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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日期：2023年 05月 

臨床醫學月刊投稿規則 

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醫學月刊社每月定期發行「臨床醫學月刊」，提供國內外在職醫師及醫學院學生

各專科領域的最新進展，期待以精闢而平易的內容傳播醫療新知，教育民眾。各期內容包含：醫學專

輯、專題講座、影像醫學專欄(胸腔病例、放射影像、神經影像)、臨床藥學專欄等綜合性文章，以及胸腔

醫學、臨床藥學與影像學的個案報告。 

來稿格式 

稿件內容以中文繕打為主，遇有醫學專有名詞可用英文註明。中文之翻譯名稱請查閱專業醫學辭典。

來稿請以電腦文書處理軟體（如 Microsoft Word 2013 版本以上）繕打於 A4 白紙，單行間距，上下各留 2.5

公分、左右各留 3 公分邊界。來稿應包含以下內容，依次為：標題頁、投稿聲明書、摘要、前言、內文、

結論、參考資料、表格及圖表、考題 2 題與解答。 

來稿請確認其內容未曾發表於其他雜誌，目前也未投稿至其他雜誌，並同意本月刊社擁有文章的版權

及著作權。 

標題頁(title page) 

1. 標題請用中文（特殊專有名詞可用英文） 

2. 所有作者姓名依次排列（第一、第二、第三…等），每位作者的工作單位及最高職稱。作者若非同一

單位請依規定的符號上標註明，依次為：*, †, **, ‡, §,║,¶。 

3. 下方註明作者姓名、通訊地址（或臺北榮民總醫院單位）、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以便奉寄稿

酬。 

投稿聲明書 

1. 凡投稿經編輯委員會同意登載於本刊之文章，其著作權溯及投稿時移轉予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醫學月

刊社所有；除商得本刊編輯委員會同意外，不得轉載於其他媒體使用或集結出版。 

2. 投稿時，請同時附上本刊申請投稿聲明書，表明投稿本刊之意願，並請所有著者均曾過目並簽名同

意。 

正文(contents) 

1. 五百字以內中文摘要(abstract)。 

2. 三到四個中文及英文關鍵字(key word)，格式如下：肝炎（hepatitis）、疫苗（vaccine）。 

3. 完整的文章應包括：前言、內文、結論三部份。 

4. 標題字以中文為主。 

5. 必需用英文表示的部份： 

(1) 除句首或專有名詞外，一律小寫。 

(2) 第一次出現之縮寫要列出全名，如：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或急性心肌梗塞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3) 藥品之商品名大寫，學名小寫。細菌及黴菌之學名用斜体字，如：S.aureus, Candida albicans.  

6. 表格部份：  

(1) 應另起一頁並以中文為主（專有名詞輔以英文），引用英文的表格亦應翻譯為中文，並註明出處。

若為直接或間接引用國外文獻應先去函取得版權所有者的書面同意，以免侵犯國內外著作權法。 

(2) 表格名稱在表上方，並以：「表 1」、「表 2」、「表 3」標示。表格名稱說明一律用中文 

(3) 表格註記說明在表下方，在表內以英文上標註記。 

(4) 表格以三條橫線為原則，儘量不用垂直線。 

(5) 表格說明：（為避免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文稿內之圖表請自行設計繪製） 

表 1 常用表格舉例 

月份 心肌梗塞病例數 a 

三月 34 

四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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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38 

a:全院病例數 

7. 照片、手繪圖或電腦製圖應力求清晰，若非特別需要應以一組黑白高品質的圖片為主，建議尺寸不超

過 5x7 英吋並避免彩色照片。圖片背面請註明方向、順序及文章標題。內文或圖例說明請以：「圖

1」、「圖 2」、「圖 3」標示。（為維護個人隱私，使用病患照片時，請遮蔽眼部及個人資料部分） 

8. 來稿以不超過九仟字為原則。 

9. 來稿文末請附與內容相關之中文考題 2 題（選擇題形式），並附解答。 

參考資料(reference) 

1. 所有參考資料縮寫方式請參照「Index Medicu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依序由小至大標

示。 

2. 在正文中引用時，序號上標在標點符號之後， 

例如：「在愛滋病人中大腦弓漿蟲病的流行率約為百分之五。3」 

3. 參考資料寫法（Vancouver style） 

(1) 引用論文作者在三位（含）以內全部列出，三位以上僅列前三位其後加等（英文加 et al.）字。 

(2) 英文姓名僅寫 last name，其他部份用第一字母縮寫，縮寫後不加點。 

(3) 頁數重複部份不重寫。 

(4) 引用論文寫法 

英文範例： 

Josep MG, Oscar M, Enric P, et al.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related to dermatomyositis – comparative study 

with patients without lung involvement. J Rheumatol 1996;23:1921-6. 

