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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五月

會長的話
blessed with lively blossoms of
nature and bright hopes for an
energetic future.
For CAART, we started this
year with a very successful
Second Aerosol Youth Camp, attended by 50
enthusiastic

young

scientists

and

students.

Through a few days’ intensive training and
institutional visits, all participants had a good grasp
of the current work and upcoming trend of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its potential valu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fety and health,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special interest to many, of course, would be the
status and perspectives of nano-particle technology.
We are happy that this event has provide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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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ive platform for senior and junior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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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practitioners to interfac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viewpoints, paving an avenue for
transferring 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s and
linking the present workforce to the future
brainpower.
The integrated bio-aerosol research proposal
by CAART members, on the other hand, has
received a favorable, first-round review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he revised proposal is

going through a second review at this time, for
While heading into the spring season, we are

finalization of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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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Once approved, this first-ever joint effort of many

大家好!

researchers from various institutions will signify a

本期會訊由氣膠學會的創始會長王秋森

major step forward and challenge for CAART,

教授介紹在 “吸入微粒” 研究方面之挑戰與

requiring a smart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of

機會，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陳韡鼐

project execution and management.

博士介紹研究氣膠垂直分佈的利器：光達，

The pub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AAQR, another

另有逢甲大學張立德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環境

breakthrough of CAART, is progressing with an

變遷研究中心張士昱博士介紹他們的研究。

encouraging pace. Thanks to the hard work of

而嘉南藥理學院環境工程學系米孝萱教授則

editors-in-chief and the editing support of Desert

提供國內外氣膠相關新書的訊息。

Research Institute in Nevada,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在會務方面，有本會第一副會長袁中新

first issue will be publicized before July of 2004, an

教授報告剛圓滿結束之第二屆氣膠青年學習

exciting moment that we can hardly wait for.

The

之旅，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李經民教授轉達

future and success of this journal depends on the

「2004 年海峽兩岸華人顆粒技術研討會」的

support of members and friends of CAART, and we

訊息，另外，還有本年度學會年會暨氣膠科

count on your continuous paper contributions to

技研討會以及本會全力支持的國際專業期

make AAQR a truly high-caliber international forum

刊 ：「 Aerosol and Air

for aerosol research.

Quality Research」投稿的
相關資訊。

President

學會會訊以中英文方

Dr. Chih C. Chao

式同時出刊已達六期，期間十分感謝為會訊
寫稿的各位會員幫忙，使得會訊能夠成為對
大家專業更有幫助的工具及與國際會員間溝
通的橋樑。為了持續邀請更多會員寫稿來豐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學會網址

富會訊內容，同時我們也了解大家有很多其

CAART Website:

他事務要處理，因此由本期開始我們將以更

http://www.caart.org.tw

十二月的出刊，將改為一/二月、四/五月、

彈性的方式來出版會訊，原定三、六、九、

七/八月及十/十一月，也就是四/五月份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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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欄
訊可能四月或五月出刊，由當時的來稿及作
秋森獎開始接受申請或推薦

者或編者的工作時程來決定。另一方面，新

李崇德 教授

的出刊日期，也配合學會年會暨研討會的籌
備時程，使研討會訊息能更有時效地透過會

為獎勵年輕有潛力的氣膠研究學者，提

訊通知會員。希望這樣地調整使會訊更能成

升氣膠科技研究水準，凡在國內大專院校擔

為會員彼此間交換訊息的平台!

任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或在國內研究
主編

機構擔任研究員（資格比照副教授時）
、副研

龍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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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於八月十日前將一篇近二年（即
前年八月十日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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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崇德 教授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Tel：03-4227151 轉 4657 或 4650
Fax：03-4226551
E-mail：ctlee@cc.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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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紀實

能見度之觀測與應用、高屏空品區總量管制

袁中新 教授/第一副會長

策略、大陸沙塵暴對空氣品質之影響、戴奧
辛之生成與採樣分析技術、粒狀污染物控制

「第二屆氣膠青年學

原理與技術、奈米微粒健康危害與控制技

習之旅－環境奈米氣膠微

術、毒性氣膠微粒特性等。而參訪單位則包

粒研習會」在教育部環保

括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高雄市政

小組之指導下，由中華民

府環境保護局能見度自動觀測站、正修科技

國氣膠研究學會及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共

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中國鋼鐵公司空

同主辦，並由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氣污染防制設施、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安

袁中新教授(本學會第一副會長)承辦。本研

全衛生工程系暴露艙實驗室、台南科學園區

習會旨在加強學會與青年學生間之互動，增

奇美電子公司無塵室、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

進青年學生對環境奈米氣膠特性之瞭解，並

程研究所等。上述研習課程之邀請講座詳見

進一步認識我國產官學研各界在氣膠奈米科

表 1；而研習會之行程規劃則詳見表 2。

技之研究成果及未來展望。

在本學會會員先進之共同努力下，本屆氣膠

本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之研習主題為

青年學習之旅的報名極為踴躍，實際參與研

「環境奈米氣膠微粒」
，歡迎國內各大學院校

習的學員達 58 位(另有 2 位報名但無法參

從事氣膠相關研究或對氣膠科技有興趣之大

與)，其中在學學生佔 70.8%(其中博士班研究

學生、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究機構或公民

生佔 5.2%；碩士班研究生佔 32.8%；大學生

營機構之工作人員，踴躍報名參加。本屆研

佔 32.8%)，產業界佔 15.4%，而政府相關機

習會係接續國立中央大學林能暉教授(本學

關佔 13.8%(其中台北市政府環保局北投資

會上屆秘書長)籌辦之「第一屆氣膠青年學習

源回收廠計有 5 位報名參與)。若非受限於交

之旅」(2002 年 7 月底)，原訂於 2003 年 7 月

通及住宿之安排，預估報名參加研習人數將

底舉辦，唯在籌備期間爆發全球性 SARS 疫

可達 70-80 位左右，在此要特別感謝各界的

情，故展延至 2004 年 2 月 10~12 日在南台灣

熱烈迴響與參與。

舉行。因此，研習課程之安排亦以南台灣學

本研習會開幕式於 2 月 10 日早上假國立

者專家及相關研究設施為主。研習課程內容

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演講室舉行，並邀

包括粒狀污染物採樣與分析技術、氣膠監測

請本學會巢志成會長主持開幕式，中山大學

儀器原理與操作、氣膠光學之原理與量測、

工學院鄭木海院長及環境工程研究所周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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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所長致歡迎辭，揭開第二屆氣膠青年學習之
旅的序幕。在研習課程之安排上，承辦單位

