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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理期刊』投稿規則 

一、醫務管理期刊(以下簡稱本刊)主要目的在於提供研究學者、醫務管理專家、醫療政策決

策者發表具有原創性及理論基礎，且有關醫務管理、醫療照護及衛生政策相關之研究發

現、觀念和方法。提供健康照護及醫護管理知識交換及分享之學術平台。 

二、投稿本刊之論述必須為未曾刊登於其他學術刊物。 

三、本刊接受論文之類別分別有：原著、個案報告、綜合論述及短評等四類，本刊有修改、

取捨之權。 

四、論文長度：原著每篇主文以 8,000-14,000 字及 8 個表或圖為上限。個案報告以 5,000 字

為上限及 5 個表或圖。綜合論述、短評則依文稿性質做彈性調整。若圖表超過以上規定

者，請註明放置圖表之緣由，以利本刊評估。 

五、請以中文或英文惠稿。中文以 Win Word 「新細明體」字型，英文以 Time News Roman

字型為主，字體大小以 12 號字為主，稿件一律使用 A4 大小用紙，行間距離為二空格

(double space)，稿紙每邊的邊緣各留 2.5 公分之空間，從首頁開始，每頁均需依序排列

行號及頁碼。 

六、文稿格式：（投稿前請務必依本刊格式撰寫，不符者退回） 

1. 首頁：列題目、作者姓名、工作機構、單位及職稱、簡略題目(running title)：中文以

20 字或英文 40 字母以內、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之聯絡地址、電話及 e-

mail。 

2. 中文摘要（第二頁）：中文摘要依結構式摘要撰寫，分別有目的、方法、結果、和結

論。以 300 字為限及至多 5 個關鍵字。 

3. 英文摘要（第三頁）：英文摘要依結構式摘要撰寫，分別有 Objectives、Methods、

Results、和 Conclusions。以 250 字為限及至多 5 個 Keywords。 

4. 本文：原著及個案報告原則上以前言、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討論(含管理意涵)、致

謝及參考文獻順序撰寫。個案報告敬請參考「個案(專案)報告投稿指引」。中文稿中

之英文詞及括弧內之英文對照，除固有名詞外一律小寫。綜合論述無固定格式。 

5. 研究若有申請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之審查者，請於研究方

法中明述審查通過之證明編號，若無申請者請以文字說明，並由審稿委員審核。 

6. 致謝(Acknowledgements)：致謝詞請精簡，僅致謝對本研究有直接貢獻者及研究經費

補助機關。 

7. 參考文獻(請參考醫務管理期刊參考文獻範例)： 

(1) 引用文獻以 30 篇為限。 

(2) 中文文獻列於前，按姓氏筆劃排列；英文文獻列於後，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3) 參考文獻的作者為 20 或 20 名內時，需要全部列出，為 21 名以上時，列出前 1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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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最後一名作者，中間加入「…」。 

(4) 年份一律使用西元歷年，中文符號用全型符號，英文符號後均要多空一格。 

8. 圖表： 

(1) 表格標題應置於表格上方，並應有順序（表一，表二）。 

(2) 圖之標題應置於圖之下方，並應有順序（圖一，圖二）。若以英文製表製圖，標

題之第一字母除介系詞和冠詞外，以大寫打字。 

七、國外稿件郵資由作者自行負擔。 

八、來稿後本刊依接稿、退稿、修稿、採稿之性質函告或 E-mail 通訊作者。 

九、審稿：本刊原則上請兩位專家匿名審稿。 

十、修稿：依照審查委員意見逐條修正、提出說明，並於文中修正處以紅字加底線的方式註

明。作者一審修稿期限以三個禮拜為限，二審修稿以二個禮拜為限，若需展期，應知會

本刊，逾期未知會本刊則視同退稿。 

十一、校稿：一、二校由作者負責，每次校稿請於收到日起三日內回覆本刊或排版廠商，校

稿不得更改原文。 

十二、欲刊登之文稿：中文稿之英文摘要，本刊將自行負擔校正及潤飾費用．英文稿則需由

作者自行負擔校正及潤飾費用，費用依編譯公司視篇幅大小報價為主。 

十三、同意書：刊登之著作，其著作權屬於本會，除商得本會同意之外，不得轉載於其他學

術期刊，如欲轉載，須得本會同意。 

十四、刊登順序：論文揭載以審查通過之順序陸續出版，如果希望提早揭載，提前刊載需由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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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十五、抽印本：數量，請於校對時聲明，每本費用為新臺幣 25 元。 

十六、本刊僅接受線上投稿，來稿請先填妥「醫務管理期刊投稿同意書」，投稿同意書可直

接上傳至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網站，或傳真、書面郵寄至「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三段 95 號 9 樓，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編輯部收」；若於一週內未收到學會回覆信函，

請 來 電 查 詢 。 電 話 ： (02)23693081 ； 傳 真 ： (02)23649354 ； E-mail address: 

rong@tche.org.tw；本會網址：http://www.tch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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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理期刊參考文獻範例 

投稿時請參照下列例子書寫： 
 
以下例子中沒有的，敬請參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0).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7th ed.).  
 
