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偕醫學院高齡福祉科技研究所 

「2023 高齡福祉科技研討會」徵稿說明 

壹、 研討會緣起與目的 

人類社會正面臨歷史上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科技快速發展二個重大轉變過程，人類老化所伴

隨著能力、健康的衰退以及經濟和社會地位與資源的喪失，科技的應用將有相當的潛力提升高齡

者心智與生理的能力、健康與生活品質，而高齡福祉科技(Gerontechnology)此一跨領域整合的新興

科技，即在此需求下順勢發展而成。荷蘭 Eindhoven 科技大學 Graafmans 與 Bouma 兩位教授(1993)，

正式為高齡福祉科技定義為：「老人福祉科技基於對老化現象的知識，從事技術和科技產品的研究

開發，希望能為高齡者提供較佳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以及配合的醫療照護。」自 1993 年第一次高

齡福祉科技國際研討會起始迄今已有 29 年時間，全世界高齡議題倍受現今各國政府重視，各學術

及研究機構對此領域之研究方興未艾。本次研討會之舉辦目的即在呼應國際潮流，並配合我國政

府衛福部長照 2.0 政策全面推動之需，邀請高齡福祉科技領域相關之學者專家共聚一堂，交流研究

與發展心得，以提升國內研究風氣與研發水平。 

 

貳、 研討會子主題(含一場國際英文發表專場) 

一、 高齡暨代間創新 

科技應用於高齡心理與社會之議題、科技促進代間互動與學習之議題，以及其他高齡者

與代間學習相關之創新設計之議題。 

二、 肢體與行動支援 

輔助科技、生物力學、復健工程、人因工程、通用設計、動作科學、穿戴式裝置、智慧

輔具、醫療器材、生醫系統等議題。 

三、 溝通與資訊互動 

資訊科技於高齡者之健康與照護上之應用，包括影音多媒體、聽語科技等的軟、硬體開

發與設計。 

四、 智慧與友善空間 

智慧化環境空間、物聯網於高齡環境應用、高齡與失智友善環境設計。 

五、 高齡服務與管理 

科技於長期照顧與服務管理上之應用。 

六、 其他相關之領域 

 

參、 研討會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mmc.edu.tw/2023gerontechnology 

肆、 徵稿說明 

一、 本次大會提供一個英文 Section : A1，其餘為中文。徵稿論文內容包含摘要、研究背景

與目的、研究系統與架構方法、研究分析與成果、結論、參考文獻，以 3 至 6 頁為原

則。 

https://sites.google.com/mmc.edu.tw/2023gerontechnology


二、 請依研討會子主題與議題，自訂題目範圍，以 PDF 格式存檔，論文格式請參閱（附件

一），請於截稿日前(2023 年 3 月 1 日)至投稿網址：

https://forms.gle/3Jk9L3JDuMnNxGfCA 填寫投稿者基本資料及上傳論文 PDF 檔。 

三、 論文審稿： 

(一)論文徵稿日期：2023 年 1 月 1 日(日)至 2023 年 3 月 1 日（三）23:59 時止。 

(二)論文審查結果通知：2023 年 3 月 10 日（五）。 

(三)若投稿人於 2023 年 3 月 10 日（五）17:00 前未收到審稿結果通知，請來訊洽詢，

通過審查發表人請於 2023 年 3 月 15 日(日)前報名參加研討會，每篇論文至少一位報名

參加並出席研討會口頭發表，方可核發發表證明、研習證書及審查證明，倘若於截止前

未報名者將撤銷發表資格、刪文。 

四、 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一) 本次研討會論文僅公開摘要，全文不公開。 

(二) 投稿文章請遵守學術倫理相關規定。 

(三) 所有投稿之論文將依據不同題目分送兩位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匿名審查。 

 

伍、 評選方式： 

一、 論文書面審查佔總分 30% 

二、 論文口頭報告及詢答佔總分 70% 

※備註：A1 場為國際英文發表組，不列入競賽評選。 

 

