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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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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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去 的 三 個 月

裡，我們在台灣一起經

歷了一段抗煞的緊長

不安時光。日常的生活

步調和原定的工作時

程，幾乎都被打亂了。 

氣膠學會許多的會員們，基於專業知識、

出乎個人熱忱，也日以繼夜無私地投入抗煞

行列，協助政府相關單位和社會大眾因應這

起為期不短的感染性病害，以維護我國社區

的健康福祉。 

氣膠學會的會員們，包括公共衛生、生物

氣膠、個人防護、病房隔離、通風改善、消

毒滅菌等專家，幾乎囊括了抗煞所需的所有

領域。在此次全國總動員的抗煞行動中，我

們的專家會員們，不論在政府諮詢、宣導訓

練、規範審訂、工程控制等，都積極地參與，

產官學研的同心協力，在自發自動的前提

下，確實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在此次抗煞作業中，本學會也深深體會到

學會整體的動員力有待加強，實有必要建構

一有效的行動機制，以便適時地因應未來類

似的突發情況。有鑑於此，祕書處在短短的

時間內，蒐集並整理了各方資料，在本學會

網站上提供抗煞網員，以方便各方查詢。同

時，理監事會亦正在籌劃一整體性的應變管

理系統，期望在任何時段都能提供更有效

率、即時性、整合性的專業服務。 

在另一方面，可喜的是，我們 AAQR學術期

刊的新任編輯委員會已組織就緒。由美國的

Dr. J. Chow，日本的 Prof. Y. Otani及台灣的蔡春

進教授擔任主編，另有二十位知名的國際學

本期內容 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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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擔任編輯委員。歡迎大家踴躍投稿，共為

AAQR邁向國際期刊盡一份心力。有了這麼堅

強的編輯陣容和國際氣膠學界的支持，我們

堅信，很快地 AAQR 將會在國際的氣膠和空

氣品質管理研究上佔一席之地，對促進區域

性的研究合作和應用發展，應有催化的作用。 

氣膠學會今年已堂堂進入第十一年，九月

12-13 日將在高雄第一科大舉辦第十屆學術

研討會。目前籌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進行

中。今年的年會和研討會又將是一次氣膠學

會學術交流的饗宴。除了可以聆聽傑出的研

究成果，更有機會交換心得、互相切磋，為

未來的研究方向和專業服務互通有無、共謀

良策。衷心地盼望各位熱心的參與，分享溫

馨的共聚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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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ART是國際氣膠學界大家庭的一份子。新

的編輯委員會將在近期內完成重整，在這過

渡期間，李文智教授將以代理主編的身份完

成 AAQR第三期的編輯，並在今年後半年出

刊。從第四期開始，AAQR 將以更寬廣的面

向，提供一個學術園地，促進台灣及亞太地

區空氣品質和氣膠相關的各類研究的交流。 

為了推動氣膠領域學術界和產業界之間的

合作，本學會新設置了產學合作委員會。本

人非常有幸邀請到郭泰麟博士擔任該委員會

的主委，憑藉其豐富的管理經驗和人際網

絡，郭博士希望能促成產學研三者間橫向和

縱向的整合，達到互惠合作的效果。可行的

方向包括：奈米及 PM10 的合作研究，以及

技術講習等。我們衷心地期盼，經過這樣的

合作關係，CAART可以提昇學會服務的範圍

與價值。 

其他例行的事務一如往常地進行，今年

的大會/研討會和氣膠青年營的籌備工作正

在積極地展開。這些學會經常性的活動，相

關消息即將公佈。我誠摯地歡迎所有的會員

朋友積極地參與，讓我們共創學會美好的未

來。 
 

會長  巢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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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針對 SARS 造成

的威脅，許多氣膠學

會的會員都參與各種

防護的努力並提供寶

貴的意見給各相關部

會。本期文章中，本會張秘書長報告在過去

這段時間氣膠學會相關的努力；台灣大學李

芝珊教授則由氣膠觀點來談 SARS；而美國

田納西大學蔡秉燚教授詳細介紹各類口罩

(尤其與 SARS防護有關)的性質；中山醫學大

學的林文海教授介紹他在生物氣膠及健康相

關氣膠方面的研究；此外，鄭盟東教授深入

介紹他在著名的美國 Oak Ridge 國家實驗室

所領導的氣膠實驗室的設備及其研究方向，

他的研究涵蓋很廣，包括大氣氣膠、移動源

污染排放之測量、及目前的熱門課題：氣膠

對生物體之影響。 

 另外，為加強產學合作，新任產學合作

委員會主委郭泰麟博士根據最近所做的調

查，報告會員們目前產學合作現況、各會員

之專長及可支援的設備，並在經歷了 SARS

之後，提出其整合資源的觀點。在上述作者

中，蔡秉燚及鄭盟東兩位教授，是學會長期

的國際友人，我們非常感謝他們提供稿件，

也希望未來會有更多國際友人，提供文章給

本會訊。 

 為了加強會員間互動，我們試著在會員

交流廣場報告一些會員的最新動態，也期望

各會員能主動提供我們您自己或其他會員最

新情況，增進彼此了解。在這裡，我再次謝

謝各位提供稿件的作者，豐富本期會訊的內

容！在後 SARS 時期，希望大家能由本期文

章中獲得對相關議題更深的了解！ 
 

主編  龍世俊 
 

 
 
 

 
 

學會於今年六月初成立抗 SARS教育宣導與

研究發展專家學者顧問群組織 
 

由今年四月開始且到五月間在台灣愈演

愈烈的 SARS 疫情，在諸多媒體採用未經證

實的資訊對大眾與醫護人員做不實的報導，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在今年六月初在第二

副會長白曛綾教授的號召與多位前會長的支

持下，由現任會長巢志成博士緊急召集學會

內相關專長的學者與專家成立“抗 SARS 教

育宣導與研究發展專家學者顧問群組織”。 
 

A. 組織功能與目的: 

針對台灣人民遭受 SARS 這樣傳染快速

且致命力極強的冠狀病毒威脅下，因各種傳

媒錯誤報導或引用未經學理確認之資料，而

衍生許多個人或醫護人士防護觀念上的誤

導，特別是其中與氣膠基本理論相關的，本

主編的話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學會網址 

CAART Website: 

http://www.caar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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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以氣膠研究與控制等專業與秉持服務社

會的角度，不能坐視這些誤導資訊誤人誤國

的繼續流傳與再度發生，導致社會國家與人

民的不安。因此，在學會現任會長巢志成博

士指示下，緊急結合學會內各相關氣膠專業

領域的精英，成立本組織。 
 

B. SARS可藉由氣膠途徑傳播:  

在 SARS防護相關的問題上，如果 SARS

病人因插管、咳嗽或打噴涕等動作而使呼吸

道中的體液向外霧化成液滴狀態，即形成所

謂的生物氣膠，這樣的氣膠顆粒是由體液分

散成數量龐大、尺寸微小、內含有 SARS 病

毒(大小在 100奈米附近)的懸浮液滴，這樣屬

有害的生物氣膠(bioaerosol)，可能沈降在物

體（如人體、地面、或任何物體）表面，也

可能在水沫揮發後懸浮於空氣中。 
 

C. 抗 SARS相關的氣膠專業研究領域:  

1. 氣膠基本性質 (物理、運動機制、生物毒

性、生物與化學消毒等) 

