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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研究投稿須知藝術教育研究投稿須知藝術教育研究投稿須知藝術教育研究投稿須知 

1. 稿件交寄稿件交寄稿件交寄稿件交寄 

1.1. 投稿投稿投稿投稿 

稿件之本文限中文或英文，請打字影印四份，若經採用請再附 PC純文 

字檔或 PC Word檔磁片，郵寄藝術教育研究半年刊收。 

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溪洲街 23巷 23號 2樓 

電話：-886-2-29340876 

網址：hgm@tpts5.seed.net.tw 

1.2. 退稿退稿退稿退稿 

來稿如須退稿者，請於來稿時註明，否則一律不予退稿。 

1.3. 截稿日期截稿日期截稿日期截稿日期 

每年一月一日、七月一日。 
1.4. 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 

每年五月、十一月下旬。 
 

2. 稿件格式稿件格式稿件格式稿件格式 (writing style) 

2.1. 字體字體字體字體 

來稿請打字，標題與內文中文採新細明體 12號字（引文為楷體），每頁 31

行，每行 36字，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12號字，雙行距，每頁 31行。標題

字與內文皆由左緣開始直式橫排。  

2.2. 字數字數字數字數 

來稿每篇以二萬五千字為上限，排版後（含圖表）以不超過 40頁為原則，

凡人名、專有名詞等若為外文者，第一次出現時，請（）加註原文。 

2.3. 來稿首頁來稿首頁來稿首頁來稿首頁、、、、次頁格式次頁格式次頁格式次頁格式 

2.3.1. 首頁首頁首頁首頁 

 首頁之內容皆中英文並列。 

a.論文題目(title)， 中英文並列。 

b.作者姓名(author’s name)：請以真實姓名發表，中英文並列。作者一位以上

時，請在姓名之處及任職機構之前加註*、** 、*** 等對應符號。 

c.任職機構(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含機構名稱、單位名稱及職稱。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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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研究 
Research in Arts Education 
*袁汝儀 Ju-I Yuan   
** 陳瓊花 Jo Chiung-Hua Chen   
*** 陳秋瑾 Chiu-Jhin Chen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所 教授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教授 
***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視覺藝術研究所 教授  

 

2.3.2. 次頁次頁次頁次頁 

論文摘要(abstract)：中英文摘要各一，中文 300字以內，英文 200字以內，

皆不分段落；並在摘要之後列明關鍵詞（keyword），中文依筆畫序、英文依字母

序排列（以不超過 10個為原則）。 

2.4.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論文內容至少含 1.摘要 2.主文 3.參考文獻三部分，各另起一頁。 

 

3. 子目子目子目子目、、、、分段分段分段分段、、、、引文引文引文引文、、、、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3.1. 子目子目子目子目 

篇內各節，如子目繁多，請依各級子目次序標明，如：1.1，1.2，1.2.1……。 

3.2. 分段分段分段分段 

主文每段第一行前內縮兩格（按 Tab一次），每段第一個字以中文起頭（避免

阿拉伯數字或外文字）。 

3.3. 引文引文引文引文 

3.3.1. 直引原文直引原文直引原文直引原文(quotation) 

A.直引原文時，短文可直接引入正文，外加引號，引號後括號附註。 

例： 

 當今的畫廊品質取向到如何形成的﹖「品質決定了畫廊的風格，市場延續畫

廊的生命。」（劉煥獻，1983，58）是畫廊經營者判斷時最好的註腳。 

B.如所引原文超過打字後的四行，應另行抄錄，自成一段，每行均內縮三格，

不加引號，楷體，每段句點後附註。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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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治時期台灣風土之建立，因時代的不同而有有各種不同的看法，雖不

至於南轅北轍，但確實存有差異，例如： 
 

立石鐵臣觀看的眼光和上個世代的石川欽一郎完全不同。放棄文化主體與

客體之間的選擇掙扎，在台的風土扎根，成長於此風土，以無限接納的愛

心和喜悅關懷的眼光，覺風土之美成長於其中，創作出象徵健美的新台灣

之花。這多麼有自信，有力的說法。立石是三○年代後期以降的近代台灣

畫壇重要人物，拿任何同輩人物與他比較都顯得渺小。 （顏娟英，2000，

41） 
 

 

3.3.2. 摘要式或轉述式之意引原文摘要式或轉述式之意引原文摘要式或轉述式之意引原文摘要式或轉述式之意引原文(summary and paraphrase) 

