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第 29 屆年會

論壇座談系列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8 日-10 日
臺北市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二十九屆年會議程表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日期：106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

2017 環保技術展暨環工年會聯合開幕式

09:30-10:30

貴賓及長官致詞
‐ 陳副總統建仁
‐ 李署長應元
‐ 美國環保署助理署長Jane Nishida
‐ 陳無任所大使重信
‐ 蔡理事長俊鴻

10:30-10:40

大合照

10:40-11:00

專題演講

11:00-11:15

環保科技展剪綵

11:15-11:45

展區導覽-李署長應元
午

12:00-13:30

膳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年會會員大會
13:30-13:50

主席致詞 - 蔡理事長俊鴻
科技部永續學門報告 - 林教授財富
科技部環工學門報告 - 魏教授銘彥

13:50-15:10
科技部工程中心報告
年會籌備報告 - 習常務理事良孝 席秘書長行正
茶

15:10-15:30
15:30-16:00

頒獎 - 蔡理事長俊鴻

16:00-17:00

會務報告及提案討論
‐ 蔡理事長俊鴻
‐ 席秘書長行正

17:00~

敘
15:00 – 17:00
座談(一)
環境領域就業競爭力
- 環境工程技術顧問

散

會

日期：106年11月9日(星期四)
時間

學術研討會

08:30-09:30

註冊、報到、領取資料

09:30-12:00

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論壇/座談
09:00 – 12:00
論壇(一)
2017邁向循環經濟共識論壇
午

12:00-13:30

膳
論壇(二)
環境大數據之機會與挑戰

13:30-15:30
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座談(二)
環境大趨勢與機會

15:30-17:00

日期：106年11月10日(星期五)
時間

學術研討會

論壇/座談
8:50-10:00
座談(三)
環境領域研究趨勢

08:30-09:30

註冊、報到、領取資料

09:30-12:00

環 境 工 程 10:00-12:00
各專門學 學生論文
實 務 技 術 論壇(三)
術研討會 競賽
研討會
環境保護最前線

- 從政策到在地行動
12:00-13:00

午

膳
13:00-15:00

13:30-15:00

環境工程
各專門學 學生論文
實 務 技 術 座談(四)
術研討會 競賽
環境領域就業競爭力
研討會

- 產業環境保護工作
15:00-15:30

茶敘

15:30-16:30

頒獎/閉幕式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 29 屆年會論壇系列

「邁向循環經濟共識論壇」
日 期：106 年 11 月 9 日(四) 09:00 - 12:0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01 會議室)
議 題：循環經濟為近年國際熱門議題，以創新思維擺脫製造、生產、廢棄「線
性經濟」模式，以經濟成長與資源損耗脫勾策略，透過源頭減量與資源
循環等方式，將廢棄物回收再生處理作為二次原物料循環，使經濟獲得
健康動能，保護環境，同時創造新就業機會，達到三贏結果。本項論壇
主題分冸針對「從廢棄物管理到資源循環暨邁向循環經濟」及「產業循
環經濟推動現況與未來展望」兩項議題，邀請產、官、學、研領域資深
專家與會，集思廣益，分享交流積極推動循環經濟、產業創新及強化全
球競爭力議題之前瞻思惟，提供推動循環經濟參考，以期加速落實資源
永續循環利用，併創造新型態產業與就業機。
主持人：習良孝 常務理事
貴 賓：李應元 署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邱琳濱 理事長 (中國工程師學會)
蔡俊鴻 理事長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游振偉 副局長 (經濟部工業局)
專題(一) - 從廢棄物管理到資源循環暨邁向循環經濟
主持人：樊國恕 理事長 (前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副校長)
演 講：賴瑩瑩 處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管理處)
與 談：張皇珍 副院長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馬鴻文 教授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洪榮勳 博士 (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顧問)
溫麗琪 主任 (中華經濟研究院)
專題(二) - 產業循環經濟推動現況與未來展望
主持人：張祖恩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演 講：施顏祥 理事長 (永續循環經濟發展協進會)
與 談：鄒 倫 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環境技術發展中心)
陳志勇 教授 (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朱竹元 董事長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蔡志昌 簡任技正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

議 程：
時間

議程
報

08:30-09:00

到

09:00-09:05

介紹貴賓 習良孝 常務理事

09:05-09:40

貴賓致詞
演 講

09:40-10:40

專題 (一)
與談人經驗分享
茶

10:40-11:00

敘
演 講

11:00-12:00

專題 (二)
與談人經驗分享

12:00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結語
中國工程師學會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 29 屆年會論壇系列

「環境大數據之機會與挑戰」
日 期：106 年 11 月 9 日(四) 13:30 - 15:3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02 會議室)
議 題：環境數據為民眾瞭解環境品質態與政府部門施政決策之重要基礎。環保
署目前針對空氣品質、環境水質及土壤等，進行即時定期監測，亦針對
重要污染源收集彙整大量數據，建立龐大資料庫系統。大量環境數據亦
衍生各項問題，包括：監測方法適切性、檢測分析品保品管、數據正確
性、數據代表涵義與數據可運用性。 本論壇邀請環境保護署主管、學者
專家交流分享環境數據之經驗，於面臨環境大數據時代，提供環境策略
擬定運用與發展環境產業之參考。
主持人：黃良銘 理事
演 講：顏春蘭 所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與 談：陳世偉 執行秘書(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陳宏益 副局長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陳鶴文 教授 (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黃一鈺 總經理 (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議 程：
時間

議程

13:30-13:40

引 言

13:40-14:00

演 講

14:00-14:40

與談人經驗分享

14:40-15:00

與談人對談

15:00-15:20

與會人員交流

15:20-15:30

結 語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 29 屆年會論壇系列

「環境保護最前線 - 從政策到在地行動」
日 期：106 年 11 月 10 日(五) 10:00 - 12:0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01 會議室)
議 題：各項環境保護政策落實展現績效，需由中央政府完善規劃，並由地方政
府落實執行；國內歷年推動多項環保工作，獲得具體成果，即為典型案
例。推動執行過程，中央與地方充分合作為關鍵要素，面臨執行困難，
透過溝通協調更顯為重要。本項論壇邀請資深之環境保護署與地方環境
保護局首長，針對空氣、水、廢棄物、土壤地下水等議題，分享交流豐
富精采之實務經驗，提供環境保護政策規劃與實務行動之參考，創造未
來更美好生活品質。
主持人：江鴻龍
演 講：張子敬
與 談：顏旭明
劉建中
楊宏文
周妙旻

理事
副署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局長 (嘉義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副局長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簡任技正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專門委員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議 程：
時間

議程

10:00-10:10

引 言

10:10-10:30

演 講

10:30-11:10

地方執行經驗分享

11:10-11:30

與談人交流

11:30-11:50

與會人員交流

11:50-12:00

結 語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 29 屆年會座談系列

「環境領域就業競爭力」
--環境工程技術顧問
日 期：106 年 11 月 8 日(三) 15:00 - 17:0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02 會議室)
議 題：環境工程技術顧問領域為協助政府推動環境保護工作之重要夥伴，也是
環境工程相關系所畢業生之重要就業機會。傳統環境工程技術顧問就業
領域包括：空氣、水、廢棄物、環境影響評估與調查等，未來更多就業
機會更包括能源、氣候變遷、循環經濟等領域，就業所需求專業知識、
解決問題能力、態度等，亦將有所不同。本項座談特冸邀請國內環境工
程技術顧問服務業之資深專家與會，以親身經驗與年輕朋友分享環境工
程技術顧問領域之關鍵要素，及早建立核心能力，以掌握未來機會，提
升就業競爭力。特冸歡迎青年會員出席，掌握未來就業職場發展趨勢與
機會。
主持人：游勝傑 監事
與 談：張春滿 董事長 (惠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東喜 副總經理 (中欣工程行)
楊璟慈 協理 (中欣工程行)
羅薪又 協理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議 程：
時間

議程

15:00-15:10

引 言

15:10-15:40

與談人經驗分享

15:40-16:50

與會人員交流

16:50-17:00

結 語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 29 屆年會座談系列

「環境大趨勢與未來機會」
日 期：106 年 11 月 9 日(四) 15:30 - 17:0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02 會議室)
議

題：國內環境污染問題隨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改變，環境保護工作重點與資
源也持續進展，因此，不同年代之環境議題與就業機會也不斷更迭， 水、
空氣、廢棄物、土壤地下水等領域污染治理，皆衍生極多環境產業與就業
機會。針對臺灣未來環境問題特性與環境資源部之政策任務，未來環境議
題範疇與機也必然有所不同；本項座談特冸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及水利署
等機關高階主管與談，分享未來環境議題趨勢與環境保護產業發展/就業機
會之觀察，提供產學研各界思索未來環境領域發展重點與機會。

主持人：侯文哲 教授
與 談：李健育 所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張廣智 組長 (經濟部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劉怡焜 組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與化學物質局)

