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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會訊為中華民國氣膠

研究學會發行之會員通訊，每季發行一次  
 

前不久為了促進環

境技術方面的國際合

作，去了馬來西亞和印

尼一趟。此其間，受到

兩國政府官員及專家

學者的熱心接待。熱烈

的 討 論 和 溫 馨 的 感

受，至今仍然在我心中迴盪不已。延而續之，

使我對目前推動 CAART 與國際氣膠學界的

合作，更增添了幾許使命感與信心。 
去年 12 月 CAART 通訊首次發行英文

版，廣受歡迎而備受肯定。可喜的是，從國

外讀者群中，得到不少掌聲與鼓勵，主編的

努力可說是沒有白費。雖然這是從中文版轉

至英文版的好處，但為了顧及國內學生群讀

者的方便，從這期 CAART 通訊開始，主編

已決定將部分或全部內容同時以中文版方式

呈現。 
本會學術期刊(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AAQR) 編 輯 委 員 會 的 重 組 ， 是

CAART 邁向國際社會的另一重要里程碑。目

前我們已獲得亞太地區多位知名學者的首肯

與支持，同意擔任主編或編輯。在此，謹代

表本會，深深地感謝他們的參與和貢獻。 這

些 學 者 的 投 入 ， 使 我 們 真 切 地 感 受 到 ，
本期內容�
最新消息、讀者投書及非

學會會員之訂閱事宜，請

洽學會通訊主編龍世俊

sclung@earth.sinica.edu.tw 
 
 

 
 
 

會長的話�
CAART 是國際氣膠學界

的編輯委員會將在近期內

渡期間，李文智教授將以

成 AAQR 第三期的編輯，

刊。從第四期開始，AAQ
向，提供一個學術園地，

區空氣品質和氣膠相關的

為了推動氣膠領域學

的合作，本學會新設置了

本人非常有幸邀請到郭泰

會的主委，憑藉其豐富的

絡，郭博士希望能促成產

縱向的整合，達到互惠合

方向包括：奈米及 PM10
技術講習等。我們衷心地

合作關係，CAART 可以提

與價值。 
大家庭的一份子。新

完成重整，在這過

代理主編的身份完

並在今年後半年出

R 將以更寬廣的面

促進台灣及亞太地

各類研究的交流。 
術界和產業界之間

產學合作委員會。

麟博士擔任該委員

管理經驗和人際網

學研三者間橫向和

作的效果。可行的

的合作研究，以及

期盼，經過這樣的

昇學會服務的範圍

mailto:sclung@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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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 份

為 第 一

文 方 式

些國外

勵 與 肯

能繼續

此與國

維 繫 一

。另外，從本期開始，考慮國內

便利，除了英文版，我們也試著

份內容以中文版方式出刊。這兩

以 PDF 檔案型式放在學會網站

載。 

，我們請到現在美國華盛頓大學

進教授，提供氣膠及奈米微粒研

知；中央大學林能暉教授，介紹

及雲霧觀測研究的實驗室。也請

氣膠長達二十年以上資歷的學

現任會長巢志成博士及勞工安全

的石東生博士，來談談他們自己

作。另外，也報導本會創會會長

退休歡送會的實況，希望大家喜

! 

訊是會員間及會員和學會工作人

溝通管道，我竭誠歡迎任何有關

指教與建議，尤其是這段由中文

的過渡期，您的意見將幫助我們

會員的服務，希望您能將您的意

l 給我或是秘書處，不勝感激！此

對編會訊有興趣的會員參與我們

主動與我聯絡。 

，我再次謝謝本學會秘書長張幼

期出刊的幫忙，對各位提供稿件

謝謝您們使會訊的內容更豐富！ 

世俊  

 

其他例行的事務一如往常地進行，今年

大會/研討會和氣膠青年營的籌備工作正

積極地展開。這些學會經常性的活動，相

消息即將公佈。我誠摯地歡迎所有的會員

友積極地參與，讓我們共創學會美好的未

。 
 
會長  巢志成 

 去 年 十

之 學 會 通 訊

次 嘗 試 以 英

出刊，獲得一

朋 友 的 鼓

定，我們希望

下去，以藉由

際 氣 膠 學 界

交流的管道

學生會員的

將全部或部

種版本都會

上，以供下

 這一期

訪問的蔡春

究進展的新

他從事酸雨

到兩位研究

者：本學會

衛生研究所

及其研究工

王秋森教授

歡這些內容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 

學會網址 

CAART Website 

www.caart.org.tw 

 學會通

員間的重要

學會通訊的

改版至英文

強化對不同

見直接 emai

外，也歡迎

的工作，請

 在這裡

珍教授對本

的作者，也

 

