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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臺灣健康照顧社會工作學會 
「健康照顧與跨領域團隊合作」研討會 

徵稿簡則 

 

健康照顧旨在於整合促進、恢復或維持人民健康，相關組織機構、資源及其

各項活動具有維持人民生活的基本福祉的功能。無論在醫療單位、非營利組織、

政策制定等面向，要如何完善臺灣整體的健康照顧服務網絡以及促進各專業人員

間的團隊合作，是值得重視的議題。 

爰此，本會以「健康照顧與跨領域團隊合作」為主題，即日起公開徵求尚未

發表於其他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的之學術或實務研究論文。期待透過研討會的論文

（海報）發表與交流，集結臺灣健康照顧專業及社會工作領域先進的學術研究與

實務經驗，轉化為臺灣未來發展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的基礎，並讓舊雨新知更加熟

悉健康照顧與跨領域團隊合作領域的發展。 

 

一、會議徵稿主題如下 

    歡迎學術與實務各界先進踴躍投稿，包含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一）病友健康照顧需求與服務。 

（二）高齡者健康照顧需求與服務。 

（三）身心障礙者健康照顧需求與服務。 

（四）特殊文化族群健康照顧需求與服務。 

（五）弱勢族群心理衛生需求與服務。 

（六）健康照顧人員跨專業團隊合作。 

（七）健康照顧組織夥伴關係。 

（八）健康照顧領域網絡合作。 

（九）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發展。 

（十）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的教育與評量 

以上主題以及其它與健康照顧社會及跨域團隊合作有關之主題。 

 

二、研討會舉辦時間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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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間：2023 年 03 月 04 日（星期六） 09：00-17：00 

辦理地點：中山醫學大學（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正心樓 0213、0225

教室 

主辦單位：臺灣健康照顧社會工作學會、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人文科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護理學系長期照護碩士在職專班 

 

三、重要期程 

（一）摘要投稿截止：2023 年 01 月 09 日（一） 

（二）審查結果通知：2023 年 01 月 16 日（一） 

（三）稿件上傳截止：2023 年 02 月 10 日（五） 

（四）會議報名期間：2023 年 02 月 13 日（一）至 2023 年 02 月 20 日（一） 

 

四、徵稿形式說明 

本次徵稿方式分為「口頭發表」與「海報發表」兩種，投稿者可自行選擇發

表形式，撰寫語言以中文為主。 

口頭發表：每場次預計安排約 3 篇議題相近的論文進行口頭發表，每篇時間約為

15 分鐘，並安排與談人回應及討論。以屆時議程公告為主。 

海報發表：將發表人的海報檔案置入會議手冊或電子手冊，供與會者參閱。 

 

五、投稿方式 

（一）論文摘要投稿 

1. 投稿之論文須為未曾刊載於其他刊物或未曾於其它研討會發表為限。 

2. 請投稿者於徵文主題範圍內自訂論文題目，口頭與海報發表者請提供 400

至 800 字之論文（附件一），Word 格式。 

3. 內容應包含「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發現」、

「結論與建議」，並提供 3-5 個「關鍵字」。 

4. 將摘要連同投稿者基本資料表（附件二）寄至 hcswtw@gmail.com，若未

收到回信請致電 04-36097608 與黃柏凱助理確認。 

（二）論文摘要審查通過為「口頭發表」者 

1. 需有一位作者報名並出席會議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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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文字數 6000 至 12000 字，Word 格式。 

3. 論文全文格式請依 APA 格式（第 6 版）撰寫，若未符合則退回修正。 

（三）論文摘要審查通過為「海報發表」者 

1. 請依海報製作說明（附件三）提供 59.4 公分寬 x 84.1 公分高，尺寸為 A1

大小的 PPT 檔與 PDF 檔。 

2. 為響應環保，海報發表檔案將收錄於會議手冊或電子會議手冊中，不再

另行列印張貼。 

 

 

歡迎各界學術與實務先進踴躍發表！ 

 

 

