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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暨觀光產業研究 

(Journal of Leis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Research, JLTIR) 

投稿須知 
一、 「休閒暨觀光產業研究」發行之目的為促進休閒與觀光產業之學術與實務性

研究，以提供台灣地區休閒與觀光相關產業之發展參考。本期刊之內容分為
三大部份：(一)原創性論文、(二)產業技術報告和(三)書評。因此，舉凡觀
光事業、休閒遊憩、休閒運動事業、餐旅及餐飲等相關領域之原創性論文及
產業技術報告(中、英文不限)，皆為本期刊刊登之對象。 

二、 本期刊每年共計發行二期，分別於 5 月與 11 月各出版一期，全年皆接受投
稿。 

三、 本期刊投稿之文章全文以一萬五仟萬字為原則(含圖表與中、英文摘要)。中、
英文摘要分別五百字為原則。中、英文關鍵字以三至五個為原則。 

四、 投稿稿件之首頁須載明下列資訊： 
(一) 中、英文論文標題。 
(二) 中、英文作者姓名。 
(三) 中、英文任職機構與職稱，倘若作者不僅只一位，敬請於作者姓名之後

與任職機構之前加註*、**、***等對應符號，以俾利識別。 
(四) 通訊地址、聯絡電話號碼、傳真電話號碼與電子郵件地址，並敬請註明

通訊作者。 

投稿稿件之次頁起為本文，書寫順序如下： 
(一) 中、英文論文標題。 
(二) 中文摘要、中文關鍵字、英文摘要、英文關鍵字。 
(三) 本文(諸如：引言、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討論與建議)。 
(四) 參考文獻及附錄。 

五、 稿件書寫格式： 
(一) 文字敘述之編號順序，中文為：壹、一、(一)、1、(1)，英文為：Ⅰ、(Ⅰ)、

A、(A)、a、(a)。內文段落間文字敘述之數字，敬請利用阿拉伯數字表
示。 

(二) 表格標題在表格之上，圖片標題在圖片之下。其編排之順序以圖1 (Figure 
1)、表1(Table 1)，圖2 (Figure 2)、表2 (Table 2)等順序為之。 

(三) 內文引用之文獻以確與本文相關者為限，並須於內文引用之處予以標示。
同時引用多篇文獻者，以中文、西文之順序排列。同為中文或西文文獻
者，以文獻發表之年份先後排列。若為同一年份者，以作者姓氏筆劃或
姓名字母順序先後排列。 

(四) 參考文獻之排列順序，以中文、西文之順序為之。各參考文獻前不編號。
同為中文或西文文獻者，以作者姓氏筆劃或姓名英文字母順序先後排列。
參考文獻之中文文獻請參照附註格式撰寫，英文文獻撰寫採用APA格式，
請參考附註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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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為提升投稿稿件作業之效率，本期刊採取電子郵件投稿與審稿之方式。投稿

稿件之格式必須為 Microsoft Word 檔案。本期刊將盡力加速審稿之作業，目

標設定為百分之八十之稿件於四週內給予作者第一次審查結果之回覆。 

七、 投稿時請將投稿稿件與作者相關之資訊(諸如：作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地址、

聯絡電話、傳真電話與電子郵件地址，並敬請註明通訊作者)，利用電子郵件之方

式，同時郵寄至電子信箱 hcy119@kuas.edu.tw。作者應會於投稿稿件郵寄出後一

週之內收到收稿確認之電子郵件，若未於一週之內收到收稿確認之電子郵件，敬請

重新將投稿稿件寄出，或與黃瓊瑤小姐聯繫(07-381-4526 分機 7237)。自 2012 年

1 月起，請投稿者於投稿時繳交審稿費用 1,000 元，本刊編輯委員會將於繳

費確認後，發送相關領域審查委員進行審稿。繳費方式請至本校網路收費系

統 http://140.127.113.224/paysys/輸入相關資料後(收款單位請選觀光系)，並

請投稿後一週內，依該系統產生之收費通知單上之繳費方式完成繳交，並將

繳費收據傳真至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系，傳真號碼：（07）615-2231
（請註明投稿人員姓名及審稿費用）致黃瓊瑤小姐，本系收到繳費後開立審

稿費用繳交證明。 

八、 為維持本期刊刊載論文之品質，投稿本期刊之原創性論文與產業技術報告稿

件，必須經過至少兩位相關領域學者之匿名審查；書評則屬邀稿方式不須審

查。 
每位評審者於評審意見表上陳述意見，並於下述四項勾選其中一項： 

(1)不必修改，直接刊登   (2)建議刊登，略加修改 

(3)建議刊登，大幅修改   (4)退稿 

稿件審查處理方式 

處理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見 

刊登 略加修改 大幅修改 退稿 

第一位評審
意見 

刊登 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第三位評審
略加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第三位評審

