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第四屆海峽兩岸環境分析化學學術研討會 

The 4th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f Environmental Analytical Chemistry (CSCEAC) 
2018.12.16-20, Hong Kong 

第三輪通知 

環境分析化學是環境化學的重要分支學科，也是分析化學發展的重要領域之一。近年來，環境分析化

學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尤其是新原理、新技術、新方法、新設備、新材料的應用，不僅使環境污染物分析

水平走向更加微觀與快速準確，也爲環境過程、環境效應、污染控制、毒理與健康等研究領域提供了重要

技術手段。 

爲了加强海峽兩岸在環境分析化學方面的學術交流，互相借鑒、共同分享環境分析方面的學術成果和

經驗技術積累，推動環境保護事業進步和環境分析化學學科發展，經中國化學會環境化學專業委員會和臺

灣環境分析學會雙方友好協商，在成功舉辦前三屆學術研討會的基礎上，大家一致同意第四屆海峽兩岸環

境分析化學學術研討會在香港舉行，會議由香港浸會大學環境與生物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承辦。本次會議

的如期舉行體現了兩岸學術交流的新思路、新舉措與新起點，會議預計規模和參會專家 150 人，海峽兩岸

環境與分析化學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將應邀參加此次盛會。 

 
一、會議組織機構 

主辦單位 

中國化學會環境化學專業委員會 

臺灣環境分析學會 

承辦單位 

香港浸會大學環境與生物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 

協辦單位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會議主席 

蔡宗葦 香港浸會大學 

 

學術委員會 

主任委員：江桂斌 



委員（按拼音字母順序排列）：  

柴之芳（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陳洪淵（南京大學） 

李達源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淩永健 (臺灣清華大學化學系) 

譚蔚泓（湖南大學） 

王家麟 (中央大學化學系) 

王春霞（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 

吳永寧（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 

楊秀榮（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 

張玉奎（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 

趙進才（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 

趙宇亮（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鄭明輝（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支志明（香港大學） 

莊乾坤（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 

 

會議組織委員會： 

主任委員：蔡宗葦 

 

委員（按拼音字母順序排列）： 

陳吉平（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陳尊賢（臺灣大學）、李向東（香港理工大學）、林群聲

（香港城市大學）、王文雄（香港科技大學）、王志石（澳門科技大學）、黃銘洪（香港教育大學）、

余濟美（香港中文大學）、張彤（香港大學）、鄭明輝（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會議秘書處：  

李映萱、劉稷燕、吳京菁、林錕松 



 

二、會議簡要日程 

會議時間：2018年 12月 16-20日 

 

會議地點：香港浸會大學曾陳式如會堂 AAB201 

            香港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WLB104 及 WLB109 

 
 

2018 年 12 月 16 日 註冊報到（酒店）及 歡迎酒會 

2018 年 12 月 17日 

上午 開幕式+大會報告      （AAB201） 

中午   午餐                 （聯福樓酒家） 

下午 

分會報告：環境樣品前處理及樣品製備新方法與新技術 
（WLB104） 

分會報告：痕量污染物的采樣和分析新方法、新技術與新設備 
（WLB109） 

晚上   晚餐                  （聯福樓酒家） 

2018 年 12 月 18 日 

上午 

分會報告：生物分析方法、檢測與傳感新技術 
（WLB104） 

分會報告：分子毒理學研究的新原理與新方法 
（WLB109） 

中午 午餐                   （聯福樓酒家） 

下午 大會報告+閉幕式         （AAB201） 

晚上 晚餐                    （西貢洪記海鮮酒家） 

 
2018 年 12 月 19 日 

 上午至下午

5:00 
  香港海洋環境生態考察   

下午 5:00
後 

  自由活動 

2018 年 12 月 20日   離會 

 
 
 



 
會程總覽 

12 月 17 日，星期一 
曾陳式如會堂 AAB201 
08:30 - 09:00 開幕式 
 舞獅表演 
 嘉賓致辭 
 集體照 
09:00 - 12:15 大會報告 