陸、 擇優獎勵 

優良論文獎：頒發獎金及獎狀，採不分組評選。 

佳作：頒發獎狀，採不分組評選。 

 

柒、 研討會日程 

一、 活動日期：2023 年 3 月 17 日（五）實體研討會議。 

二、 活動地點：馬偕醫學院第二教研大樓 2 樓國際會議廳(備捷運接駁專車) 

三、 主辦單位：馬偕醫學院高齡福祉科技研究所 

四、 報名日期：2023 年 2 月 15 日(三)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三）23：59 止。 

五、 報名方式：請上網填寫參加報名表，完成報名程序。網址：

https://forms.gle/neM8QA44NfDA54T96。 

六、 報名費用：全程免費，並提供資料、文具、點心、飲品、午餐、會後餐盒及精美提袋。 

 

捌、 聯絡資訊： 

地址：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三段 46 號 馬偕醫學院 高齡福祉科技研究所 

LINE：＠714gfjvb 

電話：(02)2636-0303#1573 

電子郵件：P00771-006@mmc.edu.tw 

聯絡人：鄧心怡小姐 （02）2636-0303 分機 1573 

https://forms.gle/3Jk9L3JDuMnNxGfCA
https://forms.gle/neM8QA44NfDA54T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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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齡福祉科技研討會論文標題(標楷粗體 18 置中) 

作者 1姓名 機構 Email(標楷 10 置中) 

作者 2姓名 機構 Email 

摘要(標楷粗體 16 置中) 

  本論文樣板內容為虛擬並兼作為研討會訊息傳遞，請作者自行套用自己之研究發表

內容。人類社會正面臨歷史上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科技快速發展二個重大轉變過程，人

類老化所伴隨著能力、健康的衰退以及經濟和社會地位與資源的喪失，科技的應用將有

相當的潛力提升高齡者心智與生理的能力、健康與生活品質，而高齡福祉科技

(Gerontechnology)此一跨領域整合的新興科技，即在此需求下順勢發展而成。本次研

討會之舉辦目的即在呼應國際潮流，並配合我國政府衛福部長照 2.0 政策全面推動之

需， 邀請高齡福祉科技領域相關之學者專家共聚一堂，交流研究與發展心得，以提升

國內研究風氣與研發水平。(標楷 12左右對齊) 

關鍵詞 : 高齡福祉科技、長照、高齡醫療。(標楷 11靠左對齊) 

1. 研究背景與目的(第一層標題，標楷粗體 16靠左對齊) 

  請在此節綜合性描述您論文研究目的或重要性，同時也探討研究背景，例如此論

文的學術目前研究狀況等。(標楷 12 左右對齊) 

1.1 研究背景與文獻探討(第二層標題，標楷粗體 14靠左對齊) 

  請在此小節進行文獻回顧，參考他人相關類似之研究，簡單描述這些研究的背景，

需要時做一些圖表來比較各研究之優缺點比較，並適當地加以引註，引註時請利用

EndNote等類似文獻參考工具應用程式，請適當的參考外文文獻或中文文獻。例如，下

列描述包含兩個引註:自 1993 年第一次高齡福祉科技國際研討會起始迄今已有 29 年時

間[1]，全世界高齡議題倍受現今各國政府重視，各學術及研究機構對此領域之研究方

興未艾[2]。(標楷 12 左右對齊) 

1.2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您為何想要獨立創新此計畫研究並在此會議發表?您可以在此小節清楚地描述您的

研究初衷、您想要達到的目的或是應用上的目的，同時描述您的研究應用於高齡被照

顧者或是照顧者有何重要性，可以改善那些高齡環境等等。(標楷 12左右對齊) 

