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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會長的話
在本學會去年十月的年會中，承蒙諸位
會員先進及理監事們的推舉與抬愛，得以僥
倖當選第七屆會長(2005~2006 年)，內心深覺
惶恐，也倍感責任重大。本屆年會在台中弘
光科技大學方校長的大力支持、巢會長的卓
越領導、以及張秘書長的運籌帷幄之下，得
以順利舉行，並為一年一度的年會暨「氣膠
科技研討會」樹立了良好的典範。本屆年會
共選出十五位新任理事及五位新任監事，並
由李文智教授及林能暉教授分別擔任第一及
第二副會長。在此謹代表中華民國氣膠研究
學會感謝本會榮譽會長王秋森教授遠從美國
專程趕回台灣，出席本屆年會並頒贈秋森
獎。更要感謝年會籌備期間參與各項工作的
單位及個人，沒有您們過去半年多來的無私
奉獻及積極投入，就沒有本屆年會的成功舉
行。
展望本學會未來兩年之遠景，謹誠摯期
盼能承繼本會之優良傳統，並在諸位會員先
進的指導之下，共同開創新局。本會未來兩
年努力之目標包括：(1)健全組織架構，強化
委員會功能；(2)擴大會員參與，引進新會
員；(3)庚續國際化努力，推動國際合作。在
健全組織方面，將在現有委員會架構之上，
擬定委員會組織章程，訂定委員會職掌及運
作方式，並遴選熱心會務之委員，逐步強化
本學會之組織功能。在擴大會員參與方面，
將積極爭取新會員之加入，尤其產業界之會
員人數還有很大的努力空間；積極鼓勵會員
參與會務相關工作，持續辦理「第三屆氣膠
青年研習營」等活動。在推動國際合作方面，
將堅持走國際化路線，與包括中國大陸在內
的國際學術團體進行廣泛交流，並希望在明
年印度孟買舉行的「第四屆亞洲氣膠研討會」
中，積極爭取「第五屆亞洲氣膠研討會」在
台灣高雄市舉行，並期盼在未來 2~3 年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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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會之學術期刊「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成為亞洲第一個與氣膠相關之 SCI
國際學術期刊。
本會未來尚待努力與完成的工作甚鉅，
亟需諸位會員先進的共同參與及努力。值此
歲末年終之際，謹代表「中華民國氣膠研究
學會」
，敬祝全體會員先進及國內外關心本學
會的友人，萬事順遂，平安健康。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
袁中新

這裡，要特別感謝在百忙中抽空提供稿件及
相關資訊的會員們，讓我們能有豐富的內容
與大家分享。也先和大家拜一個早年，祝大
家新年身體健康、事事順心如意！！
主編

會長

主編的話
各位先進大家好！很高興能在未來兩年
擔任氣膠學會會訊的主編，希望能延續前主
編龍世俊博士及前祕書長張幼珍教授的優越
成果，繼續讓會訊作為會員們交流與瞭解氣
膠新知及相關資訊的管道。若大家對於會訊
出刋方式或內容有任何建議，也請不吝賜教。
本期會訊中，有弘光科技大學盧信忠教
授提供的第十一屆大會剪影以及「亞洲青年
氣 膠 科 學 家 奬 」 (Asian Young Aerosol
Scientist Award)的相關資料。在氣膠新知方
面，包括了陸傑科技陳壁生經理的「引擎排
氣粒徑分析儀」介紹，以及嘉南藥理科技大
學環科系米孝萱教授的新書介紹。我們也請
到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羅金翔教授以及國立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李
家偉教授，介紹他們的實驗室及相關研究；
李家偉教授並與大家分享參與國際暴露分析
研討會的心得。此外，剛榮獲氣膠年會最佳
技術論文獎的台北科技大學胡石政教授，也
在本期中介紹他的研究。
歲末年初，正是大家最忙錄的時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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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欄
since the date he (she) obtained his Ph. D.
Candidates without a formal Ph. D. but
with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also be
considered.

