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須知 
 

一、『職能治療學會雜誌』為台灣職能治療學會所發行一年兩期的專業學術

期刊。本雜誌設有嚴謹的同儕審查制度，凡與職能治療有關之學術論述，

且未曾發表於其他刊物，皆為本雜誌刊載之對象。  

 

二、來稿以中文或英文格式撰寫均可。投稿類型包括原著  (original articles)、

個案報告  (case reports)、專題  (special reports)、文獻評論  (review 

articles)、簡報  (brief reports) 與致編者函  (letters to the editor)。  

 

三、原著：係指實證性研究論述。中文稿件字數（含參考文獻與圖表）以不

超過 15,000 字為原則。英文稿件字數以不超過 5,000 字（不含參考文

獻與圖表）為原則。  

 

個案報告：中文稿件字數（含參考文獻與圖表）以不超過 6,000 字為原

則。英文稿件字數以不超過 2,000 字（不含參考文獻與圖表）為原則。  

 

專題：職能治療領域值得深入探討的特別邀請專題。中文稿件字數（含

參考文獻與圖表）以不超過 15,000 字為原則。英文稿件字數以不超過

5,000 字（不含參考文獻與圖表）為原則。  

 

文獻評論：針對特定主題作完整之文獻回顧與客觀討論。中文稿件字數

（含參考文獻與圖表）以不超過 15,000 字為原則。英文稿件字數以不

超過 5,000 字（不含參考文獻與圖表）為原則。  

 

簡報：指初步的研究結果或臨床上、技術上的精簡論述。中文稿件字數

以  不超過 5,000 字為原則（含參考文獻與圖表）。英文稿件字數以不

超過 1,500 字（不含參考文獻與圖表）為原則。   

 

致編者函：中文稿件字數以不超過 1,000 字為原則；英文稿件字數以

600~800 字為原則。中英文稿的文獻以  10 筆為上限，圖或表至多 1 個。 

 

四、惠稿請附上稿件之封面頁（含中英文題目、逐頁標題及作者資訊）、匿

名稿件（含中英文題目、摘要與內文，但刪去作者資訊）、投稿聲明書，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huingma@mail.ncku.edu.tw；信件主旨請註明「職

能治療學會雜誌投稿」。請依本刊撰稿體例投稿，格式不符與字數超過

者將逕予退回修正。  



 

五、審稿程序  

1. 預審：主編依據是否符合本刊之性質以及文章的嚴謹程度決定是否送

初審。  

 

2. 初審：稿件將聘請兩名文章所屬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雙向匿名審查。

初審結果將儘量於收到稿件四週內完成並通知作者。  

 

3. 複審：凡審稿者建議「修正後再送審查」之文稿，作者需將修改後之

稿件（以紅色標示修改處），連同「審查意見回應表」以電郵方式寄

回本刊交由原審查者進行複審。複審結果儘量將於收到稿件四週內

完成並通知作者。  

 

4. 若需延期交稿者，請通知本刊並說明原因。未能於規定期限內修改寄

回者將視同撤稿。  

 

六、被接受的稿件由執行編輯小組負責一校，作者收到校對稿後需於收件日

起三日內完成二校，再以電郵方式寄回。  

 

七、在本雜誌刊登之著作，其著作權屬於本會，除商得本會書面同意外，不

得轉載於其他雜誌或媒體。  

 

八、經刊登之論文，本雜誌將贈送每位作者當期期刊一本及論文之 PDF 電

子檔。  

 

九、中英文稿件原則：   

1. 稿件格式：採用《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手冊》第七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7th ed., 2020) 格式。中文

部份略作修改，未及規範之處，以該手冊第七版為依據。  

．稿件應隔行打字於 A4 紙上，每頁上、下、左、右至少留白 2.5 公分。  

．字型：中文請統一用標楷體；英文請統一用 Times New Roman。字

體大小請採 12 級字，標示頁碼，並於每頁列有重新編碼之行號，以

利排版及審稿。  

．行距：統一為兩倍行高。  

 

2. 作者如超過六人，請於封面頁中註明個別作者在文章的貢獻部分。  

 

3. 稿件內容架構：封面頁、中英文摘要、本文、誌謝、參考文獻、表格

與圖。  

 

4. 稿件應按下列順序分頁書寫，並請編頁碼於稿紙右上方，整理後提出。 



 

．封面頁：中英文題目、逐頁標題、作者資訊。 

題目：英文題目中，除了小於 4 個字母的連接詞、冠詞和介系詞

外之第一個字母請大寫。  

逐頁標題 (running title)：中文 20 個字（或英文 40 個字母）以內。  

作者資訊：含作者姓名、執行該研究時服務單位，通訊作者姓名、

地址、電話及電子信箱。  

 

中文書寫型式如下列：  

張玲慧 1    楊國德 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1 

中山醫學大學職能治療學系2 

 

英文書寫型式如下例：  

Ling-Hui Chang
a
, Kuo-Te Yang

b,*
 

a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b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第一頁：中文摘要不超過五百字及至多 5 個中文關鍵詞。各關鍵詞

之間以「，」區隔，句末不加「。」。請在頁末註明字數。 

 