 取其他著作（含他人之著作及作者本人之其他著作）之涵意，經整理後改寫

或濃縮，每段後亦須附註，註前加一「參」字，如：（參袁汝儀，1999，58-69），

細明體。 

3.3.3. 引註引註引註引註 

 A.若引文內已提及引文作者名，引註括號內只標記年代和頁碼，如:(1998，

18-19)。 

 B.若引文內未提及引文作者名，引註括號內標記作者、年代和頁碼，如: 

(Wilson，1998，18-19)。 

 C.引文、引註、與標點符號順序代表意涵如下表。 

 

 

表 1. 引文、引註、與標點符號順序代表意涵之規定 

順序 引文類型 呈現情形示意    **：引文  ○○：非引文 

引文 
+ 

引註 
+ 

標點符號 

直引文 
 

1.文首：「** 」（註）標點符號○○。 

例：「價值是由功能產生的」（王秀雄，2000，28），審美或藝術成就須依據

其扮演的功能性質……。 
2.文中：○○標點符號「** 」（註）標點符號○○。 

 例：……依風格的新鮮性與開創性來評價的，多以治風格史的美術史家居 

多。「價值是由功能產生的」（王秀雄，2000，28），審美或藝術成就須 

依據其扮演的功能性質……。 
 3.文末：○○標點符號「** 」（註）。 

 例：……藝術價值是工具性價值，如王秀雄在〈藝術的相對論：作品解釋與

價值判斷的新視界〉中所提的「價值是由功能產生的」（2000，28）。 
意引文 1.文首：** （註）標點符號○○。 

（當句） 例：鄉土藝術在殖民政權下有其特別的意義（參王淑津，1997），從殖民官

方的觀點而言，這不啻是……。  
 「直」：「** 」，** （註）標點符號○○。 

** 「** 」，（註）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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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地域色彩是日據時期的台灣美術理念」，鄉土藝術在殖民政權下有其特
別的意義（參王淑津，1997），從殖民官方的觀點而言，這不啻是……。 

 2.文中：○○，** （註）標點符號○○。 

 例：目前有多位學者針對鄉土藝術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認為在不同的時代

背景裡會有不同的定位，如王淑津認為鄉土藝術在殖民政權下有其特別
的意義（參 1997），因為從殖民官方的觀點而言，這不啻是……。 

 「直」：○○。** 「** 」** （註）標點符號○○。 

 例：目前有多位學者針對鄉土藝術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認為在不同的時代

背景裡會有不同的定位。「地域色彩是日據時期的台灣美術理念」，鄉土

藝術在殖民政權下有其特別的意義（參王淑津，1997），從殖民官方的

觀點而言，這不啻是……。 
 3.文末：○○。** （註）。 

 例：目前有多位學者針對鄉土藝術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認為在不同的時代

背景裡會有不同的定位。如：鄉土藝術在殖民政權下有其特別的意義（參

王淑津，1997）， 
  「直」：○○。** 「** 」（註）。 

        ○○。「** 」** （註）。 
 例：目前有多位學者針對鄉土藝術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認為在不同的時代

背景裡會有不同的定位。如：「地域色彩是日據時期的台灣美術理念」，
鄉土藝術在殖民政權下有其特別的意義（參王淑津，1997） 

引文 
+ 

標點符號 
+ 

引註 

意引文 
（多句） 

1.文首：** ，** 。（註）○○。 

例：美術史家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在其著作《視覺
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裡提及，一件藝術品具有自
然主題、約定俗成主題、和本質意義或內 涵等三層次。（參 Panofsky，

1982）其三層次的解釋法，帶給後人許多的……。 
 「直」：「** 」** 。（註）○○。 

** 「** 」。（註）○○。 

例：「所見即所得」是美術史家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
在其著作《視覺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裡提及，一
件藝術品具有自然主題、約定俗成主題、和本質意義或內涵等三層次的

第一層次。（參 Panofsky，1982）這樣的解釋法……。 
2.文中：○○。** ，** 。（註）○○。 

例：……這個問題很少人探究。在美術史的研究方面，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在其著作《視覺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裡提及，一件藝術品具有自然主題、定俗成主題、和本質

意義或內 涵等三層次。（參 Panofsky，1982）其三層次的解釋法，帶給

後人許多的……。 
 「直」：○○。** ，「**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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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這個問題很少人探究。在美術史的研究方面，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在其著作《視覺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裡提及，一件藝術品具有自然主題、約定俗成主題、和本

