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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地下水資源及水質保護研討會 暨 

2018海峽兩岸地下水與水文地質應用研討會 

第一號通知 

 

2018年 8月 20日 – 8月 24日 

國立中央大學(桃園，台灣) 

會議主題：地下水資源的智慧管理與永續經營 

會議主旨： 

地下水資源及水質保護研討會自 1994 年首屆舉辦至今，期間產官學研各界

對於地下水資源及水質保護議題甚為重視，並已推動相關政策計畫，結合各界積

極保護地下水資源。然而，近年來經濟快速成長，需水量持續增加，現有地面取

水量已不敷使用，使得地下水成為重要水資源。臺灣九大地下水資源區，局部地

區因地下水超量抽用造成海水入侵與地層下陷問題，並衍生國土資源之災害。而

人為或自然因素造成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逐漸影響我們的生活環境，也阻礙地

下水資源之永續利用與發展。中國大陸近年因經濟的快速成長，造成水資源嚴重

匱乏而使地下水成為重點水資源之一，亦同樣面臨地下水資源取用過度引起一連

串問題與地下水質污染問題。爰此，為促進海峽兩岸在地下水資源智慧管理與永

續經營議題中之交流，舉辦「第十屆地下水資源及水質保護研討會暨 2018 海峽

兩岸地下水與水文地質應用研討會」。本次會議由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應用

地質研究所，結合院內各系所與工學院及太空遙測研究中心等單位，並與臺灣地

下水資源暨水文地質學會，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水資源與環境學院等單位共同主

辦。針對兩岸地下水資源、水文地質以及地下水質保護等議題進行交流與研討，

以激盪跨域新思維並提出永續經營策略，以期協助兩岸解決水資源問題。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臺灣地下水資源暨水文地質學會、中

國地質大學(北京)水資源與環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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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議題： 

A. 地下水與水文地質基礎研討 

   1.地下水流理論與實驗 

   2.地下水入滲與補注研究 

   3.地面水與地下水交互作用 

   4.水文地質特性研究與反推 

   5.地層下陷與海水入侵研究 

   6.氣候變遷對地下水之影響 

   7.地震與地下水 

B. 地下水資源規劃與管理 

   1.地下水資源評估 

   2.地下水補注評估與調查 

   3.地表與地下水聯合運用 

   4.地下水的亢旱與調適 

   5.溫泉資源開發與管理 

   6.地下水智慧管理策略 

C. 地下水水質與風險評估 

   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與評估 

   2.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與處置 

   3.地下水流及污染傳輸行為探討 

   4.地下水與生物、化學及環境之作用 

   5.地下水與健康風險評估 

   6.深層水文地質研究(二氧化碳封存，

地熱開發，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D. 地下水監測與水文地質調查 

   1.地下水文觀測及試驗 

   2.地下水質監測與分析 

   3.水文地質調查與探討 

   4.新興技術發展與應用(遙測、地球物

理與其他等) 

 

徵稿說明： 

1. 投稿者可選擇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配合研討會議程規劃與論文摘要審查結果，主

辦單位保留各論文發表方式調整之權力。 

2. 本次研討會將舉辦學生論文競賽，競賽論文全部為海報發表，將安排解說時段，由主

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學生論文競賽評分小組進行評分，擇優頒發獎金及(或)獎狀

以茲鼓勵。 

3. 為鼓勵產業界之研究發表，本次研討會將舉辦產業論文競賽，競賽論文全部為海報

發表，將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組成產業論文競賽評分小組進行評分，擇優頒發

獎金及(或)獎狀以茲鼓勵。 

 

投稿方式：請到研討會網頁進行投稿：http://gwc2018.ncu.edu.tw 

 

會議費用： 

非學生註冊費：新臺幣 4,000元 

學生註冊費：新臺幣 2,000元 (報到時，請攜帶學生證或指導教授之證明) 

野外考察費(不含住宿)：新臺幣 3,000元 (僅接受大陸與港澳人士報名) 

* 報名截止後，非學生與學生註冊費各加收新臺幣 1000元 

 

http://gwc2018.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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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時程： 