主編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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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王秋森教授退休歡送會記實�

王秋森教授, 同時也是中華民國氣膠研

究學會第一任會長, 最近自台灣台北市的台

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退休。公衛系在今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2:00~5:00 在台灣大學醫

學院的基礎醫學大樓 103 室隆重的替王教授

舉辦了一場歡送退休茶會。  

會中首先由公衛學院院長致送了一份特

別的禮物給王教授作為永恆的留念。 許多王

教授在院內與院外的工作夥伴，畢業學生與

系上工作同仁，都參加了這項盛會並提供他

們與王教授長時間相處的感人小故事與祝福

的話語。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現任會長, 巢志

成博士也應邀出席了該會，並做了簡短致詞

表達王教授對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致力

與提倡台灣本土氣膠研究的唯一的一個學會

─的成立、十年來的成長、以及近年間更躍

升受到國際氣膠界的肯定與重視等，所做出

的重要貢獻。退休茶會的壓軸，是一場由王

教授很感性親自報告他個人由學生時代到旅

居美國 29 年的研究與生活，以及回到台灣以

後的發展。 

許多台灣氣膠界的年輕後進或許不知

道，王教授是世界氣膠大師 S.K. Friedlander
教授任教於加州理工學院時的高徒，下面的

照片是 1990 年間 Friedlander 教授來台灣在新

竹與王教授與台大化工系呂維明教授的合

影。 

 

 
王教授 1966 年畢業於美國高等學府加

州理工學院，畢業後他留校一年半做博士後

研究並於 1968 年獲聘至位於紐約州 Sterling 
Forest 的紐約大學環境醫藥學院任教。上面

這張照片即是他與夫人張芳子女士在當地的

合照。 大家早已熟知王教授在學術研究上的

眾多重要成就，但台灣氣膠界的人士很少有

人知道王教授是一個真正愛台灣的人士。王

教授早年在海外就非常關切台灣的民主發

展，並積極參與提倡推動台灣民主的海外工

作，也因此使他無法安全回返台灣，很幸運

的，1980 年代後期台灣政局上的變化和他對

台灣始終不變的愛，終於讓他能在 1990 年重

返台灣這個讓他睽違 29 年之久的家園。這對

很多與王教授是師生、同事、和朋友關係的

人們也是一件很幸運的結果。 

王教授回台後，更繼續在多方面致力貢

獻給這片土地，對提倡台灣氣膠研究不遺餘

力。今年 3 月 22 日舉行的氣膠研究學會的理

監事會議上，有一個重要的決議是在今年九

月於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舉辦的氣膠研討會上

舉辦氣膠研究學會成立十週年的一系列慶祝

活動，會中將邀請王教授與會對全體學會成

員以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的歷史─第一個

十年為題做歷史性的專題演講。(本文由中華

民國氣膠研究學會秘書長張幼珍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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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欄
秋森獎開始接受申請或推薦 
 

申請截止日期: 2003 年 7 月 31 日 
 
為獎勵年輕有潛力的氣膠研究學者，提

升氣膠科技研究水準，凡在國內大專院校擔

任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或在國內研究

機構擔任研究員（資格比照副教授時）、副研

究員、助理研究員，從事氣膠科技研究，有

具體貢獻及潛力，年齡未滿四十五歲之本會

會員，均為給獎對象。申請人於十月三十一

日前將一篇近二年（即前年十月三十一日以

後）發表之代表作、其他五年內發表之參考

著作（至多三件）及個人資料表（參考國科

會個人資料表格式含著作目錄）寄至評審委

員會。每位申請人須有二封推薦信函，直接

由推薦人寄至評審委員會，推薦信函不限定

格式。 
欲申請或推薦者請洽 

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李崇德教授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Tel：03-4227151 轉 4657 或 4650 
Fax：03-4226551 
e-mail：ctlee@cc.ncu.edu.tw 
 

中華民國氣膠年會暨第十屆氣膠研討會 
 
論文摘要截止日期：2003 年 5 月 25 日 
 

2003 年中華民國氣膠年會暨第十屆氣膠

研討會將於本(民國 92)年 9 月 12 及 13 日(週
五及六)於高雄市假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辦理，論文摘要截止日期為 5 月 25 日，論文