(一)期刊文章 

1. 期刊格式：「作者姓名 (西元出版年 )‧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 (期 )，頁碼。

https://doi.org/xxx」 
中文例：陳珮郁、黃馨慧、吳堯達、黃仲毅、王拔群、陳楚杰(2019)‧醫院觀點探討

醫院評鑑改革對醫院的影響‧醫務管理期刊， 20(2)， 145-162。
https://doi.org/10.6174/JHM.201906_20(2).145 

英文例：Chiu, H. C., Hsieh, H. M., Wan, C. L., Tsai, H. L., & Wang, J. Y. (2019). Cost-
effectiveness of mini-laparotomy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s: A 
propensity scoring matching approach. PloS One, 14(1), e020997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9970 

 
(二)書籍 

1. 書籍格式：「作者(出版年)‧書名(版次)‧出版商。」 
中文例：黃松共(2002)‧醫院策略管理(二版)‧臺灣醫務管理學會。 
英文例：Kohn, L. T., Corrigan, J. M., & Donaldson, M. S. (2003). To Err Is Human: 

Building a Safer Health System.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 翻譯書籍格式：「原著作者(翻譯出版年)‧翻譯書名(譯者)‧出版商。(原著出版

年)」 
中文例：Robbins, S. P., & Coulter, M.(2006)‧管理學(林孟彥譯)‧華泰。（原著出版

於 2005） 
※於內文引用之寫法為「（原著作者，原著出版年/翻譯出版年）」，如（Robbins & 
Coulter, 2005/2006）。 

 
3. 文獻另有編輯者之單行本或叢書：「作者(出版年)‧篇名‧於編者姓名總校閱，書名

(版次，頁碼)‧出版商。」 
中文例：黃文鴻、石曜堂(1998)‧衛生政策與政府組織‧於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總

校閱，公共衛生學(二版，1207-1239 頁)，巨流。 
英文例：McAdams, D. P. (1988). Personal Needs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 Duck 

(Ed.),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s(pp.7-22). John Wiley & Sons. 

 
(三)其他刊物 

1. 研究報告格式：「作者(年代)‧報告名稱(計劃編號：xx)‧城市：出版或報告製作單

位。」 
中文例：郭乃文、王佳惠、邱弘毅、王拔群(2008)‧國內跨院際病人安全文化調查-醫

院病人安全文化量表之發展與應用(研究計劃編號 DOH97-TD-M-113-
96002)‧台北市：台北醫學大學。 

 
2. 已出版之會議專刊文章格式：依性質分別與書文集或期刊格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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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題研討會文章格式：「作者(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主持人/主辦單位(主持人/
主辦單位)，研討會名稱‧城市，國家：主辦地點。」 
中文例：馬震中、賴朝英、郭光明、蘇永裕、黃振光(2019，10 月)‧探討南部地區國

軍人員自覺健康行為及自覺罹患疾病對肥胖之影響‧社團法人台灣醫務

管理學會(主辦單位)，2019 年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台北市：福華

文教會館 2 樓卓越堂。 
 

4. 已出版學位論文格式：「作者(年代)‧論文名稱(博/碩士論文)‧校名，學校所在地。

https://doi.org/xxx」 
中文例：張育豪(2013)‧長期照護機構經營模式之研究(碩士論文)‧長榮大學，台南

市。https://doi.org/10.6833/CJCU.2013.00145 
 

5. 未出版學位論文格式：「作者(年代)‧論文名稱(未出版之博/碩士論文)‧校名，學校

所在地。」 
中文例：陳琬雯(2010)‧台灣醫療照護品質指標系列(THIS)指標適切性評估(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銘傳大學，臺北市。 
 

 (四)網路引用格式：「作者（年，月日）‧文章名稱。網址」 
中文例 1.(公告事項)：中央健康保險署(2020，6 月 29 日)‧109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牙醫

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15B519F5181144
24&topn=5FE8C9FEAE863B46 

中文例 2.(雜誌文章)：許毓仁(2020，3 月 30 日)‧封城、隔離、遠距衝擊下，新冠肺炎
如何激發「創新防疫」？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9614?template=transformers
&from=search 

中文例 3.(媒體報導)：張翠芬(2011，1 月 5 日)‧臨終無效醫療，健保將不給付。

http://life.chinatimes.com/2009Cti/Channel/Life/life-
article/0,5047,11051801+11201101050005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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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理期刊』個案（專案）報告投稿指引 

✽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四部份內容 

壹、前言：包括引發做此個案(專案)報告的動機、重要性、文獻探討及目的 

貳、研究方法 

1.現況分析 

(1) 現況分析切題且具客觀性和完整性 

(2) 資料的收集方法應呈現調查期間、工具、人員、方法、個案數 

(3) 問題的評估方法能有效找出重要原因 

2.清楚定義文中使用到的專有名詞、評值結果的指標 

3.解決辦法及執行過程 

(1) 應針對問題提出可行解決辦法  

(2) 詳實描述執行過程及所遭遇的困難與修正情形 

參、研究結果（專案成效） 

1.結果評值內容詳實，並說明評值期間、工具、人員、方法、個案數 

2.使用適當的圖表呈現結果 

肆、討論（含管理意涵） 

1.討論解決問題的限制 

2.討論解決辦法在執行過程中遭遇的助力與阻力 

3.根據結果對實務應用進一步提出建議 

4.討論此個案（專案）報告執行結果的管理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