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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誌投稿簡則★

醫療品質雜誌投稿規則

87.05.  制訂   
109.12.  修訂  
110.08.  修訂

1. 本會會員提出具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有關之學術及實務論述，但未曾刊登於其他學

術雜誌者，均為本雜誌刊登之對象。

2. 本雜誌接受原著、簡報 (brief communication)、綜論、專案及個案報告等投稿，但本

會有修改、取捨之權。

3. 刊登之著作，其版權屬本會，除商得本會同意外，不得轉載其他雜誌。

4. 稿件架構之格式

(1) 原著論文：摘要、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討論、結論、致謝、參考文獻之順

序撰寫。

(2) 簡報：前言、方法、結果與討論、參考文獻之順序撰寫。

(3) 綜論：文章架構不限制。

(4) 專案：摘要、前言、方法 ( 現況分析、問題及導因確立、專案目的、文獻查證、

解決方法、執行過程、結果評值 )、討論與結論、參考文獻之順序撰寫。

(5)個案報告：摘要、前言、文獻查證、個案簡介 /經驗 (評估、問題及導因確立、措施、

結果評值 )、討論與結論、參考文獻之順序撰寫。

5. 稿件應按下列順序分頁書寫 ( 稿紙請編頁數 )：

 第一頁： 只寫論文標題、著者、服務單位及簡略題目 ( 限中文 20 個字或英文 40 個字

母以內 )，論文標題及簡略題目除介詞、冠詞或接詞外第一個字母以大寫打

字。著者屬同一機構內的不同單位 ( 科系 ) 其名稱書寫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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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大醫院醫院內科、外科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 Department of surgery＊ ,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第二頁：摘要及至多 5 個的中英文關鍵詞 (Key words)。

 第三頁：本文、致謝、文獻、圖表及中文 ( 或英文 ) 抄錄。

6. 以中文或英文投稿，全文原則上為 8,000 字，論文圖及表合計不超過 6 個 ( 含 )；簡

報則合計不超過 3 個 ( 含 )，及須附中英文摘要原則上為 300 字，並且附上申請投稿

聲明書說明所有著者均曾過目並簽名同意。中英文稿包括表格內容及插圖說明，一律

使用 A4 大小用紙，行距為 1.5 倍行高，稿紙之左右緣留 3.18 公分空間，上下緣各留

2.54 公分空間。Figure 表題之第一字母及 Table 表題除介系詞和冠詞外之第一字母，

以大寫打字。中文稿中之英文詞及括弧內之英文對照，除專有名詞外一律小寫。英文

論文中，需以斜體字印刷的詞句，請在該詞下方以橫線標出。

7. 凡數字應用阿拉伯字體書寫，度量衡單位應使用國際單位系統符號，即 cm, mm, um, dl, 

ml, ul, kg, g, mg, ug, ng, pg, kg, kcal, 370C, msec, mm3, % 等。又物質分子量用 mol，濃度

用 mol/L 或 M，亦可用 mg/100ml 或 mg/dl。吸光率 (absorbance) 以 A 表示，放射能量單

位 Curie 用 Ci，振率單位用 Hz (hertz)。原子量寫在符號之左上方。如 32P, 14C, [32P] AMP, 

[1-14C] acetic acid。希臘字例 : 如 α,β,μ,χ 等若無打字字母時用手正確書寫。其他符號

簡寫請參考 IUPAC-IUB Document No. 1 (Arch Biochem Biophys 1996; 115 : 1-12)。

8. 圖表呈現 : 

(1) 表格標題應至於表格上方，並應有排序 ( 表一、表二 )。

(2) 圖之標題應至於圖之下方，並應有排序 ( 圖一、圖二 )。

(3) 若是彩圖，解析度不低於 300dpi；若是黑白和點線圖，解析度不低於 60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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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著論文之參考文獻請參考 APA 第七版格式規範，以 30 篇以內為原則；簡報則以 10 篇

以內為原則。在本文引用時，其書寫如下：

(1)  1 至 2 人列出全部作者；3 人以上只列出第一位，其他作者以「等」或”et al”呈現。

作者姓名 ( 西元出版年 )；( 作者姓名等，西元出版年 )

