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線服務的變與不變—COVID下的調適與創新 
第⼗七屆亞太地區電話諮商國際⼤會 

簡章

•主辦單位：社團法⼈國際⽣命線台灣總會   
•承辦單位：社團法⼈台中市⽣命線協會 

社團法⼈臺中市校園之愛學⽣志⼯運動聯盟協會 
•協辦單位：台灣各縣市⽣命線協會、亞洲⼤學社會⼯作學系、國⽴⾦⾨⼤學社會⼯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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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簡介

亞太地區電話諮商國際⼤會（Asian-Pacific Telephone 

Counseling Conference,  APTCC）為每三年⼀次的國際電
話諮商會議，最初是由台灣、⽇本、韓國三個國家發起，
以⽣命線為主要籌辦及參與單位，邀集亞太地區以電話進
⾏協談服務之機構共同與會。 

社團法⼈國際⽣命線台灣總會非常榮幸能夠承辦2023年

第 17 屆亞太地區電話諮商國際⼤會，訂於 2023 年 3 ⽉ 23 

⽇(四)  至25 ⽇(六)，假台中福華⼤飯店舉辦。⼤會開幕式

於3⽉24⽇下午2時開始，會議有多場演講，主題涵蓋專題
⼯作坊、論⽂發表及專題討論︔其他另安排城市深度⽂化
之旅，並於晚宴精⼼呈現在地特⾊表演，期待跨越國界，
邀請您⼀同共渡的這場豐富身⼼靈的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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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流程

3/3

社團法⼈ 
國際⽣命線台灣總會 
Taiwan Lifeline International

Thursday  星期四      March 23   3⽉23⽇

12:00~17:00 1F豪吧 外賓報到

15:00~17:00 16F 翡翠廳 亞太主席團預備會議

17:00~18:00 16F 
珍珊廳

⼤會歡迎式

18:00~21:00 歡迎晚宴

Saturday  星期六      March 25   3⽉25⽇

07:30~08:00 3MF 
華宴廳 晨更默思

08:30~10:00
5F 
會議室

⼯作坊W1 - W5

10:00~10:30 茶敘

10:30~12:00 ⼯作坊W6 - W10

12:00~12:30 3MF 
華宴廳

閉幕典禮/風味餐盒

12:30~13:30 銜接台灣⽣命線全國年會主會場

13:30~14:30 台灣⽣命線全國年會開幕式

14:30~ 市區景點遊覽

備註： 
本屆亞太會議第三⽇接續台灣112年台中⽣命線全國年會，請與會者同步考量踴躍參與。 

Friday  星期五      March 24   3⽉24⽇

07:30~08:00 ⼾外壹⼼園 晨更默思

08:00~14:00 市區之旅 ⽂化之旅

12:00~14:00 1F豪吧 台灣參與者報到

14:00~14:30

17F  
福華廳

⼤會開幕式

14:30~15:30 主題演講 : 張書森教授  
(臺灣⼤學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5:30~16:00 茶敘

16:00~17:00 ⼤會演講 : 葉兆輝教授 
 (香港⼤學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7:00~18:00 各國電話諮商服務成果報告

18:30~21:30 3MF 國際宴
會廳

亞太晚宴暨⽂化之夜



熱線服務的變與不變—COVID下的調適與創新 
第⼗七屆亞太地區電話諮商國際⼤會—報名表 

早⿃報名截⽌⽇期：2023/2/15 

敬請印出填寫後，連同報名費繳交所屬協會，由協會統⼀網路報名與匯款。 

※請以正楷書寫以便製作名牌及與會者名單※
◎協會/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別/職稱 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中⽂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若無則由本會翻譯)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務必填寫，保險⽤)

◎出⽣：西元______年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同上所屬⽣命線協會／機構　　□個⼈辦公室　　□住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宿：□雙⼈房(兩中床）□四⼈房(兩中床)

◎⽤餐：□葷□素□早齋

◎語⾔：□中⽂□英⽂□⽇⽂□韓⽂

【匯款資訊】 
銀⾏帳⼾：上海商銀南京東路分⾏ 
銀⾏代碼：011    帳⼾號碼：40102-0000-27176
帳⼾名稱：社團法⼈國際⽣命線台灣總會

社團法⼈ 
國際⽣命線台灣總會 

Taiwan Lifeline International



【第⼗七屆亞太地區電話諮商國際⼤會-⼤會資訊】詳情請⾒簡章 
◎時間： 2023 年 3 ⽉ 23 ⽇(四) -  25 ⽇(六)，共三⽇。
◎地點：台中福華⼤飯店（407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29號）

