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凡與中西醫藥整合有關之論著原著（包含基礎研究、臨床研究、文獻綜述meta-analysis）、病
例報告、專題報導均為本誌刊載之對象，但以未曾刊載於其他刊物者為限。

二、人體試驗、人類研究 (若涉及檢體採集與使用 )必須有倫理委員會之同意，動物試驗必須
有動物委員會之同意。研究對象基於人權保護，需經  IRB(Inst i tut ional  Review Board) 
CRB(Community Review Board)核准。此外文末必須註明是否有接受任何來源之贊助(financial 
disclosure)，以及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等。

三、凡投稿經同儕審查及編輯委員會同意登載於本誌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溯及投稿時移轉予臺
灣中西整合醫學會所有；除商得本誌編輯委員會同意外，不得轉載於其它雜誌。惟著者仍保
有集結出版、教學及個人網站等無償使用之權利。

四、投稿時，請同時附上致本誌申請投稿聲明書，表明投稿本誌之意願及其刊登方式(但最後之刊
登方式，由本誌編輯委員會決定)，並附函說明所有著者均曾過目並簽名同意。

五、論文內容須依下列各點：

1. 首頁：包括題目、著作姓名 (英文名以姓前名後方式書寫 ; e.g. ,Xiao-Ming Wang)、服務單位、
簡題（running title），及加註通訊作者姓名、電話、e-mail 及通訊處。

2. 摘要：文稿次頁為摘要，包含題目及關鍵字，應力求精簡。中文稿件另附英文摘要於末頁 (
英文稿件亦須另附中文摘要於末頁 )，並請加註關鍵詞（keywords）以不超過五句。中英文
摘要內容須對照一致，限 300字以內。

3. 本文 (中文稿件不超過 12,000字 ;英文稿件不超過 5,000字 )：

(1) 原著論文按：前言、材料 (或研究對象 )與方法、結果、討論、致謝、參考文獻、附表、
圖片說明順序撰寫。

(2) 文獻綜述按：前言、研究方法、結果、討論、參考文獻順序撰寫。

(3) 病例報告按： 前言、病例、討論、參考文獻、附表、圖片說明。

(4) 專題論述按：前言、本文 、結論 、參考文獻。

4. 附表，每一表格需有一簡短標題；表格中勿用縱線，橫線也盡可能避免。圖片請盡量提供
電子檔，解析度至少為 300 像素 (dpi)，圖片格式為 JPG 檔。光學和電子顯微鏡照片，請註
明放大倍率或比率。圖表亦應每張圖表獨立一個檔案。

5. 引用他人之表格 (table)或圖示 (figure)務必徵得著作權所有人同意，否則該圖表不予刊登。
若使用已發表的圖片表達概念者，作者需重新製作附圖且避免侵犯版權，必要時作者必須
簽結必要文件，以負完全法律責任。

6. 參考文獻：引用資料格式溫哥華參考文獻格式 (Vancouver style)，請參照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ICMJ) 列出之參考文獻格式。(https://www.nlm.nih.
gov/bsd/uniform_requirements.html)

(1) Vancouver格式之內文引用： 引用資料需使用圓括弧內中的數字或上標數字（不帶括號）
標示， 每個被引用的資料須根據引用的順序分配一個唯一的編號。如果同一資料被引用
不止一次，每次都應使用相同的引文編號。

範例：The community has reduced the bias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summarie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igorous criteria for both literature overviews (1-3) and practice guidelines. (4,5)

The community has reduced the bias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summarie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igorous criteria for both literature overviews 1-3 and practice guidelines. 4,5

(2) 參考文獻列表 (Reference List)按引用順序排列，作者超過六位以上就寫前六位， 後面用
et al.表示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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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用期刊文章：

Chin CY, Chen YH, Wu SC, Liu CT, Lee YF, Tsai MY.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
icine Use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t a Medical Center in Taiwa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tegr Cancer Ther. 2020 Jan-Dec;19:1534735420983910. 

