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專業實務報告格式規定 

104 年 4 月 16 日 103 學年度第 3 次班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1 月 11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班務會議通過 

壹、專業實務報告編印項目次序 

一、篇首部分： 

(一)封面 

(二)空白頁 

(三)書名頁  

(四)嘉大紙本學位論文(報告)延後公開陳覽申請書(立即公開免附) 

(五)嘉大圖書館授權書 

(六)國家圖書館授權書 

(七)學位考試委員會審定書 

(八)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九)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十)序言或謝誌(依個人意願自行決定是否撰寫) 

(十一)目錄 

(十二)表目錄 

(十三)圖目錄 

二、正文部分 

(十四)專業實務報告本文 

三、參證部分 

(十五)參考文獻 

(十六)中文部分 

(十七)西文部分 

(十八)附錄 

(十九)空白頁 

(二十)封底 

貳、專業實務報告規格說明 

一、專業實務報告尺寸及紙張 

內文應使用 A4 紙張 210mm × 297mm 規格，以單面繕印。封面及封底採

用 200 磅以上黃色雲彩紙或模造紙平裝裝訂，內頁用 80 磅白色影印紙。 



                                                                         

二、版面規格 

紙張頂端與底邊各留邊 2.5cm、右側留邊 2cm 與左側留邊 2.8cm，以利裝

訂，版面離底端 1.5cm 處中央繕打頁次。 

三、文字規格 

文章主體中文字型一律使用標楷體，字體大小選用 12 號，自左至右，橫

式打字繕排。英文字型及阿拉伯數字一律使用 Times New Roman。文字行距為

最小行高 24pt，前後段距離 6pt。 

四、頁次 

(一)本文之前，中文摘要至圖目錄等，以 i、ii、iii、…等小寫羅馬數字連續編頁。 

(二)本文至參考文獻或附錄，均以 1，2，3，…等阿拉伯數字連續編頁。 

(三)各項主要部分，如摘要、致謝頁、目錄、表圖目錄、本文每章之開始，參考

文獻及附錄等，均需使用新的一頁，各頁正下方應置中註明頁碼。 

五、裝訂及側頁(書背) 

專業實務報告應裝訂成冊，自專業實務報告紙本左端裝訂，書背並標示校

/所名稱，學位專業實務報告類別，專業實務報告題目，撰者姓名及專業實務

報告提交年(民國)月等資料。年份距底端 3 公分，其餘資料字體大小視空間酌

予排列，如附錄一。 

六、專業實務報告份數 

口試通過專業實務報告審定後，請送繳班辦公室平裝 5 本(圖書館 3 本、

辦公室 2 本)。 

 

 



                                                                         

參、篇首部分 

一、封面：依序包括校、院、系、所名稱、專業實務報告別、題目（前述項目須中、

英文併列）、撰者姓名、指導教授及提出專業實務報告之中英文年、月，範例如

附錄一。 

二、空白頁：封面後設置一空白頁。 

三、書名頁：與封面同。 

四、授權書：紙本裝訂順序為「1.國立嘉義大學紙本學位論文(報告)延後公開陳覽申

請書(立即公開免附)、2.嘉大圖書館授權書、3.國家圖書館授權書」，並另簽寫繳

交「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立即公開免附)」，說明如下： 

(一)國立嘉義大學紙本學位論文(報告)延後公開陳覽申請書(立即公開免附)：專業

實務報告/論文”紙本”延後公開者，須簽寫該申請書並裝訂於紙本中，如附錄

二。 

(二)嘉大圖書館授權書及國家圖書館授權書：專業實務報告/論文上傳系統後，由

系統自行產生該授權書，須親筆簽名並裝訂於紙本中。 

(三)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立即公開免附)：不論紙本或電子檔延

後公開者，皆須填寫該申請書，但”不須”裝訂於紙本中。 

五、學位考試委員會審定書：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經考試委員評定成績及格後，應

依考試委員之意見修改專業實務報告，並經指導教授及院長於「碩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審定書」簽章核可後，方得繳交專業實務報告，如附錄三。 

