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代觀光》期刊稿約
制訂於 2018 年 2 月 2 日

一、本刊歡迎國內外有關觀光旅遊之社會研究、經濟、規劃、管理、資訊、景區工程規劃等
未經刊登於其他刊物之中、英文研究論著；已刊登者，雖使用不同語文、題目更改、或
內文經改寫，均不接受投稿。已於國內外會議發表之論文，不論有無收錄於會議資料中，
除經大幅修改者外，均請作者提附該會議主辦者之同意書並於論文中加註說明。論文如
屬接受公私立機關團體委託研究出版之報告書全文或一部分或經重新編稿者，作者應提
附該委託單位之同意書並於論文中加註說明。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暨所屬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同仁擬投稿件如屬已結案或未結案之計畫者，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局暨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自行研究出版品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以創作者
為著作人，著作財產權則歸屬中華民國（代表機關為本局）所有。
（二）與其他機關或個人合作或共同辦理之出版品，除另以契約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
外，原則上以創作者為著作人，但約定其不行使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則歸屬中
華民國（代表機關為本局）所有。
（三）有關著作財產權之證明文件（例如委外契約、讓與或授權同意書等），應予以保存，
建立適當之管理機制，俾利查詢應用。
（四）凡由本刊主動邀稿者，不受上述各項限制。
二、為便於一次刊出，來稿以 15,000 字為限，其中應包括 500 字以內之中、英文摘要各 1 篇
及 3 至 5 個關鍵詞，註明姓名、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服務單位、職稱、聯絡地址及
電話。
三、文稿撰寫方式：
（一）內容編寫次序為中英文標題（Title）、作者中英文姓名、中英文摘要（Abstract）、
中 英 文 關 鍵 詞（Key words）、 前 言（Introduction）、 方 法（Methods）、 結 果
（Results）、討論（Disussion）、誌謝（Acknowledgements）（若無則免）及參考
文獻（Reference）等，並依照內容附上表格和圖片。
（二）文稿請以 Microsoft Word 軟體電腦打字。版面配置之設定為 A4，中文選用新細明
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字體大小 12，行間距採單行間距 (single
space)。
（三）題目置中，英文標題每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大寫，其餘字母小寫，但非首字的介系
詞與冠詞所有字母均小寫。
（四）文稿作者需說明服務單位中英文名稱、中英文職稱（不同機構請以上標阿拉伯數字
依序分開表示之），通訊作者以 * 號標示，並附上電子信箱，例：
朱○○ 1,*，1 國立○○大學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University.
陳○○ 2，2 國立○○大學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University.
*

通 訊 作 者： 朱 ○ ○， 國 立 ○ ○ 大 學 副 教 授；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Email: XXXXX@gmail.com

（五）參考文獻中文在前，英文居次，其他語文接續之。中文文獻以作者姓氏筆畫為序，
外文文獻以作者姓氏字母為序。

四、中文標點符號（2 bytes）之後不必再空一格，英文標點符號（1 bytes）之後則需空一格。
五、英文摘要、英文參考文獻及段落標號除外，中文稿件皆以全形括號書寫（ ），外語稿件
以半形括號書寫 ( )。
六、中文章節與段落標號格式，請依壹、一、（一）、1、(1)、a、(a) 順序標明；英文章節與
段落標號格式，請依 1、1.1、1.1.1、(1)、a、(a) 順序標明。
七、圖表置於正文內，並附上標題。表的名稱置於上方，圖的名稱置於下方，並且以阿拉伯
數字區分不同之圖、表，如：表 1、圖 1……等。所有圖片的解析度皆需在 300 dpi 以上。
若引用國內外書籍雜誌或任何有版權之圖表，必須徵得原刊登雜誌或版權所有者之許可，作
者應負完全之責任。
八、內文引註格式：
（一）一位作者時
括號外：黃德祥（1996）
McAndrew（姓氏）（2003）
括號內：（黃德祥，1996）
（McAndrew, 1996）
（二）二位作者時
括號外：吳庶深與林文魁（2013）
Evans 與 Tang（2013）
括號內：（吳庶深與林文魁，2013）
（Evans & Tang, 2013）
（三）三位以上作者時
括號外：賴玉釧等（2003）
Cobb et al.（2003）
括號內：（賴玉釧等，2003）
（Cobb et al., 2003）
九、參考文獻編排規定格式：
（一）期刊論文：
中文：作者姓名（姓在前名在後）（出版西元年）。論文篇名，期刊名稱（粗體），
卷（粗體）（期），起迄頁碼。
英文：作者姓名（姓在前名在後）（出版西元年）. 論文篇名 . 期刊名稱（斜體），
卷（斜體）( 期 ), 起迄頁碼 .
例：
林楨家、李家儂（2005）。用於都市地區活動分布之灰色 TOD 規劃模式。運輸計
劃季刊，34（1），63-91。
Cervero, R., & Kockelman, K. (1997). Travel demand and the 3Ds: Density, diversity,
anddesig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2(3), 199-219.
若作者為 8 位或 8 位以上，則列出前 6 位和最末位作者。
（二）圖書單行本：
中文：作者姓名（日期）。粗體書名，版次（無則免列）。出版地城市：出版社名稱。