2. 研究系統與架構方法 

  請在此節綜合性描述您論文研究系統與架構，您的研究可能基於某一系統、平台

軟體或硬體，或者多種兼具等工具，請在此節描述。架構則探討您的策略的設計架構

方法等。(標楷 12左右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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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對象與系統工具 

  您的研究可能基於某一系統、平台軟體或硬體，或者多種兼具等工具，請在此小節

描述。只要您的研究所使用到的各種工具或儀器設備，例如分析軟體、控制硬體等，均

應在此小節向讀者說明清楚。這些軟體或硬體或是儀器設備均有它的規格或是使用環境

條件，這些您均可描述讓讀者知道，讀者可以借鏡您的系統應用經驗。(標楷 12左右對

齊) 

2.2 架構方法或研究策略 

  您的獨立創作研究一定有一系統性方法或是架構。請將您的研究的結構詳細描述，

您可善用圖形，包含說明實體圖或是流程圖等，您的圖形應該自行繪製，不應有直接擷

取他人圖形的狀況，這是會違反智慧財產權及學術倫理。您的創作架構圖非常重要，例

如流程圖等，因為符合邏輯且清楚的架構圖，可以很快且清楚的讓讀者了解您的研究。 

 

 
圖 1. 研究策略架構圖(標楷 11置中) 

3. 研究分析與成果 

  請在此節綜合性描述您論文研究研究初步成果，同時也探討分析數據，並適當加

入量化及質化分析等。(標楷 12左右對齊) 

3.1 量化或質化結果分析 

  您的獨立創新研究成果貢獻在上一小節已經詳細描述，在本小節您可以實驗或驗證

您的初步成果，可以透過實驗室設備分析或是到機構場域進行實地驗證。量化的分析及

質化的統計分析都非常重要且有必要提出給讀者了解，這樣讀者才能知道您的獨立創新

研究有那些程度水準的貢獻。量化的分析可以透過適當的科學工具儀器設備或是軟硬體

平台服務來進行，質化的分析可以透過問卷、訪問等，後續並進行統計及科學化歸納分

析。所有量化及質化成果最好有表格、統計圖形等表達。表格格式可以參考下面例子: 

表 1. 時間與品質的分析表. (標楷 11置中) 

V Time=4 Time=8 Time=12 Time=16 

qos=60 53 80 67 53 

qos=70 54 81 68 54 

qos=80 55 82 6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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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成果與貢獻 

  本小節為最重要的一節論述，因為您的獨立創新成果貢獻可以在此節詳細描述給讀

者了解。獨立創新是作者獨立研究非抄襲的研究成果，可能是全新的策略也可能與他人

類似的方法，但無論如何，都不能是抄襲的研究論文，否則違反學術倫理。您可以盡量

將自己的獨立創新研究與他人的研究做一些比較，各種方法總是會有優缺點。您可以盡

量強調您的獨立創新研究初步成果的優點及貢獻，讓讀者能了解您的貢獻，後續可能參

考或引用您的論文。(標楷 12左右對齊) 

 

圖 2.本研究與其他產品比較成效貢獻(標楷 11置中) 

4. 結論 

  請在此結總結您論文的結論，例如您的獨立創新研究貢獻、優點、效率等，您亦可

描述您的研究未來發展。順便提醒您下列重要訊息。論文審稿：(一)論文徵稿日期：2023

年 1 月 1 日(日)至 2023 年 3 月 1 日（三）23:59 時止。(二)論文審查結果通知：2023

年 3月 10日（五）。(三)若投稿人於 2023年 3 月 10日（五）17:00 前未收到審稿結果

通知，請來訊洽詢，通過審查發表人請於 2023 年 3月 15日(日)前報名參加研討會，全

程免費，每篇論文至少一位報名參加並出席研討會口頭發表，方可核發發表證明、研習

證書及審查證明，倘若於截止前未報名者將撤銷發表資格、刪文。(標楷 12左右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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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文獻編輯軟體引註參考文獻，可使用 IEEE 或 APA文獻格式，標楷體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