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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雜誌刊載與醫學有關之論述 ，包括原著論文（Original Articles）、病例報告（Case Reports）、
綜論（Review Articles）、短論（Communications 、包括 Brief Communications）、影像判讀（Images）、
臨床病理討論（Pathology Page）、編著的話（Editorials）等 。惠稿請送 43503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
八段 699 號童綜合醫學雜誌編審委員會 。（E-mail:Tungs_Journal@ms.sltung.com.tw）

壹 、投稿前注意事項
1. 惠稿請以英文撰寫 ，本雜誌接受電子檔投稿或紙本投稿 ，電子檔投稿請直接將稿件 WORD
檔寄至編審委員會信箱 Tungs_Journal@ms.sltung.com.tw) ，紙本投稿需檢附紙本稿件三份及
電子檔一份寄至編審委員會（43503 臺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八段 699 號童綜合醫學雜誌編審
委員會）。
2. 文件內容需清晰 ，內容與原稿一致 ，若複印稿與原稿有差異或遺漏 ，由作者自行負責 。著
作中若牽扯到版權所有之內容 ，作者需取得其使用權 ，法律責任由作者負責 。
3. 投稿同時請附上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所有作者必須實際參與並同意該論述 。本院於接受稿件
且印刷完成後 ，將致贈稿酬並贈送 20 份抽印本給通訊作者 ，如需額外抽印本請於校稿時言
明 ，並酌收成本費用 。第一作者若需抽印本可提出申請 ，依份數酌收成本費用 。
4. 本刊對於原稿經徵得著者之同意得伸縮或修改之 。如不合本刊宗旨者 ，得退還之 。
5. 凡刊載於本雜誌之著作 ，若涉及「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及「人體試驗」等情事 ，應遵守該
注意事項 ，以落實保障受檢人權益 。詳文請參考須附上相關審議認可之文件 。
6. 論文中如涉及使用脊椎動物進行科學應用計畫者 ，應檢附該計畫業經所屬機構動物實驗管理
小組審議認可之文件 ，以落實實驗動物之人道管理 。

貳 、寫作原則
1. 原著論文（Original Articles）按下列順序撰寫：摘要 、前言 、材料與方法 、結果 、
討論與結論 、誌謝 、參考文獻 、附表 、圖片說明 、圖片（含照片）。每篇字數 3000
字以內 ，摘要 300 字以內 ，參考文獻 40 篇以內 。
2. 病例報告（Case Reports）按下列順序撰寫：摘要 、前言 、病例 、討論 、參考文獻 、
附表 、圖片說明 、附圖 、照片 。凡病患顏面部位之相片必須遮去眼睛部位 ，表示尊
重隱私 。診療資料或臨床經過之圖表 ，原則上均限六個月以內 。每篇字數 1500 字以
內 ，摘要 150 字以內 ，參考文獻 10 篇以內 。
3. 綜論（Review Articles）不必按原著論文格式撰寫 ，但每篇字數 3500 字以內 ，摘要
300 字以內 ，參考文獻 60 篇以內 。
4. 短論（Brief Communications），臨床上 、技術上的精簡論著 ，每篇字數 750 字以內 ，
摘要 150 字以內 ，參考文獻 7 篇以內 。
5. 影像判讀（Images）、臨床病理討論（Pathology Page）圖例說明每篇字數 500 字以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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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50 字以內 ，參考文獻 3 篇以內 。
6. 編者的話（Editorials），每篇字數 2000 字以內 ，摘要 150 字以內 ，參考文獻 7 篇以
內。
7. 其他細節 ，請參閱國際指導委員會（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發表之生物醫
學雜誌稿件統一規格（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s ，見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6:309-315,1997）。
8. 將可接受投稿之稿件種類之摘要字數 、字數 、參考文獻及圖表相關上限規定 ，整理
於下表：
稿件種類
原著論文 (Original Article)
病例報告 (Case Report)
綜論 (Review Article)
短論 (Brief Communication)
影像判讀 (Images)、
臨床病理討論 (Pathology Page)
編者的話 (Editorial)