質意義或內 涵等三層次，最基本的第一層次「所見即所得」，其作品意
義就如你眼睛所看見的。（參 Panofsky，1982）此種解釋法，帶給後人

許多的……。 

3.文末：○○。** ，** 。 （註） 

例：……這個問題很少人探究。在美術史的研究方面，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在其著作《視覺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裡提及，一件藝術品具有自然主題、定俗成主題、和本質
意義或內涵等三層次。 （參 Panofsky，1982） 

「直」：○○。** ，「** 」。 （註） 

例：……這個問題很少人探究。在美術史的研究方面，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在其著作《視覺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裡提及，一件藝術品具有自然主題、定俗成主題、和本質
意義或內 涵等三層次，涉及最基本的第一層次「所見即所得」，其作品
意義就如你眼睛所看見的。 （參 Panofsky，1982） 

意引文 ** ，** 。 （註） 

（當段） 例：在美術史的研究方面，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在
其著作《視覺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裡提及，一件
藝術品具有自然主題、定俗成主題、和本質意義或內 涵等三層次。 （參

Panofsky，1982） 
 「直」：** ，「** 」，** ，「** 」** 。 （註） 

 例：在美術史的研究方面，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在
其著作《視覺藝術的意義》（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裡提及，一件
藝術品具有自然主題、定俗成主題、和本質意義或內 涵等三層次，涉
及最基本的第一層次「所見即所得」，其作品意義就如你眼睛所看見的，

和第二層次的「圖像誌」的意義是不相同的。 （參 Panofsky，1982） 

符號說明：** ＝引文；○○＝非引文；「直」＝意引文中含有直引文的意思 

註：為便於說明** ＝引文用楷體字；○○＝非引文用細明體。真正來稿格式之文

體請參考 3.3.1.和 3.3.2.。 

3.3.4. 引文有誤引文有誤引文有誤引文有誤 

 如果所引原文有誤植或錯字，引用時加 (sic)，意指原文是如此。 

3.4.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notes) 

 以下二種情況皆得附註。 

3.4.1. 來源註來源註來源註來源註 ( bibliographic notes) 

 「來源註」是指在文中引用他人之論述，含文字錄音、表格、與圖片等。 

3.4.2. 補述註補述註補述註補述註 (content notes) 

 「補述註」是指編輯於本文外，用以補充與本文論述內容相關之訊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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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述註如在一行以內者，直接在文中（）說明，如果超過一行者，標示註 1、註

2……。 

例 1： 

 台灣區各大學視覺藝術相關科系之課程設計，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

系的課程表（見頁 3的表 1、表 2）」（陳瓊花，1999，24），畢業之專門學分數……。 

 

例 2： 

 現代博物館除了具有教育的功能外，也具有休閒娛樂的用途（參見第二章第

一節的說明和各項博物館推廣活動的統計表）。部份的觀眾將博物館當成休閒的 
場所，他們參觀博物館是為了滿足社交的需求，在…… 

  

例 3： 

……，台灣藝術現代化的歷程中，美術館的設立具有催化的作用（註 1）， 

在展覽的分類上……。 

在主文後，引用文獻之前加附註如下。 

註 1 台灣第一個公立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成立於 1983 年 12 月，第一期的

展覽計有…… 

 

4. 引用文獻引用文獻引用文獻引用文獻 (references) 

論文之引用文獻寫法請依下列格式，若遇部份資料（如：版次、中譯本之作

者原文名）無法從引用文獻內取得，得註明（？）或略過。引用文獻依作者姓氏

排列，中、日文依筆畫多寡排列，西文（英、法、德…）依字母序排列；若中、

日、西文並列時，先中、日文，後西文。作者姓名：內縮兩格（按 Tab一次），

中西文皆先寫姓，西文逗點後為名子之簡寫；三位作者（含）以內每位皆具名，

超過三位作者時，以第一作者為代表，後加「等」，西文為 et al.；無作者時以編

者為名；無編者時以出版社為名。論文篇名或書名有副標題者，在主標題和副標

題間加「:」。投稿者請採出版前的草稿格式。 

 

4.1. 期刊期刊期刊期刊 

草稿參考文獻標示之順序：1.作者姓名 2.出版年 3.論文篇名 4.期刊名稱 5.

