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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民國 110年起，基金會延續一貫嚴謹態度，聚焦會計、審計、財務與稅務等主
題，鼓勵具有前瞻性、突破性、實務意涵的學術研究，促使研究成果更貼近科技發

展、新型態管理思維與經濟環境的變動，與時俱進。期許藉由鼓勵碩士生創作具深

度之論文等優質作品，提供閱覽數量及影響力顯著平台，讓優質作品得到產官學界

賞識，提升國內相關領域的學術水準與研究發展，承繼勤業會計師事務所創辦人宋

作楠先生業精於勤、培育賢才之鴻志。

【申請資格】

國內碩士班 112年度應屆畢業生（包括 EMBA），並經指導教授推薦者。
（投稿者可同時參加其他徵稿活動）

【論文主題範圍】

1. 會計審計及稅務相關議題
2. 會計師責任之相關議題
3. 臺灣會計師業面臨之挑戰
4. 資本市場結構與規範之相關議題
5. 企業併購相關議題
6. 金控公司或集團企業之相關議題
7. 企業風險管理相關議題
8. 企業內部控制相關議題
9. 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
10. 民間非營利組織相關議題
11.  大數據及人工智慧 (AI)、區塊鏈等科技在會計審計上之運用

財團法人宋作楠先生紀念教育基金會

一一二年度碩士論文獎主題範圍公告

　　「財團法人宋作楠先生紀念教育基金會」成立於民國75年，旨在培育會計、
審計、財務、稅務及資訊等管理領域人才。民國85年起設立「碩士論文獎」，期
望提攜優秀的學術後進、帶動學界相關領域研究，並縮短學術與實務間鴻溝。如

今，論文獎甄選已邁入廿七年，歷年（至110年止）獲獎論文與佳作共164篇，多
年來學術影響顯著，研究成果亦多面向應用於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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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獎甄選篇數及獎金】

1. 碩士「論文獎」2篇，每篇獎金新台幣十萬元整，「佳作」3篇，每篇獎金
新台幣二萬元整。

2. 碩士「論文獎」獲獎教授，每篇獎金新台幣五萬元整，共 2篇。
3. 每位得獎者及其指導教授將獲頒獎牌一座。

【報名辦法及時程】

• 報名方式：一律網路報名 http://review.management.ntu.edu.tw
• 報名截止時間：民國 112 年 8 月 31 日止
• 頒獎典禮：正確日期待定
• 論文規範及投稿說明：

(1) 論文全文：PDF檔，包含論文篇名，不需依據《臺大管理論叢》投稿格
式修改論文。整份論文中不得出現學校校名（含 LOGO或校徽等圖案）、
指導教授與參賽者姓名。

(2) 推薦函：PDF檔，推薦函老師簽名欄，如採用打字者，將視同教授本人
簽名。

(3) 封面頁：word 檔，包括論文篇名及作者通訊資料（沒有格式規定）。
(4) 投稿領域：上網投稿請依論文性質，選擇投稿論文領域。
(5) 投稿者若欲投稿其他獎項活動，亦可重複投稿，但投稿其他獎項活動若
有出版為期刊者，須通知本刊以便取消資格。

(6) 備註 : 本刊將為每篇論文進行論文之原創性比對。作者無需自行提供。
• 投稿費：不需繳交，未來榮獲「論文獎」者有資格依《臺大管理論叢》投稿
規則投稿。

【得獎論文審查說明】

• 「論文獎」得獎人投稿後需依據審查意見修改論文內容及格式，經本刊複審
審查，依據複審意見修改後刊登於《臺大管理論叢》。獲獎論文刊登於《臺

大管理論叢》者不得再轉投其他刊物。

【聯絡訊息】

電話：(02) 3366-1026 or 3366-5404
傳真：(02) 2363-5658
Mail：ntupmcenter@ntu.edu.tw
網頁：http://review.management.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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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Topic Call for Papers

2024前瞻會計與財務國際研討會

為促進會計與財務學者之間的互動，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臺大管理論叢》

與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會計評論》共同舉辦「2024前瞻會計與財務國際研討會」。
期盼透過多方交流為學術界與企業界引進新理論與新觀念，扮演產官學界知識創見

之平臺角色，本次會議將聚焦於會計、財務相關議題。歡迎學者先進惠賜會計、財

務理論及實務方面具有創見的研究論文。

【投稿類型及主題】

邀請學者投遞符合「2024前瞻會計與財務國際研討會」主題的原始研究論文；
不論理論、實證、或質化研究皆歡迎投稿。相關議題包括以下項目（但不限於此）：

• 財務報導實務之相關議題 
• 管理會計及管理控制之相關議題
• 審計實務之相關議題
• 會計資訊環境演變之相關議題
• 金融市場與投資之相關議題
• 企業財務與金融之相關議題
• 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議題
• 創新與新創事業管理控制系統之相關議題
• 績效評估與獎酬管理之相關議題
• 價值鏈風險管理之相關議題
• 會計及財務資訊系統之相關議題
• 大數據與金融科技之相關議題
• 公共年金績效評估與風險管理之相關議題
• 國內會計研究之回顧
• 會計教育之相關議題
• 稅務法規與實務之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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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塊鏈（Blockchain）與會計審計之相關議題
• 氣候風險管理與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 會計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
• 企業永續（ESG）會計報導與確信之相關議題
• 金融科技與物聯網之會計議題
•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會計專題