2004 年第十一屆氣膠科技國際研討會
在盧信忠教授的主辦下，於弘光科技大學圓
滿成功地舉行。年會得獎者分別為(1)最佳技
術論文獎：黃俊文、胡石政、吳宗明－
「300mm 晶圓從傳送盒(FOUP)載卸過程中
污染粒子及氣流的動態分析」；(2)秋森獎：

Submission of Nominations:
Nomination of the award must be made
by an Asian aerosol scientist with at least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highlighting the
candidate’s contributions to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minations, reference letter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including nominee's
curriculum vita and 3 best published papers
must be received electronically no later than 4
months before the AAC , at the award
committee:

龍世俊博士。

Call for Nominations －
Asian Young Aerosol Scientist
Award
The Asian Young Aerosol Scientist
Award recognize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a young
aerosol scientist in Asian Countries. The
purpose of the award is to promote aerosol
researches by young scientists in Asia.
The award is jointly sponsored by TSI
Inc., members of the Asian Aerosol Research
Assembly (AARA), and contributions from the
organizer of the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AAC), aerosol organizations, aerosol related
companies or individuals. The award, which
consists of a cash prize and plaque, will be

Prof. Chuen-Jinn Tsai
Chair of the award committee, Asian Young
Aerosol Scientist Award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No. 75, Poai St.
300, Hsin Chu, Taiwan
Phone: +886-3-5731880
Fax: +886-3-5727835
e-mail: cjtsai@mail.nctu.edu.tw

presented at the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AAC). Any Asian aerosol scientists who
satisfy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eligible to
be nominated, except members of the Award
Committee:
(i) Nominee must not be over age of 40 (i.e.
must be before his or her 41st birthday) at
the time of nomination.
(ii) The nominee must have been working in
Asian countries for at least the last 5 years

All aerosol scientists in Asia are encouraged to
submit nominations for this awar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the Chair of the
award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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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學會幹部、理監事及委員會主委名單
監事會

學會幹部

Chih-Chieh Chen, Dr.
Hsin Chu, Dr.
Wheu-May Grace Lee, Dr.
Shaw Chen Liu, Dr.
Perng-Jy Tsai, Dr.

會長
Chung-Shin Yuan, Dr.

袁中新

第一副會長
Wen-Jhy Lee, Dr.

李文智

第二副會長
Neng-Huei (George) Lin, Dr.

委員會主委

林能暉

獎章委員會
Shaw Chen Liu, Dr.
組織章程委員會
Jung-Pin Yu, Dr.
教育訓練委員會
Guor-Cheng Fang, Dr.
網頁委員會
Jim Juimin Lin, Dr.
長程規劃委員會
Wen-Jhy Lee, Dr.
會員委員會
Shui-Jen Chen, Dr.
會訊編輯委員會
Hsing Jasmine Chao, Dr.
學刊編輯委員會
Chuen-Jinn Tsai, Dr.
國際關係委員會
Chih C. Chao, Dr.
產學合作委員會
Hung-Min Chein, Dr.
公共關係委員會
Wen-Yinn Lin, Dr.
兩岸交流委員會
James Lee, Dr.

秘書長
Jim Juimin Lin, Dr.

林銳敏

財務長
Shih-Chun Candice Lung, Dr.

龍世俊

理事會
Hsunling Bai, Dr.

白曛綾*

Yu-Chen Chang, Dr.

張幼珍*

Hung-Min Chein, Dr.

簡弘民

Shui-Jen Chen, Dr.

陳瑞仁

Wang-Kun Chen, Dr.

陳王琨

Guor-Cheng Fang, Dr.

方國權

Chu-Chin Hsieh, Dr.

謝祝欽

James Lee, Dr.

李經民

Wen-Jhy Lee, Dr

李文智*

Chih-Shan Li, Dr.

李芝珊

Neng-Huei (George) Lin, Dr.

林能暉*

Wen-Yinn Lin, Dr.

林文印

Tung-Sheng Shih, Dr.

石東生

Huey-Jen Jenny Su, Dr.

蘇慧貞

Chung-Shin Yuan, Dr.

