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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創新國際期刊論文須知
作者：作者 1，作者 1* 和作者 2
1

服務單位

2

服務單位

*通訊作者 E-mail：johnsmith@abc.xyz

備註：投稿者若為學校教師或業界先進，請提供詳細職稱於此。

摘要
此份說明文件為準備系統性創新國際期刊論文初稿的原則，當使用 Word 2000 或更高版本時，可使用
本文件為範例。稿件必須以下列順序撰寫：論文題目、作者、服務機構、摘要、關鍵詞、主要內容、
誌謝、英文參考文獻、英文論文題目、英文作者、英文服務機構、英文摘要、英文關鍵詞。論文標題
應簡潔明瞭。請務必提供所有作者全名，而服務單位名稱可選填，但不要填寫住家地址(除非該作者不
屬於任何機構)。原稿須以中文撰寫，但參考文獻須以英文撰寫，並於最後附上英文論文標題、作者資
料與摘要。摘要部分須包含研究範圍及主要貢獻，但不要超過 200 字。。

關鍵詞： 提供大約四個關鍵字/詞並置於摘要下方，按照筆畫，字數排序，以逗號分開。

1. 前言
此文件是微軟 Word 2000 或之後版本的範例。
如果你正在閱讀的文件為 HTML 檔，請存檔為 Word

Empirical: Brain Storming

檔 以便你使用此文件準備稿件。

Systematic Innovation

Problem

Problem

Solution
Search by serendipity: difficult to achieve optimal
solution

2. 類型
請使用 A4 準備文件，邊界: 上邊界 = 25mm,
下邊界 = 30mm, 側邊界 = 20mm。標楷體是主要字

Solution

Systematic analysis path: fast, robust, converge to optimal
solution

圖 1. 這是範例圖示說明。

體。本範本提供章與節兩層次撰寫樣式： 1. 標題

表格標題應置中並放於該表格上方，內文尚未

A, 1.1 標題 B； 章節 (不含參考文獻及誌謝) 以阿
拉伯數字編號並置左，如有需要，作者可以使用項

提及該表格前，請不要引用此該表格。建議使用原

目 (1)、 (2)、(3)，…及 a.、 b.、 c.、, …。

圖尺寸(100%)。內文中使用“表 1”, “表 2”提及
該圖片，表中內容儘量使用中文。

2.1 圖與表格
圖片標題應置中放於該圖片下方，內文尚未提
及該圖片前，請不要引用此圖片。建議使用原圖尺

姓名

國文

英文

數學

平均

寸(100%)。內文中使用“圖 1”, “圖 2”提及該圖

張華

70

60

80

70

片，圖中內容儘量使用中文。

王武

60

50

70

60

表 1. 這是範例表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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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單位與方程式
原稿中不論內文、圖片、表格均使用國際(公制)
單位制。
請定義內文中首次提及的縮寫與簡稱，即使該
縮寫或簡稱已於摘要中被定義過。如 SI, MKS, CGS
的縮寫則不需再作定義。包含句號的縮寫不可有空
格：應寫作“C.N.R.S.,”而非“C. N. R. S.”。請盡
量避免使用縮寫字為標題。
所有數學方程式及公式均須以 Word 數學編輯

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ideas
/fcs20020802.htm/，2002/08/02。
王明珂，1994，
〈過去的結構 ─ 關於族群本質與認
同變遷旳探討〉
，《新史學》
，5(3): 119-140。
台北市文化局，2003。
《台北市政府文化政策白
皮 書 》， 台 北 市 文 化 局 網 站 ， http://
www.culture.gov.tw，2003/04/15。
古允文、許雅惠，2001，
《設立婦女權益及福利專責
機關可行性研究》
，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器或相當方式編輯，所有符號均需清楚定義。公式
及方程式編號時，都必須以阿拉伯數字編號，編號
置於括號內 (如：(1)、(2)、…) 且是向右靠齊。方
程式內容以斜體繕打為原則，例如：

F  ma

(1)

並請留意方程式中使用之符號應於之前說明清楚，
或於方程式被使用之後立即加以說明，例如：m 是
指物件中的質量。
2.3 文獻探討
列出引用之中英文書目或期刊名稱，須包含作者姓
氏、出版年次、書目、技術資料或期刊名稱、版序、
頁碼等內容。不須標明序號，中英文文獻資料應分
開編排。中文參考資料按姓氏筆劃數目依序排，英
文則按照作者姓氏(Last name) 第一個字母順序排
列。若同一作者有多項參考文獻時，按照出版年次
按順序排。若同一作者有多項同一年次參考文獻，
請依序在年代後面加 a、b、c...等符號。中文書目依
作者姓氏排序，若姓氏相同，則依名的第一字筆劃
數目依序排列之。英文文獻格式為 Last name, First
name (initials) 之順序，作者有兩位以上時，第二位
開始採 First name (initials), Last name 之順序，例:
Bellman, R.E. and L.A., Zadeh. (1970).
Decision-making in a fuzzy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cience, 17(4), 141-164. 每一筆參考文獻之第一行均從
列首寫起，第二航開始內縮兩字距離 (4 bytes) ，以
示區隔。請見以下範例:
丁仁方，1996，〈政經體制與資源分配：1980 年代
以後中美產業政策比較〉
，「中美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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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近

許棟樑博士自 1996 年以來在台灣清

期 1 吋照

華大學當任教授。在此之前，他在惠
普(HP)與摩托羅拉(Motorola)等公司

片

九年的電子產業經驗。許教授從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獲得工學
博士學位、從西北大學(凱洛管理學院) 獲得 MBA
學位、從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獲得機械碩士學

政策評估學術研討會論文」
（6 月 7 日）
，台北：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位並從台灣大學獲得機械學士學位了。他目前是系
統性創新國際期刊主編。他的研究領域包括系統化

大公報，2002，〈中國倡對話合作新安全觀〉，大公
報網頁，

創新、TRIZ、設計與製造管理、設備管理和 工廠診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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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se instructions give you guidelines for preparing papers f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Use
this document as a template if you are using Microsoft Word 2000 or later. Paper titles should be written in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letters, and should be concise and informative. Full names of authors should be provided. Department names are optional in the affiliations. Do not give street addresses in the affiliations (except for authors
with no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Manuscripts should be written in English. Abstract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for a
full paper outlining the scope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 paper are required.
Keywords: Keywords should be given and placed below the abstract. About four key words or phrases in alphabetical order, separated by com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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