議 程：
時間

議程

15:30-15:40

引 言

15:40-16:10

與談人經驗分享

16:10-16:50

與會人員交流

16:50-17:00

結 語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 29 屆年會座談系列

「環境領域學術研究趨勢與機會」
日 期：106 年 11 月 10 日(五) 8:50 - 10:0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01 會議室)
議 題：近年由於科技部發展學術研究政策與任務之變動，針對環境工程領域之
相關研究主軸、範疇與補助條件也隨之變動，對大學院校之教學研究人
員造成甚大壓力與困擾。本項座談特冸邀請科技部工程司環境工程學門
召集人演講，說明未來有關環境工程學門研究主題領域分類、補助作業
程序等規劃，提供申請補助與爭取相關資源之參考。
主持人：陳孝行 理事
報 告：魏銘彥 教授 (科技部工程司環境工程學門召集人)
議 程：
時間

議程

8:50-9:00

引

言

9:00-9:20

專題報告

9:20-10:00

綜合討論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 29 屆年會座談系列

「環境領域就業競爭力」
--產業環境保護工作
日 期：106 年 11 月 10 日(五) 13:00 - 15:00
地 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801 會議室)
議 題：各類產業為國內經濟發展之最重要原動力，也是環境工程產業與就業機
會持續發展之重要支柱。由於產業發展日新月異，所面臨環境污染防治
工作也隨之改變，企業對環境污染改善工作之人才需求也不斷更迭。本
項座談特冸邀請國內不同產業之資深專業主管出席，分享執行各類產業
所面臨環境問題特性與解決問題之寶貴實務經驗。藉由親身經驗與年輕
朋友分享未來投入產業(工廠)環境保護工作之關鍵要素，讓年輕朋友及
早建立核心能力，以掌握未來機會，提升就業競爭力。
主持人：游勝傑 監事 / 官文惠 理事
與 談：吳一民 組長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環保處)
謝茂傑 副處長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環保處)
劉源隆 副處長 (台灣電力公司-環保處)
蔡建樑 經理 (台圕企業總管理處安衛環中心)
吳卲盛 部經理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溫永彰 副廠長 (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議 程：
時間

議程

13:00-13:10

引 言

13:10-13:50

與談人經驗分享

13:50-14:50

與會人員交流

14:50-15:00

結 語

2017 環保科技展暨環工年會聯合研討會活動議程
11/08 (三)

日期
場地

上午
B1 全區

11/09 (四)
下午

下午

剪綵儀式

環工年會會員大會

1002 室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場址整治研討會

1003 室

褐地整治技術國際講習會
環境工程實務技術
研討會

廢棄物處理技術研討會

廢棄物處理技術
研討會

1005 室
1006 室
廢水處理技
術研討會

環安衛研討會

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
廢水處理技
術研討會

土壤及地下水研討會
論壇(一)
邁向循環經濟共識
論壇

801 室

交通部集思會
議中心

環安衛
研討會

空污控制技術研討會
聯合開幕
(1101 室)

1008 室

601 室

廢水處理技
術研討會

學生論文競賽
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

802 室

下午

亞太兒童健康研討會

1001 室

1007 室

上午

環保科技展

1101 室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上午

11/10 (五)

座談(一)
環境領域就
業競爭力

座談(三)
環境領域
研究趨勢
論壇(二)
環境大數據
機會與挑戰

座談(二)
環境大趨勢
與機會

資源回收產業發展
概況與輸出能量
國際化學品管理制度研討會

論壇(三)
環境保護
最前線

座談(四)
環境領域就
業競爭

環工學
會年會
閉幕式

學會第 29 屆年會 承蒙下列單位熱心協助，敬表謝忱。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科技部工程中心
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欣工程行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
納諾科技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環境保護保處)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環保處)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大社廠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創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石化事業部
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總廠
綠光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光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黎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康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吉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水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鼎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元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能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賽默飛世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技社
高雄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2017 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議程表

2017 年 11 月 8 日(三)
教室：1007
議題：生物處理及環境分子生物技術
時間

論文名稱
以生物法偵測群體感應(quorum sensing)訊息分子
acyl homoserine lactones (AHLs)之研究
以厭氣系統串接喜氣系統處理食品業高鹽度有機廢水
之可行性評估

主持人：簡義杰
論文編號

教授
作

者

WAT1060119

朱巧芸、蕭克威、簡義杰

WAT1060122

陳柏勳、廖昌郁、鄒文源、
陳幸德

Q/A 綜合討論

2017 年 11 月 9 日(四)
教室：1003
議題：物理化學處理及環境奈米技術/生物處理及環境分子生
物技術/水回收再利用
時間
論文名稱

9:00~10:15

主持人：鄭幸雄/陳孝行教授
論文編號

製備 I/Bi2O3/TiO2 觸媒以光激發氫氧自由基降解水中
污染物及其生物毒性之研究

WAT1060046

生活污水回收再生之前處理程序評估

WAT1060169

厭氧氨氧化系統在不同操作條件下之除氮效能及微生
物多樣性
表面電漿共振效應增強可見光催化活性:光觸媒合成
與反應機理探討
以厭氧及好氧薄膜生物反應器處理晶圓封測含 DMSO 有
機廢水之評估

WAT1060029

作

者

鄭紘凱、李姿萱、郭昭吟
張婷婷、林冠佑、邱聖壹、
陳育祥、彭淑惠、陳雅芬
朱毓文、賴彥錞、謝秉衡、
陳俊琳、洪俊雄

WAT1060244

林進榮、周宸億、何芷寧

WAT1060199

黃良銘、邱翌竹、劉成彬、
吳青樺、陳欣雨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5
議題：新興污染物與新穎處理技術
時間

9:00~10:15

論文名稱

主持人：彭晴玉
論文編號

教授
作

者

以高級氧化技術降解水中雙酚 A 之研究

WAT1060076

蘇弘毅、蔡孟珂

奈米錳/石墨烯複合材料應用於電容去離子技術

WAT1060188

林志穎、王文增、彭晴玉

幾丁聚醣固化於咖啡粉吸附水中重金屬之研究

WAT1060221

萬孟瑋、羅詠騰、李昱銓、
莊依婷、林杏蓮、張雅筑

利用高級氧化及離子交換樹脂處理含乙醇胺 工業廢
水之研究

WAT1060140

蘇弘毅、黃建泰

微生物脫鹽電池驅動薄膜電容去離子裝置於廢水處
理、產電與脫鹽之研究

WAT1060193

馬緻宇、侯嘉洪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3
議題：新興污染物與新穎處理技術/物理化學處理及環境奈米
技術
時間
論文名稱

10:30~12:00

主持人：陳孝行/鄭幸雄
論文編號

作

教授
者

新興污染物氯化產物於污水處理廠中之變化及其毒性
評估
無電鍍合成金屬銅複合發泡鎳電極進行陰極還原水中
硝酸氮
超聲波及熱提升黑雲母活化過硫酸鹽降解三偶氮直接
性染料 DB71 之研究

WAT1060247

林緯博、周佩欣

WAT1060207

施育仁、黃耀輝

WAT1060186

翁誌煌、潘奕安

電化學降解水溶液中糖精之研究

WAT1060051

蘇盈瑞、黃國林、陳瑞仁、
楊長祐、趙鵬鈞、魏光辰

WAT1060070

劉名翔、邱應志

WAT1060112

林怡利、張安賢、甘皓宇、
毛耀頡、羅懷軒

虹吸批次生物反應槽(SBBR)處理含無機氮有機廢水之
可行性研究
以濃度極化強化自由基嫁接聚合現地改質 NF90 以提升
對奈米顆粒抗垢性及 PPCP 的去除成效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5

主持人：施養信

教授

議題：物理化學處理及環境奈米技術
時間

10:30~12:00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奈米氧化鋅於水中對偶氮染料之序列整治及其再利用

WAT1060184

歐明翰、施養信

WAT1060138

彭彥彬、林琬淳、林易靜、
彭羚榛

WAT1060191

劉乃綾、游得君、侯嘉洪

WAT1060142

劉俊煒、林宏軒、黃文鑑

固定化技術包埋 Fe3O4 磁種應用於化學機械研磨廢水
處理之最適操作條件之研究

WAT1060060

詹孟軒、萬騰州、黃崇輔

催化性臭氧化對於濾膜積垢控制和水質之影響

WAT1060223

吳建華、徐于嵐、陳映亦、
陳冠中

利用氧化亞銅負載二氧化鈦奈米管陣列光電化學催化
降解布洛芬、磺胺甲噁唑
製備二氧化錳擬電容複合式電極於提升電容去離子之
脫鹽效能
環境友善催化劑應用於臭氧除藻之研究

作

者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3
議題：生物處理及環境分子生物技術/物理化學處理及環境奈
米技術/新興污染物與新穎處理技術
時間
論文名稱

13:30~15:00

主持人：林志高/官文惠 教授
論文編號

作

者

無氧-好氧活性污泥系統處理含氮工業廢水之穩定性
與微生物體分析

WAT1060241

鄭羽展、吳哲宏

利用氧化銅活化過二硫酸鹽降解 2,4-二氯酚之研究：
反應動力及反應機制

WAT1060144

卓儀秦、林汝憶、林逸彬

降解四甲基銨產甲烷之厭氧微生物菌群結構和蛋白質
體分析
銅鐵雙金屬奈米顆粒降解水中四溴雙酚 A 及其降解副
產物毒性之研究
部分氨氧化-厭氧氨氧化程序應用於養殖水生物除氮
循環系統
受污染原水供緊急民生備用水源前處理之技術應用