中文範例： 

俞筱鈞、黃志成。大一學生焦慮及憂鬱症狀群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1986;3:139-47。 

(5) 引用書籍的寫法： 

英文範例： 

Reuter SR, Redman HC, eds. Gastrointestinal Angiography, 2nd ed. Philadelphia: WB Saunders, 1977;1298-

302.  

中文範例： 

黃榮茂、王禹文、林聖富、楊得仁。 化學百工辭典。 臺北：曉園出版社，1987:123-31。 

(6) 引用書中一篇文章寫法 

英文範例： 

Ansel HJ. Normal pancreatic duct. In: Stewart ET, Vennes JA, Geenen JE, eds. Atlas of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St. Louis: CV Mosby, 1977:43-7. 

中文範例： 

曾雅玲。孕婦的護理。取自：胡月娟、陳淑月、馮容莊等編：最新婦產科護理。臺北：匯華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1998:95-168。 

(7) 引用網站資料寫法 

英文範例： 

United Stat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9 April. 2009. Interim guidelines on antiviral 

recommendations for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or suspected swine influenza A (H1N1) virus infection and close 

contacts. <http://www.cdc.gov/swineflu>  

中文範例： 

H 1 N 1 新型流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009/04/27。 

(8) 所有參考資料請勿超過 30 篇（含），可用參考文獻或推薦讀物形式，參考文獻引用則需於內文中標

示。 

本刊完全採電腦排版以提高編排效率並減少錯誤。請將投稿檔案傳至本社(02-2875-7503#123)電子信箱

clinmed@vghtpe.gov.tw。原稿圖表請提供能編輯的檔案，以利於修改圖表內的文字編排。臨床醫學月刊社

歡迎您的參與，請踴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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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醫學月刊投稿格式(範本) 

題目 

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第三作者†、….等 

 

第一作者工作單位及最高職稱 

*第二作者工作單位及最高職稱 

†第三作者工作單位及最高職稱 

(單位請依規定的符號：* † ** ‡ §║¶) 

 

作者聯絡資訊(電話、email) 

 

摘要(參考資料不建議標示於 摘要 中) 

  

關鍵字：(3-4 個中文與英文關鍵字) 

 

前言(參考資料在正文中引用時，參考資料應由小至大排序，序號上標在標點符

號之後， 例如：「在愛滋病人中大腦弓漿蟲病的流行率約為百分之五。3 」) 

  

內文(請分不同段落的標題) 

  

結論 

  

表 1 常用表格舉例  

   

   

   

   

 

 

圖 1 

 

參考資料 

1. Josep MG, Oscar M, Enric P, et al.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rel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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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matomyositis – comparative study with patients without lung involvement. J 

Rheumatol 1996;23:1921-6. (引用論文寫法 - 英文範例) 

2. 俞筱鈞、黃志成。大一學生焦慮及憂鬱症狀群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1986;3:139-47。(引用論文寫法 - 中文範例) 

3. Reuter SR, Redman HC, eds. Gastrointestinal Angiography, 2nd ed. 

Philadelphia: WB Saunders, 1977;1298-302.(引用書籍的寫法 - 英文範例) 

4. 黃榮茂、王禹文、林聖富、楊得仁。 化學百工辭典。 臺北：曉園出版

社，1987:123-31。(引用書籍的寫法 - 中文範例) 

5. Ansel HJ. Normal pancreatic duct. In: Stewart ET, Vennes JA, Geenen JE, eds. 

Atlas of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St. Louis: CV 

Mosby, 1977:43-7. (引用書中一篇文章寫法 - 英文範例) 

6. 曾雅玲。孕婦的護理。取自：胡月娟、陳淑月、馮容莊等編：最新婦產科

護理。臺北：匯華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1998:95-168。(引用書中一篇文章

寫法 - 中文範例) 

7. United Stat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9 April. 2009. 

Interim guidelines on antiviral recommendations for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or 

suspected swine influenza A (H1N1) virus infection and close contacts. (引用網

站資料寫法 - 英文範例) 

8. H 1 N 1 新型流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009/04/27。(引用網站資料寫法 

- 中文範例) 

 

請加 2 題考題(4 個選擇)與答案 

1.  

(1).  

(2).  

(3).  

(4).  

Ans:  

 

2.  

(1).  

(2).  

(3).  

(4).  

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