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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會發行之會員通訊，每季發行一次。 

 
新消息、讀者投書及非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會訊為中華民國氣膠

最

學會會員之訂閱事宜，請

洽學會通訊主編趙馨

hchao@tmu.edu.tw
 

中國有句諺語：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

一半。」謹以此祝福

諸位會員在新的一年

裡有個美好的開始。

今年將是本學會開創

新局和忙碌的一年，

我們將庚續推動會務

改革，並舉辦多項學術活動，期盼您的支持

與參與。 

首先，由弘光科技大學籌辦的「第三屆

氣膠青年之旅」將於 7 月 11-13 日在台中舉

行，歡迎青年學子及青年科學家們踴躍報名

參加。「第十二屆氣膠研究學會年會及氣膠科

技研討會」將於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在台北

南港舉行，將首次由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籌辦，本次會議之主題為「變遷環境

中氣膠研究之新領域」(暫定)。「第二屆海峽

兩岸氣膠學術研討會」將於 11 月 3-8 日在南

京市舉行，該項會議係由中科院及南京大學

共同主辦。此外，「第四屆亞洲氣膠研討會」

亦將於 12 月 13-16 日在印度孟買舉行，本學

會將在大會中積極爭取「第五屆亞洲氣膠研

討會」在高雄舉行，此項任務甚為艱鉅，並

對本學會的未來發展具有關鍵意義，將由本

學會第一副會長李文智常務理事全權負責。

本學會對於上述學術會議的規劃籌辦及組團

參與均正積極進行中，期盼會員們踴躍報名

參加。

本學會於 5月 21日在台南舉行的第三次

理監事會議中，通過了六個委員會的設置辦

法，對於未來學會的運作具有重大意義，也

對於會員參與學會相關事務開闢了一條新的

mailto:sclung@ear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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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期盼各委員會主任委員能夠籌組堅強

團隊 (建議儘量不要找理監事)，積極地主動

承擔學會交付之任務。 事實上 ，五位常務

理事也被賦予相關責任，協助所負責委員會

的籌組與運作。此外，為使本學會期刊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AAQR)

能夠在 2-3 年內成為亞洲第一個列名 SCI 之

氣膠國際學術期刊，理監事會議已達成共識

將進行編輯委員會之局部改組，將每年一期

增加為每年三期，並採取必要措施加速論文

審查流程，歡迎大家踴躍投稿支持。其中明

年的一期擬規劃為特刊，由我及第一副會長

擔任共同編輯並負責籌畫，將邀請在「第十

二屆氣膠研究學會年會及氣膠科技研討

會」、「第二屆海峽兩岸氣膠學術研討會」、「第

四屆亞洲氣膠研討會」發表的論文轉投稿至

AAQR。此外，由於去年全台灣空氣品質全

面劣化，亦擬在今年的年會中，特別規劃一

個討論主題，邀請環保署代表及學者專家，

針對空氣品質劣化原因、因應之道、替代指

標等議題加以討論，並將會議結論彙整後，

以學會名義發函環保署做為擬定空氣品質管

理政策之參考，屆時歡迎有興趣之會員們踴

躍出席。 

值此端午節前夕，謹代表學會祝福您與

家人佳節愉快、闔家平安。 
 

會長 袁中新 
2005 年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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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編編的的話話   

各位先進大家好！時序已進入夏季，希望

雖在炎炎酷暑下，大家仍有愉快而豐富的一

季。 

首先要特別感謝在百忙中抽空寫稿的作

者們，分享他們的研究心得與成果，以豐富

本期會訊的內容。在本期會訊中「氣膠新知」

的部份，我們請到了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的張士昱博士介紹水溶性氣膠成份的

最新測量技術。在「專家介紹」的部份，我

們特別邀請剛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國立

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蔡春進教授，為我

們介紹他的研究及多項獲得國內外專利的研

發成果。此外，我們也請到本學會祕書長，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

系林銳敏教授，分享他的研究方向與成果。 

在此誠摯地邀請各位先進，若您有最新

的氣膠研究發展結果或氣膠新知可與大家分

享，請不吝提供稿件給我們。此外，也呼籲

各位會員能主動提供您或其他會員的最新動

態給我們，讓會訊成為會員間彼此交流溝通

的最佳管道。非常感謝您的支持與幫忙！！ 

 

