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雜誌 – Hospital
投稿說明
一、凡與醫療事務、醫院行政、醫院管理及社區醫學之各類著述，但未曾刊登於其他學術刊物者，
均歡迎來函投稿。
二、請以中文或英文惠稿，每篇以8,000字為限（含圖表及參考文獻），但特約稿除外。中文以Word
14號標楷體字型，英文以Time News Roman 14號字型為主。文稿一律使用A4紙張，行距為2倍行
高，以利審核批閱修改，上下左右邊界各2公分，自摘要頁開始，每頁均須依序排列頁碼。
三、稿件內容含：首頁、摘要及關鍵字、本文、參考文獻等項目，請以如下之格式撰寫之：（投稿
前請務必依本刊格式撰寫，不符者退回）
（一）首頁：
註明題目 、簡略題目 （中文20個字或英文40個字母以內）、作者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以
上請中英文並列】、通訊作者姓名 、地址 、電話 、傳真 及e-mail 。
（二）摘要（abstract）及關鍵字（key words）：
註明題目、摘要（以300-500字為限）及關鍵字（最多5個）【以上中英文各乙份】。
（三）本文（text）：
1. 研究論文（research paper）―分前言（含目的及文獻查證）、材料與方法、結果、討論
（含限制及建議）等順序撰寫。
2. 學術綜論（review）―針對特定主題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與評論之論文。
3. 醫管及護理專案―
（1）專案內容：含摘要、前言、現況分析、問題確立、專案目的、文獻查證、解決辦法及
執行過程、專案成效、結論、建議、參考資料。
（2）專案期限：須為3年內之專案，從計畫起始至投稿日為止。
（3）字數限制：5,000字（包括圖、表、照片及參考文獻） 。
（4）參考文獻：以15篇內為宜，盡量引用5年內之文獻。
4. 內文若有英文，除專有名詞外，開頭一律小寫。
5. 若有英文之專有名詞或縮寫時，第一次提及時於括弧內加註英文全名及中文譯名。
6. 文內之段落標明方式：
壹、…
一、…
（一）、…
1、…
（1）、…
a、…
（a）…

7. 文獻引用
文中參閱文獻部份，請以（）表示之，（）中寫明作者及發表年度。
（四）圖表：
1. 圖表務求清晰及數字核對無誤，置於文章之正確位置，並註明標題（圖位於下方、表位於
上方）；圖表之標題第一字母除介系詞和冠詞外，以大寫打字。
2. 所附圖表若係採自其他書刊，需附說明並註明出處。
（五）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文中參考文獻請於文中寫明文獻作者及年代，如 (Yancey, Ortega, & Kumanyika, 2006) 或
（莊宗憲、翁林仲、陳秀熙等，2005）。
（1）作者為單一作者或二位作者時請全數列出。
（2）作者為三至五人，於第一次引用時列出所有的作者，第二次以後引用只須列出第一位
作者並加上「等」代替其他作者。
（3）當作者為六人以上，第一次和後續引用都只須列出第一位作者，後加“等＂來表示。
2. 文末參考文獻請以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第六版格式為主。
3. 中文文獻應置於外文文獻之前，中文文獻應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排列，外文文獻則依作者
姓氏字母順序排列。
（1）列舉之文獻是出自期刊時，應包含之內容及順序為「作者姓名（西元年）。題目名
稱。期刊名稱，卷 （期），頁碼」。
李麗惠、薛亞聖、楊長興（2006）。週末假日就醫與治療結果之相關探討。台灣公共

衛生雜誌，25 （2），107-114。
莊宗憲、翁林仲、陳秀熙、陳立昇、董道興、劉增應等人（2005）。馬祖地區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社區性研究。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雜誌，44 （2），89-95。
Donahoe, S. M., Stewart, G. C., McCabe, C. H., Mohanavelu, S., Murphy, S. A., Cannon, C.
P., et al. (2007). Diabetes and mortality following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98 (7), 765-775.
Yancey, A. K., Ortega, A. N., & Kumanyika, S. K. (2006). Effectiv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minority research participants.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7 (1),
1-28.
（2）若文獻為原著書籍時，則以「作者姓名（西元年）。書名 。出版地：出版公司」的順
序列舉。
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吳聰敏（2004）。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上冊 （五版）。台北
市：翰蘆。
黃文鴻、江素慧（2006）。全球化與公共衛生 。台北市：巨流。
Tortora, G. J., Funke, B. R., & Case, C. L. (2003). Microbiology: An introduction (8th ed.).
San Francisco: Benjamin Cummings.

