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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110 年度第三次編輯委員會議修正、報理監事會議同意

一、中國測驗學會發行之《測驗學刊》之宗旨為：提供一個測驗學術與實務之專
業發表園地，希望透過專業之論文發表，以提升國內心理測驗專業學術與應
用風氣。投稿本刊之稿件內容須符合此宗旨，且屬於以下範圍：
1. 測驗理論。
2. 教育心理之統計方法與原理。
3. 測驗編製。
4. 測驗與統計理論在教育與心理之應用。
5. 評量與評鑑方法與應用。
二、本刊接受投稿項目
1. 首次投稿之原創性論文；機關團體委託之研究成果報告，委託單位若不
擬彙編出版發行，可投稿本刊；學術研討會論文若僅有摘要彙編出刊，
或含正文且彙訂成冊，但只供開會使用，會後不予出刊發行者，亦可投
稿本刊。
2. 短文論述（Brief Communications）與回顧評論（Review Articles）形式之
論文投稿。
即將或正在另一期刊（書）進行審查之稿件，請勿投稿本刊。
三、本刊編輯委員會得邀請各領域學者撰寫「書評」與「議題或方法趨勢」。
「書評」以五年內出版書籍為主，「議題或方法趨勢」主要就心理計量研究
新興議題或方法發展趨勢，做前瞻性的介紹與評論，並以邀稿為原則。
四、來稿時間不限。論文刊載順序為理論類在前，應用類在後；同類論文之順序
原則上以審查通過時間決定，惟本刊編輯委員會必要時得考量主題統整性，
調整論文的刊載順序。
五、文稿請使用 Microsoft Word 2003 以上之繁體中文文書軟體處理，並使用單行
間距之 12 號細明體或 Times New Roman 字體，文稿上下各留 2.54 公分空
白；左右兩側各留 3.17 公分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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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來稿中英文不拘，須包含標題、摘要與關鍵字、正文、參考文獻，必要時加
註腳、圖表與附錄。若正文為中文，則第一頁為中文標題、摘要與關鍵詞，
第二頁為英文標題、摘要與關鍵詞；若正文為英文，則撰寫順序相反。注
意：為方便匿名審查作業，上傳的稿件請勿附加「謝誌」、「封面頁」等含
有作者資料和服務單位之訊息。
七、稿件字數限制
1. 一般論文：中文稿件字數以 12,000 字為限，英文稿件字數為以 8,000 字
為限（均包含中、英文摘要、圖表、參考文獻、附錄、空白所占之版
面），中、英文摘要以 500 字為原則。
2. 短文論述（Brief Communications）以 5,000 字為原則，回顧評論（Review
Articles），以 10,000 字為原則。
3. 若因文章完整性需求超出上述字數，除原訂新台幣 2,000 元刊登費外，酌
收印製費用 300 元／頁，不滿一頁以一頁計。
八、來稿格式：請以最新版 APA 格式撰寫，依上述格式上傳至線上投稿系統 http://
140.122.228.55。
九、來稿均需經過學術期刊之審稿程序，以決定是否刊登。刊登之論文著作財產
權歸中國測驗學會所有，文責由作者自負。
（一）審稿流程
1. 投稿之稿件先進行格式審查，審查稿件格式是否符合學刊稿約及撰稿體
例之要求，格式不符者，請其修改後再投。格式審查結果將於收到稿件
後兩週內完成。
2. 通過格式審查之稿件，主編得諮詢編輯委員提供審查委員名單，主編參
考彙整編輯委員之建議後，依序邀請兩位審查者進行第一階段匿名複審。
3. 第一階段複審，原則上依兩位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之處理方
式（詳見下表所示）。若兩位審查者的意見相同，則依此共識處理。若
兩位審查者之意見類似（下表中加註*之部分），則授權主編依論文品質
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若兩位審查者的意見相左（一位不宜刊登、另一
位為同意刊登或修正後刊登），則送第三位匿名審查者進行第二階段複
審，以多數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決定稿件的處理方式。且因各審查委員
標準不一，唯編輯委員會及主編得視論文品質做最後之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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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標準表
處理方式

第
一
位
審
查
意
見

第二位審查意見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查

不宜刊登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或 送第三位複審
再審*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或 送第三位複審
再審*
或再審*

