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市醫放雜誌投稿簡則 

99.2.11 第四屆第一次編輯及學術委員會訂定通過 
99.11.11 第四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實施 
107.06.20 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實施 

一、適用範圍 

台北市醫事放射雜誌歡迎有關放射線診斷、放射腫瘤、核子醫學、放射生物學、保健物理學、醫學

影像技術學及放射儀器與藥品等相關的文稿。 

二、文稿區分 

本雜誌接受論著 (Review Articles)、研究報告 (Full Papers)、病例報告 (Case Reports)及短

論 (Short Communication) 等類型之投稿。來稿中英文皆可，論文的長度以不超過印刷 10 頁為原

則，本雜誌有修改及取捨之權。 

三、文稿格式 

(一) 論著為獨家創見或廣泛與深入的文獻分析，富學術價值之稿件，文稿格式以 APA 格式為主。 

(二) 研究報告應分為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討論及參考文獻。若研究方式為人體或動物實驗，

應合乎國家制定的法則，且病人的姓名不可出現於文中。 

(三) 短論可包含正在進行中的研究工作或技術報告，其格式與研究報告相同，全文儘可能的簡單明

瞭，以不超過印刷 3頁為原則。 

(四) 病例報告可分為前言、病例報告、討論與參考文獻，但以不超過印刷 3頁為原則。 

四、注意事項 

(一)一般 

1. 文稿請由左至右以電腦打字，且以通欄為原則，其間距採雙倍行間距 (double space)。紙

張大小限為 A4 規格。 

2. 稿件依下列順序分頁撰寫： 

首頁:包括題目、10 字以內的簡題、作者姓名、服務單位、通訊作者姓名及聯絡方式、當其

餘作者的服務單位不同時，請以阿拉伯數字在作者之右上角標示。 

摘要頁:包括題目、500 字內的摘要及 3-8 個關鍵詞 (Keywords)。摘要格式以單段落 (single 

paragraph)為原則，請勿分段 (section heading)敘述。中文稿請另附英文摘要，英文

稿請另附中文摘要，需要求中英文摘要內容的一致性。請勿標示作者姓名及服務單位，

以保持審稿之客觀性。 

本文:包括前言 (Introduction)，材料與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結果 (Results)、

討論 (Discussion)、參考文獻 (References)。 

表格圖片說明頁: 依表格、圖片在本文的順序單獨列於專頁，表格需編號，如表一、表二；

英文則為 Table1、Table2 等。圖片編號如圖一、圖二；英文則為 Fig1、Fig2 等。 

(二)參考文獻以文中引用的先後順序排列，以阿拉伯數字中括弧表示於引用之句末，若引用較多

的文獻，則在中括弧內以逗號分開，例如(1,2,10-12)。參考文獻的作者在六名以內，需全

部列出；七名以上作者僅列前三名，其餘以等(et al.)表示。本雜誌採 Vancouver system

標示參考文獻的引用，範例如下： 



 

1.期刊：應包括作者、篇名、期刊名、出版年代、卷數、起訖頁數。 

Su MY, Lee BC, Wu YW, His HY, Chu WC and Tseng WY. Perfusion of residual viable 

myocardium in nontransmural infarct zone after intervention: MR quantitative 

myocardial blood flow measurement. Radiology 2008;249(3):820-28. 

Naomi S, Iwaoka T, Umeda T, et al. Clinical evaluation of the captopril screening 

468 test for primary aldosteronism. Jpn Heart J 1985;26:549-56. 

陳素秋，黃榮貴，黃武達，劉育朋，楊斐適，磁振造影在產前檢查臨床應用技術的經驗，中

華放射線技術學雜誌 2007;31:87-96 

2.書籍：應包括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商、出版年代、起訖頁數。如為翻譯書籍需加註原

著作者名及版數。 

Carl De Boor, A practical Guide to Splines. New York :Springer, 1978:150-68. 

