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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屆山海觀文化資產學術研討會 

「島嶼新聲──文化資產的共時、共構、共生」 

論文格式說明 

此處空一行 

作者甲*  

作者甲職銜或學位，所屬單位 

通訊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 

Author surname, first name 

Professional title or degree, affiliation, address. 

 

作者乙 

作者乙職銜或學位，所屬單位 

通訊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 

Author surname, first name 

Professional title or degree, affiliation, address 

此處空一行 

摘要 

摘要應精簡地以單獨一段文字，總結文章所闡述的創見，內容包含研究問題、

研究目的、研究架構、研究方法、預期成果與具體建議等項目，字數以五百至一

千字為限，敬請配合於摘要截止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一）17:00 前繳交。 

論文字數在一萬五字以內，並以 Office Word 存檔為 docx 檔與 PDF 檔，全

文敬請配合於截稿日 2023 年 2 月 13 日（一）17:00 前繳交，皆以電子郵件寄送

電子檔至 yuntechshk23th@gmail.com。 

此處空一行 

關鍵詞：文化資產、山海觀、截稿日期  

 

 

  

標題：16 號字體，中文：粗黑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置中 

 

12號字體，靠左對齊 

→若為通訊作者請加註* 

→所在地，國家 

→若為通訊作者請附上電話和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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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新細明體 16 號字，粗黑，置中） 

Title (16pt, bold, center) 

（空二行 double space) 

（空二行 double space) 

摘要（粗體，14 號字，置中） 

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

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

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內文

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袋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

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

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

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

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

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

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內文摘要內文摘要內文摘要

內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內文摘要內文

摘要内文摘要内文摘要内文。（12 號字） 

（空一行）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12 號字） 

（空二行） 

（空二行） 

Abstract (bold, 14pt, center)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 abstract.(12pt) 

(space) 

Key Words: Keywords, Keywords, Keywords, Keywords, Keywords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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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 

 

貳、第一層標題 

一、第二層標題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 

1.第三層標題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 

2.第三層標題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 

二、第二層標題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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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圖表 

圖像（包括各式統計圖、曲線圖、影像和插圖）與表格請與本文一起編排。

若圖像與表格是轉載自他人資料，請確實標註引用來源並自行處理著作權問

題，如有必要，本會得要求投稿者提供對方同意轉載於本刊之證明。 

圖像與表格請置中對齊，並安排於本文行與行之間，圖像與表格左右兩邊

不編排文字。圖像與表格的大小無特別規定，請儘量調整為符合頁面尺寸即可。 

表 1 稿件文字格式。表格說明請參考下方。 

大小 
（點） 

式樣 

 項目 一般 粗體 

16 題目 Article title   

12 作者   

12 作者資料   

12 Author names    

12 Affiliations   

14 壹、主標題   

13 一、第二層標題   

13 1. 第三層標題   

12 

本文 

編號（1）→A.→a.→

（a） 

  

11 圖像說明   

11 表格說明   

10 腳註文字   

圖片 

圖片可以置於文中或文章最後。必要時可以跨欄表示。圖標題必須置於圖

片下方且置中，若圖標題超過一行，則與標題第一行第一字上下切齊。 

 

 
圖1  XXX 

表格 

表格可以置於文中或文章最後。必要時可以跨欄表示。表標題必須置於表

格上方且置中。 

 

表1  XXX 

   

   

 

 



5 

 

肆、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格式採請依其在文章中出現的先後依序編號，並以同樣次序編

排於文章的最後部份。而參考文獻的內容僅限於本文有引用或參考的出版品。

參考文獻若是英文期刊，請勿將期刊名稱縮寫。參考文獻段落請勿用凸排。 

列舉參考資料的格式，以第七版 APA格式為準，簡要說明如下： 

一、期刊文章 

作者姓名（西元出版年份）。標題。期刊名稱，卷(期)，起訖頁數。DOI 或 

URL （數位識別碼） 

期刊名稱需斜體；DOI 以網址的形式呈現，數位辨識碼後面不加句點。DOI 

和 URL 都應顯示為超鏈接(以 http://或 https://開頭) 

1. 古雲川、王國財（1992）。手工紙保存性之研究。林業試驗所研究報告季刊，

第 7 卷，第 2 期，頁 161。http://dx.doi.org/10.7075/BTFRI.199206.0161 

2. Buck, E., Kenwoethy, J. B., Litton, C. D., and Smith, F. (1991). Combining 

archaeological and radiocarbon information: A Bayesian approach to calibration. 

