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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大農林學報」稿約
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一日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農學院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四日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農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學報係學術性刊物，除專供本院教職員生發表研究成果外，得徵求校外人士對
農林領域專題發表論述，以分享及推廣學術成果。
二、 每篇稿件以 10 頁（每頁 1400 字）為限，超過部分由作者自行負擔印刷費（每頁
約 300~500 元）。彩色頁印刷費完全由作者自付（每版 8 頁約 13000~16000）元。
三、 文稿之書寫方式：
＜一＞稿件請以電腦輸入磁片，並以 A4 紙張大小，1.5 倍行高，14 號字，標楷體，
列印後投稿。

＜一＞ 題目及作者，均須中英對照。
＜二＞ 以中文或英文書寫，並附中、英文關鍵詞，並於文末各附英文或中文摘要。
圖表及說明均以英文表示。

＜三＞ 文字敘述編號：一、
（一）
、1、
（1）
、i、
（i）
。圖表以圖 1.（Fig. 1.）
、表 2.（Table
2.）等順序表示。圖表及說明均以英文表示。

＜四＞ 圖表請個別用單張白紙列印，照片採用光面紙印製，均力求工整清晰。
＜五＞ 正文中之數字以阿拉伯字書寫。度量衡單位使用國際單位系統符號，即 cm、
mm、μm、L、dL、mL、μL、kg、g、mg、μg、ng、pg、%等，濃度用
mol/L 或 M，亦可用 mg/1000mL 或 mg/dL，μg/mL，ppm。放射能單位 Curie
用 ci。原子量寫在符號之左上方，例：32P，14C，溫度用 0C 表示。所有符號
後方要空一格，括弧前、後需空格，但括弧內文字不必空格。
四、 稿件章節順序：
稿件內容之次序：題目、作者姓名（多位作者須以 1、2、3…標明，通訊作者以
「*」註明）、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前言、材料及方法、結果與討論、誌謝、
參考文獻等項目。圖或表置於文中適當位置。
五、 參考文獻，以確經引用為限，並依下列規定排列書寫：
＜一＞中、日文獻，以姓氏筆畫多少為排列順序，英文文獻以作者姓氏字母之先後
為序，並按中、日、英文順序排列。
（1）文獻如係出自學術性雜誌：
葉元純、吳佳春、李子芬、郭毓仁。 2001。 海雀椑在植物復育技術上處
理放射性銫元素污染土地之初探。 土壤與環境 4(3): 163-170。
Shevyakova, N. I., V. Y. Rakitin, D. B. Duong, N. G.. Sadomov, and V. V.
Kuznetsov. 2001. Heat shock-induced cadaverine accumulation and
translocation throughout the plant. Plant Sci. 161: 1125-1133.

- 75 -

J.Agric.For. (NCYU) 2007

嘉大農林學報第四卷第一期

Helariutta, Y., P. Elomaa, M. Kotilainen, R. J. Griesbach, J. Schroder, and T.
H. Teeri. 1995a. Chalcone synthase-like genes active during corolla
development a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and encode enzymes with different
catalytic properties in Gerbera hybrida (Asteraceae). Plant Mol. Biol.
28:47-60.
Helariutta, Y., P. Elomaa, M. Kotilainen, and T. H. Teeri. 1995b. Gerbera hybrida
(Asteraceae). Imposes regulation at several anatomical levels during
inflorescence development on the gene for dehydroflavonol-4-reductase.
Plant Mol. Biol. 28:935-941.
（2）文獻如係出自經編輯之書籍：
Lo, W. S. 1991. The effect of calcium on nitrogen metabolism in rice. In：
Biology of Rice（ed. by Sung, J. M. and Liu, D. J.）p.100-110 . Chinese
Agronomy Press, Taipei.
（3）文獻係出自作者著作之書籍：
林慧靜。2001。草坪植物耐寒性指標與提高耐寒性之研究。碩士論文。台北：
國立台灣大學園藝學研究所。
Sung, J. M. 1991. Nitrogen Metabolism of Rice. p.100 Chinese Agronomy Press,
Taipei.
＜二＞英文雜誌名稱能縮寫者用縮寫，縮寫方式以學術上通用者為準。
＜三＞本文內所引用之文獻以姓氏與年代表示，同一姓氏同一年代之不同文獻則於年
代後增列 a,b,c 等區分；三位以上作者（含三位）則應於第一作者姓氏後加 et al.
表示。
六、 投稿人請備稿件一式二份以掛號寄「嘉義市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轉嘉大農林學報編
輯委員會」收。
七、 稿件以未在其他刊物發表者為限，經本期刊採用後，希勿另投他處。
八、 稿件採「隨到隨審」制，本編輯委員會有接受與否及刪改權，並經編輯委員會及校
外專家審查通過後刊印，並註明投稿日期及接受日期。稿件經審查通過後，請附電
腦檔案。
九、 每期篇幅以 6-8 篇為原則，依審查通過日期先後順序刊登。
十、 稿件於刊印前送請作者在規定期限內親自校對一次。
十一、稿件一經刊載，致送當期期刊一冊及無封面抽印本五十份，不另致酬。若須加印封
面或增印本數，其費用由作者負擔。
本學報為半年刊，定於每年一及七月底各出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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