2. 氣膠產生 (各種氣膠產生方法、氣膠顆粒

運動速度、產生氣膠數目濃度、與粒徑大

小分佈) 

3. 氣膠傳播 (擴散、對流、其它外力作用下

的傳遞與運動行為) 

4. 氣膠動態變化 (氣膠產生後在環境中受

環境因子如溼度和溫度等而隨其在環境

中暴露時間所產生的變化) 

5. 氣膠工程控制 (應用氣膠基本性質來設

計有效方法與技術來控制氣膠大小、濃

度、運動或將其從空氣中移除) 

6. 氣膠採樣與分析 (從空氣中採集具有代

表性的氣膠樣本，進行其相關基本性質的

分析或動態變化的探討) 

7. 氣膠個人呼吸防護 (利用氣膠原理設計

的個人防護工具如口罩的設計原理、測試

方法與實際效能等) 

8. 生物氣膠 (重要生物相關基本性質、種

類、環境因子的影響、異於非生物性氣膠

的控制與設備維護技術) 

9. 奈米光觸媒 (製備、塗佈、滅菌機制、效

果與測試)與其它課題 

 

D. 學會接受委託服務項目: 

1. 教育訓練 (前列各項領域) 

2. 專家顧問專業與教育諮詢 (前列各項領域) 

3. 專題研究 

4. 技術發展 

 

E. 學會秘書處聯絡方式:  

張幼珍 秘書長  

電話: 03-463-8800 分機

571(有答錄機可留言 )  
Email: 
yjchan@saturn.yzu.edu.tw 

(此則新聞內容由張幼

珍秘書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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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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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全文截止日期：2003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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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全文截止日期為 7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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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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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新教授/第一副會

長負責舉辦，原預訂於今年七月 21~23 日在

高雄市西子灣舉行，然而由於 SARS 疫情考

慮師生安全，舉辦單位為求慎重起見，決定

延期到 2004年 1~2月間舉行。 
 

 
 

 

SARS VIRUS-從氣膠的觀點來看SARS病毒  

李芝珊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有鑑於 SARS對人體健康的衝擊，本篇

文章將從生物氣膠的觀點來觀察 SARS病毒

在空氣中的氣膠特性，並針對 SARS病毒的

特性，提出有效的採樣及分析方法。 

 
病毒的特徵 

病毒最基本的構造

是由一含有 DNA或

RNA的核心(Core)與蛋

白質外殼所組成。病毒

的核心可能是單股或雙

股的 DNA或 RNA，但

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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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與 RNA不會兩者同時存在。蛋白質外

殼又稱衣殼(Capsid) ，主要有兩個功能：保

護核酸分子以及將核酸送入宿主細胞內。與

一般的微生物最大的不同在於病毒為絕對寄

生，且具專一性，因其缺乏酵素所以不能在

寄主細胞外繁殖。不過一旦進入宿主體內，

病毒就可利用宿主的核酸以及酵素複製功能

構造和母代完全相同的下一代。 

從蛋白質外殼形狀分，常見的有多面

體、桿狀和混和型結構。許多動物病毒和少

數植物與細菌病毒的核蛋白外包有脂質的套

膜 ， 如 流 行 感 冒 病 毒 、 冠 狀 病 毒

（Coronaviruses）。有些套膜上帶有病毒蛋白

質形成的刺突(spikes)，刺突常是病毒用來與

宿主細胞的病毒受體(receptors)接合的工具，

病毒受體為宿主細胞表面特定的分子，其主

要功能為幫助病毒辨認宿主細胞，並進一步

感染宿主。 

 噬菌體經常呈蝌蚪狀，主要為了能穿透

細菌的細胞壁，具有八面體或二十面體對稱

性的頭部(head)與螺旋型結構的尾(tail)，有些

噬菌體還有附加的構造如底板(basal plates)或

尾毛(tail fibers)，可用來與宿主細胞接合，並

將核酸穿透進入宿主細胞。 

 

SARS冠狀病毒特徵 

冠狀病毒屬於冠狀病毒科(拉丁語

corona，像皇冠的)，其核酸蛋白之外包附著

套膜，主要感染脊椎動物，尤其是溫血動物，

目前動物體內的冠狀病毒分為三類：第一類

來自牛等動物﹔第二類來自豬、老鼠等動

物﹔第三類來自雞等禽類。該科病毒基因組

由單鏈正鏈線性RNA組成，具有29,000個到

31,000個鹼基。 

     目前證實冠狀病毒是引起嚴重呼吸道症候

群的主因。 SARS病毒屬冠狀病毒科，是一種

RNA病毒，直徑約為 80~140 nm，約含有

30,000個鹼基，它與現在已知的冠狀病毒比

較，其核酸的相似性極差。因為 SARS冠狀

病毒屬於RNA病毒，和愛滋病病毒一樣，主

要以 RNA複製病毒的遺傳資訊，與 DNA病

毒比較，其複製時出現的錯誤率較高，大約

每複製一萬個鹼基就會出現一個錯誤，因而

導致其基因突變率極高。 

 

SARS冠狀病毒生殖週期 

冠狀病毒的生殖週期主要有下列步驟： 

1. 吸附期：病毒套膜上凸出的刺突可以認識

宿主細胞表面的特殊受體分子並與之結

合。 

2. 滲入期：結合後，此病毒體以病毒吞飲

(Viropexis)作用 ( 類似胞飲作用)，蛋白質

外殼及病毒基因體進入細胞內。 

3. 脫殼期：細胞中的酵素移除蛋白質外殼

( Uncoated )。 

4. 轉譯早期：病毒基因體被複製。 

5. 病毒RNA複製式：此單鍵的RNA可以自

己作為傳信RNA ( Messenger RNA )，此傳

信 RNA 繼之行轉譯( Translation )。 

6. 運輸期：運輸小包（transport vesicles）將

醣蛋白輸送到細胞的細胞膜。 

7. 成熟期：成熟的新病毒體 ，然後細胞破

裂，病毒體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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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的症狀 

SARS的潛伏期通常為2至7天，但也可

能長達10天。症狀通常為發高燒（>38℃），

有時會發冷及寒顫；尚伴隨著其他症狀包括

頭痛、倦怠及肌肉痛、食慾不振、倦怠、意

識紊亂等症狀。有些病人發病時會產生輕微

的呼吸道症狀。有部份病人在發燒時會發生

腹瀉。3至 7天後進入下呼吸道期（lower 

respiratory phase），開始沒有痰的乾咳，或因

呼吸困難而導致血氧過低。有 10-20%的病

人，呼吸道疾患嚴重到必須插管及使用呼吸

器。 

 

