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與建築雜誌投稿簡則
一、凡有關健康、建築、原著研究論述、健康建築專案、技術或案例報告及心得新知等，未曾登未曾

投寄於其他刊物者，皆所歡迎。

二、稿件性質分為以下三類：

(一 )研究論文包括：

1.學術論文：凡符合理論性、系統性、完整的學術研究論文，含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分析等。

2.設計論文：以規劃設計案例為主題，進行系統性分析之論文。

3.技術報告：係指技術及實務研發成果，著重於技術研發與應用歷程的真實記錄之技術報告。
包括：(1)有關專利或創新之成果。(2)有關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
及獨特見解貢獻之報告。(3)有關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二 )學術論著：健康、建築專業知識傳授與分析等論著。

(三 )網訊園地：新知、會員及學生心得等文章。

三、健康、建築專案：主題需具參考價值，撰文重點應含括前言 (動機、重要性及主旨 )、現況分析、
問題及解決辦法、結果評值，並需為近三年內之著作。

四、案例報告：主題需具參考價值，撰文重點應含括前言（動機、重要性及文獻查證）、健康、建築

經驗（具創見及獨特性）、討論與結論。請用近三年內實務經驗之著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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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自正文編頁碼。健康、建
築論述文、案例報告每篇約 8頁（字數 5,000字以下）； 系統性文獻回顧及健康、建築專案每篇
約 12頁（字數 7,000字以內）；個案研究及健康、建築原著研究，每篇約 16頁（10,000字以內），
以上稿件之篇幅包括圖、表、照片及參考文獻，標題頁及摘要頁。稿件打字中文以新細明體，英

文以 Times New Roman 為主。

六、投稿之著作，除正文外，應包括：

(一 )論文首頁 : 需附中英文題目及中英文作者姓名。作者英文名全部先姓後名。有兩個以上作者時，
依對論文貢獻程度順序排列，在姓名後以上標之 1 ,2 ,3   記號區別之。並在首頁底配合 1 ,2 ,3   記號註

明作者之中英文服務機關（包含子機關）及現職名稱，並於通訊作者處加註電子郵件等相關聯

絡方式。

(二 )標題頁：請依序列出中英文題目、中英文簡題 (running tit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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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ence 為該文章之主要指導者或研究
設計者之姓名、通訊地址、電話 (機構 /住家 /手機 )、及電子信箱。

(三 )摘要頁：「原著研究」、「系統性文獻回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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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lusions /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健康、建築專案」亦以標題、分段書寫方式，需包括背景及問題 (Background & 
Problems)、目的 (Purpose)、解決方案（Resolution）、結果 (Results) 、結論（Conclusi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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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原著研究、個案研究 及系統性文獻回顧稿件，除了含上述之標題頁及摘要頁外，應依序包括下列
四項：

(一 )正文－包含前言 (含目的與文獻查證 )、方法、結果、討論。並請注意：

1.內文若有英文，除專有名詞外，開頭一律小寫。

2.若有英文縮寫時，第一次提及時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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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方式書寫。

(二 )圖 (figure)及表 (table)—原稿請將圖、表繪製清楚，依內文出現之順序標號，並置於文章之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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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引用

或翻譯他人圖 (figure)、表 (table)時，務必附版權所有者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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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誌謝頁－致謝對象應以確實有貢獻之個人和機構為限，非屬必要儘量從免。

(四 )參考資料－以繁體中文、英文方式呈現；中文參考資料 (需加註英譯 )應置於英文參考資料之前。
為使文章更契合現況及掌握新資訊，文內引用參考資料時，請儘量引用近五年已發表之參考資

料，至少需有近二年之參考資料各一 ~二篇（全文參考資料不能超過 20篇）。有關雜誌期刊、
引用書籍、網站寫法，詳見十四參考資料範例及上本會網站：http://behpatc.weebly.com/ 查詢。

八、請以掛號郵寄隨文檢附投稿聲明書，惠寄「106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151號 18樓之 1」中華兩岸
健康促進建築環境策進會，信封外請註明「健康與建築雜誌稿件」。惠稿未經採用概不退還。稿

件若未依上述規定撰寫不予以受理審查。

九、來稿需附投稿聲明書一份 (必需填妥著作題目及所有著作人依序列名，親筆簽名後郵寄本雜誌社 ) 
(詳細格式請自行下載 )。文章通過後，所有著作人不得再作更改。需本雜誌出具「刊登證明」者，
於通過後始可向本雜誌社申請。（下載申請書）