WAT1060239
WAT1060248

陳薇羽、吳哲宏、冼承熙、
朱虹綾
郭進順、林宜璇、張茗、吳
珍、周佩欣、施養信

WAT1060249

邱璵芩、吳哲宏

WAT1060183

吳怡儒、程海軒、黃良銘、
張智華、李丁來、林財富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5
議題：物理化學處理及環境奈米技術/工程實務與應用/
汙泥處理
時間
論文名稱
透過電結晶利用陽極鋁去回收氟化物
以螢光熄滅效應探討腐植酸與不同種類金屬離子之電
性中和能力
以二價鐵及三價鐵用置換反應及沉澱反應去除銅離子
之研究

13:30~15:00
(會場一)

主持人：曾惠馨
論文編號
WAT1060237
WAT1060067

教授
作

者

陳邑擷、光勳、Ya Vinh、張
家銓、李奇旺
鄭文伯、呂佾倉、林欣儒、
李函昕

WAT1060246

陳耀弘、周依宣、李奇旺

以破乳化/高級氧化技術處理機械切削廢水再利用技
術之研究

WAT1060187

劉文義、羅逸文、林家玉、
吳重霖、林啟燦、郭益銘

以高疏水性碳膜進行油包水混合系統分離

WAT1060058

賴炣橦、曾惠馨

初始 pH 對厭氧生物溶出技術處理含重金屬污泥之影響

WAT1060230

陳勝一、陳翰賢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3

主持人：官文惠/林志高

教授

議題：工程實務與應用/水回收再利用
時間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不同碳源對厭氧流體化床處理高濃度硝酸鹽氮之影響

WAT1060124

賴昱魁、黃郁仁

WAT1060170

蔡志生、陳孝行、陳妤婷

WAT1060150

林奕辰、劉靖圓、曾惠馨

比較靜電紡絲與相轉換法製備正滲透膜之過濾性能

WAT1060195

官文惠、陳泓達、郭韋鑫

放大化之電容去離子裝置應用於水再生利用之探討

WAT1060200

上流式反應槽中上升流速對 Anammox 污泥增殖之影響

WAT1060153

正滲透薄膜系統回收去除光電廢水中碘離子及硼之研
究
改質 PVDF 高分子膜分離不同蛋白質及改變飼水條件之
研究

15:30~17:00

作

蔡少瑋、范振軒、趙穎、侯
嘉洪
蔡宗岳、張凱崴、羅賀馨、
朱柏儒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5
議題：生物處理及環境分子生物技術

者

主持人：洪俊雄

教授

時間

15:30~17:00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者

Anammox 上升流速與 ORP 對氨氮去除率影響之探討

WAT1060073

蔡宗岳、朱柏儒、羅賀馨、
張凱崴

探 討 粗 甘 油 混 合 食 品 廢 水 對 酵 母 菌 Rhodotorula
mucilaginosa LP-2 油脂累積之影響

WAT1060028

李宸輝、楊茱芳

膜曝氣生物膜系統行短程硝化脫硝作用之可行性研究

WAT1060038

利用混合菌群去除人工合成廢水中布洛芬之研究

WAT1060113

活性污泥/接觸曝氣法合併系統處理 財團法人佛教慈
濟綜合醫院台北分院廢水之實廠研究
以循序批分生物膜反應槽 SBBR 進行同時硝化脫硝程序
提升觀光區汙水廠除氮效能

黃琬慈、賴彥錞、謝秉衡、
詹瑾文、洪俊雄
崔政灏、王俊欽、丁偉峻、
游慈慧

WAT1060158

徐本宗、陳之貴、駱尚廉

WAT1060165

黃啟裕、陳妤甄、林叡致、
張鎮南、廖宗銘、洪福生

Q/A 綜合討論

2017 年 11 月 10 日(五)
教室：1007
議題：新興污染物與新穎處理技術/
物理化學處理及環境奈米技術
時間
論文名稱

13:30~14:30

主持人：張瓊芬
論文編號

逆滲透薄膜處理程序對藥物和個人保健用品之效能研
究
利用 Cu-CdS 複合材料光催化產氫及光降解土黴素之研
究
氧化石墨烯磁性吸附劑應用於處理水中重金屬及有機
污染物
以酵母菌生物模板改質二氧化鈦對陶斯松農藥降解之
研究