SARS的傳播途徑 

SARS主要傳播方式為人與人的近距離

接觸。大多數 SARS新病患都是 SARS患者

的照顧者或同住者，或是接觸了 SARS患者

傳染性物質（如呼吸道分泌物）的人。SARS

的傳播方式分為飛沫傳染及接觸傳染。飛沫

傳染是 SARS患者咳嗽或打噴嚏時將液滴噴

出，讓照顧者或鄰近者吸入傳染性的物質。

而接觸傳染則是 SARS患者咳嗽或打噴嚏時

將液滴噴到自己、他人身上、或鄰近的物體

表面，而其他人接觸沾有傳染性液滴的他人

皮膚或物體，然後接觸自己的眼睛、鼻子、

嘴巴因而造成感染。另一種可能性是，SARS

可能透過空氣或目前不知道的其他方式被廣

泛的傳播。 

從氣膠的觀點來看 SARS病毒，飛沫由

患者產生至空氣中的飛沫大小範圍約為10∼

100 μm，這個大小範圍的顆粒受重力作用沈

降至地面所需的時間約為 5秒至 8分鐘左

右；若再考慮飛沫蒸發的因素，10∼100 μm

的液滴完全蒸發的時間只要0.15至10.2秒，

由此可見，當病人產生飛沫至空氣後，由於

其蒸發的時間非常短，因此很快的就會以病

毒本身存在於空氣中，由於病毒本身的顆粒

非常小，因此在空氣中懸浮的時間非常長。

雖然病毒存在於空氣的時間非常久，但病毒

的感染特性也往往因為在空氣中存在的太

久，而遭環境中各種理化因素影響而失去感

染力。 

 

SARS冠狀病毒穩定性及對環境抵抗力 

由生物氣膠的觀點來看，除了瞭解上述

病毒的物理特性之外，也應瞭解 SARS冠狀

病毒在環境中是否仍具有感染力（致病力）。

目前WHO實驗數據指出，SARS病毒在室溫

下於物體表面（及尿液中）可穩定存活至少

1~2天，由於腹瀉病人的糞便 pH值較高(較

鹼)，病毒可更穩定存在達4天。另外，日本

學者研究指出，分別在 4℃與-80℃的環境

下，培養21天後，病毒的濃度只有少量的減

低(並未下降) ；而在穩定室溫下兩天後，病

毒濃度也只有下降十分之一。這些數據指出

SARS病毒較其他已知的人類冠狀病毒穩定。 

 

SARS 病毒的採樣 

目前關於病毒採樣方式大致上可分為三

種，分別是impactor、impinger以及filter；而

主要的分析方式則分為培養 (culture method)

及非培養 (nonculture method)的方式，至於要

採用哪種採樣及分析方法，所須考量的因素

包括標的病毒種類、病毒的濃度。由於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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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特性並不相同，所喜好的環境也有所差

異，因此如果最後要以培養的方式來定量病

毒(plaque assay)，則必須注意整個採樣過程

中，採樣所產生的壓力不至於影響病毒的活

性，否則其定量結果將會有所偏差。若採樣

過後需以非培養的方式來定量病毒，例如：

RT-qPCR或流氏細胞儀，則必須注意採樣的

流量及時間，若採樣時間太短或採樣流量不

足，均有可能造成儀器分析敏感度不足而使

得分析結果產生偏差。採樣策略的選擇和我

們所需要知道的結果息息相關，當我們想得

到具有感染力的病毒數量時，採樣時間不應

過長，且所需要的分析方法為plaque assay；

若我們想知道該空間究竟有多少病毒時(無

論該病毒是否具有感染力)，所需要的就是長

時間的採樣，並以PCR或流氏細胞儀來分析。 

     

以下就針對各病毒採樣方法做介紹 

 

1. 過濾補集(Filtration)： 

濾材收集氣懸微粒是以過濾的方式收

集。過濾系統主要就是利用慣性衝擊、 

直接攔截、擴散、重力沈降和靜電作用等機

制收集氣懸微粒，而我們準備的濾紙補集的

效率又和病毒氣懸微粒的大小、帶電量及電

荷、濾材特性(濾材厚度、纖維直徑、填充密

度)有關；一般來說慣性衝擊和直接攔截主要

是收集空氣中氣動直徑大於 1μm之氣懸微

粒，而擴散及靜電作用則是對小於 1μm較

重要，因此無論 SARS病毒氣懸微粒大小是

屬於 droplet或是屬於 SARS病毒顆粒本身，

均能以濾紙補集。 

目前病毒的採集濾紙大概分為兩種，一

種是薄膜濾紙(membrane filter)，另一種則是果

膠濾紙 (soluble gelatin filter)；薄膜濾紙有很

多種形式，其中美國疾病管制局CDC建議用

來採集 SARS病毒的濾紙材質為鐵氟龍

(Teflon filter)，其採樣的流量分別為 2及 20 

lpm，而採樣時間為 8~10小時，通常以濾紙

採集病毒的採樣流量不宜過大，採樣時間也

不能太長，否則病毒將失去其活性，不過目

前對於病毒的採樣方式並無標準方法，而且

SARS又是屬於嚴重的呼吸道疾病，因此只要

空氣中經由採樣發現有 SARS病毒的存在，

都應該加以注意；也因為CDC是利用濾紙長

時間採集病毒，被收集在濾紙上的 SARS病

毒都已經去活化，因此在後續的分析定量方

法是以不考慮微生物死活的PCR為主。 

而另一種果膠濾紙也是一種常用來採

集病毒的濾紙，由於其具有 gelatin，在採集

病毒後放置在37℃的環境下會被液化，被液

化的濾紙就不必再經過萃取步驟而直接可以

作進一步的定量分析，此濾紙省去了萃取的

步驟對於保存病毒原本的活性是相當重要

的，因為萃取對於微生物來說是一種壓力

(stress)，也往往是濾紙收集效率較低的原

因；雖然果膠濾紙有以上的好處，但也因為

gelatin具有可液化的特性，故果膠濾紙不適

合長時間或高相對濕度下的採樣，否則在在

採樣期間就有可能發生濾紙溶解的情形。 

 

2. 衝擊瓶採集 (Impingement) 

All-Glass Impinger (AGI-30) 衝擊瓶源自

於Porton 衝擊瓶，並在1963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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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國際性研討會被認定為參考用的生物

氣膠採樣器，其命名由來是因為其為玻璃所

製成的衝擊瓶，而且噴嘴與瓶底的距離為30 

mm，而一般的採樣流量約在12~12.6 lpm。另

一種常用的衝擊瓶為 AGI-4衝擊瓶，其噴嘴

與瓶底的距離為4 mm，如此一來衝擊的力道

便與AGI-30有所不同，AGI-30是高速衝擊到

收集液表面；AGI-4則是高速衝擊到玻璃瓶

底。 

    Impinger主要是利用液體的捕集介質來

採集空氣中的病毒或其他的微生物，通常利

用 impinger採集病毒或是微生物時對於微生

物的活性傷害較小，這也是利用 impinger採

集病毒時的優點，其他的捕集方法例如：

filtration或 Impaction則對於病毒的活性傷害

較大，若想得知具有感染力病毒的數量時，

即會產生誤差。利用 Impinger採集病毒時有

幾點限制，其中之一就是操作流量較低，會

造成採樣的敏感性不足，另外，由於Impinger

是利用液體作為捕集介質，採集時間也不應

過長，否則捕集液體在採過程中會產生揮發

或噴濺的情形，影響定量的結果；最後則是

採集液體與病毒間的關係，如果我們所準備

的捕集液體會對 SARS病毒產生負面的影響

時，也會對定量的結果產生偏差，因為捕集

液體在空氣的衝擊下，不斷的會有氣液交界

面產生，根據研究指出，病毒在這些交界面

非常不穩定，因此有可能會使病毒去活化而

影響採樣結果。 

 

