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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科技大護理學院 2019 第十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11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2019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周全性倡議健康照護服務的提升 

Comprehensive Advocating Healthcare Service Improvement 

 

一、目的 

透過國際研討會與經驗交流，提供給國內外與會人員更進一步了解健康照護服務

及實務運用，提升周全性健康照護品質供促進健康、維持健康處置的參考方針。 

二、時間及地點 

◎2019年5月10日(五) ~5月11日(六)於中臺科技大學勤學樓B1F國際會議廳舉辦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徵選研究論文發表：將於5月10日-11日會議場地進行口頭與海報發表，有意參加者請

詳閱下列相關訊息，或至中臺科技大學護理學院網站https://reurl.cc/MyEDn 

三、舉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 

中臺科技大學護理學院 

(二) 協辦單位(按筆劃順序) 

   仁愛財團法人大理仁愛醫院 

   大千綜合醫院 

   社團法人台中市厝邊關懷協會 

四、課程認證  

本次會議提供所有報名學員研習證書，以及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https://maps.google.com.tw/maps?ie=UTF8&cid=15643705252195063415&q=%E6%85%88%E6%BF%9F%E9%86%AB%E9%99%A2%E5%8F%B0%E4%B8%AD%E9%99%A2%E5%8D%80&iwloc=A&gl=TW&hl=zh-TW
https://reurl.cc/MyE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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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表Program Agenda 

◎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 

Day 1：May 10, 2019 

時間(Time) 主題(Topic) 講員 (Speaker) 

08:30-08:50 報到（Registration） 

08:50-09:00 開幕式 (Opening Remarks) 

09:00-10:40 

自然醫學與養生保健 

Naturopathic medicine toward preventive healthcare    

 

Amy Chung 
Doctor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Natural 

Medicine, Portland 

10:40-11:00 茶敘（Coffee Break） 

11:00-12:00 
自然醫學與常見疾病的處理 

Addressing common illness with naturopathic medicine 

 

Amy Chung 
Doctor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Natural 

Medicine, Portland 

12:00-13:00 午餐（Lunch） 

13:00-14:40 

高齡者照護環境規劃、評估與實踐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ssessment and practice for the 

elderly care  

曾思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所

教授 

14:40-15:00 海報發表與觀摩/茶敘（Coffee Break） 

15:00-15:30 
長照 2.0 實務經驗分享(暫定) 

My practice：long-term care 2.0 

蔡建宗 

苗栗大千醫院 

副院長 

15:30-16:10 論文發表  

16:10-16:30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16:30 簽退（Sign Out） 

 

 
◎2019年5月11日(星期六) 

Day 2：May 11, 2019 

時間(Time) 主題(Topic) 講員 (Speaker) 

08:40-09:00 報到（Registration） 

09:00-10:40 
護理實務中的法規意識 

Legal awareness in nursing practice 

陳玉鳳  

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

理事長 

09:00-10:40 茶敘（Coffe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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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00 
高齡友善長照 ALL PASS 

Friendly long term care for old age All Pass 

陳美玲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

仁愛醫院護理部 

副主任 

12:00-13:00 午餐（Lunch） 

13:00-14:40 
壓力性損傷的預防 
Prevention of pressure injury 

蔡新中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外科主任 

14:40-15:00 海報發表與觀摩/茶敘（Coffee Break） 

15:00-16:00 

老少共學：偏鄉傳愛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learning together--Love passed in 

the countryside 

連寶靜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

育暨事業經營系 

副教授 

16:00-16:20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16:20 閉幕式（Closing Remarks） 

16:20 簽退 (Sign Out) 

 

主講者 Speaker introduction (依演講順序) 

Amy Chung     Doctor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Natural Medicine, Portland 

曾思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所教授 

蔡建宗             苗栗大千醫院副院長 

陳玉鳳             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理事長 

陳美玲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蔡新中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外科主任 

連寶靜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副教授 

 

五、會議語言 

本次會議以中文為主。 

六、課程教材 

本次會議提供所有報名學員研討會教材。 

七、報名 

◎統一採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K3gLm 

◎所有報名之截止日：2019年5月2日(四)。 

◎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八、費用 

◎報名費用說明： 

https://reurl.cc/K3g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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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價為新台幣2,000元。 