卷期 6.頁數。 

例： 

出版前的草稿格式(manuscript’s style) 出版後的格式(editorial style) 
林天佑（1996）。認識 APA 格式。教育資料與

研究，11期，53-61。 
林天佑（1996）。〈認識 APA 格式〉。《教育資料與

研究，11期》，53-61。 
賴明珠（2000）。日治時期的「地方色彩」理

念：以鹽月桃甫及石川欽一郎對「地方色彩」理念

的詮釋與影響為例。視覺藝術，4期，43-74。 

賴明珠（2000）。〈日治時期的「地方色彩」理念： 
以鹽月桃甫及石川欽一郎對「地方色彩」理念 
的詮釋與影響為例〉。《視覺藝術，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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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4。 

Collins, D. L. & Garoian, C. R. (1994). The 
Deep Creek school: Technology, ecology and the 
body as pedagogical alternatives in art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in Art Education, (14), 
15-34. 

Collins, D. L. & Garoian, C. R. (1994). The Deep  
Creek school: Technology, ecology and the  
body as pedagogical alternatives in art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in Art  
Education, (14), 15-34. 

Deutsch, F. M., Lussier, J. B., & Servis, L.J. 
(1993). Husbands at home: Predictors of paternal 
participation in childcare and housewor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1154-1166.  

Deutsch, F. M., Lussier, J. B., & Servis, L.J. (1993).  
Husbands at home: Predictors of paternal  
participation in childcare and housewor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1154-1166.  

Leider, P. (1978). Stella since 1970. Art in 
America, 66,120-130. 

Leider, P. (1978). Stella since 1970. Art in America,  
66,120-130. 

 

4.2. 圖書單行本圖書單行本圖書單行本圖書單行本（（（（含研討會論文集抽印本含研討會論文集抽印本含研討會論文集抽印本含研討會論文集抽印本）））） 

草稿參考文獻標示之順序：1.作者姓名 2.出版年 3.書名 4.版次 5.出版地 6.出

版社。  

例： 

出版前的草稿格式 出版後的格式 
丹青藝叢編委會（主編）（1989）。當代美學論

集（再版）。台北市：丹青圖書。 
丹青藝叢編委會（主編）（1989）。《當代美學論集》

（再版）。台北市：丹青圖書。 
王秀雄（1998）。藝術的相對論：作品解釋與

價值判斷的新視界（抽印本）。台北市：世紀末的

視覺藝術與歷史觀學術研討會。 

王秀雄（1998）。《藝術的相對論：作品解釋與價值 
判斷的新視界》（抽印本）。台北市：世紀末的

視覺藝術與歷史觀學術研討會。 
何容（總編）（1982）。重編國語辭典（六版）。

台北：商務印書館。 
何容（總編）（1982）。《重編國語辭典》（六版）。

台北：商務印書館。 
郭宜芬（2000）。台灣當前視覺藝術學術論文

格式之檢討。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視覺藝術研

究所碩士論文。 

郭宜芬（2000）。《台灣當前視覺藝術學術論文格式 
之檢討》。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視覺藝術

研究所碩士論文。 
學位論文撰寫格式標準（1995）。中國國家標

準 CNS135503。台北市：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學位論文撰寫格式標準（1995）。《中國國家標準 

CNS135503》。台北市：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Aronowitz, S. & Giroux, H. A. (1993). 

Postmodern education: Politics, cultural, & social 
criticism.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ronowitz, S. & Giroux, H. A. (1993). Postmodern  
education: Politics, cultural, & social criticism.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Gibaldi, J. (1995).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4th ed.).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ibaldi, J. (1995).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4th ed.).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Kaku, M. (1994). Hyperspace: A scientific 
odyssey through parallel universes, time warps, and 
the tenth dimension. New York: Oxford up. 

Kaku, M. (1994). Hyperspace: A scientific odyssey  
through parallel universes, time warps, and the  
tenth dimension. New York: Oxford up. 

