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商管決策與實務研討會 

-論文徵稿- 

敬啟者： 

2021「商管決策與實務研討會」將於 2021 年 5月 14日(星期五)假南臺科技大學

舉辦，論文摘要投稿截止日為 2021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隨文檢附研討會論文

格式，一律採線上報名與投稿，相關資訊請參閱附加檔案，或參閱研討會粉絲

頁，歡迎各界踴躍投稿。 

 

【徵求論文主題】 

本次研討會以商業經營管理之相關理論與實務論文為主，包括下列主題： 

1. 金融科技與金融大數據 2. 公司理財與公司治理 3. 會計與績效評估 

4. 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 5. 企業永續與社會責任 6. 物流運籌管理 

7. 供應鏈金融 8. 智慧財產與商務法律 9. 行銷與流通管理 

10. 資訊科技應用 11. 電子商務商業模式 12. 其他商管相關議題 

 

【投稿須知】 

線上報名：請於 2021 年 4月 1日前至研討會線上系統 https://reurl.cc/YW4Xo0

填寫報名資料。 

線上報名 QR code                       

 

採線上全文投稿，至多 8頁（A4紙張），論文格式請參考附加檔案研討會論文

撰寫格式。電子檔案為論文全文，請包含論文標題、作者資訊、摘要與關鍵字、

正文及參考文獻，檔案請以 PDF格式寄送。 

 

【重要日期】 

論文摘要截稿日期：2021年 4月 1日（星期四) 

審查結果公告日期：2021年 4月 19日（星期一） 

論文全文截止日期：2021年 4月 30日（星期五） 

研討會日期：2021 年 5月 14日(星期五) 

 



研討會地點：南臺科技大學修齊大樓 13 樓念慈國際會議廳與第一、第二研討室 

 

詳情資料請上 Facebook 搜尋『2021 商管決策與實務研討會』粉絲專頁

https://reurl.cc/MZ6N9v ，任何疑問請在粉絲專頁留言詢問，我們將有專人為您

解答。 

粉絲專業 QR code 

 

研討會聯絡人：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呂昭顯助理教授 

主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協辦單位： 南臺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 

  

https://reurl.cc/MZ6N9v


「2021商管決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撰寫格式 

論文題目(標楷體，粗體，20級) 

第一作者(標楷體，粗體，12級) 

服務機關名稱及系所別(標楷體，12級) 

電子郵件信箱(Times New Roman，10 級) 

第二作者 

服務機關名稱及系所別 

電子郵件信箱 

 

摘要－研討會論文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並以 6 至 8頁為限。內容除標題、作者資

料及中英文摘要（各 250 字以內）。格式請依本撰寫格式說明進行編排。線上投

稿論文檔案限 PDF格式。 

Abstract– The conference paper should be written in Chinese or English, and 6-8 

pages long. The paper should begin with the title, author information and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each no longer than 250 words). Please follow the format in this 

guideline to prepare your conference’s paper. The paper should be submitted online in 

the PDF format. 

 

關鍵詞：關鍵詞 1、關鍵詞 2、關鍵詞 3(標楷體，粗體，10級) 

 

論文排版格式 

本次研討會論文請依下列格式排版。 

一. 版面設定：使用 A4 紙大小，即長 29.7 公分，寬 21 公分。上、下、左、右

邊各留 2公分邊界。 

二. 格式：論文的正文以中、英文撰寫均可，並採橫式繕打。標題及作者資料採

一欄並置中對齊。中文題目在上，英文題目在下，作者資料則先中文、後英

文同行併列。中文每行繕打，英文則為 Single Space。本文與章節標題之間

加一空白行，段落間不另留空白行。不需加註頁碼。 

三. 字體：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標題所有英文字體都

為大寫、粗體、16號字，而內文則均為 12號字，標題粗體。 

 

圖表 

圖表可以列在文中或參考文獻之後。列在文中者，並儘可能靠近正文中第一次提

及處。各圖表請編號並加註說明，圖的說明應置於圖的下方，而表的說明則應置

於表的上方。圖表說明文字請置中對齊。  

 



參考文獻格式 

一、 參考文獻（References）： 

參考文獻依照「姓氏與年份系統(Name and Year System)」引述之，中文先英

文後（無須編號），參考範例如下： 

1. 期刊： 

(1) 英文期刊：作者姓名(西元年),題目, 期刊名稱,期別(卷),頁碼. 

