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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海峽兩岸三地光電子學研討會」 

通 知 

 
目標 

立足光電子學前沿領域，圍繞微納光子學、微納電子與固體電子學、有機光電材料與器件、

生物電子等諸多光電子的前沿方向，進行深入交流。 

 

舉辦日期及會議地址 

 舉辦日期：2018 年 5 月 2 日5 月 6 日；5 月 2 日报到，5 月 5 日、6 日參觀 

 會議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科學館 

(Science Cent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主辦單位 

香港中文大學 

 

大會主席 

褚君浩 肖旭東 楊志忠 

 

大会副主席 

郑婉华 朱駿宜 張守進 

 

顧問委員會 

王啟明 王陽元 周炳琨 王圩 王占國 夏建白 鄭有炓 祝世寧 李樹深 郝躍 龔旗煌 黄如 

刘明 杨德仁 李儒新  

 

程序委員會 

主任：肖旭東 郑婉华 

委員：张荣 罗毅 楊志忠 黃翊東 江风益 崔铁军  

 

秘書：何佩儀 

 

各地區召集人 

香港：肖旭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臺灣：楊志忠教授 臺灣大學   張守進教授 臺灣成功大學 

大陸：郑婉华教授 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   罗毅教授 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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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費 

一. (1) 選會後參訪的註冊費用：每人港幣 1,800 元或人民幣 1,500 元。 

(2) 不選會後參訪的註冊費用：每人港幣 1,500 元或人民幣 1,200 元。 

二. 支付方法： (1) 以信用卡支付（VISA 或 MasterCard；不接受銀聯卡）；或 

 (2) 於報到當日以現金支付。 

請於 4 月 12 日前將填妥的「註冊及付款表格」（見附件）電郵至 pyho@phy.cuhk.edu.hk。香

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將為學者們開具發票。 

 

會後參訪內容 

日期：2018 年 5 月 5 月（星期六） 

行程一： 上午 9 時乘坐旅遊巴從大學站出發，遊覽太平山頂、淺水灣和赤柱市集，回程經香

港站再回到大學站約下午 1 時解散；或 

行程二： 上午 9 時乘坐旅遊巴從凱悅酒店出發，前往香港科技園參觀其設施及三個與光纖和

節能有關的展館，約 11 時 30 分回到酒店解散。名額 20 人，先到先得。 

注： (1) 全程將有導遊以普通話講解。 

 (2) 一經確認，大會即付全費予旅行社，因此不能更改及因故取消，望學者們配合。 

 

報到日期及地點 

請各位學者於 5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至 6 時之間抵達香港沙田凱悅酒店大堂報到（領

取會議文集、發票、代表證等）。 

 

大會晚宴 

晚宴將會安排於 5 月 3 日（星期四）晚上舉行，屆時會安排專車接載學者們前往晚宴場地。 

 

大會酒店 

酒店名稱：香港沙田凱悅酒店 

地址：新界沙田澤祥街 18 號 

電話：(852) 3723 1234 

費用：每房每晚港幣 1,100 元（可選一張雙人床或兩張單人床）；自助早餐每位另加港幣 132 元 

預訂方法：請於 4 月 10 日前將以下資料電郵至 pyho@phy.cuhk.edu.hk。 

(1) 入住日期   (2) 退房日期   (3) 一張雙人床或兩張單人床？ 

(4) 是否要自助早餐？   (5) 同行者姓名（如有） 

［酒店確認後需以信用卡保證入住，如需更改或取消，必須在 4 月 19 日或之前以

電郵通知大會秘書。］ 

 

查詢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何佩儀小姐 電郵：pyho@phy.cuhk.edu.hk 

http://www.cuhk.edu.hk/oalc/2009/tc_contact.html#OALC


The 12th Cross-strait Symposium on Optoelectronics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三地光電子學研討會 

(2/5/2018 – 6/5/2018, Hong Kong 香港)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Form 註冊及付款表格 
 

To 致：Ms. P. Y. Ho, Physics Department, CUHK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何小姐 

    (Fax 傳真：852-26035204, Email 電郵：pyho@phy.cuhk.edu.hk) 

 

Attention 注意：Put a tick where appropriate 請在適用處 

 
A. Basic Personal Information 基本個人資料 

 

 Professor 教授     Doctor 博士     Mr.先生     Ms.女士 

Name in Chinese 中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英文姓名:  

 
B. Payment 付款 
 
Registration Fee 註冊費 

• HKD1,500.00／CNY1,200.00 (不包括半日參訪費用) OR 或 
• HKD1,800.00／CNY1,500.00 (包括半日參訪費用)，請選擇： 

行程一： 上午 9 時乘坐旅遊巴從大學站出發，遊覽太平山頂、淺水灣和赤柱市集，回程經香港

站再回到大學站約下午 1 時解散；或 

行程二： 上午 9 時乘坐旅遊巴從凱悅酒店出發，前往香港科技園參觀其設施及三個與光纖和節

能有關的展館，約 11 時 30 分回到酒店解散。名額 20 人，先到先得。 

 
  Pay by credit card 以信用卡支付。 

Type of Card 信用咭種類:           MasterCard      Visa 
(UnionPay is not accepted 不接受銀聯卡) 

Name of Cardholder 持咭人姓名:  

Card Number 信用咭號碼:  

Card Expiry Date 信用咭到期日:  

Amount 金額:  
(to be charged in Hong Kong Dollars)

  HKD1,800.00     HKD1,500.00 

Cardholder's Signature 持咭人簽名:  

 
 Pay by cash on site 于報到當日以現金支付。 
 

Please fax the form or email the scanned copy of the form on or before 12 April 2018. 

請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或之前以傳真或電郵遞交表格。 
 
By filling in the above information, the credit card holder authoriz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charge the aforesaid payment amount by the credit card. However, the payment is 
NOT considered settled until such payment transaction is successfully approved by the issuer of 
the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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