全文截止日期為 7 月 20 日，相關資訊請詳見

本會網站。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投稿事宜  
 

本 會 期 刊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AAQR)是 CAART 邁向國際社會的

一個重要步驟，敬請本會會員踴躍投稿。 
 
2003 第二屆氣膠青年之旅 
 
 第二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由國立中山

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舉辦，預訂於今年七月

21~23 日在高雄市西子灣舉行，此次研習會

主題為「環境奈米氣膠微粒研習暨觀摩會」。

研習期間除安排國內有關懸浮微粒及奈米氣

膠專業領域之學者專家授課外，亦規劃參觀

學術研究機構及產業界（台南科學園區及中

鋼公司），期使參與研習之學員能夠更深入瞭

解奈米氣膠微粒的來源、組織、特性、監測

與控制。研習期間安排住宿高雄市西子灣及

曾文水庫，歡迎各大學校院之大學生及碩、

博士研究生踴躍參與，氣膠研究學會會員優

先。此外，敬請從事環境懸浮微粒及奈米氣

膠研究之大學教師，推薦貴系所學生參加。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六月 15 日止，敬請儘速

報名，以免向隅。詳細行程及活動內容請參

見 氣 膠 研 究 學 會 網 頁

http://www.caart.org.tw。連絡人：中山環工所

羅卓卿(07)5252000 轉 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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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膠新知
氣膠及奈米微粒的研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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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春進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目前為美國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 
 

奈米科技為利用奈米物質的控制而產生

及應用的材料, 元件及系統稱之.  最新的奈

米 科 技 的 研 究 方 向 可 參 考 Roco et al.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Direction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的報告, 它為本

文的重要參考文獻.  
奈米微粒定義為 50 nm 直徑以下的微粒.  

在大氣中奈米微粒由排放源直接排放或由大

氣光化學作用而產生. 美國環保署有鑑於細

微 粒 的 人 體 健 康 危 害 而 於 1997 年 訂 定

PM2.5 國家空氣品質標準, 且於近年來大量

支 持 PM 的 研 究 .  Pui and Chen (JAS, 
28:539-544, 1997)曾回顧奈米微粒的研究範

圍及近況, 共指出七個主要的奈米微粒研究

主題, 並簡要的將文獻中的研究成果作一整

理: 包括健康效應, 微污染控制, 排放控制, 
生物科技, 儀器, 奈米微粒的物理及化學. 

奈米結構的觸媒是奈米科技的主要應用

之一, 用於石油煉製的觸媒製程, 及環境污

染的排放處理.  如沸石濃縮及熱氧化即為

我國半導體廠 VOC 廢氣的主要處理設備. 
近年來的主要發明的沸石材料為大孔隙直徑

(20 and 100 Å)的 MCM-41, 它可用於核電廠

廢物中重金屬的處理.  
奈米 TiO2 光觸媒常用於廢氣及廢水的

處理, 若是用氣膠技術產生奈米 TiO2 光觸

媒微粒時, 可以容易在製造過程中控制微粒

的 粒 徑 及 材 質 , 學 者 發 現 (Almquist and 
Biswas, J. Catalysis, 2002, 212:145-156)用火

燄法合成 TiO2 光觸
媒微粒時, 對水中有

機物氧化去除的最佳

粒 徑 範 圍 為 25 至 
40 nm 間. 其他有潛

力的光觸媒材料為含

有 Mo 及 S 的

fullerence, 及奈米碳

管(carbon nanotubes). 
另外學者利用含有過渡金屬的氣膠作為

廢氣中重金屬的吸附劑, 可以有效的去除重

金屬在細微粒中的比例. 
過去 Nano-DMA 的發展對於奈米微粒

的粒徑分佈即時量測(3 至 50 nm)有很大的

貢獻(Chen et al., JAS, 1998, 29:497-509), 本

儀器已由 TSI 公司生產, 使用時極為方便.  
將來可能的方向為 1 nm 以下的粒徑分佈測

量, 且量測的時間要縮成數秒之內. 
在生物科技的應用上, 明尼蘇達大學的

David Pui 教授及華盛頓-聖路易大學 Daren 
Chen 教授合作開發出以靜電噴霧為主的基

因移植器, 它比傳統的基因槍佳, 可以連續

操作在一個大氣壓下, 且對於生物細胞的傷

害最小. 
以上僅以一些例子說明氣膠及奈米微粒

科技的最新研究狀況, 若是讀者對相關的課

題有興趣時, 可以參考以下的期刊論文, 會

議 報 告 或 網 頁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Journal of Nanoparticle Research,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erosol 
Research, IWGN workshop report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Nano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NSTC/CT), 
http://www.nano.gov/; 
http://www.nano.org.uk/ 

http://www.nano.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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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實驗室特寫
雲與氣膠實驗室介紹 
 
