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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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it is time for us to share 
joy and reflect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any of you 
have helped to make this 
year a particularly productive 
and reward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CAART.  To achieve our goal of 
providing a more progressive forum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in the fields of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some of you have labored days and nights in 
planning and executing various unprecedented 
activities, which in most cases are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our Association’s services. 

For this, on behalf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who 
have devoted valuable time, effort and expertise, to 
help to build an intimate team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ellow members and shape up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f care and action. 

Of many things we have done together, one is 
worthy particular mention and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in my opinion, on the capacity and influence 
of CAART and hence its interaction with 
aerosol-related community. 

During the September 2003 Annual CAART 
Conference, a special session on bio-aerosol was 
organized out of CAART’s desire to share 
information and discuss about plans of further 
research, intending to assist the health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bodies to cope with 
SARS-related problems. In the extended discussion 
period, an agreement was made unanimously that 
an integrated research is needed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io-aerosol characteristics, 
propagation mechanism, hospital and public space 
monitoring, ventilation, protection and control 

本期內容 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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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An action team was put into place immediately, 

and now we have two integrated research project 
proposals being formed with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nd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focusing on different purposes.  This truly reflects 
the richness of the expertise that we have within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intimacy of the working team 
that we are able to pull together practically around 
the clock.  Once the projects are started, a 
rigorous management scheme will be implement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timeliness of the output 
delivery, to fully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ponsoring agencies. 

Thanks are due to Dr. Stone Shih, for his 
strong support and sound advice to this task force.  
Relentless effort of Dr. Chin-Wen Chang and Prof. 
Yu-Chen Chang in coordinating and preparing 
numerous versions of the proposals is also to be 
acknowledged. 

All other important activities are going ahead 
as scheduled.  AAQR is continuously receiving 
new submissions while campaigning for more 
papers.  Prof. Chuen-Jinn Tsai, Coordinating 
Editor-In-Chief, indicates that the paper review will 
take two months at most, and you are encouraged 
to send in contributions for publication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ssue of June 2004. 

The second Aerosol Youth Camp, organized 
by Prof. Chung-Shin Yang, is scheduled for early 
2004.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will be a very 
enlightening learning program for the young aerosol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reciating the potential value and 
application of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ing experienced a busy and tough year of 
2003, we all deserve a break and greeting to each 

other.  May I wish all of you a prosperous and 
happy New Year! 
 
President 
 
Dr. Chih C. 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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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樂! 

年末大概是大部份

會員最忙碌的時候，因

為有許多計劃要結案，

許多期末報告要交，還

要趕國科會的計畫書，

在此特別感謝為這期會訊提供稿件的各位會

員，在百忙之中為 CAART 會員提供內容如

此豐富的文章。另外，也衷心感謝嘉南藥理

學院環境工程學系米孝萱教授的鼎力支持，

由本期開始，每期米教授都將會介紹國內外

氣膠相關的新書，使會員能夠更方便快速地

接觸新知。 

 為了持續關注 SARS議題，本期會訊特

別邀請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白曛綾教授

(也是氣膠學會第二副會長)，介紹她與幾位

會員合力籌組 “抗煞小組” 的源由及過程。

氣膠新知由正修科技大學王琳麒博士介紹有

健康影響之氣膠污染成份之一：戴奧辛之來

源與其在環境中之濃度。而江旭政博士介紹

工業技術研究院之空調模擬與測試實驗室，

其以氣膠專業研發支援產業發展，值得有志

於此者參考。 

本期的學者介紹，包括兩位新近得奬的

年輕學者：弘光科技大學盧信忠教授，他以

統計理論應用於氣膠濃度分析上，獲得今年

的秋森奬；台灣大學博士候選人陳培詩小

姐，以評估及發展新的生物氣膠分析方法而

獲得今年氣膠年會之最佳技術論文獎。再次

恭喜他們! 另外，也介紹兩位新會員：台北

醫學大學公趙馨教授，專長在生物氣膠方

面；以及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許世

傑博士，他的研究興趣在氣膠及其他環境介

質之金屬分析。 

希望大家會喜歡本期內容！  

 

主編  龍世俊 

 

 

 

 

恭賀!! 本會永久會員  成大環工系 李文智

教授 榮獲國科會研究傑出獎 

 

恭賀!! 本會永久會員  勞工委員會勞工安

全衛生研究所 石東生博士 於 2003/11/14 榮

升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所長 

 
第四屆亞洲氣膠研討會將在印度舉行 

第四屆亞洲氣膠研討會的主辦單位經過

決選後決定，由競爭的兩個爭取主辦的會員

國-印度與台灣-中，印度氣膠研究學會(IASTA)

獲得第四屆會議的主辦權。本會現任第一副

會長袁中新 教授受本會理監事會議決議之

託付，代表本會出席此會積極爭取第四屆亞

洲氣膠會議的主辦權，協同前往的代表團包

主編的話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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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現任會長 巢志成博士、本會榮譽會長王秋

森 教授與蔡春進教授等。 

 
亞洲年輕氣膠學者獎 (Asian Young Aerosol 

Scientist Award)的建立 

亞洲氣膠研究組織 (The Asian Aerosol 

Research Assembly, AARA) 在今年 1月 7日在

香港所舉辦的會議中，通過成立亞洲年輕氣

膠學者獎. 本會榮譽會長蔡春進教授參與此

一會議並被被選為此獎的委員會主席，將負

責準備詳細的評選與頒獎程序。本會榮譽會

長王秋森 教授、現任會長 巢志成博士、第

一副會長袁中新 教授均參加此次會議。 

 
徵求提名: International Aerosol Fellow Award 

International Aerosol Fellow Award 的提名委員會
邀請各位提名適當人選，詳細提名程序細節

在本次會訊的廣告天地中刊登。 

 
 

         第二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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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今年初SARS

的關係，將延至明年二月10日~12日(寒假期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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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特性、監測與控制。研

習期間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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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研究

生及公民營研究機構(如：勞研所、工研院)

及工程顧問公司相關人員踴躍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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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學生踴躍報名參加。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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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

中山環工所羅卓卿先生、呂靜宜小姐

(07)5252000 轉 4417 或 4409‧ 

E-mail:d9033806@student.nsysu.edu.tw。 

 
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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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中戴奧辛之來源與其在環境與食物中

之濃度 

王琳麒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多氯二聯苯戴奧辛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PCDDs)、多氯二聯苯呋喃

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 (PCDFs)、多溴二

聯苯戴奧辛 polybrominated dibenzo-p-dioxins 

(PBDDs)、多溴二聯苯呋喃 polybrominated 

dibenzofurans (PBDFs) 與 多 氯 聯 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等化學物質通

