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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徵稿簡約

一、本刊為學術性刊物，每年發行一卷四期，提供林業相關人士發表研究報告 (Research
paper) 或研究簡報 (Research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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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投稿請以 PDF 格式 e-mail 或備妥論文稿件一式三份，審查接受後，另附 Word
相容檔案乙份。
( 三 ) 書寫順序：
中文稿者：中文題目、作者、摘要、關鍵詞；英文題目、作者、摘要、關鍵詞；
本文。
英文稿者：英文題目、作者、摘要、關鍵詞；中文題目、作者、摘要、關鍵詞；
本文。
作者介紹：以上標 1、2、3…標示作者，註明作者服務單位，以 * 標示通訊作者
並註明通訊地址、e-mail，且中英文併列。
( 四 ) 本文格式為前言 Introduction、方法 Methods、結果與討論 Result & Discussion、
結論 Conclusion，篇幅以不超過 10 頁為原則。
( 五 ) 本文敘述之順序為：
中文用：一、；( 一 )；1.；(1)
英文用：I；(I)；a；(a)
( 六 ) 單位請採 SI 制，如 m；m2；ha；g；kg；等。
( 七 ) 投稿時圖片與表格請列於本文後，如必要印製彩色時，彩色頁由編審委員決定
之。
( 八 ) 圖片之標題在下方，表格之標題在上方，標題須中英文併列。本文中圖表順序
中文用圖 1.；圖 2.；表 1.、表 2.。英文以 Fig. 1.、Fig. 2.；Table 1.、Table 2.
等表示。
( 九 ) 引用文獻，請在引用處後，以括弧標示作者姓名與發表年份，英文文獻格式請
參考 APA 第 6 版，中文文獻作者在兩位以內請全部列出，超過兩位請以第一作
、楊
，2002；張
等，2000)；(Wasserstein, Zappula,
者代表。例：( 陳
& Rock, 1994)。
( 十 ) 參考文獻排列順序：先列中文，次列日文，後列西文；英文文獻書寫次序請參
、何
、郭
(2003) 農桿
考 APA 第 6 版。中文文獻書寫格式為：陳
根群菌促進台灣紅豆杉成熟樹插穗發根 臺灣林業科學 18：213-223。
例：Wolchik, S. A., West, S. G., & Botros, N. (2000). The politics of school
choice research. Educational Policy, 68(1), 843-856.
doi:10.1177/0895904899131009
( 十一 ) 文稿排版後，由作者自行校對。
三、本刊不接受一稿數投。來稿如獲審查通過，本刊將請作者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
後再行刊載，作者須同意非專屬授權本刊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並授權本刊得再
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業者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四、投稿本刊無稿酬，稿件經刊印者，致贈該文抽印本 20 本。
五、來稿請 e-mail: scchien@nchu.edu.tw 或寄「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
林管理處研究發展組收」( 臺中市 40227 國光路 250 號，電話：04-22840397 轉 123，
FAX：04-22861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