 

4.3. 集合著作集合著作集合著作集合著作（（（（含研討會論文集含研討會論文集含研討會論文集含研討會論文集，，，，或多人著作之合集或多人著作之合集或多人著作之合集或多人著作之合集）））） 

草稿參考文獻標示之順序：1.作者姓名 2.出版年 3.論文篇名 4.編者 5.書名 

6.頁數 7.出版地 8.出版社。 

出版前的草稿格式 出版後的格式 
王哲雄（1999）。大地的建築師：捆包自然與

歷史的克里斯。王正華編。五十年來台灣美術教育

之回顧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17。台北：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王哲雄（1999）。〈大地的建築師：捆包自然與歷史

的克里斯〉。王正華編。《五十年來台灣美術教

育之回顧與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17。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Patraka, V. M. (1993). Split Britches in split 
britches: Performing history, vaudeville, and the 
everyday. In L. Hart and P. Phelan (Eds.), Acting out: 
Feminist performances (215-224)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atraka, V. M. (1993). Split Britches in split britches: 
Performing history, vaudeville, and the 
everyday. In L. Hart and P. Phelan (Eds.), Acting 
out: Feminist performances (215-224)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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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文翻譯書中文翻譯書中文翻譯書中文翻譯書 

 中文通式：翻譯者 譯（年代）。《中文書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  ISBN

原作者（年代）。原文書名，原文書版次。原文出版地：原文出版者。 

      英文通式：Translator Trans.(Date). English Book title (edition). Publication 

area:Publisher. ISBN. Original Book title(edition). Original 

Publication area: Original Publisher. 

      原作者、原文書名。原文出版地：原文出版社，全用原文標示。 

      無原文作者之原文姓名，方可使用中文譯名。 

      

例： 

出版前的草稿格式 出版後的格式 
劉增泉 譯（1996）。文化復興藝術觀。台北：

國立編譯館。ISBN：957-00-7091-90。Philippe, 
L.(1989).Ars memoriae: Image,estace,figure en Italie 
1250-1450. 

劉增泉 譯（1996）。《文化復興藝術觀》。台北：國

立編譯館。ISBN：957-00-7091-90。Philippe, 
L.(1989).Ars memoriae: Image,estace,figure en 
Italie 1250-1450. 

林淑琴 譯（1996）。藝聞錄：六、七 O年代

藝術對話。台北：遠流。Siegel,J.(1996).Discoure on 
the 60s and 70s。 

林淑琴 譯（1996）。《藝聞錄：六、七 O年代藝術

對話》。台北：遠流。Siegel,J.(1996).Discoure on 
the 60s and 70s。 

 
4.5. 電子媒體資料電子媒體資料電子媒體資料電子媒體資料 

4.5.1. 網站資料網站資料網站資料網站資料－－－－期刊部分期刊部分期刊部分期刊部分 

      中文通式：作者（年代）。〈標題〉。《刊名》，卷，期。出版地，出版者。

網址，網站名稱，（參考時間）。 

      英文通式：Author, FI. MI.（Date）.Article title. Journal title or periodical 

title,Volume,Issue. Publication area: Publisher. URL, Website, 

browse time. 

      網路資料包括了網頁、FTP、Gopher等，若是要作為引用資料必須詳細 

寫出正確的網址。若引用的資料屬於需要特殊的帳號和密碼才找到的資 

料時，盡量不要引用。 

若不知該文章製作年代，用參考時間取代。所用的網站資料，必須列印一 

份存檔。 

 例、 

出版前的草稿格式 出版後的格式 
張青峰（1998年 11月）。〈繪畫創作學導論－

繪畫創作課程結構與作品評量探微〉。國教月刊。

45卷，1期。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http://163.21.241.136/cgi-bin/to_nc13，中華民國期

刊論索引系統，（2001年 2月 16日）。 
 

張青峰（1998年 11月）。〈繪畫創作學導論－繪畫

創作課程結構與作品評量探微〉。《國教月

刊》。45卷，1期。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http://163.21.241.136/cgi-bin/to_nc13，中華民 

國期刊論索引系統，（2001年 2月 16日）。 
 

張青峰（1998年 11月）。〈繪畫創作學導論－

繪畫創作課程結構與作品評量探微〉。國教月刊。

45卷，1期。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http://www2.read.com.tw/cgi/nc13/o_nc13w?632c41

張青峰（1998年 11月）。〈繪畫創作學導論－繪畫

創作課程結構與作品評量探微〉。《國教月

刊》。45卷，1期。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http://www2.read.com.tw/cgi/nc13/o_nc13w?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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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832373031372c3136332e32312e3234312e31333
6，中華民國期刊論索引系統，（2001年 2月 16日）。 

 

2c41393832373031372c3136332e32312e32343
12e313336，中華民國期刊論索引系統，（2001
年 2月 16日）。 

 

 
4.5.2. 一般網路資料一般網路資料一般網路資料一般網路資料 

      中文通式：作者（年代）。〈標題〉。網址，網站名稱，（參考時間）。 

      英文通式：Title,(Date). URL, Web site, browse time. 

