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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自行車產業研討會」徵稿說明 
 

壹、目的：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經營與管理研究中心透過「2013 自行車產業研討會」的舉

辦，誠摯向國內管理學領域專家學者徵求學術及實務論文，凡來稿經通過審查並

刊登文稿後，本中心將提供撰稿費三萬元予論文發表者。並於發表會當日邀請自

行車業者共同參與交換實務經驗，以增進學術界與實務界合作交流之機會(撰稿費

用詳見第二頁)。 

貳、徵文主題：  

與自行車相關且具實務導向之研究，以經濟、設計、法律及社會議題等可提

供自行車業者參考之議題為主。 

參、徵稿對象：全國大專院校教授 

肆、主辦單位：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經營與管理研究中心自行車與健康休閒產業聯

絡辦公室 

伍、協辦單位：中華商管科技學會 

陸、研討會日期：2013 年 1 月 6 日 

柒、地點：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捌、報名時程： 

項目 時程 備註 

提案繳交 
即日起-2012/10/17 

下午 5 時止 
以電子檔方式繳交至聯絡信箱 

提案審核 2012/10/31 
由自行車業者代表及本計畫核

心教師共同審查 

入選名單公告 2012/11/07 將以郵件及電話通知 

精簡論文(10 頁) 

全文論文(50 頁) 

授權同意書 

2012/11/08-2012/12/21 

下午 5 時止 

郵寄檔案紙本各 1 份，以郵戳

為憑；並將論文檔以電子檔方

式寄至聯絡信箱 

簡報檔繳交 
2012/12/22-2012/12/31 

下午 5 時止 
以電子檔方式繳交至聯絡信箱 

研討會發表 2013/01/06 雲林科技大學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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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相關作業須知 

一、 提案及論文內容以中文稿件為主。 

二、 提案入選者須郵寄研討會授權同意書(附件三)、全文論文及精簡論文，

各為一份；並將論文檔以電子檔方式寄至聯絡信箱。 

三、 精簡論文：10 頁，字數 6,500 以上，作為放置研討會手冊之版本。 

四、 全文論文：50 頁為限，字數 35,000 以上，需依投稿格式自行完成排版，

格式請參照附件二。 

五、 入選後的論文寄件地址為： 

【640 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 123 號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經營與管理

研究中心】 

六、 若有任何更新或修正，以官方網站公告為主，請所有投稿者密切注意官

網最新訊息。 

拾、徵稿費用說明： 

經資格審查通過且於當日研討會出席參加者，將予以撰稿費 30,000 元(包含交

通費與餐費)。 

拾貳、連絡訊息： 

一、 連絡人：吳德美 

二、 連絡電話：05-534-2601 轉 5208 

三、 E-mail： bilo20120401@gmail.com (提案收件信箱) 

四、 網址：http://bilo.yuntech.edu.tw/link.html 

五、 連絡地址：640 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三段 123 號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經營與管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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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3 自行車產業研討會 提案格式說明 
 

提案人  

 

基本材料  

 

領域  

 

500 字摘要 

一、焦點議題 

二、主要資料來源 

三、期望對自行車業者的幫助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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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3 自行車產業研討會論文格式說明 

摘要 

本文將說明 2013 自行車產業研討會論文排版格式，參加此次研討會之論文，

煩請務必依照格式進行編排，不符規定者，主辦單位得斟酌情形，不予審查。 

關鍵字：自行車、論文格式 

壹、來稿格式規範 

來稿請用 A4 大小電腦用紙打字完成，由左而右橫向排列，並註明頁碼於置

中處。版面邊界上留 2.54 cm、下留 2.54 cm，左、右各留 3.17 cm，採單欄的編排

格式。文章段落格式的設定包括：行高設為多行 1.25 行，與前後段距離均為 0.5 

列，並請取消「文字格線被設定時，貼齊格線」的勾選。論文字型一律中文採標

楷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 

來稿請包括封面頁、摘要、正文(含圖、表與照片)、參考文獻及附錄(若有需

要)。其它格式設定包括下列幾個部份： 

一、 封面 

封面僅能註明論文題目、作者，不得出現所屬校名、科系、校徽；封面標題

字型 24 級，粗體字。 

二、 摘要 

請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發現及實務意涵(若適用的話)，文長不超過三百

字，關鍵詞以六個為限；摘要內容字型 12 級，段落左右對齊，縮排指定第一行 2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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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文標題及內文 

