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第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2019年 3月 9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程三館 ES223（環安系 2樓） 

主持人：林文印會長 

出席理事： 林文印、王琳麒、蔡朋枝、蔡瀛逸、史順益、林聖倫、林龍

富、紀凱獻、張艮輝、蕭大智 

請假理事：席行正、張章堂、郭益銘、陳裕政 

出席監事：余榮彬、趙浩然、謝連德 

請假監事：黃國林、簡弘民 

列席人員：李崇德、陳瑞仁、陳志傑、張木彬、楊禮豪、許桂榮、許雅

靜、葉庭岑、張育仁 

記 錄：張育仁 

 

一、 主席致詞 

二、 確認第十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附件 1＊P.5 

三、 會務報告(秘書處) 

1. 第十四屆工作團隊，詳如下。 

會長：林文印 

第一副會長：蔡朋枝 

第二副會長：蔡瀛逸 

秘書長：楊禮豪 

第一副秘書長：蕭大智 

第二副秘書長：林聖倫 

財務長：許桂榮 

長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白曛綾 

委員：陳志傑、陳瑞仁、張木彬、楊禮豪、蕭大智 

學刊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文智(任期 2017/1/1至 2019/12/31) 

委員：陳瑞仁、白曛綾、李崇德、陳志傑、蔡春進、張木彬 

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崇德 

委員：白曛綾、袁中新、陳瑞仁、陳志傑、張木彬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許桂榮。 

委員 陳維新、陳裕政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蔡春進 

委員：李文智、林能暉、蔡瀛逸、袁中新、李崇德、張木彬、

張章堂、陳王琨 

海峽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章堂 

委員：張艮輝、席行正、袁中新 

產學合作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蔡朋枝 



委員：王琳麒、余榮彬、張章堂、江鴻龍 

東南亞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瀛逸 

委員：戴逸群、陳王琨、趙浩然、紀凱獻 

AAQR國際期刊主編：林能暉(任期 2017/1/1至 2019/12/31) 

AAQR國際期刊出版中心主任：楊錫賢 

AAQR國際期刊出版執行編輯：王琳麒 

2. 107年 12月 31日出刊第 73期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訊。 

3. 108年 1月 17日本會獲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核定「推動國際會議及

展覽在臺辦理計畫」補助案，補助本會代表前往參與香港城市大學

2019亞洲氣膠研討會(AAC)，爭取 2021 AAC舉辦權。 

4. 108年 2月 14日本會秘書長與副秘書長代表本會出席環保署「空氣

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修正草案公聽會。 

5. 108年 2月 23日本會會長、秘書長與中原大學王雅玢常務理事與江

政傑教授前往拜會環保署空保處，洽商今年本會 ICAST合作交流事

宜。 

6. 本會秘書處與財務處共同研擬各委員會執行原則，每年開會一次且

得加開一次臨時會議，補助委員會成員之出席費與交通費，並將此

業務費用編列於明年度預算。 

四、 財務報告(財務處) 

1. 107年 1月 1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總收入為 9,214,355

元，總支出為 6,243,636元，結餘 2,970,719元。 

108年 1月 1日起，至 108年 3月 5日止，總收入為 1,636,280元，

總支出為 758,727元，結餘 877,553元。附件 2＊P.9 

五、 AAQR現況報告與收入支出 附件 3＊P.26 

六、 本會最佳學術論文獎與最佳工程論文獎(獎章委員會)附件 4＊P.32 

1. 最佳工程論文獎獲獎人：Chen et al., 2018. (W.-H. Chen*) 

2. 最佳學術論文獎獲獎人：Dat et al., 2018. (M.-B. Chang*) 

七、 第 26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2019 ICAST)籌辦進度報告(中原大學) 

附件 5＊P.34 

八、 2019氣膠青年之旅籌辦進度報告(台灣大學)附件 6＊P.44 

九、 2019新世代空氣品質監測與物聯網研討會籌辦進度報告(長程規劃委員

會)附件 7＊P.48 

十、 2019 T&T TFOSE國際研討會籌辦進度報告(東南亞交流委員會) 

附件 8＊P.53 

十一、 2021亞洲氣膠研討會(AAC)舉辦權爭取進度報告(台灣大學)  