六、中英文摘要：以 500~800 字為範圍，中文摘要在前，英文摘要在後，請各以一頁

為原則。在中、英文摘要下方列出本著作專業實務報告之關鍵詞，以三至五個為

原則，範例如附錄四。 

七、目錄：按前述「編印項目次序」所列各項順序，依次編排專業實務報告內容各項

目名稱、章節編號、參考文獻、附錄及頁次等，範例如附錄五。 

八、表圖目錄：文內表圖，各依應用順序，按各章依序編號，例如第三章的第一個圖，

編為「圖 3-1」，以此類推。將表、圖目錄分頁編排，表在前，圖在後，範例如

附錄六。 

 

 



  

肆、正文部分 

一、文稿格式說明 

(一)章節名稱及段落層次： 

1.大段落之標明(Level one heading)應置於每行正中央。 

2.中段落之標明(Level two heading)應置於每行之最左方。 

3.小段落之標明(Level three heading)應依照中段落向右空一或二格後，表明層次。 

4.其他更小段落之標明請依此類推。 

5.中文標題以「一、(一) 1. (1) a. (a)」為序。如下圖所示︰ 

 

 

 

 

 

 

 

 

 

 

 

(二)內頁詳細規定 

1.字體統一為︰中文 (標楷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 

2.中英文摘要格式 

(1)標題：14 號字，粗體，1.5 倍行高，與後段距離 6pt(點) 

(2)摘要內容：12 號字，單行間距，左右對齊 

(3)關鍵詞：12 號字，粗體，1.5 倍行高，與前段距離 24pt(點) 

    3.謝誌 

(1)標題：14 號字，粗體，1.5 倍行高，與後段距離 6pt(點) 

(2)謝辭內容：12 號字，單行間距，前後段距離 6pt(點)，左右對齊 

    4.目錄、表目錄、圖目錄 

(1)標題：16 號字，粗體，1.5 倍行高，與後段距離 6pt(點) 

(2)目錄內容：12 號字，1.5 倍行高，與後段距離 6pt(點) 

(3)表目錄、圖目錄內容：12 號字，1.5 倍行高，與後段距離 6pt(點) 

    5.內文格式 

(3)章標題：16 號字，粗體，1.5 倍行高，與後段距離 6pt(點)，置中 

第一章  

第一節  

一、 

 (一) 

  1. 

   (1) 

    a. 

     (a) 



                                                                         

(4)節標題：14 號字，粗體，最小行高 24pt(點)，前段距離 18pt(點)，置左 

(5)內文：12 號字，最小行高 24pt(點)，前後段距離 6pt(點)，左右對齊 

(三)圖表 

表標題置於表上方，與表格左邊切齊；圖標題置於圖下方置中。資料來源

及說明，一律置於表圖下方處。 

若正文中之圖或表格，擷取自參考文獻，則必須於本文該圖或該表格的位

置下方標註資料來源。 

 

【表的範例】 

表 2-1 衝動性購買的分類 

  特定產品種類 

  有 無 

特定 

品牌 

有 
計畫者 

(planner) 

部分計畫者 

(partial planner) 

無 
部分計畫者 

(partial planner) 

衝動性購買者 

(impulse planner) 

資料來源：Cobb, J. C., & Hoyer, W. D. 1986. Planned Versus Impulse Behavior. Journal of Retailing, 62(4):  

384-409. 

 

 

 

 

 

 

 

 

 

 

 

 

 

 

 

 

1.字體 12 號撰寫 

2.加入表頭編號 

3.編號後空一格(全形)，書寫表格名稱 

4.表頭編號需與表格左邊切齊 

5.表格內容若為引用，需於表格下方加註「資料來源」，並以 10 號字體撰寫 

6.資料來源撰寫方式，請參閱「文末參考文獻撰寫方式」 

7.表格內容若非引用，則無須加註資料來源 



                                                                         

【圖的範例】

 

    圖2-1 CIFE架構圖 

資料來源：Dholakia, U. M. 2000. Temptation and Resistance: An Integrated Model of Consumption Impulse 

Formation and Enactment. Psychology & Marketing, 17(11): 955-982. 