【研討會日期及地點】

• 研討會時間：2024年春季
• 研討會地址：國立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
 

【重要時程】

• 研討會日期：2024年春季

【線上投稿】

• 投稿網址：https://2024ntumr-jar.conf.tw/
• 註冊費新台幣 3,000元。

【研討會獎項】

• 傑出論文獎：共 2名，頒發獎金新臺幣 12,000元
• 編輯特選獎：共 2名，頒發獎金新臺幣 7,500元。
以上獲獎者有義務依照大會獲獎通知，將獲獎論文投稿至《臺大管理論叢》

或《會計評論》。

以上得獎獎金分兩次領取，頒獎日主辦單位支付獎金三分之一，複審審查

後論文如果被接受主辦單位再支付三分之二。

【專刊主編】（先依學校筆畫再依姓氏筆畫）

杜榮瑞教授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

王衍智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王泰昌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

李佳玲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林修葳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張文瀞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學系
戚務君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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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進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楊朝旭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

【投稿須知】

1. 請上傳 PDF檔原始研究論文，內文格式為 12字體大小及 1.5倍行距（包含
摘要、全文、參考文獻、圖表或附錄）。

2. 請刪除所有作者資訊，以保持匿名性原則。
3. 不限中英文論文投稿。
4. 投稿頁數以 15頁至 55頁為原則。
5. 大會將出版製作摘要內容之雲端版。
6. 投稿時請確認所有作者資料，勿於收到審查結果通知後更改。
7. 投稿論文經專刊主編群決議後，寄發審查結果通知函，各論文由專刊主編群
歸屬至《臺大管理論叢》或者《會計評論》進行後續投稿及複審審查。

【聯絡資訊】

《臺大管理論叢》

電話：+886-2-3366-1026
E-Mail:ntupmcenter@ntu.edu.tw
Website:https://review.management.ntu.edu.tw

《會計評論》

電話：+886-2-2939-3091*88540
E-Mail: jar@nccu.edu.tw
Website: http://jar.acct.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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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Frontiers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pecial Topic Call for Papers

To facilitate interactions among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cholars, NTU Management 
Review and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view will jointly hold the “2024 Frontiers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 a platform for innovative 
knowledge in industry, regulators, and academia, we aim to introduce new theories and 
concepts to the academic and business world through the cross-disciplinary interchange. 
This conference will focus on accounting- and finance-related topics. Scholars are 
welcome to present innovative research papers in accounting, financial concept and 
practice.

【Paper Scope and Research Topics】

Interested scholars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submit original manuscripts relevant to the 
topics of “2024 Frontiers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Conference”. Analytical, empirical, 
as well as qualitive research papers are all welcome. Possible research topic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	 Practices	of	Financial	Reports
•	 Manageria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Control
•	 Audit	Practices
•	 The	Changing	Accounting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s
•	 Corporate	Finance	and	Banking
•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Innovations	and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in	Startups
•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Reward	Management
•	 Value	Chain	Risk	Management
•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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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ig	Data	and	Financial	Technology
•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of	Public	Pension	Funds
•	 Reviews	of	Accounting	Research	in	Taiwan
•	 Accounting	Education
•	 Taxation	Laws	and	Practices
•	 Blockchain	and	Accounting	Audit
•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and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	 Accounting	Data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ESG	Accounting	Reporting	and	Conviction
•	 Accounting	in	FinTech	and	IoT
•	 Accounting	in	Government	and	NGOs

【Date and Location of Conference】

•	 Conference	Date:	Spring	2024.
•	 Conference	Location:	Dah	Hsian	Seetoo	Libra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chedule】

•	 Conference	Date:	Spring	2024.

【Online Submission】

•	 Submission	website:	https://2024ntumr-jar.conf.tw/
•	 Registration	fees:	3,000	NTD

【Conference Awards】

•	 Excellence Awards:	Two	winners	in	total,	each	will	receive	12,000	NTD.
•	 Editors’ Choice Awards:	Two	winners	in	total,	each	will	receive	7,500	NTD.

