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投稿者自行影印親筆簽名連同稿件一併寄交） 

茲同意投稿中華芳香本草應用學會「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之一文，

名稱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著作人於其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將其中華民國之著作財產權全部
無償讓與中華芳香本草應用學會，並授權中華芳香本草應用學會將著
作及其所含資料，以任何語言或任何媒體表達之全球發行權利，中華
芳香本草應用學會並得再授權他人行使上述發行權利。惟著作人保有
下列之權利： 
    一、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及專利權。 
    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份著作人教學用之重製權。 
    三、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份用於著作人之書中或論文集中  
        之使用權。 
    四、本著作用於著作人受僱機關內部分送之重製權或推銷用之使 

用權。 
    五、本著作及其所含資料之公開口述權。 
    著作人同意上述任何情形下之重製品應註明著作財產權所屬，以
及引自「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僅投稿「中醫本草芳
香療法期刊」，且從未出版過。如果本著作之內容有使用他人以具有著
作權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所有者之（書面）同意，並於本著作中
註明其來源出處。著作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毀謗或不法之內容，且
未侵害他人之權利。 
    如果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下列簽署之著作人已通知其
他共同著作人本同意書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且獲得
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如果本著作係著作人於受僱期間為雇用機構
所作，而著作權為機構所有，則該機構亦同意上述條款，並在下面簽
署。 
    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係屬（請勾選一項） 
    □著作人所有 
    □著作人之僱用機構所有 
立同意書人（著作人或僱用機構代表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著作人姓名或僱用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書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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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醫 本 草 芳 香 療 法 期 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CM Aromatherapy 

刊登證明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題    目： 

 

請依序列出所有作者姓名： 

 

申請人簽章： 

日  期： 

 

附註：申請人請於本函親筆簽名後，寄至（郵遞區號 41257）台中

市大里區永隆路 409 號，中華芳香本草應用學會 期刊編輯部

收，以完成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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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of Publication Application Form 
 

Applied Journa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CM Aromatherapy 

 

Name of Applicant: 

 

Title： 

 

Author Name(s)： 

 

 

Signature： 

 

Date： 

 

 

刊登證明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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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 編輯委員會 

組成暨編審流程實施要點 

 106.11 第一次期刊委員會議通過 
 

一、 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以下簡稱本期刊）為中華芳香本草

應用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出版之學術性期刊。本期刊設

有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處理稿件之編輯及出版事宜。 

二、 學會內編輯委員由發行人會同總編輯推薦之。至少 9 名，其

任期為 2 年。 

三、 編輯委員會得另聘國內外知名學者至少 5 名以上為學會外編

輯委員，其任期為 2 年。 

四、 投稿期刊的稿件先由編輯委員會登錄並進行格式審查，審查

稿件格式是否符合期刊稿約及撰稿體例之要求，格式不符者，

請其修改後再投。格式審查結果將於收到稿件後兩週內完

成。 

五、 通過格式審查之稿件，函送 2 位編輯委員初審，審查稿件是

否符合本期刊之範疇以及是否達到本期刊要求的水準，若多

數編輯委員初審不符者，則退請作者另投其他適宜刊物。 

六、 通過初審之稿件，由編輯委員提供審查委員名單（每位編輯

委員各提供 3 – 4 人）供主編或副主編參考彙整後由主編依

多數編輯委員之建議，依序邀請兩位審查者進行第一階段匿

名複審。 

七、 第一階段複審依兩位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之處理

方式（詳見下表所示）。若兩位審查者的意見相同，則依此共

識處理。若兩位審查者的意見相左，則送第三位匿名審查者

進行第二階段複審，以多數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決定稿件的

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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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標準表 

處理方式 
第 二 位 審 查 意 見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查  不宜刊登 

 
第

一

位

審

查

意

見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

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

審 

修正後再審查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

審 
 送第三位複

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八、 複審稿件審查以一個月為限，若超過期限，編輯委員會將去

函提醒審查委員儘速審查，若逾二個月審查者仍未寄回審查

意見，則編輯委員會得再聘請另一位審查者取代之。 

九、 審查結果以書面信函通知作者，並附寄審查意見供作者參考，

四種不同審查結果的處理方式如下： 

    （一）「同意刊登」-- 通知作者刊登。 

    （二）「修正後刊登」-- 通知作者修正，並要求作者依審查者

之審查意見，逐項條例式說明修改的地方或不修改（答

辯）的理由，由期刊正副主編決定是否刊登。 

    （三）「修正後再審查」-- 要求作者依審查者之審查意見，逐

項條例式說明修改的地方、不修改（答辯）的理由，修

正稿送請原審查委員進行再審。再審以 3 次為原則，若

再審超過 3 次，則交由主編裁決，逕予退稿或改送第三

位審查。 

    （四）「不宜刊登」-- 通知作者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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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投稿者如不同意退稿稿件之審查意見，得於 2 週內檢附具體