09:00 - 09:25 陳洪淵  南京大學化學化工學院 主持人：張玉奎 
09:25 - 09:50 陳尊賢  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主持人：林群聲 
09:50 - 10:15 柴之芳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主持人：洪茂椿 
10:15 - 10:35 茶          歇 
10:35 - 11:00 江桂斌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主持人：朱利中 
11:00 - 11:25 李達源  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農業化學系 主持人：余濟美 
11:25 - 11:50 李玉良  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 主持人：謝 毅 
11:50 - 12:15 凌永健  清華大學化學系 主持人：李向東 

12:30 - 14:00 午          餐 
 
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WLB104 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WLB109 
專題一：環境樣品前處理及樣品製備新方法與新技

術 
專題二：痕量污染物的採樣和分析新方法、新技術

與新設備 
主持人：嚴秀平 &丁望賢 主持人：王志石 & 吳家誠 

14:00 - 14:15 嚴秀平 江南大學 14:00 - 14:15 王志石 澳門科技大學  
14:15 - 14:30 丁望賢 中央大學 14:15 - 14:30 吳家誠 臺灣師範大學 
14:30 - 14:45 李攻科 中山大學 14:30 - 14:45 馮鈺錡 武漢大學 
14:45 – 15:00 許逸群 崑山科技大學 14:45 – 15:00 陳玟伶 臺灣大學 
15:00 – 15:15 徐永源 高雄師範大學 15:00 – 15:15 胡忠陽 賽默飛世爾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15:15 - 15:25 梅素容 華中科技大學 15:15 - 15:25 劉國瑞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15:25 - 15:35 朱書奎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15:25 - 15:35 鄭成斌 四川大學 
15:35 - 15:45 龔正君 西南交通大學 15:35 - 15:45 汪 正 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 
15:45 - 15:55 李祖光 浙江工業大學 15:45 - 15:55 丁家旺 中國科學院煙臺海岸帶研究所 
15:55 - 16:15 茶          歇 
主持人：陳吉平 & 林啟燦 主持人：吳海龍 & 陳 曦 

16:15 - 16:30 陳吉平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 16:15 - 16:30 吳海龍 湖南大學 
16:30 - 16:45 林啟燦 高雄科技大學 16:30 - 16:45 陳 曦 廈門大學 
16:45 - 17:00 霍 霞 暨南大學 16:45 - 17:00 呂 弋 四川大學 
17:00 - 17:15 林俊德 逢甲大學  17:00 - 17:15 周新聞 劍橋同位素公司 
17:15 - 17:25 朱秀華 大連交通大學 17:15 - 17:25 唐建輝 中國科學院煙臺海岸帶研究所 
17:25 - 17:35 荊 濤 華中科技大學 17:25 - 17:35 吳曉蘋 福州大學 
17:35 - 17:45 夏 炎 南開大學 17:35 - 17:45 章炎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17:45 - 17:55 徐劍橋 中山大學 17:45 - 17:55 梁榮寧 中國科學院煙臺海岸帶研究所 
17:55 - 18:05 李金花 中國科學院煙臺海岸帶研究所 17:55 - 18:05 蔡 宇 賽默飛色譜質譜生命科學 
18:30 - 20:30 歡       迎       晚       宴 

  



會程總覽 
12 月 18 日，星期二 

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WLB104 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WLB109 

專題三：生物分析方法、檢測與傳感新技術 專題四：分子毒理學研究的新原理與新方法 

主持人：許國旺 & 馬會民 主持人：林道輝 & 張麗華 

08:30 - 08:45 許國旺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 08:30 - 08:45 林道輝 浙江大學 

08:45 - 09:00 馬會民 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 08:45 - 09:00 張麗華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 