林能暉 教授兼所長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物

理所 
 
ㄧ、前 言 

本研究室自 1992

年成立以來，主要著重在三

酸雨、雲物理與化學、區域

送。最近這幾年，則特別側

沙塵暴、東南亞生質燃燒（

等新興熱門課題，其中最重

在全球變遷領域之主要不

膠 —雲—輻射—氣候與環境

Biomass BurningBiomass Burning

Dust StormDust Storm

Air PolluAir Pollu

探討上述議題，需要長

模擬，而我們已進行與累積

年乾溼沈降觀測、北台灣竹

與化學觀測、桃園地區十年

外我們亦建立了大氣長程輸

(http://models.atm.ncu.edu.tw)

及評估台灣空氣品質及環境

含酸雨、沙塵暴及生質燃燒

各界進行空氣品質管理決策

二、實驗室環境與設備 

（一）實驗室環境 

 

方面的研究，即

大氣污染長程傳

重於影響台灣的

biomass burning）

要的是其所衍生

確定性的“氣

交互作用”。 

tanttant

 
期的觀測與模式

有福山森林區四

子山八年雲物理

酸雨監測網；此

送模式整合系統

，可掌握、預警

受境外輸送（包

）之衝擊，提供

之參考。 

 

實驗室位於環境優美的中央大學科學二

館七樓，由頂樓可以遠眺大中壢風景，校園

中大湖美色一覽無疑，令人心曠神怡的研究

值得您前來親身體會。實驗室空間依據不同

功用大致可分成：博士後研究室、博碩士生

研究室、助理辦公室、叢集電腦工作室、化

學分析室、中大觀測站（如圖一）、大氣環境

研究室以及竹子山監測站（如圖二）等。 

 

 

圖一、中央大學觀測坪 

 

 

圖二、竹子山雲化學實驗站 

 

（二）實驗室設備 
本實驗室在雲微物理方面觀測儀器包含

有氣膠、雲凝結核、雲滴、雨滴粒徑譜及液

態水含量觀測儀器，另有雲水及雨水收集

器、乾濕沈降收集器、液相離子層析儀，如

表ㄧ所列，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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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SSP-100 (Forward Scattering 
Spectrometer Probe) 雲滴譜儀 
功能：觀測雲滴粒徑分布，0.5-47µm，15 頻

道，如圖三所示。 

 

表一、主要儀器一覽表 

 

儀器名稱 量測參數 

雲霧水收集器 雲霧水 

二階雲霧水收集器  二階粒徑雲霧

水 

濕沈降收集器  乾濕沈降 

氣膠譜儀  氣膠粒徑譜儀

雲凝結核計數器  雲凝結核 

雲滴譜儀  雲滴粒徑譜 

雨滴譜儀  雨滴粒徑譜 

粒子體積監測儀 液態水含量 

液相離子層析儀  陰陽離子濃度

 

 
圖三、FSSP-100 雲滴譜儀 

 

(b) PVM ( Particle Volume Monitor )粒子體積

監測儀 

 

功能：觀測雲滴液態水含量(LWC)，如圖四

所示，可測得液態水含量範圍 0.002-10 g 

m
-3，氣膠有效粒徑 7.5 及 21.2 µm 削減係數。 

 

 

圖四、PVM 粒子體積監測儀 

 

(c) 雲凝結核計數器 CCN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 Counter 

功能：模擬次微米氣膠在過飽和度 0.3-0.57%

之成長，如圖五所示。 

 

 

圖五、雲凝結核計數器 

 

(d) ASRC 雲霧水收集器 

功能：雲水收集，如圖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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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ASRC 雲霧水收集器 

 

(e) 濕沉降收集器 

功能：自動收集雨水儀器，如圖七所示。 

 

