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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心理學刊投稿須知 

一、本刊出版原創性之中英文心理學論文，內容以實徵研究為主。回顧國內外

研究或評述當代心理學重要議題之論文，以及對基本心智運作有啟示之個

案報告亦在考慮之列。其他類型之論文或邀稿，由主編或編輯委員會裁

決。文獻回顧必須要能整合相關之實徵研究，並有理論上的貢獻。 

二、本刊每年出版四期，於三、六、九、十二月份出刊，全年徵稿。專題特刊

則依該專刊徵稿說明規劃執行。 

三、著作權：文章獲刊登後，出版權屬台灣心理學會與其共同出版者所有。 

四、所有稿件將經學術審查程序後，由主編或編輯會議決定出版。出版後，將

致贈通訊作者該文之 PDF檔案。 

五、投稿方式： 

全面採線上投稿，稿件查詢及審稿系統請連結 http://www.ipress.tw/J0028。

投稿時不需另郵寄紙本。若有任何問題，請寄信件至 cjpsy2007@gmail.com

中華心理學刊郵址詢問。 

六、投稿說明： 

1. 投稿自薦函（cover letter）：內含致主編函，由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具名保

證研究符合台灣心理學會倫理準則、經所有作者同意投稿本刊、符合投稿倫

理、聲明「文章並無抄襲，若有抄襲願負一切責任」、期待迴避之審查者名

單並說明理由、或其它欲與主編溝通之內容，封面信函直接輸入於網路投稿

系統中。 

2. 投稿應繳文件：本刊為匿名審查，論文首頁與稿件正文需分開上傳。 

(1) 論文首頁需包含中英文論文篇名、中英文作者姓名、機關單位名稱、12個中

文字（40個英文字母）以下之逐頁短標（running head）、投稿日期、字數、

通訊作者姓名、地址、e-mail及電話、致謝。若為修正稿則要加上修正次數

與日期。 

(2) 稿件正文需包含中英文論文篇名、中英文摘要、關鍵詞、正文內容、參考文

獻與表圖，稿件正文的內容請合併且轉為一個 PDF檔後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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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考文獻請加註 DOI，若文獻本身無 DOI則可留空，並符合中華心理學刊

引用格式或《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七版（APA Publication Manual 

7th ed., 2020）之規定。 

(4) 投稿應繳文件請確認符合本刊〈投稿須知〉與〈常用格式說明〉之規範。 

3. 稿件類型：  

(1) 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s）： 

注重理論貢獻且完整詳細的原創性中英文心理學論文，包含實徵研究（不

限研究方法，量化與質性研究皆在考慮之列）、回顧性評論文章，以及個案

報告等。稿件內容包含：首頁、中英文摘要與關鍵字、正文、參考文獻、

與表圖，其中正文字數上限為：中文 20,000字，英文為 8000字。 

(2) 研究報告（research reports）： 

具有實徵或理論貢獻的原創性中英文心理學論文，涵蓋：（1）有重要發現

的小規模研究論文、（2）對現有的理論或研究發現，可以提供額外支持證

據或反對意見之重製研究（replication studies）。稿件內容包含：首頁、中

英文摘要與關鍵字、正文、參考文獻、與表圖，其中正文字數上限為：中

文 10,000字，英文 5,000字。 

(3) 註冊研究（registered reports）： 

資料尚未收集的原創或重置實徵研究論文。作者需先將研究計畫書投稿至

本刊，研究計畫書應包含：前言、文獻回顧與假設、以及研究方法，中文

5,000至 10,000字，英文 3,000至 5,000字。若主編認為計畫書的內容是合

適的，便會進入審查程序。當註冊研究計畫書被接受後，請作者遵照計畫

書收集資料並如實呈現研究結果。研究的資料是否支持研究假設，不會影

響文章是否會被刊登。 

4. 稿件格式：中文請用 12號細明體、1.5倍行距、繁體中文，英文請用 Times 

New Roman 12pt，行距為 double space。用 A4直式紙，橫向書寫，每頁上下

邊界 2.4 公分及左右邊界 2.5 公分。每頁都要排頁碼，檔案請自行留存。 

5.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次頁起為篇名、摘要及關鍵詞。無論中文論文或英

文論文皆需提供中文摘要（500字以內）與英文摘要（400字以內）。中英

文摘要後均需分別附三至五個關鍵詞。中英文摘要與關鍵字請分別書寫於不

同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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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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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標題之格式需一致，不同級者則應有所

區隔。中文稿之專有名詞應中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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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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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公式請標序號。 

7. 文獻引用格式：論文之格式，英文部分請遵循《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

七版，中文部份依據中華心理學刊之體例規範。作者應親自確認引文之內容。

每次引用時均須含作者與年份，並一律使用公元。引用中譯本視同中文文獻。

詳細範例請參閱中華心理學刊〈常用格式說明〉。 

(1) 一般引用格式舉例： 

• 王臺生（1996）發現智商涉及學習。 

• 研究發現猴子能使用手語（王臺生、鄭乙月、方懷生，1983）。 

• Morrin與 Heimer（1986）提出猴子社會行為之發展理論。 

• 猴子社會行為之發展，已有理論（Morrin & Heimer, 1974）。 

(2) 翻譯作品引用格式舉例： 

• 原著出版年及翻譯出版年皆需列出。 

• Mayer（1987/1997）。 

• （Mayer, 1987/1997）。 

8. 參考文獻：含且僅含所有正文引用之文獻，中文需依筆劃數、英文依字母序

臚列。因應國際化要求，中文文獻要英文化，即在中文之後要加上英文翻譯，

且以中括號區隔之。範例如下（請注意排序、半或全形、標點符號、大小寫、

字體格式及空格），如不清楚，請參閱中華心理學刊網站之〈常用格式說明〉。 

(1) 中文文獻書寫舉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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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i.org/10.6129/CJP.2005.4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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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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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