研習會籌備期間，最辛苦的是課程的安

亦煞費苦心，雖然在講授時間上略嫌緊湊，

排及經費的籌措，感謝講座的盛情支持及捐

但課程安排之多元化及內容講授之深入淺

款單位的慷慨解囊。三天兩夜的第二屆氣膠

出，亦使得參與研習之學員獲益良多，這可

青年學習之旅雖已暫時劃下句點，期盼在本

由研習會後學員撰寫的心得略窺一二。本屆

學會會員的共同努力之下，未來能夠持續舉

研習會共安排十場正式的演講課程，並參訪

辦「第三屆氣膠青年之旅」
，相信在中部地區

七處學術、政府、民營企業單位，另亦安排

(暫定)會員先進的支持下，預期將會有更豐

欣賞高雄市西子灣夕陽、愛河元宵花燈展及

富的研習內容與安排，屆時希望大家能夠多

台南縣奇美博物館；第二天晚上則安排住宿

予支持與鼓勵。

台南縣曾文水庫山芙蓉大飯店，並得以溜覽
曾文水庫的湖光山色。

學員心得-沈桓毅

本研習會自籌備至完成共歷經十個多

中國醫藥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

月，在這段不算短的籌備期間，雖歷經全球
性 SARS 疫情而延後，但在本學會巢志成會

很高興參加氣膠青年研習，在三天的研

長及張幼珍秘書長的持續關心及鼓勵，以及

習過程中，不僅是知識方面的取得，也認識

教育部環保小組陳志傑執行秘書的大力支持

了各大專院校的同學，有大學部，碩博班的

之下，得以順利完成。尤其感謝擔任研習課

同學，以及授課的教授。首先要感謝中山大

程講座之學者專家先進，在百忙之中抽空準

學的同學及老師承辦第二屆的研習會，在學

備講義資料並親自授課。此外，亦對於參訪

習過程中，不會只有枯燥乏味在講堂上課,

單位之熱情接待表達由衷感激之意；特別感

除了基本的上課外，也有到高雄第一科大、

謝本學會產學合作委員會郭泰麟主任委員代

成大、正修科大、參觀各校的實驗室，了解

為安排奇美電子公司南科廠及奇美博物館之

課堂上講授的儀器原理之課程，更能實際的

參觀，使學員們得以開闊視野。最後，謹代

觀看其真正的儀器，及如何操作。最感新奇

表本學會特別感謝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

的是在高雄的能見度觀測站，對於空氣品

究所袁中新教授空氣污染實驗室的研究生及

質、能見度等等，有很好的預報資料，我想

助理們，若沒有你們庚續的支持及無私的奉

對於航空業的安全起飛降落是一個重大的參

獻，無法順利完成本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的

考資訊。在行程中也有安排高雄鋼鐵廠及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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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奇美電子工廠的實務參觀，了解其對於廢

人喜好不談，能聽到許多空污的研究議題，

氣、廢水、廢棄物的處理技術及符合排放之

拋開之前學習空污課程的窠臼，瞭解多元化

標準。雖然行程蠻緊湊的，但獲益十分良多，

的空污領域，打開更寬廣、更新的視野，為

在白天吸收知識及原理並參觀工廠能更深切

這趟研習的最大收穫。此外，認識更多的老

地拉近實務上的經驗，如何由課程原理應用

師，也是另一項收穫，因為我就讀新學校，

於實務上，晚上一同吃飯,與新朋友聊天，互

系上僅有九位老師，接觸不同校風的老師，

相切磋，彼此認識新朋友。對於氣膠有興趣

體驗不一樣的春風化雨，亦是全新的感受。

的同學，在研習中不僅能吸收到平常課堂學

印象最深的為最後一堂課的李文智老師，樸

不到的知識，更能認識來自各地的朋友，值

實的外在、幽默的口吻、誠摯的鼓勵，讓我

得參與更能有一番更深入的體驗喔!!!

受益良多，最後一張簡報：青年氣膠，鵬程
萬里；環境保護，功德無量。想必李老師是

學員心得-吳怡貞

一位謙卑且慈悲的環境保護學者。當然，其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94 級)

他的老師也很優秀，都是我的學習目標，希
望來日我也能成為謙卑且令人尊敬的學者。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表示我參加氣膠青年

最後，感謝中山大學袁中新老師及眾多

研習營的最大收穫---------拓展我對於空氣污

傑出的工作成員，讓參加研習營的學子能滿

染領域的新視野。

載而歸，辛苦了！謝謝！

我目前大三，雖然我對於環工最有興趣
的領域是空氣污染方面，但是到目前為止，

籌備心得-羅卓卿

我修過有關空污的課程充其量僅有「空氣污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染與防制」及「流體力學」。主要是礙於系
上老師不足，因此課程選擇不多，這也是我

三天兩夜的「第二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

參加氣膠研習營的最大因素，因此我沒有猶

─環境奈米氣膠微粒研習會」在學員熱烈的

豫，馬上就報名參加。

參與下順利圓滿結束。回想在第一屆氣膠青

三天的課程加上各種儀器設備的觀摩，

年學習之旅的時候，我還只是一位參加的學

固然開了眼界，不過對於目前日益嚴重的溫

員，如今卻成了負責本次活動的籌備執行人

室效應，並沒有相關議題討論，心中難免失

員。因此，我不僅在第一屆的活動中學習到

落，因為我對於溫室效應極為關切，撇開個

氣膠領域相關知識外，也間接瞭解到該次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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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籌備的情形，這也可算是為第二屆氣膠青

成員全力動員，並竭盡所能的完成這個任

年學習之旅之籌劃所做的見習工作吧!!!回顧

務。所以，在這次的活動中，讓我學習到身

本次活動的籌備，可說是一波三折，其中主

為一位負責籌劃的執行人員，從行程規劃、

要的原因是剛好遇到 SARS 風暴，所有活動

課程安排、場地與授課講員聯絡，甚至突發

均受到影響，但這卻無法澆熄我們籌辦這次

狀況的處理，都必須要有縝密的心思，透過

活動的熱情。有鑑於第一屆氣膠青年學習之

團隊分工合作，層層負責，最後完成所有交

旅的行程籌劃與活動內容非常非常充實，因

辦的事項，也是我們展現成果的時刻。不但

此我們為了讓學員能夠在三天兩夜的活動行

讓我親身體驗身處籌備的壓力下，從中更學

程中能夠在理論與實務上相互配合，且秉持

習到如何去籌劃一個活動？如何規劃及安

著「好要更好」的原則，盡力完成本次的活

排？因為這是我從未做過事，因此，這次活

動。當然，這次活動必須感謝本研究室所由

動的籌劃經驗對我而言是非常具有意義的。

1. 邀請講座與課程安排
講

授

課

程

講

粒狀污染物採樣與分析技術
大陸沙塵暴對台灣地區空氣品質之影響
氣膠光學原理與量測
氣膠監測儀器原理與操作
高屏空品區總量管制策略
能見度觀測與應用
戴奧辛之生成與採樣分析技術
環境艙室技術簡介
奈米微粒健康危害與控制技術
毒性氣膠微粒特性
光電面板廠無塵室操作實務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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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蔡瀛逸 教授
陳瑞仁 教授
袁中新 教授
鄭曼婷 教授
蔡春進 教授
張豐藤 局長
袁中新 教授
張簡國平 教授
李家偉 教授
洪崇軒 教授
簡弘民 教授
李文智 教授
顏中村 副總
南科奇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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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三年四月/

五月

表 2. 活 動 行 程 表
（一）第一天（2 月 10 日）
時

間

行 程 / 目 的

地

點

講員/單位

9:00~9:30 報到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9:30~9:50 開幕致辭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邀請貴賓

9:50~10:00 會務說明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袁中新教授

10:00~11:00

粒狀污染物採樣與分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析技術

陳瑞仁教授
蔡瀛逸教授

11:00~12:00

大陸沙塵暴對台灣地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區空氣品質之影響

袁中新教授

12:00~13:00 午餐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羅卓卿

13:10~14:10 氣膠光學原理與量測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鄭曼婷教授

氣膠監測儀器原理與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操作

蔡春進教授

14:10~15:10

15:10~15:30 休息
15:30~16:30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高屏空品區總量管制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策略

