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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the Population Level of Participants at th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自治体の環境保全活動支援事業における参加者の変動傾向と環境変化について 

 

Haruo CHIYODA * and ……..**  

千代田 春子・□□□ 

 
Abstract： Population censuses have been conduct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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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表題： 書体・文字サイズ MS 明朝 12 ポイント 左寄せ 

和文執筆者名：書体・文字サイズ MS 明朝 11 ポイント 右寄せ 

欧文執筆者名（姓は全て大文字）：書体・文字サイズ Century 11 ポイント 
右寄せ 

Abstract（100～150words）・Key Words(6 個以内)： 

書体・文字サイズ Century 10 ポイント 

※キーワードは固有名詞以外 小文字表記 

見出し：書体・文字サイズ Century 太字 10 ポイント  

※段組みの最終行には見出しをおかない。 

本文中の引用文献表記の例 

本文：書体・文字サイズ Century 10ポイント 

  ２段組（表紙頁は1段最低20ラインとること） 
18mm 

18mm 

執筆者所属:  Century 8ポイント ※職名は記載しない 

本文と執筆者所属の間には罫線（両段どり）を入れる 

 

下部余白 27mm 

要旨（300 字以内）・キーワード(6 個以内)： 

書体・文字サイズ MS 明朝 10 ポイント 

頁番号をつける 

欧文表題： 書体・文字サイズ Century 12 ポイント 太字 左寄せ  ※単語の文頭は大文字（ただし文中の

冠詞と前置詞と接続詞と be 動詞を除く） 

 

英文の場合 
上部余白 27mm 

投稿区分を明記：書体 MS ゴシック 14 ポイ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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