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 摘要撰寫格式及範本 

【中英文摘要格式說明】 

 

1. 請投稿者依據「2023跨域創新設計整合國際研討會」論文格式來進行完稿編排（論文

格式可見研討會網站，https://2023yuntechcd.wixsite.com/2023）。 

2. 完稿文章：採A4格式（21.0 x 29.7 cm）。 

3. 版面邊界：設定為上、下、左、右邊界各為2.5公分空白。 

4. 摘要內容：須包括中文題目、英文題目、作者姓名、中文摘要、英文摘要。  

5. 論文字體：中文為微軟正黑體、英文字體為Times New Roman。 

6. 論文題目與名稱：須包含中、英文。 

(1)  中文論文題目字型大小為14pt粗體，中文名稱限制30個字。 

(2)  英文論文標題字型大小為14pt粗體，英文名稱限制60個字母。 

(3)  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0.5行，行距：固定行高，行高：15pt。 

7. 作者姓名： 

(1)  排列於中英文標題下方，並以「1 2」符號，分別註明各共同作者的服務單位與職

稱。 

(2)  作者服務單位全名若過長，請適當摘要或簡稱可自由刪減。 

(3)  字型大小為10pt。 

(4)  第一行（作者A姓名1、作者B姓名2、作者C姓名3），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為1行，

與後段距離為0行，行距：固定行高、行高：15pt。 

(5)  最後一行（〇〇大學〇〇〇〇研究所 教授3），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為0行，與後

段距離為1行，行距：固定行高，行高：15pt。 

(6)  其餘的段落格式皆為，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為0行，與後段距離為0行，行距：固

定行高，行高：15pt。 

8. 摘要規範： 

(1)  中、英文以一頁為限。  

(2)  中文摘要以不超過450字、英文不超過250字為原則。 

(3)  標題字型大小為12pt粗體。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0.5行，行距：固定行高，

行高：15pt。 

(4)  內文格式字型大小為10pt，段落首行縮排2字元。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0

行，行距：固定行高，行高：15pt。 

9. 關鍵字：勿超過五個，請列於摘要之後，段落間距與前段距離為0.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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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格式檔案，請至本研討會網站下載：https://2023yuntechcd.wixsite.com/2023】 

 

2023 跨域創新設計整合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2023 

作者A姓名1、作者B姓名2、作者C姓名3 

〇〇大學〇〇〇〇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1
 

〇〇大學〇〇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2 

〇〇大學〇〇〇〇研究所 教授
3 

摘要 

本文為「2023跨域創新設計整合國際研討會」完稿排版格式說明，請投稿者依據此論文格式進行完

稿編排。論文格式可見研討會網站，亦可直接套用本檔案之範本。 

完稿文章採A4格式（21.0 x 29.7 cm），版面邊界設定為上、下、左、右邊界各為2.5公分空白，論

文內容須包括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論、參考文獻、附錄等，可依

個人內容章節作增減調整。 

論文名稱及摘要須包含中、英文，論文中文名稱限制30個字，英文名稱限制60個字母。中文摘要以

不超過450字、英文不超過250字為原則，論文頁數為六至十頁，論文全文字體皆為微軟正黑體、英文字

體皆為Times New Roman。論文中英文名稱字型皆為14pt，粗體，段落間距與前後段距離皆為0.5行，行

距：固定行高，行高：15pt。關鍵字中英文字型皆為10pt、段落間距與前後距離為0.5行、與後段距離為

0行，行距：固定行高，行高：15pt。摘要中、英文以一頁為限。 

摘要標題格式與主標題相同，摘要內文格式與內文相同。關鍵字勿超過五個，請列於摘要之後。請

注意，須讓全文內文資料與上傳投稿系統之內文及格式一致。(加標點符號共435字) 

關鍵詞：跨域創新設計整合國際、研討會、論文格式、微軟正黑體、六至十頁 

Abstract 

This is the formatting guide for the final draft of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Interdisciplinary Innovation 2023 for Innovation, and contributors are invited to follow this format for the final 

draft. The format of the paper can be found on the conference website, or the template in this document can be 

used directly. 

The finished article should be in A4 format (21.0 x 29.7 cm) with a margin of 2.5 cm for the top, bottom, left 

and right margins. The content of the paper should include Chinese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results, conclusion, references, appendices, etc., which can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content chapters. 

The paper title and abstract must b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with a limit of 30 characters for the Chinese 

title and 60 letters for the English title. The abstract should be no more than 450  words in Chinese and 250 words 

in English, and the paper should be six to ten pages in length. The abstract is limited to one pag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abstract title should be in the same format as the main title and the abstract text should be in the same 

format as the text. No more than five key words should be listed after the abstract. Formatting is the same as the 

full text except that key words should not be abbreviated. Please note that the full-text information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nt and formatting of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共250字) 

Keywords: ○○○, ○○○, ○○○, Times New Roman, Six to ten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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