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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本系主編之規劃學報以每年六月、十二月各出刊乙期為

原則，並全年徵稿。為充實本刊內容，提升學術研究水

準，歡迎有關規劃理論與實務方面(包括區域及都市計劃、

都市設計、建築、交通、環境、景觀、工程、經濟、都市

社會及其他相關學科)之中英文論著投稿，惠請各界人士踴

躍賜稿，以光篇幅。 

 本刊徵稿簡約及文稿書寫格式舉要如附件，謹請貴單位

惠予公布，並轉發單位同仁為感。 

 耑此奉懇 

敬頌  時祺 

「規劃學報」編輯室  謹啟 

民國 107 年 9 月 

  



徵稿簡約 

一、本刊歡迎有關規劃理論及實務方面（包括區域及都市計劃、都市    

   設計、建築、交通、環境、景觀、工程、經濟、都市社會及其他  

   相關學科）之中英文論著及研究報告投稿。  

二、本刊採用之文稿，以未在國內外任何刊物發表者為限。  

三、來稿請寄至電子郵件信箱，並附中、英文摘要、作者姓名、服務

單位、職稱、連絡地址及電話。  

四、來稿格式請參照本刊「撰稿須知」。  

五、本刊自 27 期（民國 89 年）起，改為三人審查方式（含主審），

來稿由本刊聘請三位專家學者，以雙匿名方式審查。本刊對來稿

有刪改權，審查不合用之文稿，由本刊負責退還。  

六、本刊對投稿文章經審查後，依審查委員之審查結果，按下列方式

處理，並將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轉知作者。  

審查（一） 

審查（二） 
刊     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不  刊  登  

刊     登  刊     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第三人審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第三人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不  刊  登  

不  刊  登  第三人審  第三人審  不  刊  登  不  刊  登  

 

七、本刊已依法申請出版權，來稿經採用後，本刊享有出版權法規定

之一切權利。  

八、所有來稿經採用後，本刊將專函致謝，並贈送當期 PDF 檔案。  

九、稿件經採用後，請作者將修正後之文稿以 Word 或相容之文書處

理軟體建檔，並將編印之文稿電子檔（ WORD 或相容之文書處理軟

體檔，以及 PDF 檔），俾供本刊編輯。定稿前一律由作者本人校

稿。  

十、本刊每年至少出刊二期，並全年徵稿。  

十一、本刊由『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規劃學報編輯委員會』編

印。  

十二、本學報電子信箱 :nckuplanstudio@gmail.com 

  



撰稿須知 
一、文稿 

 （一） 文稿撰寫以中英文為原則。文稿一律橫寫，並且加標點、分段、及編頁碼。 

  (二)  正文之中文字請以新細明體 12號排印，英文及數字請以 Times New Roman 12 排印。數學式函數      

        符號請用 Times New Roman 12 號正體字，變數與參數用 Times New Roman 12 號斜體字。 

 （三） 文稿內容編排，應以下列順序為原則： 

 1.封面 

 2.中英文摘要 

 3.前言 

 4.內文:包含文獻回顧、資料來源及型式、研究方法、經驗或實證論述等 

 5.結果及討論 

 6.結論及建議 

 7.致謝 

 8.參考文獻(中文參考文獻需有英文翻譯) 

  (四)  正文內所有章、節及圖表之編號一律使用一、(一)、1、(1)、A.、a.等等。 

  (五)  文稿內容得加註腳解釋文義，皆以
1、2

…等編號將內容安排於文稿該頁下方。文稿內容得加註參 

        考性註腳(reference footnote)或註明出處時採用(作者，年代)並於參考文獻中列明完整格式。 

  (六)  來稿經審查通過後，必須將修正後之文稿以 Word或相容之文書處理軟體建檔，並且將電子文件以 Email方式 

        傳回至編輯委員會。(nckuplanstudio@gmail.com) 

  (七)  題目（加註英文）;若有副標題，請在前以「:」符號區隔 

  (八)  作者中英文姓名。於姓名後以*、**與***符號加頁尾註腳（第二作者使用**），以中英文註明    

  任職機構、職稱、電話、email 等資料，舉例如下：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02-1234-5678；nckuplanstudio@gmail.com 