16:30~17:30 能見度觀測與應用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

20:00~

夜宿

袁中新教授
羅卓卿
陳威錦

17:30~18:00 欣賞西灣夕照
18:00~20:00 歡迎餐會

張豐藤局長

國立中山大學海景餐廳

袁中新教授

統合大飯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羅卓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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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天（2 月 11 日）
時

間

行 程 / 目 的

地

7:00~7:50 早餐

點

統合大飯店

8:00~8:15 驅車前往霖園大飯店

講員/單位
羅卓卿
陳威錦

8:15~9:05 參觀能見度自動觀測站

霖園大飯店頂樓測站

9:05~9:20 驅車前往正修科技大學

高市環保局
新系公司
陳威錦

9:20~10:10 戴奧辛之生成與採樣分析技術 正修科技大學

張簡國平教授

10:10~11:10 參觀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

張簡國平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

11:10~11:30 驅車前往中國鋼鐵公司

陳威錦

11:30~12:30 午餐

中國鋼鐵公司西餐廳

12:30~13:10 中國鋼鐵公司簡報

中國鋼鐵公司

13:10~14:30

參觀中國鋼鐵公司空氣污染
中國鋼鐵公司
防制設施

14:30~15:00 驅車前往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陳威錦

奈米微粒健康危害與控制技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術
環境安全衛生工程系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6:00~16:30 環境艙室技術簡介
環境安全衛生工程系
參觀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6:30~17:00
環安系暴露艙實驗室
環境安全衛生工程系
驅車前往台南縣曾文山芙蓉
17:00~18:20
渡假酒店
15:00~16:00

18:20~19:00 晚餐
19:00~

夜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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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
環保處處長
中鋼公司
環安組
中鋼公司
環安組

簡弘民教授
李家偉教授
洪崇軒教授
李家偉教授
洪崇軒教授
陳威錦

曾文山芙蓉渡假酒店

羅卓卿

曾文山芙蓉渡假酒店

羅卓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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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天（2 月 12 日）
時

間

行 程 / 目 的

7:00~8:20 早餐

地

點

曾文山芙蓉渡假大酒店

講員/單位
羅卓卿

8:30~9:30 遊覽曾文水庫

陳威錦

9:30~10:00 驅車前往台南科學園區

陳威錦

10:00~10:30

光電面板廠無塵室操作實
台南科學園區
務解說

奇美公司
(顏中村副總)

10:30~11:10 參觀污染防制設施

台南科學園區

奇美公司
(顏中村副總)

11:10~12:00 午餐

台南科學園區

郭泰麟理事長

12:00~13:00 參觀奇美博物館南科分館 台南科學園區

奇美公司
(黃偉珍先生)

13:00~13:30 驅車前往國立成功大學
13:30~14:30 毒性氣膠微粒特性
14:30~15:00

陳威錦
國立成功大學環工所

李文智教授

參觀國立成功大學環工所
國立成功大學環工所
實驗室

李文智教授

台南火車站、台南機場、

15:00~

解散、賦歸

高雄火車站、中山大學及
高雄小港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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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環境奈米氣膠微粒研習會」開幕典禮，巢志成會長致詞

國立中山大學環工所袁中新教授講授「大陸沙塵暴對台灣地區空氣品質之影響」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張豐藤局長講授「高屏空品區總量管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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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國鋼鐵公司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參觀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工程系暴露艙實驗室

「第二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環境奈米氣膠微粒研習會」全體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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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新知
吸入微粒可能含有對人體健康有害或有

吸入微粒：挑戰與機會

益的成份。一個具有生化活性的微粒並不須
王秋森 名譽教授

整個微粒都由活性成份所構成。就此角度而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暨

言，一個有助於研究的思考方向是將微粒視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為一種傳遞體。易言之，氣膠微粒扮演著一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 榮譽會長

種有助於將有害或有利成份送達肺部氣道中

國際氣膠研究組織(IARA) 現任會長

特定表面的傳遞體角色。若考量氣膠微粒在
其隨空氣自鼻孔或口腔進入肺部深處的過程

一個休息中的成人每分鐘大約安靜地做

中所必須通過的狹窄通

了 15 次呼吸，而在每口氣中約有 500 立方公

道以及尖銳轉角的龐大

分的空氣會在其呼吸系統進出一次。此項外

數目，它們可說是一個

觀上似乎毫不費力的過程提供了兩項攸關生

能相當有效地將物質送

命的功能：將氧氣送至肺泡區，同時將二氧

達肺泡區的傳遞體。其傳遞效率可由下述數

化碳移出肺外。若有微粒懸浮於空氣中，則

字顯示：自口腔吸入的 3 m 微粒約有半數沉

此過程亦會將微粒帶入呼吸系統，這些微粒

積於肺泡區中。

因而有機會沉積於呼吸道上的各個不同位

先前的研究業已確認酸性硫酸鹽類、重

置。一個微粒的沉積位置取決於若干因素，

金屬、反應性有機化合物、以及過氧化物均

包括微粒的大小、密度、形狀、吸濕特性、

屬有害健康的成份。若吸入充分劑量，這些

與帶電量、以及氣道尺寸、呼吸頻率、和每

成份將會引致各種肺臟疾病或系統病變。但

口吸入的空氣體積。目前已有理論模式可供

周界環境微粒係一由無數成份所組成的複雜

計算吸入微粒在肺泡區、氣管與支氣管區、

混合物，其成份或由許多不同類型的排放源

以及胸外區等呼吸系統三大區域的區域沉積

直接釋入大氣中，或藉由氣體─微粒轉化程

分率，且其計算結果與實驗數值的差異均在

序在空氣中形成。一般而言，上述各種有害

可接受的範圍內。至於理論模式所預測可能

健康的成份中並沒有一種成份其於周界環境

發生於各區域中若干局部表面﹝例如在一條

微粒中之濃度高至足以導致特定的疾病。因

氣道分開為兩條較小氣道之分叉處﹞的超高

此，流行病學研究顯示之周界環境微粒暴露

沉積率，則因沉積於這些表面的微粒數目不

相關的發病率與死亡率之上升，究係肇因於

易測量而甚難利用人體實驗加以確認。

何種成份與機轉，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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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實驗室特寫
光達遙測簡介－基本原理與應用

針對若干呼吸道疾病，直接將藥劑吸入
肺部的治療方法具有兩項優點：它能將系統

陳韡鼐

性副作用降至最低，亦能將藥劑抵達作用點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所需時間減至最短。由於可溶性微粒沉積於
I. 光達是什麼？

肺泡區後能迅速溶解並被吸收於血液中，吸
入式的藥劑輸送因此亦已成為治療系統病變

光達(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e)

的一種頗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法。吸入藥劑微

或稱雷射雷達(Laser Radar)

