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凡有關醫護專業之綜論、研究論文、護理專案及個案報告等，未曾登載且不預備投寄於其他刊物者，皆歡

迎投稿；其中個案報告請用近二年內直接護理經驗之著作（請註明收案護理起訖時間、護理過程請用直式

格式書寫，書寫格式如附件一）。

二、研究論文若涉及檢體採集與使用等情事，應遵守衛生福利部國家衛生研究院公告之「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

與使用注意事項」。基於保護「研究對象」的考量，需經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核准，並於文章

中描述。

三、惠稿之稿件請用word檔，投稿時同時附上「馬偕護理雜誌申請投稿同意書」（附件二)，表明投稿之意願及

其刊登方式，並完成所有作者簽名，簽名後掃描與稿件及「投稿查檢表」（附件三）至華藝ipress系統投稿

上傳。

四、凡投稿經編輯委員會同意登載於本刊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溯及投稿時轉移與馬偕紀念醫院護理部所有；

未經本雜誌同意，不得轉載；如需轉載者，請填「馬偕護理雜誌授權轉載申請書」。惟著者仍保有集結出

版、教學及個人網站等無償使用。

五、惠稿審查以修改兩次為原則，修改以二週為限，逾期視同放棄。

六、惠稿一經刊登不予稿費，本雜誌將贈通訊作者當期雜誌電子檔抽印本。

七、接受刊登文章之校稿部分，第一次校稿由通訊作者負責，除依審查意見修改外，不得任意增刪。

八、惠稿中英文均請以電腦打字（14號字），非表格字數一頁600字以內（30字×20行），字型至少14號，表格

字數不限，表格內字型至少12號。行間距離採單行間距，上下邊界2公分，左右邊界3.17公分，並請自內文

編頁碼。研究論文及護理專案每篇約20頁，個案報告每篇以17頁為限，專欄（綜論）每篇約10~15頁為限

（包括圖、表、照片及參考文獻在內）。

九、需刊登證明者，請於通過審查後填具「馬偕護理雜誌刊登證明申請書」（附件四)向本雜誌申請（需要時請

由網路下載）。

十、惠稿稿件應包括：

（一）標題頁：中英文題目、中英文簡題、作者中英文資料（包括姓名、最高畢業學歷、目前服務機關職

稱）、負責通訊作者姓名、通訊地址、電話（機構∕住家∕手機）、傳真或電子信箱，如附件五。

（二）摘要頁：中文摘要300~500字，英文摘要250字內，中英文摘要需一致，並各附中英文3~5個關鍵字。

（三）研究論文及護理專案之內文－包含前言、文獻查證、方法、結果、討論（含限制及建議）。

1.內文若有英文，除專有名詞外，開頭一律小寫。

2.若有英文之專有名詞或縮寫時，第一次提及時請註明中文譯名，括弧內加註英文全名及縮寫。

3.文內之標號區分，請依一、（一）、1.、（1）…方式書寫。

4.中英文括弧及標準符號：中文用全形括弧（ ）、英文用半形( )，中文請用中文標點符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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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在正文重覆提及，且所有數字均須核對無誤。

（五）參考文獻－文內引用文獻時，請儘量引用近五年之文獻；其書寫方式如下（□為半形英文空格）：

1.內文文獻： 

(1)僅需列作者姓氏+西元年份（如：楊、林，2014）

(2)作者大於等於三位，文中一律只需列出第一位作者，其他作者皆以等(et al.)代替，（如：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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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Su□et□al.,□2012）。

(3)參考文獻中，若第一作者姓氏相同，於文中引用時，不論年代是否相同，內文均需列出

第一作者全名(如：林文華等(2017)及林瑞祥、李(2018)；M.□A.□Light□&□Chen,□(2008)□ 

and□R.□Light,(2006)。

2.文後參考文獻：

(1)作者小於等於二十位，全部列出，於第二十位英文作者前加“&”，中文前面用“、”。

(2)大於二十位，列出前十九位作者與最後一位作者，中間加入...（中文用…）。如：

Pandharipande,□P.□P.,□Ely,□E.□W.,□Arora,□R.□C.,□Balas,□M.□C.,□Boustani,□M.□A.,□La□Calle,□G.□H.,□ 

Cunningham,□C.,□Devlin,□J.□W.,□Elefante,□J.,□Han,□J.□H.,□MacLullich,□A.□M.,□Maldonado,□J.□R.,□

Morandi,□A.,□Needham,□D.□M.,□Page,□V.□J.,□Rose,□L.,□Saulluh,□J.□I.□F.,□Sharshar,□T.,□Shehabi,□Y., 

