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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投稿須知 

一、發行目的 

「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以下稱本刊物)係由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發行，發行之

目的為促進觀光與航空產業的學術與實務性之交流，提升相關專業研究學術水平並提供相關

產業管理及發展之參考。本刊物全年徵稿(每年七月出刊一次)，採隨到隨審制，無截稿日期。

本刊審查制度採審查者及投稿者雙向匿名進行審查。 

二、徵稿對象及領域 

未經發表之專業性研究論文 

(一) 觀光旅遊相關領域 

(二) 航空相關領域 

三、期刊內容 

刊物內容分為二大部份，中、英文不限： 

(一) 原創性學術論文 

(二) 產業技術報告 

四、文稿字數 

來稿請依《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投稿格式(附件一)》寫作，需附中英文題目、姓名、單

位、中英文摘要(A4各一頁為限)，關鍵詞二至五個。 

(一) 中文字數以不超過一萬五千字為原則。 

(二) 英文字數以不超過一萬字為原則。 

五、投稿方式 

來稿請附投稿資料(詳見附件二)包含真實姓名、工作單位、職稱、通訊地址、聯絡電話、

E-mail、傳真號碼，並請繳交 Microsoft Word 電子檔，請使用 E-mail寄至 service@taeda.org。

投稿後，請以 E-mail(service@taeda.org)或微信(wechat:taeda41286042)確認本會是否收妥，完

成投稿程序。 

六、文責版權 

稿件經本刊物刊登者，其著作權則歸本刊物所有，得以紙本、光碟、網路出版方式發行。

本刊有刪改權，不接受一稿多投之稿件，非經同意，不得轉載於其他刊物。台灣境內通過刊

mailto:請使用E-mail寄至service@tae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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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者，每篇收取刊登費新台幣2,000元整，每篇致贈本期刊乙本，不另致贈稿酬(詳見附件三)。

台灣境外投稿者每篇收取刊登費新台幣 2,000元整，每篇致贈本期刊電子檔，不另致贈稿酬 

 

七、其他相關事宜請參照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之格式。 

八、本刊物須經兩位或以上相關領域學者之匿名審查，每位評審之審查結果及陳述意見於如下列

四項勾選其中之一： 

(一) 接受刊登。 

(二) 修改後接受。 

(三) 修改後再審。 

(四) 不推薦。 

稿件審查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接受刊登 修改後接受 修改後再審 不推薦 

第一位 

評審意見 

接受刊登 接受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第三位評審 

修改後接受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第三位評審 

修改後再審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不推薦 不推薦 

不推薦 第三位評審 第三位評審 不推薦 不推薦 

九、如蒙賜稿，來稿請寄至： 

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 發行人  王正光 

              執行編輯 黃永全 

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  

Email: service@taeda.org   Wechat：taeda41286042 

電話：+886-7-331-6702 

傳真：+886-7-331-5851 

行動：+886-973-528-100 

十、匯款資訊 

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七賢分行/0252 

帳號：2025-01-0000365-2 

戶名：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  

mailto:service@tae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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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投稿格式規定 

一、稿件一律以 A4版面列印(左右邊界 3.18cm、上下邊界 2.54cm)，內文段落使用「左右對齊」、

「單行間距」、「首行凸排 2字元」，中文使用「新細明體」、英文使用「Times New Roman」。 

二、投稿稿件首頁需載明下列資料： 

(一) 中、英文論文標題：使用「標楷體」、18 點字、粗體、置中；英文每一字的第一個字母

大寫，其餘字母小寫，但非首字的介系詞與冠詞所有字母均為小寫。 

(二) 中、英文作者姓名：使用「標楷體」、12 點字、置中。 

含任職機構及職稱，作者若不只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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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敬請註明通訊作者、通訊電子郵件地址。 

三、投稿稿件之次頁起為本文，書寫順序如下： 

(一) 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標題置中、14點字，內容 12 點字、左右對齊、首行凸排 2 字元。 

(二) 關鍵字：以二至五個為限，靠左對齊、12點字。 

(三) 本文(如：緒論、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討論與建議)：標題置中、14 點字，內容 12 點

字、左右對齊、首行凸排 2字元。 

(四) 注釋：不論中英文，請附註於該頁頁底，靠左對齊、10點字。 

(五) 參考文獻：不編號，內容 12 點字、左右對齊，首行凸排 2 字元，。中文列於前、英文

居次，其他語文接續。中文依作者姓名筆劃為順序，英(外)文以作者姓氏之字母排列，

可參考簡例，其他未列規定，請依最新版 APA格式為準。 

(六) 附錄。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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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內文段落間文字敘述之數字，敬請利用阿拉伯數字表示。 

(三) 表格標題在表格之上，圖片標題在圖片之下。編排之順序以圖 1(Figure1)、表 1(Table1)、

圖 2(Figure2)、表 2(Table2)等順序排列。 

(四) 內文引用之文獻以確與本文相關者為限，並需於內文引用處予以標示。同時引用多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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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者，以中文、英(外)文之順序排列。同為中文或英(外)文文獻者，以文獻發表之年份先

後排列。若同一年份者，以作者姓氏筆劃或姓名字母順序先後排列。 

五、簡例(其他未列規定，敬請以最新 APA 格式為依據。) 

(一) 中文 

(學位論文) 陳韻如，2014，以聯合分析法探究消費者對臉部肌膚保養產品屬性偏好之研

究，未出版碩士論文，中興大學行銷學系，台中。 

(書    籍) 方世榮，1995，行銷管理學-分析、計劃、執行與控制。台北：東華書局。 

(期    刊) 劉穹林、林泰誠，2015。臺灣定期航運業的綠色航運能力與續效。航運季刊，

24(3)，83-98。 

(研 討 會) 王薏婷、郭仕堯、陳淑娟、郭昕瑀，2014，傳統與低成本航空公司之服務品

質、品牌權益、滿意度與忠誠度。2014 年觀光餐旅暨運輸服務學術研討會，

台灣，桃園。 

 (網路資料)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https://culture.tainan.gov.tw/index.php 

(二) 英(外)文 

(期    刊) Andrew. R. (2005). Measuring operational safety in avi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78, 26-31. 

