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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藝術學刊》徵稿辦法 

                              

壹、發行宗旨及徵稿範圍 

一、本學刊為藝術學術論文專刊，旨在提昇藝術學術研究之風氣，本學刊每年

出版兩期，園地公開。所收學術論文分為「視覺藝術領域」與「音樂藝術

領域」兩部份，刊載以下稿件，歡迎海內外學界人士賜稿： 

(一)「視覺藝術領域」包含藝術史、視覺文化、藝術理論、藝術評論、藝

術教育、藝術治療、媒體藝術、應用藝術、視覺創作論述等研究之學

術專文。 

(二)「音樂藝術領域」包含音樂演奏、音樂教育、音樂學、音樂理論、音

樂治療、應用音樂、音樂行銷管理等之學術論文。 

 

貳、投稿須知 

一、稿則 

(一) 來稿以未發表者為限（會議論文請確認未參與該會議後經審查通過所

出版之正式論文集者）。凡發現一稿兩投者，一律不予刊登。 

(二) 稿件內涉及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篇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同

意，或出版者書面同意。本學刊不負版權責任。 

(三) 來稿經本學刊接受刊登後，作者同意將著作財產權讓與本學刊，作者

享有著作人格權；日後除作者本人將其個人著作集結出版外，凡任何人

任何目的之重製、轉載(包括網路)、翻譯等皆須事先徵得本學刊同意，

始得為之。 

(四) 來稿請勿發生侵害第三人權利之情事。發表人須簽具聲明書，如有抄

襲、重製或侵害等情形發生時，概由投稿者負擔法律責任，與本學刊無

關。 

(五) 本學刊編輯對擬刊登之文稿有權做編輯上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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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凡論文經採用刊登者，每一撰稿人致送本學刊一本、抽印本十份(或附

贈光碟一片)，不另致酬。 

二、審查與退稿 

(一) 文責 

來稿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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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投稿。來稿不得抄襲，若經檢舉屬實者，

文責自負。 

(二) 審查原則 

合於投稿須知之來稿均須提審查，初審由期刊編輯委員會議密送專家

學者匿名審查，並採迴避原則，審查採雙匿名制，文稿中請避免留下

作者相關資訊，以利審查作業。 

(三) 審查等級 

初審結果分三等級：1.通過，照原文刊登；2.條件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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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審查意見 

審查意見由主編打字後，函覆各作者。 

(五) 編輯委員會得就審查意見綜合討論議決，要求撰稿人對其稿件作適

當之修訂。本學刊責任校對亦得根據「撰稿格式」作適當之校正。 

(六) 來稿未獲刊登，一律密退。本學刊將通知作者，但不退還文稿，請

作者於投稿前自行留存底稿。 

 

三、文稿內容與稿件格式 

 「視覺藝術領域」內容請使用最新版 APA 格式。 

 「音樂藝術領域」 除本刊特殊規定之外，請依最新版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或 APA 論文撰寫格式。 

(一)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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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稿請使用以電腦打字印出的稿件。請避免用特殊字體及複雜編輯方式，

並請詳細註明使用軟體名稱及版本。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12 號字，

中文以細明體 12 號字打在 A4 紙上，並以 Word 原始格式（上下留 2.54 

公分，左右各 3.17 公分）與隔行打字排版（請勿做任何特殊排版，以

一般文字檔儲存即可）。 

 (二)字數 

來稿每篇中文以三萬字為上限，英文以一萬五千字為上限，排版後(含

圖表)以不超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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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來稿首頁、次頁格式 

1.首頁 

 首頁之內容皆中英文並列。 

(1) 論文題目 

(2) 作者姓名（若有共同作者，請以三位以內為原則）：請以中英文

真實姓名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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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任職機構(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含中英文機構名稱、單位名稱及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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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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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以不超過5個為原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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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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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頭）。 

5.引文、附註、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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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領域」之引文、附註、參考文獻的格式請以最新版之APA

格式撰寫。中文部份APA無以規範的部份，請參照本校視覺藝術學系

之網路資料。 

「音樂藝術領域」引文、附註、參考文獻的格式請依最新版之Chicago 

Manual of Style或APA格式撰寫。中文部份Chicago或APA無以規範的

部份，請參照本校音樂學系之網路資料。 

6.圖、表、譜例 

「視覺藝術領域」之圖說資訊依序為：作者（作品年代）。〔作品名

稱〕。媒材。尺寸。收藏資訊。引用來源。授權說明。 

「音樂藝術領域」 

(1)圖說(黑白印刷) 

附圖應求清晰，圖說置於圖下，置左，標示圖數，如圖1.，圖2.。

附圖如為藝術作品圖說依序為：a.作者名b.標題c.年代d.媒材e.尺寸

（長×寬×高）f.收藏地點。圖說完畢與下一列空一行。 

(2)表說(黑白印刷) 

表說與上一列空一行，置於表上，置左，標示表數，如：表1.，表

2.。 

(3)譜例(黑白印刷) 

譜例與上一列空一行，置於上，置左，標示譜例數，如：譜例1.，

譜例2.。 

參、文責及版權 

一、 原創性與投稿聲明 

    投稿者請簽聲明書(請見附件1)。投稿本學刊之論文，其文責由作者自

行負責，稿件請勿一稿二投，若有抄襲、侵犯他人著作財產權之糾

紛，悉由作者自行負責。 

二、 本學刊刊登時之校對一律由作者自行校對，出版後如有任何謬誤，由

原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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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著作授權 

        投稿者請簽授權書(請見附件2)。經本學刊刊登之論文，作者均須填具

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

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路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列印、瀏覽

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之需求，酌

作格式之修改。 

 

 

