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簡則 

惠稿請 mail 至 tnna.roc@msa.hinet.net ，或至 http://www.tnna.org.tw 線上投稿，惠稿未經

採用概不退還。 

徵稿範圍 

本學會之設立宗旨為維護會員權益及福利、發展腎臟護理專業，提升腎臟護理服務品質

、推動腎臟照護服務，促進國民健康。凡有關腎臟及泌尿系統之醫護論述、研究論文、

行政專案及個案報告（含案例應用）等稿件，皆所歡迎；來稿不限國內外，以未曾發表

為限，國內投稿則須有一位作者為本學會會員。 

稿件格式 

一、來稿中、英文皆可，論文之長度以不超過 12,000字或相當之長度為準（圖表所佔篇

幅包括在內）。 

二、惠稿請採 A4紙張並以電腦打字（字型大小 14），一頁 600字格式（30字×20 行），

行間距離採隔行（double space）繕打，上下邊界 2公分、左右邊界 3.17公分，並

請自摘要頁編頁碼。 

三、惠稿依序包括下列各項，(一)至(四)項為投稿必要檔案： 

（一）作者頁－依序含（1）中英文論文標題；（2）作者中英文資料：包括姓名、

學歷、目前服務機關職稱及稿件聯絡人姓名、住址、電話（單位／住家）或

傳真及電子信箱。第一作者以及與第一作者同單位職等之作者皆不必標記，

其餘作者按不同職等、不同單位加上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標記。 

（二）稿件全文檔（含中英文摘要）－中英文摘要 300字以內，並各附中英文 3～5

個關鍵詞。研究論文包含前言（含目的與文獻查證）、方法、結果、討論、

參考文獻；行政專案包括前言、現況分析、問題確立、文獻查證、概念架構

、解決辦法、執行方案、結果評值、結論與建議、參考文獻；個案報告包括

摘要、文獻查證、護理評估、問題確立、護理措施、結果評值、結論與討論

、參考文獻。（1）內文若有英文，除專有名詞外，開頭一律小寫；（2）若有

英文專有名詞或縮寫時，第一次提及時於括弧內加註英文全名及中文譯名；

（3）文內之標號區分，請依一、（一）、1、（1）…方式書寫。 

（三）作者投稿檢核表－請逐一確認注意事項並依 APA第六版格式修正，俾使審

稿進行順利及符合本會雜誌格式要求，且確實檢視完畢後請打“ √ ”。 

（四）投稿聲明書－所有作者請務必親自簽名，掃描存檔後連同以上三份檔案寄（

上傳）至學會。 

（五）圖（figure）及表（table）－原稿請將圖、表繪製清楚，並置於文章之正確

位置，以作為排版之依據。表格資料完備，不必在正文重複提及，且所有數

字均須核對無誤。 

（六）參考文獻－文內引用文獻時，若作者大於等於三位而小於等於五位時，於內

文第一次出現，需列出全部作者之姓，第二次以後則可以 “等”（et al.）代

之；若作者大於等於六位時，則只需列第一位作者，其他作者以“等”（et al.

）代替。於參考文獻部分，若作者小於等於七位，則全部列出；如大於等於



八位時，則列出第一至六位作者與最後一位作者，（中間）第六位作者之後

加入”,…”連接（中文用，…）。另 APA第六版的期刊呈現方式，若期刊有數

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則需列於文獻末。參考文獻請

盡量引用近五年之文獻。 

四、註明負責通訊作者（correspondence）姓名、中英文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子信箱

，此為該研究之主要指導者或研究設計者。 

五、圖、表、文獻引用書寫，請按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六版格

式，每篇文章之參考文獻以 15 篇左右為宜，研究稿以 30篇左右為宜，且以文內引

用者為限，並請注意下列事項： 

參考文獻（reference list）及文章中之文獻引用（reference citati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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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作者姓氏、字母相同時，則依序比較後列之字元），期刊名、書名

