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行為科學學刊》投稿須知 

《高雄行為科學學刊》由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出版，旨在提供一個友善而嚴謹的發表空

間，促進行為科學相關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的交流與對話。編輯部歡迎行為科學相關的專業人

士踴躍賜稿。學刊接受「綜說論文」、「原創論文」、「簡短報告」、「實務分享」等四類文

稿。 

壹、文稿類型 

綜說論文(Review Article): 

針對行為科學的重要主題提出系統性的回顧及評論，篇長以不超過 20,000 字為原則。 

原創論文(Original Paper): 

原創且未發表之實徵研究論文（含質性及量化），篇長以不超過 15,000 字為原則。 

簡短報告(Brief Reports): 

本類型文稿包含初步成果報告、個案報告及研究筆記，篇長以不超過 8,000 字為原則。 

 研究報告：將研究過程尚未成熟但具有啟發性之結果做初步報告，以啟迪後續研究。 

 個案報告：就個案提出深入簡要的討論或獨特的關注焦點，以對既有知識提出反饋。 

 研究筆記：將研究過程尚未成熟但具有啟發性的想法撰寫成文，以收拋磚引玉之效。 

實務分享(Practice Exchange): 

專業工作者將行為科學的理論、概念或技術，應用在現場實務的過程之觀察、反思或建

議，並強調應予既有的知識體系進行對話。實務現場包括臨床、諮商輔導、工商、教育…等行

為科學應用之場域。篇長以不超過 8,000 字為原則。 

 

貳、文稿格式 

中文文稿請參考中華心理學刊的格式，英文請符合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第六版的格式。請詳閱以下投稿格式說明，若不符合格式要求會退件，待修正符合方予送審。 

文稿請用二倍間距 (double space)，內文請用 12 號細明體或Times New Roman字型，用A4 或

letter size直式紙，橫向書寫。所有文稿必須包含封面頁(title page)，各文稿格式及字數限制如以

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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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封面頁 

必須包含以下資訊： 

 文稿類型 

 中英文論文篇名 

 作者中英文姓名 

 機構單位名稱 

 逐頁篇名（running head） 

 字數 

 通訊作者與聯絡方式 (姓名、地址、電話、傳真號碼、e-mail…) 

摘要 

請提供 400 字以內的中文摘要，與內容一致 400 字以內的英文摘要。中英文摘要列於不同

頁，摘要後附三至五個關鍵詞，且中英文一致。 

正文 

 實徵研究論文含緒論、方法、結果及討論。 

 論述文可含引言、論文主體與結論。 

 文章宜用各級標題，同級標題之格式需通篇一致，不同級者則應有所區隔。 

 中文稿之英文專有名詞應中譯，並於第一次使用時括號加註原文。 

 統計符號均須用斜體字，數學符號兩端需各空一格，數學公式請標序號。 

範例：N = 320、n = 46、M = 1.38、SD = 2.39、t(26) = 3.69、F(1, 26) = 86.01、χ2(4, N 

= 60) =11.21、p < .05。 

 作者應親自確認徵引文獻之內容，每次徵引時均須含作者與年份，並一律使用公元。 

 徵引中譯本視同中文文獻。 

範例如下： 

1. 李錦虹、陳正宗、黃惠玲、楊乾雄及魏福全（1999）的研究指出……。 

2. 研究發現……(余麗樺、陳幼梅、黃惠滿、蘇貞瑛、蕭美玉、阮慧沁、劉宋壽，2001)。 

3. Kosslyn et al.(1994)發現……。 



附註 

內文勿用附註，非不得已，所有附註應集中於文後，而非散於內文頁尾。 

圖表 

每一表、圖必須單獨佔頁，表前圖後。表之左上方註明表之序碼與精簡標題。圖之序碼標

於圖下正中，圖之說明與圖分開。 

參考文獻 

‧ 含所有正文徵引之文獻，需依中文筆劃數與英文字母序排列。 

‧ 請注意排序、半或全形、標點符號、大小寫、字體格式及空格。 

‧ 期刊文獻應依序包括：作者姓、名，出版年份，文獻標題、期刊名稱、卷號，起訖頁

碼。 

‧ 專書一章比照期刊文獻，「期刊名稱」改用書名（含編者姓名），並加列出版商。 

‧ 全書文獻則依序為：作者姓、名，出版年份，書名，出版地、出版商。他類文獻比照

上述原則處理。 

‧ 參考文獻中，如文獻作者超過7人以上，則第7人以後可被省略，列出最後一人。 

‧ 參考文獻中，如有DOI請列出DOI。 

‧ 中文文獻要英文化，即在中文之後要加上英文翻譯，並以中括號區隔（請見範例） 

‧ 更詳細的英文文獻格式說明，請參照APA Publication Manual (6th ed., 2010)；更詳細的中

文文獻格式說明，請參考台灣心理學會網頁

(http://www.psy.ntu.edu.tw/cpa/publications02.asp)  

‧ 參考文獻範例如下： 

中文文獻舉例（期刊論文）： 

黃囇莉、張錦華（2005）：〈台灣民眾的身體意象及其預測因子：人際壓力、媒體信任作為中

介變項〉。《中華心理學刊》，47，269-287。[Huang, L. L., & Chang, C. (2005). Body image 

and its predictors in Taiwan: Interpersonal pressure and media agreement as mediator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 269-278.] 

