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以下簽名立書著作人同意將以下著作（「本著作」） 

篇名：  

   

發表於 2015 第 18 屆【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論文集】，並同意如獲刊登，則將本著作之著作財

產權讓與予 2015 第 18 屆【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論文集】之出版者（含共同出版者），以進行

數位化、重製等加值流程後收錄於資料庫，並規劃成權利產品（或服務），以公開取閱(Open 

Access)之方式，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路、無線網路或其他傳輸方式授權用戶進行檢

索、瀏覽、下載、傳輸、列印等使用行為，或為一切著作財產權人可依法合理行使之權利。 

惟著作人仍保有未來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使用之權利，如： 

一、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與專利權。 

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著作人教學用之重製權。 

三、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用於著作人之書中或論文集中之使用權。 

四、本著作用於著作人受僱機關內部分送之重製使用權。 

五、本著作及其所含資料之公開口述權。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著作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不法之內容，

且未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若因審稿、校稿因素導致著作名稱變動，著作人同意視為相同著

作，不影響本讓與書之效力。 

若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下列簽署之著作人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同意書之條

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且獲得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 

 

立書人姓名：  

通訊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本人同意以上個人資料僅供本「著作財產權讓與書」簽約使用，不得做他用) 

 

立書人簽章： 

 

 西元           年       月       日 



2015 第 18 屆科際整合管理研討會論文格式說明 

Paper Format for the 2015 Conference on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func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尙榮安 Rong-An 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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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倫 Mei-Lun Wu
2
 

摘要 

本文係東吳大學企管系主辦之「2015 第 18 屆科際整合管理研討會」完稿排版格式說

明，煩請投稿者務必依照本格式進行編排，若未依規定進行排版者，將不予刊登。本研討

會鼓勵作者於投稿時，即根據本論文格式說明之編排方式，進行完稿編排，請注意全文長

度勿超過 15 頁。論文格式亦可見研討會網站。亦可直接套用本檔案之範本。 

關鍵字：研討會、論文格式 

Abstract 

The abstract is to be at the left-hand column in 11 point Times New Roman as it is here, 

and below the Chinese abstract. Use the word “Abstract” as the title, in 14-point Times New 

Roman, and initially capitalized.  

Keywords: Conference, Paper Format. 

壹、前言 

本文說明研討會論文排版格式，已被接受的論文，煩請務必依照本格式編排。投稿稿

件並不一定需要按照本格式編排，惟作者若願意在投稿時即按照本格式之規範進行排版，

將 更 有 助 於 文 稿 的 審 查 與 後 續 相 關 作 業 。 論 文 格 式 亦 可 見 研 討 會 網 站

http://www.ba.scu.edu.tw/sites/all/conference/2015conference/index.htm。 

完稿文章採用 A4 格式(21.0cm×29.7cm)。版面設定邊界，上方留 3.0cm，下方留 3.0 cm，

左、右邊界各 3.0cm 空白，裝訂邊 0cm。稿件請採單欄的編排格式，包括本文、圖片、表

格、參考文獻等，長度請勿超過 15 頁。 

貳、論文格式 

                                                 
1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聯絡地址：100 台北市貴陽街一段 56 號，聯絡電話：02-23111531

轉 3451，E-mail: rashang@scu.edu.tw)。 
2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http://www.ba.scu.edu.tw/sites/all/conference/2015conference/index.htm


一、論文標題及作者 

中文論文標題字形採 16pt、標楷體、粗體，英文字形為 14pt、Times New Roman、粗

體。中英文皆為置中。而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為 1 行、與後段距離為 0.5 行，行距：最小

行距，行高：18pt，且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中英文作者姓名排列於中英文標題下方，並以註腳方式註明服務單位與職稱，聯絡作

者應附上聯絡方式與電子郵件。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中英文字

體大小皆為 11pt，置欄位中央，而段落間距都是與前、後段距離皆為 0 行，行距：最小行

距，行高：12pt，且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作者服務單位全名若過

長，請適當摘要或簡稱。 

二、摘要 

中文摘要以不超過 500 字、英文不超過 100 字為原則。摘要標題格式與主標題相同，

摘要內文格式與內文相同。關鍵字勿超過五個，請列於摘要之後。除關鍵字勿縮排外，其

他格式與內文相同。英文關鍵字後請空一行。 

三、內文 

字體為 11pt，左右對齊，段落首行縮排 2 字元。字型中文內文為標楷體，標題為標楷

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而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 0.5 行，行距：最小行距，

行高：18pt，且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四、章節標題、子標題與段落 

主標題順序為壹、貳、參…，置中對齊，中文為標楷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

14pt、粗體；子標題順序為一、二、三…，次子標題順序為(一)(二)(三)…，中文為標楷體，

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12pt、靠左對齊。而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 0.5 行，行

