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投稿簡則 

110.3.3 

一、『 台灣職能治療研究與實務雜誌』為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所發行期刊，一年兩期具同儕審查機制且對外開放之學術期刊雜誌，凡與職能

治療有關之學術與臨床論著，均為本雜誌登載之對象，但以未曾登載於其他刊物

者為限。 

 

二、凡刊載於本雜誌之著作，其版權屬於本刊，非經本刊編輯委員會同意，不得轉

載其部分或全部內容於其他刊物。 

 

三、本雜誌登載之論文類別包括：編者評論、綜論、專論、原著、短文、個案報

告、臨床筆記、技術報告、專題報導、專業議題、特輯及致編者函等論述。編者

評論稿件，以編輯部邀稿為原則。所有來稿一律聘請兩位相關領域專家進行匿名審

查通過後刊載，若兩位審查人意見相左，則延請第三人再審。本刊編輯委員會有決

定投稿文章之送審與刊載之權利。 

 

⚫ 編者評論  (editorial)： 

職能治療或醫學相關議題之見解、主張、評論及建議等，可不附參考文獻。 

⚫ 綜論 (review article)： 

職能治療文獻之整體性回顧與評論，需附重要參考文獻。 

⚫ 專論 (special article)： 

專題演講或某一主題之深入探討，需附參考文獻或推薦讀物。 

⚫ 原著 (original article)： 

具原創性之研究成果，簡潔闡述研究目的、對象、方法、結果及討論。 

⚫ 短文 (brief report)、個案報告 (case report)、技術報告 (technical report)或臨床

筆記 (clinical note)： 

初步的研究成果或是臨床上、技術上的精簡論著。 

⚫ 專題報導 (special reports)或專業議題 (professional issue)：



針對職能治療相關主題提出個人看法與論評，可附參考文獻或推薦讀物。 

⚫ 其他專欄主題： 

涵蓋職能治療新知、現況、臨床交流、出國進修考察心得報告。 

 

四、本刊論文撰稿格式請參照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手冊 APA 第七版書寫方式，原稿請以

中英文電腦文書格式打字，並加標點，中文字體為新細明體，英數字體為Times New 

Roman，行距為 1.5 倍行高格式。中英文文獻所有出版年代均以西元年代呈現。內

文之中文作者均以全名（姓與名）書寫。APA 第七版數位辨識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改以網址的形式呈現 (例如: https://doi.org/####)，若該筆文獻具有

數位辨識碼，必須在最後將 doi 標出， doi 後不加句點。 

 

五、文稿請編頁碼並請依下列順序書寫： 

⚫ 首頁 (Title page)： 

 

1. 中（英）文稿包括中英文題目、作者群姓名、服務單位，作者英文姓名後請加

註學位；並附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的姓名、連絡地址、電話與電子郵

件（e-mail）。 

 

2. 中（英）文簡題 (running title)。英文簡題 40 個字母以內，中文簡題 15 個字以

內。 

 

3. 英文論文標題每個單字除冠詞、介系詞及連接詞外，第一個字母一律大寫，其

餘小寫。英文簡題第一個字母大寫外，其餘小寫。 

 

⚫  第二頁：摘要 (Abstract)應依目的 (Objective)、方法 (Methods)、結果 (Results)、結

論 (Conclusion) 等順序書寫。 

 

1.   中英文摘要字數限制：中文摘要500字、英文摘要300 words。 

 

2.  每篇文章均應附 3至5 個關鍵詞 (Key words)。第二頁摘要若為中文稿需於此頁

附上中文摘要與中文關鍵詞，英文稿則附英文摘要與英文關鍵詞。 

 

3.   從中文摘要起以阿拉伯數字編頁碼，頁尾置中註明頁碼。 

 

 

⚫ 第三頁： 請撰寫兩至三項研究亮點 (Highlights) 。研究亮點說明如下:              