中文文獻舉例（非期刊論文）： 

陳舜文 (2005) ：《華人的社會目標與成就動機：以台灣大學生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Chen, S. W. (2005). Chinese goals of achievement and motivations: The 

http://www.psy.ntu.edu.tw/cpa/publications02.asp


case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中文文獻舉例（專書）： 

黃光國 (1995)：《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台北：心理。[Hwang, K. K. 

(1995). Zhishi yu xingdong: Zhonghua wenhua chuantong de shehui xinli quanshi. Taipei: 

Psychological.] 

英文文獻舉例： 

Jucksch, V., Salbach-Andrae, H., Lenz, K., Goth, K., Dopfner, M., Poustka, F., . . . Holtmann, M. 

(2011). Severe affective and behavioural dysreg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psychosocial 

adversity and impairment.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2(6), 686-695. doi: 

10.1111/j.1469-7610.2010.02322.x 

Jozefiak, T., Larsson, B., Wichstrom, L., Wallander, J., & Mattejat, F. (2010). Quality of Life as 

reported by children and parents: A comparison between students and child psychiatric outpatients.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8. doi: 10.1186/1477-7525-8-136 

Kahalley, L. S., Conklin, H. M., Tyc, V. L., Wilson, S. J., Hinds, P. S., Wu, S., . . . Hudson, M. M. 

(2011). ADHD and secondary ADHD criteria fail to identify many at-risk survivors of pediatric 

ALL and brain tumor. Pediatric Blood & Cancer, 57(1), 110-118. doi: 10.1002/pbc.22998 

 

研究倫理審查及知後同意  

所有人體或動物研究，皆須經由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或

其他倫理委員會審查，並在文稿之研究方法章節說明。若以人體為研究對象，也許在文稿之研

究方法章節說明知後同意的實施事項，包含：所有受試者的同意，未成年或失能成人受試者的

父母親或法定監護人的同意等。 

個案身分 

刊載個案描述、照片、家族史須經由所有受試者(未成年或失能成人受試者則由其父母親

或法定監護人執行)的知後同意，認可准許後才可將文稿提交。刪減個案身分資料或減低個案

資料的具體性、明確度是可被接受的。 

資助與利益衝突 

所有的研究資助必須在文稿中的「致謝」部份詳細說明；明確聲明所有的利益衝突。 

單位 



使用國際單位制(System International units, SI)，血壓計量值以毫米汞柱(mmHg)紀錄，使

用公制單位來表達長度、面積、質量、體溫。溫度計量請以攝氏溫標(Celsius scale)紀錄。 

藥名 

藥物請使用國際非財產專屬名稱(Recommended 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ary Name, 

rINN)，除非這些藥物的特定名稱與研究討論有直接相關。 

基因命名 

人類基因命名請使用基因命名委員會認可的基因標記 (HUGO Gene Nomenclature 

Committee, http://www.genenames.org/)，或參閱 PubMed 

(http://www.ncbi.nlm.nih.gov/sites/entrez/) 及人類基因組突變協會 (Human Genome Variation 

Society, HGVS)提供的基因命名相關網頁(http://www.hgvs.org/mutnomen/index.html)。 

在文稿中，描述基因請註明編號，並以斜體字表示。 

 

參、編輯與同儕評核 

提交的文稿將先由編輯部內部初審，宗旨與格式符合要求並具一定品質者，再請專家進

行匿名審查。若文稿與本刊宗旨不符、格式相距甚大或未達一定品質者，將逕行予以退回。綜

說論文、原創論文、簡短報告必須經過至少兩位專家審查，實務分享經由一位專家審查，審查

通過後方予刊登。 

 

肆、出版準備 

錄用的文稿會依據高雄行為科學學刊的印刷格式編輯，校樣正本寄回給通訊作者做最後

確認。學刊內容言論皆由作者負責，包含所有經作者授權的編輯更動內容。所有作者必須聲明

著述責任及版權轉讓，聲明書由發行人提供，學刊僅提供文稿PDF檔給錄用文稿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