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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國際健康評估暨促進學會大會及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ealth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2022, ICHEP 2022) 

 

一、舉辦日期：2022年 12月 17日（六）至 12月 18日（日） 

二、指導單位：International Health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Association (IHEPA) 

主辦單位：台灣健康評估暨促進學會(THEPA) 

協辦單位：台灣家庭醫學教育研究學會、台灣肥胖醫學會、台灣運動營養學會、 

    台灣醫用營養醫學會、社團法人台灣慢性病全人醫療學會 

贊助單位：科技部、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三、研討主題：Healthy SMART – Screening, Management, Accreditation, Resilience, and 

Technology 

（一） Screening健檢產業篩檢策略 

（二） Management預防健康管理 

（三） Accreditation健檢中心之健康認證 

（四） Resilience韌性醫療照護體系 

（五） Technology新科技於健檢產業之運用。 

四、報名日期及費用： 

（一） 論文發表者（含口頭與海報）投稿截止日期： 

1.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2年 9月 30日（星期五）23:59止。 

2. 第一作者免報名費，其他作者投稿或報名皆需繳交報名費，費用詳見(二)。 

 （請一併於截止日期前完成報名費繳費，未完成繳費者不接受投稿） 

（二） 一般與會者報名日期及費用： 

1. 線上報名早鳥優惠：2022年 9月 30日（星期五）23:59止。 

  臺灣地區報名費：會員新臺幣 500元/人 

非會員新臺幣 800元/人 

其他國家報名費：美元 75元/人 

2. 線上報名截止日期：2022年 11月 30日（星期三）23:59止。 

  臺灣地區報名費：會員新臺幣 800元/人 

非會員新臺幣 1,000元/人 

其他國家報名費：美元 100元/人 

註：本會不予接受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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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及繳費方式：至大會報名網站填妥各項報名資料，並於綠界金流系統完成繳費，上

傳投稿摘要電子檔（非第一作者請上傳至電子信箱），始視為完成報名手續。 

繳費方式可選擇線上刷卡（一次付清）、網路 ATM、ATM櫃員機。 

 

六、本研討會將從投稿論文稿件中擇選數篇優秀論文，頒發優秀論文獎狀。 

七、備註： 

（一） 投稿參與2022年12月17日、18日研討會之與會人員，將於研討會結束一個月內寄

發電子研習證明。 

（二）口頭／海報發表完成後，由大會人員另寄發論文發表證明。 

（三）研討會報名系統請參考大會官方網站：https://ichepa202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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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國際健康評估暨促進學會大會及學術研討會投稿須知 

一、 本研討會口頭、海報發表皆以全英文之研究摘要進行投稿，並由大會聘請學者專家進行

審查，審查結果由委員會視審查意見決定。 

二、 摘要格式： 

（二） 摘要內容：請務必依下列順序進行摘要撰寫－問題背景、文獻回顧、研究方法、

討論、結論與建議及參考文獻。 

（三） 頁數限制：最多1頁(參考文獻及圖表不在此限)。 

（四） 版面邊界：A4 尺寸排版，邊界上下左右各留 2.5 公分。 

（五） 段落間距：行距為1.15行高，與前段距離 0.5 行。 

（六） 文字：Times New Roman。 

（七） 英文題目：字體大小14號字、粗體，英文著作標題除冠詞、介系詞外，英文之第

一字母均應大寫。 

（八） 作者：字體大小12號，作者姓名列於論文題目下方置中，並註記機關與職稱，若

超過 2 位作者，請在姓名後面上標編號。 

（九） 內文：行距為1.15行高，字體大小12號並左右切齊，標題為粗體。 

（十） 關鍵字：英文關鍵字列於摘要內文下方，參考文獻之前，關鍵字至多5個。 

（十一） 圖表：所有圖表、照片須附有標題、編號及簡要說明，圖表、照片穿插於文中

適當位置，字體大小12號。 

（十二） 頁碼：頁尾置中編排，字體大小10號。 

三、 上傳格式限PDF檔。 

四、 未依大會規定格式撰寫之摘要，本會不予接受投稿。 

五、 多人合作之研究，應指定一人為主要通訊作者。 

六、 本會不接受一稿多投之稿件，曾投稿於其它研討會、刊載於其他刊物之稿件，本會一概

拒絕接受投稿，一切法律問題由投稿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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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注意事項：  

（一） 口頭發表每人以投稿一篇為限。 

（二） 稿件繳交：投稿摘要檔案名稱請依照範例：（投稿論文名稱）–（姓名）。 

1. 第一作者論文發表：至大會網站「論文投稿」頁面報名，填妥各項報名資

料，並於綠界金流系統完成繳費，上傳投稿摘要電子檔，始視為完成報名

手續。 

2. 非第一作者論文發表：請至大會「登記註冊」進行線上報名及繳費，需填

妥各項報名資料並上傳投稿摘要電子檔(PDF檔)，始視為完成報名手續。 

（三）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止。 

（四） 經審核通過之稿件，本會兩周內以E-mail通知。 

（五） 發表須知： 

1. 線上研討會發表方式：口頭發表採「預錄影片發表」及「線上即時QA」進

行。先由工作人員播放發表者預錄發表影片，再由評論者、發表者及與會

者進行即時線上Q&A討論。海報發表採實體海報展出。 

2. 口頭發表影片格式：需至少包含PPT簡報畫面及個人報告聲音，報告時間

(影片長度)為10分鐘，討論時間為5分鐘(將視報名人數調整)。 

3. 本次會議為線上視訊會議，大會將於11月公告大會所使用之線上視訊會議

軟體，並開放發表者與工作人員進行線上測試，相關細節將另行寄信通

知，屆時請務必配合上線進行測試。 

註：如發表者提供之報告影片畫面及報告聲音不夠清晰完整，大會有權請

發表者配合重新錄製繳交。 

七、本研討會將從論文發表中擇選數篇優秀論文，並另頒發優秀論文獎狀。 

八、聯絡方式：（02）23123456#67608    2022ichepa@gmail.com 

 

表1 

2022年國際健康評估暨促進大會暨學術研討會重要時程 

日期 重要時程 

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 

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 早鳥優惠截止日期 

2022年11月30日（星期三） 報名截止日期 

2022年12月17、18日 2022年國際健康評估暨促進學會學術研討會 

 

mailto:2022ichep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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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for abstracts 

Title (14 pt Times New Roman Using Capitalization Only on First Letter of 

Major Words and Centered)  

(2 blank lines) 

 

 

First Author’s Name Last Name1, Second Author’s Name Last Name2, Third Author’s Name Last 

Name3, and Fourth Author’s Name Last Name1* (12 pt Times New Roman and Centered) 

 
1First Author’s Institution, Address, Country 

2Second Author’s Institution, Address, Country 

3Third Author’s Institution, Address, Country (12pt Italic, Times New Roman and Centered)  

*Corresponding author : Email Address of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uthors are kindly invited to submit one-page abstract through our website (https://ichepa2022.com) 

as the PDF files no later than September 30, 2022. The abstract must be clearly described with 

Introduction, Objectives, 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s, and References. Please center on top of the 

page the abstract title (in Times New Roman 14 point using capitalization only on the first letter of 

major words), author(s) names with alphabetic superscript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acceptance of abstract within two weeks after submission via e-mail. Please write 

down the topic category and the presentation preference at the end of this page.  

 

Keywords: keyword1, keyword2, keyword3, keyword4, keyword5 

 

 

Topic Category  Please write down the topic which your abstract is related with 

Presentation Preference □ Oral Presentation □ Poster Pres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