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分析》 徵稿簡約
一、 本刊為雙月刊，於二 OO 六年二月十五日創刊，訂定每年二、四、六、八、
十及十二月各出一刊。本刊為開放園地，歡迎國內外學者專家投稿，稿件主
題內容須與數據分析相關，但不限制作者任教學校、科系或服務機構。
二、 論文稿件以作者創作為原則，譯作或業務報告均不在考慮之列。以中文或英
文稿件為主。論文類別含研究論文、研究紀要及評論。
三、 中文稿件最長以一萬五千字為限，英文稿件以不超過二十頁為原則，依本學
會規定之論文撰稿格式撰寫，中文稿件橫式書寫（均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書
寫）；英文稿件須用間行打字。並須檢附下列資料：
 三百字以內之中、英文摘要各一份，含中、英文之關鍵詞各三至五個。
 作者姓名、學歷、現職、電子郵件信箱、通訊住址及電話（以上均含中 、
英文）。
 WORD 格式之電腦檔案一份及相同版本之列印論文書面稿一式二份。
 來稿一經刊登，本刊不另致稿酬。
 來稿經刊登後，其版權及著作權依出版法及著作權法之規定辦理。
 來稿一經刊登，文責由作者自負，並同意本刊為發行紙版及網路電子期刊
所必要之重製、散佈及公開傳輸；除作者自行出版外，本刊嚴禁一稿多投。
四 、審查
 論文稿件須經本刊編審會初審同意後收稿，採雙向匿名方式送審，審查結
果須達 總分 70 分以上，其中學術理論或實務應用價值不得 低於 20
分，且同時在兩位審查人中，均須勾選「推薦刊登」以上之選項，始考慮
刊載，稿件最終接受與否須經由主編及編審會決議。
 來稿如果兩位評審意見相左，將請第三位審查後，由編審會決定是否接受。
 來稿不論接受與否， 都將附上審查意見請投稿人參考修改。若經評議決定
退稿或修正後再審，投稿人如對審查意見持有異議，請於一個月內寄回本
刊，我們會轉交原審查人考量，並將最後結果通知投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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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 稿約格式說明
（一）段落標明方式
1.以中文撰寫者，段落標明方式如下：

壹、導論(字型14，與前段、後段距離設為自動，固定行高：20pt)
一、研究設計(字型12，與前段、後段距離為0.5列，固定行高：20pt)
(一)設計量表(字型12，固定行高：20pt)
1. 可信度(字型11，固定行高：18pt)
(1)
a.......
（a）.......
2. 以英文撰寫者，段標明方式如下：

INTRODUCTION
(字型14，與前段、後段距離設為自動，固定行高：20pt)
I. Research Design (字型12，與前段、後段距離為0.5列，固定行高：20pt)
1. Instrument (字型11，固定行高：18pt)

（二）註釋
1. 以中文撰寫者，附註於頁底。如下例：
假說Ⅱ：出現超常報酬的期間與出現成交量殘差為正值的期間無關。2
───────────────────────────────
2

在Crouch (1970) 及 (1980) 的實證研究發現，資訊不對稱期間的交易量異常
大時，成交量殘差與報酬率殘差值將成正值。此現象為Crouch (1970) 及
Morse (1980) 的實証研究所發現。

2. 以英文撰寫者，附註於頁底。如下例：
....However, it is easy to see that from the model setting, mathematically ,when both
inequalities in (13) hold strictly, it merely means that an investor is not allowed
to hold an asset long and short simultaneously.7
──────────

7

Stulz (1981,pp.927) states that "From first order conditions, it follows that both
inequalities can hold strictly only if the investor does not hold that asset,

（三）文獻引用
例1. 近年來有關這方面的探討逐漸受到重視，尤其在有關組織行為與人事管
理研究領域中「組織承諾」(Organization Commitment)是常被學者們提及
的重要概念之一(Steers, 1977；Mowday, et. al., 1982；O'Reilly & Chatman,
1986；黃國隆，1986)。
例2. Olson (1977) suggested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use price to infer product quality when judging an expensive product.