3. 衝擊器採集 (Impaction) 

衝擊器的原理是利用氣流吹向收集面，

使得其中微粒因慣性而離開流線後撞 

擊並附著於收集表面。依照空氣入口的形狀

可分為兩大類型：狹縫採樣器 (slip sampler)

及篩狀採樣器(sieve sampler)。常用來採集空

氣中病毒的是屬於 

篩狀採樣器，篩狀採樣器是使氣流通過衝擊

版上均勻分佈的微孔而加速，使微粒衝擊在

培養皿上固定的位置，其中篩狀採樣器有一

階或數階的形式，數階的採樣器包括一系列

孔徑漸小的衝擊板，使的氣流流速越來越

大，大粒徑的微粒在前幾階被收集，而小粒

徑的微粒被收集在後面幾階，因此可以得知

微粒的粒徑分佈。    最具有代表性的篩狀

採樣器是1958年由Andersen發展出來的生物

氣膠採樣器，AMS分為一階、二階或六階的

採樣器。 

    利用一階採樣器採集病毒和採集細菌、

真菌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不同點在於採集

細菌或真菌時，在 AMS採樣器中準備的是適

合細菌或真菌生長的培養基(Agar plate)，採集

完畢將培養基置於適合細菌及真菌生長的條

件之後即可計數定量；至於要利用AMS來採

集病毒必須將先將 gelatin溶於培養液中，之

後再將該培養液冰於4 ℃的冰箱等其凝固，

此時即可將凝固後的培養液裝置於 AMS採

樣器上進行病毒採樣，採樣完畢之後，將培

養液置入室溫或培養箱中，即可進行後面的

病毒定量工作。 

以往利用一階採樣器採集細菌或真菌

時，最常碰見的問題就是因為一階採樣器只

有一階的收集面，比起六階的採樣器更容易

負載過度，不過利用gelatin broth採集病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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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此困擾，因為病毒溶於液體培養液

中，可做系列稀釋後再做 plaque assay或是

PCR，這是利用 gelatin broth採集病毒的優

點。不過利用gelatin broth採集病毒時也有缺

點，在gelatin broth的前處理會比較費時，而

且利用gelatin broth採集病毒和利用過膠濾紙

採集病毒相同，無法在中高濕度長時間採

樣，否則gelatin broth會在採樣期間溶化成液

體。 

 

病毒的定量方法 

任何的病毒採樣方法最後都需要以各種

方法加以定量或是分析，以下就針對病毒定

量方法作介紹： 

1. 培養的方法 (Culturing techniques) 

基本的方法是將病毒懸浮液加入培養的

單層細胞，病毒吸附於細胞上之後，再以融

化的瓊脂或其他的凝膠覆蓋，再依照不同病

毒的增值速度加以培養，再以中性紅或是其

他的染料染單層細胞，活細胞可以被著色，

但是被感染破壞的死細胞則不能被染劑上

色，因此形成肉眼可見的空斑。Plaque assay

是利用培養的方式來定量環境中的病毒，利

用培養的方式可偵測出究竟有多少病毒感染

了細胞，也就是說利用此法，我們可以獲得

具有感染力的病毒數目，不過要定量的病

毒，若在增值時期若無法破壞細胞，則無法

以此方法定量病毒。 

 

2. 流式細胞儀（Flow cytometry） 

流式細胞儀是早期監測水中細菌數量常

用的一種分析方法，近年來也逐漸應用於監

測水體中病毒的數量，流式細胞儀分析的原

理主要是利用螢光染劑和病毒的核酸結合

後，再以流式細胞儀的激發光原激發，被激

發的螢光染劑會釋放出螢光，該螢光會被流

式細胞儀偵測到，進而達到偵測病毒的目

的；不過由於病毒的顆粒相當小，我們必須

以螢光強度較強的螢光染劑加以染色，如此

才能提高儀器偵測的靈敏度。目前常應用於

染病毒的螢光染劑分別為 YOYO-1, POPO-1, 

or SYBR Green，這些染劑都有不錯的效果。

由於流式細胞儀因為在短時間內可以得到可

信且大量的數據，因此應用於病毒的領域越

來越普遍。 

 

3.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定量 PCR是利用即時螢光定量 PCR原

理，對DNA標的分子的起始拷貝數進行精確

定量的一種核酸檢測系統。該檢測方法精

確、靈敏、污染途徑少，是國際公認的核酸

分子定量的標準方法，定量 PCR常利用

TaqMan的技術，來針對標的目標設計primer

以及 probe，其原理是在 PCR反應體系中加

入螢光染劑，利用螢光信號積累即時監測整

個PCR進程，最後通過標準曲線對未知樣本

進行定量分析的方法，由於是針對微生物具

有特異性的核酸來加以設計其探針，因此定

量 PCR的特異性及敏感度的表現均相當優

異，當標的微生物無法以培養的方法來定量

時，此時定量 PCR就是一個相當實用的方

法。近年來定量PCR也逐漸被應用於偵測及

定量環境中的病毒，例如肝炎病毒、登革熱

病毒、腺病毒以及腸病毒等，因此將定量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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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定量 SARS病毒將會是一個省時且可

信的方法。 

 
 
口罩認知與 SARS防護 
蔡秉燚 博士 

Ø 美國田納西大學材料系教授及電機系兼
任教授及中國東華大學（上海）顧問教
授 (現任) 

Ø 專長過濾學、防護材料研究和材料電化
學處理學 

 

口罩（Respirator）是一種面罩（Face 

Mask），面罩，顧名思義是罩面的一種器具，

可分為全面罩與半面罩，又可依其應用的種

類分為微塵（Particulate）過濾與氣體（Gas）

過濾面罩，後者需附加如活性炭（Activated 

Carbon）之類的多孔吸附性材料，依此吸附

材料的性質，可吸附不同種類的毒氣或有機

氣體。如因使用的環境需要，面罩有時還附

帶動力汲氣桶以供給清潔的空氣或氣體如氧

氣等，亦其過濾的過程在面部以外的地方進

行。 

口罩經常是半面式的，當作防塵及防菌

之用，前者屬工業級口罩，後者屬醫療用口

罩。工業級口罩一般為杯狀或殼狀，具有較

大的過濾面積和較好的防漏邊界，蓋其依人

體面部輪廓製造。醫療用口罩一般為平面

狀，沒有特殊的防漏結構，此類口罩材質比

工業級口罩粗糙，微塵的過濾效果比較低，

因為一般細菌的大小在3微米（3/ 1000 厘米）

以上，要比微塵之次微米（Submicron）微粒

大的很多，故粗糙的材質即可達到效果。 

醫療口罩的檢驗方法是用葡萄球菌形

成氣膠，顆粒大小為 3微米左右，數目濃度

是每公升41個桿菌，氣膠流速為10.34 cm / 

s，此類口罩過濾效果分為95%和99%兩個等

級，空氣阻力要求在2.5厘米水柱以下。 

工業口罩屬微塵過濾的一種，經常是半

面罩，規格有美規、歐規、日規和澳大利亞

規，前兩者為大多數人使用的規格。茲就美

規加以介紹，美規分為三類，第一類為 N，

意義是口罩無抗油性（Non-oil resistance）的

性質，就是口罩僅供使用在無油的環境下，

第二類為 R，意義是口罩具有抗油（Oil 

resistance）的能力，也就是口罩可以在油性

的環境下使用一段指定的時間，第三類為P，

意義是口罩有絕對抗油的能力（Oil proof），

就是口罩可以在油性的環境下使用一段很長

的時間。每一類分別有三個等級，即 95、99

和100，故共有九種類等，分別是N95、N99、

N100、R95、R99、R100、P95、P99和P100。

95是過濾效果達 95%，99是過濾效果達

99%，100是過濾效果達99.97%，99.97%是高

效率過濾網（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的過濾效果，一般簡稱HEPA。 

美規的認證（Certification）單位是美國

疾病管制中心CDC（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所屬的一個單位叫 NIOS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海外的製造商可委託一個美國的代