1. 由簡短的研究要點 (bullet points)組成，這些研究要點可攫取研究的主要/新成果、

及研究期間的新方法、對於臨床或實務的建議等。 

2. 僅需涵蓋論文的核心結果。 

3. 包括兩至三個研究要點。 

4. 每一個要點約20個中文字(或約100個英文字元數)。 

 

⚫ 第四頁以後：依序為本文→參考文獻→圖→表或附錄→摘要(Abstract)與關鍵詞；

以中文稿附英文摘要與英文關鍵詞，以英文稿則附中文摘要與中文關鍵詞。 

 

六、原著及短文依摘要、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討論、致謝、參考文獻、論文摘錄

之順序書寫。個案報告依摘要、前言、病例報告、討論、參考文獻、論文摘錄之順序

書寫。 

 

七、文內數字應用阿拉伯號碼書寫，度量衡單位用國際公認標準符號，其他單位及符號請

依國際習慣書寫。中文稿中之英文名詞，除專有名詞外一律小寫。 

 

八、請核對參考文獻與內文引用之文獻需一致，每一筆文獻必須均在內文中引用過，注意

中文以姓氏筆畫排序，英文以姓氏開頭由 A 至 Z 排序。每一筆文獻第一行置左對

齊，第二行起，中文縮排兩個全形字母；英文縮排四個半形字母。 

 

九、文章中引用之參考文獻依序表列於引用文字之後方，如 (Edeline & Weinberger, 

1991)、(Hashtroudi et al., 1991; Overmier, 1993)。在文中引註時，若文獻有3位作者

或以上時，列出首位作者並以「et al.」結尾即可，全文一致，包含第一次引用。 

 

十、第七版僅要求提供出版商名稱，不需再列出版的所在地，以「作者（西元出版年）。

書名（版次）。 出版商。」的格式書寫。 

 

十一、電子媒體及網路文獻一律不需寫出上網檢索日期，只須寫出檢索自的網址即可， 

除非該網站內容經常變動。 

 

十二、參考文獻中之期刊名不可使用縮寫，如：J Rehabil Med 應為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如：Arch Phys Med Rehabil 應為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十三、在文末的參考文獻寫法內文與參考文獻中的文獻應相符，若一篇文章作者人數小

於或等於20位，需列出所有作者姓名，並在最後一位作者前加”&”號。若作者多於 

20 人時，則需列出前 19 位作者，再加上省略號 ” …” (不加”&”號) 及最後一位作者姓

名。學位論文寫法 APA 第七版略有修正，參考文獻之寫法範例如下： 



⚫ 書籍範例： 

 書籍格式：作者 (年代)。書名（第 X 版）。出版商。 

黃惠璣、葉淑惠 (2017)。長期照護（第四版）。新文京。 

 

Jauss, H. R. (1982).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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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彬、周繡玲 (2012)。消化系統疾病之護理。於劉雪娥總校閱，成人內外科

護理（五版，410-415）。華杏。 

 

Weinstock, R., Leong, G. B., & Silva, J. A. (2003). Defining forensic psychiatry: 

T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R. Rosner (E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forensic psychiatry (2nd ed., pp. 7-13). CRC Press. 

 

 

⚫ 期刊範例：作者 (年代 )。文章名稱。期刊名，卷數 (期 )，起訖頁數。

https://doi.org/##### 

 

林慶隆、劉欣宜、吳培若、丁彥平 (2011)。臺灣翻譯發展相關議題之探討。編

譯論叢，4(2)，181-200。https://doi.org/10.29912/CTR.201109.0007 

 

李雨軒、吳英黛、簡盟月 (2014)。第二型糖尿病與骨骼健康。物理治療，39(2)， 

97-106。https://doi.org/10.6215/JFPT.PTS1367296949 

 

Lunt, P., & Livingstone, S. (1996). Rethinking the focus group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2), 79–98.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1996.tb01475.x 

 