袁中新*

陳志傑**
朱信
李慧梅
劉紹臣
蔡朋枝

*常務理事

**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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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紹臣
余榮彬
方國權
林銳敏
李文智
陳瑞仁
趙馨
蔡春進
巢志成
簡弘民
林文印
李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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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新知
新書介紹

Title: Radioactive Aerosols
Editor: A. C. Chamberlain, A. Varma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August 2004
ISBN: 0-25161205-5
This book is about radioactive gases and
particles dispersed in the environment, either
from natural causes or following nuclear tests
and accidental emissions. The first five
chapters of the book describe the formation
and properties of radioactive aerosols. Radon,
which is of natural origin, is treated at some
length, because of it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background radiation dose and its
importance as a current health concern.
Chapters on the release of fission products,
tritium and plutonium in bomb tests and
nuclear accidents are described. Particular
reference is made to the pathways taken via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humans. The emphasis
then changes to cover experimental aspects of
radioactive aerosols. For example, problems in
micrometerology, the study of mass transfer,
the mechanics of the human lung and uptake of
lead from motor exhausts.

Edited by: Hsiao-Hsuan M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Chia 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Reference Sources: http://www.amazon.com
and http://www.humanapress.com
Title: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Written by: Lawrence Wang, K. Pereira, C.
Norman, Yung-Tse Hung
Publisher: Humana Press
Published: July 2004
ISBN: 1-58829161-8
A panel of respected air pollution control
educators and practicing professionals
critically survey the bot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underlying control processes, and
illustrate these with a host of detailed design
examples for practicing engineers.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performanc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the
major
control
processes-including fabric filtration, cyclones,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ion, wet and dry
scrubbing, and condensation-as a basis for
intelligent planning of abatement systems,.
Additional chapters critically examine flare
processes, thermal oxidation, catalytic
oxidation,
gas-phase
activated
carbon
adsorption, and gas-phase biofiltration. The
contributors detail the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ies (BAT)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provide cost data, example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engineering methods for the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of air
pollution process equipment. Methods of
practical design calculation are illustrated by
numerous numerical calculations.

Title: Towards an Environment Research
Agenda : A Third Selection of Papers
Editor: A. Winnett
Publisher: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d Date: May 2004
ISBN: 0-33367481-2
This is the second volume of papers in the
topical area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rising from work done by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Environ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Bath, the papers address inter-disciplinary
environmental themes particularly from a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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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引擎排氣粒徑分析儀」(Engine

混合，讓微粒依據其粒徑帶著可預測的電荷。

Exhaust Particle Sizer, EEPS)

然後，微粒進入由兩個圓柱間所構成的環形
空間，其間充滿乾淨的包覆空氣。微粒靠近
中心柱通過，中心柱具有高電壓產生電場將
微粒往外推向靜電計測環。小的微粒在圓柱
頂部被偵測到，而較大的粒子則在底部被偵
測到。傳統的 DMA，微粒由圓柱的外緣進
入，由電場吸向中心柱（見 Fig 2）
。在 EEPS
裡，
「由內而外」的 DMA 產生向外的移動力
以供量測之需。由靜電計測環所收集到的微
粒，將其電流傳送到每一個測環的靜電計。
微處理器每秒讀取靜電計 10 次然後將電流
數據轉換成為粒徑分佈數據。

陸傑科技

陳壁生經理

前言
目前對快速變動的粒徑和數量濃度的量測，
例如引擎於操作時的暫態粒徑變化，需求日
增。過去，最廣為使用的測量系統為掃描式
粒徑分析系統(SMPS)。SMPS 可提供極高的
粒徑解析度，但是至少需要 30 至 300 秒的量
測時間。在這期間內氣膠必須維持穩定。此
一限制，使得 SMPS 較適合穩定的操作狀
態。對於一些暫態的作業狀況，例如引擎的
負載變化，人員呼吸等，SMPS 無法滿足研
究的需求。凝結式粒子計數器(CPC)雖然可
用於快速反應的量測，但亦僅限於總濃度而
已。

數據轉換
從 22 個靜電計來的電流數據並不直接對應
於個別的粒徑通道。同一時間進入 EEPS 的
微粒，依據其不同的粒徑和電荷，在不同的
時間由不同的靜電計所偵測。此外，相同粒
徑的微粒並未帶有相同電荷，而係依據電荷
分佈帶電，因此會由不同的靜電計測得。數
據轉換公式依據這些因素產生一個濃度對粒
徑的曲線。此一曲線再以對數尺度均分為粒
徑通道而產生粒徑資料。粒徑分佈資料每秒
產生 10 次並送到 LCD 顯示幕以及所連接的
電腦上以供數據的顯示及紀錄。