 早鳥優惠價為新台幣1,500元，需於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前完成報名及繳費。 

 中臺學生優惠價為新台幣1,500元，報名時需檢附學生證，並在2019年5月2日前完

成報名及繳費。 

 參加一日價為新台幣1,000元。 

◎匯款帳號：玉山銀行彰化分行(銀行代號：808)，帳號：0336-968-056366（戶名：鍾

孟瑾）。 

◎入校園停車費：一日新台幣50元（無須事先匯款）。 

九、退費事宜 

若取消報名，請於研討會八天前(2019年5月2日前) email至q0100@ctust.edu.tw申請

退費（逾期恕不受理），我們將保留30%的手續費，並於研討會結束後統一辦理退費，

約需一個月工作天數。 

十、徵選研究論文發表 

本研討會將提供所有經審查錄取之研究論文發表證明。 

(一)主題 

歡迎投稿與下列議題相關之研究論文： 

-長期照顧 (Long-term Care) 

-健康促進 (Health Promotion) 

-護理教育 (Nursing Education) 

-家庭照護 (Family Care) 

-心理衛生 (Mental Health) 

-社區照護 (Community Care) 

-臨床照顧 (Clinical Care) 

-其他 (Others) 

(二)摘要格式 

1. 字數限制為500個字(包含副標題)，所有的摘要均以英文形式呈現。 

2. 版面設定上、下、左、右之邊界均為3公分，一律採用Times New Roman字型、

單行間距。 

3. 副題與副標題使用14號字、置中、並請勿超過兩行，內文使用12號字。 

4. 必須註明作者姓名、職稱，學歷，所屬單位，使用12號字，以及在摘要最後註

明代表作者的email。 

5. 摘要書寫需具備以下副標題： 

mailto:至103170@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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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背景/重要性 

-目的/假說/目的或問題 

-方法/步驟 

-結果/發現  

-討論/實務應用 

-結論 

6. 英文摘要格式與字體規定及排序，請依大會提供的範本撰寫(詳見附件一)。 

(三)繳交日期    

僅接受線上投稿，投稿時請註明投稿形式「口頭發表或海報」。請於 2019 年 4 月

18日下午 5點前，以Microsoft Word檔案格式上傳至網頁連結：https://reurl.cc/MyEDn 

(四)連絡窗口 

E-mail：q0100@ctust.edu.tw, 電話：04-22391647 轉 7322 鍾小姐。  

(五)注意事項 

所有的摘要將由審查委員以無記名方式進行審閱(審閱過程中將無法得知作者名

字或學校/工作地點)，預計於 2019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前以 email 通知代表作者

錄取與否，海報發表者請於海報發表時段，至少有一位代表作者在場，以便進行

海報發表與觀摩。 

(六) 海報展示論文之尺寸規格：寬 90cm，高 120cm。 

 

  

https://reurl.cc/MyEDn
mailto:q0100@c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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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itle 

Subtitle (Maximum Two Rows) 

 

First author's first name initials and family name, Second author's first name initials and family name, Third author's first name 

initials and family name, ... 

Author’s’ affiliation, City, Country 

 

These directions are written in the format required for abstracts for the The 11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2019 We advise you to download these directions as a MS Word document and use it as the 

template.  

 

The abstract should not exceed TWO A4 pages and no more than 500 words (including all the texts).  

 

Page margins should be 3 cm for top margin, right, left and bottom margins. Use the font type: Times New 

Roman, with single spaced lines.  

 

Title of the paper (style: “Research Title” & ”Subtitle”, 14 points, all caps, centred) could span a maximum 

of two rows, and is followed by one blank line.  

 

Author’s names are written (style: “Authors”, 12 points, centred) with initials followed by dot, family 

names are written in full. Authors are separated by commas and marked with superscript when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authors from different affiliations. 

 

Author’s affiliations (style: “Author’s affiliations”, 12 points, italic, centred) are written in separate rows 

when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and last is followed by two blank lines. Abstract text (style “Paper text”, 12 

points) is justified on middle; paragraphs are not indented, only separated by one blank line.  

 

Abstract context must be included in six sub-heading, must be written in separate paragraph, which are:  

Introduction/Background 

Aim/Objective/Hypothesis 

Methods/Steps 

Results/Findings 

Discussion/Clinical Application 

Conclusion 

 Representative Author’s NAME & E-MAIL:  ie. XXX @OOO.edu.ΔΔ   

The contact email of representative author should be stated at the end of abstracts. 

 

Please, the abstracts are to be submitted by 5PM, April 21th, 2018 (GMT+8: Greenwich Mean Time). The 

members of Programme Committee will review the abstracts, then, authors will be informed via email 

about the acceptance or decline of their paper by May 4th, 2018. The invitation to an oral presentation will 

be individually issued to the authors according to the committee’s decision.  

 

附件一 

mailto:XXX@OOO.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