The winners are obligated to submit their papers with no submission fees to NTU 
Management Review or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vie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ward notice of the conference.
The above award money will be given in two parts, with one-third being given on 
the award date, and two-thirds being given after the prize paper passes the second 
review and is accepted by the organ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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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of Special Issues】(In Alphabetical Order)

• Professor Chang, Wen-Jing.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Professor	Chen,	Ming-Chin.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Professor	Chi,	Wu-Chun.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Professor	Duh,	Rong-Ruey.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Tunghai	University

•	 Professor	Lee,	Chia-Ling.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Professor	Lin,	Hsiou-Wei.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rofessor	Wang,	Tay-Chang.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rofessor	Wang,	Yan-Zhi. 
Department	of	Fina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rofessor	Young,	Chaur-Shiuh.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1. Please submit an original PDF-format research paper, font size 12point and line 
spacing	1.5	times	(including	the	abstract,	 the	full	 text,	references,	figures	or	ap-
pendices).

2. Please remove all author information before submitting the paper, sticking to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names hidden.

3. Submitted papers can be written either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4. The length of manuscripts should be between 15 and 55 pages.
5. The conference shall publish the abstract on the cloud.
6. Please verify all author information before submitting the paper, and do not 

change	it	after	receiving	the	review	result	notification.
7. After reviewing all the submitted papers, the editors of special issues will send out 

result	notifications,	and	after	being	assigned	to	either	NTU Management Review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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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Accounting Review, each paper can then be ready for subsequent sub-
missions and second review.

【Contact Information】

NTU Management Review
Tel:+886-2-3366-1026
E-Mail: ntupmcenter@ntu.edu.tw
Website: https://review.management.ntu.edu.tw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view
Tel: +886-2-2939-3091*88540
E-Mail: jar@nccu.edu.tw
Website: http://jar.acct.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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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大管理論叢》（以下簡稱本刊）每年 4月、8月及 12月定期出版。所有與
管理類學術論文或研究個案，並未曾刊登於其他期刊之國內外稿件，諸如企業管

理、行銷、資訊管理、人力資源、財務管理、國際金融、科技及策略管理、醫務

管理等，均歡迎賜稿。本刊相關學術活動或研討會徵稿均事先公告於網站及發佈

給讀者群及訂閱者。

二、 來稿經接受於本刊發表後，版權歸本刊所有，唯文責需由作者自負，如論文有利
益衝突之虞，投稿者亦請主動聲明或揭露相關資訊；亦請遵守研究補助機構之所

規定之相關辦法。

三、 經本刊刊載後，所有列名作者皆需簽署著作權授權書，無償授權臺大管理學院與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所建置的「國立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以及臺大管

理學院或該中心同意合作之單位，進行紙本暨電子期刊之編輯、重製、翻譯、公

開傳輸、收錄於資料庫等，提供使用者閱覽、下載與列印等，並授權該中心以紙

本暨電子出版品方式發行，以利學術交流。

四、 投稿之文章（含專題徵稿，宋作楠碩士論文獎徵稿除外）需先線上刷卡繳交稿件
處理費 NT$3,000。複審或接受刊登不再另收費用。本刊為黑白印刷，如果作者
因論文圖表呈現而要求彩色印刷出版，作者需自行負擔印刷費用。

五、 繳費後，如需索取收據電子檔，請登入本刊網站後，至「文件下載→收據下載」
處逕行下載收據電子檔。如需收據正本，請點選「索取收據正本」填寫資料，本

刊將另以掛號方式郵遞。

六、 投稿之論文以 15,000 字至 20,000字（含中英文摘要）為原則，質化研究內容可
例外，但是請不要偏離太多；請參考本刊投稿格式說明。本刊對撰寫格式謹保留

修繕權，以維持一致之編輯水準。自 2023年起，所有投稿論文，編輯室均先進
行「論文相似度比對」。

七、 來稿若符合本刊性質與形式規範，便委由各領域主編推薦評審進行雙向匿名審
查；綜合評審與領域主編之意見，以決定來稿刊登與否。本刊尊重投稿者、審查

人及訂閱者之相關個資，對於所有使用投審稿系統之個資均予以嚴密保護與控

管。

八、 凡學術貢獻不足、原創性不足或嚴謹性不足者本刊將予以退稿。為加速論文審查
與出版，請作者務必於接獲審查意見後的 4個月內完成論文修改，並寄回審查，
若未在上述期限內寄回審查，將不受理並視同退稿。如作者有特殊原因需延期，

請寫信至本刊編輯室，一篇稿件申請延期以一次為限。

九、 英文稿件投稿，請先經請英文之專業人士修改，並附上佐證資料（如：付款證明
或負責修改之專業人士出具書證明）。

十、 中文賜稿獲本刊通知【接近接受函】後，請依規定之格式將中文文獻逐一進行羅
馬化英譯（請參閱範例），並繳交 1,200-1,500字之 English Summary，English 
Summary Guideline請上網下載。再者，作者必須確實對應本文，精簡呈現其所
刊載之英文長摘，俾利外語讀者之參考與引用。經本刊核定後，始予發給接受函。

