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 函 

機關地址：104 台北市松江路 42 號 11 樓之 10 
聯絡方式：李宜蓁秘書

電    話：(02)2543-1837 
電子郵件：adtrocjmlin@gmail.com  

受文者：詳如正本收文者牙科部及各口腔牙科院系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 年 7 月 8 日 
發文字號：TADT(2020)字第 1090708003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附件一、投稿詳則

附件二、投稿格式範例

附件三、投稿注意事項

主旨：本會《牙技界》第二十二期會訊「徵稿活動」，敬請轉知相關部門

或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明：

一、 本會《牙技界》第二十二期會刊徵稿中，歡迎踴躍投稿。

 刊物名稱：《牙技界》第二十二期（ISSN：2308-4596）
 發行時間：109 年 11 月
 截稿日期：109 年 9 月 30 日

二、 經本會審查委員會通過並錄取刊登者，獎勵每篇 1500~2,500 元不

等之稿費。 

三、 詳細內容及投稿方式，詳見附件一「投稿詳則」；投稿格式範

例，詳見附件二 (下載網址：https://reurl.cc/yZ9bGE)，或至本會

官網之學會新聞下載。

四、 投稿前，請詳讀附件三「投稿注意事項」。

正本：臺大醫院、國泰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三軍總醫院、馬偕紀念醫院、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

吳火獅紀念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振興醫療財團

法人振興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醫院、基隆長庚紀

念醫院、新北市聯合醫院、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天

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臺大

醫院新竹分院、台北榮總新竹分院、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中山醫學院附設醫院、台中榮民總醫

院、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秀傳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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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臺中

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戴德森

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

院、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高雄市

立小港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高雄榮民總醫

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

教醫院、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

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財團法人為恭紀

念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國軍台中總醫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濟醫院、澄清綜合醫院中港

分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台南市立醫院、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東元綜合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怡仁綜合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

庚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台南醫院、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亞東紀念醫院、高雄市立岡山醫院、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國軍花蓮總醫院、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西園醫院、童

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財

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敏盛綜合醫院、樂安醫院、基督復臨

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

醫院、壢新醫院、新竹馬偕紀念醫院、建佑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台南新樓醫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

院、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

院、大千綜合醫院、楊梅天成醫院、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奇美醫療財團法人

柳營奇美醫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員生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

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台東馬偕紀念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臺北醫學大學牙體技術學系、中臺科技大學牙體技術暨材料系、樹人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牙體技術科、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牙體技術科 

 
副本：本會秘書處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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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投稿詳則
109.06.29 修訂 

一、凡與牙體技術及材料科學有關之著作，均為刊載對象。接受稿件類型如下：

1. 學術綜論 (review article )
2. 原著論文 (original article)
3. 臨床報告 (clinical report)
4. 病例報告 (case report)
5. 新理念與新方法 (innovation and ideas)

二、稿件撰寫格式

1. 一律以電子檔投稿 E-mail 至 adtjdtms@gmail.com。

2. 全文總頁數(包括：中英文摘要、前言、實驗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參考

文獻、誌謝、圖及表等)以八頁為限。

3. 請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書處理軟體繕打。

4. 格式規定詳見<投稿格式範例>內文說明。

三、稿件內容詳細規格

1. 首頁：中、英文題目、作者姓名及作者現職單位。

2.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簡潔說明研究目的、方法、主要結論或創新發現。

3. 前言：簡要說明研究目的。

4. 實驗方法：敘述研究設計、實驗步驟、基材、設備、參數及對象等。以人為

研究對象時，勿寫患者全名。

5. 結果與討論：有系統的將研究結果以文字、表格或插圖表示，並將重要結果

與論點，與過去相關研究進行比較或論證。

6. 結論：結論應簡要明確。

7. 參考文獻：以出現於本文之先後順序用數字排列之，包括：作者姓名、篇

名、期刊名、卷、年及頁碼。

8. 圖與說明：每張照片應依序排列及簡單說明，每張圖片解析度至少 200 dpi 以
上。

9. 表格與說明：每個表格應依序排列及簡單說明。

四、稿件之寄送

1. 請 E-mail 電子檔至 adtjdtms@gmail.com。

2. 檔案超過 20 MB 時，請以雲端連結的方式，E-mail 下載網址至

adtjdtms@gmail.com 信箱。

五、稿件接受後之校對

1. 初、二校由作者負責，三校由本刊出版資訊委員負責。

2. 校對以三日為限，如需更改請以紅筆更正，勿作內容之增減。

六、稿件一經刊載，著作權即屬本刊所有，未經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轉載。

七、稿件被本會期刊採用後，免費贈送本會期刊三本。

八、若有任何疑問請逕向本會出版資訊委員會主委諮詢。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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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題目(16 pt) 

