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十 五 屆 亞 太 環 境 建 構 技 術 研 討 會

「5R」環境建構技術
（再循環、減量化、資源化、可再生、新改造）

2 0 1 9年 1 0月 1 8 - 1 9日，高雄君鴻國際酒店，台灣

『亞太環境建構技術研討會』最早係由美國冷凍空調工程師協會第13區馬來西亞分

會與新加坡分會於1991年首次舉辦，之後每二年在第13區各分會國家輪流召開舉辦。

由於建築節能與冷凍空調技術隨著科技的進步變得更為複雜，因此本研討會的主題內

容即以新發展之冷凍空調與綠色建築技術為主軸，希望藉由會議的討論與交流，來分

享彼此的創新研發、技術經驗及未來發展趨勢觀點。提供國內冷凍空調、建築節能等

相關產業，與國際間學者、廠商相互資訊交流的機會。

兩天研討會的參與人員將包括學者、建築師、業主、顧問、承包商、政府官員、設

備供應商、研究單位，以及對建築環境的設計、安裝、測試、調整、操作和維護感興

趣的人員。

美國冷凍空調工程師協會將歡迎建築師、設計師、專家、學者、研究人員、房產開

發商、從事建築設計和建築相關工程人員參與本研討會。

本研討會全程使用英文。

網址 : http://www.ashrae.org.tw/APCBE2019

E-mail : apcbe20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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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主題將以建築節能與冷凍空調相關技術為主，其中包含已驗證可實施之技術

、綠色建築技術、室內空氣品質控制技術、環境熱舒適性及健康議題、低能耗建築設計、

施工、改造、運營操作、大型通風換氣技術趨勢、潔淨室、醫院以及獨特建築模型、模擬

分析與案例分析及其他特殊主題等。所有與會議主題相關的研究論文皆歡迎投搞。

論文摘要應包含研究背景、目的、研究方法和關鍵研究成果。有興趣的作者，請將您

欲投稿的摘要，以Microsoft Word (*.doc)電子檔格式，e-mail至apcbe2019@gmail.com信箱

，本會議技術與論文集委員會收。論文摘要投稿亦應包括以下資訊:

 論文題目

 作者的聯繫方式 (姓名、E-mail、電話和聯絡地址)

 300~500字以內之摘要內容與3~5個關鍵字

論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 : 2019年5月31日

論文摘要接受通知日期 : 2019年6月15日

論文全文或長篇摘要投稿截止日期 : 2019年7月15日

論文全文或長篇摘要接受通知日期 : 2019年8月15日

論文全文或長篇摘要修訂投稿截止日期 : 2019年8月30日

提早註冊優惠截止日期 : 2019年9月6日

2019年10月17日(四)-會議前1天

3:00 PM 開始註冊

6:00 PM 觀迎餐會 (東京啤酒花園)

2019年10月19日(六)-第2天

8:00 AM 第二天會議議程

12:00 PM 會議結束

*活動內容仍可能被大會委員會調整更改

論文收件截止日

徴文邀稿

議程表

2019年10月18日(五)-第1天

8:00 AM 註冊

9:00 AM 開幕與專題演講

（正式服裝:西裝和領帶）

12:00 PM 午餐

1:00 PM 第一天會議議程

5:00 PM 第一天會議結束

6:30 PM 晚宴

mailto:apcbe2019@gmail.com


備註：
1. 全議程方案包含兩天的研討會，並提供三次茶點、午餐和晚宴。
2. 僅第1天方案包含一天的研討會，並提供2019年10月18日兩次茶點、午餐和晚宴。
3. 僅第2天方案包含半天的研討會，僅提供2019年10月19日1次茶點。
4. 演講者方案僅提供被大會選定之論文並於研討會上報告的作者。請提供身份證影

本以供查驗。
5. 以上表單註冊僅在收到款項後生效。
6. 提早註冊優惠截止日期為2019年9月6日。
7. 註冊成功者，本會將在2019年9月15日前，以e-mail方式通知。若於2019年9月20

日仍未收到任何通知，表示您註冊失敗，請進一步向研討會秘書處確認。

會議註冊費

註冊方案
(2019.9.6前)
早鳥優惠

標準方案 學生方案 演講者優惠

全議程  NT$ 8000  NT$ 9300  NT$ 5600  NT$ 5600

僅第1天 (10月18日)  NT$ 6500  NT$ 7100  NT$ 3700  NT$ 3700

僅第2天 (10月19日)  NT$ 3700  NT$ 3700  NT$ 2500  NT$ 2500

僅出席晚宴  NT$ 2800     NT$ 2800

膳食  葷食  素食  穆斯林

註冊資訊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E-mail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 _______________ 公司/組織/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SHRAE會員編號(若無，不需提供): 聯絡電話(手機):____________