十一、 投稿期刊或論文獎時，請確定所有共同作者姓名，不宜於收到審查結果通知後
增刪更改作者名字。接受刊登之稿件，其論文排版後的校對由作者負責。論文

一經刊登，將致贈當期期刊一冊。

Submission Guideline /投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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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Guide /投稿格式

壹、稿件

一、 文稿排列順序依序為：封面頁、摘要頁（英文摘要在前）、正文（含圖表與
註解）、English Summary、參考文獻、附錄、英文版作者簡介。

二、 文稿請使用 A4大小電腦用紙打字完成，由左而右橫向排列，並註明頁碼於
頁尾置中處。中文字體請採用新細明體，英文則用 Times	New	Roman，內文
字級數建議為 12級，行間的距離為 18級。

三、 封面頁內容
（一） 英中文（英文在前）論文題目：若有副標題，正、副標題請以「：」區隔。
（二） 呈現所有作者的英中文姓名、服務單位。請以適當符號標示通訊作者

(Correspondence Author)，並呈現通訊作者的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及電子
郵件帳號，若無特別標示，將以第一作者為後續校對事務溝通之對象。

（三） 封面頁不需有頁碼。
（四） 致謝辭或科技部計畫編號請安排於封面頁尾，但出版時放於作者簡介。

四、 摘要頁內容
 摘要頁為正文之首頁，請提供中英文論文題目、摘要、關鍵字，其中中文摘

要以不超過 300字為限，英文摘要以不超過 200字為限，關鍵字至多以五個
為限。為維持匿名審查的嚴謹性，摘要頁請勿出現任何作者姓名。

貳、論文內容格式（出版時廠商排版字型將略有調整）

一、	正文章節標題之格式

 中文撰寫者：內文請採用 12級新細明體。

貳、文獻探討（16級粗黑新細明，置中）
一、忠誠度方案（14級粗體新細明）
（一）贈品宜多注意多樣性選擇（12級粗體新細明）
1. 獎酬商品中之比重（12級新細明）
(1)獎酬制度（12級新細明）

 英文撰寫者（含 English Summary格式）：內文請採用 12-pt	Times	New	Roman

2. Literature Review (16-pt bold Times New Roman, centered)
2.1 Budgetary Participation (14-pt bold Times New Roman)
2.1.1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12-pt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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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文引註

 內文引註應依中、英文稿之不同，遵循不同的格式要求。參考文獻與內文引

註資料需完全相符，內文引用過的文獻需出現在參考文獻中，兩者的作者姓

氏及年代也必須完全一致。請同時注意以下範例之字體、斜體、底線、全形

或半形之標點符號等規定。

（一） 正文中的引用文獻需含作者及出版年份，出版年份置於半形括號中，例如：
A (年度 )。若引用文獻有兩位作者，請用「與」或「and」字連接，例如：
A與 B (年度 ) 或 A and B (年度 )。若引用文獻有三人以上時，第一次引
註中文為 A、B與 C (年度 ) 而英文為 A, B, and C (年度 )；第二次引註中
文為 A等 (年度 ) 而英文為 A et al. (年度 )。
例： 洪榮華與雷雅淇 (2002) 認為台灣股票市場存在淨值市價比效應。
例： Bae and Levy (1990) 利用 Black and Scholes (1973) 的選擇權定價模式

評估承銷契約的價值。

例： 員工人格特質之內外控傾向衡量，共十二題，主要係採用吳靜吉、潘
養源與丁興祥 (1980) 之量表。

例： 吳靜吉等 (1980) 以員工內外控傾向之衡量係以內外控傾向量表為基礎。
例：	Hoy	and	Tarter	(2004)	generated	ten	principles	related	to	the	school	context.
例： Masterson, Lewis, Goldman, and Taylor (2000) suggested that procedural 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affected	variables	via	different	intervening	mechanisms.
例：	This	finding	conflicts	with	that	obtained	by	the	result	of	Masterson	et	al.	(2000).

（二） 引註的括號內包含參考文獻之作者與出版年份時，請以「逗號」連接，例
如：中文為（A與 B，年度）而英文為 (A and B, 年度 )。若文獻有三人或
以上時，第一次引註中文為（A、B與 C，年度）而英文為 (A, B, and C, 
年度 )。第二次引註中文為（A等，年度）而英文為 (A et al., 年度 )。
例： 企業吸收能力不足進而會阻礙企業的成長（曾真真與簡俊成，2010）。
例：	LTCM	was	very	successful	in	its	first	two	years	(Embrechts	and	Kluppelberg,	

1997).
例： 建立良好的內部機制，決定企業文化的發展（陳木在、陳錦村與陳進楠，

2003）。
例： 建立良好的內部機制，決定企業文化的發展（陳木在等，2003）。
例： Although early justice frameworks frequently focus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since	 the	early	1980s	 the	focus	has	shifted	 to	examinations	of	procedural	
justice	(Bauer,	Truxillo,	Sanchez,	Craig,	Ferrara,	and	Campi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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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Oblique rotation was used because the procedural justice rules are 
hypothesized as nonorthogonal (Bauer et al., 2001).