及卷數須以斜體字體呈現。 

（一）雜誌：以作者姓名（姓在前）、出版年、標題、期刊名稱、卷（期）數及起

訖頁數的順序列舉。若期刊有數位物件識別碼（DOI），則需列於文獻末。 

林姵妘、毛瑛茹、李雅婷（2012）‧運用衛教指導提升血液透析患者對高鉀

飲食認知之專案‧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11(4)，1-15。 

Mok, E., Lai, C., & Zhang, Z. (2004). Coping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41 (2), 205-213. doi: 

org/10.1016/j.ijnurstu.2003.10.001 

Hadimeri, H., Frisenette-Fich, C., Deurell, S. I., Svensson, L., Carlsson-Bjering, 

L., Fernstrom, A., . . . Stegmayr, B. (2013). A fixed protocol for outpatient 

clinic routines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renal failure. Rennal 

Failure, 35(6), 845-854. doi: 10.3109/0886022X.2013.794661 

（二）書：以作者姓名（英文為姓在前）、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商的順序

列舉。翻譯書以原著作者、翻譯出版年、翻譯名稱、譯者、出版地、出版商

（原著出版年）順序列舉。 

黃志強（1994）‧血液透析學‧台北：合記。  

McFarland, G. K., & McFarlane, E. A. (2008)‧新臨床護理診斷（周幸生、歐

嘉美、蔡素華、康百淑、葉明珍、張秉宜、白司麥、程仁慧譯）‧台北

市：華杏（原著出版於 1997）。 

Khanna, R., Nolph, K. D., & Oreopoulos, D. G. (1993). The essential of peritone-

al dialysis. Dordrecht, Netherlanders: Kluwer- Academic. 

（三）書中的一章：以作者姓名、出版年、標題、編者姓名、書名、文獻起訖頁數

、出版地、出版商的順序列舉。若有版次可列於書名之後。 

丘周萍（1998）‧泌尿系統疾病與護理‧於劉雪娥、王桂芸、馮容芬編著，

新編內外科護理學（875-1013 頁）‧台北：永大。 



林佩芬、高千惠、蘇秀娟、林文娟、邱淑芬、林惠如（2010）‧教學與護理

及健康照護的關係‧於林佩芬總校閱，教學原理：在護理實務上之應用

（二版，4-8頁）‧台北：華杏。 

Buoncristani, U., Quintaliani, G., Cozzari, M., & Carobi, C. (1986). Current 

status of the Y set. In R. Khanna, K. D. Nolph, B. F. Prowant, Z. J. 

Twardowski, & D. G. Oreopoulos (Eds.), Advances in continuous ambulatory 

peritoneal dialysis (pp. 165-171). Toronto: Peritoneal Dialysis Bulletin. 

（四）研習會講義：以作者姓名、西元年、月、題目、於主辦單位或主持人、研習

會名稱、城市、國家、主辦地點的順序列舉。 

劉宏祥（2001，9月）‧鈣、磷控制的重要性及方法‧於臺灣腎臟護理學會

主辦，腎性病變護理研討會‧台北：國防醫學院。 

United States Renal Data System (1993, March). United States Renal Data System 

annual data report. Bethesda, MD: National Institutas of Health. 

（五）論文：以作者姓名、出版年、標題、未發表的博碩士論文、學校、城市的順

序列舉。 

梁嘉慧、周桂如（2008）‧慢性腎臟疾病患者選擇腹膜透模式影響因素探討

（未發表的碩士論文）‧台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台北市。 

Chiou, C. P. (1998). Correlates of functional status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六）網路：以作者姓名、西元年、月、日、題目名稱、網站名稱、取自網址的順

序列舉。日期為文章登錄於網站上的日期，如無日期可查，中文文獻則在括

弧內註明為（無日期），英文文獻註明為(n.d.)。取自時間不需列出，除非該

網路資料經常變動。 

中央健康保險局（2011，6月16日）‧100年度台灣地區透析總額專業醫療服

務品質指標-血液透析‧取自http://www.hhi.gov.tw 

行政院衛生署（2008）‧97年死因統計結果分析‧2009年10月1日取自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DM2_2.aspx?now_fod_list_no= 

10642&class_no=440&level_no=3 

United States Renal Data System (2011). Incidence of reported ESRD. Retrieved 

from http://www.usrds.org/adr.htm. 