Lai, M. T. & Chen, Y. C. (2008). Optimal replacement period of a two-unit system with failure 

rate interaction and external shoc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39(1), 71-79. 

(2) 中文期刊： 作者姓名 (西元年)。題目。 期刊名稱，期別(卷)，頁碼。 

李新鄉(2009)。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對語文學習影響之研究：以新舊課程架構下六年級學

生寫作表現之比較為例。教育研究與發展，5(2)，207-240。 

2. 專書：  

(1) 英文專書：作者姓名(西元年).書名,出版地：出版商. 

Sheen, S. Y. (2005). Litter-Bed Pig House System: Caring for both the Animal and the 

Environment. Taiwan, Food & Fertilizer Technology Center. 

(2) 中文專書：作者姓名(西元年)。書名。出版地：出版商. 

蕭金土(2006)。新特殊教育通論：聽障教育。台北市：五南。 

(3) 中文譯書：譯者(譯)(譯本出版年代)。書名(原作者：姓名)。譯本出版地點：譯者

出版商。(原著出版年：1996) 

李南逸、王智弘、林峻立、張智超、溫翔安與葉禾田(合譯)(2008）。網路安全與密碼學概

論(原作者：Forouzan, B. A.)。台中市：滄海書局。(原著出版年：2007)。 

3. 報告：  

(1) 英文報告：作者姓名或報告單位(西元年), 報告題目, 報告編號,出版地:出版商.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2003). Managing asthma: A guide for schools (NHT Publication No. 

02-2650) Retrived from http://www.nhlbi.nih.gov/health/pro/lung/asthma/asth._xgh.pdf 

(2) 中文報告：作者姓名或報告單位(西元年)，報告題目， 報告編號，出版地：出版

商。 

呂金河 (2006) 應用實驗設計方法於發熱絲製程開發之研究 ,小產學計畫編號

NSC94-2118-M218-001-CC3, N.S.C. Report。 

4. 碩博士論文：  

(1) 英文碩博士論文：作者(西元年), 論文名稱,校名,學校所在地. 

Huarng, F. (1991). Algorithms for Bicriteria Network Flow Problems. (Doctor dissertation). 

Uinversity of klahoma, USA, Oklahoma.  

(2)中文碩博士論文：作者(西元年)，論文名稱(博/碩士論文)。校名，學校所在地。 

李欣蓉(2007)。從美國ProCD案談著作財產權拆封授權契約之法律問題(碩士論文)。



南臺科技大學，台南。 

5. 會議專刊或專題研討會論文：   

(1) 英文會議研討會論文：作者(西元年) 論文名稱,頁碼,研討會名稱,舉行地點. 

Hung, C. W. (2005). Why Have IPO Auctions Lost Market Share to Fixed-price Offers? 

Evidence from Taiwan,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USA Chicago。 

(2) 中文會議研討會論文：作者(西元年月)。論文名稱。研討會主題。研討會名稱，,

舉行地點. 

周德光(2009)。產品創新型態與台灣中小企業的產業升級：自行車產業的研發經驗,2009

中小企業經營策略與管理學術研討會,斗六。 

6. 網路訊息：  

(1) 英文網路訊息：作者(西元年),訊息名稱,訊息來源網址(擷取訊息日期) 

Smith, S. (2006, January 5). Re: Disputed estimates of IQ [Electronic mailing list message]. 

Retrieved from http://tech.gropus.yahoo.com/group.ForensicNetwork/message/670 

(2)中文網路訊息：作者(西元年)，訊息名稱，訊息來源網址(擷取訊息西元年月日)。平

安 (民 99 年 8 月 26 日 )。李家同看國豪：被放棄的孩子【線上論壇】取自：

http://idscuss.tvbs.com.tw/discuss_manager/DISCUSS_detail.asp?w=&p[t=o&rd=1&p=1&k=0

&discuss=A81510120021105235346&title=20100826214811-219.84.180.33&win= 

        未述及之其他參考文獻格式，敬請參閱 APA格式第七版 

 

 

 

http://www.google.com/url?q=http://phy.npue.edu.tw/front/bin/download.phtml%3FPart%3D09080004%26Nbr%3D76&ei=ZD5MT6TCIcjKmQWol9XuDw&sa=X&oi=unauthorizedredirect&ct=targetlink&ust=1330398572550926&usg=AFQjCNHn9Q_SwNai_s9PvWQmGctfbB2bR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