教授
作

者

WAT1060242

張瓊芬、張嘉瑋

WAT1060220

田晶晶、張章堂

WAT1060023

張淳皓、羅世軒、陳華偉、
邱求三

WAT1060043

林耀堅、李杰穎、吳振宇

Q/A 綜合討論

海報發表
序號
1

論文名稱
銅複合二氧化鈦對亞甲基藍及多氯聯苯降解
之研究

論文編號

作者

WAT1060009

陳韋綸、羅威翰、林耀堅

WAT1060020

陳文星、黃少騏、葉淑娟

2

電化學活化過氧硫酸鹽應用於廢水中酚之降
解

3

利用 Milli bubbles 及 Ultra-fine bubbles
WAT1060035
ozonation 程序降解四環素抗生素之初探

廖冠雲、王綮慷

4

電化學感測器於水體重金屬離子檢測之研發
與應用

WAT1060037

張婷婷、王儀婷、朱振華、
張冠甫、邱聖壹、彭淑惠

5

新型自製銅鋁吸附劑對於移除水中汞之研究

WAT1060048

邱凱琳、余慶聰

6

以局部殼核型 Ag/P3HT@TiO2 複合觸媒光催化
分解農藥廢水之研究

WAT1060050

梁靜雯、郭文旭

7

以 Heat/S2O82-程序降解染料 Rhodamine B 之
WAT1060059
研究

蕭博文、林佳璋

8

曝氣生物礫石牆對表面流動式人工濕地汙染
降解效能之影響

WAT1060061

錢紀銘、余旻修、張雅婷、
賴靜萱、黃至瑄、王炳鈞

9

葉片型旋轉填充床生產零價銅

WAT1060062

魏雅玲、林佳璋

10

高級氧化程序降解氫氧化四甲基銨之研究

WAT1060071

林晁琨、王綮慷

11

間歇整流曝氣對人工溼地營養鹽去除效能之
影響

WAT1060074

錢紀銘、李岳潤、吳祐姍、
朱冠樺、林憲忠、蔡書晴

12

結合 Clostridium pasteurianum 與
Rhodopseudomonas palustris 進行共醱酵產
氫試驗

WAT1060075

廖佩瑄、鄭宥慈、謝秉衡、
賴彥錞、洪俊雄

13

活性碳對異丙醇水溶液吸附及脫附行為之研
究

WAT1060090

顧 洋、廖彗茹、吳鉉智、
瑀軒、洪瑄憶

14

以強酸改質石墨烯應用於電容去離子技術

WAT1060094

林家立、王靖逸、彭晴玉

15

以光觸媒法處理特定染料之可行性研究

WAT1060110

王建明、吳媺瑜、張 鈞

16

菌體奈米線功能與結構探討：以微生物燃料電
WAT1060127
池與環境微生物研究為例

李學霖、陳洵毅

17

再生水水質淨化系統應用水生植物之淨化效
能

WAT1060130

郭韋成、林龍富

18

Fenton 結合濕式氧化法應用於印刷電路板廢
水處理

WAT1060131

王 雯、張佳棋、陳玉庭、
賴怡君、謝光鵬

19

擔體與無擔體 A/O 膜生物反應槽之效率比較研
WAT1060139
究

王毓慶、張家源、詹富程、
Dome Adoonsook

20

應用牡蠣殼及零價鐵去除暴雨逕流中之重金
屬

WAT1060143

Nguyen Thanh Trung、
林伯勳

21

Local Scrubber 廢水回收系統節能節廢改善
實例

WAT1060149

盧彭潭、黃俊評、林志南、
黃冠哲

22

蒸餾結合冰水冷凝系統回收含高濃度氨氮廢
液之研究

WAT1060151

柯雋宇、黃文鑑

23

Fenton 法降解高 COD 切削油廢水之研究

WAT1060154

章日行、沈善鎰、林千鈺、
葉姿伶、王文聖

24

應用電透析技術回收含鋁拋光劑之研究

WAT1060155

章日行、沈善鎰、劉虹邑、
陳威廷、劉興哲、林郁容

25

螢光衰減法探討銅與溶解性有機質結合能力

WAT1060156

林泓濬、黃韋翔、陳庭堅

26

結合紫色不含硫菌及藍綠細菌之光合微生物
燃料電池

WAT1060157

賴彥錞、謝秉衡、洪俊雄

27

鐵氧磁體程序處理重金屬廢水之污泥的耐酸
性

WAT1060162

江盈瑩、林均胤、朱春綺、
林育陞、李玟儀、張健桂

28

水生植物移除水體之鹽度與重金屬的效能評
估

WAT1060173

童淑珠、曹俊文、林美杏、
李武鉦

29

核殼奈米鐵/石墨烯(Fe@C/rGO)複合材料應用
於電容去離子

WAT1060198

許家瑋、陳怡鈁、彭晴玉

30

環境改善-大賣場生活廢水處理方式與空氣品
質管控之綜合評估

WAT1060201

陳奇峰、陳錫金、洪明瑞

WAT1060205

鄭竹逸、江錦洲、蔡宗岳

31

添加輔助藥劑提升含酚工業廢水生物處理效
能可行性評估

32

應用電化學技術以同時氧化酚及還原二氧化
碳

WAT1060206

張瓊芬、吳哲安

33

承受畜牧廢水排放底泥腐植質金屬分佈

WAT1060213

陳庭堅、黃韋翔、蔡享駿

34

染整廢水生物處理薄膜系統之分析與水質提
升

WAT1060217

吳鳳池、陳錫金

WAT1060227

范煥榮、陳旻佑、林佳威、
謝登棕

35

利用 BM-AC/O3/H2O2 複合程序處理布洛芬廢水
研究

36

利用磷烯進行重金屬與檸檬酸競爭吸附之研
究

WAT1060231

林雨蓉、歐陽通、曹文志、
張章堂

37

改質静电纺奈米纖維膜吸附 Cu(II)之研究

WAT1060232

郁昂、刘兰垚、張章堂

38

使用超音波與棉狀氧化鋅觸媒添加氧化物降
解諾氟沙星之研究

WAT1060245

王培華、胡守波、張章堂

39

乙醇濃度對食品工廠廢水厭氧甲烷化之影響

WAT1060250

40

總固體物濃度對養豬廢水厭氧消化之影響

WAT1060251

林秋裕、賴奇厚、蔣銘峻、
曾守正、鄭博駿
李俊毅、藍柏凱、賴奇厚、
林秋裕

2017 空氣污染控制技術研討會議程表

2017 年 11 月 8 日(三)
教室：1006 室
議題：空氣污染物採樣、監測與分析
時間

主持人：袁中新教授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高美濕地不同植物及環境之溫室氣體排放特性及其與
水質參數之相關性分析

AIR1060083

利用次世代定序探討不同室內環境之生物氣膠組成

AIR1060104

調查台灣醫院空調濾網灰塵中多溴聯苯醚濃度

AIR1060127

探討汽車灰塵中溴化持久性有機污染濃度

AIR1060115

16:30~17:30

作者
袁中新、楊磊、謝世鴻、
黃晴美、陳泳霖、洪睿嫻
陳麒聰、楊婷宜、張芯瑜、
王唯匡
Danielle E. Que、趙浩然、
郭彥祐、許逸群
Danielle E. Que、趙浩然、
郭彥祐、許逸群

Q/A 綜合討論

2017 年 11 月 9 日(四)
教室：1006 室
議題：空氣污染物採樣、監測與分析
時間

9:00~10:15

論文名稱

主持人：彭彥彬教授
論文編號

作者

工業密集區大氣懸浮微粒特性分析

AIR1060084

陳亭妤、彭彥彬、賴嘉祥、
王若蓁

應用光化測站監測數據解析高屏地區大氣 BETX 之特
性

AIR1060109

薛誠裕、賴進興、葉淑杏

高雄市 CMAQ 與 AERMOD 模式原生性細懸浮微粒之
模擬結果比較

AIR1060062

生質燃燒對 PM2.5 濃度貢獻量之時空變化

AIR1060074

吳義林、陳昭宏、張舒晴

2017 年元旦連假期間高雄市細懸浮微粒(PM2.5)特性分
析

AIR1060098

陳昭宏、吳義林

吳義林、蔡德明、張鴻良、
簡汝嬑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6 室
議題：空氣污染控制與管理/懸浮微粒監測與管制
時間

10:30~12:00

論文名稱

主持人：賴嘉祥教授
論文編號

2013 年臺灣點、線、面源對 PM2.5 影響之模擬分析

AIR1060087

臺灣各重要空氣污染源排放類冸對 PM2.5 影響之模擬分
析

AIR1060080

燃煤電廠停爐前後對細懸浮微粒(PM2.5)影響的研究

AIR1060143

作者
陳則皓、黃偉傑、陳杒甫、
張艮輝
周冠儀、魏佳鈺、陳杒甫
、張艮輝
張舜翔、王信凱、杒立凱、

許評碩、吳宜展、顏有利
靜電紡絲碳纖維對二氧化碳氣體之吸附效能研究

AIR1060033

江右君、陳宥任、吳政諺

挖土機柴油引擎的即時汙染排放量推估

AIR1060132

盧昭暉、王正岳、蔡瑞桓、
廖仁祺

民俗活動中 PM2.5 及重金屬含量分析之研究

AIR1060042

吳玉琛、趙家賢、劉家瑋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6 室

主持人：張艮輝教授

議題：空氣污染控制技術
時間

13:30~15:00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鈣改質鐵系載氧體之特性評估應用於化學迴路燃燒程
序之研究

AIR1060061

以改質二氧化鈦光電催化處理室內甲苯之研究

AIR1060069

噴漆場所空氣中重金屬與六價鉻粒徑分佈及呼吸系統
沉積量推估

AIR1060092

新型多孔性纖維帶電及過濾特性研究

AIR1060026

25kWth 鈣迴路捕碳程序之水合反應系統操作特性研究

AIR1060075

作者
顧洋、王吟哲、吳鉉智、
蔡東佑、洪子軒
顏佑庭、李慧梅、吳振嘉、
高銘鴻
吳珮甄、賴嘉祥、莊坤遠、
林家驊、彭彥彬
林文印、李紹台、汪家弘、
黎立毅、曾昱豪、施佳希
周揚震、徐恆文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6 室

主持人：江右君教授

議題：空氣污染控制技術
時間

15:15~16:30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合成鈣鎂鋁類水滑石用於化學迴圈捕抓二氧化碳

AIR1060144

以石墨烯、氮、硫共摻雜二氧化鈦複合光觸媒於日光
燈下降解室內空氣污染物甲醛之研究

AIR1060086

以共沉澱法製備鐵氧磁體觸媒並應用於異丙醇之焚化

AIR1060102

使用生質柴油與濾煙器對柴油引擎排放持久性有機污
染物之影響研究

AIR1060090

多組管柱型生物滴濾塔式微生物燃料電池提升有機廢
氣處理效率及其輸出電壓研究

AIR1060154

作者
林進榮、邱喨、劉雅瑄
陳思婷、毛婉驊、蔡昀諺、
林依杏、朱信
黃上修、施佳昀、林宋柏、
王藝璇、王郁芸、張健桂
陳佳陽、李文智、張育誠、
王琳麒、 盧昭輝、楊錫
賢
林啟文、傅思華、陳柏邑

Q/A 綜合討論

2017 年 11 月 10 日(五)
教室：1006 室

主持人：潘述元博士

議題：空氣污染控制與管理
時間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9:00~10:15

研發可再利用型之複合式觸媒於模擬太陽光下降解氣

AIR1060010

作者
李潔、林敬惠、郭昭吟

相 1,2-二氯乙烷之研究
鐵銅複合載氧體與不同載體應用於化學迴路產氫程序
之比較
以流體化床系統探討脫硫渣和水淬爐石去除純氧燃燒
煙氣中二氧化碳
生質飛灰袋濾集塵特性探討

AIR1060096
AIR1060013
AIR1060002

顧洋、陳勁安、吳鉉智、
蔣明宏、吳敬祐
李秉鴻、梁凱鈞、李晉德、
林依杏、朱信
林勳佑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6 室
議題：空氣污染控制與管理/空氣污染與健康風險管理/大氣環
境與室內空氣品質
時間

主持人：林煜棋博士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者

利用無人飛機驗證臨近國道五號空氣品質模式模擬預
測結果-以頭城交流道為例

AIR1060146

游昕、張章堂

中孔材料以及微孔材料對於 HMDS 與丙酮處理之研究

AIR1060138

黃皓瑋、張章堂、馬志明

台灣室內傳統市場之生物氣膠及其污染源調查

AIR1060145

江承哲、魏大鈞、張怡圖

探討汽車灰塵中多溴聯苯醚及多溴聯苯戴奧辛/呋喃的
濃度分布與健康風險分析

AIR1060045

劉仲堃、趙浩然

10:30~11:30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6 室

主持人：林文印教授

議題：空氣污染控制與管理
時間

13:30~14:30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利用單極微粒擴散充電器提升帄板型靜電集塵器收集
效率之探討