．第二頁：英文摘要不超過  250 字及至多  5 個英文關鍵詞。請在頁末註

明字數。  

 

．第三頁以後：本文、誌謝、參考文獻及圖表。  

本文：稿件應包括前言 (Introduction)、研究方法   (Methods)、結果  

(Results) 與討論  (Discussion)。請在討論部分的末頁註明字數。  

 

中文稿件標題階層如下： 

第一階標題：16pt 新細明體，粗體，置中，不編碼。第一階標題與前段

內文間請空一行。 

 

第二階標題：14pt 新細明體，粗體，靠左對齊；第二階標題編碼請使用

國字一、二、三等。第二階標題與前段內文間請空一行。 

 

第三階標題：12pt 新細明體，粗斜體，靠左對齊；第三階標題編碼請使

用有括弧的國字（一）、（二）、（三）等。第三階標題與前段內文間不

需空行。 

 



 

英文稿件標題階層如下： 

第一階標題：16pt Times New Roman，粗體，置中；第一階標題編碼

請使用 1.、2.、3.等，如 1. Introduction。第一階標題與前段內文間

請空一行。  

 

第二階標題： 14pt Times New Roman，粗斜體，靠左對齊；第二階標題

編碼請使用 1.1.、2.1.、3.1.等。第二階標題與前段內文間請空一行。  

 

第三階標題：12pt Times New Roman，斜體，靠左對齊；第三階標題編碼

請使用 1.1.1.、2.1.1.、3.1.1.等。第三階標題與前段內文間不需空行。 

 

5. 統計符號請以斜體字標示，如：n, p, SD, t 檢定。度量衡單位採用國

際單位系統符號。  

 

6. 圖表：圖表數目請儘量精簡，並以置於直向頁為原則。  

 

7. 本文引證格式：  

中文文獻作者為一人時，註明為姓名（西元年）或（姓名，西元年）。

當所引證文獻的作者為兩人時，兩人之姓名每次引證均需全部列出，

中間以「與」字連接；若為圓括弧中引證則以頓號（、）來連接。若

作者為三人以上（含三人）時，則第一次和後續引證都只需列出第一

作者，其後以「等」字表示。範例：  

單一作者：王湉妮  (2016) 或（王湉妮，2016）  

兩位作者：李致瑩與潘璦琬  (2017) 或（李致瑩、潘璦琬，

2017）  

三位以上作者：張婉嫈等  (2020) 或（張婉嫈等，2020）  

 

英文文獻格式請依據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手冊第七版。範例： 

單一作者：Wang (2016) 或  (Wang, 2016) 

兩位作者：Lee & Pan (2017) 或  (Lee & Pan, 2017) 

三位以上作者：Chang et al. (2020) 或  (Chang et al., 2020) 

 

8. 參考文獻：文獻應以文內實際提及之原始文獻者為限。中文文獻列於

前，依姓氏筆劃遞增排列，筆劃相同依姓名第二字筆劃，以此類推；

外文文獻列於後，依姓氏字母順序排列。請參考以下範例。  

 

．中文期刊文章格式：  

作者一、作者二、作者三 (年)。文章名稱。期刊名稱，卷別（期

別），頁碼。DOI 或 URL 



 

張婉嫈、黃慶凱、卓柏宏、傅中珮 (2020)。發展臺灣職能治療學生

兒童職能治療領域核心能力之初探性研究，職能治療學會雜

誌，38(1)，98-126。doi:10.6594/JTOTA.202006_38(1).0005 

 

．英文期刊文章格式：  

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ume(issue), xx-xx. DOI or URL 

 

Li, K. Y., Lin, K. C., Chen, C. K., Liing, R. J., Wu, C. Y., & Chang, 

W. Y. (2015). Concurrent and predictive validity of arm 

kinematics with and without a trunk restraint during a reaching 

task in individuals with stroke.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96(9),1666-1675. 

https://doi.org/10.1016/j.apmr.2015.04.013 

 

．中文書籍格式：  

作者 (年代)。書名。出版單位。  

 

張彧 (2017)。職能治療與職業重建。禾楓。 

 

．英文書籍格式：  

Author, A. A. (Year). Book title. Publisher. 

 

Gould, S. J. (1996). Full house: The spread of excellence from Plato to 

Darwin. Three Rivers Press. 

 

．中文書籍篇章格式：  

作者(年代)。章名。載於編者(主編)，書名 (版別，頁碼)。出版單

位。  

 

蔡佩倫 (2016)。認知功能評估。載於薛漪平(主編)，生理疾病職能

治療學：Ⅰ 評估理論與技巧 (二版，頁 17-1—17-29 )。禾楓。 

 

．英文書籍篇章格式：  

Author, A. A. (Year). Chapter title. In B. B. Author & C. C. Author 

(Eds.), Book title (x ed., pp. xx-xx). Publisher.  

 

Trombly Latham, C. A. (2021). Occupation: Philosophy and concepts. 

In D. P. Dirette & S. A. Gutman (Eds.), Occupational therapy for 

physical dysfunction (8th ed., pp. 17-28). Wolters Klu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