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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論叢徵稿辦法
100 年 1 月 17 日第 1 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
100 年 5 月 9 日第 1 次諮詢委員與編輯委員聯席會議修正
101 年 7 月 3 日第 1 次諮詢委員與編輯委員聯席會議修正
103 年 6 月 13 日諮詢委員與編輯委員聯席會議修正
104 年 5 月 18 日諮詢委員與編輯委員聯席會議修正
105 年 5 月 26 日諮詢委員與編輯委員聯席會議修正
107 年 5 月 18 日諮詢委員與編輯委員聯席會議修正
108 年 5 月 22 日諮詢委員與編輯委員聯席會議修正

一、本刊為一結合理論與實務之學術性半年刊，以促進國內編譯研究之
發展為宗旨，於每年三月、九月中旬出刊，歡迎各界賜稿。
二、本刊主要收稿範圍如下：
稿件類別

文章性質

研究論文

具原創性或發展性之學
術論文，目的、方法、
結論明確具體

評論

以既有研究之評介及分
析比較為主，有助於實
務推廣或學術研究，例
如：翻譯教學心得、審
稿或編輯之經驗交流、
翻譯流派之介紹、編譯
產業之發展、專有名詞
譯名討論等

書評 ( 註 2)

評論、引介

主題

建議字數 ( 註 1)
中文以不超過
20,000 字、英文
以不超過 12,000
字為原則

編譯研究、翻譯
培 訓、 翻 譯 產
業、翻譯與文化
及其他與編譯相
關之研究

3 年內出版之翻
譯學領域重要著
作

3,000-5,000 字

3,000-5,000 字

220 編譯論叢 第十二卷 第二期

譯評

特殊稿件

翻譯評論

如：譯註、人物專訪、
論壇 ( 註 3) 等

各專業領域之譯
著

3,000-5,000 字

以上相關主題

中文以不超過
20,000 字、英文
以不超過 12,000
字為原則

註 1：本刊編輯會得依需要調整建議字數，中文篇名最多 30 字，英文篇名最
多 12 字為原則；請作者提供欄外標題（Running head），中文 20 字／
英文 50 字元以內。
註 2：本類型文章僅由編輯會邀稿
註 3：本類型文章僅由編輯會提供

三、來稿請用中文正體字，所引用之外國人名、地名、書名等，請用中
文譯名，並於第一次出現時附上原文，學術名詞譯成中文時，請
參據本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
edu.tw)，稿件如有插圖或特別符號，敬請繪製清晰，或附上數位
檔案；如有彩色圖片或照片，請儘量附上高解析度的數位檔案。
四、來稿以未在其他刊物發表過之內容為限，其內容物若涉及第三者之
著作權（如圖、表及長引文等），作者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向原
著作權人取得授權。
五、來稿凡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或一稿多投者，將予以退稿，一年內不
再接受投稿。
六、來稿請以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最新版格式撰寫，未符格式稿件將逕退請調整格式。
同時務請自留底稿資料 1 份。符合本刊主題之稿件須送請相關領域
學者專家匿名審查（double-blind review），再經本刊編輯會決
定通過後，始得刊登，本刊編輯會對稿件有刪改權，如作者不願刪
改內容，請事先聲明。經採用之稿件，將致贈當期本刊 2 冊。
七、來稿請備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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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通訊資料表 1 份；( 請至本院期刊資訊網
http://ctr.naer.edu.tw/ 下載 )
（二）著作利用授權書 1 份；( 請至本院期刊資訊網
http://ctr.naer.edu.tw/ 下載 )
（三）書面稿件 2 份，請依稿件性質備妥資料：
1.「研究論文」稿件，含：
(1) 首頁：
a. 篇名（中、英文）；
b. 作者姓名（中、英文）。
c. 其他：可提供該著作之相關說明。
(2) 中文及英文摘要（中文 500 字、英文 300 字 (word) 為上
限）；中文及英文關鍵詞。
(3) 正文。
(4) 參考書目及附錄。
2.「評論」稿件，含：
(1) 首頁：
a. 篇名（中、英文）；
b. 作者姓名（中、英文）；
c. 其他：可提供該著作之相關說明。
(2) 正文。
(3) 參考書目及附錄。
3.「譯評」稿件，含：
(1) 首頁：
a. 篇名（中、英文）；
b. 作者姓名（中、英文）；
c. 譯評之書名、原書名；
d. 譯者、原作者 ( 編者 )；
e. 書籍出版資料；( 含出版地、出版社與出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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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總頁數；
g.ISBN；
h. 售價；
i. 其他：可提供該著作之相關說明。
(2) 正文。
(3) 參考書目及附錄。
4.「特殊稿件」，含：
(1) 首頁：
a 篇名（中、英文）；
b. 作者姓名（中、英文）。
c. 其他：可提供該著作之相關說明。
(2) 正文。
(3) 參考書目及附錄。
（四）稿件之全文電子檔案（以電子郵件附加檔案）及相關圖表照片等。
八、來稿請寄：
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論叢編輯會
地址：10644 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 1 段 179 號
電話：02-7740-7803
傳真：02-7740-7849
E-mail：ctr@mail.naer.edu.tw
九、歡迎自本刊網站（http://ctr.naer.edu.tw/）下載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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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論叢》撰稿格式說明
本刊撰稿格式除依照一般學術文章撰寫注意事項和格式外，內文、
註腳和參考文獻一律採用 APA 格式第六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ition, 2010）。