AIR1060022

利用濕式洗滌塔去除 VOCs 效率研究

AIR1060110

利用逸壓模式探討戴奧辛類化合物於工業區環境介質
中分佈特性
開發小型超重力油煙淨化設備去除夜市鹹酥雞攤販油
煙污染物之實地評估

Q/A 綜合討論

作者
林文印、周長嶔、王榆超、
洪碧伶、王智德
林傑、陳瀅兆、陳家萱、
陳宏明
林傑、黃安德、 朱翊慈、

AIR1060111
AIR1060047

魏紹倫、楊淯翔
袁明豪、陳奕宏、張峻銘、
徐珮庭、邱冠霖

海報發表
序
號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者

1

燃煤鍋爐排放 PM2.5 (過濾性與凝結性)化學組成
全解析

AIR1060016

吳至晏、李奎廷、謝岳書、
韓一德、楊錫賢

2

建立二氧化碳礦化及再利用技術示範：挑戰與展
望

AIR1060017

潘述元、蔣本基、陳奕宏、
裴思魯、方雲柯、陳則綸

3

利用 PMF 評估石化工業對雲林沿海地區 VOCs
影響

AIR1060019

蘇源昌、董育蕙、陳尉豪、
張時禹

4
5

使用 VOCs、SO2 和 NOx 評估石化工業區對鄰
近區域空氣品質之影響
Cu/ZnO 觸媒附載於三維中孔 SBA-16 應用於水
氣轉移反應產氫之研究

AIR1060023

董育蕙、洪珮瑜、蘇源昌、
張時禹

AIR1060036

杒侑倫、曾惠馨

6

醫院病房環境中生物氣膠之調查與消毒

AIR1060072

劉韋廷、吳宇璇、許晉豪、
許菁珊、盧明俊

7

含銅 Mg/Al 奈米層狀結構選擇性吸附一氧化碳
行為探討

AIR1060078

陳建宏、余慶聰、鄭涵文、
郭奐廷
Guor-Cheng Fang,
Chao-Yang Huang,
You-Fu Xiao,

8

台灣梅雨季節汞和離子物種濕沉降之研究

AIR1060079

9

以 Thermosynechococcus sp.CL-1 應用於固炭、
雌激素降解分析

AIR1060089

張家源、張瑜玲、鄭琇方、
薛欣達、朱信

10

台灣中部某公司特定地點之室內空氣品質評估

AIR1060091

黃彥翔、王俊欽、陳宥妤

11

台中、彰化於 2015~2017 年總懸浮微粒金屬元素
Cu、Pb、Cr、Zn、Ni 濃度之研究

AIR1060093

Wen-Chuan Huang,
Yuan-Jie
Zhuang,Kai-Hsiang Tsai

Guor-Cheng Fang,
Chao-Yang Huang,
You-Fu Xiao,
Wen-Chuan Huang,
Kuang-Fu Ou Yang,
Kai-Hsiang Tsai

12

台中、彰化於 2015~2017 年顆粒和顆粒汞濃度及
來源之研究

AIR1060094

Guor-Cheng Fang,
Kai-Hsiang Tsai,
Chao-Yang Huang,
You-Fu Xiao, Wen-Chuan

Huang, Kuang-Fu Ou Yang
13

洗街道路之街塵粒徑特徵與分佈特性

AIR1060097

米孝萱、賴志誠、李益菖、
陳政宏、葉秋容

14

聚碳酸酯基材製備抗霧薄膜之研究

AIR1060106

陳柏翰、蘇育依、蔡政賢

15

利用田口方法製備以鉑改質之光觸媒：ANOVA
和 S/N ratio 探討對丙酮的光降解

AIR1060108

盧啟元、張琬晴、李庭安、
陳怡君、陳兪綮

16

添加稻殼炭對於拜香燃煙特性之分析

AIR1060120

陳羿如、陳震翰、陳裕文、
楊奇儒

17

銅氮硫共摻雜光觸媒於可見光下催化氣相甲苯
及反應動力學模擬

AIR1060128

李秋璇、蔡靜宜、林雅雯、
呂英杰、謝哲隆

AIR1060131

林聖倫、王琳麒、楊錫賢

AIR1060147

蔡俊鴻、李俊毅、王恆煒

AIR1060148

蔡俊鴻、陳彥佑、劉修誠

18
19
20
21
22
23

選擇性觸媒對柴油引擎排放之氯化及溴化戴奧
辛影響
高雄地區揮發性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及大氣濃
度特性分析研究
汽油車輛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特徵及毒性權重
排放量研究
個人消費性商品揮發性有機物檢測方法及排放
係數建置
嘉義縣空品淨區管制-阿里山地區

AIR1060150
AIR1060153

林國雄、江鴻龍、姚永貞、
江光華、鄭景智、藍宸鑾
顏旭明、蔡彥宏、沈佶琦、
許仲景、莊志偉

2017 廢棄物處理技術研討會議程表

2017 年 11 月 9 日(四)
教室：1002 室

主持人：林凱隆教授、江康鈺教授

議題：
時間

9:00~10:15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者

應用系統動態模型評估廢棄物再利用之溫室氣體減量
效益

WAS1060005

曾昭衡、徐亦成、陳映竹

太陽光電產業鎵銀矽物質流分析之研究

WAS1060009

胡蕎煾、張添晉、許智威

探討尿素改質廢棄碳纖維之材料特性及其吸附水中雙
酚 A 之成效

WAS1060011

陳冠伯、鄧涵憶、郭昭吟

回收再利用環氧樹脂製備衍生燃料(RDF)之研究

WAS1060018

吳玉琛、蔡志聰、張可翰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2 室

主持人：江康鈺教授、郭昭吟教授

議題：
時間

10:30~11:45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者

電滲透污泥脫水技術以不同污泥進行最佳參數之研究

WAS1060021

探討微波法與鹼熔法再生廢棄汽車觸媒之研究

WAS1060025

廢乾電池回收處理廠鋅、錳回收料合成觸媒再利用之
最佳操作條件研究

WAS1060029

雷婉如、陳志成、溫志中

紡織污泥再利用製成混凝土及其物化性質之研究

WAS1060034

張坤森、胡智豪、郭致君、
陳雅郁、王瀞儀

廖君唯、萬騰州、黃崇輔、
葉佳瑋
蘇柏元、林淵淙、陳上權、
張頊瑞、周豐志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2 室

主持人：陳志成教授、王立邦教授

議題：
時間

13:30~14:45(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以加壓式電滲透設備進行污泥乾化脫水效能之研究

WAS1060042

無害化 MSWI 飛灰強化資源化混凝土之可行性研究

WAS1060046

MSWI 飛灰製成水晶玻璃之循環經濟高值化研究

WAS1060050

丙烯酸修飾稻殼應用於吸附水中甲基紫與氨氮

WAS1060055

作

者

李雅雯、蘇兆民、萬騰州
葉佳瑋
張坤森、胡智豪、吳宗勳、
徐誠隆、楊之葶、洪資喻
張坤森、邱孔濱、蘇薏茹、
朱怡儒、陳唐恩、呂方瑜
林政睿、陳凱翔、黃煦臻、
林玉茹、潘定中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2 室

主持人：王立邦教授、陳志成教授

議題：
時間

15:30~16:45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者

生物醫療廢棄物資訊化管理成效

WAS1060056

張仁和、黃建仁、李永源

圕膠廢棄物催化裂解產能效率與裂解油物種特性變化
之評估研究

WAS1060067

姚彥丞、江康鈺、呂承翰

鹼活化水泥沙漿添加脫硫碴礦物細料之工程性質分析

WAS1060068

以火法冶金回收一次電池金屬之研究

WAS1060069

林宗曾、吳怡葶、陳逸瑋、
吳哲宇、陳威宇
林妙茹、林易新、劉文義、
郭益銘、王志達

Q/A 綜合討論

2017 年 11 月 10 日(五)
教室：1005 室

主持人：游勝傑教授、官文惠教授

議題：
時間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者

LED 螢幕零組件分佈之研究

WAS1060070

林易新、劉文義、龔建中、
陳清俊、王志達、郭益銘

結合火法冶金與濕式冶金回收廢乾電池中鋅錳之研究

WAS1060071

楊舒婷、鄭瓊茹、陳清俊、
王志達、郭益銘

鹼活化還原碴砂漿之健性評估

WAS1060075

蔡和生、呂東璇、張祖恩

脫硫石膏資源化作為綠色膠結材料之探討

WAS1060079

林靖翔、吳宗憲、鍾俊宏、
柯明賢

9:00~10:15

Q/A 綜合討論

海報發表
序號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者
黃于峰、駱尚廉、闕蓓德

1

以微波焙燒進行下水污泥能源回收之研究

WAS1060002

2

回收再利用太陽能電池產業之廢噴砂製備環境
調適性海綿型多孔鋪裝材料之特性研發

WAS1060010

3

從廢棄鈣鈦礦太陽能電池回收 PbI2

WAS1060013

4

廢棕櫚殼研製活性碳作為 CDI 脱盬電極

WAS1060016

5

研發污泥混合農業廢棄物製備新型固態衍生燃
料

WAS1060023

6

以蔬果廢棄物及菇包廢料製作堆肥之探討

WAS1060040

林凱隆、藍如穎
莊孟欣、莫博任、王鴻博
鄭翔駿、陳柏安、蕭安淇、
王鴻博
吳玟錠、蘇柏元、劉致緯、
任翼秀、林淵淙、陳上權
張瓊嘉、徐淑華、許菁珊、

7

以生廚餘及雞糞添加促進人工濕地植栽移除物
堆肥化成效之研究

WAS1060041

8

棕櫚殼廢棄物氣化回收高值材料

WAS1060043

9
10
11

PLA 與木屑及造紙廠廢棄物熱裂解液體產物分析
與油水分離
酸鹼前處理提昇人工濕地植栽移除物堆肥化反
應之研究
雙功能 SBA-16 觸媒於擬廢食用油進行轉酯化反
應生成生質柴油之研究