為滿足對暫態粒徑分佈量測的需求， TSI 公
司根據 Ariel Ltd. (由 University of Tartu,
Estonia 合營) 授權的技術，開發出一部新儀
器，Engine Exhaust Particle Sizer (EEPS)，可
同時提供相當高的時間解析度和合理的粒徑
解析度。
引擎排氣粒徑分析儀EEPS構造
EEPS 可量測粒徑從 5.6 到 560nm，其粒徑解
析度達每十進位 16 個粒徑通道(總共 32 個通
道)。每秒可讀取粒徑分佈 10 次，最適合作
暫態排放粒徑量測。使用和 SMPS 相彷的移
動度量測但是用多個靜電計提供同步量測。
EEPS 的基本構造如 Fig 1。微粒進入儀器後
通過一個切斷粒徑 1µm 的旋風分離器以移
除超過儀器粒徑範圍的大粒子。接著，微粒
通過一個擴散式電荷充電器與其產生的離子

數據顯示及軟體
粒徑分佈資料顯示於 EEPS 面板的彩色顯示
幕，以一秒鐘的平均值每秒更新一次。在數
據擷取期間，軟體畫面亦以一秒鐘平均值顯
示（見 Fig. 3）
。在數據播放時，數據可以每
0.1 秒或以 0.2 到 60 秒的平均值播放。可同
時顯示圖形包括：彩色等高線圖以時間為橫
軸，粒徑為縱軸，以顏色顯示濃度；類比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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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信號；二維粒徑分佈圖；以及三維粒徑分
佈圖動態顯示粒徑分佈隨時間的變化。數據
同時以表格顯示各粒徑的濃度包括計數、面
積、體積、質量和密度（密度可設為一致或
各粒徑分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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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telson, D.B., Johnson, J., Watts, W., Wei, Q.,
Drayton, M., Paulsen, D., Bukowiecki, N.,
Diesel Aerosol Sampling in the Atmosphere,
SAE paper 2000–01-2212, 2000.
Johnson T, Caldow R, Pocher A, Mirme A,
Kittelson D, (2003) An Engine Exhaust
Particle Sizer Spectrometer for Transient
Emission
Particle
Measurements,
7th

結論

ETH-ETH Conference on Combustion
Generated Particles, Zurich, Switzerland

EEPS 能夠量測在暫態凝結和堆積模式的微
粒粒徑變化。快速的反應得以量測暫態的信
號。反應速度較 CPC 快但追循 CPC 的濃度
變化。粒徑分佈和 SMPS 結果相吻合。EEPS
提供過去所沒有的高時間解析度來作暫態粒
徑分佈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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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EPS Schematic

Fig 2. Traditional 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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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EPS Data Display

CPC vs. EEPS Data
2.E+06
Concentration [#/cc]

2.E+06
2.E+06

EEPS Total
3022A CPC Conc.

1.E+06
1.E+06
1.E+06
8.E+05
6.E+05
4.E+05
2.E+05
0.E+00
11:38:24 11:39:50 11:41:17 11:42:43 11:44:10 11:45:36
Tim e

Fig 4. CPC vs EEP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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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Load Diesel Engine -Comparison of SMPS
(average of 9 histograms)
and EEPS Data (average of 6000 histograms)
1.E+06
SMPS Average Data
EEPS Average Data

Concentration [#/cc]

1.E+05
1.E+04
1.E+03
1.E+02
1.E+01
1.E+00
1

10

100

1000

Particle Size [nm]

Fig 5. Size Distribution

氣膠實驗室特寫
羅金翔博士研究室簡介
弘光科技大學

2. 應 用 碎 形 模
式，鑑定分類

環境工程系

單一微粒顯
本研究室屬於本系『氣膠科學與工程研究

微圖像紋理

室』
，最新研究是嘗試將影像處理技術應用於

特徵，本研究

大氣環境檢測，發展了兩個主題：

發現相同來

1. 利用數位影像篩分技術，建立能見度指標

源的微粒，表

與自動觀測系統，此技術突破傳統能見度

面紋理具有

以人工目視測量方式，將能見度之測量影

隨機碎形模

像數位化，開發程式解析大氣能見度的圖

式化的自我相似性(self-similarity)，配合

像紋理，與目測能見度數值建立統計相關

顯微聚焦技術偵測單一微粒化學成分，可

性，此技術獲得中華民國專利（發明第 I

以發展含有表面形態與化學組成的微粒

220175 號）
，並與國立中山大學環工所袁

鑑識資料庫，可為空氣污染之環境法醫學

中新教授合作發展網路遙控自動監測都

應用。

市大氣環境能見度系統，詳見網址 http://
211.22.196.17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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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高雄市環保局能見度監測系統網頁。本網頁可提供高雄地區即時能見度圖像與
明日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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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介紹
Image