粒中的有效因子其被吸收於血液的速率取決

是一種雷射的光學遙測系

於甚多因素，包括微粒的大小、沉積位置、

統，憑藉雷射的高指向性與

微粒被自其沉積點清除的速率、以及微粒的

同調性，並應用不同的光譜

溶解速率。周界環境微粒與藥劑氣膠微粒的

與光學技術可以用來實現多

主要差異是：前者係以其存在於環境中的物

種高空間解析度的遙測目的。光達發展至今

理化學狀態被吸入，而後者則可針對其物理

已經約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早期光達技術多

化學特性加以設計俾能將其療效增至最大。

半應用在大氣密度測量，隨著雷射光學與快

原則上，透過微粒的大小、形狀、密度、吸

電子學的進步，光達已普遍應用在中、高層

濕特性、帶電量、以及溶解度的適當選擇即

大氣(約 100 公里)的研究(例如南極平流層

可將有效因子的吸收速率予以最適化。

中的臭氧與卷雲、中氣層的擾動、重力波

因此，吸入微粒這個領域仍有許多深具

等)、環境的監測(例如懸浮微粒、臭氧、SO2、

挑戰性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機會。對周界環

NO2、benzene、toluene 等污染物的空間分

境微粒中的有害成份若能獲得更清楚的了

佈)、飛安的改善(例如香港赤臘角機場的風

解，則將有助於針對粒狀空氣污染進行的健

切變光達)、以及軍事(測距搜尋與化學戰劑

康風險評估。而吸入式藥劑輸送的最適化設

的遙測)等等多樣的用途。

計相關的研究則將有助於改進肺部與系統疾
病的治療方法。

II. 光達的基本原理及應用領域
大多數的光達系統都是以類似 Figure 1
的方式所構成，光達的基本工作原理與雷達
(Radar) 頗為相似，兩者雷達都是先發射電
磁波，然後藉由分析大氣或物體的散射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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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波來成遙測的目的，而主要的差異主要在

[1962, 1963]，他們在 1962 年使用功率為 0.5

於雷達發射的是無線電波，而光達所使用的

焦耳的紅寶石雷射成功的測到低空的沙塵以

則是紅外到紫外波段的雷射。以雷射作為遙

及五十公里的空氣散射訊號，隔年 Ligda

測工具似乎是一件很直覺的事，事實上在

[1963] 也成功的測出雲與對流層的高度。近

Schawlow 和 Townes [1958] 發明雷射的時候

幾年來美國與歐洲各國一直積極進行太空梭

就已經想到這種前瞻性的應用，但這個構想

(LITE1) 和衛星(GLAS2) 的光達遙測計畫，

若 不 是 Q-switch 法 的 發 明 [McClung and

並結合空載與地面的光達觀測(Figure 2)，對

Hellwarth, 1962] 成功地縮短雷射脈衝時間

地球的大氣結構做更完整研究。Figure 3 為

寬度並同時提高雷射功率，以雷射實行大氣

LITE 在 1994 年 9 月 15 日對 Mellisa 颱風

遙測其實並不真的可行。最早實現雷射大氣

所做的觀測，Figure 3 a 可清楚看見颱風眼的

遙測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 Fiocco 和 Smullin

結構。

Figure 1.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laser environmental sensor. (Measure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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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light from the shuttle contacts thin clouds, dust particles and the Earth's surface,
and a reflection is bounced back to LITE’s telescope

Figure 3. (a) LITE 532 nm lidar data of Typhoon Melissa on 15 Sep 1994. (b) Nadir-looking LITE camera
image taken nearly simultaneously to the lidar image. (Kovacs and McCormick,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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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不同的光達技術可以用來實現多種

有關，例如南極臭氧洞就是由南極平流層中

大氣遙測的目的例如大氣中懸浮微粒、雲、

的一種以硫酸和硝酸所組成的冰粒雲層 PSC

溫濕度、風場(Doppler Lidar)、或是某些特定

(Polar Stratospheric Cloud) 所造成。懸浮微粒

化學物質(例如 O3) 的空間分佈。其中適用

(氣膠、沙塵等）的粒徑分佈與光達所使用的

於測量雲與懸浮微粒的 Rayleigh/Mie 光達

雷射波長差不多，根據 Mie 散射理論，懸浮

是目前最普遍被裝設的光達系統。雲與懸浮

微粒的 Mie 散射截面比空氣的 Rayleigh 散射

微粒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地球的生態，懸浮

大好幾個數量級(參考 Figure 4)，所以懸浮微

微粒不僅是影響空氣品質的主要污染物，懸

粒很容易在光達訊號中顯現出強大的散射訊

浮微粒的輻射效應也被認為是除了二氧化碳

號(懸浮微粒的粒徑相對於雷達的無線電波

之外對大氣輻射收支影響最大的人為因子。

屬於 Rayleigh 散射)。

此外平流層中的氣膠也被認為與臭氧的破壞

Figure 4. Optical interactions of relevance to laser environmental sensing. (Measure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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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微粒與雲的散射截面大，偵測容

向散射訊號是無法區分的。這類的鑑別工作

易，因此不需要高功率的雷射，配合適當的

必須要依賴背向散射與消光以外的其他光散

演算法(eg. Klett et. al., 1981) 可以計算得到

射性質，例如粒子的消偏振作用

懸浮微粒的散射光強度、光學厚度。如果光

(depolarization)。如果光達所發射的雷射光是

達同時發射好幾種波長的雷射( 多波長光

線性偏振光(eg. Nd:YAG)，球形粒子(eg. 氣

達)，根據不同波長的散射訊號也可以用來估

膠) 的背向散射光的偏振方向與入射光是基

計懸浮微粒的質量濃度 Mie 散射和 Rayleigh

本上是相同的，亦即其消偏振率

散射同為彈性散射，也就是散射光的波長與

(depolarization ratio) 為 0。但是氣體分子或

雷射光相同，因此 Rayleigh/Mie 光達系統的

非球形粒子(eg. 雨滴與沙塵) 或是結晶體

主要缺點就是無法區分空氣與懸浮微粒的散

(eg. 鹽晶或冰晶) 會改變部份散射光的偏振

射光，在目前普遍被使用的 Klett 演算法中

方向，空氣分子的消偏振率約在 1.4%~2%

還需要一些未知的基本假設(eg. Lidar Ratio)

之間，結晶體尤其是卷雲的冰晶可以達到

才能順利的區分空氣與懸浮微粒的散射光。

70% 以上，源自於中國大陸的沙塵的消偏振

為了克服這個問題，目前已有許多氣膠光達

率則在 10%~30%之間(Kobayashi et al., 1985;

系統都增加了偵測 Raman 非彈性散射(散射

Kown et al., 1996; Cairo et al., 1999;

光波長和雷射不同)的功能，其中最典型的就

Murayama et al., 1999)。粒子的消偏振率和粒

是偵測由氮氣第一振動態(v=0 1) 所造成的

子的濃度無關，而只與形狀與成份有關，因

非 彈 性 散 射 光 ， 其 Raman 波 長 位 移 為

此光達消偏振率經常被用做粒子型態的分類

2331cm-1。由於氮氣 Raman 散射光的強度正

參考(Sassen, 1991; Murayama et al., 1999;