六、如引用或翻譯他人圖（figure）、表（table）時，務必附版權所有者同意函。 

七、國外稿件郵資由作者自行負擔，並請於投稿時註明國內聯絡人、通訊地址及電話。 

八、研究論文僅接受近五年內之著作；行政專案請用近四年內完成成效評量之著作（請

註明執行起訖時間的年月日）；個案報告請用近三年內直接護理經驗之著作（請註

明收案護理起訖時間的年月日）。 



稿件審查 

一、凡投稿研究論文、行政專案及個案報告，需經雜誌編委會推薦學者專家兩人審查通

過後刊載；若兩位審查人意見相左，則延請第三人再審，未經採用之稿件一律退還

作者。 

二、投稿醫護論述，需經雜誌編委會推薦學者專家一人審查通過後刊載，未經採用之稿

件一律退還作者。 

三、惠稿經審查通過，由本雜誌委請外籍顧問逕行英文摘要之潤稿作業。 

校對 

一、文章於審稿流程中之校稿部分，由作者自行負擔，每次校稿請於 3日內寄回本會，

並不得更改原文。 

二、經審定採用之文章，由作者自負一校及版樣校，除依審查意見修改外，不得任意增

刪。 

刊期 

一、惠稿一經刊登，即致贈稿酬。 

二、需本會出具「刊登證明」者，於複審通過後可向本會申請。 

版權 

一、來稿經採用，文責由作者自負。 

二、投稿時，請附投稿聲明書（詳細格式請參閱「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末頁，可將

聲明書正本郵寄至本會或將正本掃描檔 mail 至本會）及作者投稿檢核表各一份。投

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在投稿文章經本刊刊登後，其著作財產權及讓與給臺灣

腎臟護理學會雜誌，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有本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

教學等個人（非營利）使用之權利。 

 

 

鼓勵會員踴躍申請「學術發展獎勵」，獎勵項目包括： 

1.參加國外會議論文口頭發表，獲選獎勵五千元。 

2.參加國外會議論文海報發表，獲選獎勵三千元。 

3.參加國內會議論文口頭發表，獲選獎勵三千元。 

4.國內外學術期刊研究成果發表，獲選獎勵一萬元。 

5.國內外學術期刊專案成果發表，獲選獎勵五千元。 

詳細獎勵辦法請至本會網站首頁 wwww.tnna.org.tw，點選 

「獎勵申請/學術發展獎勵」查閱。 

 



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 

投稿聲明書 

 

 

著作人茲同意將下列著作發表於【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 

 

 

 

之著作財產權無償讓與給【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 

 

本篇未曾發表於其他雜誌，且同意在貴雜誌接受審查及刊登後，不刊登其他雜

誌，同時遵守貴雜誌之投稿簡則規定，如違背願受貴刊編輯委員會裁決處理。 

 

 

惟著作人仍保有著作權人格及下列個人使用之權利，如： 

一、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與專利權。 

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著作人教學用之重製權。 

三、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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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著作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毀謗或不

法之內容，且未違反學術倫理及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若因審稿、校稿因素導致

著作名稱修正，著作人同意視為授權著作。 

 

 

 

所有作者簽名： 

 

 

 

 

 