三、未來研究重點 
亞洲酸雨現象隨工業化與經濟成長而日

漸顯著，致酸因子硫酸鹽與硝酸鹽長程傳送

過程中產生之雲雨交互作用、輻射效應等，

不但對局部降水產生影響，更對區域輻射平

衡有一定的干擾。亞洲沙塵長程傳送可至美

東地區，其物理與化學過程(包含與上述酸性

污染物之作用)尚待深入瞭解。同樣地，東南

亞(及南亞)生質燃燒(Biomass burning)，引起

之 亞 洲 褐 雲 (Asian Brown Cloud ,ABC) 問

題，延伸更多氣膠 —雲—輻射—氣候與環境

交互作用的科學辨證。以上所舉亞洲大氣污

染物的生成、排放、輸送、轉化等物理與化

學過程相當複雜，加上其與區域氣候變化交

織成熱門科學話題。事實上，亞洲大氣污染

物長程傳送對台灣已形成相當衝擊，其對區

域環境與氣候干擾亦可能間接影響台灣。因

此，本研究室正整合地面觀測、衛星遙測、

氣候動力分析、大氣化學與氣候模式以探討

區域大氣污染物（包含酸性污染物、亞洲沙

塵、生質燃燒），在長程輸送過程之物理與化

學行為，並評估其對區域環境與氣候之衝擊

影響。 

 

 

圖七、濕沉降收集器 

 

四、結語 
雲與氣膠實驗室成立迄今堂堂邁入第12個年

頭，軟硬體設備日趨完善，已經造就博士一

位、碩士十九位。更詳盡的實驗室介紹可以

參考全球資訊網：http://aerosol.atm.ncu.edu.t

或 models.atm.ncu.edu.tw，並竭誠歡迎您的造

訪與指教。 

 8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氣氣膠膠研研究究學學會會會會訊訊 

 

�

 
巢志成博士為現任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

會（CAART）的會長。在 30 年的專業生涯中，

他累積了非常獨特的經驗。學的是化學工

程，但這一輩子他大多數的時間和精力都花

在盡力改善產業所

遭遇的環保困境，

並且致力於提昇環

境 保 護 的 附 加 價

值。在工作環境與

文化方面，他的歷

練也是多采多姿。

從以中文為主的台

灣、英語系主導的

北美，到高唱法裔獨立

他體驗了各種不同的社

一有趣的經歷是，他很

工作或專案，遇到的困

因而也迅

姓名： 巢志成  

現職：  

工研院，專家兼高級顧問，1994 迄今

學歷：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環工博士 

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化工碩士 

台灣東海大學化工學士 

經歷： 

中鋼集團中宇環工公司，副總經理，

1993-1994 

加拿大安大略事業廢棄物處理公司，

技術部主任，1984-1993 

加拿大 Bechtel 及 Kilborn 工程公司，

資深工程師/環工組組長，

1974-1984 
研

防 

價值資源回收 

榮

lth Who Is Who” 

加拿大皇家飲用水安全調查委員會顧

聯

Email: ccchao@itri.org.tw 

究興趣： 

整合性風險管理 

污染控制與預

生態化產業 

高附加

譽： 

列名 “Men of Achievement” 

列名 “Commonwea

Bechtel 卓越成究獎 

問 

絡方法： 
Tel: 886-3-591-6309 
Fax: 886-3-591-6310 

速地存積了豐

能力

者或

而不

。  

年輕時，他有許多

括：在偏遠的北方和深

惱人的氡氣問題進行作

備的改善；在北極圈的

只有三星期破冰期），

環境和安全系統的設計

家的身份為健康風險評

案件作証並答辯…..等

是一般在台灣從事空氣

從業人員，難得有

看多了、也碰多了

的問題或惡劣環境時，

的態度和宏觀的心胸。

面對新挑戰時的一貫態

是為失敗找藉口”

在北美洲工作的前

是在超大型工程中，負

相關的系統設計、建造

則是致力於工業廢棄物

的研發設計及管理工作

後半段時期，他扮演了

先鋒角色，也針對一些

括易揮發性有機物、重

立了廣受好評的評估準

策略，後來發展成了“

方 法 。 這 套 方 案 ， 也

CAART，期許它能成

 9
專家介紹
的加拿大魁北克省，

會思維和價值觀。另

少重複做相同性質的

難與挑戰倒是不少，

富且寬廣的專業判斷

的學

 

同時可

難忘的工作經驗，包

入地下的鈾礦區，為

業環境評估和通風設

地下鉛/鋅礦區（一年

負責協調相關的能源、

；在公聽會上，以專

估和環保訴訟理賠的

等；許許多多的經歷，

品質及氣膠研究

機會一試的。 

，使巢博士在面對新

永遠抱持著正面積極

“處變不驚”，是他

度。 “為成功找方法, 

，則是他的處世原則。 

11 年，他主要的經驗

責環境、安全及衛生

與試車。接下來 9 年，

處理和資源回收相關

。值得一提的是，在

許多風險管理計畫的

高危險污染物質，包

金屬、微粒等等，建

則。這些降低風險的

整合性風險管理” 的

是 巢 博 士 希 望 帶 進 

為研究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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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

