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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學報》投稿須知 

 

一、 徵收研究論文稿： 

 

《國家公園學報》係內政部營建署正式出版的刊物，預計每年出版一卷兩期，於

六月及十二月各出一期，以未曾刊載於其他刊物者為限。稿件送請兩位專家學者

匿名審查，審查意見供編輯委員會作文稿捨用之參考。 

凡與國家公園相關之研究、監測、生態旅遊、環境教育、文化史蹟、社會人文、

經營管理、資訊管理之稿件，皆在歡迎之列(若為簡體字，由出版者負責轉為正體

中文刊印)。論文稿須附英文摘要。來稿以十五頁為原則，超出部份由作者自行負

擔費用。若為簡短之研究報告，則為研究簡報，研究簡報須附中英文摘要、關鍵

字與引用文獻，內文可不須分章節撰寫，並於投稿時註明。來稿請附〈作者簽署

投稿同意書〉。 

二、 一般稿件之撰寫原則： 

 

來稿請用 18 級打標題，其餘用 12 級新細明體打正文，以 A4「直向」左右兩邊各

留 3.17cm 空間，上下各留 2.54cm，列與列之間 1.5 倍行高打字。所有表格亦請以

「直向」為原則，字級最小可縮至 9 級。 

研究論文依下次序撰寫： 

 標題頁：包括題目(以簡明扼要為原則)、作者所屬機構及小標題(中文以

15 字，英文以 10 字為原則)。標題右上角請註明通訊作者的姓名、地址、

電話及電子郵件。 

 中文摘要：以不超過全文 3%的長度為原則，並應附為數不超過 5 個的關

鍵字，以頓號分隔。 

本文：包括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討論、結論、建議(可略)。 

誌謝(請提供補助機構及計畫編號)。 

引用文獻。  

 英文題目、作者、摘要及關鍵字，文中之英文不得斷字。 

 表格：表格不得劃縱線，橫線亦應儘量少用。 

 圖版或圖片：用電子檔寄送。凡電腦列印，其品質必須符合印刷標準。本

刊只付黑白圖片費用，如需刊印彩色圖片，印刷費用由作者自行負擔。  

三、 文字內容：  

 

文字內容力求清晰簡明，稿件請編頁碼。對於過長之稿件，本刊有權要求作者縮

短。拉丁學名以斜體表示。來稿一律採用公制國際系統單位(SI)，如 m, ml, l, kg

等，數值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標點符號之使用，請參照本刊最新一期之論文。單

位、數字與前後文字之間須有一空格，但℃與%不須有空格。數學符號與前後數

字或文字之間須有一空格。區間數字之表示，在中、英文一律用「如 20-90」，與

前後數字間不須有空格。  

 本文中引用之文獻：  

中文作者用全名及英文作者用姓氏，公元年排列順序，以年代先後為準。

例如一位作者：(Wu 1993)；兩位作者：(Jander and Jander 1970)或 Jander and 

Jander (1970)；三位作者以上：(Koeniger et al. 1988)或 Koeniger et al. 

(1988)。同作者多篇文獻時，如(Koeniger et al. 1988a, b)或 Koeniger et al. 

(1988a, b)，(Koeniger et al. 1988, 1989)或 Koeniger et al. (1988, 1989)。  

 引用文獻：  

引用文獻依姓氏字母順序排列，先列中文與日文(若為漢字)，再列其他文

字。同一作者之發表作品依年代順序排列。第一作者相同時，以作者人數

排序。雜誌須寫出全名。引用雜誌名稱之英文須全名。其他請參考 CBE 

Style Manual。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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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珮瑛、蘇明達。2001。墾丁國家公園資源經濟效益評估-兼論資源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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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它規格：中文一律用新細明體，英文用「Times New Roman」。 

 