常被稱為「似戴奧辛，dioxin-like」。而「似

戴奧辛」即表示這些化學物質有相似之化學

結構、物理化學性質及毒性反應。由於其皆

具有穩定、高親脂性及抗代謝之性質，故這

些物質具持久性，且會於動物或人體之脂肪

組織中積存。PCDD/Fs之化學結構如Figure 1

所示，其為約210種不同的化合物之總稱，

包括75種PCDDs及135種PCDFs。但只有

17種具有2,3,7,8取代位置之PCDD/Fs被認為

具有毒性；相同的亦只有 17 種具有 2,3,7,8

取代位置之 PBDD/Fs 被認為具有毒性。而

PCB則由209種化合物組成，其中13種被認

為具有毒性。同時具有氯取代及溴取代之戴

奧辛、呋喃與聯苯也存在於環境中，而使得

這些「似戴奧辛」之化學物質更為數眾多，

仍而對於這些同時具有氯取代及溴取代之化

學物質的生成原因與毒

性研究則仍非常少。本

文 章 即 主 要 介 紹

PCDD/Fs 之來源與其在

環境與食物中之濃度。 

 

毒性當量因子與毒性當量 

一般表示 PCDD/Fs 的毒性時經常引用

毒性當量(Toxic Equivalency)的觀念。毒性大

小通常以毒性當量因子(Toxic Equivalency 

Factor, TEF)來表示，即將每一種2,3,7,8氯位

之 PCDD 及 PCDF 毒性與 2,3,7,8-TCDD 相

比，得到之比值即為TEF。Table 1所列分別

為International TEF(I-TEF)及WHO所建議之

PCDD/Fs 毒性當量因子。而由於對 PBDD/Fs

與 PBBs 之毒性研究尚未完備，故其仍無完

整 之 TEF 值 。 在 分 析 測 定 個 別 的

2,3,7,8-PCDD/Fs濃度後與TEF相乘，得出之

值稱為毒性當量(Toxicity Equivalency Quantity, 

TEQ)，樣品的毒性大小即為樣品中所有TEQs

之總和。  

 

大氣中PCDD/Fs之來源 

環境中PCDD/Fs的來源有許多種，主要

為人類活動而產生。根據美國環保署的評

估，大氣中PCDD/Fs之來源，包括廢棄物焚

化、發電或製造能源、其他高溫排放源、金

屬冶煉與化學製造等。簡述如下： 

氣膠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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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燒源：大部分之燃燒源都會產生

PCDD/Fs，包含廢棄物焚化(如都市垃圾、

下水道污泥、醫療廢棄物與有害廢棄

物)、燃料的燃燒(煤、木柴與石油產品)、

其他高溫排放源(水泥窯)與未受控制之

燃燒源(森林火災、住宅火災與垃圾露天

燃燒)。 

2. 金屬冶煉、精煉與製程：在不同形式之一

次 與 二 次 金 屬 製 程 中 都 會 生 成

PCDD/Fs，如鐵礦石之燒結、鋼鐵製造與

廢金屬二次精煉。 

3. 化學製造：PCDD/Fs有時會在生產之過程

中以副產物之形式生成，如氯漂白之木

漿、氯酚(如五氯酚 pentachlorophenol - 

PCP)、PCBs、除草劑(如 2,4,5-T)與含氯

脂肪族物質(如 ethylene dichloride)。 

 

其中以燃燒程序為大氣中PCDD/Fs生成

最主要之來源，而在美國各種不同的燃燒行

為中，又以廢棄物焚化爐排放量最大。Table 

2 為美國 PCDD/Fs 之排放清單【US EPA，

2000】。 

 

PCDD/Fs之傳輸與分佈 

一旦進入環境，PCDD/Fs 就會在環境中

廣泛分佈。雖然有證據顯示其在環境中會逐

漸降低，但一般來說，其在土壤或底泥中仍

被視為非常具有持久性與固定性。PCDD/Fs

以氣相或附著於粒狀物中之形式經由大氣傳

輸，並因濕沈降或乾沈降而沈降至土壤、植

物或其他表面。PCDD/Fs 進入水體則主要經

由大氣直接沈降或表面沖刷與侵蝕。

PCDD/Fs 亦可經由土壤粒狀物之再捲揚或以

氣相之形式而再進入大氣中。在水中，

PCDD/Fs 可經由底泥之再捲揚而再進入水體

或表面水之蒸散而進入大氣或埋於較深層之

底泥。固定於深層之底泥可視為PCDD/Fs最

終之處所。 

PCDD/Fs 進入生態食物鏈與人類飲食之

兩個主要路徑為空氣→植物→動物及水/底

泥→魚。雖然這兩個路徑被視為正常情況下

主要貢獻至商業食物之途徑，其他之情況也

可能相當重要，例如受污染之動物飼料事件

曾經導致在美國家禽肉類、德國牛奶與比利

時牛奶製品之高PCDD/Fs含量。 

 

環境介質與食物中之PCDD/Fs濃度 

Table 3為US EPA調查美國於不同環境

介質與食物中所含PCDD/Fs之背景濃度與含

量，其可用來與某一特定場址之PCDD/Fs值

做比較。一般在求居民PCDD/Fs攝入量時，

常使用攝食率與食物中PCDD/Fs含量之函數

來計算。而 Table 3 所指之食物乃是未煮過

的。因此，若烹煮食物會明顯改變攝食部分

之 PCDD/Fs 含量時，就必須將此因素納入

PCDD/Fs 攝入量之預估式中。然而大部分實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氣氣膠膠研研究究學學會會會會訊訊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7

驗指出烹煮食物對食物中PCDD/Fs濃度之改

變很小。雖然烹煮食物一般來說不會降低食

物中PCDD/Fs濃度，但一些準備食物的措施

卻可以減少PCDD/Fs攝入量，如清除肉類的

脂肪、去雞皮與避免用動物油脂烹煮等都可

以同時減少動物脂肪與PCDD/Fs之攝入。至

於人體可忍受之 PCDD/Fs 每日攝入量

(TDI)，WHO之建議值為1 - 4 pg TEQ/kg-體

重。 

參考文獻 

US EPA 2000. Exposure and Human Health 

Reassessment of 2,3,7,8-Tetrachlorodibenzo-p- 

Dioxin (TCDD) and Related Compounds.

