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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正念照顧協會  函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七段 232巷 40號 4樓 

 聯絡人：吳錫昌 

 電話：0937959665 

 傳真：02-28772276 

 電子信箱：tmca@mindful.com.tw 

 
受文者：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23日 

發文字號：台論字 1110109047號 

速    別：普通件 

附    件：如內文。 

 

主旨: 本會舉辦「2022年正念照顧者年會暨學術論文及應用論壇發表」， 

      徵求學術論文，論文投稿至09月30日止，敬邀貴單位同仁踴躍參與。 

 

說明： 
 

一、 簡介：本會將於 2022年 01月 08日(星期六)、09日(星期日)舉辦 2022年會員大

會暨學術研討會，公開徵求論文投稿；凡是正念應用於照顧相關的學術研究或實務

工作，例如：臨床研究成果、個案報告、專案研究計畫、正念教學經驗等成果，均

歡迎於大會中與同業們分享。 

二、 研討會主辦單位：台灣正念照顧協會; 協辦單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國立

臺灣大學護理系、國立國防醫學院護理系、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院高齡照顧福祉系。 

三、 研討會資訊： 

(1) 日期：2022年 01月 09日(星期日) 上午 09:00~下午 12:00 

(2) 名稱：「台灣正念照顧協會 2022年學術論文及應用論壇發表」 

(3) 地點：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醫療創新中心 CIC(第三門診大樓 9樓) 

(4) 資料：投稿內容公告於官網(官網: http://care.mindful-tw.com)，另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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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附件投稿摘要須知、作者資料表表單。 

(5) 投稿信箱: tmca@mindful-tw.com 

(6) 研討會投稿時程與報名資訊: 

 
 
 

 

 

 

 

 

 

敬邀 

 

 

主辦 常務理事：   

 

理事長   ：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投稿日程 

投稿起始日 2021年08月01日 

投稿截止日 2021年09月30日 

結果通知日 2021年10月31日 

註冊/報名資訊 

發表者註冊/報名 2021年11月01日至11月20日 

一般註冊/報名 2021年11月01日至12月12日 

現場註冊/報名 2022年01月08、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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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正念照顧協會2022年學術論文及應用論壇發表 

投稿摘要 

2022 年第一屆正念論文及應用學術研討會 
* 必填項目 Indicates the required items 

稿件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摘要內容 Abstract 
Title 
題目 

Chinese 中文* 
 

English 英文* 
 

Authors* 作者群姓名 
(請依序列出) 

(範例: 000、000、…) 

Abstract* 摘要內容 
中文以 600 字數為限 
英文以 500 字數為限 

(論文發表應含前言、方法、結果、結論；應用專案計畫應含現況前言、欲改善的問題確

立、專案目的、執行方法與過程、成果評值、結論)  

 

 

 

 

 

 

 

 

 

 

 

 

 
 

Key words*關鍵字 
(請填寫 3~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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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正念照顧協會2022年學術論文及應用論壇發表 

作者資料表 

2022 年第一屆正念論文及應用學術研討會 
* 必填項目 Indicates the required items 

稿件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Title 題目 Chinese 中文* 
 

English 英文* 
 

Presentation Language * 
報告語言 

□ Chinese 中文 
□ English 英文 

Categories* 
投稿類別 

□ Research Article 研究論文    □ Case Report 個案報告   
□ Application Project 應用專案計畫   

Presentation Type * 
報告型式(請選擇一項) 

□ Oral presentation 口頭報告 
□ Poster presentation 海報 
□ Either oral or poster presentation 口頭報告或海報兩者皆可 
※ 注意: 最終發表報告型式，審查委員會有權按照投稿內容、議程

時間規劃平衡等，進而調整您發表類型。 

Authors Information 作者資訊* 
(please list the authors full name in order, and add the blanks if needed) 

(請依作者順序填寫全名，若需要請自行添加欄位) 

第一作者 
Chinese 中文*： 
English 英文： 

第一作者 
Organization/institution(所屬單位)*: 
E-mail address*: 

Chinese 中文*： 
English 英文： 

Organization/institution*: 
E-mail address*: 

Correspondence* 
通訊作者 

 
Organization/institution*: 
Address(通訊地址)*: 
Academic degree*: 
Work tele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Presenter* 
報告者 

□ First author    □ Second author   □ Third author 
□ Forth author   □ Fifth author     □      author 

版權聲明 本人(等)保證本文過去未曾發表於其他刊物，且同意在貴會接受審查期間及接

受刊登後，不投稿於其他刊物；若有侵犯他人版權或智慧財產權，需由所有作

者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第一/代表 作者簽名：             (可以掃描方式替代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徵稿截止日期為即日起至 2021 年 09 月 30 日止。 
電子郵件信箱：tmca@mindful-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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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會場地圖指引 

交通資訊請參閱院方網頁

https://www.vghtpe.gov.tw/Fpage.action?muid=1500&fid=1341 

https://www.vghtpe.gov.tw/Fpage.action?muid=1500&fid=1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