距：最小行距，行高：18pt，且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參、圖片與表格 

一、圖片 

圖片標題必須為 11 pt，標楷體，置於圖片下方且置中，與前後段距離 0.5 列。圖形編

號請用阿拉伯數字依序編號，例如「圖 1」而非「圖一」。圖片中字體以 11pt 為原則。 

二、表格 

表格標題必須為 11pt，標楷體，置於表格上方且置中，與前後段距離 0.5 列。表格編

號請用阿拉伯數字依序編號，例如「表 1」而非「表一」。表格請盡可能排成同頁。 



三、註釋 

請盡量不要使用註釋而以參考文獻方式引用。若需使用註釋時，於本文內請使用(註

1)的標註方式，並於本文最後面、參考文獻前進行註釋解說。註釋格式與參考文獻相同。 

肆、參考文獻格式說明 

參考文獻字體 11pt，左右對齊，首行凸排 3 字元，字型中文為標楷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而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 0.3 行，行距：最小行距，行高：12pt，且

請勿勾選「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 

參考資料中文在前，依姓名筆劃排序，英文在後，依姓氏 A～Z 次序排列。所有參考

文獻都必須在本文內有實際引用者，方得列入，而所有本文內引用到的文獻，也都必須列

明於參考文獻中。參考文獻撰寫格式並無特殊規定，但請依學術慣例，選擇一種常用之格

式標準撰寫，並維持所有參考文獻格式一致。 

參考文獻 

耿慶瑞、黃增隆、汪志堅(民 95)，「互動性對科技接受模式的影響－以政府入口網站為例」，

商管科技季刊，第 7 卷，第 3 期，頁 509-530。 

Lee, Y. H. and Chen, T. L. (2006), “A Kano two-dimensional quality model in Taiwan’s hot 

spring hotels service quality evaluations,”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Business, 

Cambridge, Vol.8, No. 2, pp. 301-306. 

Taylor, S. and Todd, P. A. (1995), “Assessing IT Usage: The Role of Prior Experience”, MIS 

Quarterly, Vol. 19, No. 4, pp. 561-570. 



2015第18屆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 
2015 The 18th Conference on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func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2015年6月7日(日)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 
 

 

論文徵稿Call for Papers 

◎ 會議目的 

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於1997年創辦「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主題強調企業管理為一科際整合的領域，針

對企業管理中跨功能的議題進行討論，每年吸引了國內管理學界與實務界熱烈的參與，累積相當豐富的成果。會

議在審查程序、論文品質及強化實務界對談方面，都建立了良好的口碑。過去數年研討會發表之論文與議程，可

至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網站查閱(http://www.ba.scu.edu.tw/zh-hant/node/145)。2015年將延續此主題，舉辦第18屆
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邀請學術及實務界學者及專家先進共同參與，研討當代管理議題。 

◎ 會議主題 

本次研討會以企業管理中跨功能之議題為範圍，舉辦公開徵稿之學術論文發表。本次研討會論文徵稿的主題包含

但不限於以下議題： 
 

 組織與人力資源管理  創新與創業管理 
 行銷與流通管理  財務與金融業經營與管理 
 網路經營與電子商務  供應鏈與物流管理 
 服務科學與服務管理  生產與作業管理 

除以上主題外，本研討會也歡迎關於企業管理其他議題之論文投稿。 

◎ 重要期程及舉辦地點 

 投稿截止日期：2015年05月04日 (一)。 

 審查結果通知：2015年05月11日 (一)。 

 定稿截止日期：2015年05月18日 (一)。 

 舉辦時間地點：2015年06月07日 (日)，台北市貴陽街一段56號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 投稿須知 

 投稿論文一律為A4格式，中英文皆可，全文以不超過十五頁為限，詳細論文格式規定請參考附件或會議官方網站下載： 
http://www.ba.scu.edu.tw/sites/all/conference/2015conference/2015_paper_format.doc。 

 論文一律採線上投稿，請註冊登入華藝線上投稿暨評閱系統ASPERS進行投稿：http://aspers.airiti.com/CIMBM/。 

 如論文上傳後三個工作日內未收到確認回信，請另行來信或以電話確認。 

 所有接受之論文均須授權主辦單位將論文收錄於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館之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會議論文集中，各

篇收錄之論文將註冊數位物件識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並由華藝維護DOI正確生效及有效流通。本論

文集將申請ISBN或ISSN字號。 

 所有接受之論文均須至少有一位作者報名並於會議中報告論文，論文被接受且至會場報告者將可收到論文發表證明。 

 參與者一律免費，包含會議論文摘要集一份，以及會議當天午餐與茶點。 

 本次會議將從投稿論文中評選頒發優秀論文獎數名。 

◎ 聯絡方式 

Email: cimbm@scu.edu.tw 
電話：(02)2311-1531轉 2692（請洽「研討會」）平日上班時間：上午9:00～12:00，下午1:30～5:00 

地址：100台北市貴陽街一段56號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鑄秋大樓2425室 

會議官方網站：http://www.ba.scu.edu.tw/sites/all/conference/2015conference/index.htm 

會議投稿系統：http://aspers.airiti.com/CIMBM/ 

http://www.ba.scu.edu.tw/zh-hant/node/145
http://www.ba.scu.edu.tw/sites/all/conference/2015conference/2015_paper_format.doc
http://aspers.airiti.com/CIMBM/
mailto:cimbm@scu.edu.tw
http://www.ba.scu.edu.tw/sites/all/conference/2015conference/index.htm
http://aspers.airiti.com/CIM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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