字數限制
摘
要
內文字數
≦ 300
≦ 3000
≦ 150
≦ 1500
≦ 300
≦ 3500
≦ 150
≦ 750

參考文獻

圖/表

≦ 40
≦ 10
≦ 60
≦7

≦5
≦3
≦6
≦1

≦ 150

≦ 500

≦3

≦2

≦ 150

≦ 2000

≦7

≦1

參 、投稿須知
1. 稿件須符合「生物醫學雜誌投稿之統一規定」1，請以電腦隔行 double space 書寫 ，並編頁碼 ，
中文字型以標楷體 ，英文字型以 Time New Roman 12 號字大小 ，稿紙之左右緣為 2.54 公分 ，
上下緣為 3.17 公分 。
2. 第一頁為標題頁 ，須列出中文及英文之論文題目 、中英文作者姓名 、所屬機構及單位之中英
文稱號（分屬不同單位 ，請以阿拉伯數字標出作者與單位）、聯絡人姓名 、電話及中英文通
訊錄 。
3. 第二 、三頁為中文及英文之摘要及關鍵詞（請提供 3 至 5 個關鍵詞或簡短片語），中英
文摘要須完全相同 ，摘要分段撰寫 ，依序為背景及目的（Background and purpose）、方法
（Methods）、結果（Results）及討論（Discussion）。
4. 相同貢獻作者請加註說明 ，如研究主題的設定 、參與決定研究設計 、進行統計分析 、詮釋
研究結果 、以及各章節撰稿等貢獻 。
5. 圖表應專業製作 ，一張紙僅一個附圖或附表 ，依引用順序以阿拉伯數字標出排列 。附表須有
標題及說明且不可以照片形式 。圖片或照片電子檔（.jpg）必須清晰 、分明 。附圖須有簡單
說明（Legend），並另頁撰寫 。光學或電子顯微鏡照片 ，請註明擴大倍率或比例 。
註：1 根據「生物醫學雜誌投稿之統一規定」第五版 ，刊載於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997;126(1):
36-47.

肆 、參考文獻
未經發表之論文或摘要不得列為參考文獻 ，但可於本文中說明並註明「未發表」（unpublished
observations）。博碩士論文可引用 。已被任何雜誌接受刊發但仍未發表之著作 ，請列出雜誌名稱及
年份 ，並註明「in press」。
原著論文 、病例報告 、綜論 、短論 、影像判讀 、臨床病理討論 、編著的話按下列格式撰寫：
A. 雜誌及期刊
中文例〔作者姓名：題目 。雜誌簡稱 年號；卷數：起訖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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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玉梅 、陳建仁：皮膚砷癌之流行性病學特徵與危險因子 。中華衛誌 1996; 15: 1-26。
英文例〔英文原稿中引用的參考文獻 ，其雜誌或期刊之簡稱應參照 Index Medicus 型式〕
1. Feely J, Wilkinson GR, Wood AJ. Reduction of liver blood ﬂow and propranonol metabolism by
cimetidine. N Engl J Med 1981;304:691-6.
2. Kaplan NM.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isk factors and antihypertensive drug selection. J cardiovasc
Pharmacol 1982; 4(suppl 2): 186-365.（引用雜誌附冊時）
3. Tada A, Hisada K, Suzuki T, Kadoya S. Volume measurement of intracranial hematoma by
computedtomography. Neurol surg (Tokyo) 1981; 9: 251-6.〔In Japanese: English abstract〕（引
用文獻之作者之本文為非英文 ，但有英文摘要）。
4. Bhasin S, Storer TW, Berman N, Callegari C, Clecenger B, Phillips J, et al. The effects of
supraphysiologic doses of testosterone on muscle size and strength in normal men. N Engl J Med
1996; 335: 1-7.（作者超過 6 位時 ，只須列出前 6 位 ，其它以「等」(et al) 代替）
＊期刊若有「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ﬁer, DOI)」，則於文獻未 。
B. 單行本：
中文例 [ 作者姓名：書名 ，版數（卷數）。發行地；出版公司 ，年代：引用部份頁數 ] 。
楊志良：生物統計學新論 ，一版 。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1984：33-8.
英文例 [ 英文單行本的書名 ，除介系詞及連接詞外 ，第一字母需大寫 ]
(1) Plum F, Posner JB.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 3rd ed., Philadelphia: Davis, 1980:132-3.
C. 多重作者之單行本：
中文例 [ 有關文章作者姓名：題目 。編輯者姓名 : 書名 。版數（卷數）。發行地 : 出版公司 ，
年代 ; 引用部份頁數 ] 。
蔣欣欣：護理與健康 。顧乃平：護理專業導論 。一版 。台北 : 匯華出版公司 ，1991：83121。
英文例 Levinsky NG: Fluid and electrolytes. In: Thorn GW, Adams RD, Braunwald E, lsselbacher
K, Petersdprf RG eds. 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 8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77;364-75.
D. 參考文獻引用時，若兩名以下作者請列出姓氏。兩名以上則列出第一名之姓氏，其他以「等」
(et al) 代替 ，並以阿拉伯數字方括弧表示於引用之後 。
例：One of the ﬁrst well documented reports of ECH poisoning with fatality in young children was
reported by Miller et al. in 1970[2].
E. 參考文獻引用網路資料請列出文獻名稱及出處以及引用時間
(Accessed Month day, 2016, at http://www.house.gov/xxxx/min/inves_xxx/index_accord.htm.)

伍 、著作權
若著作人投稿於本刊經收錄後 ，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 ，進行重
製 、透過網路提供服務 、授權用戶下載 、列印 、瀏覽等行為 。並得為符合各資料庫之需求 ，酌作格
式之修改 。若為摘譯 、譯稿或改寫稿 ，需附原作者之正本同意書 ，並附原文影本一份；來稿如涉及
版權 ，概由作者自負文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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