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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東海管理評論徵稿、東海管理評論評審程序說明、東海管理評論稿約格式說明(

東海管理評論徵稿.pdf、東海管理評論評審程序說明.pdf、東海管理評論稿約格

式說明.pdf)

主旨：檢送本校管理學院主辦之《東海管理評論》刊物第二十卷

第一期徵稿訊息，敬邀所屬商管相關領域師生惠賜論文稿

件為禱。

說明：

一、本校管理學院主辦之《東海管理評論》，承蒙先進的愛護

與支持，期刊水準不斷努力提升，特表謝意。本刊第二十

卷第一期預訂107年7月出刊，目前將進行本期之徵稿，各

位學術先進致力於研究管理與商學方面之相關議題，研究

成果豐富卓越，敬邀惠賜論文稿件。

二、本刊稿件採隨到隨審方式，稿件以商管領域有關之理論性

或實證性之中英文研究論著為主，徵稿範圍如下：◆ 管

理與政策 ◆ 行銷管理 ◆ 生產與作業管理 ◆ 人力資源

管理 ◆ 財務管理、公司治理◆ 策略管理 ◆ 投資管理、

風險管理◆ 資訊管理、資訊科學 ◆ 會計、審計◆ 統計

、數量方法 ◆ 管理經濟、產業經濟◆ 國際企業、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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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國際財務管理

三、詳細之稿約格式說明書與評審程序。先進若有任何疑義，

亦請不吝賜教。

四、稿件請寄至：(40704)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727號8

55 號信箱「東海管理評論 收」，或寄電子檔至：pychen

@thu.edu.tw。

正本：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 2017-10-05
11: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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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東海管理評論』Vol.19 No.1 徵稿啟事 

 

主辦單位：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徵稿時程：隨到隨審 

徵稿範圍：歡迎與商管領域有關之理論性或實證性研究論文，範圍包括： 

◆ 管理與政策  

◆ 行銷管理  

◆ 生產與作業管理  

◆ 人力資源管理  

◆ 財務管理、公司治理 

◆ 策略管理  

◆ 投資管理、風險管理 

◆ 資訊管理、資訊科學 

◆ 會計、審計 

◆ 統計、數量方法 

◆ 國際企業、國際貿易、國際財務管理 

◆ 管理經濟、產業經濟 

 

格式說明： 

1. 文字： 

稿件應以中文或英文書寫，並各附 500 字以內之中文及英文摘要，以及 

五個以下之中英文關鍵詞。 

2. 打字、編排： 

中文文稿皆須電腦打字，所存之文字檔(含圖表)，必須為 MicrosoftWord 

軟體可讀取。來稿請寄二份（word 及 pdf），並自行留底。 

3. 文長： 

文(含圖表)以 10,000~12,000 字右為原則。 

4. 題目、作者： 

題目宜簡明，英文稿件題目應以大寫字體打印，作者姓名及服務機關並列 

於摘要頁的下方。 

5. 章節及小節標題： 

論文之章節標題須列於稿紙之中央對稱位置。小節標題則從文稿之左緣開 

始。 

6. 數學式： 

所有公式及方程式均須打字或以黑墨書寫清楚，其後標明式號於圓弧內； 

為清楚起見，每一式之上下各空一列。 

7. 插圖： 

如有圖表、照片，作者應提供照片或雷射列印之清晰圖表，所有圖及照片， 

必須附有編號及標題或簡短說明，並請以鉛筆註明作者姓名。 

8. 參考文獻： 

僅限於文中引據之論文、書籍等，其後標明文獻之編號於方括弧內，其編 

號順序中文部份按姓氏筆劃列於前，英文部份按作者姓氏字母先後列於 

後，並完整列於文後(範例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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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來稿裝訂順序： 

標題、摘要、正文、參考文獻、附錄。作者簡介、謝辭及附註，放在頁底。 

10. 稿約格式說明書與評審程序說明如公告所示。 

 

 

 稿件請寄至： 

(407)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979 號信箱「東海管理評論 收」 

或寄電子檔至：rebecca@thu.edu.tw 

 

 東海管理評論總編輯：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 劉俊儒主任 

電話：(04) 2359-0121 ext. 35511 

傳真：(04) 2359-8765 

E-mail：hopeliu@thu.edu.tw  

 