品的

市場

時，他也在台中東海大學化學工程研

 

 

產業應用、達到實用的目的。 

巢博士在八年多前加入工業技術研究院

服務。目前在環境安全與衛生技術發展中心

擔任專家及高級顧問。在工研院期間，他負

責過許多不同的計畫及任務。先前的幾年，

擔任環保計畫總主持人，目前，他專注於整

合研發單位及產業界的資源、形成上中下結

合的環保技術策略聯盟，以提升技術產

性及增進產業的綠色競爭能力。  

究所擔任兼任教授，講授清潔生產，希望對

新化工人有所啟發，在傳統化工領域內，注

入新觀念，帶動創新研究。  

同

在 CAART 會長任內，巢博士希望可以

達成三個預設的目標：促進與國際氣膠學界

的交流溝通，同時確保研究品質；加強產學

合作，以更廣闊的服務範圍，促進學會與社

區的利益密切結合；鼓勵年輕學者的積極參

與，使學會繼續成長，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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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石東生，目

前在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

所擔任分析檢驗組組

長的工作。這是一個

角色十分複雜、兼具

行政與研究性質的職

位，既要帶領一個研

究群作好研究工作，

又要參與、支援政府制

生政策與法令、協助發

問題、並配合政府與工

決對策。因此我的工作

能性，開始時為了解現

界提出解決對策的職業

者，接著成為整合型研

後再扮演政府官員與整

姓名： 石東生  
現職：  

199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分析檢驗組 

 

國

年五月將改聘

）(1998~) 
研究

露評估與控制 
樣器 

析 
榮譽

美國工業衛生師學會傑出工業衛生

美國工業衛生研討會傑出氣膠論文

行政院傑出研究獎優等獎(1996, 

中華民國氣膠學會最佳氣膠論文獎

員楷模(1996) 

xt. 291, 290 

Email: stone@mail.iosh.gov.tw 

簡任研究員兼組長 
台北縣汐止市橫科路 407 巷 99 號

學歷：  
哈佛公共衛生學院 
環境衛生研究所博士 

經歷：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技正(1989-1992) 
台灣省勞工處工業衛生檢查員

(1980-1989) 
台灣肥料公司製程工程師

(1978-1980) 
立交通大學產業安全與防災研究

所兼任副教授（今

為教授

興趣： 
工作場所有害物暴

新型氣膠採

化學分

：  

師獎(2003) 

獎(co-author, 2000)  

2000, and 2001)  

(co-author, 1997) 
公務人

聯絡方法： 
Tel: +886-2-2660-7600, e
Fax: +886-2-2660-7731 

 本人自 1980 年開

工作。在這 23 年中訪視

高危害工業的現場。本

物之職業暴露與健康危

術研究。過去十年本人

曾針對國內超過30種高

進行全國性勞工有害物

工委員會也依據上述的

工作場所空氣中有害物

些有害物至少包括：乙

2,4-及 2,6-二異氰酸甲苯

工更健康的職業標準外

於業界的經濟衝擊與技

依據本所的調查發

點監督檢查，而本所也

協助業界辦理深入的後

究、協助企業界自行建

發工作環境改善技術、

成效之追蹤調查，以確

實降低勞工之暴露濃度。

工業的高暴露因此獲得

依此成果訂出兼顧保護

濟可行的新容許濃度標

我們的研究群在台

蔡春進教授的協助下，
專家介紹
定整個國家的職業衛

現全國性的職業衛生

業界需求提出具體解

包含了很大範圍的可

場實務問題、協助業

衛生專家與學術研究

究計畫之協調者，最

體計畫的管理者。  

始從事現場職業衛生

超過 2,000 廠次各種

人的主要興趣在有害

害評估及控制改善技

及所帶領的研究團隊

危害有害物相關工業

暴露調查，行政院勞

調查結果修正了國內

的容許濃度標準，這

二醇醚、1,3-丁二烯、

及錳等，除了提供勞

，可考慮到新標準對

術的可行性。  

現，勞委會也列為重

依據調查之暴露資料

續職業流行病學研

立暴露評估計畫、研

並於改善後進行改善

認改善技術成效，確

目前已有超過 10 個

改善，並且讓勞委會

勞工健康、技術與經

準，深獲業界肯定。  

大陳志傑教授及交大

也投入極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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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現有市售採樣器之缺失，發展出更適合