一、摘要
中文摘要字數以 500 字為限，英文摘要則以 300 字為限。關鍵詞皆
為 3~5 組、中英關鍵詞互相對應。

二、文字
（一）中文使用 Word「新細明體」12 號字體，英文則使用 Times New
Roman 12 號字體。中文之括號、引號等標點符號須以全形呈現，
英文則以半形的格式為之，如下表：
中文稿件

英文稿件

括號

（）

()

引號

「」

“ ”

刪節號

……

…

破折號

—

中文稿件範例：
……老人打算以租賃的方式，於是說：「我亦不欲買此童子，請定
每年十圓之契約，賃我可耳……（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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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稿件範例：
... This subtle shift is evident in the broadening scope of reference of the word
“we”: in the sentence that begins “In China, we bribe...,” the pronoun “we”
plainly refers only to Chinese people.
（二）字詞的使用一律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國字標準字體》」之規定
為之。如公「布」（非「佈」）、「教」師（非「老」師，除
非冠上姓氏）、「占」20%（非「佔」）、「了」解（非「瞭」
解）以及「臺」灣（非「台」灣）。數字的使用請用阿拉伯數字
表示。如以下範例：
……有效問卷 16 份（全班 20 位同學）。表 7、8、9 乃是該三個領域之
意見統計。……毫無疑問的是多數學生（87.5%）皆同意翻譯語料庫可
提供一個反思及認知學習的平台。……
（三）英文稿件中出現中文時，原則如下：字、詞需以先漢語拼音（需
斜體）後中文呈現，必要時再以括弧解釋；句子或段落則視情況
處理。

三、文中段落標號格式
壹、（置中，不用空位元，粗體，前後行距一行）
一、

（置左，不用空位元，前後行距為 0.5 行）

（一） （置左，不用空位元）
1.

（置左，不用空位元）

（1） （置左，不用空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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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中使用之表、圖
表標題須置於上方，圖標題須置於下方，表、圖標題靠左對齊。
表、圖與內文前後各空一行，均須註明如參考文獻般詳細的資料來源
（含作者，篇名或書名，頁碼，年代等）。表格若跨頁需在跨頁前註明
「續下頁」，跨頁表頭需再註明「表名（續）」。中英文圖表之格式見
下表：
表

圖

中文

表號用新細明體 12 號字、粗體； 圖 號 與 圖 名 同 一 行， 圖 號 需 粗
表名另起一行，新細明體 12 號 體，圖號與圖名皆用新細明體 12
字且需粗體；表內文字用標楷體。 號字；圖內文字用標楷體。

