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投稿須知

一、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以下簡稱本刊）秉持學術規範與同儕評閱精神，舉凡圖書館學、資訊
科學與科技、書業與出版研究等，以及符合圖書資訊學應用發展之教學科技與資訊傳播論
述。均所歡迎，惟恕不刊登非本人著作之全譯稿。

二、 本刊為不向投稿者及作者收取文章處理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之開放取用期刊，
且採雙盲同儕評閱審查制度，現由淡江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和覺
生紀念圖書館合作策劃編輯，一年共出版三期（3月、7月、11月）。

三、 賜稿須為作者本人之首次發表，且未曾部分或全部刊登（或現未投稿）於國內外其他刊物，
亦未於網路上公開傳播。此外，保證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損及學術倫理之情事。

四、 文章刊載內容之文責由作者自負，作者應對文章所有內容之準確性負責。文章刊載內容及出
版並不代表本刊立場，本刊將在能力範圍內致力確保刊載內容之準確性。來稿內容所引用之
文獻資料須註明出處，採用他人照片、圖表、數據等著作權及所有權問題，作者應先取得書
面授權。

五、 作者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本刊收錄後，即授權本刊、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淡江大學資
訊與圖書館學系，為學術與教學等非營利使用，進行重製、公開傳輸或其他為發行目的之利用。

六、 作者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本刊收錄後，無償授權本刊以開放取用（Open Access）以及非專
屬授權之方式，再授權予國家圖書館用於「遠距圖書服務系統」（Remote Electronic Access/
Delivery System，簡稱READncl System）或再授權予其他資料庫業者收錄於各該資料庫中，
並得為重製、公開傳輸、授權使用者下載、列印等行為。為符合資料庫之需求，並得進行格
式之變更。

七、 本刊作者仍保有刊登文章之著作權。除此之外，讀者可採用CC創用4.0國際CC BY-NC（姓
名標示 -非商業性）之方式使用本刊文章。

八、 賜稿中英文不拘。本刊收錄稿件之字數說明：
⑴ 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s）字數中文以二萬字、英文為6,000至12,000字內為宜，賜稿應
以呈現 IMRAD格式為佳。

⑵ 短文論述（Brief Communications）中文須不少於4,000字，英文則約3,000字。
⑶ 回顧評論（Review Articles）、觀察報告（Observation Reports）、書評（Book Review）中文字
數約為8,000字以上，英文則為4,000字以上。

⑷ 給主編的信（Letters to the Editor）則以評論與回應本刊所登文稿或揭示新進重要著作與發
現為旨趣，中英文均以1,500字為度。

九、 圖書資訊學域因具科際整合之實，為尊重人文社會學研究之差異性，故採芝加哥Note格式
（Chicago-Turabian Style）或美國心理學會Author-date格式（APA format），敬請擇一遵守。賜
稿註釋或參考資料格式務請明確詳實，相關引文格式來函備索或參見本刊網頁。

十、 中文投稿內容應包括中英文題名、中英文摘要（三百字以內為原則）、中英文關鍵詞（各6個
以內）、圖與表合計不超過16個、附錄不超過5個為原則，並請附作者中英文之姓名、職銜、
服務機關與所屬部門、電子郵址。若為非中文投稿者，可僅提供上述各項英文資訊。

十一、 賜稿為多人共同著作時，請以排序第一作者為「最主要作者」；並得指定同一人或另一人為
稿件聯繫與學術交流之「通訊作者」及作者群之順序。若為學位論文或會議論文改寫，刊登
時需於文章首頁附註說明。

十二、 本刊實施稿件雙盲同儕評閱制度，作者於本刊要求稿件修訂期限內，務必完成修訂稿回
擲，逾期者將被視為退稿；逾期修訂稿可視同新遞稿件，由本刊重啟初始評閱流程。

十三、 為提高刊登稿件之英文可讀性，中文賜稿獲本刊通知接受將予刊登之時，必須再行繳交
1,200字至1,500字之英文摘錄（English Summary）含適當引註以及「捷點」（InSight Point）導
讀簡報，並檢附專業學術英文編修證明，始予刊登。作者必須信實對應本文，精簡呈現中
文稿件所刊載之English Summary與捷點（InSight Point），並負起相關文責，俾利外語讀者
之參考與引用。