(書    籍) Peschel. O., & Eisenmenger. W. (2013). Airplane crashes and other mass 

disasters. Encyclopedia of Forensic Sciences. UK: Elsevier Ltd.  

(研 討 會) Kuo, S. Y., & Shiau, L. C.(2015). Passengers’ Perspective toward Airport Service 

Qualit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Capital City Airports in Taiwan 19th 

Annual Air Transport Research Society World Conference, Singapore. 

(學位論文) Chang, Y.W.(2008). The impact of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convenience 

on behavioural intentions: A study of health clubs in Taiwan. Other Degree thesis, 

Victoria University. 

 (網路資料 ) U. S. Census Bureau. (2008).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06-2008. 

http://factfinder.census.gov.Accessed June 16, 2010. 

  

http://factfinder.census.gov.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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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投稿格式 

一、稿件首頁 

題目 

Title 

(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Times New Roman」、18點字、粗體、置中，英文每一字

的第一個字母大寫，其餘字母小寫，但非首字的介系詞與冠詞所有字母均為小寫) 

姓名 

Name1* name2** name3***   

任職機構及職稱 

(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Times New Roman」12點字、置中，作者若不只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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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通訊作者、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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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稿件次頁起 

摘要 

(新細明體、標題置中、14點字，內容 12點字、左右對齊、首行凸排 2字元。) 

【關鍵字】以二至五個為限，靠左對齊、12 點字。 

Abstract 

(Times New Roman、標題置中、14點字，內容 12點字、左右對齊、首行凸排 2字元。) 

【Keyword】以二至五個為限，靠左對齊、12 點字。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 

(一) 

   1. 

     ( 1 ) 

         a. 

           ( a ) 

表 1:年度營收表 

營收      年份 2014年 2015 年 2016年 

一月    

二月    

：    

 

圖 1：年度營收表 

0

1

2

3

4

5

6

類別 1 類別 2 類別 3 類別 4

數列 1

數列 2

數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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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標題在表格之上、靠左對齊；圖片標題在圖片之下、置中對齊) 

貳、 文獻回顧 

參、 研究方法 

肆、 研究結果 

伍、 討論與建議 

(主標題：粗體、置中、14點字；次標題：粗體、靠左對齊、12點字、內文 12點字左右

對齊、首行凸排 2字元、單行間距。) 

注釋：不論中英文，請附註於該頁頁底，靠左對齊、10 點字。 

參考文獻 

(不編號，內容 12點字、左右對齊。中文列於前、英文居次，其他語文接續。中文依作者姓名筆

劃為順序，英(外)文以作者姓氏之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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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名表 

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 報名表 

中文姓名  

工作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聯絡手機   

傳真號碼  
匯款人帳號 

末 5 碼 
 

電子信箱  

備註 

(2) 請以正楷書寫報名資料。 

(3) 繳費方式：請用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方式皆可    

⚫ 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七賢分行/0252 

⚫ 帳號：2025-01-0000365-2 

⚫ 戶名：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 

(4) 請匯款完成後填寫報名表，煩請寄到台灣航空教育協會 mail：

service@taeda.org，會盡速回覆確認。 

◆ 聯絡電話：07-2358186 ◆ 傳真號碼：07-236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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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授權書 

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 授權書 

(填妥列印紙本一份簽署後，請掃描成電子檔連同期刊檔案以 e-mail 方式寄回)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期刊為授權人在「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所投稿之期刊。 

期刊題目： 

投稿作者：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期刊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

不限地區、時間與次數，以光碟或其他各種方式將上列期刊重製，並得將上列期刊及期刊電子檔

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檢索、閱覽或列印。 

 

所有授權人： 

所 有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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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著作內容修改說明表 

【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 著作內容修改說明表】 

稿件編號： 

（請勿填寫） 

送審日期： 

  年  月  日 

  

著作題目： 

 

 

序號 內容修改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行列不足，請作者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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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期刊格式確認函 

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 

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 

Journal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Aviation 

Management 

親愛的作者們好： 

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 

Journal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Aviation Management，將於 7 月於華藝線上

圖書館出刊，請各篇期刊投稿作者依照本期刊之格式進行最後確認。 

格式皆須符合 「觀光產業與航空管理期刊投稿格式」，參考連結如下： 

www.airitilibrary.com/jnltitledo/P20180716001-n.pdf 

 

投稿篇名： 

                                    

 

作者（含所有作者）： 

                                    

 

填表代表人： 

                                    

 

是否已確認格是無誤，同意刊登 

□ 確認 

台灣航空教育發展協會 

80655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 128 號 6樓 A6 室 

TEL:07-3316702 

FAX:07-3315851 

E-MAIL:service@taeda.org 

本會網址：www.taed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