09:00 - 09:15 周 翔 武漢大學 09:00 - 09:15 要茂盛 北京大學 

09:15 - 09:30 許士奮 安捷倫生命科學和應用市場集團 09:15 - 09:30 周炳升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09:30 - 09:40 郭瑋煒 南開大學 09:30 - 09:40 楊莉莉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09:40 - 09:50 李永新 安徽師範大學 09:40 - 09:50 宋文成 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 

09:50 - 10:00 劉名茗 華中農業大學 09:50 - 10:00 唐 志 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10:00 - 10:20 茶          歇 

主持人：趙書林 & 葉明亮 主持人：馮新斌 & 祝凌燕 

10:20 - 10:35 趙書林 廣西師範大學 10:20 - 10:35 馮新斌 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 

10:35 - 10:50 葉明亮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 10:35 - 10:50 祝凌燕 南開大學 

10:50 - 11:05 何治柯 武漢大學 10:50 - 11:05 陳 威 南開大學 

11:05 - 11:15 郭良洽 福州大學  11:05 - 11:15 吳仁安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 

11:15 - 11:25 朱 芳 中山大學 11:15 - 11:25 穆 莉 中國農業科學院 

11:25 - 11:35 趙慧敏 大連理工大學  11:25 - 11:35 阮悅斐 香港城市大學 

11:35 - 11:45 張 禎 江蘇大學 11:35 - 11:45 盧欣辰 北京大學 

11:45 - 11:55 梁 勇 江漢大學   

12:00 - 13:30 午          餐 

 

曾陳式如會堂 AAB201 

13:30 - 17:10 大會報告 

13:30 - 13:55 支志明  香港大學化學系 主持人：黃超蘭 

13:55 - 14:20 李茂榮  中興大學化學系 主持人：陳建民 

14:20 - 14:45 楊秀榮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主持人：张先恩 

14:45 - 15:10 蔡春進  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主持人：鄭明輝 

15:10 - 15:30 茶          歇 

15:30 - 15:55 譚蔚泓  湖南大學化學化工學院 主持人：許國旺 

15:55 - 16:20 王家麟  中央大學化學系 主持人：蔡 勇 

16:20 - 16:45 吳永寧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 主持人：馮新斌 

16:45 - 17:10 李俊璋  成功大學醫學院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 主持人：陳吉平 

17:10 - 17:30 閉 幕 式 

18:00 - 21:00 晚          宴 



三、 學術報告 

本次會議將採用大會報告、邀請報告、口頭報告相結合的形式。 

3.1 邀請報告 邀請報告信息將持續更新，請關注會議主頁瀏覽相關信息：

http://skleba.hkbu.edu.hk/2018meeting/ 。 

3.2 口頭報告 會議將開放一定數量的口頭報告，可以自由申請，申請方式爲在會議網站註冊幷提交摘

要。 

3.3 會議語言 中英文均適用。 

       

四、會議重要日期 

會議第三輪通知：2018 年 12月 1 日 

摘要截稿日期：2018 年 11 月 15 日 

註冊優惠截止日期：2018 年 12 月 1 日 

 

 五、會議註冊 

5.1 會議註冊系統 請登錄會議主頁：http://skleba.hkbu.edu.hk/2018meeting/，註冊幷提交您的參會信 

息，包括個人信息、報告題目、酒店預訂等信息。 

 

5.2 會議註冊費： 

優惠註冊費（2018 年 12 月 1 日前） 標準註冊費（2018 年 12 日 1 日之後或現場繳費） 

USD380/HK$3000 USD480/HK$3800 

會議註冊費收繳方式：  

繳費方式一：在綫支付，會議網站進入註冊界面後可使用信用卡在綫支付; 

繳費方式二：電匯，須填寫信息如下: 

 

 

 

 

 

 

 

請務必填寫付款備注。請注意：電匯繳費會收取手續費（具體金額請向當地銀行查詢），支付成功

後請將匯款截圖通過郵箱skleba@hkbu.edu.hk 告知會務組，以便核實。 

繳費方式三：註冊現場繳費（接受刷卡，網上繳費或現金）。 

 