 

 

 

 

 

 

(四)註腳 

特殊事項論點、引用他人之論點或參考他人之作等，可使用註腳(footnote)

說明。註腳依應用順序編號，編號標於相關文句右上角，標點之前，以備參閱。

各章內編號連續，各章之間不相接續。註腳號碼及內容繕於同頁底端版面內，

與正文之間加劃橫線區隔，頁面不足時可延用次頁底端版面。 

      例：  …在經歷過 2007 年的燈塔計畫(Beacon)事件後1 ，… 

                                                 
1該計畫的主要思路是採集使用者在外部網站的活動，並推送給 Facebook 好友。由於該廣告系統過度

使用了使用者資料，遭到普遍抵制，故被迫很快地於 1個月後宣布允許使用者關閉此功能。 

和諧的衝動性行為 

無行為 

行銷刺激 

衝動性特

質 

情境因素 

購買衝動 
是否有限制因素 

有 

無 購買衝動解放 

認知評估 正向 

負向 

意志系統 

反抗策略 

購買衝動消散 

1.字體 12 號撰寫 

2.加入圖片編號 

3.編號後空一格(全

形)，書寫圖片名

稱 

4.圖片名稱需置中

於圖片下方 

1.圖片內容若為引用，需於圖片下方加註「資料來源」，並以 10 號字體撰寫 

2.資料來源撰寫方式，請參閱「文末參考文獻撰寫方式」 

3.圖片內容若非引用，則無須加註資料來源 

 

 



                                                                         

(五)引用 

內文如引用他人著作而需提示文獻時，應依中、英文稿之不同，遵循不同的格

式要求。 

1.內文引用英文文獻有兩位作者時，以〝and〞或〝&〞連接兩位作者英文姓氏

(last name)，兩類範例如下： 

       【例】第一類：Prior research supports this conclusion (Adams & Bernstein, 1988).  

       【例】第二類：Adams and Bernstein (1988) presented conflicting evidence.   

2.內文引用中文文獻有兩位作者時，以〝與〞連接兩位作者中文姓名，兩類範

例如下： 

       【例】第一類：衡量漲跌幅限制對股票報酬與風險之影響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議

題（吳壽山與周賓鳳，1996）。  

        【例】第二類：吳壽山與周賓鳳（1996）認為衡量漲跌幅限制對股票報酬與風險之

影響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議題。  

3.內文引用英文文獻有三至六位作者時，第一次引用須列出所有作者英文姓氏

(last name)，後續引用則以〝et al.〞取代第二位作者以後的所有作者英文姓氏。 

   【例】第一次引用：Foster, Whittington, Tucker, Horner, Hubbard, and Grimm   

(2000) argued that....  

         後續引用：Foster et al. (2000) showed that…. 

4.內文引用中文文獻有三至六位作者時，第一次引用須列出所有作者中文姓

名，後續引用則以〝等人〞取代第二位作者以後的所有作者中文姓名。 

   【例】第一次引用：（鄭晉昌、劉曉雯、林俊宏與陳春希，2006）。  

    後續引用：（鄭晉昌等人，2006）。 

5.內文引用英文文獻有七位以上作者時，第一次及後續引用即直接以〝et al.〞取

代第二位作者以後的所有作者英文姓氏。 

6.內文引用中文文獻有七位以上作者時，第一次及後續引用即直接以〝等人〞

取代第二位作者以後的所有作者中文姓名。  

伍、參證部分 

一、參考文獻 

(一)所有參考文獻資料，均置於論文本文之後，獨立另起一頁，頁次仍接續本文。 

(二)排版格式： 

1.標題：16 號字，粗體，1.5 倍行高，與後段距離 6pt(點) 

2.文獻內容：12 號字，單行間距，前後段距離 12pt(點)，左右對齊，凸排 2 字元 

(三)請將中文列於前，後列英文文獻。中文按作者姓氏之筆劃由少而多，同姓者則



                                                                         

比較名字；英文依作者姓氏之第一個英字母順序遞增排序。同作者多篇論文應

以年代先後為序，範例如附錄七。 

(四)列出引用之中英文期刊論文及書目，須包括作者姓氏、出版年次、文章名稱、

期刊卷期、頁數；或作者、年度、書名、出版地：出版處等內容。 

茲分類舉例說明如下： 

1.書籍︰作者，年度。書名（版別）。出版地：出版商。 

 【例】高孔廉，1986。企劃與控制制度－目標管理與績效評估( 第 2 版)。台北：   

三民書局。 

 【例】Boyer, E. L. 1990.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ate.    