姓名：李家偉
現職：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
程系所 助理教授
學歷：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學士
國立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碩士
美國羅格斯大學環境科學/新澤西州立醫科
大學公共衛生學 博士
經歷
國防部後勤參謀次長室環境保護小組 環保
官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工業安全衛生科 講師
羅格斯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科學研究所
(EOHSI)研究助理
輔英科技大學工業安全衛生系 助理教授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 助理教授
研究興趣：
艙室技術於環境與職業衛生上之應用
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化學反應
室內二次有機氣膠研究
暴露與風險評估
生物偵測技術研發
採樣與分析方法研發
環境與職業衛生.
聯絡方法：
電話：+886-7-6011000 ext. 2326

H
0.231
0.273
0.318
The Hurst
coefficients are
at 0.194~0.374

Im age

H
0.258
0.338
0.348
0.364
T he H urst
coefficients are at
0.194~0.374

Image

H
0.293
0.323
0.369
T he H urst
coefficients are
at 0.194~0.374

圖 2：不同地點的柴油煙塵聚集體的碎形分
析。由上到下，採樣點分別是台北市基隆路、
台中縣中棲路及南投森林區，不同地區的柴
油煙塵聚集體的碎形係數（赫斯係數、H）
集中在 0.194-0.374。

傳真：+ 886-7-601061
電子郵件: cwlee@ccms.nkfust.edu.tw
1988 年，當我還是台大環工所的研究生
時，參與由指導教授蔣本基老師主持的台北
地區懸浮微粒受體模式研究計畫，當時由於
需要評估交通對台北市空氣污染之影響，必
須常到辛亥隧道採樣，採樣回來總是一身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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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同學戲稱我為「礦