特殊說明 (1)：如果文內同時引用兩篇或以上同一年份且第一作者、第二
作者或之後順位作者依序部分相同但非完全相同的不同文獻時，為避免於

文內第二次引用時只列出第一位作者與年份，而造成縮寫相同的混淆情

況，故在此狀況下文內第二次引用時之縮寫可將後續順位作者列出至不會

產生混淆的情況再加上年份。例如文內同時引用下列兩篇文獻時：

 Marewski,	J.	N.,	Gaissmaier,	W.,	and	Gigerenzer,	G.	2010.	Good	judgments	
do	not	require	complex	cognition.	Cognitive Processing, 11: 103-121. 

 
	Marewski,	 J.	N.,	Gaissmaier,	W.,	 Schooler,	 L.	 J.,	Goldstein,	D.	G.,	 and	
Gigerenzer,	G.	2010.	From	 recognition	 to	decisions:	Extending	and	 testing	
recognition-based models for multi-alternative inference.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7: 287-309. 

 
第一次引用：

‧Marewski, Gaissmaier, and Gigerenzer (2010)或
　(Marewski, Gaissmaier, and Gigerenzer, 2010)
‧Marewski, Gaissmaier, Schooler, Goldstein, and Gigerenzer (2010)或
　(Marewski, Gaissmaier, Schooler, Goldstein, and Gigerenzer, 2010)
第二次引用：

‧Marewski, Gaissmaier, and Gigerenzer (2010)或
　(Marewski, Gaissmaier, and Gigerenzer, 2010)
‧Marewski, Gaissmaier, Schooler, et al. (2010)或
　(Marewski, Gaissmaier, Schooler, et al., 2010)

特殊說明 (2)：當參考文獻出現同一年份，且相同姓氏，但不同名字之作
者時，為避免於文內引用時只列出作者姓氏與年份，而造成縮寫相同的混

淆情況，因此，在本文文內引用時須寫明作者姓氏和名字起首字母縮寫。

例如在參考文獻中：

Li, D. 2010. Does auditor tenure affec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Further 
evid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9 (3): 226-241.
Li, S. 2010. Does mandatory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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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duce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Accounting Review, 85 (2): 607-636.

 在本文出現時，應分別為：

 Li, D. (2010) 或 (Li, D., 2010)
 Li, S. (2010) 或 (Li, S., 2010)
（三） 英文專有名詞字首請以大寫書寫並與縮寫之間用半形分號隔開。
 例：如馬可夫鏈蒙地卡羅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 方法。
（四） 括號內同時有多筆文獻時，中文引註內不同作者之間用全形分號隔開，相

同作者不同年代之文獻用全形逗號隔開；英文引註內不同作者之間用半形

分號加空格隔開，相同作者不同年代之文獻用半形逗號加空格隔開。

例： 進入模式的選擇對於企業後續的營運有極重大之影響 (Anderson and 
Gatignon,	1986;	Hill,	Hwang,	and	Kim,	1990)。

例： 醫療消費以病人治療或保健為直接目的，不同於一般消費且存在著太多
變數與不可預料之危險性（紀櫻珍、紀琍琍、吳振龍與黃松元，2006；
莊茂，2000；Reeder,	1972）。

例： 本研究依循 Kuemmerle	(1998,	1999)	的分析觀點。

三、註釋

註腳均置於頁底並以阿拉伯數字順序標明於註解詞句之右上角。註腳中若有

引註文獻，仍需按照內文中英文文獻引註格式，且確認該項引註列於參考文

獻資料中。

例：有不少同樣卓越學院，如西北、加州（洛杉磯）、康奈爾等改稱管理學 1。

1 如西北大學所採之學院名稱，其改變歷史為：School Commerce, 1908-1953; School of Business, 
1953-1965;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1965-1975;	 J.	L.	Kellogg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1975至今（最後改名乃因接受 J.	L.	Kellogg基金會捐贈之故）。

例：When prices move consistently against a trader’s position, marketing-to-
market can cause liquidity problem.4

4 The problem associated with marketing-to-market has been said to b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at 
encourage	commercial	banks	to	offer	new	successful	custom-made	features	contracts,	see	Brown	and	
Smith (1988).

