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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格式說明
Paper Format for 2021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Regional Economy (2021 ICARE)
陳◇ ◇ a、張○○*b、林□□c
Chen, ◇-◇a; Chang, ○-○*b; Lin,□-□c
◇ ◇ 大學◇ ◇ 系 a、○○科技大學○○系*b、□□大學□□研究所 c
Department of◇◇, ◇◇ Universitya;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 Institute of□□, □□Universityc
Email: xxx@xxx.xxxa; xxx@xxx.xxx*b; xxx@xxx.xxxc

摘要
本文主要說明 2021 第十九屆亞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 ICARE)論文
排版格式，投稿論文時請依本格式編排論文。英文論文稿件英文題目放在上方中文題目
放在下方，作者英文名字放在上方中文姓名放在下方，英文論文稿件英文摘要放在上方
中文摘要放在下方。本會誠摯歡迎作者於投稿時，即以本論文格式為參考依據，進行論
文編排。通訊作者請於姓名右上角標示「*」號。本次大會首度於審稿程序中增列格式
審，若無法依據本格式編排者，大會將逕予拒絕接受。
關鍵字：企業管理、資訊科技、生物科技。(3~5 個)

Abstract
This template illustrates the format that must be used in the proceeding for 2021
ICARE, the 2021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Regional Economy.
The accepted paper has to conform to this format, we suggeste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should make the * mark like this format.2021 ICARE will add the FORMAT REVIEW in the
review process. The article cannot follow this FORMAT, will be Rejecting directly.
Keywor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3-5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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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引言
本文主要說明 2021 第十九屆亞洲區
域 經 濟 發 展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2021
ICARE)論文的排版格式，經本研討會通
知已被接受的論文，煩請作者務必依照本
格式進行編排。若未能依據論文格式進行
排版者將不予刊登。本研討會誠摯歡迎作
者於投搞時，即以本格式為參考依據，投
稿全文頁數限定 12 頁為上限。進行論文
編排。
紙張格式採用 A4 大小，版面上方空
白邊界留 2.54 cm、下留 2.54 cm，左、右
邊界各留 2.54 cm。

貳、 論文格式
段落格式的設定為：單行距，與前後
段距離均設定為 0 列。其它格式則如下說
明：

一、 文章標題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16 級，粗體字，採單
欄排列，段落置中；

二、 作者及服務單位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12 級，段落置中。

三、 摘要及關鍵字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12 級，段落左右對齊，
採單欄排列，縮排指定第一行 2 字元；摘
要內容介於 200-300 字之間為限。

四、 標題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標題層次依序應設為：

14 級居中對齊「壹、貳、參…」
，12 級左
右對齊「一、二、三…」
，
「(一)、(二)、(三)…」，
「縮排 1、2、3…。」
，
「縮排(1)、(2)、(3)…。」
等，並儘量不超出五個層次的標題設定，
細節請見本文。

參、 內文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12 級，採雙欄排列，
段落左右對齊，縮排指定第一行 2 字元。
內文常見引用格式如表 1:
表 1 內文常見引用格式
作者人
數

內文引用人數

1人

作者(西元年) (作者，西元年)
Author A( 西 (Author A, 西元
元年)
年)

2人

作者 A(西元
年)與作者
B(西元年)
Author A and
Author B

(作者 A、作者
B，西元年)
(Author A &
Author B, Year)

(Year)
3 人以上 第一次引用
和後續引用
都只須列出
第一位作者。
作者 A 等人
(西元年)
Author A et
al., (Year)

(作者 A 等人，
西元年)

作 者 為 第一次引用

(機構全名〔簡

機 構 組 須完整列出
織
機構全名(簡
稱，西元年)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mic

稱〕，西元年)

(Author A et at.,
Year)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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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IER〕, Year)