比於氮氣(或空氣)的密度，所以這種 Raman

Noel et al., 2002)。Figure 5 為中央研究院環

光達的優點就是可以區分空氣與懸浮微粒的

境變遷研究中心的光達系統在 2004 年 4 月 1

散射光，大幅提高光達系統的準確性。氮氣

日到 7 日間對大陸沙塵暴襲台事件觀測結

的 Raman 光達大概已成為低空氣膠光達的

果。如果只從光達的訊號強度來看，在 4/1

標準系統，但由於 Raman 散射截面約只有

到 4/7 之間，光達只看到散射光的強度在邊

Rayleigh 散射的千分之一(或更小)，因此都

界層以下有散亂的變化，但是從消偏振率的

必須使用較高功率的雷射系統。

資料卻可以發現沙塵(消偏振率大於 0.1，或

懸浮微粒的種類(本地的污染源、沙塵等

說是大於 10%) 影響台北的時間是在 4/2 到

等) 只依靠 Rayleigh/Mie 光達所蒐集到的背

4/3 之間，而在 4/6 到 4/7 之間，沙塵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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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於邊界層上方，對地表的影響並不顯

散射光。Figure 6 為中央大學的 Rayleigh/Mie

著。

光達系統在 1994 年 11 月 3 日所測得的 30-80
公里間的高空溫度與 CIRA86、HALOE 衛星

環境溫度的變化左右著人類日常的生活

資料的比較結果。

型態，大氣的各種變化也通常都會反映在溫
度上。以光達來測量大氣溫度的方法在傳統

氣膠在 30 公里以下含量較多，因此空氣

上都是靠分析空氣的 Rayleigh 散射光，在假

與氣膠的散射光混雜在一起而使得 Chanin

設大氣是處於靜力平衡的狀態下，大氣溫度

的方法失效。目前溫度的測量大多是測量因

可以根據 Chanin 和 Hachonercc [1981] 的演

空氣分子的旋轉所造成的 Raman 純轉動光

算法推算而得。這種方法目前廣泛用在中、

譜。當分子在旋轉時，分子在各轉動能階的

高大氣(30 公里以上) 的溫度結構的研究上

分佈機率是由分子的轉子與溫度所決定(如

（如重力波等）
，因為在這個高度以上的氣膠

Figure 7)，因此測量純轉動 Raman 散射光譜

散射光少到可以忽略，因此光達所蒐集到的

就可以得到大氣溫度的分佈(如 Figure 8)。

背向散射光基本上就是空氣的 Rayleigh 背向

Figure 5. Range corrected signal (532 nm) and depolarization ratio measured by
RCEC/NTU Lidar during 4/1/2004 ~ 4/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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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profiles using lidar, HALOE and CIRA86 data over Chung-li. The lower
atmospheric temperatures for the day from radiosonde data are also shown.

Figure 7. Theoretical distribution of vibrational-rotational Raman spectrum (v=0 1)
for N2 molecular at 300 K (Inaba and Kobaysai,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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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measured by rotational-Raman Lidar technique (Behrendt et al., 2002).

以光達測量大氣中某些特定物質的光達

DIAL 光達技術的偵測效率高，但是需

技術通常是利用分子特有的吸收光譜，例如

要兩種以上的雷射(或波長可調的雷射如

臭氧對真空紫外光的強烈吸收性質就普遍的

Ti:Sapphir)，成本較高。對於雷射波長固定

被用來測量 O3 的垂直分佈。這種光達技術

的光達系統，偵測大氣中各種分子的 Raman

必須發射兩種波長(或更多)的雷射光，以 O3

散射光也得知各物種的絕對或相對濃度，只

為例，其中一道雷射波長必須位於 O3 的吸

是效率低很多。每一種分子的 Raman 散射都

收波段(例如 Hartley Band)，另一道則必須選

有其獨特的波長位移，例如 N2、O2、H2O、

擇在 O3 吸收截面較小的波段(350nm 以

O3 的 Raman 波長位移分別為 2331cm-1、

上)，比較兩道雷射光因 O3 吸收所造成的訊

1556cm-1、3652cm-1、1103cm-1。Figure 10

號差異就可以計算得到 O3 的濃度(參考

為以氮氣雷射(337 nm) 對煙霧所測得的各

Figure 9)。這種光達技術稱為差異吸收光達

種不同物質的 Raman 散射光。Raman 散射

(Differential Absorption Lidar) ， 簡 稱 為

的效率比 DIAL 低至少一千倍，但只需要發

DIAL。同樣的方法也經常被用來測量 H2O

射一種波長的雷射光就可以偵測許多不同分

(相對濕度) 或是 SO2、NO2、benzene、toluene

子的濃度，因此主要都是應用在低空環境的

等污染物質。

監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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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吸收作用之外，某些原子或分子在

吸收雷射光之後會輻射出與被吸收的雷射光

波長相同或不同的電磁波，這稱為螢光

Na 就會輻射出相同波長的光而大幅增強 Na

效應。例如光達若發射波長 588.995 nm 的

層的散射光，分析因螢光效應而增強的光達

雷射光，則位在 90 公里左右的金屬層中的

訊號就可以得到 Na 的密度(Figure 11)

Figure 9. Ozone-density comparison between Xe-Cl laser based lidar and an
ozonesonde (Uchino et al., 1980).

Figure 10. Lidar-measured spectrum of Raman-shifted backscattering
from an oil-smoke plume (Inaba and Kobayasi,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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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Nominal profile of the sodium and potassium layers as determined by
a ground-based lidar. (Megie et al., 1978)

NCU 與 RCEC/NTU 這兩套光達系統都

III. 台灣的光達系統
台灣的光達系統目前有兩部，其中一台

是使用 Nd:YAG 脈衝式雷射作為光源，其發

實驗性質的光達系統(NCU Lidar) 是由中央

射的雷射光波長為 1064 nm (紅外)、532 nm

大學物理系從 1993 年起自行研究發展而

(綠光)、355 nm (紫外)。這兩套光達系統都

成，是屬於三波長的偏振與拉曼光達系統

偵測空氣與懸浮微粒的 Rayleigh 與 Mie 散射

(Multi-wavelength Depolarization and Raman

光、氮氣分子的振動拉曼散射光，以及粒子

Lidar)，其研究目標主要為高空溫度(Nee et

的消偏振率，由於測量的目標是大氣的垂直

al., 2002) 以及卷雲(Chen et al., 2002) 和氣

分佈結構，因此雷射光都是以垂直的角度向

膠的光散射性質。另一台位於中央研究院的

天頂發射，在夜空中可見到雷射中的綠光(另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RCEC)，為環境變遷研究

外兩道為非可見光) 筆直地射向天際，Figure

中心的氣膠研究群與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

12. RCEC/NTU LIDAR 在中研院內四分溪

所共同建置，也是屬於三波長的偏振與拉曼

畔以光達測量大氣懸浮微粒的情形。圖

光 達 系 統 (1064 nm 建 構 中 ) ， 簡 稱

RCEC/NTU 光達系統的主要的研究目標是

RCEC/NTU 光達。

為了幫助瞭解台灣本地污染與外來的(例如

中國大陸的沙塵、東南亞的生質燃燒) 懸浮

微粒對台灣環境的影響與機制，以及雲與氣

膠之間的交互作用。藉由此光達遙測系統，

環境變遷研究計畫及台大的研究群將針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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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層(特別是邊界層內)懸浮微粒或雲粒子
的垂直分佈型態及光學特徵進行以下研究課
題：1. 探討邊界層內的污染粒子的分佈與其
對大氣輻射的影響程度；2. 瞭解亞洲沙塵暴
及生質燃燒引起的懸浮微粒長程傳輸途徑；
3. 邊界層的結構與動力機制的研究，將用以
瞭解污染物的分佈與傳輸，配合氣膠與雲的
交互作用的研究更有助於瞭解複雜的雲物理
機制；4. 量測高空卷雲的光學行為，將有助
於增進對卷雲之微物理性質的瞭解，並可進
而探討卷雲的輻射效應與其在平流層與對流
層的水氣交換與傳輸中扮演的角色。未來
RCEC 光達除了將持續地監測台北市上空的
懸浮粒子分佈之外，並計畫在台灣其他地點
進行觀測來瞭解台灣其他區域的懸浮微粒分

Figure 12. The operation condition of RCEC/NTU

佈與污染物的長程傳輸的等問題。

LIDAR in the main building of RCEC, Academia
Sinica.

