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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格式 

*版面：A4 紙張上、下各 2.54cm，左、右邊界各 3.17cm，封面中文摘要 1 頁、英文摘要 1 頁 

*中文字型「標楷體」、英文字型「Times New Roman」 

內容 
本活動徵求有關國內外期貨、選擇權或衍生性商品及其法律規範與制度之理論、

實證或應用之中。英文學術論文。來稿請以中文或英文數字(Times New Roman) 

撰寫，一律使用A4 紙張，由左而右橫式打字，並依下列順序書寫並依順序編入

頁碼：封面頁 (含標題、作者、服務機構。中英文摘要、關鍵詞)、本文、注釋、

圖表、附錄，及參考文獻。 

篇名 
力求簡潔並能充分表達論文概念之描述性中、英文標題。 

例：期貨市場的微觀結構 

Microstructures of Futures Markets  

作者 
因匿名審稿需求，投稿論文上傳檔案請先移除作者相關資料；倘經審稿通過同意

刊登，再補上作者姓名及服務機構完整中、英文名稱與地址；惟請作者於投稿系

統需登錄完整且正確之作者資訊。 

摘要 
簡短中、英文摘要，以300字為原則。 

關鍵詞 
摘要之後請附3至5個中、英文關鍵詞(key words)。 

例：關鍵詞：期貨、市場流動性、避險者。 

    Key Words: Futures, Market liquidity, Hedgers. 

章節 
章節款項，請依照「壹、一、(一)、1.、(1)」之順序排列，標題請採用粗體。每

段標題與子標題前請留一行空白。每一段落首行以縮排2個中文 (或全形) 字元

開始。 

章節標號以中文撰寫者，如下列所示： 

壹、前言(置中粗體) 

一、研究動機(置左粗體)  

(一）資料來源  

1  

(1）  

  



2022 New Futures 期貨與選擇權論文徵集 

論文格式 

*版面：A4 紙張上、下各 2.54cm，左、右邊界各 3.17cm，封面中文摘要 1 頁、英文摘要 1 頁 

*中文字型「標楷體」、英文字型「Times New Roman」 

章節標號以英文撰寫者，如下列所示：  

I.Introduction (置中粗體) 

1.  

1.1  

1.1.1 

 

圖表 
圖之標題置於圖下方，表之標題置於表上方，與圖、表之左緣對齊。圖次、表次

一律以阿拉伯數字表示。例如：圖1、表1。圖寬以不超過內文寬度為主。表寬以

對齊內文寬度為主。 

 

引註 

1. 自首頁 (摘要頁) 始，採隨文註腳 (footnote) 格式，註釋列於各該頁下方，

本文中以阿拉伯數字 ( 不加括號) 為之，註在相關文字之右上方標點符號

之前或後 (段引註)。文中如有參閱文獻部分，請以括弧夾註格式詳列來源： 

(作者，年代) ／作者 (年代)。 

 

2. 法律類文章特有之引註文獻格式如下： 

（1） 文章請以「」標示，書名請以劃底線標明，出版年分一律使用西元紀元。

引用大法官解釋、法律條文及行政函示，無須註明日期及出處。引據外

國法律法規、判決及相關文獻時，請依各該國學術期刊成例。英文法律

類論文請依照Harvard Bluebook(Uniform Citation System) 之引註格式

撰寫。 

（2） 參考範例如下： 

① 大法官解釋：大法官釋字第548號。 

② 法律條文：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第1款。 

③ 行政函示：公平會(89)公參字第89075481001號函。 

④ 法律判決：行政法院83年判字第56號、行政法裁判要旨彙編， 

第14 輯，966，1994。 

⑤ 法院決議：85年度第12次刑事庭決議，85年7月2日， 

最高法院刑事庭決議彙編，第X 卷第X 期，1996。 

⑥ 網頁：http://www.ftc.gov.tw，查訪日期：2004年11月1日。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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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有關本篇文章結論一節，請加註一段內容說明本篇文章研究或實證結果，對期貨