 

 

 

 

 

 

圖1  PCDD/Fs的化學結構 

 
Table 1 Toxic Equivalency Factors (TEF) of PCDD/Fs 

Congeners I-TEF WHO-TEF 
2,3,7,8-TeCDD 1.0 1.0 

1,2,3,7,8-PeCDD 0.5 1.0 
1,2,3,4,7,8-HxCDD 0.1 0.1 
1,2,3,6,7,8-HxCDD 0.1 0.1 
1,2,3,7,8,9-HxCDD 0.1 0.1 

1,2,3,4,6,7,8-HpCDD 0.01 0.01 
OCDD 0.001 0.0001 

2,3,7,8-TeCDF 0.1 0.1 
1,2,3,7,8-PeCDF 0.05 0.05 
2,3,4,7,8-PeCDF 0.5 0.5 

1,2,3,4,7,8-HxCDF 0.1 0.1 
1,2,3,6,7,8-HxCDF 0.1 0.1 
1,2,3,7,8,9-HxCDF 0.1 0.1 
2,3,4,6,7,8-HxCDF 0.1 0.1 

O

O

Clx Cly

Dioxin

O

Clx Cly

Furan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氣氣膠膠研研究究學學會會會會訊訊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8

1,2,3,4,6,7,8-HpCDF 0.01 0.01 
1,2,3,4,7,8,9-HpCDF 0.01 0.01 

OCDF 0.001 0.0001 
 

Table 2 PCDD/Fs inventory of US【US EPA，2000】 

Confidence Rating  Reference Year1995 Emission Source Category 
 A B C D 

Releases (g TEQ/yr) to Air 
WASTE INCINERATION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ion 
 1100   

Hazardous waste incineration  5.7   

Boilers/industrial furnaces   0.38  

Medical waste/pathological incineration   461  

Crematoria   9.1  

Sewage sludge incineration  14.7   

Tire combustion   0.11  

Pulp and paper mill sludge incinerators     

Biogas Combustion    ＞1 

POWER/ENERGY GENERATION 
Vehicle fuel combustion - leaded 

  1.7  

- unleaded   5.6  

- diesel   33.5  

Wood combustion  - residential   62.8  

- industrial  26.2   

Coal combustion - utility boilers  60.9   

Coal Combustion - residential    30.0 

Coal Combustion - commercial/Industrial    40.0 

Oil combustion - industrial/utility   9.3  

Oil combustion - residential    6.0 

OTHER HIGH TEMPERATURE SOURCES 
Cement kilns (hazardous waste burning)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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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weight aggregate kilns burning 
hazardous 

waste 
  3.3  

Cement kilns (non hazardous waste burning)   16.6  

Asphalt mixing plants    7 

Petroleum Refining Catalyst Regeneration   2.11  

Cigarette combustion   0.8  

Carbon reactivation furnaces   0.08  

Kraft recovery boilers  2.3   

MINIMALLY CONTROLLED OR UNCONTROLLED 
COMBUSTION 

Backyard barrel burning 
  595  

Combustion of Landfill Gas    7.0 

Landfill fires    1000 

Accidental Fires (Structural)    ＞20 

Accidental Fires (Vehicles)    30.0 

Forest and Brush Fires    200 

METALLURGICAL PROCESSES 
Ferrous metal smelting/refining 

    

- Sintering plants  25.1   

- Coke production    7.0 

- Electric arc furnaces    40.0 

- Foundries    20.0 

Confidence Ratinga  Reference Year1995 
Emission Source Category 

A B C D 

Nonferrous metal smelting/refining     

- Primary copper  ＜0.5   

- Secondary aluminum   27.4  

- Secondary copper   266  

- Secondary lead  1.63   

- Primary Magnesium    15.0 

Drum and barrel reclamation   0.08  

CHEMICAL MANUFAC./PROCESSING SOURCES 
Ethylene dichloride/vinyl chloride 

 11.2   

TOTAL RELEASES TO AIRc 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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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模擬與測試實驗室 

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江旭政 博士 

 

實驗室成立背景 

空調模擬與測試實驗

室是在1997年，由經濟部

技術處科技專案基金的支

持下所建立的大型環控實

驗室，此實驗室設立的目

標包含三項主要功能：全球氣候的模擬、空

調環境舒適度和室內空氣品質改善研究，以

支持我國產業進行產品功能和價值的提升，

以滿足人類對生活品質的要求。 

在這佔地約100坪，四層樓的實驗室裏，

其戶外侧可以進行降雪、日照和大範圍溫溼

度變化的實驗，室內側則可以進行室內溫度

和風速的分布量測，也可以進行室內空氣品

質(包含微粒、有機揮發性氣體和生菌)的量

測。其中除第一項的功能在協助廠商產品外

銷前的可靠性試驗外，後兩者均以創造一個

更健康的居住和生活環境為考慮。 

隨生活品質提升，室內空氣品質之改善

與研究已日漸受到重視，目前常用之控制方

法為提高室內之換氣量、加裝空氣清淨裝置

和減少相關污染源產生等方式。但事實上，

影響室內空氣品質之因素除了汙染物之外，

與空調系統的溫度、溼度和氣流流動亦習習

相關，其相關影響因子與改善方法彼此常有

影響，因此本領域之研究一直是國際上非常

重視的主題。 

然而，空調模擬與測試實驗室自我的期

許，則是以服務我國產業的需求為主要的目

標，因此相關技術研究和建立均以提升產業

競爭力為前題。在這幾年中，此實驗室持續

的投入在室內空氣清淨產業的輔導與協助

上，期望空氣品質問題改善產品亦能成為我

國另一項新興的主流產業。 

 

空氣清淨產業發展背景 

人們約有 90%以上之時間處於室內環境

中，但在這樣舒適的環境裏，是否代表健康

生命獲得保障？根據美國環保署(EPA)和世

界衛生組織(WHO)的研究指出，室內空氣污

染物的濃度常為室外的2~5倍，有時更高達

100倍。因此室內空氣品質問題自1980年代

起即開始引起人們的重視，由二手煙(ETS)

到病態大樓症候群(SBS)，先進國家均已投入

大量的研究和立法規範工作，以促進室內空

氣品質問題的改善，我國為國際社會的一

員，自當善盡責任與義務。 

全球去年經歷 SARS病毒肆虐造成人命傷亡

和經濟損失，已對我國社會有極大的衝擊。

最近，緊接而來的Ａ型福建株流感病毒已造

成歐美國家醫療院所沉重的負擔，我國亦掀

起流感疫苗缺貨的大恐慌。似乎人們已然察

氣膠實驗室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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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其日常生活環境中，隨時可能隱藏的危