WAS1060044
WAS1060045
WAS1060049

朱翊瑞、林健榮、蔡哲宇、
李苡聖、許文翰
柯旻伶、鄭翔駿、陳柏安、
李犀守、王鴻博
吳照雄、王仁鴻、黃天寶、
何鎧任
羅振榮、林健榮、林信一、
陳禾庭、柯遠瑄、邱姵紋
高凡雅、曾惠馨
邱英嘉、張高揚、蔡宗翰
唐瑄、彭聖元、吳宜璁
裴思魯、蔣本基、陳奕宏、
陳則綸、潘述元、方雲柯

12

水庫淤泥釉泥漿之沉降性研究

WAS1060051

13

以超重力碳酸化技術建立鹼性固體廢棄物資源
化途徑

WAS1060053

14

鹼溶法資源化積碳觸媒載體之研究

WAS1060060

劉家豪、曾光輝、蔡政賢

15

無機泥碴產製高效能調濕圗料之研究

WAS1060061

郭志鴻、劉守恒

16

城市生活垃圾替代化石燃料帶來的環境與經濟
的效益:以亞洲水泥為例

WAS1060081

王豪銘、陳映竹、李堅明

17

事業污泥乾燥前後性質之探討

WAS1060082

朱敬帄、姜鴻菊、許國恩、
鍾裕仁

2017 年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議程表

2017 年 11 月 9 日(四)
教室：1007 室

主持人：闕蓓德 教授

議題：能源與環境系統規劃
時間

13:30~15:00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者

結合氣候變遷情境探討糧食、能源與水鏈結之最佳化

IPL1060038

袁光宇、林映辰、闕蓓德、駱尚廉

生質柴油儲油槽油泥微生物群落之探討

IPL1060033

蘇益富、吳佩芬、胡苔莉

我國陸路運輸業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研析

IPL1060005

APEC 區域達成再生能源倍增目標之發展路徑規劃以菲律賓為例

IPL1060041

王年蔚、朱正男、李欣哲

醫院導入 ISO-50001 運輸能源績效指標之成效

IPL1060029

張皓鈞、蘇品方、張仁和

楊伊萍、曾佩如、朱珮芸、許義宏
劉彥聖、周武雄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7 室

主持人：江謝令涵 教授

議題：環境影響評估與風險管理
時間

15:30~17:00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以生命週期永續性衝擊評估法作為政策環評的綜合評
估工具

IPL1060034

劉豐瑞、蔡世億

汽車點火線圈 EPS2000 之環境衝擊評估

IPL1060051

應用模糊層級及網路程序分析方法釐定加油站土水污
染整治費之責任險費率風險因素指標系統芻議

IPL1060055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困境與實踐

IPL1060048

以流行病學為基礎的健康風險分析與外部成本概算及
其在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應用

IPL1060019

者

陳志明、張惠玲、蔡翔宇、李承修
許登盛
張益誠、余泰毅、謝尚如、何旻倫
莊慧冠、顏瑞瑩、顏旭明、林百文
陳佳旻
劉豐瑞、陳惟德

Q/A 綜合討論

2017 年 11 月 10 日(五)
教室：1007 室
議題：永續環境政策與法規
時間

9:00~10:15

主持人：申永順 教授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者

從日韓經驗看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訂定

IPL1060047

探討我國工業能資源生產力現況-以溫室氣體為例

IPL1060043

藍鈺荃、黃俊喻、黃俊喻

我國海漂保麗龍之問題與處理策略

IPL1060032

張坤森、林珮琪、林宜青、胡佳莉

羅勻謙、林玟萱、許育瑄、廖浩佑
李佩玲、江國瑛

再生能源高度發展之政策研究-以澳洲為例

IPL1060053

蘇恩沁、朱正男、李欣哲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7 室
議題：氣候變遷減緩/調適策略、資訊探勘與環境模式應用
時間

10:30~12:00

論文名稱

主持人：余泰毅 教授
論文編號

作

貨幣化供水系統排放之溫室氣體反映於水價

IPL1060009

陳映竹、王仲廷

離子液體應用於二氧化碳捕獲技術之研究

IPL1060004

閻立軒、劉冠毅、邱均瑋

煉鋼轉爐石資源永續利用之生物安全性評估-使用鯉魚
(Cyprinus carpio)靜水式檢測法

IPL1060013

Arduino 與 C#應用在環境監測與監控的介紹

IPL1060060

應用類神經網路(ANN)初探建立國內加油站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責任險費率之改善整治經費風險規模推估模
型之研究

IPL1060065

Q/A 綜合討論

者

康兆凱、陳帄、林勳佑、李育成
江文山、余進利
梁村燈
張益誠、余泰毅、謝尚如、林聖澤
何旻倫

海報發表
序號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者

1

綠色設計產品三維建模結合影像辨識與人機互動介面

IPL1060003

陳重叡、王壬

2

中央與地方合作治理創新猷

IPL1060008

劉家錚、鄭孟寧、周承志

3

桃園「千圖之都光電埤圖綠能」示範計畫

IPL1060012

沈志修、林錫聰、林心怡
張蕙珍、張耀尹、杒怡瑩

4

都市車行道路鋪面改造之環境效益評估

IPL1060025

張靖亞、鄭加珮、王玉純

5

人為活動及長期氣候影響水庫水質初探-以寶山水庫為例

IPL1060026

柯孟廷、Marsha Savira
Agatha Putri、謝佳珆
游勝傑、王玉純

6

臺灣都市污水處理與河川水質管理評估

IPL1060028

樓晁瑄、謝佳珆、王玉純

7

砂石場放流水懸浮固體量對濁水溪水質之影響分析

IPL1060035

8

碳洩漏評估於國內運用之先期研析

IPL1060046

9

再生能源憑證機制探討

IPL1060052

10

汽車點火線圈 IPCC GWP100a 之生命週期評估

IPL1060061

11

醫療服務類推動企業環境教育之策略研究

IPL1060062

12

餐飲服務業推動企業環境教育之策略研究

IPL1060063

13

以清潔生產評估系統指標分析我國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永續發展
現況

IPL1060068

陳彥宸、陳建隆、黃慧文
吳志超、方信雄
邱文琳、許育瑄、李佩玲
江國瑛
周承志、劉家錚、鄭孟寧
黃麟傑
陳志明、張惠玲、楊凱雄
李承修、許登盛
王雅萱、洪煒智、林品岑
羅文龍、白子易
王金胎、江珮鈺、呂智媛
林嘉福、白子易
藍鈺荃、黃俊喻、張韋豪

2017 土壤與地下水研討會議程表

2017 年 11 月 9 日(四)
教室：1008

主持人：吳先琪 教授
李達源 教授

議題：污染調查與快篩技術
時間

9:00~10:15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者

現地微氣相層析技術檢測地下水中 LNAPL 污染

SOI1060076

劉文治、周裕傑、賴宣婷、
謝佑昀、王禮鵬、周宗冠

環境毒物的流佈及快篩方法之研究

SOI1060045

李季庭、鄭凱文、黃文鑑

SOI1060018

張明琴、翟伯儒、李松宸、
林承諄、曾勇毅

SOI1060064

鍾佳蓁、陳𦹅如

SOI1060048

戴瑞賢、陳士賢、林蔡毓、
卓大鈞、林彥銘

ICP-OES 全量分析與 FPXRF 快篩應用於 土壤重金屬
相關性探討-以彰化沿海地區農地為例
環境水樣中嘉磷圔、固殺草、芬殺松及甲基多保淨之
檢測方法建立
花蓮縣航空油品污染源追查案例探討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8
議題：土壤、地下水與底泥調查與整治
時間

主持人：李達源 教授
吳先琪 教授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利用食用油萃取生物可分解螯合劑與重金屬之錯合水
溶液

SOI1060069

陳薏如、宋孟浩

應用粒徑篩選及植生復育整治重金屬鉛銅污染土壤

SOI1060047

章日行、沈善鎰、黃詩涵

延伸式完全貫穿井於受限含水層中定水頭抽水的暫態
解

SOI1060052

馮秋霞、莊惟皓

移除受石油碳氫化合物污染之地下水的鎳含量

SOI1060012

游智翔、蔡士珽、吳儀貞、
鄭紫伶、吳庭年、余慶仁

SOI1060039

袁

SOI1060036

袁 菁、吳明淏、李惠雯、
王乃寬

10:30~12:00
探討操作流質及電動力參數對 Fe/Al 複合式電極處理
Ibuprofen(IBP)污染土壤之效果
以環境地工離心機模擬生物製劑於地下環境 之重力
傳輸行為

作

者

菁、張詠荃、薛宇翔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8

主持人：胡苔莉 教授
簡志青 教授

議題：生物整治技術
時間

13:30~15:00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者

併同紫外光光解與生物分解處理多溴聯苯醚污染土壤

SOI1060059

張怡圖、周希瓴、陳慧真

現地含氯污染土壤復育中脫氯菌與降解關聯研究

SOI1060060

許祐祥、劉保文、蔡欣庭、
吳怡儒、黃良銘、林財富

以次世代高通量定序技術探討不同釋氧條件對油污染

SOI1060085

陳薇羽、陳宏達、陳琪璜、

土壤菌群結構之影響

凃茂園、吳哲宏

以多樣性微生物菌群製劑降解 2,4-二氯酚

SOI1060044

研發具 pH 及異味控制的奈米膠體緩衝基質：機制研究
及模場試驗

SOI1060057

錳氧化菌 Massilia sp.液態培養對 Cr(III)的氧化力

SOI1060040

賴俊卲、朱皓瑜、李世紅、
沈育楷、郭子源、吳碩安
林彥伶、許藝騰、林宗廷、
高志明
邱瑞宇、邱品慈、邱春惠、
陳聖中、黃稚和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8
議題：生物整治技術
時間