市場未來發展的貢獻、相關性或可參考價值為何？ 

 

參考文獻 

1. 無論財金類或法律類文章，其參考文獻均以文後條列方式逐條列出，中文列

於前，英文列於後，不加編號，中文以第一作者姓名筆劃排序，英文以第一

作者last name字首排序。論文正文中所引用之文獻皆須列於參考文獻中，且

僅有在文中引用過者方能列入參考文獻。文獻之出版年份請使用西元紀元，

一律以小括號內註明年份置於作者之後，中文參考文獻格式如下： 

 

（1） 專書：作者名( 西元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張傳章(2005)，期貨與選擇權，臺北：雙葉書廊。 

（2） 期刊論文：作者名( 西元年)，「篇名」，出處刊名，刊期，頁碼。 

廖四郎、王昭文(2005)，「利率、匯率及價格風險下遠期價格 

樹狀模型」，財務金融學刊，第13 卷第2 期，29-70。 

2. 英文： 

Author #l LastName, FirstName(s) and Author #2 FirstName(s) LastName 

(year), “Title of the Article,” Title of Journal (in Italic type),Volume and 

Number, Page Numbers. 

 

參考範例如下： 

(1) Book: 

Cohen, K. J., S. F. Maier, R. A. Schwartz and D. K. Whitcomb 

(1986),The Microstructure of Securities Markets, Upper Saddle River, 

NJ:Prentice-Hall. 

 

(2) Journal Article: 

Brorsen, B. W. (1989), “Liquidity Costs and Scalping Returns in the 

Corn Futures Market,”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9, 115-139. 

 

3. 學位論文及其他類型資料格式亦依循上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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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 

（20pt、置中粗體、單行間距） 

王元郁  王小明  陳曉明 (16pt、置中、單行間距) 

摘 要  (16pt、置中粗體、固定行高22 pt) 

這是 2022 New Futures 期貨學術與實務交流研討會論文完稿摘要格式供投

稿人參考。本研討會將印製論文集，經本研討會審查接受的論文，請協助

依照本格式進行編排，中文摘要一頁、英文摘要一頁，內容包含：論文題

目、作者、摘要、關鍵詞、註腳。摘要內文 13pt、固定行高 22 點、左右對

齊，中文為標楷體，英文及數字為 Times New Roman，摘要以 300 字為原

則，摘要之後請附 3 至 5 個關鍵詞，請勿編頁碼。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

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

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

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

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文假

文假文假文假文。 

關鍵詞：研討會論文集、摘要、期貨、衍生性商品、論文徵集（3~5 個） 

作者依第一作者*、共同作者**、共同作者***以此類推 

因匿名審稿需求，投稿論文上傳檔案請先移除作者相關資料； 

倘經審稿通過入選 2022 New Futures研討會後，再補上作者姓名

及服務機構完整中、英文名稱與地址。 

 

  
                                                      
 通訊作者：工商管理大學金融系 教授，E-mail：ftc@ctee.com.tw 
 工商管理大學金融系 副教授 
 工商管理大學金融系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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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pt、置中粗體、單行間距） 

Yuan-Yu Wang  Xiao-Ming Wang  Xiao-Ming Chen 

(16pt、置中、單行間距) 

Abstract  (16pt、置中粗體、固定行高22 pt) 

This is the finalized format of the conference for authors’ referen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paper was followed this format. The English abstract is limited to 300 words. 

The font type is Times New Roman and the size is 13p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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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text .  

Keywords：3~5 words, Futures, Market uncertainty, My paper 

作者依第一作者*、共同作者**、共同作者***以此類推 

*因匿名審稿需求，投稿論文上傳檔案請先移除作者相關資料。 

                                                      
 通訊作者：Department of Money and Banking, Business Management University, professor, 

E-mail：ftc@ctee.com.tw 
 Department of Money and Banking, Business Management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oney and Banking, Business Management University, stu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