(TIER, Year)
found…
五階層標題格式如表 2:
圖 1：環球科技大學校名
表 2 內文五階層標題格式
層級
1

格式
壹、置中對齊，粗體字
內文開始於新段落
一、靠左對齊，粗體字
內文開始於新段落

2
3

(一) 靠左對齊，粗體字
內文開始於新段落
1. 縮排，粗體字。

4

內文直接接續在句號之後
(1) 縮排，粗體字。
內文直接接續在句號之後

5

二、表
表標題置於表的上方，段落置中，整
體表格(含表格說明)與前後段各空一行。
表內之字體大小請依實際需要設定，但仍
以清晰可讀為原則(如表 1)。
表 3：2021 ICARE 重要日期
工作項目
研討會舉行日期
論文截稿日期
論文錄取通知
報名繳費截止日期

排定時間
110/12/04(六)
110/11/04(四)
110/11/11 (四)
110/11/18 (四)

肆、 註腳
陸、 參考文獻
字型中文採新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10 級，段落左右對齊，
縮排指定凸排 1 字元。

伍、 圖與表
文章中之圖與表的大小宜清晰簡明，
表格請注意勿被切分成兩頁各半；圖與表
的格式說明如下：
一、圖
圖標題置於圖的下方，字型中文採新
細明體，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字體，
段落置中，整體圖片(含圖號說明)與前後
段各空一行。圖內之字體大小請依實際需
要設定，但需以清晰可讀為原則(如圖 1)。

中文文獻置於英文文獻之前。請依照作者
姓名排序。中文文獻應依作者姓氏筆劃順
序排列、英文文獻則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
排列（若作者姓氏、字母相同時，則依序
比較後列之字元）。採用 APA6(含部分
APA7)格式編排。例如：
一、中文文獻
(一)未出版論文:
【格式】作者姓名（西元年）。論文名稱。
〔未出版之博/碩士論文〕。大學系
所。
【範例】張富偉（2008）
。台灣烏龍茶產業
文化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
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二)未出版論文:取自數位典藏庫
【格式】作者姓名（西元年）
。論文名稱。
〔未出版博/碩士論文〕，大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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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DOI 或 URL(數位識別碼)
https://doi.org/example
【範例】李婉萍（2020）。以教與學觀點
探討機構老人對 3d vr 虛實結合芳
香療法學習評價〔未出版之碩士論
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
衛生教育學系。

【範例】郭俊賢、陳淑惠(合譯)(1999)。多

元智慧的教與學(增訂版)。遠流出版

社。(Campbell, L. Campobell, B. &
Dickinson, D., 1996)
【範例】葉家興(譯)(2005)。世代風暴:人口
老化即將引爆新經濟危機?左岸文化
出版社。(Kotlikoff, L. J. & Burns. S.,
2005).
https://hdl.handle.net/11296/2rcsss
(三)研討會論文/海報
(七)期刊/學報:
【格式】作者姓名（西元年，月）
。題目。
【格式】作者姓名（西元年）
．文章名稱．
論文/海報發表於主辦之研習會名稱。
期刊名稱，卷（期），起訖頁數。若
城市：主辦單位。
該筆文獻具有 DOI 或 URL(數位識別
【範例】丁信仁、徐綉甄 (2018，12 月)。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經營模式探討-以
卓也小屋為例。海報發表於 2018 亞
洲區域經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斗
六:環球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四)書籍:
【格式】作者姓名(西元年)。書名(版次)。
出版商。若有 URL(數位識別碼)，以
超鏈接 https://開頭
【範例】黃惇勝(1995)。台灣式 KJ 法-邁向

21 世紀改造台灣的思考武器。中國生

碼)，以超鏈接 https://開頭
【範例】林文寶、陳俊誠（2012）。生物
科技保健食品之促銷方式、購買目的
與產品屬性對購買意圖之研究-以品
牌形象為干擾變數。台灣銀行季刊，

63(3), 85-112。
(八)報紙
【格式】記者或作者姓名（西元年月日）。
文章名稱。報紙名稱，版別。
【範例】林玠呈(1996 年 9 月 30 日)，聽說
努力是必經的過程。 自由時報。 第 5
版。
(九)政府部門報告
【格式】作者姓名或政府部門 (西元年)。
報告名稱。地點:出版者。連結網址