國內特殊工作環境之新型採樣器，重要之成

果包括：三種新型可呼吸性粉塵分徑採樣器

（IOSH 新型分徑採樣器、泡綿分徑採樣器、

及虛擬分徑採樣器）、新型酸性氣體與氣膠同

步分離個人採樣器（denuder）、及三片式濾紙

TDI 蒸氣與霧滴同步分離個人採樣器、及有

機蒸氣被動式採樣器等。這些新型採樣器多

項已分別獲得中華民國、美國及歐洲數國專

利，部份成品已技術轉移國內外廠商量產。

研究成果並已陸續發表於國際職業衛生知名

期 刊 包 括 ：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Journal, Analytical Chemistry,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等。研究成果

也獲得美國工業衛生師學會之最佳氣膠論文

獎。 

除了研究工作外，本人也積極參與國內

的許多主要的職業衛生計畫，包括：危險物

與有害物危害通識計畫（已培訓 3,000 位專業

人員、建立 1,000 種有害物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與工研院資訊服務諮詢中心、對企業界提供

各種教育訓練課程等）、自 1989 年起已建立

超過 200 種以上的列管有害物採樣分析建議

方法（方法均經過引進、研發、驗證及審查

等步驟）、自 1992 年起建立工業衛生實驗室

認證、培訓 1,200 位核可之作業環境測定人

員、編撰作業環境測定教材、培訓訓練師資、

也完成實驗室資訊電腦管理系統與程式，提

供檢測服務業參考使用。這些都是國內職業

衛生的核心工作，對於職業病預防與早期偵

測至為重要。二年前本人被要求籌組我國有

害物容許濃度審議委員會，以文獻回顧的方

式，提出修正建議值 (REL)，供勞委會作為

訂定或研修法令容許濃度標準（PEL）。   

對於這些年持續在改善國內職業場所的

努力，我們這個團隊也非常幸運的獲得許多

珍貴的獎勵，包括連續二年的行政院傑出研

究獎優等獎及 2003 年美國工業衛生師學會所

頒發的 Yant Award。此獎成立於 1964 年，係

為了紀念美國工業衛生師學會第一任理事長

William P. Yant 博士一生對於工業衛生的重

大貢獻所設置，每年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遴選

出一位傑出工業衛生師，競爭十分激烈，本

人很幸運為國內第一位獲得此項獎者，已獲

該學會邀請將於今年五月在達拉思的工業衛

生研討會中（每年參加此研討會的專業人數

均超過 15,000 人），發表一個小時的專題演

講，介紹我們的主要工作與貢獻，也將藉此

機會將我國過去在職業衛生的努力與成就向

國際友人說明。本人從事工業衛生已 23 年，

能獲得國際間最重要的工業衛生師學會頒與

傑出工業衛生師獎，受到肯定，深感榮幸，

以野人獻曝的心情與各位會員分享自己小小

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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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石東生組長榮獲 

3 年美國工業衛生師學會 

Yant Award!!! 

國內獲此殊榮的第一人 

石博士為本會會員 

並曾任本會理事 

石博士獲得此奬 

會會員皆感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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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會議日期
    

2003 年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投稿截止日) 地點 

Mar 31– Apr 
4 

Particulate Matter: Atmospheric Sciences, Exposure and the Fourth Colloquium 
on PM and Human Health Website: http://www.aaar.org/PM2003.htm)  

美國賓州 
匹茲堡市 

Jun14-18 14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erosols in Medicine (ISAM) Congress (Feb 28, 
2003) Website: http://www.hopkinsmedicine.org/cme/events/ISAM03.html  

美國馬里蘭州 
巴爾的摩市 

Jul 7-9 The 3rd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Dec 31, 2002)  
Website: http://www.ust.hk/~3aachk/ 

香港 

Sep 1-5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EAC03 (Feb 14, 2003)  
Website: http://apphys.uned.es/EAC2003/  

西班牙，馬德里 

Sep 12-13 第十屆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年會及氣膠科技研討會 (May 25, 
2003) 

高雄 

Oct. 20– 24 AAAR 2003 Annual Conference (April 25, 2003) 
Website: http://www.aaar.org/  

美國加州 Anaheim 

Dec 17– 19 The Second Asian Particle Technology Symposium (APT2003)  
Website: http://eng.ukm.my/apt (March 25, 2003) 

