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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漁推」稿約 

壹、刊物介紹 

一、 本會成立於 1986年，以協助各級漁業機構暨業者推動漁業、推廣漁業科技與管理

新知為職責，1990年 7月以來，以介紹漁業新知給漁民及一般民眾為理念而創辦

了「海大漁推」。並本著服務為宗旨，免費提供給漁業單位、教育單位、漁業從事

人員及一般民眾閱讀，以期達到推廣漁業知識與技術的目的。 

二、 本刊刊登內容為(1)漁撈、(2)水產養殖、(3)食品、(4)船舶、(5)生態保護、(6)資源

利用、(7)市場經濟等水產相關新知，採公開方式徵求稿件。 

三、 文稿內容以中文為主、英文為輔，包括最新之研究論文，純科學、應用科學和技

術手冊，提供各級漁業機構、學校和研究機構做為漁業新知推動、水產科學教學

與漁業科技研究之參考。 

貳、稿件來源 

一、 本刊編輯委員邀稿： 

(一)  依讀者需求，由委員會就專業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邀稿。 

(二)  就國內相關著名期刊著名科普期刊中挑選適當的文章，向作者及出版單位邀

稿。 

二、 自由投稿：國內或國際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自由投稿，但須以中文撰稿，並附錄

參考文獻。 

三、 來稿以未曾於其他刊物發表者為限，內容應為論文回顧(paper review)或近五年之

研究成果。調查、測試報告或未經整理討論之試驗結果將不被接受。 

參、稿件審查 

一、 文稿內容請依稿約仔細撰寫，格式不符者，本刊編輯委員會有權退回作者修正。 

二、 所有稿件須經 2位以上之專家學者審查通過後，始得刊載。  

三、 稿件由編輯委員會送請相關學者專家審查、簽註意見或修改。作者需依審查意見，

在規定期限內完成修正，逾期者視同放棄投稿，如有疑問，可用 E-mail或書面申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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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不予刊載之來稿，本刊將通知作者並提供審查意見，以供作者參酌，並對所投

稿件內容予以保密。 

五、 作者需自負稿件文責，並於付梓前負校對全責。 

肆、稿件格式 

一、 請用簡潔有力、淺顯易懂的文字撰稿，並提供相關的精緻圖片，以符合本刊以推

廣水產科學新知給大眾之宗旨。 

二、 請用中文撰寫，盡量減少中文、外文攙雜，文稿需以Microsoft Word可讀取之軟

體編撰，中文字體為新細明體，勿用簡體字，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均

為 12號字。標點符號以全形為主，英文摘要及參考文獻之標點符號則為半形。 

三、 內容應就事論事，不能有特定立場與特殊色彩，或吹捧的意涵。 

四、 各項資料、名稱、用語、單位須正確，且前後文一致。 

五、 主要稿件格式： 

(一)  A4紙張大小。 

(二)  上下左右邊界各 2.54公分，單行間距，貼齊格線。 

(三)  文稿排列順序： 

1. 中文部份： 

(1) 標題：粗體，主、副題請分行繕寫。 

(2) 作者姓名：請以 1、2……數字於文字右上角(上標)標明作者服務單

位。作者兩位以上時，以全形頓號連接。通訊作者另於右上方標示

「*」。 

(3) 作者服務單位。 

(4) 通訊作者 E-mail。 

(5) 摘要：應簡略涵蓋研究之目的、方法、結果及結論，且須力求完整、

簡明，字數以 500字為原則，內容應力求一致，並勿使用條列方式。 

(6) 關鍵詞：以 5個為限，各列於相同文體之摘要下方。 

(7) 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謝辭(可省略)、參考文獻等

依序撰寫。 

2. 英文部份應列出(1)標題、(2)作者姓名、(3)作者服務單位、(4)通訊作者

E-mail、(5)摘要、(6)關鍵字。 

(四)  本文敘述如有數字編號時，中文稿為一、(一)、1、(1)、A、a、(a)等；英文

稿則為：I、(I)、1、(1)、A、a、(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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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有名詞： 

1. 水產生物名稱在內文第一次出現時，應併列其英文俗名及學名，其後則以

俗名稱呼，切勿俗名、學名混用。學名應以斜體字表示。 

2. 化合物名稱之縮寫務必依照國際慣例，必要時可於文中註明其意義。 

(六)  數字、單位及記號：使用 SI單位。 

(七)  數學方程式和公式：應以電腦繕打。 

六、 參考文獻： 

(一)  每一論述，引用之文獻以三篇為限。 

(二)  為提高文稿之可信度，請儘量引用發表於有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或已正式