204

Style Guide



四、圖、表之處理

（一） 圖、表應置於正文內；表的名稱置於表上方，圖的名稱置於圖下方，並以
阿拉伯數字依序編號以區分不同之圖、表。

（二） 對圖、表內容（如表中之符號）做簡要說明時，請置於圖、表下方。中文 
以「註：…」，英文以「Note:...」呈現。

（三） 太過瑣碎、細節繁多之圖表請放在附錄。
（四） 圖表中數字需留意上下小數「點」對齊，百分比符號（%）靠右對齊。
（五） 圖中座標軸或表中項目若含有專有名詞，需確認字首大寫（與內文一致）。
（六） 若使用統計符號 t、p、F皆需斜體。
（七） 希臘字母及右下小標一律斜體 (e.g., tα、t13 )。

參、參考文獻

1.  中文文獻列於前，按姓氏筆劃排序。
2.  英文列於後，依姓氏之字母順序排列，文獻不用加序號。
3.  中文文獻之年份一律使用西元歷年。
4.  英文文獻之作者名字用縮寫，而不用全名。
5.  中文文獻需並列英文翻譯，且中文作者之姓氏和名字皆需列出完整拼音
（不同於英文文獻作者名字用縮寫）。例如：張盛和，2010，稅訟已逐
年遞減，稅務旬刊，2124期：7-11。(Chang,	Sheng-Ho.	2010.	Tax	appeals	
have decreased over years. Tax Journal, 2124: 7-11.)

 參考文獻規則茲分類舉例說明如下：

一、書籍

請依序列出：作者（或組織機構），年度，書名（版次），出版地，國家（美

國則寫州名）：出版社。

例： 高孔廉，1986，企劃與控制制度—目標管理與績效評估（第 2版），臺北，
臺灣：三民書局。

例： Crimp, D. 1988. AIDS: Cultural Analysis, Cultural Activism (2nd e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例：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2.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5

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33 No. 1 Apr. 2023



二、	期刊

（一） 請依序列出：作者，年度，論文名稱，期刊名，卷期：頁碼。
例： 許士軍，1990，美國大學管理教育發展歷史的回顧與展望，臺大管理論
叢，1卷 1期：1-30。

例： 方世杰與方世榮，2008，組織間統治—回歸組織間關係研究之本質，兼
論台灣期刊相關之研究，管理評論，27卷 1期：25-56。

例： 陳軒基、葉秀娟與陳右超，2003，承銷制度與折價幅度：台灣初次上市
櫃股票之實證分析，證券市場發展季刊，14卷 4期：175-198。

例：	Nonaka,	 I.	 1991.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9 (6): 96-104.

例：	Brennan,	M.	J.,	and	Franks,	J.	1997.	Underpricing,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of	equity	securities	 in	the	UK.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5 (3): 391-413.

例：	Carter,	R.,	Dark,	F.,	and	Singh,	A.	1998.	Underwriter	reputation,	initial	return,	
and long-run performance of IPO stock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3 (1): 
285-311.

三、編輯書之章節

（一） 中文編輯書請依序列出：作者，年度，論文名稱，收錄於書籍，卷期，書
籍作者（編），頁碼，出版地，國家（美國則寫州名）：出版社。

例： 林清山，1978，實驗設計的基本原則，收錄於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上冊，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與李亦園（編），87-130，臺北，臺灣：
東華書局。

（二） 英文編輯書請依序列出：作者 , 年度 , 論文名稱 , 書籍作者 (編輯 ), 書名 (含
冊數 &單冊書名 ) : 頁碼 . 出版地 , 國家（美國則寫州名）: 出版社。
例：Brenner,	S.	N.	1995.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film:	 Its	consistency	with	

current	management	techniques.	In	Nasi,	J.	(Ed.),	Understanding Stakeholder 
Thinking:	75-96.	Helsinki,	Finland:	LSR-Julkaisut	Oy.

例：Levitt,	B.,	and	March,	J.	G.	1988.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Scott,	W.	R.,	
and Short, J. F. (E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9-340. Palo Alto, CA: 
Annual	Reviews.

例：Spreitzer, G. M. 2008. Taking stock: A review of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on empowerment at work. In Barling, J., and Cooper, C. L. (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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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1 Micro Approaches: 54-
72. Thousand Oaks, CA: Sage.

例：Weiss,	H.	M.,	 and	Cropanzano,	R.	 1996.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structur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experiences	at	work.	In	Staw,	B.	M.,	and	Cummings,	L.	L.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 Annual Series of Analytical Essays and Critical 
Reviews Vol.18: 1-74. Stamford, CT: Elsevier Science/JAI Press.