Helsmoortel, C., Vulto-van Silfhout, A. T., Coe, B. P., Vandeweyer, G., Rooms, 

L., van den Ende, J., Schuurs-Hoeijmakers, J. H., Marcelis, C. L., 

Willemsen, M. H., Vissers, L. E., Yntema, H. G., Bakshi, M., Wilson, M., 

Witherspoon, K. T., Malmgren, H., Nordgren, A., Annerén, G., Fichera, M., 

Bosco, P., … Van der Aa, N. (2014). A SWI/SNF-related autism syndrome 

caused by de novo mutations in ADNP. Nature Genetics, 46(4), 380–384. 

https://doi.org/10.1038/ng.2899               (作者人數多於20人時) 

 



 

⚫ 學位論文範例： 

(1) 作者 (年代)。論文名稱 [未出版之博∕碩士論文]。校名。 

 

何芳宜 (2010)。遊戲主機 (Wii)用於動作遲緩兒童之平衡訓練的效益 [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蕭曼喬 (2013)。機器輔助治療合併神經肌肉電刺激於慢性中風患者之身體功能、

日常生活功能及參與功能之療效：隨機控制試驗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長庚大學。 

Wilfley, D. E. (198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Normal 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2) 作者 (年代)。論文名稱 [博∕碩士論文，校名]。資料庫/檔案庫名稱。URL 

尤沐妍 (2019)。從功能翻譯理論探討機器翻譯在醫學文體的實用性─以維基百

科醫學翻譯計畫為例 [碩士論文，文藻外語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https://hdl. handle.net/11296/m5qjsd 

Lui, T. T. F. (2013). Experiences in the bubble: Assimilation and acculturative stress 

of Chinese heritage students in Silicon Valley [Master’s thesis, Stanfo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Master’s Monographs Digital Collection.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 

view/10325276 

 

 

⚫ 網路資料範例：作者（年月日）。訊息標題。網站名稱。URL 

※引用網站時，除非列出檢索日期是必要的，否則不需再加「Retrieved from」。

網頁名稱以斜體呈現，並列出網站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21 年 1 月 13 日）。APA 第 7 版與第 6 版的差異。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5285 

 

Streefkerk, R. (2021, January 12). APA 7th edition: The most notable changes. Scribbr. 

https://www.scribbr.com/apa-style/apa-seventh-edition-changes/ 

 

 



十四、圖、表及附錄請置於參考文獻之後，請另頁繕打，置於論文內文參考文獻後（每頁

限附一圖或一表），每一圖表請另附說明；圖片或照片請力求清晰，需附上解析

度高之圖檔以利後續出刊印製。 

 

十五、圖之說明列於圖下方，表之說明列於表上方；若採用之圖表使用其他雜誌或書籍， 請

於說明之後註名出處，並獲得該處之授權證明，表之標題及表格內容各細標題之

第一字母應大寫，其餘除專有名詞外，一律以小寫表示，圖各細標題只有第一字

的第一個字母大寫，標題範例如下： 

 

Table 1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Variables Predicting Employment 

Outcomes (N = 62) 

表一 預測受雇狀況因子之回歸分析結果 (N = 62) 

 

Figure 1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background music on the number of times an 

inappropriate behaviors 

 

圖一 不同類型背景音樂於不當行為次數之影響 

 

十六、論文稿件請以 word 格式文書檔（請存為原檔及匿名檔），連同投稿聲明書(可至

本刊網站 http://jtotrp.oturoc.org.tw/表單下載)，請以 Google Chrome 瀏覽器登入本

刊投稿∕審查系統進行線上投稿，網址為 http://jtotrp.oturoc.org.tw/?t=login。本刊收

件後編輯部將進行初步內容及格式審查，若初步審查通過，則將寄發給通訊作者

收件證明，並進行下一階段之審查流程。投稿資料不齊者將另行通知，未完成補

件者，恕無法進入審查程序。有任何投稿相關問題歡迎來信洽詢，本刊電子信箱: 

otedit@gmail.com。 

 

 

以上格式規定簡要說明，其他細則請參考美國心理協會出版第七版格式。 

其他參考資料: https://ctr.naer.edu.tw/forms/style.pdf 

                          https://www.clslink.com/articles/APA_7th_edition.php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5285 

                            https://aut.ac.nz.libguides.com/APA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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