表代為申請。N類口罩測試使用的氣膠為食

鹽粉塵，粉塵粒徑的算數平均值是 0.075微

米，幾何標準差在1.6以下；R類口罩使用的

氣膠為DOP（Diotyl Phthalate）霧塵，DOP為

一油性的材料並被懷疑是為致癌的因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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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粉塵和 DOP霧塵兩者濃度皆為  100毫克 

/ 立方米，測試使用的流量為85公升 / 分，

相當於成人的呼吸量，測試需持續進行到累

積在口罩上的量達到 200毫克為止，相當於

25分鐘的測試時間，每分鐘記錄一次測試結

果，N和R類的口罩在25分鐘的測試當中不

得有任何一次紀錄低於所規定的過濾效能，

即 95%、99%和 99.97%，至於 P類口罩，除

了上述所需達到的過濾效能外，在這25分鐘

的連續測試過程中，過濾效果不能呈現下降

的趨勢。各式口罩吸氣的空氣阻力不得高於

35厘米水柱，呼氣的阻力不得高於25厘米水

柱。當呼氣阻力高於25厘米水柱時，一般口

罩須加個呼氣閥，呼氣時，氣從氣閥排出，

可降低呼氣之空氣阻力。惟有氣閥的口罩不

適用於醫療用 ，醫用或醫療用口罩需有雙邊

防護的功能。 

早期高效的口罩材料是超細玻璃纖

維，1980年代以後，因為合成超細纖維的技

術逐漸成熟，加上原料的改良及加靜電技術

的提升，合成超細加靜電纖維的過濾效能要

比早期的超細玻璃纖維好了許多，空氣阻力

也低了許多，附帶的，此材料無皮膚敏感性，

故於 1990年代中期，美國 NIOSH採用新的

美規，即現在的N、R、P口罩。 

濾材對空氣微塵的過濾機制是纖維表

層對微塵的吸附，而非纖維間孔徑的阻絕，

故纖維間孔徑不必比微塵小，事實上，孔徑

往往比微塵大好幾百倍，如 N95的口罩，孔

徑大小在30微米左右，纖維直徑在2微米左

右，測試用的微塵粒徑為0.075微米，故孔徑

是微塵的 400倍大。怪哉！為何微塵不會從

孔洞中溜過，這就是如上所說的，過濾是纖

維表層對微塵的吸附而不是孔洞對微塵的阻

絕。吸附的方法有機械式的和靜電式的，機

械式的是當微塵碰到纖維，纖維用凡得瓦爾

力（Vander Wouls Forces）將微塵黏著，靜電

式的是用某種方法把靜電充到纖維裡面，讓

纖維產生永久的帶電體，當微塵接近纖維時

即被纖維內的電荷用庫倫力（Coulombic 

Force）吸附。因為微塵很小，故靜電對微塵

的吸附力特別強，也大大的提高了口罩的過

濾效果，筆者在加靜電技術上有數項專利，

先後被歐美地區20餘家公司採用。 

加 靜 電 （ Charging）， 俗 稱 駐 極

（Polarization），其實加靜電和駐極兩者是不

一樣的，其理論超出本文範圍，故不予討論。

加靜電的布通常稱為靜電布，靜電布的的形

成方法有多種不同的技術，屬於特殊技術，

其理論亦超出本文範圍。靜電布在正常的環

境下，靜電經過很長的時間仍然沒有衰退的

現象，但在高溫下如130℃，則靜電有明顯的

衰退現象，高溫殺菌在125℃蒸汽進行，因只

持續 30分鐘，故過濾效能只衰退 1%，口罩

送NIOSH檢測，必須以45℃前處理25小時，

口罩效能約會降低0.5%，因口罩材質屬撥水

性，故濕度對靜電效能沒有影響，甚至把口

罩放到水裡面再拿出來晾乾，效能也無衰退

的現象，但溶劑如酒精或洗濯劑如肥皂等，

則會完全除掉纖維裡的靜電。 

靜電布當過濾DOP油性的霧塵時，隨著

霧塵在口罩上的累積，則口罩的效能逐漸明

顯的降低，因為靜電被DOP衰減，DOP對靜

電的殺傷力和溶劑對靜電的殺傷力相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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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類口罩應避免在油性環境下使用；R或 P

