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會訊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本期內容

會長的話
十年有成，放眼國際，邁向未來
適逢中華民國氣
膠研究學會十週年會
慶，身為會長，深感
榮幸有機會和各位共
享喜悅，同時攜手向
未來的十年邁進。
“十”在中華文化裡永遠是一個吉祥的數
字。她代表著十全十美，前途無限。值此十
週年之際，憶及過去美好的一切，展望將來，
前景竟是充滿了機會與挑戰。
在過去的十年裡， 本會從無到有，儼然
已成為一個產官學研結合、凝聚力極強的氣
膠學術大家庭。組織雖然並不龐大，多年來
努力耕耘的結果，本會在國內外氣膠及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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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的研究與應用領域上，確已建立其專業
的地位，並且在成果共享及學術服務上，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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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錯的口碑。
對公共社會的服務，本會一向全力以
赴；舉辦技術研討會、訓練課程、專業諮詢、
年會與研討會等，已成為本會經常性的工
作。值得一提的是，2002 年 9 月於台北舉辦
的第六屆國際氣膠研討會，與會者非常踴
躍，整體的水準相當突出，倍受國際友人讚
譽，可以說是一次成功的學術外交。前數月，
舉國上下一致抗煞期間，本會許多會員積極
地奉獻，不眠不休地參與技術諮詢、教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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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以及防護系統工作，專業精神實在可佩。

稿、進行審核。改組後第一次的期刊預計將

此外，定期出版高水準的學術期刊及年度研

於明年初出刊。我們衷心地盼望，這份期刊

討會論文集，也為本會奠定了一定的學術地

能很快地建立其國際（尤其是亞洲）學術交

位。凡此種種，雖非盡善盡美，卻足以令許

流園地的地位；讓氣膠研究學者在共享研究

許多多曾經用心付出的伙伴們感到安慰。

成果之餘，可相互切磋、激發創意、甚而進

緬懷溫馨的過去，環顧現今急劇變化的

行合作。

動態環境，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視本會的未

第二、加強學研與產官之間的合作：在

來方向與重點。在知識服務排帥、研發資源

理監事會外，本會亦成立了產學合作委員

日益有限的今日，本會實有必要走入社會、

會，以加速促進氣膠及空氣品質專業供需兩

邁向國際，增進與各方面群體的互動。惟其

方面的協調與結合。目前正在規劃中的教育

如此，本會才能積極地對廣大的社會做出更

訓練及共同研究的議題有：防煞、奈米微粒

積極的貢獻，贏取更深厚的認同與支持，以

應用等等，期望能有效地為產業單位及政府

促進本會的永續發展。

機構提供整合性的研究與技術服務。此方面

前輩們的努力，已為本會奠定了堅實的

在多位熱心會員的參與下，工作正緊鑼密鼓

基礎。值此更替之際，容我為本會擬定一新

地展開中。

的願景，即：將氣膠學會塑造成一個積極主

第三、鼓勵年青學者及研究生的參與：

動、與國內外氣膠群體密切互助的學術組

中英文電子會刊的出版，無疑地是一項嶄新

織。在多位前任會長及現任理監事們的指教

且成功的嚐試，在全球的讀者群中，已引起

下，幾項重點方向已大致擬定，並已在本會

了廣汎的迴響。此舉為氣膠學會的會員及朋

通訊三十期向各位報告。現檢討其進展如下：

友間，建立了一個有效的交流互動的平台，

第一、增進國際合作，在互利的情況下，

也為本學會帶動了活潑且有生氣的氛圍，有

擴大參與國內外的氣膠研究：在國際化方

助於本會健全的發展。此外，青年氣膠營的

面，本會的「氣膠與空氣品質研究」期刊已

儘速舉辦亦勢在必行，以持續蓄發的動力，

跨出了歷史性的一大步。承蒙多位國際知名

加強青年會員們的向心力。畢竟，這些充滿

氣膠學者的熱切支持與齊心努力，期刊編輯

創意及活力的年青學者及研究生，是本會未

委員會已大幅改組，由三位主編及二十位編

來的主人翁和希望。

輯委員共同組成，每位均各有專精且具區域

最後，我要感謝各位長久以來的支持與

代表性。編委會目前已開始運作並接受投

愛護，沒有你們的熱心參與，本會不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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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也惟有各位持續的貢獻，本會才能永

吸道癥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續經營，長治久安。讓我們大家共同攜手前

Syndrome; SARS）以來，政府及民間亟需抗

進，為創造未來更燦爛的十年而努力。

煞及防煞相關訊息，然而，許多似是而非的
報導充斥媒體，卻反而使得一般民眾無所適
從。有鑑於此，本會乃在白曛綾副會長及諸

會長

位氣膠先進的倡議之下，成立了「抗煞教育

巢志成

宣導與研究發展專家學者顧問群」
，期能藉由
本學會的專業形象及知識，向政府及民眾提
供正確的抗煞資訊，並期盼在未來發生類似
情形時，本學會能在第一時間提出專業建議。
此外，第三屆亞洲氣膠研討會（3rd Asia
Aerosol Conference）因 SARS 而由今年 7 月
初延期至明年元月 6~9 日在香港舉行，屆時