英文

表 號 用 Times New Roman 12 號
字、 不 粗 體； 表 名 另 起 一 行，
Times New Roman 12 號 字 且 需
斜 體； 表 內 文 字 用 Times New
Roman。

圖 號 與 圖 名 同 一 行， 圖 號 需 斜
體，圖號與圖名皆用 Times New
Roman 12 號 字； 圖 內 文 字 用
Calibri。

中文稿件範例：
表範例
表1
日治初期出版的臺語教本
編著者
1 俣野保和

書名
《臺灣語集》或
《臺灣日用土語集》

發行或經銷所

發行日期

民友社

1895年7月18日

2 岩永六一

《臺灣言語集》

中村鍾美堂

1895年8月29日

3 坂井釟五郎

《臺灣會話編》

嵩山房

1895年9月15日

4 加藤由太郎

《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內》 東洋堂書店

1895年9月22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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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日治初期出版的臺語教本（續）
編著者
5 田內八百久萬
236
6 佐野直記

編譯論叢

7 水上梅彥

書名
《臺灣語》
第八卷

第二期

發行日期

太田組事務所 1895年12月5日

《臺灣土語》

中西虎彥

1895年12月28日

《日臺會話大全》

民友社

1896年2月17日

松村九兵衛

1896年3月2日

表1
8 木原千楯
《獨習自在臺灣語全集》
日治初期出版的臺語教本（續）
9 辻清藏、三矢重松
《臺灣會話篇》
9 辻清藏、三矢重松
《臺灣會話篇》
10 御幡雅文
10 御幡雅文

發行或經銷所

《警務必攜臺灣散語集》
《警務必攜臺灣散語集》

明法堂
明法堂

18961896年3月15日
年3月15日

總督府民政局
總督府民政局
18961896年3月下旬
年3月下旬
警保課
警保課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範例
圖範例

圖2 學術名詞審譯委員會加開之作法
圖 2 學術名詞審譯委員會加開之作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英文稿件範例：
英文稿件範例：
表範例
表範例

Table 4
Summary of the Participants’ Listening Difficulties
Statements

Yes (%)

No (%)

(1) I feel very nervous.

42.86

57.14

(2) I am not familiar with grammar.

54.29

45.71

(3) I have insufficient vocabulary.

97.14

2.86

(4) I cannot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words.

14.29

85.71

(5) I cannot recognize the stress of words.

31.43

68.57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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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Summary of the Participants’ Listening Difficulties (continued)
Statements

Yes (%)

No (%)

(6) I can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words, but fail to
chunk them meaningfully.

60.00

40.00

(7) I am familiar with the words, but fail to recall them.

94.29

5.71

(8) I have difficulty concentrating.

35.71

64.29

(9) I have difficulty concentrating at first, so I miss the
first listening section.

51.43

48.57

(10) I concentrate too much on the first listening section,
so I miss the listening later.

55.71

44.29

(11) I cannot understand the first section, so I miss the
listening later.

41.43

58.57

(12) I cannot keep in mind what I have just heard.

30.00

70.00

(13) I feel that the listening text is too long.

74.29

25.71

(14) I feel that the listening text has no sufficient pause.

72.86

27.14

(15) I feel that the listening text is too short to develop
main ideas.

28.57

71.43

(16) I am not familiar with the listening subject.

78.57

21.43

(17) I am not interested in the listening subject.

45.71

54.29

(18) I fail to keep up with the speech rate.

70.00

30.00

(19) I am not used to the speaker’s enunciation.

62.86

37.14

(20) I am not used to the speaker’s intonation.

30.00

70.00

(21) I am not used to the speaker’s accent.

62.86

(22) I have no chance to listen again.

42.86

57.14

(23) I count on listening only, without any visual aids.

41.43

58.57

(24) I have limited exposure to English listening.

