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企管評論投稿格式說明

壹、稿件

一、來稿請以中文或英文由左而右橫式撰寫，以二十頁為原則。稿件按下列順序書寫：

中英文標題、中英文作者、中英文服務單位、中英文摘要 (中英文摘要均以 500字

為限)、中英文關鍵詞 (以 5 個為限)、本文、註釋、參考文獻及附錄。

二、一律使用 A4大小電腦用紙繕打，本文字級 12，附註字級 10，中文字形請使用新細

明體，英文字形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行距為單行間距，與前段距離 0.5列，

文章之左右緣分別留 2.5公分空間，上下留 2.5公分之空間。

三、中英文論文題目：若有副題，正、副題間請以「─」符號區隔。

貳、論文內容格式

一、中文稿

貳、文獻探討
大段落、字級 16

「標楷體」、粗體、置中

一、電子化企業與電子化策略

中段落、字級 14

「新細明體」、粗體

置於最左方

(一)電子化企業
小段落、字級 12

「新細明體」、粗體

半形向右二格處開始

二、英文稿

3. Methodology 大段落、Times New Roman

字級 16、粗體、置中

3.1 Instruments
3.2 …………

中段落、Times New Roman

字級 14、粗體、靠左

3.1.1

小段落、Times New Roman

字級 12、粗體、半形向右二格

處開始



參、圖表

一、無論以中文或英文撰寫，圖表之編號一律以阿拉伯數字示之；表的名稱置於表上方；

圖的名稱置於圖下方。圖表一律採開放式格式(open format)編輯，圖表中請勿另劃直
線。

二、表格以「左右邊界對齊」(自動調整成視窗大小)；表格框線以線條粗細 1 1/2 pt與 1
pt劃記。

三、圖、表內容之說明文字請置於圖表下方(字級 12、置中)；另對於圖表中採用之數字，
若涉及小數，原則上以小數三位為限。

《範例》

表 1 本研究信度值表

構念 Cronbach’s α

程度構面 0.873

位置構面 0.881電子產業

路徑構面 0.780

程度構面 0.789

位置構面 0.841服務業

路徑構面 0.695

註：Cronbach’s α計算...........(新細明體、字級 10、靠左)

肆、文獻引用

一、中文稿件引用格式：文中引用文獻時，請以(  )表之，(  )中註明文獻作者及西元

年代；若文獻有兩位作者，請用「與」字相連結。例如：A 與 B(年代)；若文獻有

三位作者以上，第一次引用為：A、B與 C(年代)。第二次引用為：A等人(年代)。

《範例》

張火燦與劉淑寧(2007)指出在工作要求與資源整合模式中，教育訓練、薪資制度、

員工福利與主管支持等相關工作資源，可以滿足基本的個人需求，提高員工福祉與

增加其內在動機。

諸承明、戚樹誠與李長貴(1996)在廣泛探討薪資設計的有關文獻之後，歸納出保健

基準性薪資、職務基準性薪資、績效基準性薪資、以及技能基準性薪資等四項要素，

並稱之為「薪資設計四要素模式」。

方世榮等人(2002)指出組織如同個人一般，具有不同的特性，這些特性並可用來預

測組織成員的行為與態度。

1 1/2 pt

1 pt



二、英文稿件引用格式：文中引用文獻時，請以(  )表之，(  )中註明文獻作者及西元

年代，如(Oster, 1994)，或是作者在前，年代置於括號內，如 Penrose(1959)；若文

獻有兩位作者，請用 and相連結。例如：A and B(年代)；若文獻有三位作者以上，

第一次引用為：A, B, and C(年代)。第二次引用為：A et al. (年代)。

《範例》

Hambrick and Finkelstein (1987) identified three basic sources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the task environment,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CEO him- or herself.

Gupta, Kaul, and Wittnik (1996) demonstrated how,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inertia

displayed,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be sensitive to special promotions, or similar

attempts by competitors to attract them.