負責通訊作者簽名： 

    姓          名： 

    通    訊    處：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住家及單位電話： 

行  動  電  話： 

日          期：     年     月     日 



臺灣腎臟護理學會雜誌 
作者投稿檢核表 

煩請仔細依照下列注意事項並依 APA第六版格式修正，俾使審稿進行順利及符合本會雜誌格

式要求，檢視完畢並確認無誤後請打“ √ ”。 

作者頁─依序列出： 

 
中英文題目【英文題目：每一字之第一字母為大寫，但冠詞、介系詞及連接詞(小於 4個字母)

仍為小寫，英文題目應 10-12個字，且中英文題目需一致】。 

 
中英文簡題（running title）【英文簡題之字母（含標點、字間之空格）勿超過 50個字元，中英

文需一致，簡題為將來刊登於雜誌每頁左右上方之簡短逐頁篇名】。 

 作者中英文資料：姓名、學歷、服務機構、單位、職稱。（英文資料，請參考近期刊登之格式書寫） 

 通訊作者：姓名、中英文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子信箱等。 

摘要與內文檔 

中英文摘要頁 

 

原著研究以標題、分段書寫方式，需包括背景(Background)、目的(Purpose)、方法(Methods)、

結果(Results)、結論/實務應用(Conclusion /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行政專案亦以標題、分

段書寫方式，需包括背景(Background & Problems)、目的(Purpose)、解決方案（Resolution）、

結果(Result) 、結論（Conclusion）；其它類稿件則以一段式書寫。中英文摘要內容需一致，

約 300～400 字，並各附中英文 3～5 個關鍵詞。  

※英文摘要需經專業人士編修，勿使用翻譯軟體。 

內文格式 

 

段落大標題居中(如摘要 Abstract、前言 Introduction、方法Methods、結果 Results、討論

Discussion、誌謝 Acknowledgments、參考文獻 References)；次標題居左；內文題號請依一、

（一）、1、（1）順序。 

 
內文引用文獻：於括號內引用兩篇或以上之文獻時，請先列中文、後列英文，並依照筆劃或

字母順序列出。 

 研究方法：文中是否有研究對象之知情同意及獲得收案機構同意之陳述。 

 

內文/圖、表：文內若出現英文，除專有名詞外，字母請一律小寫；若需出現縮寫，第一次提及

時需加註英文全名及中文譯名。統計分析數值若文內已交待清楚，則不需用表格重覆敘述，

以免影響篇幅，除非必要，表格盡量 3～5個左右。 

 

圖、表格式：需注意標題位置、斜體及大小寫之用法；文內之統計符號亦需斜體，內文與表

格之小數點位數請統一，若該項統計數值永遠不會大於 1時，在小數點之前不要加“零”(如 r

＝-.43, p＜ .05)。「圖的標題」同時適合做為圖的說明和圖的「名稱」，應簡短描述相關性；

「表格」縱線請刪除，橫線僅需出現於表頭、表尾共三條，請參考近期已刊登之表格方式。 

 
文內有提到研究對象/個案的對話時，請以「不同字體」標出，以利區別及閱讀。 

（英文稿請以斜體字及“ ”標示區分） 

 編頁碼請從內文頁（前言）開始，並盡量於篇幅限制內修訂稿件。 

參考文獻 

 只需列出內文有引用之文獻，同時核對內文與參考文獻欄作者英文拼法需一致。 

 雜誌名、書名、期刊卷數，中英文都以斜體字型呈現。 

 頁碼需完整列出(勿簡列)；雖為連續頁碼，若有期數時，亦請列出以利讀者查詢。 

 期刊請寫全名(勿簡寫)並附上 doi。 

 

內文引用文獻時，若作者為二位時，則每次皆需列出；若作者＞3位而＜ 5位時，於內文第

一次出現，需列出全部作者之姓，第二次以後則可以“et al.”代之。若作者＞6位時，則只需

列第一位作者，其他作者以 et al.代替，但參考文獻部份如果作者小於等於七位，則全部列

出，如果大於等於八位，則列出前六位作者與最後一位作者，中間加入…（中文用…）。 

 研究論文參考文獻約 30 篇左右，其餘著作約 15 篇左右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