機。事實上，即使在平常狀況下，空氣品質

不良早已無形中對國民健康產生危害，增加

我國每年數百億元的醫療成本支出；對於經

濟活動而言，由於工作人員病休而導致生產

力的降低，更是很高的企業經營成本負擔。 

→空氣清淨技術能改善工作和居家的環境品

質，為創造健康環境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工研院能資所近三年來承經濟部技術處科技

專案經費支持下，致力於輔導和開創我國空

氣清淨產業，在全球仍舊著重於空氣品質問

題的基礎研究中，我國空氣清淨產業已蔚然

茁壯，形成國際間不可忽視的力量，以下為

工作成果的一些扼要說明： 

 

建立完整的空氣清淨測試能力 

精確的測試為技術發展之基石，空氣清淨裝

置的性能測試更是不可或缺的，空調模擬與

測試實驗室累積數年的努力於測試技術的開

發，己為我國建立最完整的國際性空氣清淨

機和空氣過濾等標準測試能力，涵蓋主要工

業國家有關的十餘項產業標準量化測試技

術，提供我國發展空氣清淨產業最肥沃的土

壤。 

 

提升我國廠商產品開發速度 

從90年計劃執行之初，廠商委託產品測試改

良僅有9家/30件，91年度的16家/58件，92

年度至11月底的統計數量已達43家/208件

次，估計衍生產值已超過20億元以上，每年

外銷數量更接近倍數成長(90 至 91 年成長

85%)，可見空氣清淨產業已儼然成為我國一

項新興的產業。本實驗室在室內空氣清淨技

術所投入的心力，協助我國廠商開發測試新

產品，靈敏快速反映國際/國內市場的需求變

化，保持強勁的競爭優勢。國內空氣清淨機

廠商已由傳統OEM逐漸轉型成為ODM的經

營型態，展現產業研發創新和技術昇級的效

果。 

 

研發測試能力受到國際肯定 

由於我國產業在空氣清淨機研發和測試能力

的完備，已吸引國際性的公司如 3M、

Honeywell 等在我國設立空氣清淨機的研發

和生產基地，均將擴大未來我國清淨機的總

產量和產值。除此之外，由於工研院能資所

致力於空氣清淨機測試品質的提升(CADR

測試已通過CNLA認證)，我國清淨機廠商申

請英文和日文測試報告的比例已提昇至40%

左右，均可印證本實驗室的功能已受到國際

的肯定。 

 

推動空氣清淨產業聯盟建立 

在工研院能資所的推動下，在92年5月已成

立了「空氣清淨產業技術聯盟」，目前已有東

元、聲寶、大同、宏昕電機、新典、漢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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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eywell）、台灣明尼蘇達（3M）、大金

(Daikin)、康潔濾材、孚豐等四十家包括家電

空調、空氣清淨機、濾網製造和電機廠商等

共同參與。「空氣清淨產業技術聯盟」(ACTA)

已建置網站，加強對國內外的空氣清淨技術

交流和宣導，以擴展商機，未來工作更將促

進業界的資源整合及標準界定，希望結合廠

商推動國內空氣清淨裝置的驗證制度，以健

全市場的良性發展。 

 

主要研究和測試設備 

而為滿足各項研究之執行，且獲得可信賴之

研究數據與結果，本實驗室透過相關之品質

管理（ISO 9001、ISO 17025與CNLA之認可）

之施行與下列相關主要儀器設備之協助，可

進行以下列舉的一些測試研究： 

1. 獨立室內側與室外側，可有效進行相關環

境溫溼度之控制，並可營造戶外環境條件

（溫控範圍-25~50℃；可模擬降雪、下雨

或刮風等特定氣候）。 

2. TSI Scanning Mobility Particle Sizer（SMPS）

進行奈米微粒之分析與高效率網之效率

研究。 

3. ASHRAE 52.2中、高效率過濾網性能測試

系統；量測儀器為PSI Royco 5230光散射

式微粒計數器等。 

4. AHAM AC-1空氣清淨機除塵效率測試系

統；量測儀器為 TSI 3320 氣動粒子分析

儀和PMS PCASP-X光散射式微粒計數器

等。 

5. ATI之TDA-5B與TDA-2G進行無塵室或

高效率過濾網之DOP或PAOs之測試。 

6. UL－867 規範中空氣清淨裝置之臭氧濃

度測試系統；量測儀器為 DASIBI UV. 

Photometric Ozone Analyzer。 

7. 日本光觸媒協議會之光觸媒性能測試規

範；量測儀器為GC。 

8. 日本JEM 1467之空氣清淨機脫臭測試系

統。 

9. 人體舒適度量測系統：Thermal manikin

（含加熱供應器、人工呼吸裝置與監控設

備）與舒適度量測儀（由INNOVA Thermal 

Comfort Data Logger與數個Transducer組

成，其包含溼度、風速、表面溫度、輻射

溫度、乾燥熱損、作業溫度、氣溫與黑球

溫度等多項）。 

10. 流場可視化系統：透過利用雷射質點成像

的非干涉性風速計（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進行定性與定量之流

場量測。 

11. 3D 風速量測系統：量測儀器為超音波風

速計（DA-600-3TV），可進行環境、清淨

產品之出風性或無塵室之氣流分析。 

12. 室內空氣品質量測系統：量測儀器為

INNOVA 1312 Photoacoustic Multi-Gas 

Monitor、TSI Velocicalc Model 8386、Merck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氣氣膠膠研研究究學學會會會會訊訊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13

Air Sampler 100、TSI Dust-Trak Model 

8520、TSI Q-Trak IAQ monitor 等多項儀

器。 

13. 其他測試系統：如JIS濾網測試、空氣離

子性測試系統與 PSL 過濾性能測試系統

等數項。 

 

未來發展的展望 

空氣清淨產業未來的發展除了目前家

用、商用和醫療用的市場外，舉凡較密閉性

的環境(如電梯、交通工具和療養院等)均可

以擴大推廣應用，工研院能資所目前已和廠

商配合進行開發的工作。面對國際市場激烈

的競爭，工研院能資所已更進一步規劃發展

新一代的環境控制技術，包括主動式的健康

環境創造技術，人體健康紓壓效果量化量測

技術，以及智慧型的環境感測器開發等，以

建構一個充分保障個人健康工作和居家生活

空間，同時也保持我國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

爭優勢。 

 
 
 
 
 
 
 
 
 
 

 
圖一、工研院能資所空調模擬與測試實驗室 

測試大樓 

空調模擬和測試實驗室研究團隊 
 

實驗室參考網站 

 

空調模擬與測試實驗室 

http://deptwebs.erl.itri.org.tw/0d400/ASTL/ 

 