...□Smith,□H.□A.□B.(2017).□The□intensive□care□delirium□research□agenda:□A□multinational,□interpro-

fessional□perspective.□Intensive□Care□Medicine, □43(9), □1329-1339.□https://doi.org/10.1007/a00134-017-

4860-7

3.若參考二篇以上文章，第一作者中文筆劃少在前，英文按第一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如：王

等，2014；陳、郭，2013；Munn,□Newman,□2016;□Perrine et al.,□2012）。

十一、如引用或翻譯他人圖（figure）、表（table）時需註明出處，並附版權所有者同意函，若有照片或圖片請

務必清晰，以利刊登。

十二、圖表、文獻引用書寫請參考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七版及本刊刊登格式，每篇文章

參考文獻約30篇為限。圖為粗體，標題為斜體列於次行，置於圖上方；與表的呈現方式相同。

十三、臚列參考文獻（reference list）及文章中之文獻引用（reference citations），中文文獻（需加註英譯）應置

於英文文獻之前。中文文獻應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排列、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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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舉例如下（□為半形英文空格）：

（一）列舉之文獻若出自期刊時，應包含之內容及順序為「作者姓名（姓在先） （西元出版年份）‧

標題‧期刊名稱，卷（期），起訖頁數」，期刊若有「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請列於文獻末。如：

張簡英茹、柯乃熒、賴甫誌、鄭綺（2013）‧愛滋病患者憂鬱程度與自我照顧行為相關因素之探討‧新臺北護

理期刊，15（2），11－25。[Chang□Chien,□Y.□R.,□Ko,□N.□Y.,□Lai,□F.□C.,□&□Jeng,□C.□(2013).□Factors□related□

to□ depression□and□self-care□behavior□in□AIDS□patients.□New□Taipei□Journal□of□Nursing,□15(2),□11-25.] https://doi.

org/10.6540/NTJN.2013.2.002

Munn,□A.□C.,□Newman,□S.□D.,□Mueller,□M.,□Phillips,□S.□M.,□&□Taylor,□S.□N.□(2016).□The□impact□in□the□United 

□States□ of□the□baby-friendly□hospital□initiative□on□early□infant□health□and□breastfeeding□outcomes.□Breastfeeding 

□Medicine,□11(5),□222-230.□ https://doi.org/10.1089/bfm.2015.0135

備註：

1.期刊名、卷數需以斜體字體呈現，期刊無卷數時，則僅列期數且不需斜體、不需括弧。如：

李佳雯、柯乃熒、柯文謙（2012）‧高效能抗病毒治療與愛滋病毒感染者死因之探討‧愛之關懷季刊，81，

32－36。[Li,□C.□W.,□Ko,□N.□Y.,□&□Ko,□W.□C.□(2012).□Exploration□of□highly□active□anti-retroviral□therap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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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of□death□in□HIV-infected □individuals.□AIDS□Care,□81,□32-36.]

2.電子期刊及增補版其書寫方式如下：

張黎露、張瀞文、周文珊、林思岑（2011）‧癌症病人常用中心靜脈導管臨床照護指引‧腫瘤護理雜誌，

11(2，增訂刊)，15－40。[Chang,□L.□L.,□Chang,□C.□W.,□Chou,□W.□S.,□&□Lin,□S.□C.□(2011).□Clinical□practice□ 

guideline:□Care□and□maintenance□of□central□venous□access□devic□in□cancer□patients.□The□Journal□of□Oncology□ 

Nursing□11(2,□Suppl.),□15-40.]

Hinsliff-Smith,□K.,□Spencer,□R.,□&□Walsh,□D.□(2014).□Realities,□difficulties,□and□outcomes□for□mothers□choosing□to□ br

eastfeed:□Primigravid□mothers□experiences□in□the□early□postpartum□period□(6-8 weeks).□Midwifery,□30(1)□e14-e19. 

https://doi.org/10.1016/j.midw.2013.10.001

Kemppainen,□J.□K.,□MacKain,□S.,□&□Reyes,□D.□(2013).□Anxiety□symptoms□in□HIV-infected□individuals□Journal□of□ the

Association□of□Nurses□in□AIDS□Care,□24(1,□Suppl.),□S29-S39.□https://doi.org/10.1016/j.jana.2012.08.011

（二）若文獻為一本書時，則以「作者姓名（西元出版年份）‧書名(版次)‧出版商。」的順序書寫。如：

戴國良（2015）‧圖解管理學（二版，44－45頁）‧五南。[Dai,□G.□L.□(2015).□Explaining□management□in□pictures

□(2nd□ed.,□pp. 44-45).□Wu-Nan.]