英文題目(16 pt，每個單字第一個字母大寫、介系詞小寫) 

作者名 1 1、作者名 2 2,*、作者名 3 1,2、作者名 4 3 
1作者現職單位名 1 
2作者現職單位名 2 
3作者現職單位名 3 

摘要
中文摘要不超過 300 個字。請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書處理軟體繕打。中文字體採用新細明體

12 pt，單行間距。 
關鍵詞：不超過 5 個、XX、XX、XX、XX。 

Abstract 
英文摘要字數不超過 500 個字。請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書處理軟體繕打。英文字體採用 Times 

New Roman12 pt，單行間距。 
Keywords: 全英文小寫(不超過 5 個); xx; xx; xx; xx. 

前言

    中文題目採用新細明體 16 pt 粗體、英文題

目採用 Times New Roman16 pt 粗體。作者名採

用新細明體 14 pt 粗體，通訊作者請以＊標示，

以利辨識。作者現職單位名採用新細明體 12 pt。
中文題目、英文題目、作者名及作者現職單位名

一律置中對齊。關鍵字標頭使用新細明體 12 pt
粗體、Keywords 標頭使用 Times New Roman12 
pt 粗斜體[1]。英文題目與作者名之間、作者現職

單位名與中文摘要之間、英文摘要(Abstract)關鍵

詞(Keywords)後面均需空一行(12 pt)[2]。全文完

成後將電子檔案(檔案名：牙技界投稿_投稿者姓

名)傳至總編輯或學會電子信箱、Line或WeChat。
繳交前，請務必詳細校對、確認文章之正確性及

流暢性[3]。 

實驗方法
    Microsoft Word 橫式繕打，除題目、作者名、

作者現職單位名、中英文摘要採用一欄、置中對

齊外，其他(前言、實驗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

誌謝及參考文獻)分成兩欄，採左右前後切齊。作

者簡介採用一欄、左右前後切齊。每頁上、下、

左、右邊各留 1.5 cm，兩欄間相隔 0.5 公分。 

結果與討論
    標題：「摘要」、「Abstract」、「前言」、「實驗

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誌謝」及「參

考文獻」採用新細明體 14 pt 粗體紅字。「作者簡

介」採用新細明體 14 pt 粗體橙字，並依序寫出

作者名(新細明體 14 pt 粗體)、現職、最高畢業學

歷及 3 個(含)以內的經歷(新細明體 12 pt)。內文

中文字體採用新細明體 12 pt、英文採用 Times 
New Roman12 pt。文中引用之參考文獻前後方括

號藍字[4]。內文與各標題之間均需空一行(12 pt)。
不要恣意加入頁碼。圖及表可列在文中，或參考

文獻之後。列在文中者，一般置於欄位頂端或底

端，並儘可能靠近文中第一次提及的地方。比較

大的圖表，可以橫跨兩個欄[5]。各圖表要有說明，

圖的說明應置於圖的下方置中(單行時)或置左前

後切齊(雙行以上時)，而表的說明則應置於表的

上方置左前後切齊[6]。圖及表必須為作者原著

(且未曾發表過)，若引用他人著作中圖或表，請

務必加註參考文獻來源，以免違反著作權。

結論
參考文獻一律用藍字。參考文獻書籍的表示

方式依序為作者名(先名後姓)、書名(加底線)、版、

出版地、出版社、西元年(前後加括號)、起迄頁

碼。期刊論文的表示方式依序為作者名(先名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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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題目(粗體並前後加引號)、期刊名、卷、西

元年(前後加括號)、起迄頁碼。研討會論文的表

示方式依序為作者名(先名後姓)、題目(粗體並前

後加引號)、研討會全名、頁碼或發表編號、時間

(月日年)、主辦單位、地點。 

誌謝
    感謝 XXX 在資料蒐集及 XXX 在細胞試驗

上給予的協助，碩誼濃情，深表謝忱。若無任何

感謝，可將誌謝刪除。

參考文獻
[1] R.W. Burchfield, The New Fowler's Modern

English Usage, 3r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7) 50-56.