申訴意見，寄送本編輯委員會處理。編輯委員會得召開會議

討論此申訴案，若同意接受申訴理由，得另聘新的審查者重

新審查該論文，並得以新的審查意見為考 量的依據；投稿者

收到審查意見三個月內需寄回修正全文及逐項條例式說明修

改的地方或不修改（答辯）的理由，逾期視同自行撤稿，若

有特殊理由，需申請經主編同意，可延長修改時間。 

十一、為避免資源浪費，若來稿於初審、複審，或經審查採用後撤

稿者，一年內不再接受該投稿者之投稿。 

十二、本期刊編輯委員之著作投稿時，應迴避提供審查者名單及決

定論文審查結果。 

十三、本期刊每年出刊一卷，分別在每年之五月、十一月中旬各出

版一期，稿件之刊登順序由編輯委員會依文稿之性質及通過

之先後次序開會決定之。 

十四、本期刊在取得作者授權後，同步發行紙本及電子期刊，並將

稿件提供電子資料庫供研究者檢索。 

十五、本辦法經本期刊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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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文稿審查暨編審流程處理作業要點 

 

一、「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為中華芳香本草應用學會出版之學

術性期刊。本期刊之編輯委員會為處理文稿之著作財產權及其

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投遞本期刊之文稿須為以中、英文撰寫，且未曾投遞或以全論

文形式刊登於其他期刊、研討會彙編或書籍等之原創性論文。 

     無論以何種文字撰寫，均須附寄英文之作者名稱、題目及 

     摘要。 

三、作者投稿時，請一併簽署與寄交「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審查後未獲接受者，即將文稿及同意書一併退回作者。文稿於

審查期間，除有本要點第四或第五條所列之情事外，編審委員

會不得逕行終止文稿之審查作業或剝奪該文稿之刊登權利，文

稿作者亦不得索回文稿。 

四、投稿本期刊之作者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編輯委員會申請

索回文稿： 

（一）作者自陳投遞本期刊之文稿有不符本要點第二條之規定或涉

及抄襲、剽竊等情事。 

（二）作者自陳投遞本期刊之文稿內容有嚴重的學術或理論錯誤。 

（三）作者不同意文稿審查人所提之審查意見，不擬依審查意見修

正，或於提出回覆意見說明，經審查人複審仍不接受者，再

經總編輯徵詢審查人與作者之意見後，仍無法達成共識時，

作者可申請索回文稿。申請案須以正式書函為之；編輯委員

文稿審查暨著作財產權處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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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應於接獲作者申請書函後兩個月內，就書函之內容查證並

議決是否准予所請，其處置辦法應依個案處理。 

五、投稿或刊登於本期刊之文稿，若發現有不符本要點第二條之規

定或涉及抄襲、剽竊等情事，經本期刊編委員會查明屬實並議

決後得予以退稿或公告。 

六、本期刊編委員會對依本要點第五條之情事者，得要求其賠償，

若作者涉及抄襲、剽竊者，不再接受其投稿。 

七、編委員會對有關本要點第四、第五和第六條之決議，須以正式

書函通知文稿作者。 

八、本要點經本期刊編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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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論文撰寫體例 

    本刊為統一文稿規格，特編訂論文撰稿體例，敬請參考遵循採

用。 
 
一、撰稿格式 

1. 扉頁（中英文各一份） 
 （一）題目 
 （二）作者姓名 

    （三）作者資訊：主要學經歷；服務單位、職稱；專長研究領 
域；提供給讀者之聯絡方式（MAIL 或個人網頁等）。 

2. 摘要頁（中英文各一份） 
 （一）題目：若有副題，正、副題間以「：」符號區隔。 
 （二）作者姓名 
 （三）摘要：中、英文不超過 500 字為限；內容應涵蓋研究之 
       問題、目的、方法與結果。 
 （四）中、英關鍵字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3. 文稿請使用 Microsoft Word 或其他相容軟體編輯，中英文稿

請以橫向排列，註明頁碼。 
  (一) 邊界為上 2.54cm、下 2.54cm、外(右)2.54cm、內(左)3cm 
      於 WORD 內，在檔案-版面設定-邊界 設定左右對稱。 
4. 摘要： 
  來稿次頁為中、英文之摘要以 500 字為限；並在摘要之後列  
  明中、英文之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英文投稿亦請附 
  上中文摘要。 

    5 論文字型格式 
（一）主題 : 置中、粗體字、新細明體和 Times New Roman、 

14 大小。 
（二）中英文摘要、參考書目：Times New Roman、12 字型、 
      靠左對齊。 

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投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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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摘要 : 如同主文格式 
（四）內文 : 中文稿請採新細明體字型、單行間距之 10 字型 
      大小。 
      英文文稿為 Times New Roman、靠左對齊、1.5 倍間距之 

10 字型大小。 
（五）關鍵詞：斜體字、新細明體和 Times New Roman 
（六）表格標題在表格之上，圖片標題在圖片之下，標題請均 
      置中。編排順序以圖 1(Figure1.)、表 1 (Table 1.)，圖 2  
      (Figure 2.)、表 2 (Table 2.)等順序為之。 
6. 著者單位(科系)其名稱書寫形式如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 
業教育與技術系（所）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 
Jin-De Road, Changhua 500, Taiwan, R.O.C. 

