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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說明 2016 第十二屆台灣作業研究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的論文格式。本研討會是

由台灣作業研究學會與國立臺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共同主辦，接受摘要或全文投稿

(中、英文皆可)，摘要或全文經審查後獲本研討會接受之論文，煩請務必依照本格式進

行編排。論文請一律選用 A4 版面繕打，版面設定每頁上下左右邊界各留 2.5 公分、全

文均採單行間距，文章不分欄並請左右對齊。中文文字全部採用標楷體、英文文字全部

採用 Times New Roman，內文字型大小均為 12 pt。摘要以不超過 500 字為原則，全文文

章包括圖片、表格、參考文獻，長度請不超過 10 頁，文責自負。本會收到摘要或全文

稿件後，將會回覆論文編號，後續的聯繫請提供論文編號以加快處理速度。論文接受之

定稿請勿插入頁碼，屆時請附上 PDF 格式之檔案，檔案用本會提供之「論文編號」命

名，並請於截稿日前由網站上傳完成。 

關鍵詞：至多五項，各項請以分號「;」分隔 

                                                 
* 聯絡作者: 國立臺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台北市大安區(106)羅斯福路四段 1 號 
  E-mail: orstwconference@ntu.edu.tw 



 

2016 第十二屆台灣作業研究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 
論文格式說明 

 
 
1. 簡介 

本文說明 2016 第十二屆台灣作業研究學會年會暨學術研討會的論文格式。本研討

會是由台灣作業研究學會與國立臺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共同主辦，採摘要或全文投

稿，中、英文皆可，摘要或全文經審查後獲本研討會接受之論文，煩請務必依照本格式

進行編排。論文請一律選用 A4 版面繕打，版面設定每頁上下左右邊界各留 2.5 公分、

全文均採單行間距，文章不分欄並請左右對齊。中文文字全部採用標楷體、英文文字全

部採用 Times New Roman，內文字型大小均為 12 pt。摘要以不超過 500 字為原則，全文

文章包括圖片、表格、參考文獻，長度請不超過 10 頁，文責自負。本會收到摘要或全

文稿件後，將會回覆論文編號，後續的聯繫請提供論文編號以加快處理速度。論文接受

之定稿請勿插入頁碼，屆時請附上 PDF 格式之檔案，檔案用本會提供之「論文編號」

命名，並請於截稿日前由網站上傳完成。 
 
1.1 論文題目與作者 

論文題目宜簡明，字型大小為 16 pt、粗體，置於第一頁第一行中央。作者部分包含

姓名與所屬機關單位，字型大小均為 12 pt 標楷體、亦置中，均採單行間距。 
 
1.2 文稿 

各章節主標題請以粗體、字型大小為 14 pt 並靠左對齊。章節次標題則為 12 pt 字型、

粗體並置於每行之最左方。內文文字字型大小均為 12 pt，全文均採單行間距，段落第一

行縮排 2 字元。 
 
2. 關於圖形、表格及方程式 

投稿論文以未曾發表之研究或實務性論文為限，其方程式、圖形、表格規定如下。 
 
2.1 方程式 

方程式應列印清楚、單行間距、段落間距與前、後段距離各 0.5 列，若有編號請靠

右對齊並從(1)開始。 
BAx             (1) 

 
2.2 圖形 

圖形標題必須置於圖片下方、並置中。 
 



2p
(1) (2)

 
圖 1. 廠商利潤函數 



 

 
2.3 表格 

表格標題必須置於表格上方、且置中。 
 

表 1: 表格說明 

 

    

    

 
 
3. 參考文獻引用與格式 

文中所引用的參考文獻，不論是國內外專書、譯書、期刊論文、會議論文、博碩士

論文或技術報告，都應列明於參考文獻中，文獻部份請將中文列於前、英文列於後，按

中文按姓氏筆畫排列，英文按姓氏字母順序排列。各類型參考文獻的編排格式，詳見下

面的參考範例。文中中文文獻引用時採用方式為「作者全名 (西元曆年)」，例如：方癸

棠 (2008)、姚銘忠等人 (2012)。英文文獻引用時採用方式為「作者姓 (西元曆年)」，例

如：Lin and Cheng (2011)。 
 
誌謝 
曾接受任何單位補助者，可在本處作感謝，有補助計畫編號，請務必填寫計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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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s for 2015 ORSTW Conference Camera-Ready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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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ample document provides the authors with instructions to prepare camera-ready abstract 
to 2015 ORSTW Conference. The abstract should summarize the contents of the paper within 
500 words, written in English, A4 paper, single-spaced, justified, with a font size of 12pt 
Times New Roman. Please leave 2.5cm for top, bottom, left and right margins. The title 
should be written centered, in 16pt, boldface Times New Roman, initial capital letters. The 
authors’ names and affiliations should be written centered, in 12pt, Times New Roman. Please 
do not number the pages for your paper. The paper should be submitted on-line in PDF format 
before the deadline.  
Keywords: No more than five keywords and separated by semicolon “;” 

 

                                                 
* Correspondenc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tion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 Taiwan.  E-mail: orstwconference@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