 東海管理評論助理編輯： 

東海大學會計學系 陳苑如助教 

電話：(04) 2359-0121 ext. 35500～35502 

傳真：(04) 2359-8765 

E-mail：rebecca@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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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管理評論』評審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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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或實務頁陳述意見，並於下述五項勾選其中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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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刊登 略加修改 大幅修改 退稿 

第一位評審

意見 

刊登 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第三位評審

略加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第三位評審

大幅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退稿 退稿 

退稿 第三位評審 第三位評審 退稿 退稿 

 

 

五、各項評審意見將函送投稿人，並說明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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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管理評論』稿約格式說明書 

(一)段落標明方式 

■ 以中文撰寫者，段落標明方式如下： 

1. 導論 (置中) 

1.1. 研究設計 (置左) 
1.1.1 設計量表 (置左) 

1. 可信度 

(1) 

   a….. 

    (a)….. 

■以英文撰寫者，段標明方式如下： 

1. INTRODUCTION (置中) 

1.1 Research Design (置左) 

1.1.1 Instrument (置左) 

(二)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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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英文撰寫者，附註於頁底。如下例： 

…In general, when the levels of a quantitative factor are equally spaced, 
there is a special technique for obtaining the least squares fit to the 
polynomial regression model. This technique is called the method of 
orthogonal polynomials.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Douglas C. Montgomery(1997,pp.134) states that “The method of orthogonal polynomials 

is not really necessary for model fitting. Modern computer software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see Chapter 13) will do this quit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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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引用 

例 1. Don Tapscott 指出的十二道議題為：知識化、數位化、虛擬化、分子化、

整合／跨網路式、中介者的去除、聚合化、創新化、生產與消費合一、

即時性、全球化／知識無疆界、矛盾衝突性。 

例 2. 六０年代初，法國波爾多大學成立「文學事實的社會學研究中心」

（Centre de Sociologie des Faits Litteraires），主要以 Escarpit 為首，發

展文學社會學實證主義研究，後亦被稱為「波爾多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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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國字分不

同之圖、表。如：《圖 1》、《表 1》、《Fig. 1》、《T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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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為及期刊

名稱為斜體字。  

1.書籍 

例 1.姜占魁，人群關係新論，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1 年。 

例 2.Herzberg, F. et. al.，The motivation to Work，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6. 

例 3.Herzberg, F.，Work and the Nature of Man， Cheveland：World Publishing 

Co., 1966. 

2.期刊 

例 1.楊文山（1995）人口基因組成、環境因子與台灣地區惡性腫瘤的趨勢

分析,1981-1991，數學傳播，十九卷二期：37-46. 

例 2.Riggs,J.E.(1994) Carcinogenesis, Genetic Instability and Genomic Entropy: 

Insight Derived from Malignant Brain Tumor Age Specific Mortality 

Dynam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70, 331-338. 

例 3.Thiele, P.N. (1871). On a Mathematical Formula to Express the Rate of 

Mortality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Lif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ctuaries, 16, 313-329. 

例 4.Weibull,W.(1951). A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Function of Wide Applicability.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18, 29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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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編輯書 

例 1.Hall, P. and Marron, J.S. (1988). Variable Windows Width Kernel Estimates 

of Probability Densities. Probability Theory and Related Fields., 80, 37-49. 

例 2.Johnson, R.A. and Wichern, D.W.(1992).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3rd ed. Prentice-Hall, New Jersey. 

4.博、碩士論文 

例 1.魏嵩仁(1997)，「實質匯率之單位根檢定―以台灣外匯市場為實證」，

東海大學統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例 2.劉正華(1971)，「The Study of Risk Assessment on Driving Behavior」，

東海大學統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5.學術研會論文 

例 1.潘浙楠(1993)，「統計方法在品質管理與可信度工程中之應用」，國科

會研究成果報告成大統計系所。 

例 2.吳齊殷(1996)，「戶中抽樣與否對樣本代表性的影響：以大台北地區

電話訪問為例」，調查研究 (1):39-65，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出

版。 

例 3.吳齊殷(1996)，「電腦架構的社會網路：社會學研究的新領域，資訊

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 

6.討論稿(Working Paper，Manuscript) 

例.陳月霞，1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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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9201。 

7.英文中譯書，書名斜體字 

例.梁方中，統計學(觀念與方法)，第三版，滄海書局，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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