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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format of the articles submitted to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entitled 
“Pearls Falling onto the Plate of Jade :   The Resonant Orchestration of Language,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hinese Studies” . 
Presenters should strictly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provided regarding the article format. First, a one-paragraph abstract is required 
to be prepared in three languages: Thai, English and Chinese. Secondly, the three versions of the abstract must be on the first page 
of the article below the presenter’ s name.  Besides, the three versions of the abstract should not exceed one page of an A4- size 
paper. 
Keywords: maximum 5 keywords 

摘 要 
 本文关于第二届《大珠小珠落玉盘：汉语言文学教学及中国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

会的投稿要求。投稿者必须严格遵守所有要求。必须于首页范围内先后顺序提供泰-英-中文

摘要，一个摘要一个段落，共三个段落，放置于论文题名、作者姓名部分下面。 
关键词：限五个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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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引言/绪论 
 论文应包括以下内容：泰文题目、英文题目、中文题目、作者、作者工作单位、泰文摘要、英

文摘要、中文摘要、引言、正文、小结和致谢（“致谢”可有可无）。 

 
2. 正文 

2.1 论文写作格式的一般介绍 

 论文根据规定的格式以泰文或者中文书写作； 

 使用 A4纸打印，一个页面按照规定的规格不分栏，行与行之间不要空行，转入新的标题时空一

行； 

 论文正文中的标题，一级标题序号为“1”，二级标题为“1.1”。 

                                                      

2.2 字体、字号和行间距 

 中文字体采用“宋体 /Simsun”； 

 数字字体采用“Time New Roman”； 

 泰-英论文题目字号为 18 磅（加粗），中文论文题目字号则为 14 磅（加粗），作者姓名以英文

或拼音撰写，字号采用 Angsana New26磅； 

 泰-英文一级标题的字号为 16 磅，二级标题字号为 14磅； 

 中文一级标题的字号为 14磅，二级标题字号为 12磅； 

       泰-英摘要和正文内容的字号为 14磅，中文摘要字号为 12磅，正文则为 10.5磅，行间距选择“单
倍行距”，文本水平对齐方式选择“两端对齐”，不要给论文添加页码。 

      
2.3 论文题目 、作者和标题 

 论文题目位于第一页顶部的中间位置，不分栏。从上到下依次是泰文题目、英文题目和中文题

目； 
 以英文或拼音撰写的作者姓名写在论文题目下右对齐，不分栏；无需写出自己的职位和学历；

 如果论文是合著的，请在“文章作者”项中负责人后面添上“ * ”  符号，在出席会议发表的作者名字

下作下划线； 

       论文的各个标题都要左对齐 

 
2.4 图片 

 图片要处于文章的上方，图片的宽度不超过 80毫米，以方便编辑。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让图片

宽度满页（宽 168毫米） 
 图片的类型可以是 TIFF RTF BMP 和 JPEG，但是建议使用 Microsoft Word 允许使用的图片类

型。 

 图片里的文字大小应适合阅读，而且要比文章的字体略大。     
 每张图片都要有图片序号和图片说明。序号和图片说明在一起不应该超过两行。图片说明里不

应该出现“表明”这样的表述。比如说：“图 1表明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图一表现了……” 
 线条符号的颜色应用黑色，照片应为黑白照片，像素以合适为宜，不必太高。为了美观，图片

的前后各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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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表格 

 表格要处于文章的上方，表格的宽度不超过 80毫米，以方便编辑。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让表格

宽度满页（宽 168毫米）； 

 表格中文字的大小要比文章的字体略大，表格框的线条要使用清晰的黑线； 

       每个表格的上边都要有表格序号和表格说明。序号和表格说明在一起不应该超过两行。表格说

明里不应该出现“表明”这样的表述； 

 为了美观，在表格的前后各空一行。 

 

2.7 参考文献 

 参见附件 
 

2.8 论文篇幅 

 论文各部分加起来不应超过 15页 A4纸。 

 

3. 关于以泰文写作的论文 

 如果以泰文写作的论文，请参看关于泰文论文的格式介绍。 

 
4. 小结/结语/结论 

 请各位作者在交送论文之前认真检查，以提升论文质量并顺利通过委员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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