台灣 

  摘要截止時間 2018 年 5月 01日 

  報名開始時間  2018 年 5月 15日 

  摘要接受通知 2018 年 5月 31日 

  報名截止時間 2018 年 6月 15日 

大陸港澳 

大會回條寄回 2018 年 3月 30日 

  摘要截止時間 2018 年 4月 15日 

  摘要接受通知 2018 年 4月 30日 

  相關費用繳交  2018 年 8月 20日 (包含註冊費、野外參訪費、入台證申請費等) 

 

會議日程： 

8月 20日(一) 

09:00~12:20 報到、開幕式、專題演講 

13:40~17:00 口頭發表 

18:00~20:30 歡迎晚宴 

8月 21日(二) 
09:00~12:20 口頭發表、海報發表 

13:40~17:00 學生與產業論文競賽、海報發表 

8月 22日(三) 

09:00~12:20 口頭發表、閉幕式與頒獎 

13:40~17:00 
桃園市野外參訪-石門水庫、智慧地下水管理系統 

(僅接受大陸與港澳人士報名) 

8月 23~24日 

(四~五) 
 09:00~17:00 

台灣中部野外參訪-明潭電廠、車籠埔斷層保存園

區、名竹盆地地下水庫場址 

(僅接受大陸與港澳人士報名) 

※ 本會議與 2018海峽兩岸三地工程地質研討會聯合舉行開幕式、歡迎晚宴以及野外

參訪行程。 

 

研討會籌備處： 

榮譽召集人：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 朱延祥 院長 

總召集人：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陳瑞昇 教授 

副召集人：臺灣地下水資源暨水文地質學會 張良正 理事長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水資源與環境學院 王廣才 院長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倪春發 教授 

執行秘書：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王士榮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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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序) 

丁崇峰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丁澈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學

系 

王建明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

工程系  

王瑞斌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王聖瑋 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田永銘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朱宏杰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

學系 

江崇榮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余化龍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

程學系 

吳育生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吳庭年 崑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 

吳瑞賢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呂學諭 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

系 

李明旭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

研究所 

李振誥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 

李錫堤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汪中和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車明道 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居慶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林財富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兼

水工試驗所 

林殿順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系 

林遠見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林鎮國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

與化工研究所 

邱永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地球科學研

究所 

柯建仲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洪汶宜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洪偉嘉 綠環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范康登 傑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徐年盛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徐國錦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 

袁 菁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

學系 

高志明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所 

張中白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

中心 

張竝瑜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系 

張廣智 經濟部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梁菁萍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與環境工

程與科學系 

許少華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

學系 

許少瑜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

程學系 

許世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

系 

許樹坤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系 

郭治平  明新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環境

資源管理系 

陳文福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溫泉產業研

究所 

陳世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員會 

陳宇文 逸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伸賢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陳建志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系 

陳致同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系 

陳家洵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單信瑜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游勝傑  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程淑芬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

系 

程運達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地下水文研究中心 

黃 智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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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正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黃文昭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黃建源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台灣分

公司 

黃智昭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楊銘賢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溫志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

衛生工程系 

葉一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學

系 

葉弘德 國立交通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

所 

葉明生 多采科技有限公司 

葉信富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 

葉高次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葉琮裕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

學系兼工學院 

董倫道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董家鈞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管永愷 環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振宇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蔡東霖 國立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

程學系暨研究所 

蔡龍珆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蔡顯修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盧至人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謝平城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 

簡昭群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 

簡錦樹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 

顏宏元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系 

羅偉誠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

學系 

譚義績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

程學系 

鐘志忠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顧承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

系 

 

會議聯絡人資訊： 

總召集人：陳瑞昇 教授  jschen@geo.ncu.edu.tw 

執行秘書：王士榮 助理教授 sjwang1230@gmail.com 

大陸窗口：邱芝帆 小姐      cfchiu@geo.ncu.edu.tw 

mailto:jschen@geo.ncu.edu.tw
mailto:sjwang1230@gmail.com
mailto:cfchiu@geo.n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