7. 中文稿中之英文詞及括弧內之英文對照，除專有名詞外一律小

寫。英文論文中，需以斜體字印刷的詞句，請在該詞句下方以

橫線標出。 
二、數字與標點符號 

1.中文一律用全形，英文則用半形輸入。 
2.數字一律應用阿拉伯字體書寫，度量衡單位應使用國際單位系

統符號，即 cm, mm, μm, L, dL, mL, μL, kg, g, mg, μg, ng, pg, kcal, 
37℃, msec, mm3, %等。物質分子量用 mol，濃度用 mol/L 或 M，

亦可用 mg/100 mL 或 mg/dL。吸光率(absorbance)以 A 表示，放

射能量單位 Curie 用 Ci，振率單位用 Hz(hertz)。原子量寫在符

號之左上方。如：32P, 14C, [32P]AMP5 , [1-14C] acetic acid。其他符

號簡寫請參考 IUPAC-IUB Document No.1 (Arch Biochem 
Biophys 1966;115:1-12)。若希臘字：例如 α, β, μ, X 等無法打字

時，用手正確書寫。 
三、文字敘述之編號順序： 
  （一）中文為：壹、一、(一)、1、(1)， 
  （二）英文為：Ⅰ、(Ⅰ)、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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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內文段落間文字敘述之數字，敬請用阿拉伯數字 (1)、(2)、
(3) …表示。 
五、圖版、插圖及表格： 
  （一）排序：圖版 1，圖 1，表 1；圖版 1-1，圖版 1-2；圖 1-1，

圖 1-2；表 1-1，表 1-2；或  
        Plate 1，Figure 1，Table 1；Plate 1-1，Plate 1-2，Plate 1-3；

餘則依此類推。 
  （二）圖表名的位置：圖名、圖註在圖下方；表名在表上方，表

註在表下方。 
六、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格式依據內文所提的先後順序，引用順序系統(Citation 
Order System) 的 
參考文獻列表。 
可參考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ASM）文獻參考列表

格式。 
 
參考範例: 

1. 曾俊明, 洪雪鳳, 中藥草芳香療法之可行性研究. 美容科技學

刊, 2016. 13(1): p. 5-26. 
2. 劉泄嬉, 許延年, 中醫美容保健與技職教育結合之探析. 美容

科技學刊, 2013. 10(1): p. 63-76. 
3. 陳惠姿, 張嘉苓, 許麗芳, 精油腹部按摩對便秘之成效探討. 

美容科技學刊, 2017. 14(2): p. 81-90. 
4. Cohen, E., Principal Leadership Styles and Teacher and Principal 

Attitudes, Concerns and Competencies regarding Inclusion.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 186: p. 758-764. 

5. Anthes, 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ised to Ride a New Wave: 
Flush with recent successes, and pushed by even newer 
technology, AI systems could get much smarter.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17. 60(7): p. 19-21. 

125



 

6. Harrison F, Roberts AEL, Gabrilska R, Rumbaugh KP, Lee C, 
Diggle SP. 2015. Data from "A 1,000-year-old antimicrobial 
remedy with antistaphylococcal activity." Dryad Digital 
Repositoryhttps://doi.org/10.5061/dryad.mn17p. {Citation for 
the database where the data in the previous reference were 
deposited; the URL is necessary.} 

7. Wang Y, Rozen D. 2016. Coloniz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gut microbiota of the burying beetle, Nicrophorus vespilloides, 
through development. bioRxivhttps://doi.org/10.1101/09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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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範本檔案 

論文題目(Paper Title*) 14粗體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 

摘  要 (12 字型、新細明體、粗體) 

    內文(新細明體 10 字型)  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 出刊辭 

    在長達六年多､戮力於整合中醫藥與芳香療法的過程中，時常浮上心頭的一件事就是

「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的策劃，由於具有出版「美容科技學刊」多年的經驗，緊隨本

年七月「中華芳香本草應用學會」的正式成立，十月中旬收到法國國際期刊編碼組織 ISSN

的認證號碼 25226592，本刊第一卷第一期也按照排定的日程順利公開問世。 

    「中醫本草芳香療法期刊」是全球迄今為止，唯一的專供發表中醫藥芳香療法相關學

術論文或研究報告的刊物，第一屆編輯委員均為台灣、中國等地德高望重的學術界頂尖學

者，並將持續邀聘世界各地學有專攻的專家學者加入陣容。 

本刊之姊妹刊物「美容科技學刊 ISSN17276799」創刊迄今，已邁入第 14 年，期待本

刊更能發揚光大，成為國際間中醫芳療領域的指標期刊。 

關鍵詞：設計研究、論文寫作 (斜體、新細明體、10 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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