   例、 

  

出版前的草稿格式 出版後的格式 
  吳清山(2001年 2月 20日)。（歡歡喜喜做個 e世
代教育人—八十九學年度新生開學典禮祝詞）。 
http://www.tmtc.edu.tw/%7Epresident/letter/congratu
late.htm，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吳清山(2001年 2月 20日)。（歡歡喜喜做個 e世代

教育人—八十九學年度新生開學典禮祝詞）。 
http://www.tmtc.edu.tw/%7Epresident/letter/con 
gratulate.htm，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5. 圖圖圖圖(figures)與表與表與表與表(tables) 

5.1. 圖說圖說圖說圖說 

附圖清晰，圖說置於圖下，與文章左緣對齊，標示圖數，如圖 1，圖 2，…。

附圖如為藝術作品，圖說序為：1.作者名 2.標題 3.年代 4.媒材 5.尺寸（長×寬×高）

6.收藏地點。圖說完畢與下一列空一行。 

5.2. 表說表說表說表說 

表說與上一列空一行，置於表上，與文章左緣對齊，標示表數，如：表 1，

表 2，…。 

5.3. 版權版權版權版權 

引他人圖（含照片）、表，在投稿前應取得版權所有者之授權同意書。 

5.4. 印刷印刷印刷印刷 

 本刊所有圖、表以黑白印刷。 

 

6.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6.1. 文責文責文責文責 

來稿均為未曾公開發表之學術研究論文，研討會宣讀之論文，且不擬刊登於

研討會專輯中得投稿，來稿不得抄襲，若經檢舉屬實者，文責自負。 

6.2. 審查原則審查原則審查原則審查原則 

來稿均須經審查，初審由編輯小組密送專家學者匿名審查，並採迴避原則。 

6.3. 審查等級審查等級審查等級審查等級 

初審結果分三等級：1.通過，照原文刊登。2.通過，但須參納審核意見，由

作者修改後，通過複審，再行刊登。3.不通過。 

6.4. 審查結果審查結果審查結果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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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經兩位審查委員評為前二等級者，由該期編輯小組依審查結果及推薦等

級複審，擇 4-6篇先行刊登。 

6.5.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打字後，函覆各作者。 

 

7. 審稿原則審稿原則審稿原則審稿原則 

 研究內容充實見解創新，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對藝術教育界有實質

貢獻。 

 

8. 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8.1. 編輯委員編輯委員編輯委員編輯委員 

編輯委員由藝術教育學術研究者組成，每一學術單位以一人為原則。 

8.2. 編輯工作編輯工作編輯工作編輯工作 

編輯工作由當屆常務委員共同負責，每期由一人輪流當主編。 

8.3. 英文稿格式英文稿格式英文稿格式英文稿格式 

 英文來稿不須依此中文格式，可依最新版之 APA 或 MLA 手冊撰寫。 

8.4. 主編權責主編權責主編權責主編權責 

 主編有權就格式必要之更動。 

  

9. 版權版權版權版權 

9.1. 著作權著作權著作權著作權 

凡同意投稿「藝術教育」半年刊之一文，在著作人於其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將其中華民國之著作財產權全部無償讓與「藝術教育」半年刊，並授權本刊將著

作物及其所含資料，以任何語言及任何媒體表達之全球發行權利，包括期刊刊

登、本刊網站網際網路連結、光碟、以及主題式合集之發行。惟著作人保有下列

之權利：1.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與專利權。2.本著作之全部或部份著作人教學用

之重製權。3.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份用於著作人之書中或論文集中之使用

權。4.本著作用於著作人受雇機關內部分送之重製權或推銷用之使用權。5.本著

作及其所含資料之公開口述權。 

9.2. 原創性原創性原創性原創性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僅投稿「藝術教育」。如果本著

作之內容有使用他人已具著作權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所有者之書面同意，並

於本著作中註明其來源出處。著作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法之內容，且

未侵害他人之權利。 

10.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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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為公開之學術發表園地，編輯委員、常務委員、及顧問皆為義務職，行

政、編輯與印刷準備工作亦以節約為原則，來稿一律不付稿酬，若經採用者，贈

送該期 10本，審查人酌付審查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