Princeton, NJ: Carnegie Foundation. 

2.期刊︰作者，年度。文章名稱。期刊名，卷期：頁別。 

【例】林鉦棽與彭台光，2012。組織研究的中介檢測：緣起、爭議、研究設計和  

分析。管理學報，第二十九卷第四期：333-354。 

【例】陳文良、王怡涵與邱雅萍，2013。台灣工作家庭衝突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人力資源管理學報，第十三卷第四期：79-106。 

【例】Schellekens, G. A. C., Verlegh, P. W. J., & Smidts, A. 2010. Language 

abstraction in word of mout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7(2): 
207-223.  

【例】Autio, E., Harry, J. S., & James, G. A. 2000. Effects of age at entry, knowledge 

intensity, and 4 imitability on international growt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5): 909-924. 

3.英文中譯書：譯者，作者，年度。書名（版別）。出版地：出版商。 

【例】黃家齊譯，Robbins, S. P., & Judge, T. A. 著，2011。組織行為學。台北：

華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編輯書中之章節：作者，年度。論文名稱。收錄於書籍作者，書籍，卷期，頁

碼。出版地：出版社。 

【例】林清山，1978。實驗設計的基本原則。收錄於楊國樞等（編），社會及行
為科學研究法，上冊：87-130。台北：東華書局。 

【例】DeNisi, A. S., Hitt, M. A., & Jackson, S. E. 2003. The knowledge-based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S. E. Jackson, M. A. 

Hitt & A. S. DeNisi (Eds.), Managing knowledge for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3–33.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5.博碩士論文：作者，年度。論文名稱。○○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或博士論

文）。 



                                                                         

【例】周淑貞，1997。管理當局盈餘預測與盈餘管理關係之實證研究。國立政治

大學會計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 

【例】 Simpson, H. B. 1988. Manic-depressive behavior in early childhoo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6.學術研討會論文：作者，年度。論文名稱。研討會或論文集名稱，研討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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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例】Wall, J. P. 1983. Work and nonwork correlates of the career plateau. 

Paper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Dallas. 

7.討論稿：作者，年度。論文名稱。討論稿，作者所屬學校或單位 

 【例】周善瑜、陳其美與顧永生，2006。不完全競爭廠商從事產品別廣告與品牌  

廣告誘因之探討。討論稿，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 

【例】Chen, Y. K. 1976. A network approach to the capacitated lot-siz proble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例】Chen, M. J., & Miller, D. 2013. Reconceptualizing competitive dynamics: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8.網路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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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ensus Bureau. 2008.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06-2008. 

http://factfinder.census.g ov. Accessed June 16, 2010. 

10.其他：報紙、報告書 

 【例】中國時報，1990。慎選考試委員、健全考銓制度。7 月 25 日，3 版社論。 

 【例】Business Week. 1998. The best B-schools. October 19: 86-94. 

【例】楊仁壽，1997。動態決策理論之研究(1)：長短期與特定模糊標的設定的
效果。國科會補助研究報告 NSC 86-2417-H-224-001。 

二、附錄 

凡屬輔助說明性質，如訪問記錄、問卷、法令、詳細統計結果、大量數據、

註釋有關或其它冗長備參之資料或圖表，不便刊載於正文者，可依該資料於本文

中出現順序，以附錄一，附錄二，…，置於參考文獻之後。若有表圖，則以「表

A-1」、「表 B-2」或「圖 A-1」、「圖 B-1」等表示。



附錄一：封面及書背格式 

書
背 

範例 

(一)邊界 

直式：上 2.3cm、下 3cm、左 2cm、右 2cm。 

(二)封面書寫 

1.校名 2.院、系(所)名稱 3.碩士專業實務報告 4.題目(前述項目須中、英文併列) 5.研究生姓

名6.指導教授姓名 7.中文年、月、日及西元月、年。 

(三)書背標示：國立嘉義大學、學院及系所名稱(併列)、碩士專業實務報告、專業實務報告

題目、撰寫人姓名、撰寫年。 

(四)封面格式 

1.全部設定： 1.5 倍行高 

2.所有字體均使用標楷體與Times New Roman 

(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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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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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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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實
務
報
告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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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撰 