產力中心。
【範例】楊政學(2019)。實務專題製作:企
業研究方法的實踐(第六版)。新文京
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五)書中的章節
【格式】作者姓名(西元年)。章節名稱。
【範例】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最新統
載於編者姓名，書名(版次，起訖頁數)，
計指標。台北:行政院主計總處。
出版商。
https://www.dgbas.gov.tw/pointlist.asp
【範例】劉威德(2006)。職涯心理特質綜
(十)研究計畫
合解釋模型之初探。載於郭隆興、蘇
素美，教育與心理研究的軌跡(頁
3-31)。富文有限公司。
(六)翻譯書籍
【格式】翻譯者(譯)(西元年)。書名(版次)。
出版商。(原作者，出版年)

【格式】計畫主持人(西元年)。研究計畫
名稱(研究編號)。出版者。URL
【範例】林雯瑤（2018 年 1 月 31 日）
。學

術傳播速度與學術期刊創新機制之關
聯性研究（MOST105-2410-H-032-058）。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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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網頁作者

Jackson, L. M. (2019). The psychology of

【格式】網頁作者或機構名稱(西元年月
日)。網頁名稱。連結網址
【範例】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2021 年 4
月 21 日)。石化及塑膠產業鏈簡介。

prejudice: From attitudes to social
action (2nd ed.).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037/0000168-000
(四)書中的章節
【格式】Author, A. A. (Year). Article title,

https://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N00
0
二、英文文獻
(一)未出版之博/碩士論文
【格式】Autohor, A.A (Year). Title.
〔Unpublished doctoral/master
dissertation〕.University.https://doi.org/
example
【範例】Harris, L. (2014).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elementary school leade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範例】Paige, B. E. (2017). Open data
portals in northern New England states
[Unpublished master’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https://dor.org/10.14288/1.0355232
(二)研討會論文/海報
【格式】Author（Year，date）. Title.
Conference Name〔Paper
presentation〕.Conference Location.
【範例】Giles, E., & Meyers, J. (2019, June
20-25). Beyond information: Showing
wider rolespublic libraries can play in
the fight against HIV/AIDS in Africa
[Posterpresentat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三)書籍
【格式】
Author. (Year). Book Title(Edition). Publisher.
https://doi.org/example
【範例】

In B. B. Author(Ed.),Booktitle.
(Edition,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https://doi.org/example
【範例】Super, D.E, (1999). A life-span,
life-space to career development. In D.
Brown & L. Brooks (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Applying
Contemporary Theories to Practice (pp.
197-261). San Francisco: J-Bass.
【範例】Dillard, J. P. (2020). Currents in the
study of persuasion. In M. B. Oliver,
Raney, & J. Bryant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4th ed., pp. 115-129).
Routledge.
(五)翻譯作品
【格式】Editor（Year）.Title（Translator，
Edition）.Publisher（Original work
published Year）
【範例】Šteger, A. (2010). The book of
things (B. Henry, Trans.). BOA Editio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5)
(六)期刊:
【格式】Author, A. A., Author, B. B., &
Author,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xx(xx), xxx-xxx.
【範例】Baker, D. A., & Crompton, J. L.
(2000). Quality, satisfac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7, 785-804.
(七)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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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Author, B. C. (1995, November 15).
Article title. Newspaper Title, pp. xx-xx
【範例】Shi, N. (1996, August 28). Do we
fall into a rigid way of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Taipei Times, p. A1.
【範例】Schwartz, J. (1993, September 30).
Obesity affects economic, social status.
The Washington Post, pp. A1, A4.
【範例】Carey, B. (2019, March 22). Can
we get better at forgetting?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bit.ly/example
(八)新聞報導
【格式】Reporter（Issue Dates）. Title.
Newspaper, Pages. URL
【範例】Taiwan News(2019, June 12).
Publishers hold seminar on public
lending rights. Taiwan News.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new
s/3722431
(九)技術及研究報告
【格式】Author, A.A. (Year). Report title
(Rep. No.). Location: Publisher. URL
【範例】Kilkeary, R. (2002). The energy
crisi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family (NTIS No. PB
238782).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十)網頁作者(Web Page)
【格式】Author (Ed.)(Last Update Date).
Title. URL
【範例】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d.)(2018). The top 10 causes of
death. http://bit.ly/exam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