肆、撤搞 

投稿者撤稿之要求，需以書面（掛號交寄）提出。 

伍、文稿交寄 

    一、文稿交寄時間: 本學刊採隨到隨審，來稿請於 109 年 9 月 30 日前寄達

本校音樂學系。 

二、稿件之本文限中文或英文，來稿（包括文件稿三份、姓名資料(另紙書

寫)及前述內容之電子檔）請寄：  

 

「音樂藝術領域」來稿（文稿三份連同光碟片）請寄： 

臺北市愛國西路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 

《藝術學刊》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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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Arts 

INFORMATION FOR CONTRIBUTORS 

      

    The Journal of Arts (JA) welcomes submissions on a broad range of subjects 

within the disciplines of arts. JA publishes two issues annually in May and November, 

with essential interests in visual and musical arts respectively. Articles in Visual Arts 

focus on art history, visual culture, art theory, art criticism, art education, art therapy, 

media art, art creation statement, etc. Articles in Musical Arts features music 

performance, music education, musicology, music theory, music therapy, applied music, 

music management, etc. Authors are urged to make sure their manuscript submissions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SUBMISSION GUIDELINES： 

   Authors should prepare manuscripts using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fifth edition, (2001) for Visual Arts, AND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fifteenth edition (2003) or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ition, (2001) for Musical Arts. 

Manuscripts must include: 

  A cover letter identifying the author and providing contact information 

including mail  

address,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A statement declares that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neither published nor 

submitted for 

simultaneous consideration.  

  Three double-spaced (12 point font) paper copies and one CD-ROM 

(readable onWindows) copy of the article in Microsoft Word format 

(.doc, .docx only; no .pdf files).  

  A moderate length of 6000-15,000 words. 

  One-page abstract of 100 to 200 words with 3 to 5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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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eparate title page that includes the full nam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s ofauthors, a running head, author identification notes, and a list of 

three to five keywords or phrases that could be used in an electronic search.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and page number on the first page; successive pages 

should include page numbers and the running head. 

  No authors’ names, affiliations, and identification notes on any other than 

the titlepage. 

 Copies of figures, tables, illustrations, and musical examples as separate PDF, 

TIF, orJPEG files of publication quality (300 dpi, 4 x 6 inches). Images files 

for submission for review should be between 50-100K and 72 dpi 

(resolution). Maximum dimensions  

are 800w×600h pixels for landscapes and 600w×800h pixels for portraits. Use 

brief captions and provide full credits for each image. Upon acceptance of the 

article, authors must complete release forms for text and images.  

 

Manuscripts in Visual Arts should be sent to (before December 31):  

Journal of Arts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University of Taipei  

No.1, Ai-Guo West Road, Taipei, 10048 Taiwan (R.O.C.). 

Manuscripts in Musical Arts should be sent to (before September 30, 2020):  

Journal of Arts 

Department of Music 

University of Taipei  

No.1, Ai-Guo West Road, Taipei,10048 Taiwan (R.O.C.). 

 

REVIEW PROCESS： 

   Blind review will be conducted twice a year for Visual Arts and 

Musical Arts. All submissions are peer-reviewed by at least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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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academic reviewers. In case of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a 

fourth reviewer will be used to ensure the justice. The editors will forward 

the referee’s evaluations (anonymously) along with their decisions. Should 

an article be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authors will be requested to prepare 

manuscripts for editing using formatting guideline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utlined above. Instructions will be included with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COPYRIGHT ISSUES： 

    JA requires that authors assign their copyright to the journal once an article has 

been accepted. We cannot consider articles that are under review with other 

publications or publishers in any form, nor will we grant permission to reprint an article 

in a book within a year of publication in JA. Authors are responsible for securing 

permission for reprinting copyrighted material quoted or otherwise used in their work. 

   All inquiries about JA’s content and editorial policies may be made to the editors at 

art@utaipei.edu.tw (Visual Arts) or music@utaipei.edu.tw (Musical Arts), OR at the 

editorial mailing address listed above.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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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藝術學刊 

投稿者聲明及著作授權書  

著作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茲聲明本稿件為授權人自行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著作權，且未曾以任

何形式正式出版，如有聲明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授權人同意將上述著作無償授權予臺北市立大學及本校認可之其他資料

庫，得不限時間、地域與次數，以紙本、微縮、光碟或其他數位化方式

重製、典藏、發行或上網，提供讀者基於個人非營利性質及教育目的之

檢索、瀏覽、列印或下載，以利學術資訊交流。另為符合典藏及網路服

務之需求，被授權單位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三、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北市立大學 

 

授權人  簽名：【                       】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1.本授權書請作者務必親筆簽名；如為合著，每位作者應分開簽名。 

2.本授權同意書填妥後請逕擲刊物編輯者。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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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藝術學刊》   投 稿 者 資 料 表 

投稿日期    年   月   日 投 稿 序 號            （免填） 

字  數  語 文 類 別 □ 中文       □ 英文  

論 文 

名 稱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及 職 稱（全銜） 

第一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共作者 A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共作者 B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通訊 

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TEL：（H）                  （O）                  FAX： 

e-mail：                                手機： 

 通訊處：（郵遞區號□□□）                                           

論文類別 
□ A、視覺藝術領域                        □ B、音樂藝術領域    

˙ 撰寫格式一律採用最新版 APA 或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論文 

遞送方式 

□ 論文文件稿三份紙本及電子檔光碟 

□ 投稿者資料表 

 □ 投稿者聲明及著作授權書 

作者簽章：                                                年      月     日  

（1.如有兩位以上作者，每位作者均需簽名；2.投稿者保證所投稿件為尚未公開發表之原創性論著。） 

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路一號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藝術學刊》編輯委員會 

『視覺藝術領域』請寄至視覺藝術學系         電話：02-23113040#6112/6113 

『音樂藝術領域』請寄至音樂學系             電話：02-23113040#6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