空氣清淨產業技術發展聯盟 

http://www.act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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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空調模擬與測試實驗室的氣候模擬和舒適流場的測試設施 

 

 
圖三、空調模擬與測試實驗室的空氣清淨標準測試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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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博士後研究員，於 1992年畢業於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質及地球化學組

碩士班，碩士論文為『澎湖海域性大氣懸浮

微粒之微量元素研究』，該年進入博士班就

讀，於 1998年取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台

灣東北外海沈積物來源與傳輸以及水體中微

量金屬之地球化學』，畢業後一年在青輔會資

助下留在台大海洋所做了一年博士後研究，

隔年夏天進入海軍服役，於 2001年四月下旬

開始進入中研院從事研究至今。 

專長涵蓋海洋化學、沈積物地球化學、

大氣氣膠化學及環境科學，目前研究主題包

括大氣懸浮微粒化學成分

及性質研究、長程輸送之

大陸沙塵及污染物對台灣

大氣微粒的成分影響、大

氣沈降觀測及對環境生態影響研究、微量元

素之沈積化學作用及應用於古環境變遷之研

究、各種自然水體中微量元素的生地化研

究、以及 Pb同位素比值在環境上的應用。 

研究成果：發現台灣東北外海的水體中

的顆粒及微量金屬的空間分佈會受到一個氣

旋式窩流的影響；東海表水中的 Pb 的濃度

是全球開放性海洋中最高的，歸因於很高的

大氣 Pb 沈降量所致；發現接近台灣的沖繩

海槽南部深水中 Mn 濃度很高，是來自於海

底熱液活動；利用地殼性元素（如 Al、Ca）

的時序變化，推定 2002年春天時台灣受到長

程輸送的大陸沙塵微粒影響時間；由翡翠水

庫沈積物中重金屬的剖面變化，估算過去的

堆積通量，發現相較於背景的超量重金屬可

能有很大比例來自於大氣沈降。 

現在使用的分析儀器包含感應耦合電

漿質譜儀（ICP-MS）及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

（ ICP-OES），近期著力於發展雷射剝離

（ Laser ablation ） 系 統 連 結 ICP-MS

（LA-ICP-MS）應用於環境固態標本之成分

分析。大氣懸浮微粒採樣設備有國際氣膠採

樣器（IMPROVE）、分道採樣器（Dichot）、

姓名：許世傑 

現職：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博士後研

究員 

學歷：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博士 

研究興趣： 

大氣懸浮微粒化學成分及性質研究、 

長程輸送之大陸沙塵及污染物對台灣大

氣微粒的成分影響、 

大氣沈降觀測及對環境生態影響研究、

各種自然水體中微量元素的生地化研

究、微量元素之沈積化學作用及應用於

古環境變遷之研究、 

Pb同位素比值在環境上的應用 

聯絡方法：  

電話：(02) 2783-9910 ext 252 

傳真：(02) 2783-3584 

電子郵件: schsu@earth.sinica.edu.tw 

專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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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均勻沈降衝擊器（MOUDI），以及酸雨

採樣器。希望能與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

合作。 

著作： 

Hsu, S. C., Lin, F. J., Jeng, W. L. and Tang, T. Y. 

1998. The effect of a cyclonic ed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lithogenic particles in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J. Mar. Res. 56, 813-832. 

Lin, F. J., Hsu, S. C. and Jeng, W. L. 2000. Lead 

in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Mar. Environ. 

Res. 49, 329-342.  

Hsu, S. C., Lin, F. J., Jeng, W. L. and Tang, T. Y. 

2003.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cadmium over a 

cyclonic eddy in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J. 

Mar. Syst. 39, 153-166.  

Hsu, S. C., Lin, F. J., Jeng, W. L., Chung, Y. and 

Shaw, L. M. 2003. Hydrothermal signatures in 

the southern Okinawa Trough detected by the 

sequential extraction of settling particles. Mar. 

Chem. 84, 49-66. 

Hsu, S. C., Lin, F. J., Jeng, W. L., Chung, Y., 

Shaw, L. M., and Hung, K. W. 2003. Observed 

sediment fluxes of the southwesternmost 

Okinawa Trough enhanced by episodic events: 

flood runoff from northeastern Taiwan river and 

great earthquakes. Deep-Sea Res. Part І (in 

revision) 

Hsu, S. C., Liu, S. C., Lin, C. Y., Hsu, R. T., 

Huang, Y. T. and Chen, Y. W. 2003. Metal 

Compositions and Characterizations of PM10 and 

PM2.5 Aerosols in Taipei during the Springtime, 

2002. TAO (in revision)  

Hsu, S. C., Kao, S. J., Jeng, W. L., Huang, Y. T., 

and Lung, S. C. 2003. The diagenesis and 

accumulation rates of metals in a reservoir 

sediment core from northern Taiwan. (submitted 

to Water Research)  

Kao, S. J., Hsu, S. C., Horng, C. S. and Liu, K. K. 

2003. Carbon-sulfur-iron relationships in the fast 

accumulating marine sediments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In: Geochemical Investigations in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A Tribute to Isaac R. Kaplan. 

(accepted) 

Chou, C. C. K., Chen, T. K., Hsu, S. C., Liu, S. C. 

and Young, C. Y. 2003. Identification of Asian 

dust episodes over Taipei in spring 2002. TAO 

(in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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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近五年主要針對脈衝式濾袋屋之洗

袋性能及空氣品質研究兩個主題進行研究。

脈衝式濾袋屋在工業排放微粒的控制上，運

用的非常廣泛，影響脈衝式濾袋屋洗袋效果

的操作參數，主要為過濾速度、洗袋壓力大

小及噴嘴等，個人的研究主要將洗袋過程做

一模式模擬，並於實驗室建立模型場，於實

場改變操作參數以得知操作參數對濾袋屋洗

袋行為之影響，系列的研究成果可當為業界

對脈衝式濾袋屋設計及操作之參考。 

在空氣品質方面，個人之研究主題主要針對

空氣污染物之濃度頻率分布特性、濃度與氣

象條件之關係及污染物排放減量的推估進行

研究。個人的研究結果發現台灣PM10濃度之

頻率分布，在大部分測站中主要為單峰分

布，但於少部分測站為雙

峰分布(尤以高雄空品區

最多)，而氣態污染物(O3)

在不同測站主要為單峰分

布以 Weibull 分布較為符合。然而污染物母

體理論分布在高濃度區域所預測的污染物濃

度發生機率會有較大之誤差，因此個人亦利

用環保署測站資料，分析高濃度污染物的分

布情形，結果發現高濃度污染物的分布相當

符合極端值理論的分布，因此可利用極端值

理論分布推估高污染物濃度的再現期間及來

年發生超出空氣品質標準之次數，預測結果

顯示與測站值相當符合，故個人研究的成果

可當為空氣品質控制策略制定及排放策略研

擬時之參考。 

著作： 

Hsin-Chung Lu and Chuen-Jinn Tsai (1999), 

"Influence of Design and Operation Parameters 

on Bag-Cleaning Performance of Pulse-Jet 

Baghouse", AS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Vol. 125, pp. 583-591. 