Weisel，他的主要研究領域在於污染物暴露

工的兒子」
，當時的工

採樣分析及生物偵測，他的研究態度十分紮

作夥伴還有目前任職

實，研究領域廣泛，目前擔任許多學術期刊

於工研院之簡弘民博

之編輯委員。我的論文題目是有關汽油添加

士及中興土環系的林

劑 MTBE 的人體暴露評估研究。我的研究較

耀東教授，想必他們

特殊之處是利用環境控制設施（Controlled

也一定記得那段鑽隧

Environmental Facility, CEF）直接進行人體

道的日子，這也是我

暴露實驗。環境控制設施是研究人體暴露評
估及室內空氣污染的利器，當時還有另一項

第一次體會到氣膠世界的多采多姿。
1993 年，我辭掉講師的工作赴美留學，

由 Dr. Lioy 主 持 的 室 內 二 次 有 機 氣 膠

進入美國新州羅格斯大學環境科學系攻讀博

(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 SOA)研究也在

士，當時環科系有一博士課程很吸引我，那

CEF 內進行，當時他的研究生 Dr. Wainman

就是羅大及新澤西醫科及牙醫大學醫學院

常與我討論檸檬精油與臭氧產生室內氣膠之

（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of

相關問題，讓我又重燃對氣膠之興趣，這也

New Jersey- Robert Wood Johnson Medical

是目前我仍進行室內氣膠研究之緣由。順道

School）所共同設立的環境與職業衛生科學

一提，當時 Dr. Lioy 是我的大老闆，他在暴

研 究 所 （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露評估界赫赫有名，他最近一項令人矚目的

Health Science Institute, EOHSI）內之「暴露

研究是於 911 恐怖事件後，率領 EOHSI 研究

測計與評估組」（Exposure Measurement &

團隊進入世貿大樓崩塌現場，進行廢墟清除

Assessment Division, EMAD）的博士班課

過程中之人員粒狀物暴露評估及健康危害研

程。羅大的暴露評估博士班為全美首創，研

究，同時重建大樓受撞擊崩塌過程中空氣污

究環境及設備優良，有關暴露及風險評估之

染物之擴散及流布情形，其研究結果廣為媒

研究在全美居於前矛，在全世界相關領域中

體爭相報導。

也頗負盛名。我在此除了環科系的課程外，

我於修完博士後即整裝回國，目前在高

也在醫學院修公共衛生等相關之課程，我除

科大環安系擔任教職，目前我的研究領域主

了擔任研究助理外，還擔任醫學院環境與社

要包括：有害空氣污染物暴露評估研究、室

區醫學系的助教工作，我在 EOHSI 的日子學

內空氣污染研究、室內有機氣膠研究、微環

習到以往在環境工程領域不曾接觸之領域，

境污染控制、生物偵測技術、通勤與交通相

但暴露評估實是介於工程與衛生之間的橋

關暴露研究、環境與職業衛生及污染場址健

樑，工學院背景的學生投入此一研究領域其

康風險評估等。未來可能進行之研究課題包

實並不困難，也往往能有不同的想法，總而

括：粒狀污染物暴露及健康風險評估、奈米

言之，暴露評估是一門十分有趣且具人味之

微粒動物吸入暴露實驗設備之研發、室內空

新興科學。我的博士論文指導教授是 Dr.

氣污染化學研究、自來水消毒副產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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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infection by-products, DBPs）暴露評估

•

GC/MS

及 藥 劑 與 個 人 防 護 品 (Pharmaceuticals and

•

HPLC

Personal Care Products,PPCPs)暴露風險評估

•

Portable GC/FID

等。

•

臭氧偵測儀

•

氣膠偵測儀

目前我已在高科大建立控制環境實驗

主要應用領域:

室，能提供控制外在環境因子設定之系統
（如：溫度、溼度、通風量、背景濃度、光

•

室內空氣污染

照度等）
，在這模擬實驗系統內，藉由控制某

•

暴露評估

些環境因子，達到研究其他變量之目的。目

•

毒理學實驗

前艙室技術在國外已廣為應用於室內空氣污

•

人因工程實驗

染源評估、人體暴露和健康風險評估、職業

•

空氣污染化學

衛生、空氣污染化學等方面之研究，其優點

•

微環境污染控制

為能真實地模擬環境，減少環境變異的不確

•

氣膠/生物氣膠研究

定性，使得變數能有效的加以控制，其在環

•

採樣器/偵測器校正及性能測試

保、安全及衛生之研究上極為有用。高科大

•

工作模擬

控制環境實驗室主要設施包括：

•

防護具效能測試

•

排氣通風實驗

大型不銹鋼暴露艙室（Walk-in

•

商品檢驗

Exposure Chamber,12 m3）及小型

•

物理性危害評估

環境艙室:
•

艙室(2.5 m3)各一座。小型艙室對

•

截至目前，高科大控制環境設施已完成

體積較小的污染源具有容易量測

若干研究，於大型艙室曾進行辦公室事務

與控制之優點，對於體積較大的

機、消費性產品及燃燒源排放研究及空氣清

污染源，由於無法進入小型艙

淨機效能評估；而小型艙室曾經進行建材逸

室，大型艙室就具有呈現實境之

散實驗，建材沉降實驗及室內空氣化學研

優點。

究。去年氣膠青年研習營也曾至本校參觀該

空調系統 (HEPA、活性碳吸附

設施，其具有實質教育功能。

塔、加熱器、冷氣機、加濕器等)
•

資料擷取系統

•

空氣偵測系統

•

空氣採樣系統

•

氣流控制與量測系統

分析儀器:
•

熱脫附系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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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高科大控制環境設施

