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土地研究格式說明 
 
 
 
 
壹、文書檔案採 A4 直式橫寫書格式，版面邊界分別為上（2.54cm）、下（2.54cm）、 
左（3cm）、右（2.8cm），字體請以中文新細明體及英文 Times New Roman 等
二種字體，12號字排版。 

 
貳、首頁（Title page），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標題（Article Title）：包括中、英文章篇名。 

二、作者（Author’s Name）： 

【格式】 

1.包括中、英文作者姓名。 
2.以附註方式，並分別以中、英文載明作者身份職稱，單位，若作者有數人，則 
分別以＊、＊＊…分別予以載明。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須留電話，e-mail。英文 
電話請以國際電話方式書寫。 
3.若一篇文章有 2 位以上作者，而第一作者非通訊作者時，請於附註內標示通訊 
作者。 
【範例】 
＊教授，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TEL：（02）86719159＃00000，E-mail： 
kkk@mail.ntpu.edu.tw。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and Built Environ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EL: +886-2-86719159＃00000, E-mail:kkk@mail.ntpu.edu.tw. 

三、摘要（Abstract）：包括中、英文摘要。 

四、關鍵字（Keywords）： 

【格式】 
1.包括中文、英文關鍵字，分別列於中、英文摘要之下； 
2.中文關鍵字不要列英文，若有數個關鍵字時請依筆劃由少而多依序排列，並以 
（、）予以區隔； 
3.英文關鍵字每單字字首字母大寫，其餘小寫；若有數個關鍵字時請依字母順序 
排列，並以（,）予以區隔。 

 
參、正文（Manuscript） 

mailto:kkk@mail.ntpu.edu.tw


一、稿件標題章節編號層次及順序 
【格式】 
1.中文請按「一，（一），1.，（1），a」順序排列； 
2.英文則按「Ⅰ，1，（1），A.，a.」順序排列； 
二、引述用例 
（一）直接引述： 
【格式】 
中文請用單引號「 」；英文請用雙引號“ ”，並以括弧標示引述文獻的頁次。 
【範例】 此外，並有學者援引德國學說，進一步謂：「徵收契
約……，…… ..，為避免徵 收程序進行所締結之契約等。」（林明鏘，2006：
562） 潛在地租水準與現行土地使用下實際資本化地租的差異(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potential ground rent level and the actual ground rent capitalized under the present 
land use)(Smith,1979: 545) 

 
（二）直接引述，但單獨另起一段者： 

【格式】 
請用單引號「 」引述 
【範例】 音樂活動空間聚集
的敘述： 
「他（她）們每日都集合在『古倫美亞』三樓的文藝部，一邊練歌一般創作新歌， 
經過半年多，新創作的歌曲不下數十首。」（葉龍彥，2001：79） 

 
（三）引述中復有引述，或特殊引用時 

【格式】 
1.中文：單引號「  」在外，雙引號『 』在內。 
2.英文：雙引號“ ”在外，單引號‘ ’在內。 
【範例】 請見上
述範例。 

 
 

三、 文獻引述
用例 
（一）文中註明引述文獻 
【格式】 請以（作者，年份）方
式表示。 
【範例】 中文：（陳明燦，2004）；英文：
(Scott, 1999) 



【格式】 若直接引用原文則請加
註頁數。 
【範例】 請見引述用例二（一）、
（二）範例 

 
 

【格式】 若有數篇文章以分號（；）區隔；中英文文獻分開，先列中文文獻，再
列英文文 獻，並各自以引述文獻之出版年份先後依序排列。 
【範例】 中文（陳明燦，2004；林森田，2005） 英文(Scott, 1999; Leyshon, 2001) 

 
【格式】 

若同一作者，有數篇文章同時引述，則以（作者，年份 1、年份 2）；若同一作 
者有同一年發表文章同時引述，則以（年份 a, b）表示。 
【範例】 中文：（劉健哲，1986、1997）；（劉健哲，1992a、1992b）。 英文：
(Scott, 1999a, 1999b, 2000) 

 
【格式】 

若一篇文章有 2 位作者，請全部列出。中文為（作者 A 與作者 B，年份）；英文
為（作者 A and  作者 B,  年份） 
【範例】 中文：（劉健哲與黃炳文，2004） 英文：(Power and Hallencreutz, 2002) 

 
【格式】 

若一篇文章有 3 位以上作者（含 3 位），中文請用（第一位作者等，年份）；英 
文請（第一位作者 et al.,  年份）用。 
【範例】 
中文：（詹長根等，2005）；英文：(Delgado et al., 2003) 

 

 

（二） 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格式】 請以作者（年份）
方式表示 
【範例】 中文：陳武雄（1971）檢
討早期……  英文：Vitikainnen(2004)
於檢視……  



 
【格式】 
若有數篇文章同時引述，則以作者 A（年份）、作者 B（年份）…表示 
【範例】 中文：張金鶚與范垂爐（1992）、張麗姬（1994）實證研究指
出……。 英文：英文：Scott(1999a, 1999b, 2000)、Brown et al.(2000)、
Power(2002)等學者 的經驗研究….。 

 
（三） 若有必要加註說明時，請用註腳 

【格式】 內文註腳號碼
使用上標 
【範例】 不過，隨著先進國家的糧食生產過剩、全球性價值觀念的改變、環保意
識抬頭及 政治體制之間的競爭 1 等因素的影響……。 

 
四、圖版、插圖及表用例 

 

 

【格式】 

1.插圖請置於頁面之最下方或最上方，圖名請置於圖之正下方，並以圖 1、圖 
2……  方式表示。 
2.表格請置於頁面之上方，表名請置於表格之正上方，並以表 1、表 2……方
式 表示。 
.3.若引用他人圖表需註明資料來源。若有加註說明時，書寫順序先後依序為：資 
料來源、註。 

 
 
【範例】 



 
 
 
 
 
 
 
 
 
 
 
 

 
 
 
 
 
 
 
 
 
 
 
 
 
 
 
 
 
 
五、數字寫法用例 
【格式】 統計數字及西元年份請以阿拉伯數
字表示。 
【範例】 
區位商數值 0.39858；西元 1987 年。 

 
 

【格式】 非統計數字，如中式年代、表述性數字，以中
文表示。 
 
【範例】 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三
項準則。 



 
六、公式寫法用例 

【格式】 
1.不用斜體； 
2.函數與括號中間不需空格 
【範例】f(a) 
 
七、註腳 

【格式】請用10號標楷體，編碼請用1.2….，請置於每頁文章下緣.  