（三） 沒有編輯者的英文編輯書，僅需要在書籍名稱之前，寫出「In」一字即可。
（四） 以專書形式出版的學術研討會論文 /討論稿 (英文 ) 請依序列出：作者 , 年

度 , 論文名稱 , 書籍作者 (編輯 ), 書名 : 頁碼 . 出版地 , 國家（美國則寫州
名）: 出版社 .
例：Katz,	 I.,	Gabayan,	K.,	 and	Aghajan,	H.	 2007.	A	multi-touch	 surface	

using multiple cameras. In Blanc-Talon, J., Philips, W., Popescu, D., and 
Scheunders, P. (Ed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4678. 
Advanced Concepts for Intelligent Vision Systems: 97-108. Berlin, Germany: 
Springer-Verlag.	doi:	10/1007/978-3-540-74607-2_9

四、博、碩士論文

請依序列出：作者，年度，論文名稱，學校名稱（中文出版者並列系所名稱）

及博（碩）士論文，地名，國家（美國則寫州名）。

例：潘養源，1979，影響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績效與工作滿足因素之研究，國
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臺灣。

例：Smith,	M.	H.	1980.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TX.

英文翻譯格式請參考以下例子：

吳宗佑，2003，工作中的情緒勞動：概念發展、相關變項分析、心理歷程
議題探討，國立臺灣大學心理研究所未出版之博士論文，臺北，臺灣。(Wu, 
Tsung-Yu.	2003.	Emotional labor at work: Development of concept,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and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 issu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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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術研討會論文

（一） 中文研討會論文請依序列出：作者，年度，論文名稱，研討會或論文集名
稱，研討會地名，國家（美國則寫州名）。

例：顏吉利與張清福，1985，春節休市與股價變動—半強式訊息效率臆說
的再探討，中國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臺北，臺灣。

（二） 英文研討會論文請依序列出：作者 . 年度 . 論文名稱 . 研討會或論文集名稱 , 
研討會地名 , 國家（美國則寫州名）.
例：Wall, J. P. 1983. Work and nonwork correlates of the career platea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Dallas,	TX.

六、	英文中譯書

例： 李明軒與邱如美譯，1999，競爭優勢，臺北，臺灣：天下文化。Porter, M. 
E. 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s.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七、	定期出版物

（一）報紙

例： 中國時報，1980，慎選考試委員、健全考銓制度，中國時報，7月 25日：
3版。

例： 李政霖，1980，轉換公司債應瞄準法人機構遞招，中國時報，7月 25日：
11版。

例： Business Week. 1998. The best B-schools. Business Week, October 19: 86-94.
（二）雜誌

例： 彭杏珠，2010，權證投資正熱門：快進快出以小博大，遠見雜誌，293期：
312-313。(Peng,	Xing-Chu.	2010.	Warrants	are	popular	 investment:	High-
speed	trading	and	the	leverage	effect.	Global Views Monthly, 293: 312-313.)

八、	科技和研究報告

（一） 作者或法人作者的政府報告 /非政府組織的報告 /機構檔案的報告 /討論
稿 (Working Paper) （無編號者無需填寫編號）

 請依序列出：作者，年度，報告或文章名稱（編號）。

例：陳端容，2007，醫療產業智慧資本、組織學習與臨床治理之研究 
(NSC95-2416-H-002-008-SSS)。(Chen,	Duan-Rung.	 2007.	A study on 
intellectual capital,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clinical governa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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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are industry (NSC95-2416-H-002-008-SSS).)
（二）出版的報告

 請依序列出：作者或法人作者，年度，報告或文章名稱（編號），出版地，

國家（美國則寫州名）：出版單位。

例： 中央研究院中文詞知識庫小組，1993，新聞語料字頻統計表（技術報告
編號 No.	93-01），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

例：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2001-2008.	Semiconductor industry 
yearbook (in Chinese).	Hsinchu,	Taiwan:	Author.

例：Conley,	D.,	and	Rauscher,	E.	2010.	Genetic interactions with prenatal social 
environment: Effects on academic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026).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九、	相同作者

若相同作者有數筆文獻被引用時，只需於第一筆文獻寫上作者姓名即可，第

一筆以後之文獻無需寫上作者姓名，僅以底線代表即可。若相同作者，同一

年有多筆文獻被引用，請於年代處加上 a, b, c等編號，以利內文引用時之區別。
例：Kaiser,	H.	F.	1970.	A	second-generation	little	jiffy.	Psychometrika, 35 (4): 401-405.
	 _______	.	1974.	An	index	of	factorial	simplicity.	Psychometrika, 39 (1): 31-36.
例：Kempf,	A.,	and	Ruenzi,	S.	2008a.	Family	matters:	Ranking	within	fund	families	and	

fund	inflow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35 (1-2): 177-199.
	 _______.	2008b.	Tournaments	 in	mutual-fund	familie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1 (2): 1013-1036.