------------------------------------------------------- 
臺灣健康照顧社會工作學會 

學會理事長：侯建州 

研討會總召：龍紀萱 

行政聯絡人：黃柏凱助理 

聯絡方式：hcswtw@gmail.com、04-36097608 

mailto:hcsw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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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論文投稿格式 

 

本研討會採摘要投稿，語言以中文為主，文責自負，一律以 A4 紙單面直式

橫寫打字，請依本研討會指定格式繕打論文。論文於規定日程（2023 年 01 月 09

日）前將論文摘要電子檔（word 檔）連同附件二的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寄至

hcswtw@gmail.com（郵件主旨請寫：「健康照顧與跨領域團隊合作」研討會摘要

投稿─○○○（第一作者姓名）） 

 

1.論文題目與作者 

（1）格式如後。 

（2）若發表論文題目源自研究計畫請以註腳做說明。 

2.字數與關鍵字 

（1）摘要 400 至 800 字；全文至多 12,000 字。 

（2）應包含關鍵字 3-5 個。 

3.內文 

（1）論文撰寫時，中文字選擇「標楷體」，英文字請選擇「Times New Roman」。 

（2）論文標題為粗體字型 20 號字，需同時提供中英文標題，內文與作者個人資

料為 12 號字。 

（3）論文全文格式請依 APA 格式（第 6 版）撰寫，若未符合則退回修正。 

（4）定稿摘要與全文勿插入頁碼。 

 

 

 

論文題目（Tilte） 
 

作者一（Author1）       作者二（Author2） 

服務單位與職稱          服務單位與職稱 

E-mail：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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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2023 年臺灣健康照顧社會工作學會 
《健康照顧與跨領域團隊合作》研討會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稿件編號（本會填寫） 

發表型式 「口頭發表」「海報發表」「兩者皆可」 

論文題目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依作者數量

自行刪增） 

第一作者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服務單位/

或就讀學校 
 職稱 

 

第二作者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服務單位/

或就讀學校 
 職稱 

 

第三作者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服務單位/

或就讀學校 
 職稱 

 
 

聯 絡 人  
聯絡

電話 

市話： 

手機： 

通訊地址  

E-mail  

個人資料 

蒐集聲明 

本研討會係由臺灣健康照顧社會工作學會主辦，依據中華民國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公告以下事項： 

1.主辦單位：臺灣健康照顧社會工作學會。 

2.蒐集目的：活動參與、身分確認、聯絡通知、統計等。 

3.個人資料類別：中英文姓名、就讀／服務單位、服務系所、職

稱及通訊地址、電話、電子信箱等，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

別本人之資料。 

4.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上述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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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地區。 

6.利用對象及方式：本會在蒐集目的之範圍內予以利用。 

7.若您未能提供個人資料，將可能導致未能參與本會活動。 

8.投稿者並享有個資法第 3 條揭櫫之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請

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請求刪除。若欲行使上述權利，請洽：臺灣健康照顧社會工作

學會黃柏凱助理（ 04-36097608、hcswtw@gmail.com） 

文責聲明 1.投稿（發表）之摘要（含海報）若涉有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

現行法規等行為，以及繕打、排版等非本會疏漏之情事，相關

責任由作者自負。 

2.本表所填資料接無誤，且本文（含海報）全部或部份內容未曾

於其他刊物出版，及無一稿多投之情事，相關責任由作者自負。 

3.凡經本會審查後，通過者負有口頭（海報）發表之義務。若為

共同作者，應至少一人出席研討會並進行口頭發表或海報張貼。 

作者簽名 1.若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本同意書簽署代表人已通知

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同意書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 

授權代為簽署同意書。 

2.本人已詳閱研討會徵件辦法、個人資料蒐集聲明與文責聲明，

謹此簽名以示同意。 

 

作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 

※請於 2023 年 01 月 09 日（一）前連同摘要寄至 hcswtw@gmail.com （郵件主

旨請寫：「健康照顧與跨領域團隊合作」研討會摘要投稿─○○○（第一作者姓

名）） 

※本表填寫完成後請以掃瞄或拍照的方式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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