類口罩有抗或防油性霧塵的能力，得以在油

性的環境下使用，此類口罩係經特殊的處

理，理論不在本文範圍。 

口罩除了美規以外，歐規也是一種常用

的規格，分為FFP1（80%效能），FFP2（94%）

和FFP3（99%效能），雖然與美規不盡相同，

但FFP2介於美規N95和R95之間，FFP3介

於美規 N99和 R99之間，故歐規 FFP2也被

WHO建議於防SARS用。 

世界衛生組織（WHO），引用工業安全

級口罩之N95或FFP2作為防SARS之防疫口

罩。SARS之傳染途徑初步瞭解是直接飛沫傳

染或間接接觸感染，後者是手接觸到有帶病

原體的口沫，再接觸到口鼻而傳染，前者為

配戴口罩可以防止的，至於戴何種口罩，口

罩可以戴多久，口罩如何卸下來，卸下來以

後如何處理，凡此種種仍有待研究和探討

的。N95口罩是工業安全級的口罩，而不是

特別設計或是製造來防SARS，SARS是一種

新的病毒，WHO情急之下，臨時動用 N95

口罩作為防SARS用。 

飛沫是飛於空氣中的口沫，其粒徑遠比

微塵大，故口罩的功能是為阻擋並非過濾，

阻擋用的口罩其微塵過濾效果不必太高，一

般平面的醫療口罩其微塵過濾效能介於

70%~80%之間，其對細菌的過濾效果則在

95%~99%之間。此類口罩必然俱有飛沫阻擋

或隔絕的功用，但此類口罩沒有邊界防漏的

結構。作為防飛沫的口罩，表層不得使用親

水性如棉纖維，Rayon纖維等材質，以防飛

沫被阻擋於表層後藉著纖維的親水性而擴

散。 

據研究，SARS附著在塑膠表面的病

菌，24小時後即會死亡，或在57℃溫度下30

分鐘亦會死亡，死亡的原因有待追究，是24

小時後飛沫乾燥病菌失水而死？如飛沫沒有

乾燥，病菌24小時會否死亡？同理，57℃，

30分鐘的死因是飛沫烘乾或溫度致病菌於

死？病菌的死因決定口罩使用的種類或決定

口罩材質的選擇和口罩的設計，病菌死因也

決定口罩如何使用及使用後如何處置。 

微塵經口罩過濾後便被機械過濾式的

凡得瓦爾力或電荷式的靜電力吸附在纖維的

表面，在正常情況下，微塵不會有脫落或是

轉移的現象。病毒在離開寄體（Carrier）後即

屬微塵的大小範圍，如愛滋病毒（HIV）大小

為 0.09微米（90奈米），B型肝炎為 0.05微

米（50奈米），SARS為0.045微米（45奈米）。

病毒在大環境下靠著寄體移動，如愛滋病毒

和肝炎病毒是靠血液移動，故外科手術的口

罩在有HIV和C肝病毒威脅時（此兩者沒有

疫苗），要戴有抗血性質的口罩，血液飛濺到

口罩後，血液不會擴散，凝固後，病毒即被

鎖在凝固的血液中，當然有病毒浮在血液的

表面，但血液有明顯的顏色，容易被察覺及

時注意更換口罩。 

飛沫的主要成分是水，水以水分子方式

蒸發，蒸發後的 SARS病毒會不會被殘餘的

其他物質鎖住，如未被鎖住，單獨的病毒大

小屬微塵，但俱有生命跡象，此病毒會否在

纖維中轉移，仍有待研究。如病毒在纖維中

有移動的能力，則遲早會移動到口罩內層，

而與口鼻接觸而感染。在此情況下，口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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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沫污染後即需更換，但飛沫呈白色，不易

被察覺，科學家正研究如何在口罩表面上一

層塗層，當飛沫飛濺於口罩上即呈明顯的顏

色可以被察覺及時更換口罩，或於口罩表面

上一層滅菌劑，當飛沫飛濺到口罩上，病毒

即被滅菌劑消滅。 

當取下污染的口罩時，如手先觸摸飛

沫，再觸口鼻就有被感染的可能，或手先觸

摸他物，有人再觸摸此物，再觸口鼻亦有被

傳染的可能。筆者認為欲取下口罩時，應面

對丟棄桶，用剪刀剪斷兩條耳帶，讓其自然

掉落到丟棄桶內，避免用手觸摸，丟棄桶內

再行消毒、丟棄處理。平常在大環境下不需

要戴口罩，因為飛沫傳染是從病重的病人那

裡傳染，縱使感染，初期也不容易傳染他人。 

口罩缺貨時，可以將口罩放在乾燥的地

方懸置24小時，或用57℃溫度烘乾30分鐘，

或為安全起見可將時間延長一倍為48小時或

是60分鐘，口罩滅菌後可繼續使用。57℃ 60

分鐘不會造成靜電衰退的現象，故可重複使

用多次，但絕對要避免使用溶劑或是洗濯劑

消毒或清潔，因此二物會消除靜電，靜電消

除後，口罩的過濾效果會從95%降到50%。 

 

（本文作者為美國靜電學會、纖維協會，過

濾協會及中華民國氣膠協會會員，曾任中國

電子科技大學（成都）國際合作教授，國立

台北科技大學客座教授及中國紡織工業研究

中心（台北）工程師等職。作者專長過濾學、

防護材料研究和材料電化學處理學。在求學

的過程中，跨越各系修習課程達500餘學分，

現有著作及學術演講共350餘篇，12項美國

專利及多項國際專利，曾任及現任美、歐、

澳及亞洲共一百餘廠家技術顧問。電子通訊

地址是 ppytsai@utk.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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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AEROSOL RESEARCH PROGRAM IN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IVISION AT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 鄭盟東 博士 
By 
Meng-Dawn Cheng,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Oak Ridge, Tennessee, USA 
 

Aerosol particles are ubiquitous in the environment, range in size over 5-6 orders of magnitude, and can 
have an extremely complex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shape. We are now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 very broad spectrum of scientific inquiry where aerosols are important. For example, until recently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biological aerosols particles have been controversial in setting standard for ambient 
particulate matter. However, recent threats of bio-terrorism have led to a dramatic increase of interest in the 
detection of biological aerosols. For an example, on a global scale based on a recent ICCP report 
(http://www.grida.no/climate/ipcc_tar/wg1/index.htm),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aerosols is the weakest link 
in models that simulate Earth’s climate change. Aerosol research has found many applications ranging from 
tradi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to recent medical/pharmaceutical and material 
processing. This study of aerosol is interdisciplinary requiring knowledge from many areas such as biology, 
chemistry, engineering, and/or physics. 

A team of scientists with diverse research backgrounds and expertise has been assembled at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ORNL) to conduct basic and applied aerosol research in support of the mission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http://www.doe.gov) and other agencies. Located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Great 
Smoky Mountains in East Tennessee (http://www.aqd.nps.gov/ard/parks/grsm/grsmcam/grsmcam.htm), ORNL 
is a DOE multi-program energy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laboratory (http://www.ornl.gov/). The aerosol 
research team led by the author consists of several staff members in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ivision 
(http://www.esd.ornl.gov), researchers from other divisions at ORNL and other DOE installations located 
nearby in Oak Ridge, and post graduates (postdoctoral and post masters) from 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Knoxville. Team members also are actively collaborating with 
researchers from other laboratorie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on a number 
of research topics related to instrumentation, measurement, combustion, toxicology, and fundamental aerosol 
processes. 

Ongoing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team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atmospheric 
particles, (2) advanced mobile emissions measurement, and (3) biological interactions with aerosol particles. 
This research is funded by federal agencies including DO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U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US 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Space Agency (NASA),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Federal Hig hway Authority (FHWA), and private industry through 
contracts and cooperative research agreements. Among these research activ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aerosol analytical instruments and control strategies are the unifying themes that are shared by all 
of the projects in recognition of the fact that good aerosol research depends on instruments that provide 
reliable results. 

氣膠實驗室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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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rea of atmospheric particles, our ongoing projects focus o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port of fine 
and ultrafine particles in the forested area of the Great Smoky Mountains,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particles 
with clouds and radiative energy, important to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The fine and ultrafine particles are tiny 
airborne particles whose diameters are small than or equal to 1.0 (fine) and 0.1 (ultrafine) µm. We have 
collaborated with scientist from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nd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s to conduct 
intensive data-gathering campaigns, and involved in the major US Eastern Intensive Campaign in July 2002. 
The author is the chief scientist of a DOE supported data quality science center located at ORNL 
(http://cdiac.esd.ornl.gov/programs/NARSTO/narsto.html). The center is designated to manage and quality 
control data produced by federally and stated funded research projects for atmospheric ozone and fine 
particles. Conventional filter sampling apparatuses (operated at 12 to 24 hour intervals) for determining PM 

mass and chemical species (ions, metals, 
and semi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are 
employed at a site located near the 
mountains. In parallel, there are 
continuous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used for determining particle mass and 
number concentrations, size distribution, 
and chemical speciation of particles as 
well as concentration of gas species 
providing high temporal resolution data for 
advanced modeling analysis. Analysis of 
data for the year 2000 has been published 
i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Cheng and 
Tanner, Atmos. Environ., 36 (2002): 5, 
795-5, 806), while analysis of data for 
subsequent years is ongoing. 

