .)

相對應的引證'或者假如 U.S.c.是無法取得時，則寫出與 ~United Stated 

Code Service) (簡稱為 U.S.C.S. )相對應的引證。

A7.07 專利

您在本文中必須寫出專利的編號和專利的核發日期(不是寫出申請日期)。

在參考文獻表中的條目，必須寫出專利核發的對象:也就是發明者;以及寫出專

利資訊的官方資料來源可以從何處檢索取得。

中的條﹒目:

Smith, 1. M. (1988). U. S. Patent No. 123,445. Washington, DC: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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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引證:

U .S. Patent No. 123,445 (1988) 

(U.S. Patent No. 123,445, 1988) 

iJt研:這項專利於 1988 年核發給I. M. Smith' 他是擁有專利權的發明者。這項

專利的編號是唯一的辨認碼，每一個專利都有一個唯一的辨認碼。在這個

參考文獻的範例中， 專利編號是代表一個有多種用途的專利，因為此專利

編號之前沒有字母接首詞。假如這是一個沒有多種用途的專利，如「設計

專利 J ( design patent ;就可以加上字母 rD J '來進行編號) ，如此一來

在參考文獻中的專利編號和引證就應該寫為 D123 ，4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