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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徵稿訊息 
 

主旨：檢送本會舉辦 2022 第 12 屆亞太地區醫療資訊年會 （APAMI 2022 - 12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Informatics），

之徵稿資訊，歡迎踴躍投稿，詳如附件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訂於 111 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假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思樓舉辦，以

「具有互操作性和國際標準的醫療智能」為主軸，廣泛涵蓋健康資訊學等

討論議題，並以研討會、科技展演、工作坊、論壇等方式同時舉辦。 

二、 APAMI 2022 徵稿至 7 月 30 日止，一律採線上投稿。 

三、 本次 APAMI 2022徵稿以英文為主，另結合特別場次 JCMIT 2022，其徵

稿以中文為主。 

四、 研討會官網：https://apami2022.tw/ 

五、 投稿 APAMI 2022之論文： 

(一) 將選擇部分常規論文及短篇論文推薦投稿至應用科學期刊（SCI收錄，

IF：2.679）。 

(二) 提供學生助學金最多 5 人，每人 1,000USD，補助包含註冊費、機票

以及住宿。（核實支付） 

(三) 挑選最多 5 篇的最佳論文，每篇發放新臺幣 10,000 元（300USD）。 

六、 發表論文將收錄於大會論文集且具 ISBN國際標準書號。 

七、 隨函檢附相關徵稿訊息。 

八、 聯絡人：藍婉甄，電話：02-26007975，手機：0975-776-769。 

正本：如行文單位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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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MI 2022 - 12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Informatics 

2022 第 12 屆亞太地區醫療資訊年會 (APAMI 2022) 

【徵稿訊息】 

APAMI 為國際醫療資訊協會（International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IMIA）內的

官方亞太區域組織代表，用以促進及推動亞太地區的健康資訊和通信技術（ICT）在醫學領域

應用之發展。活動將齊聚全球各國相關領域專家，以「具有互操作性和國際標準的醫療智能」

為主軸，廣泛涵蓋健康資訊學等討論議題，並以研討會、科技展演、工作坊、論壇等方式同時

舉辦。 

一、大會主題：Medical Intelligence with Interoperability and Standard  

          具有互操作性和國際標準的醫療智能 

二、大會時間：2022 年 10 月 14 日(五)至 16 日(日) 

三、大會網址：https://apami2022.tw/ 

四、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醫學資訊學會、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臺北榮民總醫院 

五、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六、徵稿重要日程 

  論文徵稿截止日：2022 年 07 月 30 日 

  論文結果通知日：2022 年 09 月 01 日 

七、徵稿主題如下（但不以此為限），其他相關主題可參網址：

https://apami2022.tw/Home/program 

1. Patient Engagement and Empowerment  (患者參與以及賦能) 

2. Connected and Digital Health  (數位健康) 

3. Human,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Aspects  (人、組織和社會於醫療資訊應用) 

4. Medical and Healthcare Knowledge Management  (醫療保健知識管理) 

5. Patient Safety, Care Quality and Clinical Outcomes 

(病人安全、醫療品質與臨床照護結果) 

6. Continuum of Care in Chronic Diseases and Aging Population through 

Informatics  (資訊科技於慢病和人口老齡化連續護理) 

7. Telehealth and Smart Health for the Ageing Population 

(高齡化人口的遠距與智慧醫療) 

8.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ealthcare, Clinical Practice, Clinical 

Research Data and Innovations 

(人工智慧在健康照護、臨床實踐、研究數據和創新應用) 

https://apami2022.tw/Home/program


9.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owards UHC and the SDGs 

(全民健康覆蓋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公私合作關係) 

10.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Medical Informatics  (醫療資訊國際標準) 

11. Biobank and Health Big Data Science  (生物資料庫與健康大數據科學) 

12. Data Verification & Validation  (資料查核與驗證) 

13. Nursing Informatics  (護理資訊系統) 

14. Bio informatics  (生物資訊學) 

15. 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Studies on Medical Data 

(關於醫療數據的倫理、法律和社會研究) 

16. Security and Privacy  (資料安全與隱私保護) 

17. Health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Blueprint  (健康科技發展政策與藍圖) 

18.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rchitecture  (醫療資訊系統架構) 