請注意：大會開始日期(2018 年 12 月 16 日)后註冊費不予退還。退款過程中所產生的手續費由參會代表

自行承擔。 

Name of Bank/銀行名稱: Hang Seng Bank Limited 
Bank Address/銀行地址: Baptist University Branch, 224 Waterloo Road,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Account Name/賬戶名稱: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Swift Code/Swift 代碼: HASEHKHH 
Account No./賬戶號碼: 024-395-510373-668 (Hong Kong Dollar) 
Payment Remarks/付款備注: 2018SKLEBA+姓名 

http://skleba.hkbu.edu.hk/2018meeting/
mailto:skleba@hkbu.edu.hk


 

5.3 會議住宿 

會議酒店：可選擇沙田萬怡酒店(Courtyard by Marriott Hong Kong Sha Tin)或麗豪酒店(Regal Riverside 

Hotel)，預訂鏈接及優惠如下:  

 

 

 

 

      

     經多次磋商，上述酒店同意爲本次會議提供優惠價，但預留房間和優惠數目有限。      

     會議日期適逢聖誕節前一周，酒店預訂非常緊張，價格也會相應調整，務請各位參會代表儘早自行預

訂。 另外，參會代表也可以通過携程等其它網站自行預訂。 

 

 

    酒店信息： 

 

沙田萬怡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Hong Kong Sha Tin)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石門安平街 1 號（1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On Ping St） 

電話：（852）3940 8888 

 

 由機場前往沙田萬怡酒店： 

1. 乘坐公車 A41P由“機場(地面運輸中心)巴士總站”上車，“濱景花園”站下車。 

 

 

2. 乘坐出租車。從香港國際機場到香港沙田萬怡酒店，路程約 39 公里，行車時間約 35 分鐘，車費約 280 元

港幣。 

 

沙田萬怡酒店 
預訂鏈接: 
https://bit.ly/2yjetz7 
（無需優惠碼） 

麗豪酒店 

預訂鏈

接:https://bit.ly/2OfYETC 
優惠碼: CSCEAC 

已訂滿 
優惠截至

12月 3日 

https://bit.ly/2yjetz7
https://bit.ly/2OfYETC


麗豪酒店(Regal Riverside Hotel)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圍大涌橋路 34-36號（34-36 Tai Chung Kiu Road,Shatin,Hong Kong） 

電話：（852）2649 7878 

 由機場前往麗豪酒店： 

1. 麗豪酒店設有接駁巴士，往返機場和酒店。詳情及接駁巴士預約請咨詢酒店或參見網址：

https://www.regalhotel.com/regal-riverside-hotel/en/about/location-information.html。 

2. 乘坐公車 A41由“機場(地面運輸中心)巴士總站”上車，“麗豪酒店”站下車。 

 
3. 乘坐出租車。從香港國際機場到香港麗豪酒店，路程約 38 公里，行車時間約 35 分鐘，車費約 275 元港幣。 

    兩間酒店距離： 

 

會議接駁車： 

        本次會議不安排機場接駁服務，請各位代表見諒。 

會議期間將安排接駁巴士接送各位參會代表，往返酒店與會場。如自行前往會場，也可瀏覽會議

網頁 http://skleba.hkbu.edu.hk/2018meeting/transportation2.html 酒店到會場交通信息。 

 

https://www.regalhotel.com/regal-riverside-hotel/en/about/location-information.html
http://skleba.hkbu.edu.hk/2018meeting/transportation2.html


六、會議交通 

6.1會場位置 
 香港浸會大學曾陳式如會堂 AAB201 (浸會大學道校園教學及行政大樓 2樓) 

 香港浸會大學道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香港九龍塘聯福道 55 號) 

 

   鄰近地鐵站: 九龍塘站 

 

6.2 會場交通 

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曾陳式如會堂 AAB201 
 



    (1) 地鐵站到會場 

a. 步行約十五分鐘。 

 