Wu BY, Liu CT, Su YL, Chen SY, Chen YH, Tsai MY. A review of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with medicinal plants for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Complement Ther 
Med. 2019 Feb;42:226-232.

b. 引用書籍：

Strunk W Jr, White EB. The Elements of Style. 4th ed. New York, NY: Longman; 2000. 
Reference to a chapter in an edited book

c. 引用書籍中之章節：

Partridge H, Hallam 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Lipu S, William-
son K, Lloyd A. (eds.) Exploring methods in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earch. Wagga Wagga, 
Australia: Centre for Information Studies; 2007. p.149–170

d. 引用網站：

Cancer Research UK. Cancer statistics reports for the UK. http://www.cancerresearchuk.org/
aboutcancer/statistics/cancerstatsreport/; 2003 Accessed 13 March 2003.

e. 引用數據集 (dataset)：

[dataset] 6. Oguro M, Imahiro S, Saito S, Nakashizuka T. Mortality data for Japanese oak 
wilt disease and surrounding forest compositions, Mendeley Data, v1; 2015. https://doi.
org/10.17632/xwj98nb39r.1.

六、文稿繕打格式：原稿請使用 A4 紙張 12 號字型，一律隔行(double space)繕打，上下邊界
3 公分，左右邊界 2.5 公分，並請編頁碼。

七、惠稿所有專有名詞依教育部頒訂或國立編譯館新編各科名詞為準。

1. 凡數字應用阿拉伯數字書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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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L 或 mg/dL。吸光率波長，(absorption wave)
以μm 表示，放射能單位 Curie 用 Ci，振率單位用 Hz。原子量寫在符號之左上方， 例如：
23P、14C、[T．14C] acetic acid。其它符號簡寫應參考 IUPAC-IUB Document NO.1 (Arch 
Biochem Biophys 1966；115：1-12)。

2. 藥品原則以學名 (generic name)表示，不使用商品名。

3. 中藥單位請用統一註明，水藥以「錢」為單位，藥粉以「克」為單位。藥味請說明炮製，
如炒用，未註明即為生用，中藥藥品名請用繁體字，勿使用俗名。

八、為使惠稿合於編審標準，本編審委員會有權修改。

九、校稿由作者自行校對，校正時的修改只限於原稿內容及編排錯誤。

十、惠稿經本雜誌採用後，由本學會免費贈送電子檔。

十一、以上稿約內容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十二、惠稿請傳送相關檔案至線上投稿系統，網址如下: https://cwm.cloudreview.tw/ic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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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聲明書暨投稿著作權轉移同意書

一、本人（等）擬以下列題目：□原著、□文獻綜述 Meta-analysis、□病例報告、□專題報導，
申請投稿於中西整合醫學雜誌。

題目──中文：

英文：

二、本篇過去未曾發表於其他雜誌，且同意在貴雜誌接受審查期間及接受刊登後，不投刊其他雜

誌；同時遵守貴雜誌稿約之規定。

三、本篇列名之著者皆為實際參與研究及撰述，並能擔負修改、校對與審查者討論之工作；投稿

前所有簽名著者均仔細過目並同論文之內容及結論。

四、本篇論文已參閱投稿規則及參考文獻例撰述，謹慎查對無誤後投寄。

五、如本文被接受刊登，著作權即為中西整合醫學雜誌所有。本全文為原始資料，未曾也不考慮

於其他國內外雜誌上發表。所有作者均對本此文之完成提供智慧上實際貢獻，願對本文之內

容承擔公共責任。

特此聲明

所有作者 (依著作順序簽章 )所屬單位

第一作者簽名 　　　　　　　　　　　　　　 第四作者簽名 　　　　　　　　　　　　　

第二作者簽名 　　　　　　　　　　　　　　 第五作者簽名 　　　　　　　　　　　　　

第三作者簽名 　　　　　　　　　　　　　　 第六作者簽名 　　　　　　　　　　　　　

通訊作者姓名：

通訊地址：

Email：

電話號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