第一副會長的話

本會將組成代表團，與會參加亞洲氣膠家庭

在首屆會長王院長及諸位前任會長的卓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聚會；並將於本屆大會上

越領導及努力經營之下，已為本會營造了良

積極爭取 2005 年第四屆亞洲氣膠研討會在

好的傳統與文化，使得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

我國高雄市舉行。這將是繼本會在 2002 年圓

會（CAART）成為一個屬於每位會員的大家

滿舉辦第六屆國際氣膠研討會後，另一項重

庭，也是一個充滿活力和理想的學術研究園

大的國際學術活動。屆時尚請本會全體會員

地。自去年底承蒙各位會員

協助動員亞洲氣膠界國際友人，共同支持與

先進之抬愛，獲選第一副會

促成本項提案在大會中通過。

長以來，即深覺責任重大，

最後，期盼本學會在巢會長的領導及全

無時無刻不思為本學會略盡

體會員的共同努力之下，共創更璀燦的一頁。

棉薄之力。目前最重要的工
作即在協助巢會長推動會務相關工作，健全
會員組織，強化委員會功能，加強對外聯繫，
並朝國際化及制度化方向努力。
尤其在今年年初全球發生嚴重急性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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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的作者，豐富本期會訊的內容！
大家好!首先恭喜本年
主編

度氣膠研討會於高雄第一

龍世俊

科技大學順利地舉辦完成
，有關這次大會的重點報
告，將刊於下一期十二月
份會訊中。針對 SARS 所造成的威脅，在這
次研討會的特別議程中有許多討論，本期會
訊也持續針對生物氣膠這個領域，介紹成功
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蘇慧貞教授的實驗室。

公佈欄

蘇教授是國內少數幾位長期從事生物氣膠、
第二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

室內空污相關研究的學者，擁有十分完善的
實驗設備，希望這篇介紹讓對此領域有興趣

第二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由國立中山

的會員，進一步了解生物氣膠相關的採樣監

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舉辦，由於今年初 SARS

測技術。
在氣膠新知方面，特別邀請本會資深會

的關係，將延至明年二月 10~12 日（暫定）

員：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呂世源教授，介紹

寒假期間在高雄市西子灣舉行，此次研習會

目前產官學界皆非常寄予厚望的奈米科技相

主題為「環境奈米氣膠微粒研習暨觀摩會」。

關技術，引領大家更加了解在奈米微粒應用

研習期間除安排國內有關懸浮微粒及奈米氣

上的技術突破及發展。本期的學者介紹，包

膠專業領域之學者專家授課外，亦規劃參觀

括了本會現任副會長袁中新教授，及兩位非

學術研究機構及產業界（台南科學園區及中

常年輕的助理教授：本會新任理事朝陽科技

鋼公司），期使參與研習之學員能夠更深入

大學楊錫賢教授及中山醫學大學頼全裕教

瞭解奈米氣膠微粒的來源、組織、特性、監

授。除了希望會員們能更加認識目前本會的

測與控制。研習期間安排住宿高雄市西子灣

幹部，也希望能增加年輕一輩學者的曝光

及曾文水庫，歡迎各大學校院之大學生、碩

率。另外，在此再次呼籲各會員能主動提供

博士研究生及公民營研究機構（如：勞研所、

給我們您自己或其他會員最新情況，增進彼

工研院）相關人員踴躍參與，氣膠研究學會

此了解。在這裡，我再次謝謝各位提供稿件

會員優先。此外，敬請從事環境懸浮微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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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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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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代署長張祖恩

王秋森 IARA 國際氣膠聯盟現任主席祝
大會成功

Highlights of the 10th CAART
Annual Conference and Annual

高雄第一副校長朱四明

高雄縣環保局局長王茂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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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RT 十週年紀念日!生日快樂!!

李芝珊教授與陳培詩獲頒技術論文獎

王秋森榮獲傑出成就獎

盧信中教授獲頒秋森獎

氣膠年會是全體會員一年一度的重要交
流活動

李崇德前會長榮獲氣膠之友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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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忙著交換意見

林銳敏教授非常成功的主辦第十屆
氣膠年會

第四次理監事會議

勞研所葉文裕組長與曹志成會長正享
用美味的點心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 2003 年年會

學者專家忙著交換意見

第一副會長袁中新和第二副會長白曛
綾教授先後報告氣膠青年之旅和
SARS 相關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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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議會者在 9 月 12 日學會 10 歲生日後團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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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新知
附以進行後續之自我限制反應, 形成單層分
原子層沉積
呂世源

子產物. 這樣的沉積方式導致 ALD 製程有

清華大學化工系

許多優於 CVD 製程之處, 例如: 精確(次奈

原子層沉積(ALD,

米級)且簡單的厚度控制、明確的界面、大範

或稱原子層磊晶, ALE)

圍的均一度、極佳的幾何保持性、好的再現

是一改良自化學氣相

性、多層薄膜的可行性、在相對低溫下獲致

沉積(CVD), 可用以沉

高品質薄膜等(Ritala & Leskela, 1999). 圖二

積超薄薄膜的程序.