Chuen-Jinn Tsai, Ming-Lun Tasi, and 

Hsin-Chung Lu, (2000) “Effect of Filtration 

Velocity and Filtration Pressure Drop on The Bag 

Cleaning Performance of a Pulse-Jet Baghouse”, 

Sepa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35, pp. 

211-226.  

Hsin-Chung Lu (2002), “The Statistical 

Characters of PM10 Concentration in Taiwan 

姓名：盧信忠 

現職：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副教授 

學歷： 

1984/09~1988/06 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系

學士 

1992/09~1993/08 交通大學環工所碩士

班 

1993/09~1997/07 交通大學土木所環工

組博士 

研究興趣： 

脈衝式濾袋屋之洗袋性能 
空氣品質研究 
聯絡方法：  

電話: (04) 2631-8652  
傳真: (04) 2652-5245 
電子郵件: hclu@sunrise.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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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Vol. 36, pp. 

491-502.  

G. C. Fang, C. N. Chang, Y. S. Wu, H. C. Lu, P. 

P. Fu, S. C. Chang, C. d. Cheng, and W. H. Yuen 

(2002), “Concentration of Atmospheric 

Particulates during a Dust Storm Period in 

Central Taiwan, Taichung”,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Vol. 287, pp. 141-145.  

Hsin-Chung Lu and Chuen-Jinn Tsai (2002),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b in TSP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Vol. 12, pp. 217-225. 

Hsin-Chung Lu and Guor-Cheng Fang (2002), 

“Estimation of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of 

PM10 and PM2.5 by Statistic Wind Speed Data at 

Sha-Lu, Taiwan”,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Vol. 298, pp. 119-130.  

Hsin-Chung Lu (2003), “The Comparisons of 

Statistical Characters of Air Pollutants in Taiwan 

by Frequency Distribution”, J. of Air and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Vol. 53, pp. 608-616.  

Hsin-Chung Lu, Chuen-Jinn Tsai and I-Fu Hung 

(2003), “Atmospheric Lead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Northern Taiwan”, 

Chemosphere, Vol. 52 (6), pp. 1079-1088. 

Hsin-Chung Lu and Guor-Cheng Fang (2003), 

“Predicting the Exceedances of a Critical PM10 

Concentration —A Case Study in Taiwa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Vol. 37, pp. 

3491-3499. 

Hsin-Chung Lu and Chuen-Jinn Tsai (2003),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leaning Conditions on 

Cleaning Performance of a Pilot-Scale Pulse-Jet 

Baghouse”, AS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Vol. 129 (9), pp. 811-818. 

Hsin-Chung Lu (2004), “Estimating the 

emission source reduction of PM10 in central 

Taiwan”, Chemosphere, Vol. 54 (7), pp. 

805-814.  

 

在哈佛唸博士班時，

我們在實驗室的一次聚會

中驚訝地發現，我們這些

從事生物氣膠研究的人

姓名：趙馨 

現職： 

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助理教

授 

學歷： 

美國哈佛大學環璄衛生博士 

經歷： 

美國哈佛大學環璄衛生研究所博士後研

究員 

研究興趣： 

生物氣膠；室內空氣品質；環境及職業

衛生 

聯絡方法：  

電話：(02) 2736 1661 ext.6526 

傳真：(02) 2738 4831 

電子郵件: hchao@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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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過敏性疾病。我的

指導教授，Dr. Harriet Burge，有過敏性氣喘，

而且對花生過敏。我則是對灰塵過敏，而且

一吃到煮熟後會變紅的海鮮（如龍蝦、螃蟹）

就會氣管緊縮，要立刻吃抗過敏藥。此外，

室內過高的二氧化碳濃度也會讓我不由自主

的“臉紅心跳”。最嚴重的是我們的研究

員，Dr. Christine Rogers，她對雞蛋過敏（連

不小心碰到蛋殼都會有嚴重反應），因此大部

份的糕點都不能碰，但是常常還是會在Pizza

或是沙拉醬中不小心吃到蛋製品，而必需在

立刻施打腎上腺素（epinephrine）後送醫觀

察；此外，Christine 還會對許多刺激物產生

過敏性氣喘反應，包括聖誕樹的松香。我想，

歡樂的聖誕節常常會讓 Christine 又愛又怕

吧！！實驗室中的其他人則有各種不同的過

敏性疾病。我們猜想，可能就是因為我們本

身都有過敏的毛病，所以會聚集在一起從事

生物氣膠與過敏性疾病的研究，並且樂在其

中！！（當然也可能只是巧合，因為現在有

過敏性疾病的人愈來愈多。不過有趣的是，

我現在實驗室的兩個學生，也有過敏性氣

喘！） 

其實，接觸到環境衛生的領域已經超過

十年了（請不要推算我的年紀）。從在台大公

衛系唸書開始，我對環境衛生的相關領域就

特別地有興趣，可能是因為從小對環境嚴重

過敏，長年打噴嚏、流鼻水，讓我的青少年

時期相當灰暗，所以想要了解問題的根源。

大四一年的實習，我在幫忙執行一個長期的

國科會計畫，評估新生兒家中空氣品質與氣

喘的相關性。整個計畫的執行過程壓力非常

大，因為要和國外的廠商聯絡購買採樣器、

打電話找100個參與的家庭（那時候我連和

陌生人說話都還會臉紅呢）、建立採樣及分析

方法等等。然而，巨大的壓力以及參與過程

中的學習，對我能力的提升與自我肯定非常

有幫助，也奠定我未來從事研究工作的決心。 

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衛生系唸碩士

時，雖然修課的壓力相當的沉重，但碰到有

學養的老師、幽默的助教、同甘共苦的同學，

都讓生活多釆多姿。最幸運地，是在修環境

微生物學時接觸到「生物氣膠」這個新興又

有趣的領域，以及我博士班的指導教授，Dr. 

