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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創業成長營暨企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7 Conference on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論文徵稿】 
Call for Paper 

企業是經濟發展的基石，也是促進社會繁榮的推手。然而，在現今大環境變動快速

及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如何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進而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已成

為重要的議題。為此，本研討會旨在建立一產官學研界交流的平台，針對上述相關議題

進行研討，希冀藉由彼此的互動與交流，能促進知識與產業的有效結合及強化知識創新

體系的發展，進而提升企業與國家的競爭力。本研討會理論與實務兼顧，會中將邀請實

業界經理人才與學術單位的專家、學者，從實務與學術等層面來探討企業經營管理之相

關議題，藉由理論研究成果與實務經驗的交流，增廣與會者對於產業管理創新議題之知

能與經驗範疇。本研討會自 2005 年開始舉辦，至今已進入第十三年。歷年來投稿論文

踴躍，目前已成為國內企業與創業管理領域重要的學術活動之一。  

本研討會徵稿主題主要分為三大類：企業管理、創業管理及科技管理。歡迎學術界、

產業界、研究單位及政府相關機構之學者專家共襄盛舉、踴躍賜稿，期能達致產、官、

學、研之實務應用與理論研究的經驗分享與心得交流，進而為國內相關企業開創新的管

理思維與經營模式。 

▓  研討會主題： 

   A. 企業管理 

       1. 行銷與策略管理   2. 財務與會計管理   3. 研發與科技管理 
       4. 品質與績效管理   5. 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理論 6. 休閒與觀光管理 
       7. 智慧資本與知識管理  8. 顧客關係與供應鏈管理  9. 全球運籌管理 

   B. 創業管理 

       1. 中小企業創業成功個案             2. 中小企業創業理論與實務 
       3. 創新管理                         4. 加盟與連鎖企業管理 
       5. 網路創業                         6. 創意、創新與創業 



   C. 科技管理 

 1. 科技政策與產業分析   2. 科技發展與產業政策 
 3. 智慧財產權管理   4. 科技與法律 
 5. 技術預測與評估                    6. 創新與研發 

   D. 其他管理領域相關議題 

 

▓  論文投稿注意事項：  
1. 稿件全文以 12 頁 為限，論文撰寫中英文皆可。「論文格式」請參考大會網站之範例；

格式不符者，將予以退稿退件。 

2. 全文截稿日期：106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 

3. 審查結果通知日期：106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 

4. 本次研討會所出版的論文集將申請 ISBN 碼 

5. 口頭發表者，大會將於發表完成後頒發「發表證明」。 

6. 投稿論文若被接受，至少一位論文作者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名並繳交註冊費新台

幣 300 元。未能於期限內完成報名及繳交註冊費者，將逕行撤銷其論文之接受，不

予收錄於研討會論文集。註冊費包含研討會論文集（會後編整完成後寄發）、午餐、

午茶餐點。 

7. 大會有權決定投稿論文將以口頭發表或海報張貼方式進行。口頭發表不到場者或海

報張貼未親自於會場中張貼者，將不予收錄於研討會論文集。 

 

▓  相關資訊公佈於開南大學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網站， 

    網址：http://ba.knu.edu.tw/files/15-1023-4227,c1167-1.php?Lang=zh-tw   

▓  研討會時間：106 年 5 月 11 日（星期四） 

▓  研討會地點：開南大學卓越樓 B103 會議廳 

▓  指導單位：教育部 

▓  主辦單位：開南大學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  聯絡人：呂莠蓉小姐 

▓  電話：（03）341-2500 轉 3202、3203；傳真：（03）341-2176  

▓  E-mail： ba@mail.knu.edu.tw 

 

http://ba.knu.edu.tw/files/15-1023-4227,c1167-1.php?Lang=zh-tw
mailto:ba@mail.knu.edu.tw


中文論文題目（18 點，粗體） 

英文論文題目（18 點，粗體） 
作者姓名(12 點)                    作者姓名(12 點) 

服務學校或機關部門                服務學校或機關部門 
系所(單位)職稱                     系所(單位)職稱 

 

摘要（16 點，粗體） 

    本文舉例說明 2016 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所採用之排版格式。論文須以 Microsoft 
Word 軟體編輯。須有摘要，摘要內容中文以標楷體 12 點字，英文以 Time New Roman 12
點字，摘要字數至多不超過 300 字。 

關鍵詞：12 點字加粗、至多 5 組關鍵詞 

 

ABSTRACT 
 

 Please provide the English abstract in 300 words and 3-5 keywords.  

Keywords: 3-5 keywords 

 

論文格式樣版 



一、標題 1（16 點，粗體） 
標題之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以 Time New Roman，“標題 1”字型大小為 16 點字

加粗，置中對齊，以國字數字編號(如：一、二、…)，單行間距。 
內文中文以標楷體 12 點字，英文以 Time New Roman 12 點字。單行間距並左右對

齊。內文以不超過 12 頁為原則，上、下、左、右之邊界距離各留 2.5 公分，打字不可參

差不齊。內文中若有參考文獻部分，請以(  ) 字型表示之，括弧(  )字型 Time New 
Roman，(  )中寫明文獻之作者及年代，如 (Stewart, 1994) 或 (曾國雄，2002)。 

二、標題 1（16 點，粗體） 
2.1 標題 2（14 點，粗體） 

“標題 2”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為 Time New Roman，以阿拉伯數字編號(如：1.1、
2.1、…)，標題 2 靠左對齊，內文標楷體 12 點字單行間距並左右對齊。 
2.1.1 標題 3（12 點，粗體） 

“標題 3”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為 Time New Roman，以阿拉伯數字編號(如：

1.1.1、2.1.2、…)，標題 3 靠左對齊，內文標楷體 12 點字單行間距並左右對齊。 
若有圖表，以阿拉伯數字依序編號，圖名在圖之正下方；表名在表之正上方，均為

置中對齊。 
                              表 1 XX 
 
 

 
 

 
 
 
 
 

 

 

圖 1 XX 
 
 

參考文獻（16 點，粗體） 
所有參考文獻應包含作者全名、發表年份、論文題目、發表刊物名稱、卷期及頁碼。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中文文獻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英文文獻依作者英文姓

氏字母排序。中英文之期刊、書籍、論文集之編排格式範例，請參考下列參考文獻部份。

(參考文獻內文中文以標楷體 12 點字，英文以 Time New Roman 12 點字，單行間距) 
 
作者姓名(19xx)，論文名，期刊名，第 x 卷，第 x 期，xx-xx 頁。 
作者姓名(19xx)，報告或書名，第 x 版，出版單位，出版地。 
Last name, X. X. and Last name, Y. Y. (19xx), Title, Journal, Vol. X, No. X, pp.xx-xx. 
Last name, X. X. (19xx), Title for report or book, x edition, Publisher, Publish Lo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