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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科技期刊編輯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7 日中午 12:10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李主編中一                                         記錄: 郭心怡   

應出席人員：林主編惠如、李主編中一、穆副主編佩芬、劉副主編玟宜、祝副主編國忠李副

主編玉嬋、林副主編寬佳、楊編輯委員金寶、李編輯委員慈音 

魏編輯委員秀靜、童編輯委員鈺棠、黃編輯委員秀梨、高編輯委員美玲 

石編輯委員惠美、李編輯委員佩怡、呂編輯委員淑妤、邱編輯委員慧洳 

童編輯委員寶娟、郭執行編輯心怡、林助理編輯帛箴 

請假人員：林主編惠如、李副主編玉嬋、高編輯委員美玲、呂編輯委員淑妤 

童編輯委員寶娟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本刊第六卷第二期已於本年度 4月份出刊，第七卷第一期將於 9月下旬出

刊，本期文章審查通過時間為 2020年 04月至 2020年 08月。 

 

二、本刊各學年投稿收件篇數、刊登狀況一覽表如下：  

                             單位:篇 

稿件類型/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原創論文(量性) 25/10* 13 

原創論文(質性) 4 7 

綜論 6 5 

技術報告 9 6 

Cochrane 2 2 

合計投稿篇數 46/10* 33 

刊登(篇) 20 13 

刊登率 43.5% 39.4% 

退稿率(含作者撤搞) 56.5% 60.6% 

*本期刊於 106 學年度專刊收件內含 10 篇論文。 

 

三、本刊稿件審查出刊現況一覽表如下：(詳見附件 A)          

資料截止時間至 109/09/01 止單位:篇 

篇數/百分比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刊登 10 (22.2%) 0 

修改與審查中 7 (15.5%) 3 

退稿 23 (51.1%) 1 

作者撤稿 5 (11.1%)  0 

合計投稿篇數 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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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ochrane corner專欄摘要】： 

1.109 年 2 月公告教師認領之 4 篇摘要翻譯已全數完成，其中兩篇已刊登

於本刊第六卷第二期，其餘兩篇審查完成，將刊登於第七卷第一期。 

2.另加一篇 Cochrane 中文翻譯將刊登於第七卷第一期(原文上一期已刊登)。 

3.109 年 12 月將再公告 4篇摘要予有興趣者申請翻譯。 

五、本期刊向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租用之 iPress 華藝學術投稿平台使用，

該合約業已於 109 年 4 月 30 日到期，目前已續簽訂兩年合約，合約期限

至 111年 4月 30日止。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擬修訂本校「健康科技期刊徵稿實施要點」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配合本校個人資料保護內部稽核改善作業及著作權法第三十三條，新增

「本期刊保存著作人個人資料及著作權授權書保存年限為自投稿日起

算五十年」之條文內容。 

二、 配合美國心理學會自 2019 年末公布最新的第七版格式，修改徵稿實施

要點內容。 

三、 修訂第十一條、新增第十二條及參考文獻內容。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一(P. 4)，

原實施要點如附件二(P. 5)。 

決議:  

一、本刊採線上投審稿之電子化作業，故刪除紙本郵寄作業相關事宜，本

要點第十一點第二款原條文，刪除以下條文內容「…或逕寄「112303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教務處 健康科

技期刊編輯委員會」。 

修改後條文為： 

「(二)請於「本刊線上投審稿系統」申請完後，下載著作權讓與同意

書，由所有共同作者簽署後一式一份，掃描電子檔上傳本刊投審稿系

統。」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針對本期刊徵稿範圍是否接受「專案」類型文章刊登，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健康科技期刊徵稿實施要點」中之徵稿類型並未包含「專案」類型

文章，然持續有作者投稿此類文章，部分文章亦接受刊登。 

二、近年專案類文章為本刊重要稿源之一，然而近期來稿品質與學術性仍

需加強，108 學年度投遞專案共 13 件，其中完成審查流程之專案稿件

為 11 件，包含 1 件審查通過，10 件審查不通過，退件率高達 91%，

徒增本刊編審作業時間及成本，未來是否接受專案文章，或明訂徵稿

及稿件格式，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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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三。(P. 8) 