八、實施方式：口頭/海報論文發表，APAMI 2022 徵稿以英文為主，JCMIT 2022 徵稿以中

文為主，皆採線上投稿，投稿辦法請見大會網頁。 

九、投稿方式： 

(一) 投稿 APAMI 2022 

1、 請以英文撰寫。 

2、 接受長摘要、短文和常規論文。 

- 長摘要（2 頁；海報/口頭報告）限制包括圖表最多兩頁。內容應包含以下

部分：引言、方法、結果、討論和結論、參考文獻。圖和表格應放入文中或

參考文獻的末端。 

- 短篇論文（4-6 頁；海報/口頭報告）最少 4 頁，最多 6 頁，內容描述技術

新穎性、概念證明和創新想法，同時具有初步結果。 

- 常規論文（6-10 頁；口頭報告）最少 6 頁，最多 10 頁，描述成熟的想法

以及結果和討論。 

3、 為鼓勵作者投稿為常規論文和短篇論文，學術委員會將選擇部分優秀的常規論

文和短篇論文推薦投稿至應用科學 APAMI2022 特刊（SCI 收錄，IF：2.678）

（ https://www.mdpi.com/journal/appls...） 

4、 提供學生助學金最多 5 人，每人 1,000 USD，補助包含註冊費、機票以及住

宿。（核實支付） 

5、 挑選最多 5 篇的最佳論文，每篇發放新臺幣 10,000 元（300USD）。 

6、 詳細投稿資訊請見：https://apami2022.tw/Home/PARTICIPATION_GUIDEs 

(二) 投稿 JCMIT 2022 

1、 請以中文撰寫。 

2、 投稿以「論文全文」進行審稿。 

https://www.mdpi.com/journal/appls
https://apami2022.tw/Home/PARTICIPATION_GUIDEs


3、 因應疫情本次論文被接受之投稿者須預錄 10 分鐘影片，會議仍以實體活動為

主，除因疫情改為全面線上會議，舉辦當天未於現場發表將不提供發表證明及

不收錄於論文集。 

4、 詳細投稿資訊請見：https://apami2022.tw/Home/JCMIT_2022 

十、活動聯絡人 

(一) APAMI 2022 聯絡人：李修安 先生，電話：0935-224-750，活動信箱：

apami2022@gmail.com 

(二) JCMIT 2022 聯絡人：藍婉甄 小姐，電話：02-26007975，活動信箱：

jcmit.tw.conf@gmail.com 

https://apami2022.tw/Home/JCMIT_2022
mailto:apami2022@gmail.com


APAMI 2022 - 12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Informatics 

Call for submissions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Informatics (APAMI) 2022 to be held in Taipei, Taiwan 

on October 14-16, 2022. 

 

The conference theme is “Medical Intelligence with Interoperability and Standard” 

 

Conference website: https://apami2022.tw/ 

 

Tracks (see topics per track below)：https://apami2022.tw/Home/program 

 

Deadline for the submission: Jul 30, 2022 

Acceptance Notification: Sep 1,2022 

 

APAMI 2022 submission information: 

https://apami2022.tw/Home/PARTICIPATION_GUIDEs 

 

      The SPC will select certain excellent regular or short papers and submit to the special 

issue of Applied Sciences (SCI indexed Impact Factor 2.679) 

      APAMI2022 Conference Bursary (USD $1,000) 

      APAMI2022 Best Paper Award (NTD $10,000) 

 

The conference will accept extended abstract, short, and regular papers.  

 

 - Extended abstract ( 2 pages, for poster / oral presentation) are limited to a maximum of 

two in the two-column format including figures and tables. The submission should conta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ntroduction, methods, results,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references. 

Figures and tables can be placed embedded in the text or at the end of the references. 

 

 - Short paper ( 4-6 pages, for poster / oral presentation) are limited to a minimum of four and 

a maximum of six in the two-column format describing technical novelty, proof of concept, 

and innovative ideas, whereas with preliminary results. 

 

 - Regular paper ( 6-10 pages, for oral presentation) are limited to a minimum of six and a 

maximum of ten in the two-column format describing mature ideas with results and discussion. 

 

https://apami2022.tw/
https://apami2022.tw/Home/program
https://apami2022.tw/Home/PARTICIPATION_GUIDEs


To encourage authors to submit manuscripts for regular and short papers, the scientific 

program committee will select certain excellent regular and short papers to submit to the 

special issue of Applied Science (SCI indexed Impact Factor 2.679). 

( https://www.mdpi.com/journal/applsci/special_issues/APAMI...) 

 

The JCMIT 2022 is combined with APAMI2022 

 

JCMIT 2022 submission information: https://apami2022.tw/Home/JCMIT_2022 

(JCMIT information only for Chinese version of web, English papers are welcome to submit 

to APAMI 2022) 

 

Contact us 

Email: apami2022@gmail.com 

Phone: +886-935-224-750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submission, and hope to meet you and APAMI 2022. 

President Chien-Yeh Hsu 

Taiwan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Informatics 

 

 

 

https://apami2022.tw/Home/JCMIT_2022
mailto:apami202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