Antiquity, 65(2), 808-821. http://dx.doi.org/10.1017/S0003598X00080534 

二、書籍 

作者姓名（西元出版年）。書名（版次）。出版地：出版商。 

書名以斜體字體呈現，若有版次可列於書名之後，該本書的出版地不用寫，

若具有數位識別碼，則需將數位識別碼標出，數位識別碼後面不需加句點。

DOI 和 URL 都應顯示為超鏈接(以 http://或 https://開頭) 

1. 黃克忠、郭祐麟（2004）。石質文物與古蹟保存技術（初版）。台北：建築情

報季刊雜誌社。 

2. Gilroy, D. (1998). Conservation and Care of Colections (1st Edition). 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 Western Australia. 

三、網路出版品 

網頁作者或機構名稱（西元年.月.日）。文章名稱。網頁名稱。URL  

網頁名稱要斜體、來源為資料庫的加註資料庫名稱或連結網址、並列出檢索

日期 

1. 郭瓊瑩（2021.4.27）。「誰」的文化資產？讓歷史軌跡成為我們共同的榮耀。

獨 立 評論 。 檢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63/article/10764 

(2021.11.29) 

2. Crotty, D. (2020, March 6). Ritual, proces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he world’s 

oldest surviving video rental store. The Scholarly Kitchen. Retrieved from 

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20/03/06/ritual-process-and-social-

interacti on-the-worlds-oldest-surviving-video-rental-store (2021, Novembe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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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論文徵稿注意事項 

一、行文格式標準 

1. 標題 

第一層主要標題以大寫國字數字為編號，標楷體 14 號粗體，置中。第二層標

題編號為小寫國字，標楷體粗體 13 號字，靠左對齊。第三層標題以阿拉伯數

字表現，標楷體 13 號字，靠左對齊，往下階層請參考表 2 稿件文字格式。 

2. 內文 

中文字體用新細明體，英文字體用 Times New Roman，內文文字皆用 12 號

字，段落為多行，1.15 行高，與後段落間距：0.5 行。內文段落第一行內縮 2

字元，左右對齊。 

3. 紙張及邊界設定 

請以 A4 紙格式撰寫，使用單欄格式，上下邊界留白 2.5cm，左右邊界留白

2.5cm，請勿設定頁碼。需要換頁時，請注意標題不可為頁面中最後一行，如

遇此情形，請使用分頁符號與分節符號。 

4. 數字 

本研討會以西元計年，本文及參考文獻內如有民國計年者，請配合改以西元

計年。 

5. 腳註和尾註 

本會不採用尾註的註解方式。本會可接受腳註型式的註解，腳註的內容應該

是說明性質的文字。於本文中（全文）標註請依序以阿拉伯數字標號，如1。 

二、修稿標準 

研討會論文以一萬五千字為限，以中英文撰寫皆可。文內請勿出現任何個人

資料。 

1. 摘要修稿辦法： 

在摘要徵稿截止日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一）17:00 前，每一位投稿者皆有

一次修稿機會，如未符合本研討會規定之摘要格式、未在摘要徵稿/修稿截

止日前回傳修正版本至本研討會官方信箱：yuntechshk23th@gmail.com，本

研討會有權利不予收取稿件。 

回傳檔名格式：【摘要修稿】-作者-論文名稱。 

2. 全文修稿辦法： 

在全文徵稿截止日前 2023 年 2 月 13 日（一）17:00 前，每一位投稿者皆有

一次修稿機會，如未符合本研討會規定之全文格式、未在全文徵稿/修稿截

止日前回傳修正版本至本研討會官方信箱：yuntechshk23th@gmail.com，本

研討會有權不予收取稿件。 

    回傳檔名格式：【全文修稿】-作者-論文名稱。 

 

 
1 腳註中文字體為新細明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內文文字皆用 12 號字。 

mailto:yuntechshk23t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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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徵稿時程： 

1.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一）17:00 前：摘要徵稿截止。 

2. 2023 年 01 月 16 日（一）：摘要審查結果公告。 

3. 2023 年 02 月 13 日（一）17:00 前：全文投稿截止。 

4. 2023 年 03 月 14 日（二）：全文審稿結果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