IV. 結語
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光達遙測技術已經從單

料來迅速的瞭解氣膠或沙塵的分佈和傳送途

純的空氣散射進步到可以測量大氣中的多種

徑，以幫助科學家進一步的研究氣膠和沙塵

組成份。近年來，以光達探測雲和懸浮微粒

對環境的影響以及其對地球大氣的直接與間

的方法，不但已經被廣泛利用，而且全球目

接效應。目前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大學的光達

前已有數個光達聯合監測網，例如歐洲的

系統也已全力投入對台灣懸浮微粒的觀測研

EARLINET3，成員遍佈歐洲各國，亞洲則有

究上，相信台灣光達遙測技術的發展必能對

AD-Net4，成立於 2001 年，主要成員包括中

台灣的污染環境的改善提供最佳的研究助

日韓美等國家。這些監測網成立的目的不外

力。

忽是為了突破光達在觀測的距離和視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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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介紹
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是

姓名：張立德

在探討懸浮微粒的暴露與

現職：

不同活動型態之關係，並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評估其對心肺功能可能之

學歷：

影響。在未來，希望我的

哈佛大學博士

研究能有助於尋求較佳的方法來評估空氣污

經歷：

染物之暴露，並能俾於控制暴露之強度，以

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期最終能減少對健康可能造成之危害。

研究興趣：

最後，我希望能藉由多參與學會之活

暴露評估、環境統計、工業衛生

動，來將我的所學回饋給社會。相信在未來

聯絡方法：

我們會有很多機會，一起來探索氣膠世界的

住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美。

理學大樓 305C 室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電話：(04)24517250 ext. 5210
傳真：(04)24517686
電子郵件: ltechang@fcu.edu.tw

專家介紹這個園地主要在介紹台灣各個

非常高興能有此機會跟大家介紹我本人

不同領域內的氣膠專家給我們所有的新

及我的研究興趣。我是張立德，目前擔任逢

舊讀者。每次介紹的專家主要由主編事

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的助理教授。我

前邀稿為文，然而，我們也歡迎您主動

的研究專長是暴露評估，並藉由暴露評估來

提供給主編您熟識的氣膠專家，讓我們

更進一步探討空氣污染物對健康之可能影

能藉這個屬於氣膠會員全體的園地能發

響。

揮互相交流，彼此認識，進而能在學術
與專業領域中互相提攜，共同在台灣營

暴露評估可幫助我們了解環境污染物對

造一個更好的氣膠研究與技術交流的環

人體健康之衝擊。所謂暴露評估，即偵測人

境，如果您心中有好的人選，記得要立

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對特定污染物之暴露強

即推薦給我們!

度，並且探討影響暴露強度之可能因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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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H(MDRH,共同潮解相對溼度)低於單一種

姓名：張士昱
現職：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博士後研
究員
學歷：
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
研究興趣：
氣膠含水率的測定
In-situ 氣膠水溶性離子量測研究
聯絡方法：
電話：(02) 26537495 ext. 278
傳真：(02) 27833584

純氣膠的 DRH(潮解相對溼度)。三種混合氣
膠 中 NaCl-Na2SO4-NaNO3 、 NaCl-(NH4)2SO4NH4NO3 與 NH4NO3- NaNO3-Na2SO4 的 MDRH
分別為 70%、55%與 50%。在混合氣膠系統
中的完全潮解相對溼度量測結果則顯示出與
其原始氣膠組成有關。由於熱力模式無法推
估氣膠結晶點相對溼度，因此模式在推估降
濕過程的含水量偏差會比增濕過程來的大。
至目前為止，文獻對於氣膠含水特性複雜的

電子郵件: sychang@earth.sinica.edu.tw

三種鹽類混合氣膠僅有非常稀少的量測數
據，此類研究不僅可以提供不同物種組成與

本人的主要研究領域

混合比例的三種鹽類混合氣膠含水特性的量

可區分為氣膠含水率測定

測結果，並探討量測結果與模式推估結果的

與 In-situ 氣膠水溶性陰陽

差異性，有助於瞭解此種混合氣膠系統的含

離子量測兩個研究主題。

水特性。最後，應用 GC-TCD 法量測大氣氣

氣膠含水特性在氣膠質量

膠的含水特性，顯示在相對溼度介於 62 至

濃度量測、酸性沉降、雲霧形成機制、能見

77%之間，氣膠含水量在大氣細粒徑氣膠的

度衰減、氣候變遷與人體健康的議題中皆佔

質量組成中約佔有 19 至 41%的比例。

有顯著的影響地位。我們使用氣相層析儀

許多的研究結果認為氣膠對於全球氣候

(GC)搭配熱導電偵測器(TCD)量測收集氣膠

變遷影響的重要性不亞於溫室氣體所造成的

含水量。GC-TCD 法的精密度在±3%以內，

影響，但現今仍不易評估氣膠對於全球氣候

此外本系統與其他文獻量測結果的差異百分

變遷影響，其中一重要原因為氣膠組成與濃

比 與 平 均 誤 差 分 別 小 於 ± 6% 與 ± 5% 。 以

度會隨著時間與空間改變，在欠缺可量測高

GC-TCD 氣膠含水量分析儀量測帶有結晶水

時間解析氣膠組成與濃度的技術下，無法獲

氣膠以及三種組成混合氣膠的含水量，所量

得如同氣體污染物監測數值的高時間解析資

測的數據為驗證氣膠組成模式所必須的參

料。我們採用蒸汽收集的技術來發展 In-situ

數。主要結果顯示，三種混合氣膠的第一個

氣膠水溶性陰陽離子量測儀，其原理是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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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處於過飽和蒸汽的環境下，使其成長為較

collected aerosols.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大粒徑的氣膠，隨後並藉由冷卻效應將氣膠

36, 1883-1894.
3. Chang, S.Y. and Lee, C.T., 2002. Applying

冷凝為更大粒徑的氣膠，足以經由慣性衝擊
將氣膠自空氣中捕捉，在系統後端連結離子

GC-TCD

層析儀以分析捕捉到氣膠的化學組成。在

characteristics of mixed aerosols. Atmospheric

15min 的量測週期內，可同時分析氣膠中的

Environment 36, 1521-1530.

32水溶性陰離子(F、Cl、NO2、NO3、PO4 、SO4 )

to

investigate

the

hygroscopic

4. Chang, C.T., Tsai, C.J., Lee, C.T., Chang, S.Y.,

與陽離子(Li+、Na+、NH4+、K+、Mg2+、Mn2+、

Cheng,

Ca2+)組成。在氣膠採樣流量為 10 L/min 下，

Differences in PM10 concentrations measured

氣膠收集效率在 1 m 粒徑時可達 98%，粒

by β -gauge monitor and hi-vol sampler.