文章最後，應龍世俊教授之要求，要我

括：生化恐怖戰劑之快速評估技術、氣膠成

談一談近日參加國際暴露分析研討會之心

分偵測及健康影響、兒童暴露及健康問題、

得。國際暴露分析年會(Annual Conference of

污染源至受體模式之最新技術、GIS及GPS

the ISEA)是國際暴露分析學會(International

對暴露分析之應用、開發中國家烹調爐具產

Society of Exposure Analysis, ISEA)所舉辦之

生之污染及暴露評估、農藥暴露、皮膚暴露、

學術研討會，ISEA成立於 1989 年，主要宗

食入暴露、重金屬暴露、POPs暴露研究、暴

旨是支持且提昇國際間環境污染暴露分析科

露與風險評估模式、生物偵測技術、基因體

學（包含對人及對生態系之接觸與作用）之

研究於暴露評估之應用、新型採樣及分析技

水平。ISEA 2004 年會已於 10 月 17 日至 21

術及都市有害空氣污染物之最新暴露研究

日於費城舉行，今年大會主題是：拓展暴露

等。大會共有十八個國家參加 (論文摘要可

評估之新興科技，特別強調目前在暴露分析

自 ISEA 2004 網站下載，網址如附錄)，亞

之快速進展及應用領域之拓展，研討領域包

洲地區除我國外，計有日本、南韓、中國大

15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第 37 期會訊
民國九十四年一月

氣膠研究
陸及菲律賓等國參與，國內共有五位學者與

圓載卸過程中所誘引之氣流及粒狀污

會，計提出八篇會議論文，研究成果頗受大

染物動態分析

會之重視。我個人共有三篇發表，其中一篇

胡石政

關於空氣清淨效能評估及其可能形成之室內

台北科技大學冷凍空調工程系、副教授

污染；一篇是關於室內溫度與溼度對
α-pinene/Ozone 生 成 有 害 氣 體 及 微 粒 之 影

摘要

響；最後一篇是有關高雄市通勤族群VOCs

本研究採用動態格

及PM2.5之暴露研究。本人在此次大會獲邀擔

點的CFD技術，研

任國際科學委員，參與部份大會工作，並與

究 300mm 晶 圓 傳

加州大學Dr. Rufus Edwards(他剛好是我在

送

EOHSI之老同事)共同擔任 “GIS, Traffic and

盒

Opening

Exposure” section之主席。此次會議中，都市

(Front
Unified

Pod, FOUP)門開啟

微粒之成分及暴露研究、室內微粒與戶外微

過程中，門開啟速

粒之關係、二次有機氣膠、交通污染源、個

度及微環境系統

人氣膠即時偵測器及生物氣膠為氣膠暴露研

(minienvironment system, ME system)壓差對

究之重點，吾人相信國內學者在上述領域均

誘引之氣流及粒子侵入FOUP之影響。載卸

有所長，期將國內氣膠暴露研究水平，展現

過程中，研究顯示靜態的污染分佈和動態者

於世界學術舞台。ISEA 2005 及ISEA 2006

有顯著的差異，FOUP在門開啟的速度在

將分別於美國亞利桑那州Tucson及法國巴黎

0.05m/s~0.2m/s和系統壓差在 0.67Pa~4Pa區

舉行，希望國內學者能共襄盛舉，踴躍參加。

間內，系統對外界污染粒子的隔絕效率(隔絕
比)，和速度大小及壓力差值的大小呈反比的

相關網站:

關係。另外本文以動態格點的CFD技術模擬

EOHSI: http://www.eohsi.rutgers.edu/

計 算 1 片 300mm 晶 圓 從 傳 送 盒 (Front

ISEA 2004 abstract book:

Opening Unified Port, FOUP) 卸載(download)

http://www.isea2004.org/

到微環境(minienvironment, ME) 過程中晶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xposure Analysis

圓周圍氣流，粒子濃度及晶圓上表面(晶面)

(ISEA) web site: http://www.iseaweb.org/

及下表面(晶背)之粒子沈積速度(Vd 值)的動

ISEA/ISEE 2006:

態變化。晶圓載出過程的位置分別為第 1 片

http://www.paris2006.afsse.fr/

(底部)、第 13 片(中間) 及第 25 片(頂部),而
汙染粒子產生源位置分別為晶圓盒與ME的
上框架間隙(S1),下框架間隙(S2)及Load Port
Unit (LPU)滑動物件(S3)。模擬結果顯示第 1

300mm 晶圓傳送盒(FOUP)開門及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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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U