接受之稿件： 

 校對： 

稿件付印前，先送通訊作者負責校對清樣，並只能就關鍵部分略作修正。

本刊編輯不負責檢查完稿校樣之印刷正確性，因此每篇論文之通訊作者必

須負責校樣內容的正確性。  

 抽印本： 

本出版者將贈寄刊出樣式之 PDF 檔，供作者自行使用。  

 所有作者要填寫〈著作授權同意書〉。 

五、 投稿地點：  

 
請用 word 電子檔格式將檔案寄送至國家公園學報編輯委員會 E-mail 信箱。 

E-mail：sse.org@gmail.com 

六、 版權： 

依著作授權書內容。 

七、 論文寄出前之格式檢查： 

1. 作者相關資料 

 

 首頁右上方請標明「通訊作者的 e-mail 地址」。  

 作者英文名字須寫全名。 

 校對所屬機關名稱。 

 2. 標題與摘要 

 

 中英文摘要需分別撰寫。 

 標題中之生物分類學名需註明拉丁學名。  

 英文標題除介系詞外，每個單字第一字母須大寫。  

 中英文摘要下須各附中英文關鍵字，以不超過六個為原則(中文詞間字以

頓號分開)。如關鍵字：生態旅遊、太魯閣國家公園、生態系管理。  

 英文關鍵詞頭字母勿大寫。Keywords: decomposition , ecotourism, 

ecoinformatics, adaptive management. 每一 Keywords 勿超過 3 字。  

 摘要不分段落，以不超過全文 3%的長度為原則。  

 附小標題(中文以 15 字，英文以 10 字為原則)。  

 3. 表格圖片 

 

 表格不得劃縱線，橫線亦應儘量少用。  

 度量衡單位縮寫依照國際標準單位(SI)，如 h, min, s, d, wk, mo, yr。  

 圖片須原版之電子檔。若欲以彩色刊登請說明(彩色印刷費需由作者負

擔)。 

 4. 正文 

 

 在文中引用文獻，中、日文(若為漢字)作者全名，其他外文作者用姓，年

代用公元。如 Koeniger et al. 1988。引用文獻之排列以發表年代先後為順

序。  

 度量衡單位採用公制之國際系統單位(SI)，如 m, cm, mol, l, kg, g 等。 

數值以阿拉伯數字表示，數值與單位間空一格。 

 拉丁學名斜體，文中第一次出現時，可加命名者。  

 中文報告章節之劃分以一、二、…等，小節以 1., 2. …等，小節分項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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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等。  

 結果與討論最好要分開撰寫。  

 5. 引用文獻 

 

 一律以依所引用之原文列出，中、日文(若為漢字)先列，英文隨後。皆依

姓氏筆劃或字母、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見投稿須知，舉例如下： 

    林晏州。2003。玉山國家公園步道遊憩承載量及經營管理策略之研究。 

    國家公園學報 13(2):27-48。 

    徐國士。1985。墾丁國家公園熱帶海岸林復舊造林技術研究。墾丁國家 

    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報告第 112 號，47 頁。 

    廖洪正。1992。東方蜜蜂生物學研究。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72 頁。 

宋勝榮。2007。臺灣第四紀火山活動：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特刊第 18

號：111-142。 

    于淑芬、林幸助、陳伯中。2006。武陵地區溪流石附生藻類時間及空間 

    分佈。特有生物研究 8(2):39-51。 

    Campbell AC. 1973. The national park and reserve system in Botswana.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5(1):7-14. 

    Holling CS. 1978. Adaptiv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John  

    Wiley & Sons, Inc., London. 

    O'leary J, J Behrens-Tepper, F McGuire and FD Dottavio. 1987. Age of 

    first hunting experience: results from a nationwide recreation survey. Leisure   

    Sciences 9(4):225-233. 

    Vieira DLM and A Scariot. 2006. Principles of natural regeneration of  

    tropical dry forests for restoration. Restoration Ecology 14(1):11-20. 

    Vaughan MR. 2002. Oak trees, acorns, and bears. pp. 224-240. In McShea WJ  

    and WM Healy (eds.), Oak forest ecosystems: ecology and management for  

    wildlif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6. 其他資訊 詳細稿約格式請參閱《國家公園學報》之投稿須知，或內政部營建     

署之網站 http://np.cpami.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