徑 大 於 0.056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35, 5741-5748.

m 以上的收集效率大於

M.T.,

and

Chein,

H.M.,

2001.

g/m3。In-situ

5. Chen, J.L., Lee, C.T., Chang, S.Y., and Chou,

氣膠水溶性陰陽離子量測值與濾紙量測結果

C.C.K., 2001. The elemental contents of PM2.5

有良好相關性(R2 = 0.93)。In-situ 氣膠水溶性

in Taipei city.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陰陽離子量測結果有助於瞭解在大氣污染下

1, 9-20.

89%，系統偵測極限低於 0.5

的氣膠化學與物理特性，洞悉排放污染源與

6. Lee, C.T., Lin, N.H., Hsu, W.C., Chang, Y.L.,

污染物傳遞過程，評估氣膠化學組成對於人

and Chang, S.Y., 1999. Local circulation and

體健康、大氣能見度與乾沈降的影響，決定

aerosol water-soluble ions---a case study in

空氣品質標準等需求。

Taiwan during Mey-yu season. Chemosphere
38, 425-443.
7. Fang, G.C., Chang, C.N., and Chang, S.Y. ,

著作：
1. Chang, S.Y. and Lee, C.T.. A Novel Method for

1997. Dry deposition of metal elements on

Measuring the Water Mass of Single Aerosols.

surrogate surface in the ambient air of central

Journal

Taiwan.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ubmitted for

Toxicological

Chemistry, 62, 111-123.

publication)
2. Lee, C.T. and Chang, S.Y., 2002. A GC-TCD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liquid water ma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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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議日期
2004 年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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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京都
日本

Aug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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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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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達佩斯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rbonaceous Particles in the Atmosphere

維也納

Website: http://www.iac.tuwien.ac.at/atmos/carbon_home.html

奧地利

Sep 14-16

Oct 1-2
Oct 4-8
Oct 11-15

th

匈牙利

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台中

Website: http://www.caart.org.tw/2004conference.html

台灣

AAAR 2004 Annual Conference

喬治亞

Website: http://www.aaar.org/04AnnualConf/04CallForAbstracts.htm

亞特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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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 7-11

會議名稱
AAAR Supersites Conference
Website: http://www.aaar.org/05Supersites/ConfInfo.htm

地點
亞特蘭大
喬治亞州

Oct 11-13 Filtech 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ebsite: http://www.filtechEuropa.com

Germany

Oct 17-21 24th Annual AAAR Conference

奧斯丁

Wiesbaden

德州
Dec 2-5

2005 OARSI World Congress

芝加哥

2006 年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Sep 10-15 2006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地點
聖保羅
明尼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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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交流廣場
氣膠與空氣污染新書介紹
Title: Smoke and Mirrors: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Air Pollution
Editor: E. Melanie Dupuis
Publish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Date: July 2004.
ISBN: 0-81471961-9
"Given this ambitious study, air pollution can no longer be understood simply as an issue of
economic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ut one that implicates fundamental values and controveries
surrounding justice, fair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Gary Bryner,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Who gets to breathe clean air? Who benefits from the cheaper products produced with dirty air? The
answers, as the contributors to Smoke and Mirrors tell us, are sometimes as gray as the air itself. From the
coal factory chimneys in Manchester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smog hanging over Los Angele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ir pollution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threats to our environment. In this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original essays, the leading environmental scientists and social scientists examine the
politics of air pollution policies and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ways these policies have led to, idiosyncratic,
effective, ineffective, and even disastrous choices about what we choose to put into and take out of the air.
Offering historical, contemporary and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this volume provides a refreshing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ow air pollution policies have evolved over time.
Title: Air Pollution Control
Written by: C. David Cooper, F. C. Alley
Publisher: Waveland Press; 3rd edition
Published: May 2002
ISBN: 1-57766218-0
The Third Edition continues this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incorporating new and updated information
throughout the text while retaining the topical organization and features that have made it an invaluable
learning tool for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alike. The Third Edition successfully achieves two main
objectives. First, it present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air pollution and its control. Causes, sources,
effects, and regulation of air pollution are discussed,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analysis necessary for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Second,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it provides formal
design training for engineering students. Written for engineers from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 this text
offers numerous diagrams, examples, and end-of-chapter problems emphasizing key concepts and
design techniques. Outstanding features include: 1) two new chapters: Biofiltration and Indoor Air
Quality; 2) current cost estimation data and techniques; 3) updated air quality trends; 4) 31 sample P. E.
Examination problems with worked-out solutions; and 5) new end-of-chapter problems in every chapter.
Title: Managing Indoor Air Quality
Written by: Shirley J. Hansen, H. E. Barney Burroughs
Publisher: Marcel Dekker; 3rd edition
Published: April 2004
ISBN: 0-82474292-3
For the building owner, adminstrator or facility manager who must deal with the realities of today's
indoor environmental concerns, this outstanding, fully updated reference will serve as a practical, hands-on
guide. You'll find readily applicable air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and preventative strategies that can head off
the "headaches"—both economic and legal—that can grow out of an air qualit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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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Air Pollution Processes in Regional Scale
Editors: Dimitrios Melas, Dimiter Syrakov
Publish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ublished Date: February 2004
ISBN: 1-40201627-1
Several atmospheric pollutants have short atmospheric residence times and their influences are mainly
restricted to local or meso scales (less than a few hundred kilometers). Until a few decades ago, air pollution
research focused on short-range problems where the maximum ground-level concentrations are observed.
However, many types of air pollutants have significant lifetimes and can potentially be transported over
considerable distances. It is now commonly accepted that cost-effective approaches to air pollution
abatement need to integrate the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transport at the regional scale. An understanding of
long-range transport of air pollutants in the atmosphere requires a knowledge of the relevant atmospheric
dynamic and chemical processes active at the regional scale as well a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missions. Numerical modeling is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o determine the atmospheric transport,
photochemistry and deposition pathways. The book therefore discusses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cesses that determine regional air pollution and presents the relevant modeling techniques to describe
the different atmospheric processes that are active at that scale.
Title: Indoor Air Quality Engineering
Written by: Laurie Kelly, Yuanhui Zhang
Publisher: CRC Press
Published: July 2004
ISBN: 1-56670674-2
Indoor Air Quality Engineering is a textbook for students and a reference book for professionals in
engineering, industrial hygiene and related fields. Because the specialty is new to engineering, there are
research papers on the topic but no good textbook for students. This book explores many topics
relevant to the work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 engineers, who increasingly face indoor
air quality issues, particularly in the design of ventilation and filtration systems and contaminant removal.
Professional industrial hygienists and students in that field will also find the book useful as it explores
engineering principles not traditionally covered in industrial hygiene texts.
Title: Aerosols Handbook: Measurement, Dosimetry, and Health Effects
Written by: Lev S. Ruzer, Laurie Kelly
Publisher: Lewis Publishers, Inc.;
Published Date: July 2004
ISBN: 1-56670611-4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leading experts, Aerosols Handbook: Measurement, Dosimetry, and Health
Effects presents the lates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erosol science. Comprehensive in nature, the book
covers a multitude of topics, including indoor aerosols, outdoor aerosols, industrial aerosols, aerosol
measurement, aerosol deposition, and more. The editors' experience and research with radioactive
aerosols give the book a unique perspective. The all-inclusive focus on aerosol measurement,
dosimetry, and health effects differentiates this book from the more specialized books currently available
on this subject.
Edited by: Hsiao-Hsuan Mi (米孝萱 副教授),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Email: mihh@mail.chna.edu.tw
Reference Sources: http://www.amazon.com and http://www.dek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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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個人入會申請書
編號
填表

