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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東協(ASEAN)經貿發展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Regional Economy 

(ICARE 2018) 
AESAN Economy and Trade Development 

 

論文徵稿 Call for Papers 

 

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舉辦 ICARE 2018國際學術研討會，旨於探討包括企

業管理、資訊管理、電子商務、工業工程與管理、行銷管理、財務金融、會計、

公共事務管理、觀光休閒管理等各類管理相關領域之研究發展。無論是實務導

向、理論發展、實證研究、個案討論、產學合作等方面的相關論文，皆為本研討

會誠邀之列。 

本次 ICARE 2018，聚焦於亞洲區域經濟與東南亞經貿發展，希能透過科技

發展與產業管理的融合，落實新南向政策綱領，深化 ICARE 2018的學術價值。 

ICARE 2018投稿方式、投稿說明及論文格式，請參考研討會網站。本研討

會論文涵蓋但不侷限下列主題： 

 東南亞經貿發展  資訊系統規劃與管理  行動裝置 

 新南向政策議題  資料庫與資料倉儲  行銷管理 

 中小企業管理  網路應用服務  網路行銷 

 企業管理  資訊安全  消費者行為 

 策略管理  雲端運算與服務  顧客關係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網路社群  運籌與供應鏈管理 

 組織行為  決策分析  財務管理 

 生產與作業管理  決策支援系統  金融危機與風險管理 

 創新管理  商業智慧  公司財務與治理 

 創業管理  大數據  財務會計 

 創意管理  企業流程管理  觀光休閒管理 

 電子商務  數位學習  公共事務管理 

 企業電子化  物聯網  其他 

 

重要日期： 

論文截稿日期：107年 10月 28日(日) 

論文錄取通知：107年 11月 16日(五) 

報名截止日期：107年 11月 23日(五) 

研討會舉行日期：107年 12月 7日(五) 

 



 

研討會地點：環球科技大學 

研討會網址：http://140.130.155.218/ 

論文格式：請參考「論文格式說明」。 

研討會論文集將申請 ISBN編碼。 

 

主辦單位：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協辦單位：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碩士班、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企業管理系、資訊與電子商務管理系、行銷管理系、 

東南亞經貿與數位金融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中小企業創業研發中心、 

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大會聯絡人：(行政)張李曉娟主任 tracy@twu.edu.tw、tiffanycl823@gmail.com； 

(學術)王嘉興老師 shin@twu.edu.tw 

(助理)陳雪琴助理 hcc@twu.edu.tw 

(助理)陳韋呈助理 ICARE2018@gm.twu.edu.tw 

聯絡地址：64005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 1221號 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聯絡電話：(05)5370988轉 4200、4201 

 

http://saet.tw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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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ICARE 2018) 

論文格式說明 

Paper Format for 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Regional Economy (ICARE2018) 
 

陳◇◇ a、張○○*b、林□□c 

Chen, ◇-◇a; Chang, ○-○*b; Lin, □-□c 

◇◇大學◇◇系 a、○○科技大學○○系*b、□□大學□□研究所 c 

Department of ◇◇, ◇◇ University a; Department of ○○, ○○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 Institute of □□, □□Universityc 

Email: xxx@xxx.xxxa; xxx@xxx.xxx*b; xxx@xxx.xxxc 

 

摘要 

本文主要說明 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ICARE 2018)論文排版格

式，投稿論文時請依本格式編排論文。本會誠摯歡迎作者於投稿時，即以本論文格式為

參考依據，進行論文編排。通訊作者請於姓名右上角標示「*」號。本次大會首度於審

稿程序中增列格式審，若無法依據本格式編排者，大會將逕予拒絕接受。 

關鍵字：企業管理、資訊科技、生物科技。(3~5 個) 

 

Abstract 

This template illustrates the format that must be used in the proceeding for ICARE 

2018, 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 Regional Economy. The accepted paper has 

to conform to this format, we suggeste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should make the * mark 

like this format. ICARE 2018 will add the FORMAT REVIEW in the review process. The 

article cannot follow this FORMAT, will be Rejecting directly. 

Keywor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3-5 keywords) 



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ICARE 2018) 

壹、 引言 

本文主要說明 2018 亞洲區域經濟發

展國際學術研討會(ICARE 2018)論文的排

版格式，經本研討會通知已被接受的論

文，煩請作者務必依照本格式進行編排。

若未能依據論文格式進行排版者將不予

刊登。本研討會誠摯歡迎作者於投搞時，

即以本格式為參考依據，進行論文編排。 

紙張格式採用 A4 大小，版面上方空

白邊界留 2.54 cm、下留 2.54 cm，左、右

邊界各留 2.54 cm。 

貳、 論文格式 

段落格式的設定為：單行距，與前後

段距離均設定為 0 列。其它格式則如下說

明： 

一、 文章標題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16 級，粗體字，採單

欄排列，段落置中； 

二、 作者及服務單位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12 級，段落置中。 

三、 摘要及關鍵字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12 級，段落左右對齊，

採單欄排列，縮排指定第一行 2 字元； 

四、 標題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標題層次依序應設為：

14 級居中對齊「壹、貳、參…」，12 級左

右對齊「一、二、三…」，以及 12 級左右

對齊「1、2、3…」等，並儘量不超出三

個層次的標題設定，細節請見本文。 

參、 內文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12 級，採雙欄排列，

段落左右對齊，縮排指定第一行 2 字元。 

肆、 註腳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10 級，段落左右對齊，

縮排指定凸排 1 字元。 

伍、 圖與表 

文章中之圖與表的大小宜清晰簡

明，表格請注意勿被切分成兩頁各半；圖

與表的格式說明如下： 

一、圖 

圖標題置於圖的下方，字型中文採新

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

段落置中，整體圖片(含圖號說明)與前後

段各空一行。圖內之字體大小請依實際需

要設定，但需以清晰可讀為原則(如圖 1)。 

 

 

圖 1：環球科技大學校名 

 

二、表 

表標題置於表的上方，段落置中，整

體表格(含表格說明)與前後段各空一行。

表內之字體大小請依實際需要設定，但仍

以清晰可讀為原則(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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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ICARE 2018 重要日期 

工作項目 排定時間 

論文截稿日期 107/10/28 (日) 

論文錄取通知 107/11/16 (五) 

報名截止日期 107/11/23 (五) 

研討會舉行日期 107/12/7 (五) 

 

陸、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請依照作者姓名排序。採

用 APA6 格式編排。例如： 

Apkarian, J., & Dawes, A. (2000). 

Interactive control education with virtual 

presence on the web. Proceedings of the 

2000 American Control Conference 

(ACC) (Vol. 6, pp. 3985-3990). Chicago, 

IL: American Automatic Control 

Council. 

Barrett, E., & Lally, V. (1999). Gender 

differences in an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15(1), 4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