Knoxville (located 32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Oak Ridge) is the largest city in East Tennessee with a population of approximately 180,000 in 
2002. Several major US interstate highways coverage near the city making it a major crossroads for ground 
transport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goods in the southeastern region of the US. In the past 10 years, vehicular 
traffic has gradually become a major contributor to local air pollution that also affects the air quality in the 
nearby 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a Class I area. Reliable methods to monitor on-road emissions 
of PM and vapor phase species from the vehicular traffic (e.g., diesel-powered trucks and other heavy duty 
vehicles; and gasoline -powered vehicles) are not available. Therefore, reliable emission estimates to support 
the design of effective air quality control strategies have been severely limited. Our research team has 
established an environmental field research laboratory along a 4 KM section of the interstate high way in West 
Knoxville as a testbed for advanced, on-road, real-time, remote sensing emission monitoring instruments that 
the team is developing. In addition, we are conducting research on micro-scale transport and formation of PM 
and gases related to vehicular emissions.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are installed on-site and opera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Knoxville; regional and synoptical data are available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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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A laboratory operated from Oak Ridge. 
These data will enable us to perform the Large 
Eddy Simulation modeling of the microscale 
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lutants emitted 
by vehicles and surrounding sourc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scientists from other 
DOE and DOD laboratories, we have also been 
investigating biological interactions with airborne 
particles. Several particles including engine 
exhausts (diesel, gasoline, and turbine) and 
synthetic materials of interest to the agencies 
have been examined using a novel technique 
developed by our research team at ORNL. For 
example, the technique enables us to investigate 
cellular responses from exposure to particles 
without the need for dispersing the particles into 
a liquid phase medium as commonly done in a toxicological study. Therefore,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particles are preserved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o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are present. 
Many techniques have been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s including, for example, conventional 

molecular probes and assays, and 
advanced microarray and genetic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cell exposure to exhausts 
from diesel and gasoline -powered engines 
have been published recently in 
Chemosphere (Cheng, et. al., 2003, in 
press). 

The team employs state-of-the-art 
instruments for the research work briefly 
described above. In addition to standard 
filter sampling using sing-stage or cascade 
impactor approach, vapor trap, and/or 
denuder followed by laboratory analysis 
methods, major aero sol research instrument 
suites available to the team including 
scanning mobility particle spectrometers 
equipped with nano and long differential 
mobility analyzers, ultrafine condensation 

particle counters, aerodynamic particle sizer,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s, taper-element oscillating microbalance 
multiangle polarization-modulated particle size spectrometer, time-of-flight single particle mass spectrometer, 
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meter, Sunset OC/EC monitor, scanning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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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copy, scanning tunneling and atomic force microscopes. A unique aerosol beam focused laser-induced 
plasma (ABFLIPS)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ed and patented by the team for providing real-time (Cheng, 
Talanta, 2003, in press), on-line measurement of elemental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airborne particles. We 
have also developed and/or employed many in-situ probes using optical techniques such as laser-induced 
fluorescence time-gated laser-induced plasma, and photofragmentation. Use of Cavity-Ring Down, Raman 
and surface-enhanced Raman technologies are being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 to the in-situ measurement 
capability, the team has also developed a portable continuous wave frequency modulated coherent microburst 
lidar for remote sensing of aerosol particles with a very high resolution (~tens of cm) as compared to those 
currently employed in atmospheric science research, and an open-path UV absorption technology for remote 
sensing gaseous species.  

I have tried to describe the aerosol research program at ORNL with which I am involved and help 
developed. However, this is just a small part of the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the Laboratory available to aerosol 
works. There are reliable machine shops, fabrication, electronics, and computing facilities throughout the 
complex and nearby areas. Other on-site supporting facilities, for example, include high-resolution electron 
microscopes at the High Temperature Materials Laboratory (http://www..ornl.gov/htmlhome/default.htm) that 
have been used previously and in current study to provide detailed images and morphological data for 
estimating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the particles. Morphology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aerosol 
functions. The small angle neutron scattering capabilities at the High Flux Isotope Reactor 
(http://www.ornl.gov/hfir/hfirhome.htm) and the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http://www.sns.gov/,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are another example of the facilities supporting research at ORNL. The functional genomics 
laboratory (http://bio.lsd.ornl.gov/mgd/index.html) will play a major role in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s of the 
impacts of aerosols on biological systems; it is currently under-construction and to be located in the 
Environmental and Life Sciences Complex at ORNL. Obviously, a lot of research, large or small-scale, goes on 
at a national laboratory like ORNL and other DOE national laboratories in the US. The ORNL public web site at 
http://www.ornl.gov/ is a good place to visi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Laboratory and its research mission.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advanced aerosol research program, please contact: 
 
Meng-Dawn Cheng 
Senior Scientist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ivision 
Oak Ridge, TN 37831-6038, USA 
Phone: (865) 241-5918 
Fax: (865) 576-8646 
Email: chengmd@ornl.gov 
Web: http://www.esd.ornl.gov/research/cheng_highlight.html 
 
Acknowledgements: This article was invited by Prof. Chuen-Jinn Tsai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nd 
prepared for the Newsletter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erosol Research in Taiwan.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is managed by UT-Battelle, LLC, for the U.S. Dept. of Energy under contract 
DE-AC05-00OR22725. 
Date: June 7,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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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氣膠之淵源：民國78年暑假退伍後，

心懷對環境保護的執著，跟一群同學、學長

一頭栽進台大環工所鄭福田教授之空污實

驗室當研究助理，當時有碩士班的學長正開

始進行國內正起步的氣膠學相關碩士論

文，基於興趣，也開始看 Reist及 Hinds兩

位教授分別寫的氣膠學經典教科書。 

考上研究所後，有幸成為國內第一批操

作TSI DMPS (SMPS前身)的研究生，也開始

接 受氣膠研討會的學術洗禮，因為當時國

內第一個以氣膠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就在

我碩一升碩二時在台北央圖舉辦。碩士班畢

業後因緣際會進入台大公衛工作，並進而攻

讀博士班，在李芝珊教授指導下，完成以生

物氣膠為主題之博士論文，從此即與生物氣

膠為伍。 

迷人的氣膠學

與生物氣膠：氣膠學

對我而言有股莫名

的吸引力，我也以能

夠時常學習與研究

生物氣膠為樂，儘管

生物氣膠這主題常在研討會中排在壓軸場

次，甚至沒有這單獨主題場次。而生物性危

害及相關的作業環境測定也尚未正式成為

法制標題，但這也說明了生物氣膠仍有很大

的揮灑空間。目前國內外從事生物氣膠研究

的學者，以女性為多數，這是一個蠻有趣的

事實，另一方面，近年來國內有許多學者來

參與生物氣膠的相關研究，這也是件非常可

喜的現象，也希望大家能有更多合作的機

會。 

愛屋及烏-黴菌與香菇：我的博士論文以

黴菌及酵母菌等所謂低等真菌為研究對

象，目前的 研究主題也一直以此為主軸，

那香菇呢？它則是高等的真菌。在幾年前一

個偶然的機會中，我買了一個好看、有趣的

香菇造型撲滿，從此我開始收集是菇類造型

或有菇類圖案的物品，小至徽章、髮夾，大

至花盆、檯燈，至今樂此不疲，並在個人網

頁 中 展 示 ， 歡 迎 大 家 上 網 參 觀 ：

http://w3.csmu.edu.tw/~whlin  

 

 

 

 

 

