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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件提供 2009 年全國電信研討會投稿作

者，準備中文全論文時所需之範本與指導方針。假如您

使用Word 6.0 或是以後的版本，可將此文件作為範本。

若是用其他的文書處理軟體，則此文件備有相關的規格

可供參考。本段摘要文字應該使用 10 點的粗體字，長

度不得超過 200 字。1

一、 簡介 

這篇範本是為了方便作者撰寫 2009 年全國電信研討

會的論文而製作。版面的設定和段落的間隔均已顯示出

來。假若您使用的是 Word 6.0 或是以後的版本，可將您

所寫的文字直接覆蓋並且貼上。若是使用其他的文書編

輯軟體，請參考此篇範本的版面設定、字體大小和行與

行的間距。 

論文全文的頁數嚴格限制在四到五頁，其中包括本

文、圖片、表格和參考文獻。論文中必且包含足夠的訊

息，讓評審委員可以對您提交之論文進行公正的評估。

請不要試圖改變頁面邊界、字體大小、或是行距來擠入

更多的內容。另外，本會舉辦學生最佳論文獎競賽，並

擇 優 推 薦 稿 件 至 IJE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期刊，如果您選擇參加學生最佳論

文獎競賽，或考慮被推薦至IJEE，則論文必須是以英文

撰寫之全論文。 
本研討會只接受 PDF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檔案

格式的論文，請記得在上傳之前將原稿轉成 PDF 格式。

上傳之論文本會將先進行格式審查，格式審查通過之論

文，將送交議程委員會進行實質審查；格式審查未通過

之論文，須於大會規定之期限內完成修正，才會送交議

程委員會。審查委員的意見將提供給作者做論文修改的

參考，接受之論文必須於期限內上傳完稿並繳費註冊。 

每篇被接受的論文至少要有一位作者，在會議的截

止註冊之前繳費註冊。每一位作者投稿論文的數量不受

限制。但當同一位作者有超過一篇論文被接受時，每篇

論文仍必須至少要有一位作者繳費註冊，論文才會被列

在會議的正式議程中。如果論文作者無法在期限截止之

前繳費註冊，論文將視同自動撤回。 

二、 基本指導方針 

在您開啟這份文件時，請從「檢視」選單裡選擇

「整頁模式」，這樣可以讓您看到註腳。您可以從格式

工具列、樣式的下拉式選單中，選擇適當的樣式，來格

式化剪貼而來的文字。例如，本段的樣式是「Text」。

段落文字請選擇「左右對齊」，並且在每段第一行請縮

排兩個字。 

 
1 本研究由國科會贊助，計畫編號NSC XX-0123-456-789。(請於此

處說明研究經費補助單位). 

論文的格式必須是單行間距，頁面的大小採用A4 紙

張尺寸 (210 mm × 297 mm)。左右兩邊分別預留空間為

15 mm；上邊留 20 mm；底部留 40 mm。中文字體請使

用新細明體，英文字體請使用Times New Roman 作為預

設字型。論文標題使用 16 點的粗體字，作者姓名和單

位名稱則使用 11 點的字體。論文標題和作者姓名之間

要空一行。若論文有兩名以上作者，請在論文主講人姓

名後加上星號。於單位名稱後空兩行才開始撰寫本文。

本文應使用兩欄的格式，字體大小為 10 點。另外，中

文敘述請使用全形的中文標點符號(如、，。「」？

等)，不要用半形的英文標點符號(如 , . ‘ ’ “ ” ?)取代。請

使用底線來強調要特別注意的地方，不要使用斜體字。

論文中的標題使用 10 點的粗體字，並依國字數字排

序。標題名稱可依作者需求而自行更改。次標題亦使用

10 點的粗體字，若有多個次標題，改以阿拉伯數字來做

排序，並且向左對齊。如有附錄，依然採用 10 點的字

體，參考文獻則使用 8 點的字體。 請不要在您投稿的論

文標上頁碼，本會將採用適合研討會論文集之頁碼編排

方式。 

三、 建議事項 

3.1 圖片和表格 
所有圖片和表格應有適當的標題，標題使用粗黑體

字。為了方便讀者閱讀，圖片和表格應該放在對應的文

字附近。圖表最好保持單一欄的寬度(不要跨欄)，圖片

請選擇「與文字排列」的格式。表格採用羅馬數字來編

號，圖片則用國字數字來編號。圖片標題置於圖片下面；

表格標題置於表格上面，兩者標題大小使用 8 點字。請

參考本文件表 I 及圖一的風格。  
  

表 I 
不合格 LMVs 的百分比 

影像序列 Lack of 
Features Low SNR Repeated 

Patterns 
Valid 
LMV 

Book 28.74% 0.5% 1.10% 70.04% 
Park 13.33% 12.55% 0.48% 73.86% 
Sport 13.48% 2.84% 0.43% 83.37% 

Spiderman 20.21% 3.53% 1.19% 75.36% 

 
3.2 英文縮寫字和首字母縮寫 



 

在論文本文中第一次出現的英文縮寫和首字母縮

寫，請您必須要定義它。即便已經在摘要處定義過，也

必須如此。熟悉的英文縮寫，如：IEEE、SI、dc 和

ac，則無需再定義。含有英文句點的英文縮寫字母之間

不需要任何間隔，請採用「C.N.R.S」這種格式，而不

是「C. N. R. S.」。論文標題儘可能不要使用英文縮

寫，除非是在無法避免情況下。 

 

 
圖一： 可靠 LMV 的 MAD 特性 

 
3.3 方程式 

論文中的方程式建議使用微軟的「方程式編輯器」

來編輯，並請選擇「與文字排列」的格式。方程式請依

照出現的先後順序用圓括號編號，置於方程式的右邊。

請參考本文(1)式。 

   .)(HMV)(AMV ∑= n
m

nn (1)

請確認您所有符號在方程式出現前就已經定義，或

者跟隨著方程式後面定義。論文中出現引用方程式，請

採用「(1)」這種格式，而不是「方程式(1)」，除非是

出現在一個句子的句首。 

 
3.4 參考文獻 

參考文獻請依照引用的先後順序用方括號編號[1]。
標點符號應在方括號之後[2]。若有數個參考文獻[2]，[3]
被引用時，每一個都用單獨的方括號編號[1]-[3]。引用

書籍的一部分時，請列出相關的頁碼，請參考[2]。論文

中引用到參考文獻時，可以簡單地採用「[3]」這種格

式，請不要使用「參考文獻 [3]」這種方式。  

請列出所有作者的姓名，不要使用「等等等」，除

非作者人數在六人以上。若論文是未投稿出版，請引用

為「unpublished」[4]。若論文是正在審查中，請引用為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5]。若論文已投稿被接受但

還未指定書期刊號，請引用為「to be published」[6]。若

純屬個人通信，請引用為「private communication」，但

必須提供單位名稱及地址[7]。 
請記得檢查錯別字。良好的寫作，有助於您論文的

審查。您可以參考[8]查閱有關良好科技論文的寫作風格

與相關資訊。 

結論 

結論這部分並非必要的。但您可以藉此回顧整個論

文重點，但請不要與摘要重複。結論可以闡述整個工作

的重要性或建議其應用及延伸的方向。 

附錄 

如果需要附錄，應置放於任何可能出現之致謝短文

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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