主持人：簡志青 教授
胡苔莉 教授
論文名稱

雙酚 A 降解菌之篩選與降解特性分析

15:30~17:00

利用土壤/孔隙水縮模培養搭配 qPCR/metagenomics 分
析探究水田根圈系統內主要汞甲基化菌群
以大花咸豐草植生復育重金屬銅污染農地之可行性評
估
探討不同氧化還原電位變動促進缺氧生物降解土壤持
久性含氯汙染物
基質濃度對真菌生物溶出技術處理重金屬污染土壤之
影響
利用具緩衝及產氫功能奈米長效基質厭氧生物復育
TCE 污染之地下水：基質開發及現地模場試驗

論文編號

作

者

SOI1060079

陳錫金、朱祖欣

SOI1060055

廖怡婷、黃文宏、林居慶

SOI1060033

黃智敏、袁又罡、萬騰州

SOI1060086

郭紘志、陳薇羽、吳哲宏

SOI1060089

陳勝一、郭雲亭

SOI1060046

蔡建緯、連博仁、林志恩、
曹家麒、高志明

Q/A 綜合討論

2017 年 11 月 10 日(五)
教室：1008

主持人：李俊福 教授
梁振儒 教授

議題：污染物傳輸、反應與模擬
時間

9:00~10:15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者

短鏈羧酸對五氯酚在土壤中吸脫附作用與其對奈米零
價鐵降解五氯酚之影響

SOI1060066

Yu-heng Ou、Yang-hsin Shih

不同暴露途徑對於水稻攝取鉛之影響

SOI1060088

賴宣婷、謝佑昀、何建仁、
詹萬芳

三氯乙烯蒸氣在乾石英砂中的傳輸研究

SOI1060061

馮秋霞、顏伯仰

具對稱結構螯合劑在 Mn(III)催化下對 carbadox 還原降
解能力之研究

SOI1060005

蘇怡瑄、劉欣宜、陳𦹅如

溶解性有機質對二價錳催化降解四環素之影響

SOI1060075

周庭宇、陳𦹅如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8
議題：土壤、地下水與底泥調查與整治
時間

論文名稱

主持人：梁振儒 教授
李俊福 教授
論文編號

作

者

10:30~12:00

結合臭氧與過氧化氫處理飽和層及未飽和層柴油污染
物試驗

SOI1060025

地下水水質特性對多硫化鈣還原鉻污染地下水之影響

SOI1060024

電解氧化處理地下水中三氯乙烯之可行性研究

SOI1060016

運用 GIS 技術評估蛇紋岩母質影響農地土壤潛勢區域
－以花蓮縣鳳林地區為例
以觀賞性花卉整治國內銅大宗汙染場址植生復育之研
析
以改質鐵鋁複合金屬處理六價鉻污染地下水：機制分
析及效益評估

SOI1060030

劉敏信、王盈順、蕭忠明、
張玲禎、林坤義、何尚宇
程淑芬、劉資祺、洪湘閔、
朱禹甄、湯筱琪
林家煇、徐明逸、張家銘、
吳庭年
戴瑞賢、黃智敏、林蔡毓、
卓大鈞、林彥銘、許正一

SOI1060043

葉琮裕、徐靖雅、詹千逸

SOI1060071

歐峻豪、余孟茹、許藝騰、
高志明

Q/A 綜合討論

海報發表
序號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者

1

應用含硫活性碳以活性覆蓋法針對含汞底泥進行
溶出抑制研究

SOI1060054

2

土壤中有機質多寡之萃取回收率評估試驗規劃

SOI1060062

3

澎湖馬公玄武岩之鎳含量與溶出性

SOI1060013

4

使用生物偵測探討汽車室內灰塵中戴奧辛毒性瑝
量與健康風險分析

SOI1060077

王晏伶、許富琳、趙浩然

5

界面活性劑移除重質油品作用條件及機制之探討

SOI1060007

葉桂君、吳星運、魏羽俊、
鄭志鴻、顏丞凱

6

利用生物可分解螯合劑萃取土壤重金屬之研究

SOI1060084

陳威甫、宋孟浩

7

衛生掩埋場轉型都會公園的野生蕈菇分佈與富集
重金屬能力探討

SOI1060090

陳秋雲、黃郁婷

8

界面活性劑 TX-100 清洗含重質油土壤之探討

SOI1060006

葉桂君、鄭甲良、陳彥伶、
李佳盈、鄭志鴻、顏丞凱

丁 昱、陳韻心、李昇憲、
王映琳、席行正
陳怡豪、詹蘊耀、劉保文、
龎立能、吳逸翔、許祐祥
林益群、楊皓軒、鄭全宏、
余慶仁

2017 環安衛研討會議程表
2017 年 11 月 9 日(四)
教室：1007

主持人：曾若鳴 教授/楊禮豪 教授

議題：職業安全衛生技術
時間

9:00~10:15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作

者

透過熱卡計與熱動力學探討潤滑油添
加鋰鹽之研究

SAF1060011 葉峰閩、賴王彬、徐啟銘

運用 TG、DSC 探討蘋果酸在昇溫環境
下之熱穩定性分析

SAF1060018

添加空心微珠應用於聚丙烯與氫氧化
鎂阻燃材料之研究

SAF1060022 吳昱賢、吳婉菁、張銘坤

可燃性氣體於管道中火焰傳播抑制之
研究

SAF1060033

半定量暴露評估工具於室內汙染物暴
露風險評估之應用

SAF1060030 林廷縣、王士旻

陳昕嫈、莊郁楷、黃安麒、
徐啟銘

林俞蓁、王聖勛、劉建和、
蔡曉雲、陳政任

Q/A 綜合討論
教室：1007

主持人： 楊禮豪 教授/曾若鳴 教授

議題：危害評估與風險管理
時間

10:30~12:00

論文名稱
探討加溫加壓對烷烴於不同濃度的限
氧濃度影響
鋰電池模組系統電量差異熱危害性探
討–單顆電池芯劣化
1–丁基–3–甲基咪唑硝酸鹽離子液體於
金屬粉末催化下之失控反應
以CARI-7A評估臺灣重要國際航線之
宇宙輻射有效劑量與職業暴露管理
使用化學法探討帅兒園地板灰塵中多
溴聯苯醚的濃度分布與健康風險評估
Q/A 綜合討論

論文編號
SAF1060009

作

者

黃皓群、林繼仁、何星呈、
徐啟銘

SAF1060010 陳冠廷、鄭喻齊、徐啟銘
SAF1060017

洪鈺雯、張嘉元、陳映融、
林韋呈、徐啟銘

SAF1060019

吳昀庭、胡家瑜、吳怡靚、
袁明豪

SAF1060034 張鐸耀、趙浩然

2017 年環境工程實務技術術研討會暨論文競賽-口頭發表議程

報告時間
09:00-09:15
09:15-09:30

2017 年 11 月 10 日(五)
競賽時間：08:50-12:15
教室：1002 室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以厭氣系統串接喜氣系統處理食品業
WAT1060122
高鹽度有機廢水之可行性評估
利用具緩衝及產氫功能奈米長效基質
厭氧生物復育 TCE 污染之地下水：基
SOI1060046
質開發及現地模場試驗

09:30-09:45

使用生質柴油與濾煙器對柴油引擎排
放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影響研究

AIR1060090

09:45-10:00

無機泥碴產製高效能調濕圗料之研究

WAS1060061

10:00-10:15

受污染原水供緊急民生備用水源前處
理之技術應用

WAT1060183

10:15-10:30

以超重力碳酸化技術建立鹼性固體廢
棄物資源化途徑

WAS1060053

報告時間

中場休息時間 10:30~10:45
教室：1002 室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10:45-11:00

以厭氧及好氧薄膜生物反應器處理晶
圓封測含 DMSO 有機廢水之評估

WAT1060199

11:00-11:15

建立二 氧化 碳礦化 及 再利用 技術示
範：挑戰與展望

AIR1060017

11:15-11:30

11:30-11:45

結 合 Clostridium pasteurianum 與
Rhodopseudomonas palustris 進行共醱
酵產氫試驗
研發具 pH 及異味控制之奈米膠體緩
衝基質整治 TCE 污染之地下水：機制
研究及模場試驗

WAT1060075

SOI1060057

11:45-12:00

MSWI 飛灰製成水晶玻璃之循環經濟
高值化研究

WAS1060050

12:00-12:15

以破乳化/高級氧化技術處理機械切削
廢水再利用技術之研究

WAT1060187

作者
陳柏勳, 廖昌郁, 鄒
文源, 陳幸德
蔡建緯, 連博仁, 林
志恩, 曹家麒, 高志
明
陳佳陽, 李文智, 張
育誠, 王琳麒, 盧昭
輝, 楊錫賢
郭志鴻, 劉守恒
吳怡儒, 程海軒, 黃
良銘, 張智華, 李丁
來, 林財富
裴思魯, 蔣本基, 陳
奕宏, 陳則綸, 潘述
元, 方雲柯

