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國際企業暨跨領域」學術研討會 

Call for Papers 論 文 徵 稿 
 

隨著科技的變革以及全球貿易與投資障礙的解除，世界各國企業無不

致力於創新經營與管理，在全球化的趨勢潮流中爭取在國際市場上的一席

之地。國際企業管理的複雜與差異日益劇增，跨國企業管理實務上的發展

趨勢與相關議題，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與亟需探討的主題。 

本研討會希望透過產、官、學術界，有系統地研究與進行學術研討，

找出跨國企業的標竿與典範，在學術的領域中見證華商成功的典範。透過

專家與學者之研究與發表，彼此切磋學習，分享研究成果，可瞭解當今台

灣產業界所面臨國際化經營之困境並找出因應策略。企盼藉由本研討會，

加強產、學之間的交流，建立彼此在學術與實務上合作的共識。期使台灣

的跨國企業培養核心能力，具備在國際市場上卓越的競爭力。本研討會公

開徵稿，敬祈各界先進共襄盛舉。 
 

 研討會議題 
議 題 組 別 

國際經貿與金融組 

‧全球總體經濟與政策   ‧國際與兩岸經貿市場 
‧WTO 經貿市場分析    ‧國際金融市場 
‧國際投資組合理論     ‧國際財務管理 
‧財務管理             ‧國家與區域經貿比較分析

‧全球不動產證券化     ‧海內外共同基金 

國際行銷與運籌管理組 

‧服務業管理           ‧跨國服務業管理 
‧跨國消費者行為       ‧行銷管理 
‧國際行銷管理         ‧國際運籌管理 
‧生產管理             ‧國際生產作業管理 
‧國際連鎖加盟         ‧跨國產業發展策略 

國際經營策略與人力資源

管理組 

‧國際人力資源管理     ‧組織變革與發展 
‧跨文化管理           ‧國際進入策略 
‧國際商務溝通         ‧知識管理與創新管理 
‧組織行為             ‧科技管理 
‧跨國知識管理與創新管理 

 
 



 主辦單位：大葉大學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所) 
 會議日期：2011 年 5 月 20 日 (星期五) 
 會議地點：大葉大學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路 168 號) 
 國際標準書碼(ISBN)：本研討會論文集將出版並申請國際標準書碼 

 
 投稿重要時程 
‧中英文論文全文徵稿：即日起至 5 月 9 日止 

‧論文審查結果通知：2011 年 5 月 12 日，以 E-mail 通知。 

 
 論文投稿與審查 
‧論文審查：採論文全文匿名評審方式 

‧論文格式：請參照附件格式說明，全文以二萬字及 20 頁為限。 
不符規定者本會將予退回，修改後才進行審查。參考文獻之格式規範，英文請依

APA (6th ed)，其他請參照管理學報 http://journal.management.org.tw/或經濟論文叢

刊 http://www.econ.ntu.edu.w/ter_c/htm 之格式說明。 

‧投稿方式：請 email 至R9723012@mail.dyu.edu.tw，以 Word 檔傳輸。 
 

 論文審查費 
‧投稿論文每篇收取審查費 500 元。 
‧現金：請至大葉大學國企系系辦現場繳費。 
‧郵局劃撥：劃撥帳號 22040815，戶名：大葉大學國企系 5/20 研討會，

並請將郵局劃撥單黏貼在附件之「投稿封面頁」後傳真至 04-8511510。 
‧請於 5/10 前完成繳費並傳真郵局劃撥單。 

‧繳費收據可在會議報到時向報到櫃檯人員索取。 

 

 聯絡方式 
聯絡人：大葉大學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洪小姐  

電  話：04-8511888分機3191，傳真：04-8511510 
投稿 E-mail：R9723012@mail.dyu.edu.tw 

 其他問題詢問 E-mail：ib5150@mail.dyu.edu.tw 
 

 



附件（投稿封面頁）：  
2011 國際企業暨跨領域學術研討會論文格式規範 

投稿論文之封面頁及內文之格式，請參照本頁及下頁之說明。 
 
 

 

論文題目(18 點,粗體) 
 

1. 作者姓名(12點) 
機構與職稱 

 
2. 作者姓名(12點) 

機構與職稱 
 
 
投稿組別： 

□國際經貿與金融組 
□國際行銷與運籌管理組 
□國際經營策略與人力資源管理組 

聯絡人：姓名(12點)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Email: 
 

          
繳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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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黏
貼
處

 
       

  
 

    



 
 
 

論 文 題 目 （ 1 8 點 ， 粗 體 ）  
 

摘要（14 點，粗體） 
摘要內容中文以細明體 10 點字，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10 點字。最小行高。第一行內縮兩字。

摘要字數至多不超過 500 字。 
關鍵詞：10 點字加粗，3~5 組為限 

一、標題 2（14 點，粗體） 
標題之中文字體為細明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標題 2”字型大小為 14 點字加黑，置中

對齊，以國字數字編號（如：一、二…），單行間距。 
內文中文以細明體 10 點字，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10 點字。單行間距，左右對齊。第一行縮排

0.85 公分（兩字）。引用參考文獻時，以 [  ] 註明之。內容以 15～20 頁為原則，上、下、左、右均留邊

2.5 公分。 

二、標題 2（14 點，粗體） 
2.1 標題 3（12 點） 

“標題 3”中文字體為細明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字型大小為 12 點字，靠左對齊，以數

字編號（如：1.1、1.2…），單行間距。 

2.1.1 標題 4（10 點） 
“標題 4”中文字體為細明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字型大小為 10 點字，加底線，靠左對

齊，以數字編號（如：1.1.1、1.1.2…），單行間距。 
若有圖表，以阿拉伯數字依序編號，圖表應靠近文中提及之位置，圖名在正下方；表名在正上方，

均為置中對齊。 

圖 1 邊界條件為 C-C-C-C 之第二模態 

 
參考文獻（14 點，粗體） 

1. 作者姓名 (19xx)，論文名，期刊名，第 x 卷，第 x 期，xx-xx 頁。 
2. 作者姓名 (19xx)，報告或書名，（第 x 版），出版單位。 
3. Last name, X. X. and Last name, Y. Y. (19xx), Title, Journal, Vol., No., pp. x-x. 
4.Last name, X. X., (19xx), Title for report or book, (X edition), Publisher. 
(參考文獻內文中文以細明體 10 點字，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10 點字。) 

 邊界距離 
2.5 公分 

 邊界距離 
 2.5 公分 

 邊界距離 
 2.5 公分 

邊界距離 
2.5 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