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刊稿約
一、 本刊為學術性刊物，主要刊載本校師生發表有關生物資源領域之研究論文為原
則。
二、 本刊採線上出版及紙本出版並行。稿件經審查通過、排版、校對、定稿後，即申
請 DOI (digital object identification)於線上出版；每年十二月集結當年文稿出版紙本
一卷。
三、 本刊刊載內容包括：1. 研究論文 (original research paper)－具原創性之科技論著；
2. 研究簡報 (research note)－內容簡短之科技論著；3. 學術論述 (review article)
－專題學術論著，由本刊編輯委員會主動邀稿。
四、 本刊隨時收稿，來稿限於未曾在國內外發表或投稿者，中英文均可，每篇字數以
一萬字左右，即連同圖表及參考文獻以二十印刷面為上限。超過此限者，由作者
負擔超出頁數之排版印刷費用。
五、 若論文涉及使用脊椎性動物進行科學試驗者，投稿時請一併檢附該試驗業經所屬
機構「動物試驗管理小組」審議認可之文件影本備查。
六、 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並由編輯委員會送請專家學者審查通過後始得刊登。本刊
無稿酬，文稿一經刊載，其版權即為本學刊所有。
七、 本學刊作者同意授權本校圖書館，將其於本學刊中所發表之著作以電子出版品方
式發行 (如與電腦網路連結等)，以提供社會大眾作為學術研究之用。
八、為加速編審及集出版流程，請以電子檔案（Word 檔）將原稿與致總編輯函，電
傳至 niubiojour@gmail.com。
九、 文稿撰寫格式要點
(一)文稿之排列順序：標題 (Title)、作者 (Author)、摘要 (Abstract)、前言 (Introduction)、
材料與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結果與討論 (Results and Discussion)、結論
(Conclusions) 、 誌 謝 (Acknowledgement) 、 參 考 文 獻 (References) ， 若 有 附 錄
(Appendix) 則置於參考文獻之後。以中文撰寫者，須附英文摘要；英文撰寫者，須
附中文摘要。中英文摘要均排列於前言之前，且中文摘要列於英文摘要之前。
(二)文稿之書寫：
1.

文稿請以電腦繕打，中文字體為細明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單面 1.5
被行高 (1.5 line space)，直式橫寫方式列印於 A4 (210×297mm)白紙，稿紙之上下左
右各留空 2.5 公分，並於文稿內加註行號（連續行號，分頁不重編）及頁碼。

2.

首頁書寫題目、作者姓名及服務單位等均須中英文並用。並需註明通訊作者之

E-mail，英文姓名請寫全名，名在前，姓在後，第一個字母大寫。
3.

摘要以 500 字為限，內容應涵蓋研究之目的、方法、結果、結論，且內容須完整易
於瞭解，切忌 1、2、3…等條列式書寫法。中英文摘要之內容須一致，於摘要末尾
應註明中英文關鍵詞 (Keywords)各 3~5 個。

4.

文稿之主標題不冠數字，以粗體字置中，次標題以下需編號，中文依序為一、(一)、
1、(1)；英文依序為 1、(1)、a、(a)。英文稿之主標題文字全部大寫。圖表以圖 1，
表 1 (Fig.1, Table 1)等順序表示。表格及圖片置於相關內文段落。表格及圖片均應有
一獨立完整之內容；表格之標題應列在表格上方，圖片之標題則列在圖片下方。表
格及圖片之說明，則置於表格或圖片下方。所附之圖表以可增加讀者之了解為限，
切忌將全部數據附上。圖片上文字之大小須使得縮版印刷後，仍清晰可見。如係中
文稿，圖、表之標題、圖例、說明、項目名稱須中英文並列。

5.

圖片文字請使用相同字體，並注意縮排後之字體大小，務求清晰工整，電腦繪圖請
以 600 dpi 以上之雷射印表機印製。表格僅列橫線，分隔縱線一律取消。

6.