作者
黃良銘, 邱翌竹, 劉
成彬, 吳青樺, 陳欣
雨
潘述元, 蔣本基, 陳
奕宏, 裴思魯, 方雲
柯, 陳則綸
廖佩瑄, 鄭宥慈, 謝
秉衡, 賴彥錞, 洪俊
雄
林彥伶, 許藝騰, 林
宗廷, 高志明
張坤森, 邱孔濱, 蘇
薏茹, 朱怡儒, 陳唐
恩, 呂方瑜
劉文義, 羅逸文, 林
家玉, 吳重霖, 林啟
燦, 郭益銘

2017 年環境工程實務技術術研討會暨論文競賽-海報發表議程

篇冸序
海報-01
海報-02
海報-03
海報-04
海報-05

2017 年 11 月 10 日(五)
競賽時間：09:00~10:20
展場：1010 多功能區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高雄地區揮發性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及
AIR1060147
大氣濃度特性分析研究
以次世代高通量定序技術探討不同釋氧
SOI1060085
條件對油污染土壤菌群結構之影響
總固體物濃度對養豬廢水厭氧消化之影
EYP1060011
響
25kWth 鈣迴路捕碳程序之水合反應系統
AIR1060075
操作特性研究
利用無人飛機驗證臨近國道五號空氣品
AIR1060146
質模式模擬預測結果-以頭城交流道為例

海報-06

電氣火災鑑定及分析

SAF1060021

海報-07

現地微氣相層析技術檢測地下水中
LNAPL 污染

SOI1060076

海報-08
海報-09

合成鈣鎂鋁類水滑石用於化學迴圈捕抓
二氧化碳
探討粗甘油混合食品廢水對酵母菌
Rhodotorula mucilaginosa LP-2 油脂累積
之影響

作者
蔡俊鴻, 李俊毅, 王恆
煒
陳薇羽, 陳宏達, 陳琪
璜, 凃茂園, 吳哲宏
李俊毅, 藍柏凱, 賴奇
厚, 林秋裕
周揚震, 徐恆文
游昕, 張章堂
劉獻文, 鄭翔駿, 周文
安, 王鴻博
劉文治, 周裕傑, 賴宣
婷, 謝佑昀, 王禮鵬,
周宗冠

AIR1060144

林進榮, 邱喨, 劉雅瑄

WAT1060028

李宸輝, 楊茱芳

海報-10

鹼活化還原碴砂漿之健性評估

海報-11

桃園「千圖之都光電埤圖綠能」示範計畫

IPL1060012

海報-12

弱酸性次氯酸水對致病菌株之消毒效能
評估

SAF1060026

WAS1060075

蔡和生, 呂東璇, 張祖
恩
沈志修, 林錫聰, 林心
怡, 張蕙珍, 張耀尹,
杒怡瑩
張文倩, 郭俊賢, 許菁
珊, 盧明俊, 陳柏齡

2017 年環境工程實務技術術研討會暨論文競賽-海報發表議程

篇冸序
海報-13
海報-14
海報-15
海報-16
海報-17
海報-18
海報-19
海報-20
海報-21
海報-22
海報-23
海報-24

2017 年 11 月 10 日(五)
競賽時間：10:40~12:00
展場：1010 多功能區
論文名稱
論文編號
棕櫚殼廢棄物氣化回收高值材料
膜曝氣生物膜系統行短程硝化脫硝作用
之可行性研究
Local Scrubber 廢水回收系統節能節廢改
善實例
活性污泥/接觸曝氣法合併系統處理 財
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分院廢水
之實廠研究
微胞輔助正滲透薄膜系統提升光電廢水
中硼酸及碘離子回收之研究
不同暴露途徑對於水稻攝取鉛之影響
以螢光熄滅效應探討腐植酸與不同種類
金屬離子之電性中和能力
放大化之電容去離子裝置應用於水再生
利用之探討
不同碳源對厭氧流體化床處理高濃度硝
酸鹽氮之影響
以高疏水性碳膜進行油包水混合系統分
離
開發小型超重力油煙淨化設備去除夜市
鹹酥雞攤販油煙污染物之實地評估
以循序批分生物膜反應槽 SBBR 進行同
時硝化脫硝程序提升觀光區汙水廠除氮
效能

WAS1060043
WAT1060038
WAT1060149
WAT1060158
WAT1060170
SOI1060088
WAT1060067
WAT1060200

作者
柯旻伶, 鄭翔駿, 陳柏
安, 李犀守, 王鴻博
黃琬慈, 賴彥錞, 謝秉
衡, 詹瑾文, 洪俊雄
盧彭潭, 黃俊評, 林志
南, 黃冠哲
徐本宗, 陳之貴, 駱尚
廉
蔡志生, 陳孝行, 陳妤
婷
賴宣婷, 謝佑昀, 何建
仁, 詹萬芳
鄭文伯, 呂佾倉, 林欣
儒, 李函昕
蔡少瑋, 范振軒, 趙
穎, 侯嘉洪

WAT1060124

賴昱魁, 黃郁仁

WAT1060058

賴炣橦, 曾惠馨

AIR1060047
WAT1060165

袁明豪, 陳奕宏, 張峻
銘, 徐珮庭, 邱冠霖
黃啟裕, 陳妤甄, 林叡
致, 張鎮南, 廖宗銘,
洪福生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第十二屆2017碩博士生專題論文競賽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0 日(五) 09:00~11:40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1003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主持人：王雅玢教授 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目的
本學會為激勵碩博士生積極參與環境工程專題研究，提升研究水準，培養獨立
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與能力，並提昇論文寫作與口頭報告等表達能力，期進一步
達到培育未來研究菁英人才之目的，特舉辦本論文競賽。

議程
時間
08:30~09:00

內容
報到

09:00~09:10

競賽規則說明與評審介紹

主持人/評審委員
王雅玢教授
中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09:10~09:20

論文宣讀

論文競賽參賽者

09:20~11:40

論文競賽

評審委員

地點
張榮發基
金會國際
會議中心
1003會議
室

第十二屆2017碩博士生專題論文競賽入圍名單
參賽學生
廖怡婷
林雨蓉

論文題目
利用土壤/孔隙水縮模培養搭配qPCR/metagenomics分析探究水田
根圈系統內主要汞甲基化菌群
Deciphering Effect of Citric Acid on Arsenic adsorption with
Phosphorene in Solution

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朱永倫

以ATRP改質奈米薄膜減緩生物堵圔及去除含碘消毒副產物

逢甲大學

陳映融

探討1–甲基咪唑硝酸鹽離子液體之熱危害特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鍾易宏

Thermal effect evaluation and residual gas analysis for a 1
series-connected NMC Li-ion battery using VSP2 adiabatic 2
calorimetry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以安

Optimizing the Energetic Performance of A Scale-Up Capacitive
Deionization Device Using Bipolar Connection at Constant Current

國立臺灣大學

劉欣宜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of albendazole through hydrolysis and
manganese oxide-mediated oxidation

國立成功大學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第十二屆2017大學(專)生專題論文競賽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0 日(五) 11:40~15:00
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1003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主持人：王雅玢教授 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目的
本學會為激勵大學(專)生積極參與環境工程專題研究，提升研究水準，培養獨
立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與能力，並提昇論文寫作與口頭報告等表達能力，期進一
步達到培育未來研究菁英人才之目的，特舉辦本論文競賽。

議程
時間
11:10~11:40

內容
報到

11:40~11:50

競賽規則說明與評審介紹

主持人/評審委員
王雅玢教授
中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11:50~12:00

論文宣讀

論文競賽參賽者

12:00~15:00

論文競賽

評審委員

15:30

大會閉幕典禮暨入圍佳作及優秀論文頒獎典禮

評審委員

地點
張榮發基
金會國際
會議中心
1003會議
室

第十二屆2017大學(專)生專題論文競賽入圍名單
參賽學生

論文題目

學校

賴炣橦

以高疏水性碳膜進行油包水混合系統分離

中山醫學大學

何芷寧

表面電漿共振效應增強可見光催化活性:光觸媒合成與反應機理探
討

國立宜蘭大學

儲憶凡

利用動態式液泡膜分離甲烷和二氧化碳之可行性探討

中山醫學大學

林揆樺

透過添加金屬抑制 1–丁基–3–甲基咪唑硝酸鹽離子液體之熱分解
反應

林冠蓁

含鈣類水滑石的合成及應用於化學迴圈捕抓二氧化碳

國立宜蘭大學

杒和益

同步表面還原法合成Ti3+批覆的海膽狀TiO2空心微米球以增加可
見光下的光催化活性

國立宜蘭大學

林君柔

蔗糖水熱碳化球應用於吸附燃煤尾氣中的汞蒸氣

國立宜蘭大學

歐明翰

Sequential treatments of one azo dye with ZnO nanoparticles in water
and their reuse

國立臺灣大學

葉哲見

農地重金屬傳輸機制與預防技術開發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中興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