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第三十屆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報 名 簡 章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6~17 日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協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嘉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輔英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

邀請函
本學會第三十屆
（2018）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謹訂於 107 年 11 月 16~17
日（星期五~六）假國立成功大學舉辦，活動期間辦理各專門學術研討會(廢水處
理技術、空氣污染控制技術、廢棄物處理技術、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土壤與
地下水及環安衛研討會等)，同時舉辦三場論壇「環境領域未來發展機會與挑戰」
、
「化學物質源頭管理與風險評估論壇」
、
「廢棄物處理與資源化議題」
、座談「環
境領域競爭力-產業界/公部門/工程顧問業、二項競賽「學生論文競賽」及「環
境工程實務技術研討會」
，敬請踴躍參加，共襄盛舉。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理事長

蔡俊鴻

第三十屆年會籌備委員 主任委員

袁中新

總幹事

黃良銘

敬邀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各專門學術研討會

辦理單位

主辦老師

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

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陳威翔教授

空氣污染控制技術研討會

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訊系

王琳麒教授

廢棄物處理技術研討會

嘉南藥理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系

林健榮教授

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

高雄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土壤與地下水研討會

洪崇軒教授
李孟珊教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 劉保文教授
程系
郭益銘教授

環安衛研討會

輔英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

陳明仁教授

環境工程實務技術研討會

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陳𡡶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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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第三十屆(2018)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五) ~ 17 日(六)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
日期: 107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五)
時間
08:30 - 09:30
09:30 - 10:10

09:30-09:40
09:40-09:50
09:50-10:00
10:00-10:05

10:10 - 10:20
10:20 - 10:30

10:30 – 11:0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11:00 - 11:30

11:00-11:10
11:10-11:20
11:20-11:30

11:30 - 12:00
12:00 - 13:20
13:20 - 14:40

13:20-13:30
13:30-13:50
13:50-14:10
14:10-14:30
14:30-14:40

14:40 - 15:00
15:00 - 15:55

15:00-15:10
15:10-15:25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地下室演講廳

議程(主持人)
報到及領取資料 -全體與會人員
2018 環工年會開幕式
貴賓及長官致詞
－蔡理事長俊鴻
－李署長應元
－李市長孟諺
－蘇校長慧貞
合影/茶敘
年會籌備報告
-籌備會主任委員 袁教授中新
-成大環工系主任 吳教授義林
-籌備會總幹事
頒獎
-學術論文獎
-優秀青年工程師獎
-優秀工程師獎
-服務貢獻獎章
-工程獎章
學門業務介紹
-環工學門 魏教授銘彥
-永續學門 林教授財富
-科技部工程中心
會務報告及提案討論
午膳
環工 30 年回顧
1. 30 回顧展(環工系教室
-引言人 蔡理事長俊鴻 47111)
-張教授祖恩
2. 儀器設備展覽(環工系旁車
-張副署長子敬
道)
-王董事長繼國
3. 青年論文海報發表評審(環
-結語
工系前館 2F)
4. 青年論文競賽
茶敘
(環工系教室 47112/47114)
環工未來展望
5. 環境微監測與大數據論壇
-引言人 黃教授良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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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15:40
15:40-15:55
15:55 - 16:20
16:20 - 17:20
18:00 - 21:00
(歡唱時間 18:30-21:00)

時間
08:00 - 09:00
09:00 - 12:00

12:00 - 13:20
13:20 - 16:00

16:00 - 17:00

-蔡局長孟裕
-高教授志明
-廖俊喆 董事長

(環工系 47110 教室)

茶敘
青年論壇
天南地北話環工:
顧洋 教授 曾迪華 教授
Happy Hour (地點:環工系館中庭)
-引言人 蔡理事長俊鴻
-歡迎 吳義林 主任
-感謝贊助單位

日期: 107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學術研討會
座談
註冊、報到、領取 9:30 - 10:40
論壇(一)
資料
-環境領域未來發展機
各專門學術研討
會與挑戰
會
主持人: 秦靜如教授
引言人:張子敬副署長
地點: 環工系教室
47111

各專門學術研討
會

午膳
13:30 - 15:30
環境領域就業競爭力
-引言人:張教授瓊
芬、張智華教授
-公部門
-工程顧問業
-產業界
地點: 環工系教室
47111
頒獎/閉幕式

論壇

10:50 - 12:00
論壇(二)
-化學物質源頭管理與風險
評估論壇
主持人：侯文哲教授
引言人：謝燕儒局長
地點：環工系教室 47118
聊天室
13:30 - 15:30
論壇(三)
-廢棄物處理與資源化議題
主持人: 張添晉教授
引言人:蔡孟裕局長、林健
三局長、(廖俊喆 董事長)
地點：環工系教室 47118

頒獎
-工程獎章
-論文競賽獎(學生論文競賽/研討會優秀論文獎/工程實務論文競賽)
閉幕式
-論壇與活動主辦老師報告(論壇與座談/論文競賽/研討會/三十周年活
動)