正後刊登或 修正後刊登或 不予刊登或再 不予刊登或再
修正後再審查 修
再審*
再審*
審*
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或再 不予刊登或再
或再審*
或再審*
審*
審*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4. 複審稿件審查以一個月為限，若超過期限，編輯委員會將去函提醒審查
委員儘速審查，若逾二個月審查者仍未寄回審查意見，則編輯委員會得
再聘請另一位審查者取代之。
5. 審查結果以電子信函通知作者，並附寄審查意見供作者參考，四種不同
審查結果的處理原則如下：惟編輯委員會仍保有是否刊登之最後決定權。
(1) 同意刊登：通知作者刊登。
(2) 修正後刊登：通知作者修正，並要求作者依審查者之審查意見，逐項
條列式說明修改的地方、不修改（答辯）的理由，並在稿件修改處以
紅字標示，由學刊主編及編輯委員會決定是否刊登。
(3) 修正後再審查：要求作者依審查者之審查意見，逐項條列式說明修改
的地方、不修改（答辯）的理由，並在稿件修改處以紅字標示，修正
稿送請原審查委員進行再審。再審以三次為原則，若再審超過三次，
則交由主編裁決，逕予退稿或改送第三位審查者再審。
(4) 不宜刊登：通知作者退稿。
6. 費用
(1) 審查費：本學刊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以及促進永續經營與維護學
術品質之需要，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每篇文稿須繳交審查費 2,000 元。
(2) 刊登費：獲刊之論文每篇須繳刊登費 2,000 元。
7. 投稿者對退稿稿件之審查意見，如有不同意見得以於二週內檢附具體申
訴意見，寄送本會處理。本會得召開會議討論此申訴案，若同意接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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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理由，得另聘新的審查者重新審查該論文，並得以新的審查意見為考
量的依據。
8. 本委員會編輯委員之著作投稿時，應迴避提供審查者名單及決定論文審
查結果。
9. 本學刊每年出刊一輯四期，分別在每年之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各
出版一期，每期刊登三到六篇以上之文稿，接受刊登之稿件刊登順序由
編輯委員會依文稿之性質及投稿日期之先後次序開會決定之。
10. 本學刊在取得作者授權後，同步發行紙本及電子期刊，並將稿件提供電
子資料庫供研究者檢索。
（二）審查要點
1. 創見、學術或應用的價值。
2. 研究方法的嚴謹度。
3. 論文整體組織的嚴謹度與內容的充實度。
4. 文字精準、流暢之程度。
5. 參考文獻或引註的完整性。
十、來稿一經送審，不得撤稿。因特殊理由須撤稿者，須提出撤稿申請並送主編
決定；非特殊理由而自行撤稿者，要求其賠償審查費，並兩年內不接受該文
作者投稿。如為一稿多投或違反學術倫理之稿件，要求賠償審查費，並且本
刊於三年內不接受該文作者投稿。
十一、錄取刊登的稿件，由作者擔任排版後的第一次校對工作，除校對外，可做
小幅度的增刪與改正，以期作品的錯誤減至最低。刊登後，每篇論文（以
論文篇數為單位，非以作者數為單位）由本會提供一本當期期刊及該篇論
文之 PDF 檔予該篇論文之主要作者。
十二、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通過，報理監事會議同意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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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s
Guide for Authors
1. About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Psychological Testing (PT) was launched in 1954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and has been published biannually since 1997. The journal
welcomes Chinese and English articles of original applied research and/or innovative
strategies in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Manuscripts should be
prepared according to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he correspondence address of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PT) is: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Testing (RCPE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o.162, Section 1, Heping E. Rd., Taipei City 106, Taiwan
All manuscripts should be sent to either of the editors at the above address.
2.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s
(1) Manuscripts must be typewritten, double-spaced with wide margins on one side of
white paper. Good quality printouts with a font size of 12 pt are required.
(2) Submit manuscripts maximum of 8,000 words (in three copies) together with the
abstract (no more than 500 words) and 3-5 keywords, and basic information of
contributor(s) (the form can be found in the back of this bulletin).
(3) Order of the manuscripts: basic information of contributor(s), abstract and keywords,
text, footnotes, appendixes, and references.
(4) The author(s) should ensure that the paper has neither been published, nor submitted
elsewhere for publication.
3. Review Procedures
(1) All papers are subjected to an initial examin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manuscrip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T. Those considered inappropriate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author(s)
for further modification. The appropriate ones will be submitted for blind review by
two experts in the field.
(2) Upon return of the reviews, the tentative acceptance, revision, or rejection will be
decid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based on reviewers' comments. Final decision of
acceptance will be made after appropriate revision is made.
(3) Notice of acceptance, revision, or rejection will be sent to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the manuscript is received. Once the paper that be received
after 2008.5.1 is accepted, the author will pay $3,000 as the expenses of pu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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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formation to Contributors
(1) Please follow the APA-Style when preparing for the manuscript.
(2) Save the file in Word Format. Register an account on our website
(http://140.122.228.55), and upload the file.
(3) One copy of PT and a PDF file of the published article will be supplied to contributors
free of charge.
(4)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all forms will be updated on-line at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140.122.228.55
For consultation, please e-mail to: yian0307@gmail.com
5. Foreign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To order the Journal, please contact with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Co., Ltd.
The correspondence information of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Co., Ltd. is:
Address: 7F., 288, Guahgming St., Xindian Dist., New Taipei City 231, Taiwan
Tel: 886-2-29150566#120; Fax: 886-2-29152928
Website: https://www.psy.com.tw
E-mail: sales@ps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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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學刊》投稿者聲明授權同意書
本人（姓名

）茲以下列「

」為題

之□中文□英文稿件乙篇投稿於貴刊，本稿件內容未曾以任何文字形式發表或出
版，特此聲明。如有聲明不實，而致貴刊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本人願
意負一切法律責任。
本人茲同意以無償授權中國測驗學會《測驗學刊》編輯委員會，將本人之著
作同步以文本出版及電子檔案方式刊登於網站，提供學術研究網路服務之目的，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

此致

中國測驗學會《測驗學刊》編輯委員會

立同意書人：【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地址：
電子郵件：
西

元

年

月

日

理論組主編：黃宏宇教授（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應用組主編：李政軒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編 輯 助 理：宋易安、蔡昊佑、梁家綺
電

話：02-23620770 轉 262

刊

址：106308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轉中國測驗學會《測驗學刊》編
輯委員會）

網

址：http://140.122.228.55

電 子 郵 件：yian030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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