出版之書籍、會議專輯等。若引用未經發表之文獻，則應註明「(邱思魁, 未

發表)或(邱思魁, 個人提供資料, 1993）」。 

(三)  引用參考文獻時，於文中註明作者姓氏及發表年份。 

1. 作者一人時：(Hahn, 1985)，Hahn (1985)。 

2. 作者兩人時：(黃與黃, 1999)，Lin and Ding (1992)。 

3. 作者超過三人（含三人）時：(Wu et al., 2008)，(黃等, 2009)。 

4. 同時引用多篇文獻時，應依年代先後排列：（Hahn, 1985; 黃與黃, 1999; 黃

等, 2009; 2011; 2012）。 

5. 本項所述之括弧及標點符號，一律使用英文半型字，並於其後留一空格。 

(四)  參考文獻撰寫時，段落採凸排二字元方式。中日文標點符號採用中文全型字，

英文標點符號一律採用英文半型字，並於其後留一空格。排列次序為中文、

日文、英文，中日文者以第一作者之姓氏筆畫多寡，英文者以字母先後為序。

同一作者之文獻，按發表年次之先後排列；同人同年代有數篇時，則依序加

註 a、b、c…等；同作者之文獻，依作者人數多寡由少至多依序排列。 

(五)  中英文期刊名稱應使用全名。 

(六)  文獻格式：依作者、出版年、題目、刊物(書籍或會議)名稱、卷(期)數、頁

數等次序列明： 

1. 引用自期刊： 

黃之暘、李國誥、潘昭蓉、劉秉忠 (2009) 養殖鮑常見疾病、健康管理與

防疫對策。海大漁推 39：1-37。 

Wu, G.C., S. Tomy, M. Nakamura, C.F. Chang (2008) Dual roles of cyp19a1a 

in gonadal sex 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rotandrous black 

porgy, Acanthopagrus schlegeli. Biology of Reproduction 79: 1111-1120. 

2. 引用自一本書： 

Ymamji, I. (1984) Illustrations of the marine plankton of Japan. Hoikusha, 

Os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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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用自書籍的某章節： 

廖一久 (1988) クルマ属。エビ、カニ類の種苗生產，平野礼次郎編，恆星

社厚生閣，日本，92-118。 

Hahn, K.O. (1989) Nutrition and growth of abalone. In: Handbook of culture 

of abalone and other marine gastropods, edited by Hahn, K.O., CRC 

Press, Boca Raton, Florida, 135-180. 

4. 引用自會議論文(Conference paper)或專集(Proceedings)： 

黃登福、黃秋菊 (2006) 海洋生物毒及其魚種之生技檢測技術。海洋食品

生物技術研發與產業調整研討會專輯，黃登福、蕭泉源編著，國立臺

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食品科學系出版，基隆，77-94。 

Mace, P.M. (1997) Developing and sustaining world fisheries resources: the 

state of th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2nd World Fisheries Congress 

Proceeding, edited by Hancock, D.A., D.C. Smith, A. Grant and J.P. 

Beumer, CSIRO Publishing, Victoria, 1-20. 

5. 引用自博碩士論文： 

張文炳 (1992) 橈腳類短角異劍水蚤之生理生態學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海

洋研究所博士論文，基隆，167 pp. 

Chen, K.-M. (2001) Ciliate grazing on Synechococcus in a coastal and shelf 

marine ecosystem: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s and importance to 

biological carbon cycling. Ph.D. Thesis, Institute Marine Biology,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unpublished. 

6. 引用自政府出版品： 

漁業署 (2002)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漁業年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台北，188 pp. 

FAO (2000) Report of the expert consultation on the proposed sub-committee 

on aquaculture of the committee of fisheries. FAO Fisheries Report No. 

623, Rome, 36 pp. 

7. 引用自學會或其他機關網路文獻，請查詢網址並註明，但勿引用不具責任

之網站資料。 

CODEX STAN 209-1999, Rev. 1-2001 (2001) Maximum level and sampling 

plan for total aflatoxins in peanuts intended for further processing. 

http://siweb.dss.go.th/standard/Fulltext/codex/CXS_209E.pdf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03) 國內環境荷爾蒙管理現況。 

http://www.epa.gov.tw/FileDownload/FileHandler.ashx?FLID=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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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圖表與照片： 

(一)  以解釋內文為主，並應放置在最後面。 

(二)  標題為 10 號字，圖片及照片標題置於下方，表格標題置於上方，各以「圖

1」、「表 1」等順序表示。圖片標題句末需加句點，表格則不必。 

(三)  照片需提供如 JPG、BMP、GIF、PNG等一般常見格式之原始攝影電子檔，

且解析度勿低於 300 DPI。 

(四)  插圖應以電腦製圖。 

(五)  表格不加縱線，製作力求簡要。 

(六)  引用圖表等如涉及著作權問題時，由作者自負責任。 

八、 本刊上發表之文章，如需用銅版紙或彩色印刷，其費用由著者自付。 

九、 本刊有編排版面之權利，作者如有疑問，須於付梓前校稿表明。 

伍、稿件投寄 

一、 來稿請提供稿件 WORD 及 PDF 電子檔各乙份，以利本編輯委員會編輯為審查格

式。 

二、 來稿請寄：fishext@mail.ntou.edu.tw，信件主旨註明為【海大漁推投稿-作者姓名】。 

三、 本刊編輯委員會如收到稿件，將立即以 E-mail通知稿件作者。 

陸、備註 

一、 稿件如經採用，稿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作

者需無償授權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印製及贈閱(或發售)，且電子

檔刊登於網際網路供讀者下載，並與其他單位合作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

後收錄於資料庫，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

式，提供用戶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 

二、 本刊編輯委員會聯絡方式為： 

地址：20224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漁業推廣委員會 

電話：(02)2462-2192轉 5009 

傳真：(02)2462-9125 

網址：http://fer.ntou.edu.tw/ 

Email：fishext@mail.ntou.edu.tw 

http://fer.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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