（四）圖、表之處理
1. 圖表置正文內。
2. 表的名稱置於表上方(表頭)，圖的名稱置於圖下方(圖尾)，並以國
字區分不同之圖、表。
3. 對圖表內容 (如表中之符號) 作簡要說明時，請置於圖表下方。

（五）參考文獻
請將中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按姓氏筆劃或字母順序排列。
1. 書籍
例1. 徐立忠，「老人問題與對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5年。
例2. Rokeach, M.,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例3. Peters .T. and Waterman, R.,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2. 期刊
例1. 賴士葆、林震岩，「跨組織資訊分享系統的最終使用者計算之管理建徑」，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58期，1988年2月，頁217-227。
例2. 吳欽杉，「訊息不對稱情況下新股承銷決策之探討」， 國立中山大學學
報，第4期，1987年，頁93-104。
例3. Shleifer, A., "Do Demand Curves for Stocks Slope Down?", Journal of finance, July 1986, pp.579-590.
例4. Liu, C. Y. and Bulfin, R.L., "Scheduling Open Shops with Unit Execution
Time Jobs to Minimize Functions of Due Dates", Operations Research, (364),
1988， pp.553-559.
例5. Jacquemin, A.P. and Barry, C.H., "Entropy Measure of Diversification and
Corporate Growth",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74), 1979, pp.

359-369.
3. 編輯書
例1. 林清山，「實驗設計基本原則」，收錄於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上冊，
楊國樞等（編），台北：東華書局，1978年，頁87-130。
例2. Cohen, P.R. and Feigenbaum, E.A., The Handboo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ol.3, Pitman, 1982.
4. 博、碩士論文
例1. 賴文彬，「製造業生產過琵成本與效率之分析」，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
例2. Doren, D. Stock Dividends, "Stock Splits and Future Earnings: Accounting
Relevance and Equity Market Respon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5.
5. 學術會議論文
例1. 黃英忠，「從前程發展的理念探討中老年人力的運用」，中老年人力運
用與企業發展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主辦，1990年6月30
日，頁117-125。
例2. 胡國強，吳欽杉，「企業推廣教育學員參與琵度及成效評估之分析」，
中華民國管理教育研討論文集，1988年10月4日，頁45-50。
例3. Hsu, George J.Y., "A New Algorithm of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Integrating the Constraint and NISE Method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anchester, England, August 1988, pp.29-30.
例4. Lin, T. and Liou, 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kill Requirement of
MIS Personnel",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Management. Kaohsiu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992,
pp.331-337.
6. 討論稿（Working Paper，Manuscript）
例1. 陳月霞，「台灣共同基金之投資期限及風險係數」，討論稿，國立中山
大學管理學院，1992年，no.C9201。
例2. Lin, N. P. and Krajewski L., "A Model for Master Production Scheduling in
Uncertain Environments", Working pap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0.
7. 英文中譯書
例：盧淵源譯，杉本辰夫著，「事業、營業、服務品質產制」，中興管理顧問
公司，1986年。
8. 其他
例1. 「慎選考試委員、健全考銓制度」，中國時報，1990年7月25日，11版。

《數據分析》 評審程序
一、來稿之評審由編輯委員及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擔任。
二、總編輯就來稿性質，諮詢各領域之編輯委員決定評審人。
三、來稿由兩位專家學者評審；每位評審於評審意見表上就研究主旨與架構、
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設計、資料收集、抽樣設計、分析方法…等）、文獻
探討與文字運用、學術或實務貢獻等陳述意見，並於下述四項勾選其中一
項：(1) 原稿不必修改，直接刊登
(2) 原稿須略加修改且對提出之問題有滿意答覆後再審
(3) 原稿須大幅修改後再審
(4) 原稿不宜採用（敬請說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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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項評審意見將函送投稿人，並說明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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