【欲報名時程與費⽤】：2023年2⽉15前報名享早⿃價︔

*上表第⼆部分住宿費⽤已為每晚房價乘以夜數。
*四⼈房或雙⼈房之兩張中型床尺⼨均為152cm*196cm，雙⼈房⼀⼤床型尺⼨為176cm*196cm，⼀⼤床房型數量有限，將依實際狀況安排。 
*註冊費：含餐食、會議資料、紀念品等費⽤（不含住宿與抵達會場前交通費）。
*本屆亞太會議第三⽇接續台灣112年台中⽣命線全國年會，請與會者同步考量踴躍參與。

請再次確認總⾦額：______________元  
報名⽇期：______年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單位/⼈員：社團法⼈⽣命線台灣總會 /孫蔚然 社⼯員、陳萱佳 主任
聯絡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83號9 樓之⼀  

連絡電話：02-27189595      E-mail：2023aptcc@gmail.com

第⼀部分 
註冊費

第⼆部分 
住宿費（含早餐）

總計 
【各類時程與房型之經費表列如下 
請依需求勾選並確認需繳交費⽤】

參加⽇期 
時程

早⿃價 原價
房型 
選擇

早⿃價 原價 早⿃價 原價

3/23-25  
三天 
兩夜

3,600 4,400

不住宿 □ 3,600 □ 4,400

四⼈房 2,400 2,800 □ 6,000 □ 7,200

雙⼈房 3,200 3,600 □ 6,800 □ 8,000

單⼈房 6,000 6,400 □ 9,600 □ 10,800

3/24-25 
兩天 
⼀夜

2,200 3,600

不住宿 □ 2,200 □ 3,600

四⼈房 1,200 1,400 □ 3,400 □ 5,000

雙⼈房 1,600 1,800 □ 3,800 □ 5,400

單⼈房 3,000 3,200 □ 5,200 □ 6,800

主辦單位：社團法⼈國際⽣命線台灣總會  
承辦單位：社團法⼈台中市⽣命線協會、社團法⼈臺中市校園之愛學⽣志⼯運動聯盟協會 
協辦單位：台灣各縣市⽣命線協會、亞洲⼤學社會⼯作學系、國⽴⾦⾨⼤學社會⼯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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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3~25. 2023 

熱線服務的變與不變  －  C O V I D 下的調適與創新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of Hotline Services - Adaptation and Innovation under COVID-19 

徵稿說明 
Call for papers 

投稿之內容包括 COVID-19 發生前與發生後的各類議題，包括：電話諮商與健康心理、各種諮商
輔導治療介入模式、網路諮商、創傷與悲傷治療、推廣教育預防方案、自殺防治處遇模式、各種
服務使用者（老人、青少年、婦女、新住民、原住民…等） 之心理健康或自殺防治相關議題、
經濟及失業、各類創新議題等方案服務成效研究與熱線服務相關研究等均可。 

The submissions cover various issues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cluding: telephone counseling 
and health psychology, various counseling and counseling treatment intervention models, Internet 
counseling, trauma and grief treatment, promotion of educational prevention programs, suicid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odels, various service users (the elderly, adolescents, women, new residents, Aboriginal 
peoples, etc.), mental health or suicide prevention-related issues, economics and unemployment,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innovative topics and other programs and services, and research on hotline 
services. 

題目： 
Topic: 

姓名： 
Name: 
工作機構： 
Place of Work: 
職稱： 
Job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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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投稿參加 
Type of Submission 
 
投稿 

Submission 
論文實體口頭發表（2023 年 03 月 25 日） 

Oral presentation of a thesis (March 25, 2023) 
海報發表（2023 年 03 月 23 日至 25 日） 

Poster presentation (March 23~25, 2023) 
不參加投稿 

Not participating in submissions 
  
文章繳交 
Article Submission 
1. 2022 年 12 月 15 日前交 500 字以內摘要。 

Submit a summary that is within 500 words before December 15, 2022. 
2.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通知是否錄取。 

You will be notified of whether or not you were admitted before December 30, 2022. 
3. 2023 年 01 月 15 日前交全文或 15 頁以上之簡報。 

Submit the full text or a presentation of at least 15 pages before January 15, 2023. 
4. E-mail 至：2023aptcc@gmail.com 

E-mail to: 2023aptcc@gmail.com 
5. 聯絡電話：+886-2-27189595 

Contact number: +886-2-27189595 
6. 投稿獲大會接受，將發給中、英文發表證明，並贈送紀念品乙份。 

If the submission gets accepted by the conference, a certificate of publicatio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will 
be issued and a souvenir will be presented. 

  
 

Taiwan Lifeline International 

T +886-2-27189595    F +886-2-25473589    2023aptc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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