(Ritala 等人, 1999)所示為一具有高的長寬

它進行的基本步驟可以圖一來說明.

比且表面以原子層沉積法沉積 14 奈米厚 TiN

(http://www.e-insite.net/semiconductor/index.a

的渠溝結構之側面電子顯微照片. 由圖中可

sp?layout=article&articleid=CA167358)所示

看出渠溝結購之幾何形狀在沉積 TiN 薄膜後

為一利用原子層沉積來成長 Al2O3 薄膜的示

仍保持不變.

意圖, 所使用的先驅物為 Al(CH3)3 與 H2O.

目前, 微電子與光電元件的特徵尺寸不

首先將系統抽真空以除去殘留的不純物, 接

斷縮減, 可預期對薄膜厚度與均一性之要求

著將先驅物 A(在這裡是 Al(CH3)3)引入, 使

標準將愈趨嚴格. 擁有次奈米可控度的 ALD

其吸附於基板表面形成一飽和單層化學吸附

技術顯然將在奈米科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層, 多餘的先驅物以惰性氣體驅趕或抽真空

此技術唯一令人擔心的是, 由於每循環單層

去除. 再來, 以同樣的方式將先驅物 B(在這

成長的限制, 造成它緩慢的薄膜成長速度.

裡是 H2O)引入, 使其與單層先驅物 A 反應生

不過這個缺點將變得不那麼重要, 因為在將

成單分子層之產物 C(在這裡是 Al2O3). 多餘

來的應用上, 所需薄膜厚度將大幅減小. 目

的先驅物 B 與副產物以惰性氣體驅趕或抽真

前看來, ALD 技術的可能應用範圍包括微電

空去除. 重複上述之 ABAB…循環即可成長

子與光電元件、平面顯示、微機電系統(甚至

產物 C 之超薄薄膜, 其薄膜厚度之控制可達

奈米機電系統)、感應器等.

單分子層(次奈米)程度.

參考文獻:

原子層沉積與化學氣相沉積之最大不同

M. Ritala and M. Leskela, Nanotechnology, 10,
19 (1999).
M. Ritala, M. Leskela, J.-P. Dekker, C.
Mutsaers, P.J. Soininen, and J. Skarp, Chem.

在於氣相先驅物之引入方式. 在 CVD 程序
中, 氣相先驅物是先預混或進入沉積腔後混
合以進行反應並沉積. 在 ALD 程序中, 氣相

Vapor. Depos., 5, 7 (1999).

先驅物按順序引入沉積腔中形成單層飽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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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由 Al(CH3)3 及 H2O 兩先驅物以原子層沉積概念成長 Al2O3 薄膜)

(圖二 具有高的長寬比且表面以原子層沉積法沉積 14 奈米厚 TiN 的渠溝結構之側面電子
顯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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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實驗室特寫
別感謝他們長期以來在經費上的支持。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本實驗室位於國立中山大學工學院第

空氣污染實驗室

一實驗大樓六樓，面積約為 20 坪，由於空
間較為狹小，故甫於今年初重新整理與裝

袁中新教授
●

●

●

●

●

美國伊利諾大學土木暨環境工程研究所

修，使其符合實驗室安全需求，並提高空間

博士

使用性。本實驗室的主要儀器與設備如下：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常務理事兼第一

1、國際氣膠採樣器（IMPROVE Sampler）

副會長暨長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

2、雙粒徑分道採樣器(Dichotomous Sampler)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理事兼空氣環境

3、高量採樣器（Hi-Vol Sampler）

委員會主任委員

4、微孔均勻沈降衝擊式採樣器（MOUDI）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高屏分會主

5、低流量採樣器（Mini-Vol Portable Sampler）

任委員

6、積分式散光儀（Integrating Nephelometer）

哈爾濱工業大學市政環境學院環境科學

7、離子層析儀（Ion Chromatography）

與工程系訪問學者

8、酸雨自動採樣器（Acid Rain Sampler）
本實驗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及主題如下：

本實驗室的研究方向

一、空氣品質量測與管理

涵蓋兩大方向，其一為空氣

1、大陸沙塵暴對台灣地區（高雄及澎

品質量測與管理，側重室內

湖）懸浮微粒特性之影響

外空氣污染物的量測及空

2、台灣南部地區懸浮微粒（PM2.5 及

氣品質的改善；其二則為空

PM2.5-10）物化特徵之探究

氣污染控制技術研發，其研發重點包括有

3、南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總量管制規劃-

機、無機氣體及粒狀污染物的控制技術。由
於空氣污染相關研究所需實驗設備及量測

粒狀物特徵分析
4、能見度為指標之空氣品質改善暨提

儀器較為複雜且昂貴，因此，在實驗室成立
之初，由於經費拮据，研究成果較不易顯

昇策略研訂

現。本實驗室研究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機構

5、高雄市空氣污染物指標研析

（如：國科會、環保署、中研院、經濟部、

6、氣象條件對高雄地區空氣品質之預

縣市環保局等）及工程顧問公司；在此，特

測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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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能見度自動觀測及預報系統之建置