Krueger,□R.□A.,□&□Casey,□M.□A.□(2014).□Focus□groups:□A□practical□guide□for□applied□research.□Sage□publications.

（三）若文獻為一本書中的一章時，列舉方式為「作者姓名（出版年份）‧標題‧編者姓名，書名（文

獻起訖頁數）‧出版商」的順序書寫。如：

李和惠、林麗秋（2014）‧生殖系統疾病病人護理‧於胡月娟總校閱，內外科護理學（四版，252－273頁）‧

台北：華杏。[Lee,□H.□H., □＆□Lin,□L.□C.□(2014).□The□patient's□repro-ductive□system□disease□care.□In□Y.□J.□Hu

□(Ed.),□medical-surgical□nursing□(4th□ed.,□pp.□252-273).□Farseeing.]

Hooghe,□A.,□&□Neimeyer,□R.□A.□(2013).□Family□resilience□in□the□wake□of□loss:□A□meaning-oriented□contribution.□In□

D.□S.□Becvar□(Ed.),□Handbook□of□family□resilience□(pp.□269-284).□Springer

（四）若文獻為研習會講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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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年，月）‧題目‧於主辦單位或主持人，研習會專題論文集名稱‧城市、國家：主

辦地點的順序書寫。如：

凃美綺、黃衍文、羅敏珈、邱筱淇、陳建良、梁誌宜（2016，6月）‧輔具租賃創新服務資訊系統研發‧於台灣

醫療資訊學會主辦，國際醫學資訊聯合研討會講義‧台北市：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五）引用未發表的博碩士論文時，列舉方式為「作者姓名（西元年份）‧論文名稱（未發表的博

（碩）士論文）‧城市：學校系所」，書寫如：

林佑罄（2014）‧探討母乳支持團體對母乳哺餵自我效能及預計哺育持續時間之成效（未發表的碩士論文）‧ 

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研究所。[Lin,□Y.□C.□(2014).□Effects□of□support□group□on□the□self-efficacy□and□ 

expected□feeding□duration□of□breastfeeding□(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National□Cheng□Kung□University, 

□Tainan□City,□Taiwan,□ROC.]

◎若學校名稱中已出現州名，則將州名除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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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用網路資料時，列舉方式為「作者姓名（西元年，月日）‧題目名稱‧網址」的順序書寫。

如：

國民健康署（2016，6月）‧母乳哺育國內現況‧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506&pid=463

[Health□Promotion□Administration,□Taiwan,□ROC.□(2016,□June). Breastfeeding:□The□domestic□situation.□Retrieved 

□from□https:// 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506&pid=463]

Health□Organization.□(n. d.).□Nutrition:□Infant□and□young□child□feeding□data□by□country.□http://www.who.int/nutrition/

databases/infantfeeding/countries/en/

◎括弧內日期為文章登錄於網站上的日期，如無日期可查，中文文獻在括弧內註名為（無日期），英文文獻

註明為（n.d.）

（七）引用翻譯書（非原版書）時，列舉方式為「原著作者（翻譯出版年）‧翻譯書名（譯者；版 

次）‧出版商。（原著出版年）」的順序書寫。如：

Harper,□B.□(2015）‧溫柔生產－充滿愛與能量的美妙誕生（二版，蔡永琪譯）‧新自然主義。（原著出版於

1994）[Harper,□B.□(2015).□Gentle□birth□choices(2nd□ed.,□Y.□C□Tsai,□trans.).□Taipei□City,□Taiwan,□ROC:□New□

Naturalism.□(Original□work□published□1994)]

（八）於內文引用翻譯書之寫法為「原著作者，原著出版年∕翻譯出版年」順序書寫。如：

(Harper,□1994/2015)

（九）若文獻為海報發表，列舉方式為「作者（西元年，月）‧題目‧論文/海報發表於主辦單位名稱

之研習會名稱‧城市、國家：主辦地點。」的順序書寫。如：

朱秀鳳、楊韵涵、黃莉雯（2011，11月）‧使用高頻胸壁震盪治療提升神經疾患病人之胸腔照護品質‧海報

發表於台灣護理學會主辦之第23次護理專案發表會（北區）‧台北市：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國際

會議廳。[Chu,□H.□F.,□Yang,□Y.□H.,□&□Hwang,□L.□W.□(2011,□November)□Use□of□High-Frequency□Chest□Wall 

□Oscillation□treatment□of□quality□of□chest□care□to□enhance□the□patient's□neurological□disorders.□Poster□session 

□presented□at□the□23th□Seminar□and□Presentation□on□Nursing□Project□of□the□Taiwan□Nurses□Association,□Taipei

□City,□Taiwan,□ROC.]