 

b. 可乘專線小巴 25MS 號，車費 HK$4.7，在浸會大學道校園下車，時間約 10 分鐘。 

 

 

(2) 高鐵站到會場，路程約 4 公里 

    a.地鐵：由九龍站或柯士甸站乘車轉綫至九龍塘站 

    b.的士：時間約 10 分鐘，車資約 50 元港幣。 

    

    (3) 機場到會場，路程約 36 公里 

    a.地鐵：乘機場快綫轉綫至九龍塘站 

    b.巴士：機場巴士總站搭乘 E22 至金城道聯合道下車，時間約 50分鐘，車資 18元港幣 

    c.的士：時間約 33 分鐘，車資約 260 元港幣。 

 

交通貼士： 



    建議使用八達通，可於各港鐵客務中心、各大便利店購買。八達通是一款全港通用的非接觸式支付工具，應用

範圍遍佈公共交通、食肆、娛樂設施、零售商戶等，讓您在香港旅遊時享受方便省時、簡單易用的付款體驗。詳情

請參閲八達通公司網站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tourist/what-is-octopus/index.html。 

 

七、其他相關事宜 

會議報到地點： 

大會組委會將於 12月 16日在沙田萬怡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Hong Kong Sha Tin)設會議報

到處，負責現場繳費及領取會議材料。報到處具體位置可向酒店前台詢問。 

大會設有接駁車由麗豪酒店(Regal Riverside Hotel) 前往沙田萬怡酒店 (Courtyard by Marriott 

Hong Kong Sha Tin)，發車時間為 12月 16日下午 6：00及 6：30。也可根據地圖自行前往。 

會議報到時間： 

12月 16日 下午 5:00 – 9:00 

(歡迎酒會時間：下午 7：00 -9：00) 

現場繳費方式(含 17、18日晚餐、工作午餐、資料費、交通費等，19日考察；不含住宿費): 

   a.現場繳費（刷卡或現金） 

b.在線註冊繳費 

 

八、會議諮詢 

    大會組委會將通過官方主頁（http://skleba.hkbu.edu.hk/2018meeting/index.html）及時發布和更新會議

信息，請直接登錄會議主頁，或以電子郵件聯絡大會組委會(E-mail : skleba@hkbu.edu.hk)。 

 歡迎加入會議微信群： 

 

 

 

 

https://www.octopus.com.hk/tc/consumer/tourist/what-is-octopus/index.html
http://skleba.hkbu.edu.hk/2018meeting/index.html
mailto:skleba@hkbu.edu.hk


九、會務組聯繫方式 

 

會務咨詢聯絡： 

 李映萱（香港） 

 +852-55190030, +852-34116668, liyx@hkbu.edu.hk 

 

  林錕松（台灣) 

  +886-939-265234, kslin@saturn.yzu.edu.tw 

 

  劉稷燕（大陸） 

  +86-15010619252, +86-10-62849334, liujy@rcees.ac.cn 

 

 

會議負責人：  

  鍾志剛， +852-61149579, +852-34112253, chungack@hkbu.edu.hk 

 

場地負責人： 

  朱  林， +852-60804230, +852-34112734, zhu_lin@hkbu.edu.hk 

 

註冊負責人：  

  楊  鑄， +852-66226096, +852-34115162, zyang@hkbu.edu.hk 

  朱  林， +852-60804230, +852-34112734, zhu_lin@hkbu.edu.hk 

 

交通負責人：  

  戚達偉， +852-98596740, +852-34117644, tnchik@hkbu.edu.hk 

  李映萱， +852-55190030, +852-34116668, liyx@hkbu.edu.hk 

 

住宿及餐飲負責人：  

  洪燕君， +852-54388992, +852-34112735, yjhong@hkbu.edu.hk 

 

                                             第四届海峽兩岸環境分析化學學術研討會組委會 

                                         香港浸會大學環境與生物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代章）          

2018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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