片晶圓最易受到汙染，而比較 3 個汙染源位
置的影響，其中以S2位置使第 1 片晶圓的晶
FOUP

背附近粒子濃度最高，而比較晶面與晶背圓

Wafer

的粒子沈積速度亦顯示相同結果，尤其是對

FOUP stage

FIM

Robot

粒徑 0.01~0.1µm粒子最甚。

Minienvironment
LPU

Figure 1 Components of a wafer
loading module

過程

過程

過程

過程

Figure 2 The wafer-loading procedure (process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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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活動花絮
The 11th CAART Annual Conference and Annual Meeting
Provided by Prof. Hsin-Chung Lu, HungKuang University

Registration at the conference

Instrument exhibition

The 11th CAART Annual Conference is
held at the HungKuang University

Opening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CAART by President Chao

Photo taken with participants

Honorary Guest (middle) – Dr. C. S. Wang,
President of IARA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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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ary Guest – Prof. M. F. Lin

Oral presentation

Prof. G. C. Fang – President of the
HungKuang University

Oral presentation

The annul meeting of CAART

Or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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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ner of Chiu-sen Award – Dr. S. C.
Lung

Break time

The winner of the Best Paper Award – Prof.
S. C. Hu

Prof. W. C. Lee as chief in the conference
section

Prof. Lu reports the preparing process for the
conference

Prof. C. T. Lee reports the review processes
for the best paper award and Chiu-se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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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st of new idea on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winner of the contest of new idea on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oto of staff in the HungKuang University

Poster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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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議日期
Conference
Schedule

Name of Conference

Location

Aug 28 - Sept 2,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2005 (EAC 2005)
Website: http://www.EAC2005.be
2005

Ghent, Belgium

Oct 17 - 21, 2005 24th Annual AAAR Conference
Website: http://www.aaar.org/

Austin, Texas

Dec 13 -16, 2005 4th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Website:http://www.iasta-aac.org/

Bombay, India

Sept 10 -15, 2006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2006
Website: http://www.aaar.org/

St. Paul, Minnesota

廣告天地
第三屆國際沙塵暴與降塵天氣專題學術研討會
（第一輪通知）
近些年來，沙塵暴天氣對生態環境、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人類生存均造成了較嚴
重的影響，引起國內外人士的廣泛關注，許多國家的學者在該領域進行了深入的研究，
並取得了一系列顯著成就。為加強中、日、韓專家學者對沙塵暴研究成果的交流，第三
屆國際沙塵暴及降塵天氣專題學術研討會定於 2005 年 8 月在中國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召
開。會議主題: 彙集國際上該領域研究成果，探討如何加深對全球氣候變化、沙塵暴天
氣發生、發展過程及其對環境影響等方面的理解和認識，拓展我們在沙塵暴天氣研究方
面的知識面。
會議子題
1.沙塵暴信息；
2.沙塵輸送和沉降；
3.沙塵暴監測和分析；
4.沙塵氣溶膠化學；
5.氣候變化與沙塵暴；
6.沙塵暴預報模式；
7.環境影響評估；
8.沙塵源地環境分析；
會議安排
2005 年 8 月 24 日全天報導、註冊、預訂旅遊、返程票
2005 年 8 月 25 日—26 日學術交流
2005 年 8 月 27 日參觀考察（暫定 1-3 天）
論文要求
參會論文摘要（英文 200 字左右，包括題目、作者、作者單位和通訊位址），提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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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日期 2005 年 6 月 30 日。請將論文摘要發送至電子郵箱：imast@vip.163.com 或
傳真至：0471-6963234。
參會費用
國外代表註冊費 US$100，食宿自理。國內代表註冊費 600 元人民幣，食宿自理。
會後考察
會後將組織代表赴內蒙古西部地區參觀考察。未盡事宜將在第二輪通知中告知。
會議籌備組
聯繫單位：內蒙古科學技術協會國際部
聯 系 人：劉燕霞
胡新慧
電子郵件：imast@vip.163.com
第三屆國際沙塵暴與降塵天氣專題學術研討會回執
姓名
性別
職務
職稱
單位
地址
電話
郵編
電子郵件
請用“√＂選擇下列項目
□我申請參加會議並希望得到進一步資訊
□是否參加會後考察
□我應徵論文題目如下：
請將回執填寫後於 2005 年 5 月 20 日前寄到內蒙古科協國際部
傳真：0471-6963234
E-mail：imast@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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