論文內文標題字型粗體字，14 級。段落標號方式如下。內文文字級數應為 12 

級。段落左右對齊，縮排指定第一行 2 字元，文稿中不得使用註釋。 

第二章 諸論 

2.1、研究背景 

2.1.1 研究問題 

1. … 

(1) … 

(2) … 

貳、圖表與照片 

文章中之圖、表與照片宜簡明清晰、斟酌數量，並注意將圖、表與照片適當

編排於文中第一次引述該圖表內容之後的適當頁面，表格並應注意勿被切分成兩

頁各半。此外，有關其它的格式說明如下： 

一、 圖片 

對圖片內容的簡要說明，置於圖與照片下方。圖片之標號，一律以阿拉伯數

字表示。段落置中，無縮排，與後段距離設為 1 列。圖內之字體大小可依實際需

要設定，但整體應以清晰可讀為基本原則，如圖 1 所示。 

 

圖 1 雲林科大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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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 

表的名稱置於表的上方，對表內容的簡要說明，置於表下方。表之標號，一

律以阿拉伯數字表示。無縮排，段落置中，與前段距離設為 1 列。表內之字體大

小可依實際需要設定，但整體應以清晰可讀為基本原則，如表 1 所示。 

表 1 相關零件明細表 

零件名稱 數量 

變速器 120 

前叉 100 

參、參考文獻格式 

行高設為多行 1.25 行，與前後段距離均為 0.1 列。論文字型一律中文採標楷

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 

一、 內文中引述參考文獻的寫法 

內文中如果有參考文獻部份，以下列方式( 舉例) 表之： 

（一） 若所引註的文獻兩位以下(包含)作者時： 

範例：1. 司徒達賢 (2001) 所述… 

2. 已有實驗證實 (John, 1994)。 

（二） 若所引註的文獻三位以上作者時： 

範例：1. 耿筠等 (1997) 曾提到… 

2. 已有實驗證實 (John et al., 1994)。 

（三） 許多作者文獻並列時，可寫成： 

範例：1. 吳學燕 (1993)，吳萬益、林清河 (2000)，高新建等 (1995) 

2. 已有實驗證實 (Ostroff, 1993; Klein and Kozlowsk, 2000; 

Coombs et a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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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後參考文獻寫法 

中文文獻列於前，英文列於後，按姓氏筆劃排列或字母順序排列，文獻不用

加序號。中、英文參考書目之年份一律使用西元歷年。文獻格式舉例說明如下： 

（一）書籍 

作者姓名， 出版年次， 書名， 卷次， 譯者， 

1 2 3 4 5 

再版版次， 叢書名， （編者）， 出版者， 出版地 

6 7 8 9 10 

範例：[1] 張起鈞，吳怡，1970，中國哲學史話，四版，台北著者發行。 

[2] Jelinek, F., 1968, Probabilistic Information Theory, McGraw-Hill, 

New York. 

（二） 期刊 

作者姓名， 發行年次， “篇名” ， 刊名， 卷， 

1 2 3 4 5 

期， 頁次， 叢刊發行者， 出刊日期  

6 7 8 9  

範例：[1] 陳永健，蔡中川，1977，“計算機輔助之中文印刷系統”，科學

發展月刊，3 卷，7 期，頁 558-569，7 月。 

[2] Swanson, Don, 1963, “Dialogue with a Catalogue”, Library 

Quarterly, vol. 34, pp.13-25, December. 

（四） 學位論文 

作者姓名， 畢業年次， 論文名稱， 畢業學校， 論文學位，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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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1] 薛榮桃，1978，異長中文資料儲存法之研究，國立交通大學，

碩士論文。 

[2] Smith, H., 1979.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U.S.A. 

（五）會議論文集 

作者姓名， 會議年次， “篇名”， 論文集名稱， 會議地點，

1 2 3 4 5 

國名， 會議日期， 頁次   

6 7 8   

範例：[1] 胡國強、吳欽杉，1988。“企業推廣教育學員參與程度及成效

評估之分析”，中華民國管理教育研討會論文集，頁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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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3 自行車產業研討會」學術論文授權書 

     

授權人茲以下列空格處之論文名稱為題之稿件投稿於「2013 自行車產業

研討會」，本稿件保證為授權人所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之著作權，授權人

有權為同意書之各項授權，特此聲明。 

如有聲明不實而致  貴教育學術研討會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

紛，授權人願負一切法律之責任。該投稿稿件若蒙錄取並出刊發行，授權人

同意將該篇具有著作財產權之文稿，授權「2013 自行車產業研討會」。被授

權單位得不限地域、時間與次數，以紙本、光碟、微縮或其他數位化方式重

製後典藏、散佈等出版方式發行或上載網站及提供相關圖書館之期刊論文線

上資料庫檢索使用，或藉由網路公開傳輸，提供讀者基於個人非營利性質之

線上檢索、閱覽、下載或列印，以利學術資訊交流。為符合典藏及網路服務

之需求，並得進行格式之變更。依本授權所為之典藏、重製、發行及利用均

為無償。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權，且可再投

稿於其他學刊。 

 

 

論文名稱：   

 

授權人代表： (簽章) 

(本人已取得其他作者同意簽署，否則須自負法律責任) 

聯絡電話：  

E - m a i l ：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