民 

105 

（
請
留
白

３
公

分
） 

16 號，與前段距離 0.5 列、後段距離 0.5 列 

16 號，與前段距離 0 列、後段距離 0 列 

18 號，與前段距離 8 列、後段距離 0.5 列 

22 號，與前段距離 6 列，後段距離 1 列

(題目較長時，使用 20 號) 

16 號，與前段距離 1 列、後段距離 8 列 

18 號，與前段距離 0.5 列、後段距離 0.5 列 

16 號，與前段距離 0.5 列、後段距離 0 列 

20 號，與前段距離 0.5 列、後段距離 0 列 

16 號，與前段距離 0 列、後段距離 6 列 

20 號，與前段距離 0 列、後段距離 0 列 



附錄二：國立嘉義大學紙本學位論文(報告)延後公開陳覽申請書 

範例 

國立嘉義大學 

紙本學位論文(報告)延後公開陳覽申請書 

 

本論文(報告)為本人（即著作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系所(學位學程)，_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取

得□碩士 □博士學位之論文(報告)。 

 

論文(報告)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延後公開陳覽原因：（請務必依勾選選項，敘明原因並檢附證明文件） 

 □ 涉及機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專利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依法不得公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延後公開或不公開情形： 

□ 一年後公開陳覽              □ 四年後公開陳覽 

  □ 二年後公開陳覽              □ 五年後公開陳覽 

  □ 三年後公開陳覽              □ 不公開陳覽 

※以上選項，皆自申請日起算。 

 

申  請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指 導 教 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系所(學程)主管簽名或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名） 

 

系所(學程)章戳:                            圖書館章戳: 

 

申請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論文(報告)延後公開或不公開者，請檢附本申請書正本裝訂於論文(報告)書名頁次頁。 

 



附錄三：碩士專業實務報告審定書 
 

範例 

國立嘉義大學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定書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研 究 生              所提之專業實務報告 

○○○○○○題目○○○○○○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定符合碩士學位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委員兼召集人：                           簽名 

審 查 委 員 ：                           簽名 

                                         簽名 

                                         簽名 

指 導 教 授 ：                           簽名     

                      簽名 

院       長 ：                           簽名      

學 位 考 試 及 格 日 期：中華民國 OOO 年 O 月 O 日



附錄四：中英文摘要 

範例 

摘 要 

○○○○○○○○○○○○○○○○○○○○○○○○○○○○○○○○○○○○

○○○○○○○○○○○○○○○○○○○○○○○○○○○○○○○○○○○○○○

○○○○○○○○○○○○○○○○○○○○○○○○○○○○○○○○○○○○○○

○○○○○○○○○○○○○○○○○○○○○○○○○○○○○○○○○○○○○○

○○○○○○○○○○○○○○○○○○○○○○○○○○○○○○○○○○。 

關鍵字: ○○○、○○、○○○、○○○○○ 

 

 

 

 

 

 

 

 



附錄四：中英文摘要 

範例 

Abstract 

○○○○○○○○○○○○○○○○○○○○○○○○○○○○○○○○○○○○

○○○○○○○○○○○○○○○○○○○○○○○○○○○○○○○○○○○○○○

○○○○○○○○○○○○○○○○○○○○○○○○○○○○○○○○○○○○○○

○○○○○○○○○○○○○○○○○○○○○○○○○○○○○○○○○○○○○○

○○○○○○○○○○○○○○○○○○○○○○○○○○○○○○○○○○。 

KEY WORDS: ○○○○○、○○○、○○○、○○○○○ 

 