十四、 本刊編輯端保有文字修正與潤稿之權力，並為您提供English Summary末之中文引用文獻的
羅馬拼音暨翻譯服務，以利部份西文專業資料庫之引文索引建檔與中文辨讀之需求。此羅
馬化作業屬權宜措施，不可取代原有正式之引文規範。

十五、 本刊接受書評專文，亦歡迎書評書籍之推薦，相關細節請洽本刊編輯（joemls@mail2.tku.edu.tw）。
十六、 賜稿刊登恕無稿酬，惟僅贈該期紙本一份予通訊作者。作者亦可透過本刊網頁之Open 

Access機制取得PDF版全文。
十七、 賜稿請利用本刊ScholarOne投稿評閱系統（https://mc.manuscriptcentral.com/joemls）俾

利作業處理與完整建檔。特殊情況，得將全文Word或RTF格式檔案寄至本刊電子信箱
（joemls@mail2.tku.edu.tw）。

http://joemls.tku.edu.tw



JoEMLS 編輯政策
本刊係採開放存取（Open Access）與商業資料庫付費途徑，雙軌發行之國際學
術期刊，兼具電子版與紙本之平行出版模式。本刊除秉持學術規範與同儕評閱
精神外，亦積極邁向 InfoLibrary寓意之學域整合與資訊數位化理念，以反映當
代圖書資訊學研究趨勢、圖書館典藏內容與應用服務為本；且以探討國內外相
關學術領域之理論與實務發展，包括圖書館學、資訊科學與科技、書業與出版
研究等，並旁及符合圖書資訊應用發展之教學科技與資訊傳播論述。

開放取用政策

在作者授權之基礎下，讀者可經由本刊網站立即取得本刊全文資料。本刊遵從
DOAJ對於開放取用（Open Access）的定義以及布達佩斯宣言。讀者無須註冊即
可閱讀本刊內容，本刊亦不向投稿者及作者收取文章處理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

典藏政策

JoEMLS向來以「綠色期刊出版者」（Green Publisher / Journal）自居，同意且鼓
勵作者將自己投稿至JoEMLS之稿件，不論同儕評閱修訂稿與否，都能自行善
加利用處理，但希望有若干限制：
⑴勿將已刊登之修訂稿（post-print）再自行轉為營利目的之使用；
⑵典藏版以期刊排印之PDF檔為首選；
⑶任何稿件之典藏版本皆須註明其與JoEMLS之關係或出版後之卷期出處。

JoEMLS Editorial Policy
The JoEMLS is an Open Access (OA) Dual, double-blind reviewed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journal dedicated to making accessible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across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 Library-related disciplines.  The JoEMLS invites manuscripts 
for a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 library audience that report empirical,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search with implications for librarianship or that explor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the field.  Peer-reviewed articles are devoted to studies 
regarding the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T, the book trade and 
publishing.  Subjects on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ertaining to librarianship are also appreciated.  The JoEMLS encourages 
interdisciplinary authorship because, although library science is a distinct discipline, it 
is in the mainstream of information science leading to the future of InfoLibrary.

Open Access Policy
With author’s authorization, readers can immediately obtain full texts for free online 
via our journal website.  We comply with the DOAJ definition on Open Access, and 
the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 which means we allow and provide.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for readers to register to read the contents of JoEMLS, and 
JoEMLS does not charge 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APC) to contributors and authors.