Harriet Burge。Harriet不但是生物氣膠領域中

大師級的研究學者，她個人智慧的魅力與多

才多藝（繪畫、彈琴加唱歌），也讓我們這些

學生非常的傾倒。 

我的博士論文是美國環境保護署的研

究計畫--「辦公大樓中之生物氣膠、健康與

工作效率」。此計畫主要目的在探討生物氣膠

對辦公大樓中員工自覺健康症狀和舒適感

受、以及對工作效率的影響。而在計畫中，

我們利用許多全新的研究方法，包括密集與

多樣之生物氣膠採樣、辦公椅灰塵之採集，

以及運用一特殊電腦軟體測定員工之工作效

率(NovaScan A)等等。我們利用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 建立統計模式來了解辦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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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中生物氣膠隨時間/季節的變化，以及與其

他環境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在室內環境品

質對辦公大樓員工健康影響之分析中，我們

發現非特定性與大樓建築相關之症狀

(Non-Specific Building-Related Symptoms ，

BRS)，即所謂的病態大樓症候群(Sick 

Building Syndrome，SBS)與許多環境因子（例

如地板灰塵量、辦公椅上灰塵所含之真菌濃

度等）、對工作環境之自覺感受（例如是否覺 

得辦公室乾淨）、以及氣喘病史等，具有相關

性。此計畫並為第一個研究，發現辦公椅上

灰塵所含之真菌濃度與BRS間有相關性。此

外，在初步的資料分析中，我們也發現溫度

與相對濕度會影響員工之工作效率。 

在博士後研究期間，我主要參與了美國

國家衛生研究院一項為期五年的計畫--「戶

外過敏原之暴露、過敏與急性氣喘病發之相

關性」。此計畫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戶外過敏原

（如花粉、真菌過敏原）對於急性氣喘病發

作及過敏反應盛行率的影響。我在計畫中主

要負責研發及評估適當的環境採樣、樣本處

理及分析之方法（如過敏原的免疫分析、總

蛋白質濃度分析等），並建立標準化的操作方

法及程序，以及訓練技術人員等等。在參與

這些計畫的過程中，除了研究技術及執行方

法外，我更進一步學習到實驗室管理與統合

的工作，以及研究者應有的執著精神與認真

態度。 

開始獨立從事研究工作，是去年八月返

國，於台北醫學大學公衛所任教後。雖然時

間不長，但是已經感受到台灣學者們對研究

的投入與執著，並且受到許多氣膠學會先進

們的熱心幫忙，特別是台大的李芝珊教授、

成大的蘇慧貞教授、勞研所的張靜文博士、

以及中研院的龍世俊博士等等，前面三位也

都是台灣地區著名的生物氣膠研究學者。至

於為什麼台灣生物氣膠界的女性研究者較

多，我們常私下認為是因為生物氣膠的工作

非常繁瑣，所以可能比較適合心細的女子

吧！ 

我目前研究的方向主要包括：職業環境

中的真菌暴露評估、戶外過敏原的濃度分佈

與季節變化、以及建立醫療院所生物氣膠監

測方法等。生物氣膠是一個複雜但迷人的研

究領域，相信我會和許多其他研究者一樣，

在其中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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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跟大家認識。從小

就很喜歡與人接觸的我，

在填大學志願時，看到公

共衛生，就覺得很有親切

感，也因此開始了我與公衛的緣分；在台北

醫學大學就讀時，就對於環境中的各種暴露

很有興趣，進入台大環境衛生研究所後，便

開始試著瞭解各種物理、化學與生物的環境

暴露評估，經過一陣子的摸索後，發現自己

深深的被生物性的暴露評估所吸引，也因此

進入了生物氣膠的研究領域，跟著李芝珊教

授學習。由於目前對於生物氣膠的評估，主

要仍以培養的方式為主，然而，一些研究卻

發現，許多重要的致病菌，像退伍軍人桿菌

與肺結核桿菌，在環境中所處的狀態，其實

是活著但不可培養，加上過去以培養方式探

討生物氣膠濃度與健康間相關性時，所看到

的相關性都不高，於是我們開始思考，或許

非培養的分析方法能提供給我們其他的資

訊，使我們對環境中的濃度能瞭解的更完

整。因此本人在生物氣膠方面的研究，開始

於建立與比較不同之非培養的分析方法

(nonculture-based analysis)，如 real-time 定量

PCR（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流式細胞儀(flow cytometry)與螢光

顯微鏡（epifluorescence microscopy），並輔以

螢光染劑，以存活（viability）的觀點來評估

生物氣膠採樣器的採樣效率，並將非培養的

分析方法實際運用於環境中，測量不同環境

中重要的生物氣膠之濃度，如空氣中肺結核

菌的濃度。進一步的研究方向，將朝以應用

非培養的分析方法探討生物氣膠在各個微環

境的環境暴露評估以及其與健康效應之相

關。在氣膠的領域中，覺得自己還像是個初

生的小嬰兒，但也期許自己擁有孩子般旺盛

的好奇心與學習力，跟各位前輩多多學習，

一同為科學研究與台灣的環境努力。 

 

 

 

 

姓名：陳培詩 

現職：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學歷： 

台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系學士，民國八

十七年 

國立台灣大學 環境衛生研究所碩士 

班(直升) ，民國八十七年∼民國八十八

年 

研究興趣： 

生物氣膠 

聯絡方法：  

電話：(02) 23123456-8468 

傳真：(02) 23970373 

電子郵件: b8307003@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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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投稿截止日) 地點 

Feb 16-19 4th World Asthma meeting 
Website: http://www.wam2004.com 

曼谷 
泰國 

May 8-13 Sponsored by 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IHA) and ACGIH 亞特蘭大 
喬治亞州 

April 14-15 15th Aerosol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and AGM 
Website: http://www.aerosol-soc.org.uk/ 

曼徹斯特 

July 26-30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ucleation&Atomspheric Aerosols 
Website:http://aerosol.energy.kyoto-u.ac.jp/~pub/16thICNAA 

日本 
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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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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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14-16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rbonaceous Particles in the Atmosphere 
Website: carbon2004@cta.tuwien.ac.at 

維也納 奧地利 

Oct 4-8 AAAR 2004 Annual Conference 喬治亞 

亞特蘭大 

Oct 11-15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g,Fog Collection and Dew 
Website: http://www.up.ac.za/academic/geog/meteo/Events/fogdew2003/fogdew.htm 

開普敦 
南非 

 

2005年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投稿截止日) 地點 

Dec 2-5 2005 OARSI World Congress 芝加哥 

 
 
 

 

重要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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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希望 事事都如意! 