（3）若文獻為編輯書籍時，列舉方式為「作者姓名（西元年）。篇名。於編籍者編，書名
（頁數）。出版地：出版公司」。
莊逸洲（2001）。變遷中的醫療資訊管理。於吳昭新、李友專總校閱，醫療資訊管理

學 （23-37頁）。台北：偉華。
Swanson, R. A., & Arnold, D. E. (1997). The purpose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s to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R. W. Rowden, (Ed.), Workplace learning: Debating the

future of educating adults in the workplace . (pp. 13-19). San Francisco: Jessy-Bass.
（4）若文獻為翻譯書籍，引用未發表但付印在專題論文集（symposium）中的文章時，列
舉方式為「原作者名（譯本出版西元年）。翻譯書名（原書名） （譯者姓名）。出版
地：出版者。（原作出版之西元年）」。
Zelman, W. N., McCue, M. J., & Millikan, A. R. (2003)。醫療財務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of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陳金淵、林妍如譯）。台北市：雙葉書
廊。(1998)
Proust, M. (2001).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Combray (J. Johnson, Trans.). New York:
NBM. (1998).
（5）若文獻為研討會講義，引用未發表但付印在專題論文集（symposium）中的文章時，
列舉方式為「作者姓名（西元年）。報告名稱 。主辦單位，未出版。承辦地點：承辦
人」。
李玉春（2007）。健康促進、全人照護與新制醫院評鑑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主
辦，未出版。台北：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Amtmann, D., & Johnson, K. (2005). Improving measures of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6）引用未發表的博碩士論文時，列舉方式為「作者姓名（西元年）。論文名稱。未發表
的博碩士論文，學校所在地：學校名稱」。
黃昱瞳（2001）。全民健保實施牙醫總額預算制度對醫療資源分布的影響評估 。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Nonnemaker, J. M. (2002). The impact of state excise taxes, school smoking policies,

state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and peers on adolescent smoking .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7）引用網路資料時，列舉方式為「作者姓名（西元年）。題目名稱 ，瀏覽／取得日期，
取自網址」。
行政院衛生署（2005）。醫療機構現況及醫院醫療服務量統計 （摘要）。瀏覽日期：
2005年6月5日，網址：http://www.doh.gov.tw/statistic/index.htm
United States Renal Data System. (2004). Annual date report , Retrieved January 5, 2005,
from http://www.usrds.org/2004/pdf/13_intl_04.pdf

（8）引用報紙時，列舉方式為「作者姓名（西元年，月日）。文章名稱。報紙名稱 ，版
次」。
許金川（2007，8月22日）。B、C肝雙重感染藥物治療有機會治癒。自由時報 ，B9
版。
Lee, C. (2007, August 26). Eyes on California as lawmakers pursue a health-care deal.

Washington Post , P. A3.
以上範例格式主要參考2001年美國心理學會出版的APA手冊（第六版），若投稿論文引用
之文獻未包含在上述之文獻常見格式中，請查閱以下書籍之規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1).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 . Washington, DC: Author.
張保隆、謝寶煖（2005）。學術論文寫作：APA規範 。台北市：華泰。
五、稿件之往返：來稿後本會依接稿、退稿、採稿、修稿之性質以通知通訊作者為主。
六、惠稿進入審查流程，以修改二次為原則，第一次修改逾期一個月未寄回、第二次後修改逾期兩
星期未寄回者，將一律視同作者自動退稿。
七、校對注意事項：一校、二校由作者負責，以修改錯別字為原則，勿大幅修改文章架構，三校由
本刊執行編輯負責。
八、來稿一經刊登，除致贈稿酬外，並贈該期雜誌2本。
九、刊登之著作，版權歸本會所有，如欲轉載於其他期刊，須得本會同意。
十、需本會出具「刊登證明」者，請於複審通過後向本會申請。
十一、本會投稿作業一律使用線上投稿系統，恕不接受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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