十、	電子資源之引用

DOIs	&	URLs 之 引 用： 作 者 所 引 各 電 子 文 獻 含 DOIs（Digital Object 
Identifies 數位物件辨識碼）者，請完整附上，請以現行格式 https://doi.org/
xxxxxx，以利讀者直接連結至所引文獻。DOIs	&	URLs之後不需要再加句
點。URLs	之後不需要再加上檢索日期 (Accessed yy/mm/dd)，除非是必要標
示檢索日期的文獻（例如引用內容可能不定期更新、未能提供永久連結的各

公、私機構之網頁資料）。若該文獻之出版單位提供「短網址」(ShortDOI, 
e.g.,	http://doi.org/fg6rf9;	Shortened	URL	e.g.,	https://wapo.st/2HDToGJ	)，請
作者就一般網址和「短網址」擇一使用。DOIs	&	URLs引用範例：以下針對
常見之文獻類別列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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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籍

例： Brown, S., Bessant, J., and Fu, J. 2018. Strategic Operations Management (4th 
e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123370

（二）期刊文章

例：Carhart, M. M. 1997. On persistence in mutual fund performa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52 (1): 57-82.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1997.
tb03808.x

例：Chen,	S.	S.,	Chen,	Y.	S.,	Liang,	W.	L.,	and	Wang,	Y.	2020.	Public	R&D	
spending and cross-sectional stock returns. Research Policy, 49 (1), Article 
103887.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19.103887

（三）編輯書之章節

例：Jost,	E.,	and	Christiansen,	M.	H.	2017.	Statistical	 learning	as	a	domain-
general	mechanism	of	entrenchment.	In	Schmid,	H.	J.	(Ed.),	Entrenchment 
and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Learning: How We Reorganize and Adapt 
Linguistic Knowledge: 227-244.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e 
Gruyter Mouton. https://doi.org/10.1037/15969-011 

（四）討論稿 (Working Paper/Discussion Paper)
例：Felder,	 J.,	Licht,	G.,	Nerlinger,	E.,	 and	Stahl,	H.	1995.	Appropriability, 

opportunity, firm size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Empirical results using East 
and West German firm level data (ZEW Discussion Paper No.95-21).	ZEW	–	
Leibniz	Centre	for	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	https://ftp.zew.de/pub/zew-
docs/dp/dp9521.pdf

例：Liu,	 J.,	Moskowitz,	T.	 J.,	 and	Stambaugh,	R.	F.	2021.	Pricing without 
mispric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 2901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doi.org/10.3386/w29016

（五）報紙

例：Thomas,	P.	2021.	COVID-19	case	 studies	make	 their	way	 into	M.B.A.	
curricul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vid-19-
case-studies-make-their-way-into-m-b-a-curricula-11609938003

（六）雜誌文章

例：Chopra-McGowan, A. 2021. Make sure your company’s reskilling 
efforts pay off.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2021/07/make-
sure-your-companys-reskilling-efforts-pay-off?ab=hero-sublef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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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McGovern ,  G. ,  and  Quelch ,  J .  2005.  Outsourc ing  marke t ing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https://www.personalcmo.com/Article/
HarwardBusinessRev.pdf

（七）無法歸類之其他網路文章

請依序列出：作者或機構名稱，年度，文章名稱，搜尋網址，搜尋日期。

例：黑幼龍，2003，具備核心能力的人不會被淘汰，http://www.carnegie.
com.tw/，搜尋日期：2006年 10月 10日。

例：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91. The business char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www.iccwbo.org/sdcharter/charter/
principles/principles.asp. Accessed Jan. 12, 2000.

例： 李嘉寶，2020，直播電商市場規模將達 9000 億「直播經濟」加速
走來。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http://media.people.com.cn/BIG5/
n1/2020/0316/c40606-31632864.html

 

211

NTU Management Review Vol. 33 No. 1 Apr. 2023



1. 若論文被本刊接受後，作者有義務將中文文獻附上英文對照。
2. 中文羅馬化拼音之「參考文獻」格式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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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出版品、篇名：採用（登載於原刊名、篇名等之正式英譯）照譯原則；若原刊文
無英譯，則由本刊依漢語拼音音譯之。

 e.g., 東吳經濟學報 Soochow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e.g., 臺大管理論叢 NTU Management Review

e.g., 公司治理結構與資訊揭露之關聯性研究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g., 天津商學院學報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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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 「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審事件律師代理訴訟概況，司法統計及其應用分析－
含資料採礦之介紹與運用」“An Analysis of General Agency Law-suits, Judicial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s at Local Trial Courts: Including an Introduction on 
Data Mining and Its Usage”

6. 本刊文章參考文獻	(References)	羅馬化英譯規則，仍遵循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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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Romanized & Translated Notes/References for Original Text
The	main	purpose	of	Romanized	and	Translated	Notes	(or	References)	at	 the	end	

of	English	Summary	is	 to	assist	Western	database	 indexers	 in	 identifying	and	indexing	
Chinese	citations.	This	Romanization	system	for	 transliterating	Chinese	cannot	be	a	
substitute for those original notes or references listed with the Chinese manuscript. The 
effect	of	Chinese	Romanization	for	cit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羅馬化英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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