68.57

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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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範例
圖範例

Fig. 11 Perspectives on quality assessment in interpretation (Pöchhacker, 2001, p. 412)

五、文中引用其他說明
五、文中引用其他說明
佐證或直接引用超過40字時，均須將前引文內縮6個位元，並以
佐證或直接引用超過
40 字時，均須將前引文內縮 6 個位元，並以
「標楷體」11號字體呈現，該引言與內文前後各空一行。中文年代後
號字體呈現，該引言與內文前後各空一行。中文年代後
「標楷體」11
用「，」，以「頁」帶出頁碼；英文年代後用逗點「,」以「p. 」帶出
用「，」，以「頁」帶出頁碼；英文年代後用逗點「,」以「p.」帶出頁
頁碼。年代無論中、西文，一律統一以西元呈現。
碼。年代無論中、西文，一律統一以西元呈現。

中文稿件範例：
中文稿件範例：
⋯⋯兩人發生激烈爭吵，她在盛怒中斥責武男：
……兩人發生激烈爭吵，她在盛怒中斥責武男：
汝止勿言，汝重若妻，乃逾於爾父爾母耶？汝可謂愚悖已極。乃
汝止勿言，汝重若妻，乃逾於爾父爾母耶？汝可謂愚悖已極。乃
聲聲言其妻，而並不言爾父爾母，汝直狗彘。乃專寵浪子，而
聲聲言其妻，而並不言爾父爾母，汝直狗彘。乃專寵浪子，而
不知爾母，爾今不為吾子矣！（林紓、魏易譯，卷上，1914，頁
不知爾母，爾今不為吾子矣！（林紓、魏易譯，卷上，1914，頁
7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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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稿件範例：
...Vermeer states:
Any form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including therefore translation itself,
may be conceived as an action, as the name implies. Any action has
an aim, a purpose. . . . The word skopos, then, is a technical term to
represent the aim or purpose of a translation. (Nord, 1997, p. 12)

六、附註
需於標點之後，並以上標為之；附註之說明請於同一頁下方區隔線
下說明，說明文字第二行起應和第一行的文字對齊。簡而言之，附註應
以「當頁註」之方式呈現，亦即 Word 中「插入註腳」之功能。註腳第
二行以下文字須縮排，註腳所使用之中文字體為標楷體。

七、正文引註
（一）正文引註之作者為一個人時，格式為：
中文

作者（年代）或（作者，年代）
範例
謝天振（2002）或（謝天振，2002）

英文

Author (Year) 或 (Author, Year)
範例
Chern (2002) 或 (Chern, 2002)

（二）正文引註之作者為兩個人時，作者的姓名（中文）或姓氏（英文）
於文中以「與」（中文）和「and」（英文）連接，括弧中則以「、」
（中文）和「&」（英文）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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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作者一與作者二（年代）或（作者一、作者二，年代）
範例一
莫言與王堯（2003）或（莫言、王堯，2003）
範例二（中文論文引用英文文獻）
Wassertein 與 Rosen (1994)

英文

Author 1 and Author 2 (Year) 或 (Author 1 & Author 2, Year)
範例
Hayati and Jalilifar (2009) 或 (Hayati & Jalilifar, 2009)

（ 三 ） 正 文 引 註 之 作 者 為 三 至 五 人 時， 第 一 次 於 文 中 出 現 格 式 如
（二）；第二次以後則寫出第一位作者並加「等人」（中文）和
「et al.」（英文）即可。作者為六人以上時，每次僅列第一位作
者並加「等人」（中文）和「et al.」（英文）即可。

中文

1. 作者一、作者二與作者三（年代）或（作者一、作者二、作者三，
年代）
2. 作者一等人（年代）或（作者一等人，年代）
範例
1. 謝文全、林新發、張德銳與張明輝（1985）或（謝文全、林新發、
張德銳、張明輝，1985）
2. 謝文全等人（1985）或（謝文全等人，1985）

英文

1. Author 1, Author 2, and Author 3 (Year) 或 (Author 1, Author 2, &
Author 3, Year)
2. Author 1 et al. (Year) 或 (Author 1 et al., Year)
範例
1. Piolat, Olive, and Kellogg (2005) 或 (Piolat, Olive, & Kellogg, 2005)
2. Piolat et al. (2005) 或 (Piolat et al., 2005)