寄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如需申請積分請提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欲知更多關於2019年亞太環境建構技術研討會的詳情，請登錄網站：

http://www.ashrae.org.tw/APCBE2019

ONLINE REGISTRATION AVAILABLE
www.a sh r ae . o r g . tw /APCBE2019

註冊費請電匯至：

 彰化銀行 台北城東分行 銀行代號:009

 戶名：社團法人美國冷凍空調工程師協會台灣分會

 帳號：5147-86-02238300

付款方法

第十五屆亞太環境建構技術研討會

「5R」環境建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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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地點選在台灣南部的高雄市，他是一個美麗的現代化大都市，也是台灣的第二大

城市，擁有豐富燦爛的陽光和令人舒服的海風，來自世界各地的船隻駛進高雄港，日夜不停

的裝缷運作，代表了台灣企業的活力。一座具有魅力的城市，不僅擁有山、海、河、港等獨

特的特色景色，同時也擁有豐富的文化和美麗的城市景觀。

2019年第十五屆亞太環境建構技術研討會將於高雄最具代表性地標「高雄85大樓-君鴻國

際酒店」舉辦，其位於高雄最具發展潛力的亞洲新灣區，為南台灣最具指標性國際級酒店。

鄰近三多捷運站及百貨購物商圈，便捷的小港國際機場、捷運系統與火車站近在咫尺，位居

海陸交通樞紐，擁有得天獨厚地利便捷的位址。

 君鴻國際酒店官方網站: http://www.85sky-tower.com/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號

【客運】由高雄總站出發
搭乘至高雄總站(近高雄火車站)
轉乘捷運紅線至「三多商圈站」。
從2號出口出站，直行右轉新光路。
直行右轉新光路，步行約8~10分鐘。
【台鐵】高雄火車站出發
搭乘至高雄火車站。
轉乘捷運紅線至「三多商圈站」。
從2號出口出站，直行右轉新光路。
直行右轉新光路，步行約8~10分鐘。
【計程車】收費參考(※實際收費依路況為主)
〖高鐵〗高鐵左營站→飯店，車資約300元。
〖航空〗高雄國際機場→飯店，車資約250元。
〖台鐵〗高雄火車站→飯店，車資約200元。
〖捷運〗三多商圈站→飯店，車資約85元。

會議地點

君鴻國際酒店
85 Sky Tower Hotel

http://www.85sky-tower.com/en/


姓名 職位 分會名稱

Dr. Wong Chun-Sing 主席 香港

Mr. Ng Wei‐Bin 秘書 馬來西亞

Dr. Yang Junjing 委員 新加坡

Mr. Wang Wei-Dong, Bill 委員 台灣

Dr. Chirdpun Vitooraporn 委員 泰國

Dr. Ari Darmawan Pasek 委員 印尼

Mr. Tim Cheng 委員 澳門

Dr. Manuel C. Belino 委員 菲律賓

Prof. Shinsuke Kato 委員 日本

名稱 姓名 電話 Email 信箱

主席 周瑞法 0936-938964 alpha123@ms9.hinet.net

副主席

施陽正 0919-024166 f10958@ntut.edu.tw

康育豪 0922-420883 derekkang@itri.org.tw

許佳琪 0910-147250 cchsu@cht.com.tw

秘書 陳冠州 0928-525506 jude@hanbell.com

會計 黃仁杰 0912-487777 tuntos@ms23.hinet.net

公關
周永恕 0920-138927 seraphicsid@gmail.com

張育瑞 03-5914222 YJC@itri.org.tw

技術審查委員會

施陽正 0919-024166 f10958@ntut.edu.tw

江旭政 0988-538509 hchiang@itri.org.tw

吳友烈 0912-810850 wuyl@ncut.edu.tw

黄瑞隆 0937-721822 rueylung@nknu.edu.tw

技術與論文集委員會 李孟杰 0989-478636 MCJL@nutc.edu.tw

設施和設備委員會 林鴻文 03-5914880 lhw@itri.org.tw

住宿和會議地點 許佳琪 0910-147250 cchsu@cht.com.tw

註冊 康育豪 0922-420883 derekkang@itri.org.tw

招待

趙宏耀 0933-845583 hy.chao@msa.hinet.net

張嘉賀 0932-250238 gavin@telasia.net

黃鴻河 0939-090031 tony@johe.com.tw

顧問

胡耀祖 03-5915390 roberthu@itri.org.tw

楊秉純 03-5915383 bcyang@itri.org.tw

王偉棟 0939-855027 bw4644@ms4.hinet.net

第13區國際指導委員

第十五屆亞太環境建構技術研討會籌備會成員

The 15th APCBE
on the Built Environment
5R Technology for 
Build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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