姓名： 林文海  

現職：  

副教授兼系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

衛生學系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博士 

研究興趣： 

生物氣膠 

生物安全 

環境與職業健康 
聯絡方法： 

電話: +886-4-24730022, ext. 1793 
傳真: +886-4-23248179 
E-mail: whlin@csmu.edu.tw 
個人網頁: Http://w3.csmu.edu.tw/~whlin/ 

專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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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投稿截止日)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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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http://www.caart.org.tw/ 

高雄 

Oct. 20– 24 AAAR 2003 Annual Conference (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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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 25, 2003) 

馬來西亞 Penang 

 

2004年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投稿截止日) 地點 

Jan 6-9 The 3rd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Oct 31, 2003) 
Website: http://www.ust.hk/%7E3aachk/  

香港 Hong Kong 

May 2-4 HEI Annual Conference 2004 
Website: http://www.healtheffects.org/meetings.htm  

美國 波士頓市
Boston, MA 

Jun 20-24 A&WMA's 97th Annu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Website: http://www.aiha.org/  

美國印第安娜州 
Indian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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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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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會員周更生教授榮任中國化學工程

學會理事長 

本會永久會員 清華大學 化工系 教授 工

學院 副院長 周更生 於 92.1.1 就任 '中
國化學工程學會' 理事長, 任期一年. (感
謝呂世源教授/前秘書長提供此一消息) 
 
會員專長研究領域與產學合作調查 

 
郭泰麟 博士 
產學合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氣

膠學會產學合作

委員會為統計全

體氣膠學會會員

相關專長，日前設

計了一份產學合

作意願調查表，在各位會員的協助調查

下，截至 6 月 10 日為止共計回收 20

份有效問卷，其中 7份包含專業研究領

域及實驗檢測設備之調查，產學合作委

員會就這 20 份回收問卷做了下列統

計：  

圖 3：就回收問卷中以各會員目前

負責之專案中產學合作之專案所佔之

百分比做統計，資料顯示產學合作佔負

責專案百分比以 0%-10%居多  

圖 4：就各會員進行專業研究領域

調查，調查項目依專長研究領域分為

Aerosol Chemistry, Aerosol 
Fundamentals , Aerosol Instrumentation, 
Aerosol Modeling, Electric Effects, 
Atmospheric Aerosols, Nanoparticles, 

PM10/PM2.5及 Other Themes九大項，

每一大項再細分為各細項專長調查 (詳

見圖 5~12)。專長研究領域之問卷調查

因係第二次版本之問卷新增之問卷調

查內容，第一版本問卷僅由會員自行填

寫各自專長領域，因此第二版本之問卷

回收統計至 6 月 10 日截止共 7 份，圖

5 至圖 12 僅就 7 位會員之專長研究領

域做細項分類統計圖表。  

由於此項調查有助於學會本身瞭

解會員的專長等相關背景與產學合作

委員會輔導與促進任職學術界的會員

與產業間的合作關係，雖然回收 20 份

問卷，但仍有許多任職學術界的會員尚

未填寫，顧及大家工作忙碌，在此次會

員通訊中再隨通訊寄發此份問卷，希望

各位能多多填寫，幫助學會蒐集更完整

的資訊，最後，謝謝各位寶貴的時間 ! 

 

會員交流廣場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氣氣膠膠研研究究學學會會會會訊訊  
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22 

 
 

產學合作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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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產學合作比率 

 

專長研究領域統計人數共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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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專長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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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ol chemistry統計人數共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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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氣膠化學 (統計人數共 7人) 

 

Aerosol Fundamen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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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氣膠基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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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氣膠儀器量測技術 

 

Aerosol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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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氣膠理論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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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ic aeros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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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氣氣膠相關研究 
 
 

Health aspects of aeros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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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健康相關氣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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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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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Nan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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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PM10/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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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產學合作意向調查表 
問卷編號：                     

本問卷採取記名方式，您的問卷僅供氣膠學會學術研究之用，絕不做為商業用途。 
您的基本資料相對性也受到絕對的保密，敬請放心作答，填妥後請 E-mail至學會的 email address 
(caartorg@saturn.yzu.edu.tw )，再次感謝您的參與及合作! 
姓    名  E-mail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   ) 傳真電話  (   ) 

1.您的專長研究領域 (請勾選研究方向有關之學門名稱 )  
Aerosol Chemistry 
___Aerosol chemistry  
___Aerosol catalysis 
___Aerosol surface reactions 
___Aqueous-phase chemistry  
___Chemical analysis 
___Chemical composition 
___Chemical properties 
___Field measurements 
___Sulfur and carbonaceous particles 
 
Aerosol Fundamentals 
___Aerosol fundamentals 
___Aerosol formation 
___Coagulation and condensation 
___Sintering 
___Physical properties  
___Heat and mass transfer 
___Aerosol dynamics 
___Aerosol interaction with surfaces 
___Particle deposition 
___Optics  
 
Aerosol Instrumentation 
___Aerosol instrumentation 
___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___Monitoring 
___Generation 
___Optics 
___Filtration 
___Ultrafine particles 
___Bioaerosols 
___Environmental particles 
 
Aerosol Modelling 
___Aerosol modelling 
___Fundamentals 
___Aerosol dynamics 
___Particle formation and growth 
___Numerical Simulation  
___Atmospheric (global, regional, process) 
___Multiphase processes 
 
Electric Effects 
___Electrical effects 
___Charge measuring instruments 
___Electrospraying 
___Charging 
___Charge general  

Atmospheric Aerosols 
___Atmospheric aerosols 
___Multiphase atmospheric chemistry  
___Particle formation and growth 
___Hygroscopicity and aerosol-cloud interaction  
___Urban aerosols and anthropogenic sources 
___Optical properties 
___Optical effects and remote sensing 
___Marine aerosols 
___Special field campaigns 
___Biological particles  
___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s 
 
Health Aspects of Aerosols 
___Health aspects of aerosols 
___Environmental particles  
___Indoor particles 
___Lung-particle interactions  
___Therapeutic particles 
 
High Temperature Aerosols 
___High temperature aerosols 
___Combustion 
___Stationary Combustion 
___Diesel and soot 
___Material synthesis 
___Nuclear aerosols 
___High temperature modeling 
 
Nanoparticles 
___Nanoparticles 
___Basics 
___Generation 
___Combustion synthesis 
___Measurement/characterization 
___Applications  
 
PM10/PM2.5 
___PM10 /PM2.5 
___PM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 
___Measurements 
 
Other Themes 
If you consider that your theme does not fit in any of 
the previous categories, you can add a new one... 
However, this introduction, though possible, is 
discouraged for database management and indexing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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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的研究項目中，正進行哪些產學合作項目? 

 

 

 

3.承上題，您合作的對象大都為何種產業? 

 

 

 

4.產學合作之專案佔您負責之專案之百分比為何? 

A.□0%-10% B.□11%-20% C.□21%-30% D.□31%-40% E.□41%-50% 

F.□51%-60% G.□61%-70% H.□71%-80% I.□81%-90% J.□91%-100% 

5. 目前實驗室有哪些檢測設備? 請填寫設備型號、廠牌、與功能  

 

 

 

 

 

 

 

 

 填表日期：民國 92年   月   日  

 

非常感謝您抽空填寫此問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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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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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