大幅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退稿 退稿 
退稿 第三位評審 第三位評審 退稿 退稿 

九、 為維護學術倫理，投稿稿件應未刊登於其他刊物或書籍。此外，投稿之稿件

一經刊載，版權歸本期刊所有，唯文責自負。非經本期刊同意，亦不得另行

發表於其他刊物或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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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中文文獻格式 

期刊：作者姓名，(出版年)，題目，期刊名稱，卷(期)，頁數。 
書籍：作者姓名，(出版年)，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書籍專章與研討會論文：作者姓名，(出版年)，專章名稱或論文名稱，書名或論文

集名稱，頁數，出版地：出版者。 
學位論文：作者姓名，(出版年)，論文名稱，學校系所與學位。 
報紙文章：作者姓名，(出版年)，標題，報紙名稱，刊行日期，刊行版面。 
網路文章：作者姓名，(出版年)，標題，[線上資料]：搜尋網址[搜尋日期]。 
中文參考文獻之刊物名稱、書名、論文集名稱與論文名稱，敬請以底線表示之；

英文參考文獻之刊物名稱、書名、論文集名稱與論文名稱，敬請以斜體表示

之。 

英文文獻格式 

學術性英文期刊論文(紙本版) 
Author1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Author2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 Author3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2009). Title of article: Sub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ume 
number, page number of the entire article. 

Author1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Author2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 Author3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2009). Title of article: Sub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ume 
number(Issue number), page number of the entire article. 

範例 

DeFranco, A. L., & Weatherspoon, K. E. (1996). Go green: An environmental checklist 
for the lodging industry.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37(6), 84-85.  

McCarty, J. A., & Shrum, L. J. (1994). The recycling of solid wastes: Personal values, 
value orientations and attitudes about recycling as antecedents of recycling 
behavior.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30, 53-62. 

學術性英文期刊論文(電子版) 
Journal article [從資料庫獲得，並具有 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者] 
Author1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Author2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 Author3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2009). Title of article: Sub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ume 
number(Issue number), page number of the entire article. doi:cx.xdok/dddxxxx 

範例 

Diamantopoulos, A., Schlegelmilch, B. B., Sinkovics, R. R., & Bohlen, G. M. (2003). 
Can socio-demographics still play a role in profiling green consumer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6, 
456-580. doi:10.1016/s0148-2963(01)00241-7 

Journal article [從資料庫獲得，不具有 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者] 
Author1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Author2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 Author3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2009). Title of article: Sub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ume 
number(Issue number), page number of the entire article. Retrieved from database.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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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V., Turner, W., & Stoneman, P. (1996).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market 
prospects for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consumer products.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7, 263-281. Retrieved from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database. 

 

 

 

英文書籍(紙本版) 
Author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Year). Title of book: Subtitle (Edition)[it other than the 

1st]. Location: Publisher. 
範例 

Kotler, P. (1984).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and control. New Yok: 
Pretice-Hall. 

Swarbrooke, J., & Horner, S. (2007). Consumer behaviour in tourism (2nd ed.). Oxford, 
England: Butterworth-Heinemann. 

Ninemeier, J. D., & Hayes, D. K. (2006). Restaurant operations management: Principle 
and practices. Upper Saddel River,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英文書籍(電子版) 
Author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Year). Title of book: Subtitle (Edition)[it other than the 

1st]. doi:xx.xxxx/xxxxxx 
Author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Year). Title of book: Subtitle (Edition)[it other than the 

1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xxxxx 
範例 

Lück, M., & Kirstges, T. (2003). Global ecotourism policies and case studies: 
Perspectives and constraints. Clevedon, UK: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Retrieved from NetLibrary. 

Garrod, B., & Wilson, J. C. (2003). Marine ecotourism: Issues and experiences. 
Clevedon, UK: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Retrieved from NetLibrary. 

英文書籍專章(Part of a nonperiodical)(e.g., book chapter)(電子版) 
Author1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 Author2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Year). Title of 

chapter. In First initial. Editor1 last name, First initial. Editor2 last name, & First 
initial. Editor3 last name (Eds.), Title of book: subtitle (pp. xxk–xml). Retrieved 
from http://www.xxooxxxx 

範例 

Teer, J. G. (2008). Observations on trends and issues in global conservation. In L. 
Rockwood, R. Stewart, & T. Dietz (Eds.),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co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polic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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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暨觀光產業研究」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作者：                                                              
       
篇名：                                                           
 
本著作所有列名作者皆同意本篇文章被刊登於「休閒暨觀光產業研究」，並

為推廣本期刊內容，茲將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休閒暨觀光產業研究編輯委員

會，惟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本著作集結出版、教學及網站等個人無償(非商業)
使用之權利。 
 
 
 
立書人代表：                                                      簽章 

(所有作者均須同意簽署)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傳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