括大陸沙塵暴對台灣地區之影響及大氣能見

8、金屬工業粒狀污染物暴露評估-生產

度自動觀測與預報系統等兩大方向，茲將研

製程作業區懸浮微粒污染源改善策

究內容及初步成果簡述如下：

略及指紋資料庫之建立

一、大陸沙塵暴對台灣地區之影響

9、台灣四大都會區室內空氣污染特性

本實驗室自 2001 年起在澎湖縣西嶼鄉
小門村設置大陸沙塵暴採樣站（詳見圖 1），

之調查分析
10、高雄都會區車行地下道空氣污染特

於每年 2~5 月大陸沙塵暴侵襲期間，採集懸

性研究

浮微粒樣及量測散光係數，並進一步分析其

二、空氣污染控制技術研發

化學成份，藉以瞭解澎湖地區懸浮微粒之物

1、 洗街車行車速度對街道洗塵效率之

化特徵，及大陸沙塵暴對澎湖地區懸浮微粒

影響

之影響。本項研究計畫係由中央研究院地球

2、 街道洗掃成效評估-實測與模式模

科學研究所劉紹臣教授主持，其經費來源包

擬

括國家科學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及中央研究

3、 二氧化鈦光觸媒之製備及其對揮發

院等。

性有物（如：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本採樣站設置之採樣儀器包括高量採樣
器（Hi-Vol Sampler），雙粒徑分道採樣器

苯、甲苯）之處理
4、 以廢輪胎熱裂解產物碳黑製備活性

（Dichotomous Sampler）
、十階粒徑分佈採樣

碳應用於都市垃圾焚化爐排放廢氣

器（MOUDI）
、國際氣膠採樣器（IMPROVE

中含汞蒸氣去除之研究

Sampler）、具他射線採樣器（β-Gauage）、

5、 都市垃圾爐焚化廢氣脫硫及脫硝研

積分式散光儀（Integrating Nephelometer）。
採樣儀器之原理及採樣項目詳見表 1，而採

究
6、 應用微波加熱技術再生活性碳之研

樣儀器之配置詳見圖 2。在沙塵暴侵襲期
間，進行連續七天的密集採樣，除 MOUDI

究
7、 油品儲運站裝載操作對揮發性有機

為 24 小時連續採樣外，其他採樣儀器均為
日、夜各 12 小時連續採樣。懸浮微粒樣本採

物濃度之影響
8、 廢輪胎熱裂解產物碳黑應用技術研

樣後，儘速進行化學成份分析，分析項目包
括水溶性離子成份（K+、Na+、Ca2+、Mg2+、

發

NH4+、SO42-、NO3-、F-、Cl-）
、金屬成份（Al、

本實驗室目前與氣膠相關之研究重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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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a、Mg、K、Ca、Sr、Ba、Ti、Mn、

天候自動升降，且系統中之下雨感知警報如

Co、Ni、Cu、Zn、Mo、Cd、Sn、Sb、Pb、

遇特殊天候，則可將訊息立即傳回，並停止

Cr）、碳成份（EC、OC、TC）。上述懸浮微

拍照與降下觀測平台，以保護相機及機具。

粒之化學成份再進一步以受體模式

同時，具防風、防塵、防雨、散熱、防曬及

（Receptor Modeling）進行污染來源貢獻量

防震等功能。另外，根據能見度歷年統計資

解析。

料將高雄都會區之能見度分為下列三級，而

二、能見度自動觀測及預報

實際照片詳見圖 4。

本實驗室自 1998 年 11 月起即開始進行

1.好(good)：視程距離為 8 公里以上。

視覺空氣品質之相關研究，並以能見度觀測

2.普通(moderate)：視程距離為 2~8 公里。

為主要研究範疇，本項研究經費主要來自於

3.不好(poor)：視程距離為 2 公里以下。
此外，本實驗室亦藉由污染物濃度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PM10、NO2、SO2、O3）與氣象條件（相對