Archiving Policy
The JoEMLS, as a role of “OA green publisher/journal,” provides free access onlined 
to all articles and utilizes a form of licensing, similar to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that puts minimal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JoEMLS’s articles.  The minimal 
restrictions here in the JoEMLS are:
(1) authors can archive both preprint and postprint version, the latter must be on a

non-commercial base;
(2) publisher's PDF version is the most recommend if self-archiving for postprint is 

applicable; and 
(3) published source must be acknowledged with citation.

http://joemls.tku.edu.tw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學術出版倫理聲明
Version 3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以下稱本刊）秉持學術規範與同儕評閱精神，重視投
稿論文的嚴謹度外，亦重視學術與出版倫理。JoEMLS網站上的所有資訊都遵循
學術出版透明度和最佳實踐原則（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Best Practice in 
Scholarly Publishing）中的描述指南。
無論中、英文稿件，作者於投稿前即需確認文中主要論述、研究發現與結論建

議等，皆有其原創性並符合學術引用規範之要求。投稿至本刊之所有稿件均使用
Turnitin系統進行內容相似度比對。本刊所收錄稿件必須滿足未曾於紙本或網路電
子形式媒體上之公開發表，且投稿同時需提供保證與授權書，保證論文沒有一稿多
投，內容亦絕無涉及任何抄襲型態與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研究論文經本刊雙匿
名送審且獲接受建議後刊登全文，惟作者仍須對論文正確性與嚴謹性負責。

本刊另將於取得作者、審稿者之同意後，對相關作者回應與同儕評論內容另作
揭露。如本刊「投稿須知」所示：本刊作者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本刊收錄後，無償
授權本刊以開放取用（Open Access）以及非專屬授權之方式，再授權予其他資料
庫業者收錄於各該資料庫中，並得為重製、公開傳輸、授權使用者下載、列印等行
為；以及為符合資料庫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除上述基本規範之外，茲針對總主編（Chief Editor）與執行編輯（Executive 
Editor）、評閱者、投稿論文作者等不同職務角色應具之出版倫理，參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建議，分述有關責任，以及判斷處置危害倫理行徑如下：

一、 總主編與執行編輯責任
1. 務求公平並客觀的評估投稿論文，不受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
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而影響投稿人權益。

2. 評估投稿論文時僅依照其學術價值判斷，不作學派、學院、商業影響力上之
考量。

3. 給予投稿者適當管道表達意見，並遵循適當處理程序。
4. 注意任何潛在的利益迴避問題（包括財務、學術合作方面或其他存在於來稿
作者、評閱者與編輯團隊之間的利害關係）。

5. 確實參考編務諮詢委員之意見，並依論文領域與投稿人研究背景推薦匿名外
審委員，須迴避與作者有直接關係的評審，務求審慎客觀評閱稿件，提供作
者建設性建議。

6. 依循適當審查程序主審投稿論文，綜合外審評審意見並客觀審查本文後提供
作者相關修稿建議，審慎客觀地依論文品質決定予以退稿或者已達刊登標
準。

7. 本刊總主編有相對權利與義務依COPE所揭示精神，處理違反學術倫理之稿
件。

8. 為接受刊登論文擔任最後把關，綜合所有相關評閱者與領域主編意見，以確
認刊登論文品質。

二、 評閱者責任
1. 即時並公正、客觀地評閱來稿，並務必確認接受刊登之論文可增進教育資料
與圖書館學品質。

2. 對於來稿論文內容須予以保密，且銷毀審查過程中所產生之文件。
http://joemls.tku.edu.tw



3. 當發現所評閱之稿件與其他已刊登論文內容相似時，應提醒本刊總主編或執
行編輯，並作建議適當之處置方式。

三、 作者責任
1. 保證稿件目前只有投稿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絕無同時投稿其他期刊或刻正
進行評閱程序中，且論文未在其他刊物與媒體公開發表過。如投稿稿件為會
議論文或學位論文改寫者，另見本刊「投稿須知」之規定。

2. 投稿論文為本人之著作，其他共同作者亦參與論文撰寫且有實質貢獻，論文
絕無抄襲之情事，資料精確且來源可信，為學術研究之原創論文。

3. 如發現投稿論文有錯誤時，應立即主動通知本刊總主編或編輯團隊。
4. 相關學術與出版倫理事項，另見本刊「投稿須知」之規定。

四、 判斷與處置危害倫理行徑
1. 無論本刊所委請之評閱者、總主編與執行編輯，或任何編輯團隊成員，於任
何時間發現作者有違反學術倫理之失允行為時，皆應提醒本刊總主編或編務
諮詢委員會迅做處理。