年

姓 名

月

日

登記日期

(中)

性

(英)

別

籍 貫

省

縣(市)

生日

年

(
月

年
)男 (

日

月

日
簽名
或
蓋章

)女

身份證字號

現在:
通訊地址
永久:

電
傳
電

話
真
話

傳

真

E-mail
學

校(院)名

科(系)別

起

迄

畢業或肄業

學位

歷
考

考試名稱

屆別或舉行年月

證書字號

試
機關名稱

地 名

職 別

研究領域

經
歷
現 任
申請會員別
審查結果

繳費
會員類別

介紹人(1)

新台幣

元

會員證號碼
介紹人(2)

註:入會費、常年會費和永久會費之費用標準如下:
會員別
入會費
常年會費
永久會費
正會員
三佰元
三佰元
三仟元
學生會員
二佰元
二佰元
正會員如申請永久會員時，連同入會費共繳$3,300。
戶名: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
劃撥帳號: 17539156

填妥此表後，請 email 學會秘書處(由學會網頁上查詢)洽詢入會事宜, 以確保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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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團體入會申請書
編號
填表

年

團
名

體
稱

月

日

登記日期

(中)

地 址

月

日

姓 名

負
責
人

(英)

年

職 稱

(中)

電

話

(英)

傳

真

E-mail
會員代表(1)
姓

名

性

別

(

)男

會員代表(2)

出生年月日

年

籍

貫

省(市)

學

(

)女
日

名

性

別

(

)男

出生年月日

年

籍

貫

省(市)

歷

學

歷

經

歷

經

歷

職

稱

職

稱

備

註

備

註

成立日期

月

姓

縣(市)

會員人數

證照字號

(
月

)女
日

縣(市)

發證機關

業務項目
申請會員別
審 查
結

團體會員

果

繳費
會

員

類

別

新台幣 15,000 元
會員證號碼

團體會員
收據號碼

申請團體：

(簽章)

負 責 人：

(簽章)

承辦人員：

電 話：

註:團體會員之會費如下:
入會費
常年會費
五千元
一萬元
戶名: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

永久會費
十萬元
劃撥帳號: 17539156

填妥此表後，請 email 學會秘書處(由學會網頁上查詢)洽詢入會事宜, 以確保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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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第十一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
論文徵求
☆ 研討會日期：民國 93 年 10 月 1 日(週五)至 10 月 2 日(週六)
☆ 研討會地點：弘光科技大學(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 34 號)
凡與下列議題有關之論文均歡迎投稿：

1. 大氣氣膠
2. 生物氣膠
3. 燃燒氣膠
4. 奈米微粒
5. 氣膠物理化學特性
6. 氣膠健康效應與風險評估
7. 氣膠採樣分析技術

8.
9.
10.
11.
12.
13.
14.

空氣品質
空氣污染物控制技術
室內空氣污染特性
潔淨室氣膠及微污染控制
危害調查與粉塵爆炸
有害物之採樣分析與測定
其他氣膠相關之論述

☆ 民國 93 年 6 月 11 日前，將 300-500 字的論文摘要二份郵寄至(或是 E-mail)：
433 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 34 號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聯絡人：盧信忠副教授 或 陳嘤燕小姐
電話 ：(04)26318652 轉 4100 或 4101
傳真：(04)26525245
E-mail ：hclu@sunrise.hk.edu.tw
☆ 若為國科會計畫請註明計畫編號及作者姓名、服務機構、E-mail 位址、聯絡住址、電話及
傳真。
☆ 為利於論文集整理及分類，請您就以上述議題中，就您投稿論文內容擇定第一最適及第二最
適主題。
☆ 本籌備會將於民國 93 年 6 月 25 日前，通知被接受論文的聯絡作者撰寫論文全文。
☆ 論文全文之收稿截止日期為民國 92 年 8 月 6 日。
☆ 本次研討會中將舉辦第一屆氣膠技術創意比賽，請有興趣報名參加之人士將題目於 9 月 15
日前回傳至弘光科技大學。
☆ 本會鼓勵研討會論文以國際期刊 AAQR(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格式及使用英文
撰寫，AAQR 編委會將擇優審查予以刊登。
☆ 本會將由研討會論文中選出一篇氣膠技術論文獎；秋森獎採推薦方式，依被推薦人過去的
著作評選之。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
弘光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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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海峽兩岸華人顆粒技術研討會
為持續海峽兩岸、海外華人間顆粒（氣膠）技術方面學術交流； 今年 2004 年海峽
兩岸華人顆粒技術研討會會議將在山東煙台舉行, 研討會包括‘奈米材料’與‘氣膠
環境(奈米氣膠)’領域共同交流，會議日期為方便大家應該在八月底九月初那一週舉行,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正式”全文”論文接收截止日期是 2004 年 6 月 10 日 (論文格式如
附件)，內容應突出論文的創新性，其中優秀論文將收入論文集，每文不超過 6 頁，凡
正式錄用的論文將編入論文集出版並安排在會議上宣講。 研討會論文是否接受將根據
評審意見確定。

為節省論文收集時效，氣膠環境與材料兩方面論文將統一收集分別審查(材料或氣
膠領域)，請于 2002 年 6 月 10 日前，將 Word2000 電腦檔一份寄至「台 北 市 104 德
惠 街 7-1 號 大 同 工 學 院 材 料 工 程 系 林 鴻 明 教 授 收 」，

林鴻明教授

02--25866030

Email : hmli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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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池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ALL-ST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服務項目
環境/氣象監測儀及防災監測系統

能源/資源調查監測儀器

地震/噪音/振動/水環境監測儀器

土木儀器安全監測系統

農業工程/水文地質儀器設備

各類試驗室儀器設備

大地/土壤/岩石現場調查及試驗

靜態及動態資料擷取及自動化系統

地球物理/地球化學現地探測設備

代理國內外廠商報價及經銷業務

環境/氣象與海洋河川監測儀器專業代理
溫度/濕度計

潮位/波高計

酸雨測定儀

總含氧量分析

空氣採樣器

生化含氧量分析

可燃氣體監測

平面/斷面造波機

煙囪排氣監測系統

主動/被動消波系統

環境氣象自動監測站

鹽/溫/深監測記錄系統

氣體監測儀(氡氣、CO2、H2S、CH4、

高溫/高壓長時間紀錄器

C6H6C14、SOX、NOx、CO …等)

海象環境監測無線資料擷取系統

台北總公司：

高雄分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重新路四段 12 號 9 樓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 721 號

TEL：(02) 2979-2010

TEL：(07) 725-9295

FAX：(02) 2973-2308

FAX：(07) 761-3487

http://www.allstar-stei.com.tw

E-mail: info@ste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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