員會等，而主要研究目的包括：
（1）高雄都

溼度、風速、風向）配合天氣類型（或型態）
，

會區能見度現況觀測與分析；
（2）影響高雄

並以多項式迴歸法研發能見度預報模式：

都會區能見度之懸浮微粒特性分析；
（3）以
Log(Lv) = a1PM10 + a2NO2 + a3SO2 + a4O3 +

能見度為改善指標之空氣品質改善策略：
（4）

a5RH + a6WS + a7WD1 + a8WD2 +

能見度做為輔助性空氣品質指標之可行性；

a9WD3 + a10WD4 + a11WD5 + a12WD6

（5）能見度自動觀測系統之建置；
（6）能見

+ a13WD7 + a14WD8 + a15

度預報系統之建立與實施。
本實驗室在高雄市霖園飯店頂樓設置自

式中 Lv：能見度(km)，PM10：(μg/m3)，SO2、

行研發設計之「能見度自動觀測系統」
（詳見

NO2、O3：(ppb)，RH：相對濕度(%)，

圖 3）
，進行盛行能見度之長期觀測，觀測方

WS：風速(m/s)，WD1-8 ：風向（順時針，1

向包括東帝士大樓（西方）
、中區資源回收廠

為東北風，4 為南風，8 為北風）

（北方）、大林火力發電場（南方）。能見度

能見度預報係於每日下午五點，進行翌

觀測站之控制箱體，以不銹鋼材質製作，頂

日盛行能見度之預報。進行能見度預報作業

部具隔熱設計，並以散熱風扇抽取過濾後之

自今年 6 月 15 日起實施，截至 9 月 15 日止，
有 效 預 報 天 數 為 89 天 ， 預 報 準 確 率 達

空氣強制散熱，並以高強度鋼索固定。能見

95.5%，能見度預報值與觀測值之相關係數為

度觀測數位相機共 3 台，置於相機觀測平台

0.81，預報相對標準偏差為 1.56 公里。

上，且相機觀測平台具有升降功能，並可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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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澎湖大陸沙塵暴採樣站外觀（澎湖縣西嶼鄉小門村）

Hi-Vol.

Nephelometer
Beta-ray
DICH. IMPROVE
monitor

MOUDI

DICH.

圖 2. 澎湖大陸沙塵採樣之儀器配置
Sampler

Brand/Model

Items

High-Volume Sampler

KIMOTO MODEL
121FT

TSP、PM10

Dichotomous Sampler

ANDERSEN MODEL
SERIES 246

PM2.5、PM2.5-10

Micro-Orifice Uniform
Deposit Impactor

MSP MODEL 110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0.056~18μm）

IMPROVE（δ-IAS）

PM2.5

VEREWA MODEL F701

PM10

RADIANCE RESEARCH
MODEL M903

Scattering Coefficient

Equivalent International
Aerosol Sampler
β-Gauage
Integration Nephelometer

表 1. 澎湖大陸沙塵採樣站之採樣儀器種類及採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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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能見度自動觀測系統
好
（good）

能見度分級

普通
（moderate）

不好
（poor）

觀測方向照
片（北方）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0

實際值
預測值

92.06.15
92.06.20
92.06.25
92.06.30
92.07.05
92.07.10
92.07.15
92.07.20
92.07.25
92.07.30
92.08.04
92.08.09
92.08.14
92.08.19
92.08.24
92.08.29
92.09.05
92.09.10
92.09.15

能見度(Km)

圖 4. 高雄都會區能見度分級照片

Data

圖 5. 能見度預報值與觀測值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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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實驗室特寫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

活性微生物濃度之相關性

環境微生物研究室

許多流行病學的研究指出，近年來世界各地

蘇慧貞 教授

氣喘之盛行率及死亡率皆有不斷地昇高的趨
勢 [Host et al. 2000, Warner et al. 2000]，此現

以研究領域之

象在經濟快速發展之工業化國家中尤其明

需求而論，生物性氣膠

顯，而在台灣，我們也觀察到相似的現象。

(Bioaerosols) 一 般 泛 指

根據謝貴雄教授的調查，台北市在 1974 至

懸浮於空氣中，具活性

1985 年十年左右的時間，七歲到十五歲學童

的生物體或是由其所衍

的氣喘盛行率由 1.3%增加到 5.07%，短短十

生而來的微粒，包括細菌（Bacteria）、真菌

年 之 間 成 長 將 近 四 倍 之 多 [Hsieh et al.

（ Fungi ）、 病 毒 （ Virus ）、 立 可 次 體

1988 ]，而在台灣南部地區也可觀察到類似增

（Rickettsia ）、寄生蟲（Parasite）、過敏原

加的現象。一般而言，兒童時期平均至少有

（Allergen），及毒素等。生物性氣膠廣泛存

80%以上的時間是在家戶內活動，而年齡愈

在於自然界大氣環境和各式室內環境與作業

小者所佔的比例愈高。而研究顯示幼兒時期

環境中，因微生物之生物上的多樣性及活性

受到大量室內生物性致敏原暴露者，會提高

表現的複雜度，使得探討相關生物性氣膠之

未來誘發造成過敏性呼吸道疾病的機率。

環境暴露、環境控制以及相關健康危害時皆

本研究同時利用兩種活性微生物採樣器

需個別考量個別生物微粒之物理特性及生物

(Andersen 單階及攜帶式 Burkard 採樣器)收

活性之差異，亦使相關研究增加許多挑戰性。

集家戶環境中空氣中之真菌及細菌組成（圖

返國服務成大醫學院以來，許多經驗從

一、圖二）
，一方面收集評估台灣地區居家住

零開始。在初期之前軀研究和背景調查後，

宅環境中空氣微生物組成及濃度，一方面也

我很快了解，台灣南部地區環境微生物之數

進一步評估兩種採樣器在台灣地區濃度範圍

量與種類較之先期文獻仍有迥然不同的特

及微生物組成特性上之適用性。另一方面，

性。以下則簡述近年來研究室主要與生物性

透過高流量採樣 pump（2 LPM）接上內含

氣膠有關之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

0.4µm 37mm 多碳濾紙膜的三層濾紙匣採集
家戶空氣中懸浮微粒，並以吸塵器吸取兒童

一、兒童呼吸道症狀與家戶環境中過敏源及

床墊及地板之灰塵以進行細菌內毒素，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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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落塵以 TAP buffer 萃取並稀釋之後，再

