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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者 ・・・・・・・・・・・・・・・・・・・・・・・・・・・・・・・・・・・・・・・・・・・・・・・・・・・・・・・・・・・・・・・・・・・・・・・・・・・・・・・・・・・・・・・・・・・・・・・・・・・・・・・・・・・・・・・・
装 拐 苧〈LIU Changming〉
中國科学院院士， 中國科学院地理科学資源研究所教授， 北京師範大学資源環境学
院院長
西北大学畢業， 莫斯科大学碩士畢業。 曽任亜利桑那大学水文係、 日本千叶大学遥
感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中國科学院地理科学資源研究所助教、 副教授， 1985 年起任
現職，1995年出任中國科学院院士，1997年起兼任北京師範大学資源環境学院院長。
現仍兼任國際大地測量地球物理学聯合会 （IUGG） 副委員長，國際地理学会 （IGU）
会長等職務。 主要研究領域為水文学、 自然地理学和地球科学。 主要論文有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Schem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2002, Vol. 18［3］）， Fresh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China : Case
Stud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Vol.
3［2］, 2002）， Hydrological Cycle Changes in China’s Large River Basin : The Yellow
River Drained Dry （ed. by M. Beniston, Climatic Change: Implication for the Hydrological
Cycle and for Water Management, 2002） 等。
協圭屎吼〈SADAKATA Masayoshi〉
東京大学工学研究科研究生院教授
東京大学工学研究科研究生院博士課程畢業。工学博士。曽任群馬大学工学部教授，
后任現職。 主要研究領域為化工学、 環境工学。 主要著作有 《中國環境便覧》 （編
著， Science Forum， 1997年）， 《為緑化大気的化学工学》 （培風社， 1999年）， 《在
中國致力于環境問題》 （岩波新書， 2000年） 等。

■討論者 ・・・・・・・・・・・・・・・・・・・・・・・・・・・・・・・・・・・・・・・・・・・・・・・・・・・・・・・・・・・・・・・・・・・・・・・・・・・・・・・・・・・・・・・・・・・・・・・・・・・・・・・・・・・・・・・・・・・・・・・
桔 掴 淵〈DENG Nansheng〉
武漢大学環境科学係係主任、 教授
武漢大学畢業， 畢業后一直任教于武漢大学。 主要研究領域為環境化学、 化学汚染
控制以及環境管理。 主要著作有 《環境化学》， 《工業生態学──理論與応用》， 《環
境光化学》 等。

互 囁 氈〈GAO Yubao〉
南開大学研究生院院長助理， 生命科学院教授
内蒙古大学草原生態学碩士畢業， 英國 Wales Aberystwyth 大学草原生態学博士畢
業， 博士。 曽任南開大学生物係副教授、 生命科学院教授， 2000 年起任現職。 主要
論文有 Proline accumulation of leaves of perennial ryegrass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types
and levels of water stress : a physiological ecology aspect （Acta Phytoecologica Sinica,
1999）， A comparative study on photosynthesi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alix
gordejevii between regenerated shoots and standing shoots（Acta Ecologica Sinica,2002），
Tactic phase and potential of grass plantation in Horqin sand land （Journal of Deseart
Research, 200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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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⑭ 圭〈SONG Xianfang〉
中國科学院地理科学資源研究所教授
河北地質大学本科畢業， 長春地質大学水文地質学、 応用地質学碩士畢業、 築波大
学地理学水文学博士畢業， 地理学博士。 曽任日本科学技術庁防災科学技術研究所
先進解析技術研究部、農林水産省農業環境科学研究所地球環境研究部研究員，2001
年起任現職。 主要研究領域為水文学、 遥感学與地球科学。 主要論文有 A study of
groundwater cycle using stable isotope in Sri Lanka（合著），Conceptual model of evolution
of groundwater quality at the wet zone in Sri Lanka （合著），Conceptual model of evolution
of groundwater quality at the dry zone in Sri Lanka （合著） 等。
耳勸屎樗〈YOSHINO Masatoshi〉
聯合國大学首席学術顧問， 築波大学名誉教授， 原愛知大学教授
東京文理科大学地学科、 同大学研究生院畢業。 理学博士。 曽任法政大学文学部教
授、 築波大学地球科学係教授、 愛知大学文学部教授， 2001 年起任現職。 主要研究
領域為気候学。 主要著作有 《暦史與気候》 ［講座 : ‘文明與環境’ 第６巻］ （共編
著， 朝倉書店， 1995年）, 《熱帯中國》 （編著， 古今書院， 1997 年）， 《中國的沙漠
化》 ［愛知大学文学会叢書１］ （大明堂， 1997 年） 等。
儲弥煮消〈FUJITA Yoshihisa〉
愛知大学文学部教授 〔國際中國学研究中心委員〕
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課程畢業。 理学博士。 曽任奈良大学文学部副
教授、愛知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后任現職。主要研究領域為地理学、中國地域研究。
主要著作有 《日本 ・養護林地域形成論》 （古今書院， 1995 年）， 《東亜同文書院・中
國大調査旅行的研究》 （大明堂， 2000年）， 《東亜同文書院 ・ 中國調査旅行旅行紀
録》 第１－４巻 （大明堂， 1994 －2002 年） 等。

藜功 啾〈KAYANE Isamu〉
愛知大学 COE 特別研究員 〔國際中國学研究中心委員〕
東京教育大学理学部、 同研究科研究生院畢業。 理学博士。 曽任東京教育大学副教
授、 築波大学教授、 愛知大学現代中國学部教授， 2003 年４月起任現職。 主要研究
領域為水文学， 自然地理学。 主要著作有 《水文学》 （大明堂， 1980年）， 《地下水
的世界》 （NHK BOOKS， 1992年）， 《水與女神的風土》 （古今書院， 2002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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