決議:  

一、本要點新增徵求具N4之「護理專案」類文章，相關條文修訂如下： 

(一)本要點第一點、第二點條文中新增徵求通過N4之「護理專案

(nursing project)」稿件。 

(二)新增第三點第一款第3目「3. 護理專案(nursing project)：主

題需具參考價值，有實證基礎、創新性、跨單位/跨專業合作之議

題，正文篇幅中文以5,000字為限，英文以4,000字為限，不含摘

要、圖表及參考文獻，圖表數目不超過5個為原則，參考文獻數

目不超過45個為原則。」 

(三)新增第十一點第三款「(三) 護理專案類文章請於線上申請投稿

時，併同上傳「通過專案報告審查合格」(N4)之証明文件。」 

二、請於要點後增附「專案護理」類文章撰寫格式之「參考範例」。 

三、護理專案類文章之審查作業，以薦請具實務或臨床經驗之編審委員進

行審查，更能貼合實務。 

四、要點第三項第一款第1目條文內容新增「原創質性論文之篇幅中文字

數以18,000為限，英文以16,000字為限。」等文字。 

 

 

肆、 臨時動議：  

一、李慈音編委：Cochrane類文章翻譯品質之提昇，提請討論。 

決議： 

(一)Cochrane corner類文章委請翻譯者時，請慎選相關專業領域之學者。 

(二)Cochrane corner類文章，於翻譯中文之刊登稿件中，除原譯者姓名外，

增列原作者及編譯者之姓名。  

 

伍、 散會：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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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科技期刊徵稿實施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三、稿件格式： 

(七)參考文獻： 

文稿中的參考文獻，引用書寫請

按美國心理學會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出版

手冊第七版之格式書寫；文內引

用文獻與文後參考資料請見範

例。 

三、稿件格式： 

(七)參考文獻： 

文稿中的參考文獻，引用書寫

請按美國心理學會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出版手冊第六版之

格式書寫；文內引用文獻時，

若作者大於等於三位而小於等

於五位時，於文內第一次出

現，需列出全部作者之姓名，

第二次以後則以 “等”(et al.,)代

之。若作者大於六位時，則只

須列第一位作者，其他作者以

“等”(et al.,)代之；在文後參考

資料請見範例。文獻之列序請

依中、中譯、英、日文先後排

列。中文按姓氏筆劃，英文按

字母順序。 

配合美國心理學

會自 2019 年末

公布最新的第七

版格式，修改徵

稿實施要點內

容。 

十一、賜稿： 

 (二)請於「本刊線上投審稿系

統」申請完後，下載著作權

讓與同意書，由所有共同作

者簽署後一式一份，上傳系

統或逕寄「112303 台北市北

投區明德路 365號 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大學 教務處 健康

科技期刊編輯委員會」。 

十一、賜稿： 

 (二)請於「本刊線上投審稿系

統」申請完後，下載著作權

讓與同意書，由所有共同作

者簽署後一式一份，逕寄

「11219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

路 365號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 教務處 健康科技期刊

編輯委員會」。 

配合中華郵政自

109 年 3 月 3 日

起實施新制

「3+3 郵遞區

號」，修改徵稿

實施要點內容。 

 

十二、本期刊保存著作人個人資

料及著作權授權書保存年限為自

投稿日起算五十年。 

 

十三、刊登： 

(一)審查通過之稿件將刊登於： 

http://journal.ntunhs.edu.tw。 

(二)來稿既經發表，將開立刊登證

明文件，不另贈紙本論文，亦不支

付稿酬。 

十二、刊登： 

(一)審查通過之稿件將刊登於： 

http://journal.ntunhs.edu.tw。 

(二)來稿既經發表，將開立刊登

證明文件，不另贈紙本論文，亦

不支付稿酬。 

一、配合本校個

人資料保護內部

稽核改善作業，

及保存年限參考

著作權法第三十

三條之規定，新

增十二條條文。 

 