修材的選擇；人類維持生活必備的各種物

以內毒素分析儀 (Kinetic-QCL Analyzer) (圖

品、商業行為的貨品、辦公家具等；乃至於

三)分析之，偵測之數據經由磁碟片轉入電腦

人類本身的各項行為活動，均可直接或間接

以

KLARE(Kinetic-Limulus-Assaywith

成為室內空氣污染的源頭，而近一步對人類

Resistant-parallel-line-Estimation) 軟體分析，在

健康有所危害。特別是室內環境中各式各樣

嚴格的品管分析程序下定量家戶空氣中細菌

之介質在台灣地區的氣候條件下有提供各類

內毒素濃度。而家戶環境中最令人關注之室

微生物相當良好的生存條件，因而本研究室

內室塵瞞、蟑螂及貓等過敏原，則利用酵素

結合建築工學專長之研究夥伴，配合以自動

免疫分析法(ELISA)進行分析定量。在各類環

氣體檢測儀（B&K 1302）式蹤氣體(SF6)檢測

境生物性氣膠之相關健康效應評估上，本研

建築空間通風換氣率（圖五、圖六）以及其

究透過最大呼氣流量器(Peak Flow Meter) (圖

他室內空氣污染物之量測，開始對於國內各

四)和疾患日記表連續紀錄兒童呼吸道症狀

類建築環境之生物性氣膠濃度狀況及污染源

及最大呼吸流量變化兩週以上，最後利用統

進行調查評估，至目前為止，已累積了相當

計分析方法分析居家環境中生物性致敏原濃

多的台灣辦公大樓室內空氣品質實測基礎資

度與兒童呼吸道症狀表現之頻率、嚴重程度

料。在諸多案例當中，都普遍存在生物性氣

進行相關性分析。此項研究首次對台灣地區

膠濃度過高的問題，而大多數的濃度累積似

一般居住環境中各類生物性氣膠污染有一完

乎與室內通風換氣效率及不良溫濕條件有關

整而詳盡之評估[Wu et al. 2000; Su et al. 2001;

(Wu et al. 2002)。因應此現象，目前實驗室正

Su et al. 2001]，也提供我們未來進一步釐清

積極規劃利用建築生命週期的基本概念，探

國內一般民眾生物性氣膠暴露狀況及其影響

討如何從設計、建造及使用等不同階段之角

層面之重要背景資料。

度控制建築環境中生物性氣膠污染的問題，
以期能根本改善室內微生物污染的問題。

二、大型中央空調建築室內空氣品質調查與
標準建立

三、大氣環境中花粉及真菌孢子與空氣污染

有鑒於現代人生活型態有越來愈多的時

濃度對於人體健康之相關性

間居處於各式室內環境中，而各類由建築體

廣泛存在於一般大氣環境及室內、室外

所建構的室內環境中，而建築本身結構及各

空氣中的真菌孢子及各式花粉，亦普遍被認

項開口設計；空調系統設計；各種建材、裝

為是重要的過敏原之一，而在國際相關研究
17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會訊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中孢粉的暴露對於氣喘及其他過敏性疾病有