數字與單位
(1) 文字敘述中之數字，除十位以下之數字外，請用阿拉伯數字表示。
(2) 單位一律採用 SI Units (國際單位)。如需要採用其他單位如台制或英制者，須以
SI 制為主要單位，而再以括弧列明其他單位。
(3) 常見之符號、如 m、kg、ppm、pH 等不必另用中文。專有名詞無適當譯名者，從
原文。

7.

參考文獻
(1) 以確經引用者為限。並按中、日、英文之順序依姓氏筆劃或字母先後排列，相同
作者不同著作則以發表年份先後排列。
(2) 正文中引用參考文獻時，以括號註明作者姓氏及發表年份，或作者之後之括號註
明年份。例：(Johnson, 2003)，Johnson (2003)，(李與廖, 2001)，(Johnson and Thomas,
1988)，(Johnson, 1995; Liao and Lee, 2002)。作者若超過三人，英 (歐)文採用
(Johnson et al., 2004)，中文採用 (林等, 1999)。
(3) 期刊名稱能縮寫者請用縮寫，縮寫方法以學術界通用為準。可參考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4-1984(E)。
(4) 引用文獻若為期刊論文時，書寫方式依作者姓名、出版年、題目、刊物名稱、卷
期及頁數。例如：
(a) 鄭永祥、林育安、李德南、吳輔祐。1995。飼糧中含水合鈉鈣矽酸鋁對抗土
番鴨黃麴毒素症之影響。中畜會誌 24: 9-18。
(b) Lin, Y. L., and E. L. Schmidt. 1991. Effects of compression on parenchyma cell

viability, initial heating, and microflora of aspen fuel chips. Wood and Fiber
Science 23: 253-259.
(5) 參考文獻若為圖書單行本時，書寫方式依作者姓名、出版年、書名、版次、頁數、
出版社、出版地。例如：
(a) 沈明來。1997。試驗設計學。二版，pp.247-263。九州圖書出版公司。台北。
(b) Holman, J. P. 1978. Experimental Methods for Engineers. 3rd ed., pp.405-427.
McGraw Hill Inc., New York, USA.
(6) 會議論文或會議專集時，書寫方式依作者姓名、年份、題目、會議名稱、卷期及
頁數、會議地點等。例如：
(a) 陳輝煌、駱錫能、陳翠瑤、陳憶雯。1995。冷凍淺海泒鮫製成之魚漿在靜置
期間成膠特性的變化。中國農業化學會年會。p.112.台北。
(b) Lin, Y. L. 200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of the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orest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The Second Symposium of Asian University Forests, pp.31-37.
Chito, Taiwan.
(7) 碩博士論文
(a) 陳素瓊。1990。外米綴蛾之兩性生命表、生殖行為及其發育繁殖影響因子之
探討。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蟲害研究所博士論文。台北。
(b) Schenck, P. A. 1991. Mechanism of the Variable Response to Dietary Cholesterol.
Ph.D. dissertation, Univ. of Florida, Gainesville, USA.
(8) 引用自有編輯者之書中章節，書寫方式依作者姓名、年份、章節名稱、章節、”
書名”、編著者、頁數、出版社、出版地。例如:
(a) 陳昭雄、孫璐西。1995。脂質。第四章。”食品化學”。張為憲編著。pp.72-108。
華香園出版社。台北。
(b) Acton, J. C., and P. L. Dawson. 1994. Color as a functional property of proteins.
Ch. 12 in “ Protein Functionality in Food Systems”, N. S. Hettiarachchy and G. R.
Ziegler, Ed., pp. 357-381. Marcel Dekker, Inc., New York, USA.
(9) 引用網路等電子化資料之參考文獻寫法，大致與一般資料之格式相似，但須註明
網址、網頁及上網擷取資料日期。
(a) 葉芷嫻。2001。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政策執行研究─國民中小學教育
人員觀點之分析【摘要】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2 月 19 日，取自「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 http://datas.ncl.edu.tw/theabs/00/
(編號: 89TMTC 0576007)

(b) 王力行（無日期）。落在世界隊伍的後面？遠見雜誌網。2011 年 2 月 20 日，
取自：http://www.gvm.com.tw/ view3.asp?wgvmno=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