版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Chen, S. W. (2005). Chinese goals of 

achievement and motivations: The case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專書 

吳柏林、謝名娟（2010）：《現代教育與心理統計學》。華藝學術出版。[Wu, 

B., & Hsieh, M. (2010). Modern 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 Airiti 

Press.] https://doi.org/10.6140/AP.9789866286223 

• 翻譯作品：原作者有中文譯名 

原作者譯名（翻譯本出版年代）：《翻譯書名》（譯者譯）。譯本出版者。

（原著出版年：原著出版年代）[ Author, A.A. (Year). Book title 

(Translator, Trans.). 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Year).] 

科特勒、謝芙（1998）：《票房行銷：菲利浦‧科特勒談表演藝術行銷策

略》（高登第譯）。遠流。（原著出版年：1997）[ Kotler, P., & Scheff, J. 

(1998). Standing Room Only: Strategies for Marketing the Performing Arts 

(T. T. Kao, Trans.). Yuan-Liou.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7).] 

• 翻譯作品：原作者無中文譯名 

原作者名（翻譯本出版年代）：《翻譯書名》（譯者譯）。譯本出版者。（原

著出版年：原著出版年代）[ Author, A.A. (Year). Book title (Translator, 

Trans.). 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Year).] 

Norman, D. A.（2007）：《設計&日常生活：如何選擇安全好用的日常生活

用品》（卓耀宗譯）。遠流。（原著出版年：2002） [Norman, D. A. 

(2007). 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 (Y. Z. Zhuo, Trans.). Yuan-Liou.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2).] 

(2) 英文文獻書寫以 APA第七版格式為主： 

• 期刊論文 

Kehoe, R. R., & Han, J. H. (2020). An expanded conceptualization of line managers’ 

involvement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5, 

111-129. https://doi.org/10.1037/apl00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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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書 

Cohen, D. H. (1985). Som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of a vertebrate conditioning 

pathway: Is memory a distributed property? In N. M. Weinberger, J. L. 

McGaugh, & G. S. Lynch (Eds.), Memory systems of the brain (pp. 27-48). 

Guilford Press. 

• 翻譯作品： 

Author, A.A. (Year). Title (Translator, trans.). 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Year) 

Freud, S. (1970).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J. Strachey, trans.). Nort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0). 

(3)  英文稿件中，非拉丁語文獻（如中文、日文）的書寫方式： 

• 原文標題已有英文譯名時，請採用英文譯名。 

• 若無現成的英文題目或期刊名稱，請自行翻譯或者提供羅馬拼音。 

• 格式： 

作者名原文 [作者名英文翻譯] (year). 標題原文 [標題名英文翻譯]. 期刊原文 [期 

刊名英文翻譯] , 卷期, 頁碼. 

• 範例： 

顏乃欣、 廖瑞銘、楊建銘、黃淑麗、蔡介立 [Yen, N.-S., Liao, R.-M., Yang,  

C.-M., Huang, S.-L., & Tsai, J.-L.] (2013). 台灣地區華人情緒與相關心 

理生理資料庫─台灣情緒圖片系統  [Taiwan Corpora of Chinese  

emotions and relevant psychophysiological data -- Taiwan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中華心理學刊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5,  

477-492. 
吉村浩一 [Yoshimura, H.] (2016c). 東北大学に残る心理学古典的実験機器の再 

検討 : 2015年の現地調査により得られた新しい知見 [Reexamination  

of the classic psychological apparatuses stored in the Psychology  

Laboratory of Tohoku University: Updated data through the Field  

Survey in 2015]. 法政大学文学部紀要 [Bulletin of the Faculty of  

Letters Hosei University], 72,147-160. 

9. 表圖：每一表、圖必須單獨各占一頁，表前圖後，需在稿件內文中標示出

插入圖或表的位置。表標置於左上方，以阿拉伯數字序碼與精簡標題。圖

標置於圖左上方，以阿拉伯數字序碼，圖之說明與圖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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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稿前自我檢查：投稿前，請再次確認稿件格式與參考文獻之引用，並參

照中華心理學刊網站的〈投稿前：自我檢查項目〉，使稿件符合本刊之格

式再投稿。詳細的格式說明，請參閱《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七版以

及中華心理學刊網站的〈常用格式說明〉。 

八、稿件接受後之注意事項： 

1. 請於三週內，將論文完成最後修正，並根據本刊網站中〈投稿後：完稿確

認事項〉再次檢查論文。 

2. 為提高中文論文的國際能見度與引用率，中文論文請於收到稿件接受通知

三週內提供英文長摘要WORD檔，英文長摘要須知與格式請參閱學刊網站

說明（http://www.cjpsy.com/faq_tw.php?id=2397）。 

3. 本刊將收取論文刊登費，每篇論文新台幣 3000元整，繳費方式將於稿件接

受後另行專函通知。此規定適用於 109年 11月 1日後投稿並獲通知接受

者。 

4. 將最終版的論文以WORD檔及 PDF檔寄至學刊信箱

（cjpsy2007@gmail.com），本刊將根據此一最後版本進行排版與校對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