(2) 團體或機構作者第一次引用須列全稱，有簡稱者並用方括號帶出簡稱，後續引用則可

列簡稱；無簡稱者維持全稱：

第一次引用 - 衛生福利部 [ 衛福部 ](2019)、第二次引用 -( 衛福部，2020)；國家圖書

館 (2016)

10. 英文論文中，引用非英文之參考文獻時，其著者的姓名、書名、雜誌名，如原文有英譯者，

照英譯名稱 : 無英譯者均近羅馬拼音寫出，並附註原文之語言，例如：[In Japanese]，註

於頁對之後。

11. 參考文獻撰寫格式請參考 APA 第七版格式規範，臚列數種方式如下：

未列之其他格式規範，敬請參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0).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7th ed.).

1 至 20 人列出全部作者；21 人以上只列出前 19 位作者及最後一位作者，其他作者以省

略號取代呈現。團體或機構作者僅列全稱。

(1) 定期刊物 ( 期刊 )：

中文：作者姓名 ( 西元出版年 )。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 ( 期 )，起訖頁數。DOI 或

URL( 數位識別碼 )

賴淑燕、黃威翔、梁雅萍、林儀貞 (2020)。降低某區域醫院內科病房病人壓力性損傷

發生率。醫療品質，9(1)，26 – 39。http://dx.doi.org/10.29759/HQ

英文：Author, A. A.(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xx(xx), xxx-xxx. DOI or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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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eet Kumar, Katyayani Kumari Choubey, Ajay K Khanna, Satyendra K Tiwary(2021). 

A Case Report of Rare, Giant Adrenal Myelolipoma.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41(2), 

96-98. http://dx.doi.org/10.4103%2fjmedsci.jmedsci_155_20

(2) 圖書：

中文：作者姓名 ( 西元出版年 )。書名 ( 版次 )。出版商。DOI 或 URL( 數位識別碼 )

洪祖培、范碧玉、洪祖培、黃瑞仁、王亭貴、李秉穎、吳嘉峰、林峰盛、施景中、郭

夢菲、梁蕙雯、黃宗正、譚慶鼎 (2019)。最新病歷記錄指引 ( 第 2 版 ) 修訂版。合記

圖書出版社。

英文：Author, A. A.(Year). Book title. Publisher. DOI or URL 

Gawande, A(2014).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Metropolitan 

Books. 

(3) 研究報告：

中文：作者姓名 ( 西元年月日 )。報告名稱。( 報告編號）。出版者。DOI 或 URL( 數

位識別碼 )

趙庭興 (2020 年 10 月 26 日 )。Cilostazol 對於血中 PCSK9 濃度之影響與改變血管內

皮前驅細胞數目和功能以及血管新生因子效應之關聯性。（MOST 107-2314-B-006-

076-MY2）。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內科學科。

英文：Author, A. A.(Year, Month Day). Report title. (Rep. No.). Publisher. DOI or URL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ance of skills systems: Lessons from six OECD countries. OECD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787/3a4bb6ea-en

(4) 網路資料時：

格式：作者姓名 ( 西元年月日 )。文章名稱 ( 文件號碼 )。網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20 年 4 月 14 日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有「COVID-

19( 武漢肺炎 ) 住院病人分艙及雙向轉診建議」，籲請醫界朋友落實執行（疾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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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致醫界通函第 427 號）。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rRy3FP5tFZgijnCgu

VvZoQ?typeid=48

12. 論文揭載以審查通過之順序陸續出版，如果希望立即揭載，以審查通過後申請提前

刊登之順序依次排列，惟每期加刊以二篇為限，提前刊載需由作者自行負擔該篇全

部相關費用，有關提前刊登之刊載費用請洽編輯委員會。

13. 論文排版的校對，由著者負責，至多二次為止。校對中不可修改原文。稿件校對應

自收到日起二日內送回本會。

14. 務請參照上開格式撰寫，並逕至本協會網站本會期刊／線上投稿，本協會投稿網址：

http://www.ahqroc.org.tw/JournalsOnlin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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