二、徵稿實施要

點各條文編號配

合條文新增調整

順編之。 

https://journal.ntunhs.edu.tw/ezfiles/25/1025/img/485/apa7.pdf
https://journal.ntunhs.edu.tw/ezfiles/25/1025/img/485/apa7.pdf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04XKNOAX/APA_6th_edition_sample.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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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健康科技期刊徵稿實施要點 
 

102 年 03 月 04 日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科技期刊編輯委員會決議通過 

105 年 09 月 12 日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科技期刊編輯委員會修訂後通過 

108 年 09 月 23 日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科技期刊編輯委員會修訂後通過 

一、「健康科技期刊」電子期刊為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發行之學術刊物，主要

徵求健康科技相關之學術論著、且未曾刊載於其他刊物之原創性論文、技術

報告(technical reports) 與綜論(reviews)等著作稿件。 

二、徵稿範圍： 

本期刊徵稿範圍涵蓋：護理、嬰幼兒保育、休閒保健、健康事業管理、醫護

資訊、生死教育、諮商輔導、聽語障礙、基礎醫學、健康照護相關人文法政

等及任何與健康科技相關領域之原創論文 (original articles)、技術報告

(technical reports) 與綜論(reviews)等著作，皆歡迎投稿。 

三、稿件格式： 

(一)字數與頁碼：惠稿請採 A4 紙張並以電腦橫式打字(字型大小 12)，中文

字型採標楷體，英文字型與數字採 Times New Roman，行間距離採隔行

(double space)繕打，標點符號中文用全型，英文用半型，上下邊界 2 公

分，左右邊界 3.17 公分，並請自摘要頁編頁碼。 

1.原創論文(original articles)：原創性之學術文章，其篇幅中文以 8,000 字

為限，英文以 6,500 字為限，不含摘要、圖表及參考文獻，圖與表數

目總合不超過 5 個為原則，參考文獻數目不超過 45 個為原則。 

2.技術報告(technical reports)：具實務性之個案研究及以解決問題為導向

之實務報告，其篇幅中文以 8,000 字為限，英文以 6,500 字為限，不

含摘要、圖表及參考文獻，圖與表數目總合不超過 5 個為原則，參考

文獻數目不超過 45 個為原則。 

3.綜論(reviews)：回顧性之論文、專題論述或統合分析文章，其篇幅中文

以 10,000 字為限，英文以 8,000 字為限，不含摘要、圖表及參考文獻，

圖表數目及參考文獻數目不限。 

 (二)標題頁：中、英文論文標題，英文篇名除冠詞、介系詞外，第一字母

均應大寫，冠詞、介系詞若有大於 5 個字母者，則第一個字母要大寫：

若有副標題以冒號(：)區隔，並附上中文 20 個字或英文 40 個字母以內

的簡略題目(running title)。為便利本刊隱名審查作業，惠請另頁提供作

者基本資料：包括中、英文之論文標題、目前服務機關(含單位)職稱、

通訊作者姓名、住址、電話、傳真及 E-mail 帳號。 

(三)摘要頁：中英文摘要內容需一致，原創論文之摘要採結構式書寫，並註

明目的(purposes)、方法(methods)、結果(results)及結論(conclusions)，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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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字。技術報告及綜論之摘要格式以非結構式方式呈現於單一段落，

技術報告及綜論文章摘要字數以 500 字為限，以上所述摘要均須附中

英文關鍵詞 3~5 個。 

(四)正文：原創論文之段落標題應包含：前言(含文獻查證)、方法、結果、

討論、致謝(若有)、參考文獻；技術報告內容與意涵應包括：創作理念、

學理基礎、主題內容、方法技巧、成果貢獻。若有專有名詞首次提及時，

於文內先寫全名，再以括號註明縮寫。 

(五)章節、標題及附註：論文章節之編號以壹、一、(一)、1.、(1)、a.、(a)為

序，從文稿之左緣向右寫。 

(六)圖表說明：圖及表之製作，以簡明為原則，並置於參考文獻之後。表格

之標題置於上方並向左對齊，圖的標題置下方靠左。如引用或翻譯他人

圖、表時，務必附版權所有者同意函。 

(七 )參考文獻：文稿中的參考文獻，引用書寫請按美國心理學會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出版手冊第六版之格式書寫；