Hung,□L.□C.,□&□Jeng,□C.□(2010,□July).□The□Experience□of□Physical□Activity□in□Patient□with□Implantable□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Paper□session□presented□at□the□21nd□International□Nursing□Research□Congress□of□Sigma□Theta

□Tau□International,□America,□Florida.

（十）機構或團體為作者之書籍(政府單位出版手冊)

            1.機構和出版者不同時其書寫方式為：作者機構全名（出版年）書名。出版者。如: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2016，7月28日）‧護理諮詢會護理業務報告‧衛生福利部。[Department□of□Nursing□and□

Health□Care,□Taiwan,□ROC.□(2016,□July□28).□Nursing□business□report□on□nursing□advisory□committee.□Ministry

□of□Health□and□Welfare,□Taiwan,□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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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



一、本人申請□研究  □綜論  □護理專案 □個案報告，投稿於馬偕護理雜誌，擬以下列題目：                    

題目：

二、本篇未曾投稿及發表於其他雜誌且同意在貴雜誌接受審查及刊登後，不投其他雜誌，並遵守貴雜誌之投

稿簡則。

三、本篇列名之著作者皆為實際參與研究及撰述者，並能擔負修改、校對與審查討論之工作；投稿前所有簽

名著作者均仔細過目並同意文章之內容及結論。

四、茲同意將著作財產權讓與馬偕護理雜誌。本人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有集結出版、教學及個人網站等

無償使用權，除獲馬偕護理雜誌委員會同意外，不得轉載於其他雜誌，或以其他型式發行。

五、授權馬偕護理雜誌將本人之著作進行數位化資料庫，透過網際網路等公開傳輸方式，提供使用者檢索、

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行為。

六、本篇文章已參閱投稿簡則及參考文獻範例撰述，謹慎查對無誤後投寄。

七、所有著作者須親自簽名(依列名順序簽名)，不能代簽。

特 此 聲 明

所有著作者簽名：

負責通訊作者之姓名：

通訊處：

電　話：

手    機：

傳　真：

電子郵件：

日　期：　　年　　月　　日

《 附件二 》

馬偕護理雜誌申請投稿同意書
2009.4.15修訂



《 附件三 》

□馬偕護理雜誌申請投稿同意書。

□標題頁：中英文題目、中英文簡題、作者中英文資料（包括姓名、最高畢業學歷、目前服務機關職

稱）、負責通訊作者姓名、通訊地址、電話（機構、住家、手機）、傳真或電子信箱。

□摘要頁：中文摘要約300-500字，英文摘要約250字，中英文摘要需一致，並附中英文3-5個關鍵字。

□電子檔：電子檔案-word格式（請註明題目、通訊作者姓名）包括：                                           

□1.內文 □2.標題頁 □3.摘要頁 □4.內文中之圖表檔及影像檔（如Excel檔、jpg檔…），請至華藝

ipress系統投稿上傳。

□頁數限制：研究及護理專案20頁、個案報告17頁、(綜論)專欄10-15頁。

□編排格式：14號字，每頁600字（30字×20行），單行間距，邊界上下2公分，左右3.17公分，內文請

編頁碼。

□文獻書寫：內文引用文獻時，請儘量引用近五年之文獻。

□參考文獻只列出內文有引用之文獻，列舉中文文獻應置於英文文獻之前，中文文獻應依作者姓氏筆

畫順序排列，英文文獻則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

□內文中之圖表及內文、文末之參考文獻請依APA第七版格式書寫，中文文獻需加註英譯。

馬偕護理雜誌作者投稿查檢表
2022.08.01修訂



《 附件四 》

馬偕護理雜誌刊登證明申請書
2009.04.15修訂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職  稱 服務單位

論文題目

申請用途

刊登期數                                                                                                                   (本雜誌填)

出版日期                                                                                                                   (本雜誌填)

總編輯 主編 承辦人 申請人



《 附件五 》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中文簡題：

英文簡題：

標題頁

 作者中文姓名

 (請依作者順位)

 作者中文工作機構及職稱

 (請依作者順位)

 最高學位

 (請依作者順位)

 通訊作者中文姓名

 通訊作者地址

 通訊作者電話 可刊登電話：

 通訊作者e-mail

 作者英文姓名

 (請依作者順位)

 作者英文工作機構及職稱

 (請依作者順位)

 作者英文最高學位

 (請依作者順位)

 通訊作者英文姓名

 通訊作者英文地址

2020.11.18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