2. 行為失允之準則應包含但並不限於上述倫理聲明。
3. 凡知曉任何違反學術倫理行徑，總主編與執行編輯應蒐集足夠之訊息與證
據，展開調查與討論。所有指控皆應被認真對待，並以同樣標準處理，直至
達成適當決策或結論為止。

㈠ 調查方式
⑴ 總主編應決定初步調查方針，並於適當時機尋求執行編輯與編務諮詢委
員會成員之建議。

⑵ 應在不驚動非相關人士之前提下蒐集足夠適切證據。
⑶ 召開編務諮詢委員會進行討論後達成決議，並請作者提出說明。

㈡ 處分方式
針對違反學術倫理之情節輕重，已投稿論文將與退稿並撤除，相關撤除之情

境，則參據Elsevier政策分為文章撤回（Withdrawal）、文章撤銷（Retraction）、
文章移除（Removal）與文章置換（Replacement）等。1 並自以下處分項目中，採
行一項（含）以上之作業措施：

⑴ 該作者將於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留有相關紀錄，且將依情節輕重，評估
禁制投稿期限，或者未來無限期拒絕接受稿件投遞。

⑵ 可向觸犯倫理規範人士之所屬機構或校院辦公室寄發正式信函告知其行
徑與調查結果。

⑶ 於本刊公布其失允之事實。

1 相關說明另見邱炯友，「編者言：期刊稿件倫理爭議處理之思考」，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53卷，
2期（2016年春季號）：135-138。 http://joemls.tku.edu.tw



JoEMLS 註釋（Notes）暨參考文獻（References）
羅馬化英譯說明

2015年1月31日修訂

1. 本刊針對部分國外西文專業資料庫之引文索引建檔與中文辨讀之需求，凡屬中文
稿件之英文摘錄末，特別增列中文羅馬化拼音之「註釋」（或「參考文獻」）一式。

2. 作者（含團體作者）、機構名稱（出版者）、地名（出版地）：依事實與習慣為英譯，
如無法查證時，中國大陸地區作者以漢語拼音處理，台灣以威妥瑪拼音（Wade-
Giles system）處理。

3. 出版品、篇名：採用（登載於原刊名、篇名等之正式英譯）照錄原則；若原刊文
無英譯，則由本刊依漢語拼音音譯著錄之。
e.g. 南京大學學報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e.g. 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e.g. 玉山國家公園解說志工工作滿足之研究 Yushan National Park jieshuo zhigong

gongzuo manzu zhi yanjiu
e.g.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and Library Sciences

4. 混用狀況：地名、機構、人名與其他事實描述，交錯共同構成篇名之一部分時，
為避免冗長拼音難以辨讀，可將該名詞中之「地名、機構、人名」依事實與習慣
英譯，其餘字詞則由本刊補以漢語拼音處理。
e.g. 「中國科學院與湯姆森科技資訊集團聯手推出中國科學引文索引」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u Thomson Scientific Lianshou Tuichu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5. 本刊文章註釋（Notes）或參考文獻（References）羅馬化英譯規則，仍遵循Chicago
（Turabian）或APA之精神及原則，進行必要且相對應之編排處理。此羅馬化作業
屬權宜措施，不可取代原有正式之引文規範。

6. 羅馬化範例：
範例1－註釋（Notes）

林信成、陳瑩潔、游忠諺，「Wiki協作系統應用於數位典藏之內容加值與知
識匯集」，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43卷，3期（2006）：285-307。【Sinn-Cheng Lin,
Ying-Chieh Chen, and Chung-Yen Yu, “Application of Wiki Collaboration System for
Value Adding and Knowledge Aggregation in a Digital Archive Projec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43, no. 3 (2006): 285-307. (in Chinese)】
範例2－參考文獻（References）

林雯瑤、邱炯友（2012）。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四十年之書目計量分析。教
育資料與圖書館學，49(3)，297-314。【Lin, Wen-Yau Cathy, & Chiu, Jeong-Yeou
(2012). A bibliometric study of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1970-2010.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49(3), 297-314.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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