代表性的分析評估孢粉暴露與健康影響之間

相氣喘及其他過敏性疾病的誘發有相當程度

之相關性。

的貢獻。從過敏性疾病的預防與治療的角度
上而言，評估並瞭解這些漂浮於空氣中致敏

四、未來研究方向

微粒的組成與變化，是提供預防醫學與臨床

利用目前實驗室內各類活性及非活性生

治療相當重要的背景資料及參考依據。因

物性氣膠採樣器、各類微生物鑑定技術、螢

此，國際間廣設空氣中過敏原之監測網，長

光免疫分析儀以及分子生物技術之微生物定

期紀錄監測空氣中的真菌孢子或植物孢粉。

性定量方法之研發，未來希望對於生物性氣

另外，孢粉的長期監測紀錄也是了解環境微

膠傳輸特性、各類環境污染濃度狀況、污染

生物及開花植物種類變遷及生物多樣性等重

源管控及移除方法以及各類防護設備有一完

要指標之一，在全球氣候變遷及環境變遷的

整之評估。另外，在各類生物性氣膠特別是

趨勢下，台灣地區周界環境中孢粉種類是否

環境過敏原暴露與過敏性疾病相關性之建

有所變化，致敏性強的孢粉濃度是否增加，

立、引發過敏反應之機制探討以及其他相關

而近年來不斷發生的沙塵暴是否亦遠距離的

空氣污染物共同暴露所導致之健康危害加成

傳輸其他外來的空氣孢粉種類或而使得空氣

效性，是因應整體氣候環境變遷，空氣污染

中孢粉濃度明顯增高亦是我們相當有興趣的

惡質化及過敏性疾病逐年增加所必須深入探

主題。因此，我們使用長期室外孢粉紀錄器

討的主題，亦是本研究室未來發展重點方向

(Burkard Mfg Co., Rickmansworth, UK)針對大

之一。期許透過近年來在生物性氣膠研究領

氣環境中孢粉濃度進行長期之監測紀錄(圖

域上的些許成績，以及未來相關研究合作的

七、圖八)，透過繁瑣之鑑定與濃度計數工作

努力，能夠對於台灣地區甚至是季候環境與

以求得每日孢粉濃度資料，並進一步希望透

台灣相似的國家環境中有害生物性氣膠有相

過各類健康資訊如就診率等資料之收集，探

當程度之了解，進而自環境醫學的角度提出

討其濃度與人體健康之相關性。另一方面，

有效而具體之預防及管控辦法。

亦同時利用長期室內孢粉採樣器及攜帶式短

參考文獻：

時間孢粉收集器分析評估室外孢粉與室內孢

Host A., Halken S. (2000) The role of allergy

粉之相關性與傳輸特性(圖九、圖十)，並進

in childhood asthma. Allergy. 55(7), pp

一步在考量室內/室外時間活動分佈後，用以

600-608.
Hsieh, K.H., Shen, J.J. (1988) Prevalence of

評估民眾孢粉總暴露濃度，以期未來能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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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er J.O., Pohunek P, Marguet C. et al.
(2000) Issues in understanding childhood
asthma.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Vol. 105(2), pp S473-S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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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Burkard 單階式活性微生物空氣採集器

圖二 Andersen 單階式活性微生物空氣採集器

圖三 內毒素分析儀 (Kinetic-QCL Analyzer)

圖四 最大呼氣流量器(Peak Flow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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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自動氣體檢測儀（B&K 1302）檢測

圖六 SF6 式蹤氣體濃度衰減變化圖

換氣效率

圖七、室外長期孢粉採樣紀錄器

圖八、孢粉採樣紀錄圓盤

圖九、攜帶式短時間孢粉採樣器

圖十、室內長期孢粉採樣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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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介紹
學直讀式儀器、機汽車排放污染源物理特性
姓名：賴全裕
現職：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助
理教授
學歷：
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助
理教授
研究興趣：
改良個人呼吸性分徑採樣器
纖維氣膠之產生與量測方法
評估
火災煙霧偵測器之評估
參與 SARS 隔離室之檢測及
個人防護具的相關研究
聯絡方法：
電話 04-24718498
傳真 04-24718498
電子郵件 cylai@csmu.edu.tw

的研究等等。並以多孔性材質研發氣懸微粒
分徑採樣器，而蒙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
生研究所之認定，進而申請獲得台灣、美國
及歐盟的專利。
博士班時除了延續分徑採樣器之相關研
究外，也深入評估纖維氣膠量測方法。研究
期間獲頒李前總統登輝先生主持之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總會之科學研究發明銀牌獎。然則
個人採樣器規格繁多，評估採樣器採樣性能
之規範眾說紛紜，故轉而以統計方式配合實
驗數據，研擬、發展半經驗評估規範。研究
最初以現有採樣器進行評估比較，建立呼吸
性採樣器之評估規範，此論文獲頒 1999 年美
國工業衛生年會年度傑出氣膠論文獎，同年
獲陳水扁總統召見嘉勉。以下分五部分敘述
近幾年研究架構：1.以統計分析方法比較呼

中學時生物、理化老

吸性分徑採樣器的效能，主要探討分徑採樣

師的啟蒙，對於植物、環

器採樣的不準確度，並以 MSE（Mean Square

境科學及實驗驗證方法充

error ）結合採樣器不準確度及不精密度估

滿了興趣。大學時代因緣

計。2.比較 PM10 分徑採樣器的效能，主要探

際會的走入了公共衛生範

討分徑採樣器採樣的不準確度，並以 MSE

疇，更拓展了領域與視野。就讀台大職業醫

（Mean Square Error）結合採樣器不準確度

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期間，針對國內外職業

及不精密度估計。3.深入探討影響氣膠分徑

病、工業安全衛生實務上深入探討與研究。

採樣器採樣不精密度的成因，並以較嚴謹

除了課業與實務，並在指導老師陳志傑教授

OSES（One Standard Error Shift）整合評估採

指導下，於氣膠實驗室進行作業環境與勞工

樣器不準確度及不精密度。4.定義氣膠沉積

危害暴露、濾材過濾機制、旋風分離器、光

於濾紙上之均勻度，並探討連 接分徑採樣器
21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會訊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至濾紙承載處的接駁區段（Adapter）所造成

系助理教授，近幾年研究主要專注於改良個

的器壁損失（ Wall Loss ）。 5.發展一綜合指

人呼吸性分徑採樣器及纖維氣膠之產生與量

標，結合分徑採樣器、接駁器、濾紙均勻度

測方法評估。另外，也投入火災煙霧偵測器

所造成之總和誤差。

之評估、參與 SARS 隔離室之檢測及個人防

目前任職於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

護具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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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介紹
台下聽課，看看同樣一個主題，別人在台

姓名：楊錫賢
現職：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系副
教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博士
研究興趣：
大氣污染監測
移動源污染排放
空氣毒化物
聯絡方法：
電話：886-4-23323000 ext. 4451
傳真：886-4-23742365
Email: hhyang@mail.cyut.edu.tw

