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第 33 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暨 
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 108 年度會員大會 

會議地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環境檢驗所（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三段 260 號） 
 

議    程 

更新日期：108.04.25 

  

第一天  108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 

08:30~09:30 報到（1 樓大廳） 

09:30~09:50 
大會開幕典禮 
貴賓致辭：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蔡鴻德副署長 

主持人：陳尊賢 理事長 
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

頒  獎：學會獎章 
環境檢驗優良人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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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10:30 

大會專題演講：空氣品質（I） 
講題：台灣空氣品質感測物聯網的發展 
主講人：蔡鴻德 副署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主持人：何國榮 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10:30~11:10 

大會專題演講：空氣品質（II） 
講題：Novel Hypothesis for Fukushima 137Cs 

Re-suspension: Biological Processes 
主講人：五十嵐 康人 教授(Yasuhito Igarashi)

日本京都大學複合原子力科學研究所

主持人：王家麟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系 

11:10~11:30 
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 

108 年度會員大會 
主持人：陳尊賢 理事長 
各委員會及秘書處會務報告 

11:30~12:30 
壁報論文發表（請單號論文作者在場說明） 

（1 樓外廊） 

11:30~13:15 
產品說明會 

（M110 會議室） 

主持人：江光華 董事長 12:30~13:30 午餐（1 樓大廳） 

13:30~15:00 

專題演講：生物及毒性分析 
（L601 會議室） 

專題演講：環境污染鑑識 
（M618 會議室） 

主持人： 
楊喜男 組長（環境檢驗所） 

主講人： 
1.陳德豪 教授（東華大學海生所） 
2.陳佩貞 教授（臺灣大學農化系） 
3.謝季吟 教授（屏東科大環工系） 

主持人： 
翁英明 主任秘書（環境檢驗所） 

主講人： 
1.吳章甫 教授（臺灣大學公衛學院） 
2.張乃仁 大隊長（環保署北區督察大隊）

3.黃壬瑰 簡任研究員（環境檢驗所） 

15:00~15:30 休息（茶點）（1 樓大廳） 

15:30~17:00 

口頭論文發表 
論文主題 生物與毒性分析 水質分析 空氣品質 土壤與廢棄物 

論文編號 B1~B6 W1~W6 A1~A5 S1~S5 

會 議 室 M210 會議室 M401 會議室 L601 會議室 M618 會議室 

主 持 人 
王世冠 組長 
林居慶 副教授 

黃克莉 組長 
劉沛宏 博士 

林啟燦 教授 
王介亨 博士 

熊同銘 教授 
許正一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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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08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 

09:00~09:30 報到（1 樓大廳） 

09:30~11:00 

專題演講：空氣品質檢測評估技術 
（L601 會議室） 

專題演講：綠色環保檢測技術 

（M618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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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巫月春 副所長（環境檢驗所） 

主講人： 
1.陳滄欽 研究員（環境檢驗所） 
2.紀凱獻 教授（陽明大學環衛所） 
3.張寶額 正工程師（工研院綠能所） 

主持人： 
凌永健 教授（清華大學化學系） 

主講人： 
1.陳元武 組長（環境檢驗所） 
2.葉雨松 博士（瑩諮公司） 
3.王尚禮 教授（臺灣大學農化系） 

11:00~11:30 休息（茶點）（1 樓大廳） 
11:15~13:00 

產品說明會 
（M110 會議室） 

主持人：史文龍 博士 

11:30~12:30 
壁報論文發表（請雙號論文作者在場說明） 

（1 樓外廊） 

12:30~13:30 午餐（1 樓大廳） 

13:30~15:00 

口頭論文發表 

論文主題 生物與毒性分析 水質分析 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論文編號 B7~B11 W7~W11 A6~A10 A11~A15 

會 議 室 M210 會議室 M401 會議室 L601 會議室 M618 會議室 

主 持 人 
李俊福 教授 
林俊德 副教授 

林錕松 教授 
鍾裕仁 主任 

許逸群 教授 
徐永源 教授 

郭安甫 組長 
丁望賢 教授 

15:00~15:30 休息（茶點）（1 樓大廳） 

15:30~16:00 

閉幕典禮 
主持人：陳尊賢 理事長 

頒獎（限在場人員得獎）： 
優良論文獎（口頭宣讀論文 4 篇，壁報論文 8 篇） 

摸彩（限會員本人在場）： 
頭獎（三星 Pad S4 T830）x 3 名、普獎（500 元 7-11 禮券）x 50 名 

L601 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