（四）括弧內同時包含多筆文獻時，依筆畫（中文）／姓氏字母（英
文）及年代優先順序排列，不同作者間以分號分開，相同作者不
同年代之文獻則以逗號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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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吳清山、林天祐，1994，1995a，1995b；劉春榮，1995）

英文

(Pautler, 1992; Razik & Swanson, 1993a, 1993b)

（五）部分引用文獻時，要逐一標明特定出處，若引用原文獻語句四十
字以內，要加註頁碼。所引用文字需加雙引號（「」與“ ”）。

中文

1.（陳明終，1994，第八章）
2.「……」（徐鑄成，2009，頁 302）

英文

1. (Shujaa, 1992, chap. 8)
2. “...”(Bourdieu, 1990, p. 54)

（六）正文引註翻譯書，年代請列明：原著出版年／譯本出版年。

八、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之括號，中文以全形（）、西文以半形 ( ) 為之：第
二行起縮排 4 個半形位元。此外，中文文獻應與外文文獻分開，中文文
獻在前，外文文獻在後。不同類型文獻之所求格式如下：
（一）期刊類格式包括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數、起迄頁碼等均須
齊全，且中文期刊刊名、卷期數為粗體，西文為斜體，僅有期數
者則僅列明期數，無須加括號，並自第二行起空 4 個字元。亦即：

中文期刊格式：
作者一、作者二、作者三（年代）。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別（期
別），頁碼。

範例
林慶隆、劉欣宜、吳培若、丁彥平（2011）。臺灣翻譯發展相關議題之
探討。編譯論叢，4（2），1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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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期刊格式：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xx (xx), xxx-xxx, xx-xx.

範例
Lunt, P., & Livingstone, S. (1996). Rethinking the focus group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2), 79-98.
（二）書籍類格式包括作者、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單位等均須
齊全，且中文書名為粗體，西文為斜體，並自第二行起空 4 個位
元。

中文書籍格式：
作者（年代）。書名。出版地點：出版商。

範例
陳定安（1997）。英漢比較與翻譯。臺北：書林。

英文書籍格式：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Location: Publisher.
（Location 如果是美國的城市，後面就加上州名縮寫，如果是美國以外
地區則於城市名後附上國名）

範例
Jauss, H. R. (1982).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三）書籍篇章格式包括作者、出版年、篇章名、編著者、書名、起迄
頁碼、出版地、出版單位等均須齊全，且中文的書名為粗體，西
文為斜體，並自第二行起空 4 個位元。

《編譯論叢》撰稿格式說明 233

中文書籍篇章格式：
作者（年代）。章名。載於編者（主編），書名（頁碼）。出版地點：
出版商。

範例
童元方（1998）。丹青難寫是精神。載於金聖華（主編），外文中譯研
究與探討（頁 241—253）。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英文書籍篇章格式：
Author, A. A. (Year). Chapter title. In B. B. Author & C. C. Author (Eds.), Book
title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Location 如果是美國的城市，後面就加上州名縮寫，如果是美國以外
地區則於城市名後附上國名）

範例
Fenton, S. (1997). The role of the interpreter in the adversarial courtroom. In S.
Carr, R. Roberts, A. Dufour & D. Steyn (Eds.), The critical link: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pp. 29-34). Amsterdam,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四）翻譯書籍格式包括譯者、出版年、原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
單位等均須齊全，且中文書名為粗體，西文為斜體，並自第二行
起空 4 個位元。

中文翻譯書格式：
原作者中文譯名（原作者名）（譯本出版年代）。翻譯書名（譯者譯）。
譯本出版地：譯本出版者。（原著出版之年代）

範例
喬伊斯（Joyce, J.）（1995）。尤利西斯（蕭乾、文潔若譯）。臺北：時
報。（原著出版年：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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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翻譯書格式：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B. Author, Trans.). Location: 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year)
（Location 如果是美國的城市，後面就加上州名縮寫，如果是美國以外
地區則於城市名後附上國名）