論文註冊及年會個人報名說明
第三十屆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報名方式分成論文註冊及年會個人報名(相關費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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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研討會論 文全文光牒與二日之午餐 )請至環工學會網站(http://www.cienve.org.tw)線
上報名，論文註冊及繳費自即日貣至 9 月 28 日止(年會個人報名及學生分會報名自 9 月 29 日
貣至 10 月 30 日止)，逾期請至現場報名，註冊(報名)費線上報名後於網站列印繳費單，請持
繳費單至華南銀行各分行及便利商店繳費。

【論文註冊繳費及論文摘要及全文定稿上傳】
論文發表方式

論文註冊費

口頭發表論文

1500 元

備

註

包含口頭發表作者之年會出席資格*

海報發表論文
1500 元
包含海報介紹作者之年會出席資格
*年會出席資格的權利與年會個人報名者相同（多餘出席證可提供給其他作者或預備參與者使
用）

＊線上註冊繳費作業流程：
1、連結學會網站，輸入投稿者網站會員帳號、密碼進入本系統[會員服務]>[論文列表]功能
進行繳費。
2、進入繳費功能後請先確認論文發表狀態為「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海報發表者需於
學會網頁「年會公告」另下載海報檔製作後自行輸出帶至會場張貼)。
3、完成相關資訊填寫後，系統將自動產出「繳費單」，請持繳費單至華南銀行各分行及便利
商店繳費。(註一)
4、經學會確認繳費入帳後將以 email 通知或登入學會網站([會員服務]  [論文列表])查詢。
(銀行入帳時間約需 3 個工作天)
5、請投稿者再登入系統[會員服務]  [論文列表]功能進行定稿上傳，並填寫研討會當天論
文發表作者或出席者(當發表作者同時為多篇作者時可由其他作者於當天報到領取資料
袋)。
6、請再次確認投稿論文及作者資料（若資料有誤請自行修改，修改作者資料時，務必與定稿
摘要及全文中作者資訊符合）。
7、論文摘要及全文定稿(含作者資訊)上傳截止時間：10 月 5 日 PM 5：00。
註一：1、非科技部計畫之論文註冊簡易流程：
進入本系統[會員服務]  [論文列表] 「填寫相關資訊」(年會參加資訊只能填寫一次，若要修
改需要與學會連絡)「繳費單」(年會收據若需抬頭請填寫收據抬頭) 「確認繳費」「上傳定
稿」
2、科技部計畫之論文之論文註冊簡易流程：投稿論文屬科技部計畫成果並在投稿時於作者資料表中填
寫科技部計畫編號，該科技部編號經審查無誤之論文，不收論文註冊費。
進入本系統[會員服務]  [論文列表] 「填寫相關資訊」「繳費單」(列印後不需繳費) 「確
認繳費」「上傳定稿」

【論文註冊須知】
1、每篇論文只允許註冊一次。
2、論文註冊必須至學會網站並且輸入投稿者網站會員帳號、密碼進入本系統，論文必須為口
頭發表或海報發表才可進行註冊。
3、每篇論文註冊費提供一個年會出席資格。
4、完成論文註冊繳費並經學會確認繳費入帳後，才可以進行線上上傳發表論文摘要及全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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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0/5 PM5：00 截止)，海報發表者需於學會網頁「年會公告」另下載海報檔製作後自
行輸出帶至會場張貼。
5、若其他論文投稿作者欲報名參加環工年會、請到年會個人報名系統進行報名。
6、論文註冊及繳費截止時間：107 年 9 月 28 日。(銀行入帳時間約需 3 個工作天)

【年會個人報名繳費】自 107 年 9 月 29 日貣至 10
線上報名
現場報名

月 30 日止

學會會員

非學會會員

學生＊

1500 元
1700 元

1800 元
2000 元

600 元
800 元

＊學生分會的學生報名費用為 300 元，請向各學校聯絡人報名繳費，由各校聯絡人統一收費(郵
政劃撥帳號：1324-2989，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以及將報名人員名單造
冊，E-mail 至環工學會(cienve@ms26.hinet.net)完成報名程序(以學生分會會員報名不提供論
文摘要集及紀念品)。

＊年會個人報名繳費作業流程：
1、請進入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網站，點選首頁「第三十屆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報名」
功能（註冊時請先確認未曾以論文註冊方式填寫資料）。
2、選擇註冊費計費類別（學會會員(請輸入會員證號)、在學學生(請輸入學生證號並傳真學
生證正反面影本至學會(請註明報名編號)）。
3、填寫註冊收據抬頭。
4、確認填寫資料並列印繳費單至華南銀行各分行及便利商店繳費。
5、完成報名繳費後，報名系統會發 E-mail 通知繳費成功。
6、年會個人報名註冊截止時間：10 月 30 日。

【報到資訊】
1、

第三十屆年會暨各專門學術研討會報到時間及地點如下:
報到時間

報到地點

11 月 16~17 日(五~六)
8:30-16:00

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2、請依報到編號(論文編號)至報到櫃台領取研討會資料。
3、有關本屆年會暨各研討會議程、會場交通位置等相關資料，敬請隨時查閱學會網站，以掌握
最新資訊

***為響應環保現場不提供紙杯，歡迎自備環保杯、筷，謝謝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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