英文：作者姓名 ( 日期 ). 斜體書名 ( 版次 ed.).（無版次則免列）出版地城市 : 出版
社名稱 .
例：
黃芳銘（2007）
。結構方程模式：理論與應用。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Nunnally, J. C. (1978). Psychometric theory (2nd ed.). New York, NY: McGraw-Hill.
（三）圖書單行本中的一章：
中文：篇章作者姓名（日期）。篇章名。收錄於首位編輯者姓名等（編），粗體書
名（頁 279-311）。出版地城市：出版社名稱。
英文：篇章作者姓名 ( 日期 ). 篇章名 . In 書輯編者 (Eds.), 斜體書名 (pp. 頁數 ). 出版
地城市 : 出版社名稱 .
例：
張啟芬（2007）。韓國文化教育論。收錄於陳怡蓁等（編），韓國語教授法的實際
（頁 279-311）。首爾：延世大學校出版部。
Wolverton, G. S., & Zola, D. A. (1983).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visu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during reading. In K. Rayner, M. Kyles, & M. Ricky (Eds.),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Perceptual and language processes (pp. 41-51).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四）研討會論文：
中文：作者姓名（舉行會議的年月）。論文篇名（粗體）。論文發表於研討會名稱，
研討會舉辦城市，國家。
英文：作者姓名 ( 舉行會議的年月 ). 論文篇名（斜體）. Paper presented at 研討會名
稱 , 研討會舉辦城市 , 國家 .
例：
溫傑華、藍武王、趙國婷（2001，3 月）。國道客運車輛下層設置座位或臥舖接受
之研究。論文發表於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第 16 屆學術論文研討會，台南市，台灣。
Eberhart, R. C., & Kennedy, J. (1995, May).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s, Tainan, Taiwan.
（五）博、碩士論文：
中文：作者姓名（發表年分）。粗體論文名稱。學校系所 + 碩／博士論文。
英文：作者姓名 ( 發表年分 ). 斜體論文名稱 ( 碩 / 博士論文 ). Retrieved from 資料
來源網址 .
例：
李育逢（2009）。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個人背景變項、校園經驗、學習表現及心理社
會發展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論文。
Armstrong, C. J., & Lonsdale, R. (1998). A supporting study in the JISC eLib programme.
report G5 (Master’s thesis). Retrieved from http://w1.dorise.info/JCSE/paper_detail.
php?pid=156820170001160049.
若您引述的是未出版的博士論文或碩士論文，則參考下列範例：
陳勝智（2001）。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理念進行車站地區都市再發展之探討。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台南市，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

Armstrong, C. J., & Lonsdale, R. (1998). A supporting study in the JISC eLib programme.
report G5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六）政府出版圖書 / 規範：
作者名（出版年分）。圖書／規範名。出版城市：政府機關名。例：黃政傑、李春
芳、周愚文、潘慧玲（1992）。大陸小學教育政策與教育內容之研究總結報告。教
育部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F0033518）。台北市：教育部。
（七）網頁資料：
中文：作者姓名／網頁機關名（發表年分）。文章篇名／連結主題名。取自網址
英文：作者姓名／網頁機關名 . ( 發表年分 ). 文章篇名／連結主題名 . Retrieved
from 網址
例：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3）。2013 年兒童收視熱門時段之電視內容分析。
取自 http://www.children.org.tw/news/advocacy_detail/987
International Digital Publishing Forum. (2011). Industry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
idpf.org/about-us/industry-statistics
（八）本撰稿格式未盡事項悉以 APA 第六版為準。
十、基於提高《台灣當代觀光》期刊之國際能見度並能追蹤學術影響力，交通部觀光局同意
為每篇文章註冊 DOI，查證引用文獻之 DOI，並於稿約中註明作者投稿時應查證並著錄；
華藝學術出版社提供查證工具，且協助於編校時再次查證所引用文獻 DOI 之正確性。
例：
Csapo, P., & Raab, M. (2014). “Hand down, Man down.” Analysis of defensive adjust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hot hand in basketball using novel defense metrics. PloS One, 9(12), e114184.
doi:10.1371/journal.pone.0114184.
十一、請提供 Microsoft Word 97（含以上）版本可讀檔案格式之電子檔；凡照片、圖片無法
清晰辨認及製版者，恕不接受。
十二、本刊編輯委員會於審稿作業完成後，將「審稿結果」通知原作者，經審查後不通過之
稿件，恕不退稿，違反投稿規定及格式之論文，本刊將不進行同儕審查而逕行通知作
者修正後再投稿。
十三、本局對來稿在不變更其論點之原則下有刪改權；稿件經本刊發表後，將致贈作者該期
期刊一本，酌致稿酬；其他刊物如需轉載，應同時徵得作者及本局同意，且註明出處。
十四、來稿請附本刊著作授權同意書，寄至 10694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290 號 7 樓交通部觀
光局永續觀光與產學合作專案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