莊奇容編譯，基礎磁振造影，二版，台北市，合記圖書出版社。中華民國九十五年，第 208-289

頁。 

3.會議記錄：應包括作者、篇名、會議名稱、地址、會議日期、會議地點、出版年代。 

Chen CA, Wang JK, Wu MH, et al. Influence of outflow tract reconstruction on long-term 

right 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pulmonary regurgitation after repair of Tetralogy of 

Fallot: A clinic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Proc ISMRM 17th Scientific 

Meeting & Exhibition Honolulu, Hawaii, USA, April 18-24, 2009. 

王愛義，羅文華，廖玉玲，李協聰，麩胺基硫鎝錯化合物化學與生物特性的研究，2001 健康

管理研討會，元培科技學院，2001 Nov 3; 新竹市元培科技學院，2001。 

4.論文：應包括作者、論文名稱、研究所名稱、論文發表年度。 

Tseng W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structured-based ventricular mechanics, PhD 

Thesis，M.I.T., Cambridge, MA, USA, 1998. 

黃瑞明，單光子發射電腦斷層攝影及大腦血流灌注磁振造影檢查在腦部血管疾病之研究，碩

士論文， 國立陽明大學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2002。 

5.報告：應包括作者、篇名、報告編號、出版者、出版年代。 

洪麗瑜，自閉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發現與安置輔導工作第三年期末報告，台北：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2001。 

(三)符號：文稿中數據與數字請以阿拉伯字書寫，度量衡單位一律採公制，並請以常用之符號或簡

寫表示之，例如：cm, kg, ml , kV ,mAs, Gy, Sv, Bq.等。 

(四)圖片及表格：所有表、圖、圖片及說明請按編號附於文末，並以清楚的箭頭標示或圈定範圍指

出應在文內的大概位置，圖應力求簡明，用黑墨水筆畫半透明的繪圖紙上，其寬度應符合半頁

或整頁寬度，照片限用三吋大小無邊光面相紙，儘量以黑白色為準，請集中放在信封面不必黏

貼，但請在背面輕寫作者姓名，文稿中圖表序號及所在位置，如所附圖片、圖表及照片等需以

彩色印刷，依規定自付彩色製版印刷費。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BB%83%E7%91%9E%E6%98%8E&field=AU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5%9C%8B%E7%AB%8B%E9%99%BD%E6%98%8E%E5%A4%A7%E5%AD%B8&field=SC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4%BE%E5%B0%84%E9%86%AB%E5%AD%B8%E7%A7%91%E5%AD%B8%E7%A0%94%E7%A9%B6%E6%89%80&field=DP


五、審稿期限 

審稿期限約 6 至 8 週，且同意在審查期間不投其他雜誌。 

六、衛生署 91 年 1 月 2 日公告「研究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凡相關研究論文若涉及檢體採集

與使用等情事，應遵守該注意事項，以落實保障受檢人權益。詳文請參考公會網站。(建請修改字

體為 11)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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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校對 

經審定採用的文章，由作者自負一校及版樣校閱，除依審查意見修改外，不得任意增刪。文稿排版

後，作者僅能修改排版印刷的錯誤。 

九、著作權 

本刊僅接受未曾發表之著作；凡經本刊登載後，著作財產權歸屬「台北市放射師公會」所有，未經

本會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轉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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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可免費獲得抽印本 10 份，額外抽印本另

外收費，一份 50 元，請於投稿時聲明。 

十、收稿 

採全年徵稿，來稿以光碟片投送，並列印原稿 3份，其中 2份不列印作者及醫院名稱，以便作為修

正、審查用。也可以網路投稿，由公會統籌收件、分稿。來稿內容及撰寫方式如未依稿約書寫，本

雜誌有修改權或退回作者依稿約修改。 

十一、收費 

投稿稿件，若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若皆為非會員，則作者必須預先支付 2,000 元(含審查費及印刷費)，

作者需事先將雜誌審查費用劃撥至本會郵局劃撥帳戶 19501671，投稿時需將劃撥收據一併寄交至本

會，否則稿件不列入審稿程序。若稿件經審稿後退件，費用也不會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