上是如何來詮釋，往往有很大的收穫。幾
年的教學經驗讓我覺得教學內容要注重基
礎而且要淺，真正要用到時學生自然會有
能力再自我學習。
任教科目中有一門生態學，因為教學
需要，參加很多與環境生態相關的社團與研
習活動，週末假日經常會與社團同好上山下
海賞鳥辨識植物，目前我的鳥功已達三星
級，認識的植物種類也持續增加中，每次上
山林可謂落花水面皆文章，那種感覺像是遇

因為迷戀家鄉的緣故

到好朋友般，相當充實愉悅。說來諷刺，身

，從成功大學取得博士學

為環境工程博士，若不是因為準備教學課

位後來到位於台中縣霧峰

程，可能一輩子無法體會到台灣之美。

鄉的朝陽科技大學任教。

教學之外，每天投入最多的時間當然是

由於朝陽科技大學是較新

作研究，研究興趣包括大氣污染物監測、單

設立的學校，初到此處時讓我感受到一股活

顆粒氣膠監測技術開發與應用與空氣毒化物

力與衝勁，因此把這裡視為未來人生發揮的

特性研究等，目前國科會進行的方向為移動

舞台。當時本系系名為環境管理系(後改名為

污染源污染排放研究，為響應國科會環工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為全國第一個環境管理

門引導教師朝重點方向進行研究，未來會是

系，系內師資專長廣泛，我從中學得以不同

主要研究方向。今年擔任氣膠學會理事，希

層面來處理環境問題，這對於日後的研究都

望能為會員做好服務工作，也歡迎有共同研

有影響。

究興趣的專家學者與我交流。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教學工作，喜歡把
自己知道的東西也讓學生知道，這幾年來
花很多時間教學工作上，才知道原來教學
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剛任教時，為了加強
教學技巧，到處聽演講，也常當起學生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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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議日期
2003 年
會議名稱 (投稿截止日)

會議日期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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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加州

Nov 9 - 11 1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complete Combustion

芬蘭

Website: www.uku.fi/laitokset/ifk/icc/index.html
Nov 13-14 NOSA Aerosol Symposium 2003
http://kl5alfa.ki.ku.dk/~mbilde/nosa/nosa2003

丹麥

Dec 3 – 5 2nd Annual Inhalation Drug Delivery: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ttp://www.pharmedassociates.com/drug.asp#p135

新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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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

哥本哈根
普林斯頓

2004 年-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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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1– 5

7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Optical Particle Characterization, OPC2004 日本
E-Mail: info@OPC2004.doshisha.ac.jp
京都

Aug 9-12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low Visualization (Jan. 30th, 2004)
Website: http://www.ode-web.demon.co.uk/11isfv/

聖母瑪利亞大學

Sep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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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 Budapest

Oct 4-8

AAAR 2004 Annual Conference

喬治亞

香港 Hong Kong

亞特蘭大
Dec 2-5,
2005

芝加哥

2005 OARSI World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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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交流廣場

600
會員總人數

500

會員錄正在籌備中

CAART 秘書處目前正在籌劃 CAART
的會員名錄，而這個版本的會員名錄在內

400
300
200
100

容的完整充實性會有大幅度的增加。內容

0

1992 1994

包含有關於 CAART 過去的歷史發展、入

1996 1997 2000 2003
年度

會會員資格與種類、理監事、組織委員會、

歡迎新的會員加入氣膠研究學會

工作團隊、組織和教育訓練、正式的出版

今年我們有許多新的會員加入氣膠學

物、CAART 各種獎項、國際氣膠研究會

會。秘書處希望藉著這個機會歡迎每一位

議、年會和展覽、歷任理監事、會員名單、

新會員的加入。就像我們每一個年輕的會

CAART 的規章。

員一樣，CAART 成立的時間也僅有十年，

會員名錄將會以紙本印刷發行並以郵

仍是非常的年輕。CAART 剛開始的成長

寄方式寄送每一位會員。請看到這個訊息

是依賴我們所有資深的會長與各幹部暨理

的會員，主動 e-mail 告知我們您最新的郵

監事全體在過去十年間前仆後繼義不容辭

寄地址和 e-mail，以確保您的權益。

的辛勤努力， 以及每一位會員忠誠的支
持。然而，CAART 持續的成長不僅需要

1992-2003 年間會員人數的成長

資深的會員的繼續支持，更需要每一位會

在過去十年間，CAART 的會員人數

員（特別是我們年輕的會員）來熱心協助

有著平穩的成長。在所有理監事和會員的

並繼承 CAART 的優良傳統，並能努力對

共同努力下，這是一個預期的結果。繼承

外爭取更多的榮譽。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更

我們過去的理監事所留下好的傳統以及由

加的努力讓 CAART 成為我們共同的驕

於 CAART 的現任會長巢志成博士的卓越

傲。

領導能力，我們深信我們能克服任何障

最後再一次竭誠歡迎新會員們的加

礙，證明 CAART 的成長是能帶給每一位

入！如果需要秘書處更進一步的服務，請

會員更多更好的服務。

不吝與我們聯絡。

秘書處
Email: yjchan@saturn.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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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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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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