CAART 秘書處首先要祝各位新舊會員：

新年快樂！在新的一年中，大家都能事事

順心，心想事成！ 

 

抗煞小組籌組源由 

 

白曛綾  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教授 

氣膠學會 第二副會長 

 

記得四、五月間，

SARS 正流行期間，台

灣幾乎每位老百姓都

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中

煞，包括每天至少坐兩

小時巴士通勤的我也不例外。在 SARS 流

行之初，大家都不瞭解 SARS 病毒的特

性，我看到了連公共衛生知識應該很豐富

的醫生護士們都聞煞色變，自己這個小老

百姓當然也會害怕。 

當時的我，除了每天乖乖的戴口罩通

勤，平時忙於學校、家庭的瑣碎事務外，

回家後會增加的一件事，就是觀看平時我

幾乎不看的電視新聞，我看到了帶兩層口

罩的醫院高層人士接受媒體專訪、看到了

連藥劑師也成為口罩專家、看到某教授於

電視上發表 “因為口罩縫隙比 SARS 病

毒大，所以 N95 口罩罩不住”並且 “有

圖為證”之SEM照片等等奇怪的事情，不

免開始心想：怎麼沒看到真正的專家發表

正確的言論，反而是那些非公共衛生專

長、非口罩研究專長的人在各類媒體發表

似是而非的言論？ 

不過我也只是想想罷了，並沒有採取

任何行動，因為畢竟我既不具備公共衛生

專長，更沒有做過任何口罩的相關研究，

我所懂的只是氣膠學中的基本過濾原理之

常識罷了！ 

直到有一天，學生很好心的以電子郵

件寄給我清大動機系彭教授在新竹社區大

學網頁上寫的口罩相關文章，我發現內文

中有錯誤之處，且可能會誤導民眾，使其

以為口罩真的無法過濾非常細小之微粒而

感到恐慌。而且當時彭教授所主持的社區

大學網站很受歡迎，因為他花了許多時

間，整理了很多和SARS相關之各類資訊。 

於是我順手寄了一封信給他，糾正了

他一些氣膠學的基本知識。彭教授迅速的

回覆，也告知我已經有兩位氣膠專家糾正

過他了，一位是李壽南博士，另一位是李

柏欣博士，兩位都是我們氣膠學會會員！

熱心的彭教授設立了一個聯絡網，讓各個

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分

享經驗，其中包括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寫出

一個 SARS 隔離病房規劃書的省立醫院醫

生，我也請北科大的胡石政教授提供病房

通風相關資訊給他參考。 

透過不斷的信件往來，我的熱情被激

會員交流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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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最後在看到彭教授轉來勞研所張靜

文博士與他之間溝通之信件，我更瞭解到

其實有很多氣膠學會的會員們都在默默付

出心力，包括了常常被我長時間打擾請教

SARS 病毒相關知識、不吝解說的李芝珊

教授、為了 SARS每天忙得昏頭轉向的陳

志傑教授，還有勞研所的諸位研究人員，

甚至應該還有許多我所不知道的會員們都

曾付出他們的專業知識。 

最後，靜文、芝珊與我都一致同意，

比起眾多不具相關專業的人士在各類媒體

熱心教育大眾，氣膠學會只靠各個會員默

默付出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凝聚眾人之

力，籌組抗煞小組。由學會來發聲的好處

是可以透過大家的共識，提供經過濾過、

可靠的資訊給民眾及政府單位參考，其公

信力也較可被認定。於是就由我們三位當

起發起人，而我恰巧不幸暫時有個第二副

會長的頭銜，只好講話得大聲點，最後大

家就以為我是那個抗煞小組籌組人了。 

既然抗煞小組成立了（其成員及工作

目標等見九月份之會訊），總要真正做點事

情，於是有了張秘書長幼珍熱心協助教育

部進行抗煞宣導內容之編撰工作，以及我

協助籌組，巢會長志成、李芝珊教授、陳

志傑教授、張靜文博士、胡石政教授及李

壽南博士等人共襄盛舉的『生物氣膠與傳

染病–SARS 與其他傳染性疾病之傳播與

控制』特別議程，也已經於今年九月的第

十屆中華民國氣膠研討會召開。 

『生物氣膠與傳染病』特別會議吸引

了許多人前往聆聽，也提供有心參與、貢

獻心力的會員們一個討論的平台，更誘發

了現在正在推動中的生物性氣膠相關群體

計畫，這是以氣膠學會名義第一個籌組成

的跨領域群體研究計畫，若沒有靜文、幼

珍、芝珊等人的毅力與持續付出（我在此

時因為專業能力不足，已經幾乎成了逃

兵），以及巢會長、勞研所石所長的協助，

群體計畫是不會進行得這麼順利的。 

抗煞小組現在真的成立了，但是我們希望

SARS 永遠不要再來，而與生物氣膠相關

的傳染病還有很多，願氣膠學會的會員們

再持續貢獻心力吧！ 

 

會訊(Membership Directory)籌備中… 

CAART 秘書處目前正在籌畫 CAART 的

年度會訊，並且會訊將會以紙本印刷出

來，再經由郵寄的方式寄給各位會員。在

此之前，秘書處將會發 E-mail 給各位會

員，希望各位會員在接到 E-mail時能回覆

您正確的個人資料（包括郵寄地址、電話

及 E-mail），這樣各位會員才能收到

CAART的年度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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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nnnttteeerrrnnnaaatttiiiooonnnaaalll   AAAeeerrrooosssooolll   FFFeeellllllooowww   AAAwwwaaarrrddd      

 

Call for Nomin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Aerosol Fellow Award is gran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erosol Research Assembly 
(IARA) to recogniz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research, 
technic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service. 
  
Nominations of candidates for the award are invited. The nominator must be a member of an IARA 
member society, but the nominee can be any individual,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IARA member societies. 
At least three supporting letters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nomination. Six copies of the nomination 
material are to be submitted to the Committee chair by 1 May 2004. An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e material 
should be submitted also, if possible. 
 

The forthcoming International Aerosol Fellow Award, which will be bestowed at the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in Budapest, Hungary, September 2004.  
 
Details of the nomination procedure can be found at: 
http://www.ap.univie.ac.at/users/Helmuth.Horvath/IAFA04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award can be addressed to the chair of the IAF Award Committee  
 
Professor Helmuth Horvath  
Institute for Experimental Physics  
University of Vienna  
Boltzmanngasse 5  
1090 Vienna, Austria  
Fax: + 431 4277 51186  
Tel.: + 431 4277 51177  
E-mail: Helmuth.Horvath@univie.ac.at  

廣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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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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