十二、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會財務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本會章程第 23 條，本會應設置財務委員會掌管財務之籌措、

運用、調度等業務。現任主任委員為許桂榮財務長，提名陳維新與

陳裕政兩位擔任委員。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會「專(兼)任人員聘任、敘薪與考績辦法」草案修正，提請審議。

(秘書處) 

說  明：依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委員意見俢正後於本次會議再審議，參見附件

9＊P.63。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三：本會「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草案，提請審議。(產學合作推廣委員會) 

說  明：依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委員意見提出草案供審議，參見附件 10＊P.67。 

決  議：俢正後於下次會議再審議。 

 

案由四：本會「東南亞交流基金運用辦法」草案，提請審議。(東南亞交流委

員會) 

說  明：因應台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捐款，設立本會東南亞交流基金，並訂

定其運用辦法，參見附件 11＊P.71。 

決  議：俢正後於下次會議再審議。 

 
案由五：本會「章程」與「學刊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說明，提請討論。

(學刊諮詢委員會) 

說  明：本會章程第 24 條明定學刊諮詢委員會之設立、組成與聘任學刊主

編等相關事宜，惟部分內容有難行之處且與學刊諮詢委員會設置辦

法有不一致之處。有關學刊諮詢委員會組成、產生方式、人數與任

期，提請討論，參見附件 12＊P.46。 

決  議：提出修正草案後於下次會議再審議；修正議題包括學刊諮詢委員會

主任委員與委員之遴選方式、人數與任期等，並須考量學刊現行運

作方式與相關辦法。 

 

案由六：第九屆海峽兩岸環境與生態會議-宜蘭論壇，提請討論。(海峽兩岸

交流委員會) 

說  明：本屆論壇將於 2019 年 8 月 18-22 日在宜蘭大學舉行，擬由本會指

導，廈門大學和臺灣中山大學主辦，宜蘭大學承辦。會議主題為“環

境與資源、控制與利用、綠色化學與發展及應用”，盛情邀請海峽

兩岸各界人士共襄盛舉，參見附件 13＊P.77。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雲林科技大學申請承辦本會第 27 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2020 

ICAST)，邀請討論規劃相關事宜。(秘書處) 

說  明：雲林科技大學為技職教育之高等學府，創校至今有 28年，「2018雇

主最滿意大學」調查中，榮獲中部雲嘉南地區第一名。該校無論在

教學卓越，技職風雲榜、產學合作績效、國際競賽、社會服務都展

現具體成效，且工程學院全院 7系 1所獲 IEET國際工程及科技教

育認證，參見附件 14＊P.8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台灣 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擬舉辦「改善台灣 PM2.5空品

的策略、固污和移污監控技術研討會」，擬請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協

辦，提請討論。（榮譽會長蔡春進） 

說  明：台灣 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台灣環境公義聯盟、交大 PM2.5

及奈米微粒監測與控制技術聯盟與行政院環保署等單位擬於 108年

6 月 21 日-22 日舉辦「改善台灣 PM2.5空品的策略、固污和移污監

控技術研討會」，擬請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協辦。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台灣 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擬於今年 10月與台灣氣膠研究

學會舉辦聯合年會，提請討論。(榮譽會長蔡春進) 

說  明：將比照去年辦理，台灣 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會員大會將

在中午召開，將會議時間錯開，以免重複。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台灣氣膠研究學會舉辦的 2019 T&T TFOSE 東南亞永續環境論壇，

台灣 PM2.5 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及交大 PM2.5 及奈米微粒監測

與控制技術聯盟為共同主辦單位。(榮譽會長蔡春進) 

說  明：台灣 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交大 PM2.5及奈米微粒監測

與控制技術聯盟皆有參展，贊助 4/2的研討會共 3萬元。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一：本會會員入會與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申請案，提請

審議。(秘書處) 

說  明：本季有 4件申請案，1件學生申請初級會員並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

助（劉亞璇），1件申請初級會員（林鼎信），2件申請常年正會員

（榮建誠、戴榮斌），參見附件 15＊P.93。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三、 臨時提案 

十四、 第四次理監事會議：2019年 6月 29日，屏東科技大學。 

十五、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