Jones et al. (2007) argued that procedural switching costs that derive from “negative
sources of constraint” escalate perceptions of calculative commitment.

三、引用的括弧內同時包含中文參考文獻之作者與期刊年代時，若文獻有兩位作者，請

用「頓號」連結。例如：(A、B，年代)；若文獻有三人或三人以上之作者時，第一

次引用為：(A、B、C，年代)。第二次引用為：(A等人，年代)。

《範例》

多層次傳銷業強調如家庭般的氣氛， 重視和諧文化，個人與領導者的交換多傾向

于建立起長期的社會關係以滿足人們在情感方面的需求，其情感性關係大於工具性

關係(李志、李苑凌，2006)。

雖然此作法有產生共同方法變異問題之風險，然而，本研究在事前預防上對於測量

工具以及問卷內容的編排採取以下的處理措施(彭台光、高月慈、林鉦棽，2006)。

由於在應用倒傳遞類神經網路時會因為隱藏層神經元數目、學習速率及慣性因子等

(邱志洲等人，2002)。

四、引用的括弧內同時包含英文參考文獻之作者與期刊年代時，若文獻有兩位作者，請

用「and」連結。例如：(A and B, 年代)；若文獻有三人或三人以上之作者時，第一

次引用為：(A, B, and C, 年代)。第二次引用為：(A et al., 年代)。



《範例》

The use of justice thus create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interparty cooperation and for the

kind of evolving cooperation needed in a volatile environment (Child and Faulkner,

1998).

Such social or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has been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ocal-expatriate relationships and local employees’ incentives and productivity in a
setting of cross-cultural alliances (Chen, Choi, and Chi, 2002).

Customer satisfaction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in marketing thought and practice as a

central concept as well as important goal of all business activities (Anderson et al.,

1994).

五、英文專有名詞與縮寫之間請用半形逗號區隔，請字首以大寫書寫。例如：共同方法

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六、括弧內同時有多筆中文文獻時，不同作者之間請用全形分號；區隔。括弧內同時有

多筆英文文獻時，不同作者之間請用半形分號;區隔。相同作者不同年代之文獻用半

形逗號,區隔。

《範例》

相對於西方學者提出的交易理論，國內也有許多研究者專注於關係取向的探討上，

甚至認為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更為複雜且更具有差序性(費孝通，1947；黃光國，

1988；嚴奇峰，1992；樊景立，1995；鄭伯壎，1995；戚樹誠，1996)。

Alliance theorists hold that inequity in gain sharing that is disproportional to a party’s
contribution yields the potential hazard of opportunistic behavior in a continuing

collaboration, which then creates a significant obstacle to confident cooperation (Hennart,

1988; Parkhe, 1993; Williamson, 1999).

在服務品質衡量的研究文獻中，最著名與影響最大的，當屬於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5, 1988, 1992)所提出來的服務品質衡量模式以及其所使用的服務品質

衡量問卷。



伍、附註

中、英文稿件之註腳，請按照Word註腳格式，用阿拉伯數字順序標明置於頁底。

(字級 10)。

《範例》

當各項薪資設計要素採取絕對得分時，各項薪資設計要素的得分愈高，員工的薪資

滿足感、工作投入與組織承諾都將愈高，其間相關性均已達顯著水準；但是當各項

薪資設計要素採取相對得分8時，各項薪資設計要素的得分……

Therefore, in light of recent court rulings, performance appraisals should meet the

following legal guidelines.9

8 此處所謂相對得分及是以……
9 For a review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court cases, see D. C. Martin and K. M. Bartol, 1991, “The Legal
Ramifications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 Update, ”Employee Relations, vol.17, pp. 257-286.



陸、參考文獻

一、僅有在文中引用過的論文或書才能列入「參考文獻」中。

二、請將中文列於前，英文列於後。排列順序中文依照姓氏筆劃，英文按照姓氏字母次

序排列。年份一律使用西元紀元。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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