十、校稿部份，一校由作者負責，校稿請於 3 日內寄回本雜誌社，並不得更改原文。

十一、健康原著研究若涉及檢體採集與使用等情事，應遵守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研究用人體檢體

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研究對象」基於人權保護的考量，需經 IRB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或 CRB (Community Review Board) 核准 ，並於文章中清楚描述。

十二、凡投稿經編輯委員會同意登載於本刊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之全部，溯及投稿時讓與 (健康與
建築雜誌 )所有，本雜誌社亦得依著作權法之規定，對該著作為合法之利用。除商得本雜誌社
同意外，不得再為任何利用。惟著作人仍保有集結出版、教學及個人網站無償使用之權利。

十三、榮獲刊登之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一定要入本會為會員，其他作者鼓勵入會。

十四、APA第六版參考資料範例：中文參考資料（需加註英譯）應置於英文參考資料之前。中文參考
資料應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排列、英文參考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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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定期刊物－格式：作者姓名（姓在先）（西元出版年）‧標題‧期刊名稱，卷（期），起訖頁數。

陳宗鵠、何中華、林士堅、陳俊傑、魏沛婕、陳立洋(2013)‧高齡者終生學習需求與校園閒置空間整
合再利用‧健康與建築雜誌，1(1)，1-11。[Chen, Brian.T.H., Ho, Z.H., Lin, S.C., Chen, J. J., Wei, P.J., 
& Chen, L.Y. (2013). Investigation of elderly lifelong learning needs and integration of unused school space. 
Journal of health and architecture,1(1),1-11.

Chung, M.H., Kuo, T.B., Hsu, N.L., Chu, H., Chou, K.R., & Yang, C.C. (2012). Recovery after three -shift work: 
relation to sleep-related cardiac neuronal regulation in nurses. Industrial health,(50),24-30. 

(二 )整本書、書的一章

格式 1：作者姓名（西元出版年）‧書名 ‧出版地：出版商。

格式 2：原著作者（西元出版年）‧標題‧編者姓名，書名（起訖頁數）‧出版地：出版商。

陳宗鵠（2011）‧築綠‧（二版）‧台北市：詹氏。[Chen, Brian, T.H. The heart of healthy house (2nd 

e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Jane's bookstore.]

Ackley, B., Swan, B. A., Ladwig, G. B., & Tucker, S. J. (2008). Evidence-based nursing care guidelines: Medical-
surgical interventions. St. Louis, MO: Elsevier. 

徐南麗(2008)‧健保給付之護理費用‧於陳月枝等著，護理專業問題研討  (五版，543 - 554頁) ．
台北：華杏。[Hsu, N.L. (2008). Health insurance and nursing cost. In Y.C. Chen (Ed.). Discussion on 
professional nursing issues (5th ed., pp. 543-554). Taipei City, Taiwan, ROC: Farseeing.]

※期刊名、卷數需以斜體字體呈現，若該期刊無卷數時，則僅列期數且不需斜體。其他寫作細節請上本

會網站 ( http://behpatc.weebly.com/ )投稿簡則，有更詳盡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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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兩岸健康促進建築環境策進會
投稿「健康與建築雜誌」聲明書

一、本人（等）擬以新完成之著作並投稿於「健康與建築雜誌」

文章題目：

所有作者依序列名：

稿件類別：

□ 1.研究論文：□學術論文　□設計論文　□技術報告

□ 2.學術論著

□ 3.網訊園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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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刊其他雜誌。如經貴會編輯

委員會同意可登載於「健康與建築雜誌」，作者同意本文之著作財產權並溯及投稿時移轉予貴基

金會所有；除商得貴會同意外，不得轉載於其它雜誌。惟作者仍保有集結出版、教學及個人網站

等無償使用之權利。

三、本篇投稿文章已參閱並遵守貴雜誌投稿簡則之規定撰述，謹慎查對無誤後投寄，如違背願受貴會

編輯委員會裁決處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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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與審查者討論之工作；投稿

前所有簽名著作者均仔細過目並同意投稿文章之內容及結論。

特此聲明

所有作者簽名：

負責通訊作者（correspondence）簽名：

姓　名：

通訊處：

電子郵件信箱：

電　話 (住家 /單位 /行動電話 )：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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