文內引用文獻時，若作者大於等於三位而小於等於五位時，於文內第一

次出現，需列出全部作者之姓名，第二次以後則以“等”(et al.,)代之。

若作者大於六位時，則只須列第一位作者，其他作者以“等”(et al.,)代

之；在文後參考資料請見範例。文獻之列序請依中、中譯、英、日文先

後排列。中文按姓氏筆劃，英文按字母順序。 

四、利益衝突聲明： 

作者需對編輯委員會公開任何可能影響資訊蒐集、分析與內容闡釋之任何

利害衝突。通訊作者應確認在研究過程中所獲得的所有數據和資料，無任

何形式的利益衝突，並全權負責文章的投稿。 

五、研究倫理： 

由於健康科技專業多屬行為科學或應用科學之研究，有鑑於當代醫學倫理

十分強調對研究對象之保護，凡投稿至期刊之研究論文，於文中須有研究

對象之知情同意(兒童受試須經法定監護人同意)或獲得收案機構同意之陳

述、或經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社群評審委員會

(Community Review Board, CRB)審核通過之敘述。 

六、稿件審查： 

(一)採隨到隨審制，凡投稿論文，須經期刊編委會視需要推薦學者專家二人

審查通過後刊載。 

(二)若兩位審查人意見相左，則主編會將作最後裁決或是延請第三人再審。 

(三)審稿以雙匿名方式進行，投稿作者及審稿人之姓名皆不公開。 

(四)投稿作者須針對審稿人之意見逐條進行修改或答辯並附上說明書一一

具體陳述修改之處及不修改之理由，再一併將修改過之稿件及電子檔

交期刊執行編輯，由原審稿人再審查，直至審稿人認為稿件可接受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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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為止。 

(五)論文經審定通過，由本刊委請外籍顧問進行英文摘要之潤稿作業，同時

本刊對於來稿有修改取捨權。 

七、校對： 

(一)經審定採用之文章，由作者自負一校及版樣校，除依審查意見修改外，

不得任意增刪。 

(二)文稿排版後，作者僅能修正排版之錯誤。 

八、版權： 

(一)來稿經採用，文責由作者自負。 

(二)本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來稿經發表後，其著作財產權即讓與給國

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並得將本篇論文授權予本刊同意之資料庫業者，

建置數位化系統提供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

列印等行為；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有本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

版、教學等個人使用之權利。 

九、收稿：本期刊採全年徵稿。 

十、刊期： 

因本期刊為電子期刊，採通過審查即刊登於網路之作業，將審查通過稿件

以 PDF 檔形式刊登。本刊每年出版 1 卷（2 期），分別於 3、9 月出刊為原

則，且視稿件多寡，另由編委會彈性調整其登載時間。  

十一、賜稿： 

(一)本期刊採「線上申請投稿」，請至健康科技期刊線上投審稿系統登錄

(http://www.ipress.tw/J0129)，並以 E-mail 寄至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

務處健康科技期刊編輯委員會 ntcnjohs@ntunhs.edu.tw，於主旨註明「健

康科技期刊」，附上中英文姓名、服務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

傳真號碼、電子信箱，以便連絡。 

(二)請於「本刊之線上投審稿系統」申請完後，下載「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由所有共同作者簽署後一式一份，逕寄「11219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教務處 健康科技期刊編輯委員會」。 

十二、刊登： 

(一)審查通過之稿件將刊登於： http://journal.ntunhs.edu.tw。 

(二)來稿既經發表，將開立刊登證明文件，不另贈紙本論文，亦不支付稿酬。 

 

mailto:ntcnjohs@ntunhs.edu.tw?subject=【健康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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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科技期刊徵稿實施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二、徵稿範圍： 

本期刊徵稿範圍涵蓋：護理、嬰

幼兒保育、休閒保健、健康事業

管理、醫護資訊、生死教育、諮

商輔導、聽語障礙、基礎醫學、

健康照護相關人文法政等及任

何與健康科技相關領域之原創

論文(original articles)、技術報告

(technical reports)、綜論(reviews)

