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視覺藝術論壇徵稿論文格式說明 

作者*  作者**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國內外學者、本校專兼任教師、學生來稿，稿件內容以
未曾在其他刊物發表過之有關視覺藝術的學術性或評論性論文為主。「視覺藝術論
壇」撰稿中英文皆可，每篇字數中文以一萬字，英文以八千字為原則（含註釋）。
圖版張數 20 張以內為原則（含表格）。本文、參考書目及註釋等格式請參照 APA

格式。為統一格式，來稿請務必參照本刊相關規定，格式不符合者，作者需自行
修訂。所有稿件一律請以本期刊所提供的範本檔案進行編輯與投稿。論文請附中
英文摘要（以不超過 500 字為原則），並需列出 5 個以內的關鍵字。（英文摘要請
自行負責翻譯）。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至多 5 個、明體 12 級（凸排 4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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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論壇徵稿論文格式說明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國內外學者、本校專兼任教師、學生來稿，稿件內容以
未曾在其他刊物發表過之有關視覺藝術與設計的學術性或評論性論文為主。「視覺
藝術論壇」撰稿中英文皆可，每篇字數中文以一萬字，英文以八千字為原則（含
註釋）。圖版張數 20 張以內為原則（含表格）。本文、參考書目及註釋等格式請參
照 APA 格式。為統一格式，來稿請務必參照本刊相關規定，格式不符合者，作者
需自行修訂。所有稿件一律請以本期刊所提供的範本檔案進行編輯與投稿。 

一一一一、、、、投稿格式投稿格式投稿格式投稿格式 

（（（（一一一一））））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本期刊採全文審稿制，依論文主題選擇校內外二位審查委員進行審稿。論文

格式以 APA 為限，中英文皆可，每篇字數中文以一萬字，英文以八千字為原則（含
註釋）。 

（（（（二二二二））））編序與字體規定編序與字體規定編序與字體規定編序與字體規定    
論文請用 19cm*26cm 直式撰寫，上邊界 3.5cm、下邊界 2.2cm，左右邊界 2cm。

論文各部分依序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內文（含圖、表、註解）、參考書目、附錄。
論文題目為明體 20 級、粗體、居中。文章章節之編序以壹、貳、參…為章（楷書
體 18 級、粗體、居中）。以一、二、三…為節（楷書體 16 級、粗體、齊左）。（一）、
（二）、（三）…為小節（明體 13 級、粗體、齊左）。小節以下依 1、2、3…層級標
示（明體 12 級、粗體、齊左）。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論文內文為明體
12 級，左右齊行。 



 

 

（（（（三三三三））））表格與圖表格與圖表格與圖表格與圖    
文字稿中之圖表請隨文插入適當位置。圖、表之編號不論中、英文一律以圖 1、

表 3 等阿拉伯數字體表示之。圖與表之標題、說明文字為楷書體 10 級。 

1. 表格編排方式表格編排方式表格編排方式表格編排方式 

表之標題、說明附於表上，齊左排列，惟文字超過一行時，齊左並適當凸排。
資料來源附於表下（齊左）。表之標題、說明文字為楷書體 10 級。 

表 1：學者對舒適的定義及詮釋表 

學者 年代 「舒適」的定義及詮釋 

Lueder 1983 舒適是一種主觀的經驗，且來自於生理與心理。 

Sagawa 1999 舒適是指受試者看到圖像時的心理感受。 

Yee 2001 舒適是貼心的要求，可以有很具體的表達及有實驗的數據。 

文馨英漢辭典 2004 Comfortable（中文：舒適）是指令人舒服的、覺得舒適的。 

陳俊東等 2009 舒適度是人類承擔特質用直覺來判別的訊息。 

Lambooij et al. 2009 舒適會因不同領域而使用不同的定義，但沒有絕對的定義。 

教育部修訂本 2011 舒適是指舒服安適；其相似詞為適意、舒服、舒坦、舒暢。 

（資料來源：出處作者，2013） 

 

2. 圖片圖片圖片圖片編排方式編排方式編排方式編排方式 

文章的圖彩色圖文的解析度以 300dpi 為準。圖之標題、說明及資料來源附於
圖下，居中排列，圖片較多者可左右並排排列。圖之標題、說明文字為楷書體 10

級。 

 
圖 1：圖作者，1995，作品名，材料，尺寸 270x400cm（圖片來源：出處作者） 

    



 

 

（（（（四四四四））））引文引文引文引文    
論文內文引文請使用楷書體 12 級，左右縮排 2 字元，範例文字如下。 

最早出現在麻布、絹帛上的繪畫，可能是出殯時張舉前導的旌幡，其性
質類似古文獻記載的銘旌。因此，可以推斷布質繪畫的產生要早於商代，
有了禦寒擋風的布料以後就可能注意到它可以進行繪畫了。 

（（（（五五五五））））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文章內有需加註解說明時，請於文字右上方標註腳，註解號碼請用阿拉伯數

字順次排列，數字設為上標，並於本頁下緣加註說明及標註出處，楷書體 10 級1。 

（（（（六六六六））））文獻引用規定文獻引用規定文獻引用規定文獻引用規定    
文獻引用格式請參照 APA 格式。所有稿件一律請以本期刊所提供的範本檔案

（word 檔）進行編輯與投稿。為統一格式，來稿請務必參照本刊相關規定，格式
不符合者，作者需自行修訂。文章中引用文獻有下列兩種不同的標註方法： 

1. 文章中要直接引用作者的姓名，請在其名字後直接加上該參考文獻的發
表年份；如：Eisner（2006）與 Grady（2006）支持研究方法學之多元論，
且主張藝術提供進入經驗形式之途徑，這些經驗形式是無法或難以透過
其他再現形式而獲得。 

2. 如果您是直接引用研究的結果或論點，而沒有在句子中提及作者的姓
名，請在該引用的字句後，標註上文獻的來源；如：大學中對藝術家之
教育涉及技術與哲學兩層面，然而…此將觸及廣泛之主題，包括哲學、
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科學與心理學等（Rosenberg，1983；劉豐榮，
2010）。 

 

                                                      

 

1 註解號碼請用阿拉伯數字排序。引註之文獻資料，若係重複出現，緊鄰出現則註明「同前註」之
後加註頁碼，若非緊鄰出現，則註明「同註○」之後加註頁碼。（作者，年代，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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