馬來西亞 Penang 

 

2004 年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投稿截止日) 地點 

Aug 1– 5 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Optical Particle Characterization, OPC2004 
E-Mail: info@OPC2004.doshisha.ac.jp 

日本 Doshisha 
University, Kyoto  

Sep 6-10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EAC 2004)  
Website: http://www.aeroszol.hu/conference/  

匈牙利 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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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交流廣場
 現任學會理監事、秘書處及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名單�
 

監事會成員 

陳志傑
**
 

陳友剛 

盧重興 

呂世源 

余榮彬 

各委員會主任委員 
論文獎委員會主委: 李崇德 

組織章程委員會主委: 蔡朋枝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委: 李壽南 

財務委員會主委: 簡弘民 

網路委員會主委: 張幼珍 

長程規劃委員會主委: 袁中新 

會員委員會主委: 林銳敏 

會刊編輯委員會主委: 龍世俊 

學刊編輯委員會主委: 李文智 

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委: 巢志成 

產學合作委員會主委: 郭泰麟 

 

 

 

**:
常務監事 

學會工作人員 
會長 

巢志成 

第一副會長  

袁中新 

第二副會長 

白曛綾 

秘書長 

張幼珍 

財務長 

簡弘民 

理事會成員 

白曛綾
* 

簡弘民 
陳瑞仁 
周崇光 

巢志成
* 

李經民 
李壽南 
李芝珊 
林銳敏 
林能暉

*  
龍世俊 
米孝萱 
蔡朋枝 
楊錫賢 
袁中新

*
 

 
*:
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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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天地
�

 

Model 3034  
Scanning Mobility Particle Sizer 

次微米氣膠監測的整合解決方案 
整合式設計 
考慮大氣氣膠監測需求，將 DMA 和 CPC 裝入同一機

箱。運輸方便，安裝迅速。沒有接錯管或插錯線的機會。 
軟體彈性佳，可作長期堅測而無需操作人員介入。遇斷

電時，可自動回復到預先設定的作業。 

操作簡單 

AIM3034 軟體提供高解析度粒徑分佈，可分析現在和過

去儲存資料。可設定單次或多次掃描的平均。可設定自

動開始和結束測量。價格經濟實惠。 
 粒徑範圍：10 到 487nm 
 粒徑解析度：32 通道/每十進位 
 氣膠濃度：102 到 107 particles/cc 
 測量時間：3 分鐘 
 數據平均：可設定其分佈圖為 1 到 20 次掃描的平均 

 
PSD 3603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Analyzer 

利用高速噴嘴量測單一微粒的飛行時間

量

 

（time of flight）來量測氣動力粒徑大小。 
量測範圍大：0.2 到 700 microns 
高解析度：128 channels / decade 
高取樣率：可達 200,000 particles / 
second 
適於氣膠及粉體粒徑量測，插電即用，操

作簡便、精確。內建粉體噴散器，樣品無

需處理便可量測。使用少量樣品便可測

。提供完整的周邊附件，可支援各種量測需要： 

全新推出 歡迎洽詢 

 

陸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2698-3456  Fax: 02-2698-3535 

http://www.superli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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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Call for Paper 
 
 
Aims and Scop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AAQR) covers all 
aspects of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mospheric science and air quality 
related issues.  It encompasses a multi-disciplinary field, including:  
- Sources, combustion, thermal decomposition, emission, properties, behavior, 

formation, transport, deposition,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plants and environments,  
-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 Inven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ampling instruments and technologies, 
- Air quality,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global change, 
- Other topics related to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Audience 
 
Biologists, chemists, environmental scientists, industrial hygienists, 
meteorologists, physicists, toxicologists and all others with an interest in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Editors-in-Chief 
Judy C. Chow 
Atmospheric Science Division
Desert Research Institute 
2215 Raggio Parkway 
Reno, NV89512 
USA 
Tel: +775-674-7050 
E-mail: judyc@dri.edu 

Yoshio Otani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Kanazawa University 
2-40-20 Kodatsuno, Kanazawa 
920-8667 
Japan 
Tel: +81-76-234-4813 
Fax: +81-76-234-4829 
E-mail: 
otani@t.kanazawa-u.ac.jp 

Chuen-Jinn Tsai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No. 75 Poai St. 
300 Hsin Chu, Taiwan 
Tel: +886-3-5731880 
Fax:+886-3-5727835 
E-mail: 
cjtsai@mail.nct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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