與專案(Project)等著作。 

 

二、徵稿範圍： 

本期刊徵稿範圍涵蓋：護理、嬰

幼兒保育、休閒保健、健康事業

管理、醫護資訊、生死教育、諮

商輔導、聽語障礙、基礎醫學、

健康照護相關人文法政等及任

何與健康科技相關領域之原創

論文(original articles)、技術報告

(technical reports) 與 綜 論

(reviews)等著作，皆歡迎投稿。 

 

新增碩博士論文 

不接受專案稿件 

三、稿件格式： 

(一)字數與頁碼：惠稿請採 A4 

紙張並以電腦橫式打字(字型

大小 12)，中文字型採標楷體，

英文字型與數字採 Times New 

Roman ， 行 間 距 離 採 隔 行

(double space)繕打，標點符號

中文用全型，英文用半型，上下

邊界 2 公分，左右邊界 3.17 公

分，並請自摘要頁編頁碼。 

1. 原 創 論 文 (original 

articles)：原創性之學術文

章，其篇幅中文以 8,000 字

為限，英文以 6,500 字為限，

不含摘要、圖表及參考文

獻，圖與表數目總合不超過

5 個為原則，參考文獻數目

不超過 45 個為原則。 

 

2. 技 術 報 告 (technical 

reports)：具實務性之個案研

究及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之

三、稿件格式： 

(一)字數與頁碼：惠稿請採 A4 

紙張並以電腦橫式打字(字型

大小 12)，中文字型採標楷體，

英文字型與數字採 Times New 

Roman ， 行 間 距 離 採 隔 行

(double space)繕打，標點符號

中文用全型，英文用半型，上下

邊界 2 公分，左右邊界 3.17 公

分，並請自摘要頁編頁碼。 

1. 原 創 論 文 (original 

articles)：原創性之學術文

章，其篇幅中文以 8,000 字

為限，英文以 6,500 字為限，

不含摘要、圖表及參考文

獻，圖與表數目總合不超過

5 個為原則，參考文獻數目

不超過 45 個為原則。 

 

2. 技 術 報 告 (technical 

reports)：具實務性之個案研

究及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之

新增專案稿件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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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報告，其篇幅中文以

8,000 字為限，英文以 6,500

字為限，不含摘要、圖表及

參考文獻，圖與表數目總合

不超過 5 個為原則，參考文

獻數目不超過 45個為原則。 

 

3.綜論(reviews)：回顧性之

論文、專題論述或統合分析

文章，其篇幅中文以 10,000

字為限，英文以 8,000 字為

限，不含摘要、圖表及參考

文獻，圖表數目及參考文獻

數目不限。 

 

4.專案(project)：主題需具參

考價值，有實證基礎、創新

性、跨單位/跨專業合作之議

題，圖表數目及參考文獻數

目不限。 

 

實務報告，其篇幅中文以

8,000 字為限，英文以 6,500

字為限，不含摘要、圖表及

參考文獻，圖與表數目總合

不超過 5 個為原則，參考文

獻數目不超過 45個為原則。 

 

3.綜論(reviews)：回顧性之

論文、專題論述或統合分析

文章，其篇幅中文以 10,000

字為限，英文以 8,000 字為

限，不含摘要、圖表及參考

文獻，圖表數目及參考文獻

數目不限。 

 

(四)正文：原創論文之段落標題

應包含：前言(含文獻查證)、方

法、結果、討論、致謝(若有)、

參考文獻；技術報告內容與意

涵應包括：創作理念、學理基

礎、主題內容、方法技巧、成果

貢獻；專案內容應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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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專有名詞首次提及時，

於文內先寫全名，再以括號註

明縮寫。 

 

(四)正文：原創論文之段落標題

應包含：前言(含文獻查證)、方

法、結果、討論、致謝(若有)、

參考文獻；技術報告內容與意

涵應包括：創作理念、學理基

礎、主題內容、方法技巧、成果

貢獻。若有專有名詞首次提及

時，於文內先寫全名，再以括號

註明縮寫。 

 

新增專案標題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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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稿件詳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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