附錄五：目錄 

範例 

目 錄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 

謝辭……………………………………………………………………………………………iii 

目錄……………………………………………………………………………………………iv 

表目錄…………………………………………………………………………………………v 

圖目錄…………………………………………………………………………………………v

第一章 ○○……………………………………………………………………………1 

第一節 ○○………………………………………………………………………………1 

第二節 ○○………………………………………………………………………………1 

第二章 ○○○○○…………………………………………………………………………9 

第一節 ○○……………………………………………………………………………10 

第二節 ○○……………………………………………………………………………11 

第三節 ○○…………………………………………………………………………..…19 

第三章 ○○○○……………………………………………………………………………21 

第一節 ○○……………………………………………………………………………21 

第二節 ○○……………………………………………………………………………24 

第三節 ○○…………………………………………………………………………..…31 

第四章 ○○○○○○……………………………………………………………………34 

第一節 ○○……………………………………………………………………………34 

第二節 ○○…………………………………………………………………………..…41 



附錄五：目錄 

範例 

第五章 ○○○○○○○……………………………………………………………………50 

第一節 ○○……………………………………………………………………………51 

第二節 ○○……………………………………………………………………………51 

參考文獻………………………………………………………………………………………54 

附錄一  問卷…………………………………………………………………………………58 

附錄二  訪談內容……………………………………………………………………………59 



附錄六：表、圖目錄 

範例 

表目錄 

表 2-1 ○○○○○○………………………………………………………………………20 

表 2-2 ○○○○○○………………………………………………………………………22 

表 3-1 ○○○○○○………………………………………………………………………25 

表 3-2 ○○○○○○………………………………………………………………………35 

表 3-3 ○○○○○○………………………………………………………………………38 

表 4-1 ○○○○○○………………………………………………………………………40 

表 4-2 ○○○○○○………………………………………………………………………42 

表 4-3 ○○○○○○………………………………………………………………………46 

表 5-1 ○○○○○○………………………………………………………………………50 

表 5-2 ○○○○○○………………………………………………………………………51



附錄六：表、圖目錄 

範例 

圖目錄 

圖 1-1 架構圖………………………………………………………………………………8 

圖 3-1 流程圖………………………………………………………………………………20 

 

 

 

 

 

 

 

 

 

 

 

 

 

 

 

 

 

 

 

 

 



附錄七：參考文獻 

範例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王存國與王凱，2001。影響電子資料交換使用效益因素之研究-由社會關係與組織因素探

討。管理學報，第十八卷第一期：99-134。 

王宥凱，2002。臺股指數期貨與現貨價量關係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王鳳生與蔡豐隆，2003。企業倫理氣候、倫理行為與企業社會績效。亞太經濟管理評論，

第六卷第二期：103-119。 

司徒達賢、于卓民與曾紀幸，1997。環境特性與公司特性對多國籍企業網絡關係之影響-

在台外商子公司之實證研究。管理學報，第十四卷第二期：155-176。 

余坤東與徐木蘭，1998。企業經營者道德特質對企業倫理風格之影響探究。人文及社會

科學集刊，第十卷第三期：399-419。 

吳成豐，1998。台灣企業主管工作價值，決策型態及其企業倫理的相關性研究。人力資

源學報，第十期：158-174。 

吳成豐，2000。員工倫理決策與公司企業倫理及組織績效相關性之研究，台灣卓越中小

企業、 一般中小企業及大企業之比較。台大管理論叢，第十一卷第一期：231-261。 

沈中華、陳錦村與吳孟紋，2005。更早期預警模型：台灣銀行道德指標的建立及影響。

管理學報，第二十二卷第一期：1-28。 

西文部分 

Ang, S. H. and S. M. Leong, 2000. Out of the mouths of babes: Business ethics and youths in 

Asi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8：129-144. 

Autio, E., Harry, J. S., & James, G. A. 2000. Effects of age at entry, knowledge intensity, and 4 

imitability on international growt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5)：909-924. 

Boyer, E. L. 1990.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ate. Princeton, NJ: 

Carnegie Foundation. 

Brennan, M. J., and Franks, J. 1997. Underpricing,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of equity securities in the U.K.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5 (3)：



附錄七：參考文獻 

範例 

39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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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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