[2] C.J. Chung, C.C. Chiang, C.H. Chen, CH.
Hsiao, H.I. Lin, P.Y. Hsieh and J.L. He,
“Photocatalytic TiO2 on copper alloy for
antimicrobial purposes”,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 85 (2016) 103-108. 
[3] 鍾啟仁、謝秉諺、蕭景鴻、林欣熠、何主亮，”

不銹鋼鍍製銳鈦礦二氧化鈦的保固性”，台

灣金屬熱處理學會期刊，99 (2018) 31-38。
[4] P.A, Sunnerkrantz, M. Syverud and H.  Hero,

“Effect of casting atmosphere on the quality
of Ti-crowns”, Scand J Dent Res, 98 (2016)
268-272.

[5] Geneva,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158-172.

[6] C.W. Lin, C.M. Chou, C.J. Chung, J.L. He,
“Superamphiphobic stainless steel surface
prepared by femtosecond laser patterning
and pulsed plasma-polymeriz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tallurgical
Coatings and Thin Films (47th ICMCTF), DP–
ThP6, April 26–May 01, 2020, Advanced
Surface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the AVS,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作者簡介

作者名1 
現職：單位全名

學歷：最高畢業學歷

經歷：至多3個 

作者名2 
現職：單位全名

學歷：最高畢業學歷

經歷：至多3個 

作者名3 
現職：單位全名

學歷：最高畢業學歷

經歷：至多3個 

作者名4 
現職：單位全名

學歷：最高畢業學歷

經歷：至多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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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投稿注意事項

為避免違反著作權及違背學術倫理產生爭議，「投稿者」務必詳閱以下內容：

剽竊及抄襲是研究工作中常見的不當行為類型，就是「複製某人的想法、字句、表

格、圖片或作品，當作自己本身的所有物」。因此，就必須在自身文章中進行正確的「引

用」，明確指出哪些部分是屬於他人的著作，如果沒有引用參考文獻(明示出處)、用引

號或添加註解等方式標示他人的著作，就會構成抄襲。

為了避免抄襲，作者撰寫學術論文或技術報告時，除了標註原文出處外，常見的寫

作手法有「引述」、「改寫」及「摘寫」三種。一般論文寫作最常見的錯誤即是「過度

引用」，例如：把大量原文稍微修改，放在自己的文章中，或將外文的論文整段翻譯成

中文，卻用引用的方式書寫，造成疑似抄襲的狀況。

寫作中，若要「引述」他人的論點或文章，英文的引述文字在 40 字以內時，可直接

在文章中引用，前後加上雙引號，並註明出處；如果引述超過 40 個字，則將其置於一

個獨立方塊文內，並省略引號，從左邊縮排。中文的引述格式大致與英文相同，引述文

字在 40 字以內時，直接在文章中引用，前後加上單引號；如果文中已有單引號又要使

用引述格式寫作時，就加上雙引號。中文的引述文字如果超過 40 個字時，必須另外放

置於獨立段落，並縮小字體，引述文往內縮排兩個字元，前後各空一行，引述文長度不

宜超過五百字，如果超過這個長度，應該先徵得原作者同意。

「改寫」是一種引用他人資料時，用自己的話重新詮釋他人資料的寫作方法。改寫

的意思是指重新表達資料出處的內容，作者必須用自己的觀點去表達原文意涵。作者可

透過改寫的方式，整理合併不同出處之文章，並詮釋自身觀點。改寫必須要忠實地反映

本文意見、加上引用者自己的說明及保留被引用文章的原作者論點、不可扭曲偏頗。總

結來說，「改寫」可說是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作者以自己的話重新創作的寫作方式。

「摘寫」意指用自己的簡短的文句，敘述作者想要傳達的主要重點。摘寫常用於縮

減一段較長的文字，可用於濃縮一本書的章節或網路文章的重點，因此摘寫也稱摘寫大

意或摘寫要意，意思是將文章寫成摘要。此外，摘寫時應特別注意：使用的文字語氣應

盡量中性、字詞意義要精準，避免使用過多原文中的字句，如果要使用原作者的文字語

詞，就應使用「引述」。

「摘寫」與「改寫」的寫作技巧有些許不同。一般來說，一段原文經過改寫後的長

度會和原文大致相同，而經過摘寫後的文章則會比原文還要短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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