範例
Laplace, P. S. (1951). 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F. W. Truscott & F. L.
Emory, Trans.). New York, NY: Dov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14)
（五）國內、外會議之研討會論文皆須列出作者、會議舉辦年及月份、
發表文章篇名、會議名稱及會議地點等，若有主持人須加註
「（主持）」，且自第二行起空 4 個位元。

中文研討會論文格式：
作者（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主持人（主持人），研討會主題。研
討會名稱，舉行地點。

範例
蔡錦玲（2007 年 10 月）。臺灣的海洋教育：推動海洋科技教育與產業
的連結。賴義雄（主持），日本、美國、及臺灣的海洋教育。海洋
教育國際研討會，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市。

英文研討會論文格式：
Author, A. A. (Year, Month). Title of contribution. In B. B. Chairperson (Chair),
Title of symposium. Symposium 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Organization
Name, Location.

範例
Muellbauer, J. (2007, September). Hou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expenditure.
In S. S. Ludvigson (Chair), Hous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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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Jackson Hole, WY.
（六）網路資料的格式包括作者、出版年、書名或期刊名稱（中文粗體，
西文斜體）、網址等均須齊全；若為電子郵件或部落格資料等，
則需加註日期，名稱不需粗體。第二行起空 4 個位元。

中文網路訊息格式：
作者（年月日）。訊息名稱。群組名稱。取自 http://xxx.xxx.xxx

範例
黃維樑（2012 年 5 月 29 日）。文學紀念冊／一言難盡喬志高。聯副電
子報。取自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C0004/217123/web/

英文網路訊息格式：
Author, A. A. (Year, Month Day). Title of post [Description of form].
Retrieved from http://xxx.xxx.xxx

範例
Smith, S. (2006, January 5). Re: Disputed estimates of IQ [Electronic mailing
list message]. Retrieved from http://tech.groups.yahoo.com/group/
ForensicNetwork/message/670
（七）學位論文格式包括論文作者、年份、論文名稱（中文為粗體，西
文為斜體）、學校及系所名稱、學位類型、出版狀況、學校所在
縣市、鄉鎮等均須齊全且自第二行起空 4 個位元。

中文學位論文格式：
作者（年）。論文名稱（已／未出版之博／碩士論文）。校名，學校所
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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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白立平（2004）。詩學、意識形態及贊助人與翻譯：梁實秋翻譯研究
（未出版之博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英文學位論文格式：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r master’s thesis). Name of Institution, Location.

範例
Wilfley, D. E. (1989). Inter 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Normal 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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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參考文獻英譯說明
中文稿件經初審後請作者修改時，作者須加列中文參考文獻之英
譯。相關說明如下：
1. 每一筆英譯請置於“【】”內，並各自列於該筆中文參考文獻下方。
2. 若中文參考文獻本身已有英譯，以該英譯為準，若本身並無英譯則以
漢語拼音逐詞音譯方式處理，斷詞標準參考國教院分詞系統，網址為
https://coct.naer.edu.tw/Segmentor/。
3. 英譯之後的參考文獻格式，請參考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之寫作格式（第六版）。

中文參考文獻英譯範例：
潘少瑜（2011）。想像西方：論周瘦鵑的「偽翻譯」小說。編譯論叢，
4（2），1—23。
【Pan, S. Y. (2011). Imagining the West: Zhou Shoujuan’s Pseudotranslation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4(2), 1-23.】
劉仲康（2011）。趕流行的流行性感冒。載於羅時成（主編），流感病
毒，變變變（頁 20—2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Liu, C. K. (2011). Ganliuxing de liuxingxing ganmao. In S. C. Lo (Ed.), Liugan
bingdu, bianbian bian (pp. 20-29).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陳 琡 分（2013）。 俯 瞰 島 嶼 20 年

齊 柏 林《 鳥 目 台 灣 》。 取 自

http://okapi.books.com.tw/index.php/p3/p3_detail/sn/2380
【Chen, C. F. (2013). Fukan daoyu 20 nian: Po-Lin Chi Taiwan from the air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okapi.books.com.tw/index.php/p3/p3_detail/
sn/2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