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8 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
（28th International HPH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

徵稿資訊
一、 大會主題：發展以健康為導向之健康照護管理體系”Development of health‐
oriented health care management systems”
二、 時間：2021年10月12日(二)
三、 地點：法國巴黎 (線上會議)
四、 主辦單位：Competence Centre for Health Promotion in Hospitals and Health
Care, International HPH Network, RESPADD ‐ Réseau des Etablissements de Santé
pour la Prévention des Addictions
五、 大會網站：https://www.hphconferences.org/paris2021/?L=0
六、 徵稿期限：2021年 5月 16日(日)
七、 採用通知：2021年 8月 16日(一)
八、 投稿發表型式：
(一) 口報 10‐15 分鐘
(二) 迷你口報 3‐5 分鐘
(三) 電子海報
九、 投稿摘要內容格式：
(一) Presentation type(投稿發表型式)（必填）: 口報/ 迷你口報/ 電子海報
(二) Abstract type (摘要型式)（必填）: Research(研究)/ Policy(政策)/ Good
Practice(最佳案例)
(三) Subject(徵稿主題) （必填）:
1. Health care management system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to optimize health
gain for patients, staff and populations served (健康照護管理體系、架構及
流程以優化接受服務之病人、員工及群眾之健康收益)
2. Governance models, culture, policy and leadership for HPH（健康促進醫院與
照護機構之治理模式、文化、政策與領導）
3. Health workforce practice and training（健康職場實務與訓練）
4. Accessibility of services （服務可近性）
5. Health literate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具健康識能之健康照護機構）
6. Digitalization in health care and health promotion（健康照護與健康促進之
數位化）
7. Monitoring,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品質監測、執行與評價)
8. Patient and provider communication and patient empowerment (病患和服務
提供者溝通與病人增能賦權)
9. Supporting patient behavior change and healthy lifestyles（支持病人行為改
變及健康生活型態）
10.Food, nutrition and diet（食物、營養及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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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hysical activity （身體活動）
12.Tobacco prevention（菸害防制）
13.Addictive behaviors（成癮行為）
14.Prevention of NCDs and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非傳染性疾病之預防
與慢性病管理）
15.Health promotion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健康促進如何因應
COVID‐19大流行）
16.Child, adolescent and maternal health（兒童、青少年與婦女健康）
17.Age‐friendly health care（高齡友善健康照護）
18.Migration, equity and diversity in health care and health promotion（健康照
護與健康促進之移民、平等和多樣性）
19.Healthy workplace（健康職場）
20.Mental health（心理健康）
21.Identifying and addressing health needs in the society（識別和解決社會中的
健康需求）
22.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環境永續、氣候變
遷與健康）
23.Sharing information, research and capacity（分享訊息、研究和能力）
(四) Optional secondary subject (第二主題)（非必填）:同徵稿主題
(五) Abstract title(摘要標題)（必填）
(六) List of authors (作者序)（必填）:
Note:上傳摘要者及報告作者並不會自動列為作者，因此必須輸入完整作者
群名單。只需上傳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並不會列於議程和大會手冊
中。
(七) Presenting Author (報告作者)（必填）:
Note:請輸入預計於HPH研討會註冊及報告之作者姓名及電子郵件。使用與註
冊會議相同之電子郵件地址。每一人最多擔任2篇摘要之報告作者。
(八) Background/Problem/Objective (背景/問題/目的)（必填，上限80字）:
(九) Methods/Intervention (方法/介入措施)（必填，上限80字）:
(十) Results (of evaluation) (評估結果) （必填，上限80字）:
(十一) Conclusions/Lessons learned (結論/經驗) （必填，上限80字）:
(十二) Relevance to HPH (與健康促進醫院之相關性) （必填，上限80字）:
十、 If this submission is a contribution to an organized Workshop/Symposium. Insert
title and organizer of the session (如係工作坊/座談會投稿，請填入工作坊/座
談會之標題及規劃單位)
十一、 Keywords(關鍵字)
十二、 Comments(評論/備註) （上限80字）:
此處內容不會顯示給審查者或公告於大會手冊。因此，此處資訊用於提供大會管理者參
考。請勿輸入作者職稱及單位或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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