【範例】1  參考 http://www.anntw.com/awakening/news_center/show.php?itemid=32553。 檢索

日期2012年8月1日。 

 

肆、參考文獻（References） 

一、專書論文 
【格式】 
中文：作者，出版年份，篇名，收錄於編者編書名，出版地：出版者，頁碼。 
英文：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in Editor(s), ed(s).,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page numbers. 
【範例】 中文：許嘉猷，1990，階級結構的分類、定位與估計：台灣與美國實
證研究之比 較，收錄於許嘉猷編階級結構與階級意織之比較研究論文集，台
北：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頁 21-72。 
英文：Luhmann, N., 1988, Familiarity, Confidence, Trust: Problems and Alternative, 
in G. Diego, e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pp. 94-107. 

 
二、期刊論文 

【格式】 中文：作者，出版年份，篇名，期刊名，
卷期數，頁碼。 
英文：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the Periodical, volume 
number (issue number), page numbers. 
【範例】 中文：賴宗裕，2001，經濟全球化與國土規劃策略之探討，都市與計
劃，第 28 卷，第 4 期，頁 519-542。 
英文：Liang, G. S. and M. J. Wang, 1991, A Fuzzy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 
Method for Facility Site Sel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29 
(11), pp. 2313-2330. 

 
三、專書（若為編者、編著、主編著、編印者，請於作者後方括弧內註明） 

 
 

http://www.anntw.com/awakening/news_center/show.php?itemid=32553


【格式】 中文：作者，出版年，書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 
 
 
 
 
 
英文：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範例】中文：謝哲勝、陳亭蘭，1988，不動產證券化—法律與制度運作，修訂 
二版，臺北：翰蘆圖書公司。 
英文：Crump, A., 1993, Dictionary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eople, Place, 
Ideas and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MIT Press. 

 

 

四、研討會論文 

【格式】 中文：作者，出版年份，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主辦單位，頁碼。 
英文：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me of the 
Meeting, Place. 
【範例】 
中文：鄭福田，1994，都市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國家環境保護計畫研討會論文 
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頁38-45。 
英文：Tam, T. , 1998 , Getting Ahead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Positional Capital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 

 

 

五、博碩士論文 

【格式】 中文：作者，年份，論文名稱，學校科系名稱及學位名稱論文。 
 英文：Author’s Name, Year, Title of the dissertation. Dissertation,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Place. 
【範例】 中文：林娟娟，1990，影響連鎖經營型態之因素─ 我國零售業之實證
研究，中央 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六、報紙 

【格式】 報紙：作者，出版年份，篇名，報紙名，出版年月日，版面（頁數）。 
【範例】 
中文：徐世榮，2007，從轉型正義看土地改革，自由時報，2007 年 1 月 26 日，A 
版 19頁。 
英文：Lambert, B., 2005.1.27, Vacant Land on Long Island Is Disappearing, Study 
Warns, New York Times, B5. 

 

 

七、網路等電子化資料 

【格式】 作者（單位），查詢年份，篇名／書籍名／報告名／字典名/網站名



稱，網址：，瀏覽日期年，月，日。 
【範例】 
中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5，環保署說明 RCA 廠桃園污染場址整治進度，
網址：http://ww2.epa.gov.tw/enews/Newsdetail.asp?InputTime=0940705185815。瀏
覽日期2005.11.17。 
英文：Hersh, R., K. Probst, K. Wernstedt, and J. Mazurek, 1997,Linking Land Use 
and Superfund Cleanups: Uncharted Territory (Internet Edition), 
http://www.rff.org/rff/Documents/RFF-RPT-landuse.pdf. , Resource for the Future. 
1997.01.27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考文獻之排列，先列中文文獻，以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而多依次排列，再 
列西文文獻，以英文字母順序依次排列。 
（二）第一作者有多篇文章時，先列以單一作者發表的文章，再列有共同作者的 
文章，並依共同作者人數由少而多的情形依序列出。共同作者相同者的文章有 2 
篇以上時，按發表時間由先而後依序列出。 
（三）單一作者同一年份有多篇文章時，請依序在年份後面加 a、b、c 等符號。 
（四）若第一作者與相同的第二位作者在同一年份發表數篇文章時，依序在年份 
後面加 a、b、c 等符號。 
（五）若第一作者與二位（含）以上共同作者於同一年發表數篇文章時（即在正 
文中以（第一作者等，年份）或第一作者等（年份）表示文獻引用時），依（二） 
所排列的順序在年份後面 a、b、c 等符號。 
（六）英文期刊第一作者姓在前，名在後，第二作者之後，名在前，姓在後。但 
書之作者全部採用名在前，姓在後。 
（七）中文文獻如有二位以上作者，每位作者間請以「、」符號分隔；英文文獻則以
「,」符號分隔，倒數一位及最後一位間則以「and」連接。 

http://ww2.epa.gov.tw/enews/Newsdetail.asp?InputTime=0940705185815
http://www.rff.org/rff/Documents/RFF-RPT-landus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