  (九)  摘要置於正文之前，以中英文撰寫，中文以五百字為限，英文以三百字為限。 

  (十)  中英文摘要之下分別附三到五個中英文關鍵詞。 

  (十一)中文部分請用新式全形標點符號，英文部分則用半形。 

  (十二)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4個半形字元）。 

二、圖、表 

  (一)  圖表置於文中，給予適當之圖表名。圖名於圖下置中、表名於表上靠左對齊，圖表編號均採中文標誌。圖表 

  名稱中文字請用標楷體，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 字型，圖表內文字字體與文內相同。 

  (二)  每張圖或表均應在內文中解釋、說明，且依內文出現順序加以編號。 

  (三)  文稿所附圖或照片，均以黑白為原則。 

  (四)  撰稿時所附之圖、表之頁面不超過 B4大小為原則，圖、表中文字應清晰，縮小 50%後仍能顯現辨識。 

三、參考文獻 

  (一)  內文中所引用之文獻，均必須列於文稿後之參考文獻。 

  (二)  參考文獻目錄，先列中文文獻，再列英文文獻，並且依照作者姓氏筆畫或字母順序排列。 

  (三)  內文引用與參考文獻格式，中文標點符號以全形，英文則以半形統一。 

  (四)  期刊名及圖書名。中文請以上下引號註記，英文則排斜體字。 

  (五)  各類文獻之撰寫格式與範例參考如下: 

 1.中文期刊:作者(西曆年分)，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期，頁數。 

    王思樺、黃書禮、李叢楨、蕭儀婷(2016)，都市能源使用 CO2排放變動趨勢之降尺度分析-以臺北都會區與高雄市為例，「都市與計劃」，第 43 

    卷，第 4期，第 369~394頁。 

  英文期刊:Author,A.A.(Year). Title of article,Title of Periodical,xx(xx):xxx-xxx. 

      Adkins, A., J. Dill, G. Luhr, and M. Neal. (2012). Unpacking Walkability: Testing the Influence of Urban Design Features on  

    Perceptions of Walking Environment Attractiveness,Journal of Urban Design ,17(4): 499–510. 

2.中文學位論文:作者(西曆年分)，論文名稱，論文出處。 

   胡太山(1990)，台灣地區科技園區區域發展策略研究，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碩士論文。 

  英文學位論文: Author, A. A.(Year). Titl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Name of database. 

Ho,B.W.(199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hrough urban planning in old urban areas of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中文研究報告、書籍:作者姓名(西歷年份)，「報告書名」，出版處:出版機構。 

    施鴻志(1997)，「都市規劃」，新竹縣:建都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研究報告、書籍: Author,A.A.(Year).Book title,Location: Publisher. 
    Lynch,K (1960).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ailto:abc@ncku.edu.tw


4.中文研討會論文:作者姓名(西曆年份)，文章名稱，「研討會/論文集名稱」，舉辦地點，頁數。 

    吳啟哲(2016)，陽光社區屋頂太陽能板防災問題研究，《第二十屆(2016)國土規劃論壇》，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34-42。 

    英文研討會論文: Author,A.A.(Year). Title of contribution,Title of Symposium,Location,Page. 

             Muellbauer,J.(2007). Hou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expenditure,Hous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WY,18- 

     32.  

5.中文網頁:作者/組織名稱(西曆年份)，文章篇名，「網頁名稱」，網址，擷取時間(年/月/日)。 

     行政院主計處(2013)，主計處統計年報，「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手冊」，https://www.dgbas.gov.tw/mp.asp?mp=1，2017年 12月 21日。 

  英文網頁: Author,A.A.(Year).Article Title,Page Name,URL,Pick up time(mm/dd/yy). 

              Burka,L.p.(1993).A hypertext history of multiuser dimensions,MUD History，http://www.ccs,neu.edu,DEC.5,1994 

與以上所有文獻格式不同者，請改以註解方式列出。 

有 Digital Object Identifiler(DOI)之文獻，請將 DOI標註於該文獻之最後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