祝 平安順心 

 

主編 趙馨  

編輯 陳培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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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佈佈欄欄 
 目前學會正進行會員會籍資料總檢作

業，若各位會收到會員資料更新通知，

無論您的資料正確與否，請務必回覆。 

 學會每年的重要活動－氣膠青年學習之

旅即將展開（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歡

迎有興趣的會員能踴躍參與（詳見 15 

-17 頁）。 

 爲促進海峽兩岸氣溶膠科技交流，「海峽

兩岸氣溶膠技術研討會」將於 11 月 3-8

日在南京大學舉行，目前正進行徵稿

中，歡迎各會員踴躍投稿參加（詳見 19

頁）。 

 為爭取二○○七年第五屆亞洲氣膠研討

會於台灣地區舉辦，學會已通過成立推

動小組，由李副會長文智負責統籌相關

事宜，並且由現在起至亞洲氣膠研討會

期間，將陸續邀請亞洲氣膠之專家學者

來台演講。 

 本學會各委員會設置辦法已草擬完成，

將提送本年度年會會員大會通過後實

施。 

 特別恭喜袁會長中新今年榮獲兩個學術

論文獎項：(1) 2005 年學術論文「開徑式

光學遙測法與定址式抽氣量測法之實測

比較」獲頒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化學研討

會暨年會論文獎；(2) 2005 年學術論文

「Evaluating the Influence of PCDD/F 

Emission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ors on Ambient Air by PCDD/F 

Concentration Isopleth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獲頒中華民國環境

工程學會學術論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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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中華民國氣膠年會暨第十二屆

中華民國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 

論文摘要及全文截止日期：2005 年 6 月 30 日 

2005 年中華民國氣膠年會暨第十二屆

中華民國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將於今(民國

94)年 9 月 30 日及 10 月 1 日(週五及六)於台

北市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行，論文

摘要及全文截止日期為 6 月 30 日，優惠報名

截止日期為 7 月 30 日，本次研討會將採用網

路投稿及網路報名，相關資訊請詳見研討會

網站http://aerosol.rcec.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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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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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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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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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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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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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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氣膠膠新新知知  

The Near Real-Time Technology for 
the Soluble Aerosol Compositions 
Measurements: The in-situ IC System  
Dr. Shih-Yu Ch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hange, Academia 
Sinic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mbient aerosols, 

which are affected by solar radiation, relative 

humidity, wind speed, wind direction, and 

gas-aerosol interaction, changed rapidly at 

differ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The 

measurements on mass concentration, size 

spectra,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atmospheric aerosols are essential in asse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mbient aerosols. Aerosol 

physical properties such as mass concentration, 

optical parameters, and size spectra can be 

rapidly and continuously determined by a 

number of commercially available instruments. 

In contrast, the analyses of chemical properties 

are traditionally performed by collecting 

particles onto filter substrates for subsequent 

treatments and instrumental detection, which 

are very labor intensive and have led to the 

concern over evaporation or degradation loss 

during off-line laboratory analysis. In addition, 

the traditional filter-based method is unable to 

provide rapid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in 

both aerosol composition and concentration. 

Such limitations are critical in understanding 

the aerosol source contributions, visibility  

degradation, radiative 

forcing, health effects, 

and reactions between 

aerosols and precursor 

gases for soluble 

aerosol species in the 

atmospheric 

transformatio

processes.  

The in-situ

n 

 IC system, refined from the 

particle-into-liquid sampler (PILS) (Weber et 

al., 2001), semi-continuously measured the 

water-soluble inorganic ions of ambient 

aerosols at intervals of 15 min. The system, 

shown in Figure 1, was set into a container to 

maintain the temperature at the point of 

measurement. The in-situ IC system consisted 

of the following: gas removal denuders, filter 

pack, RCPS (rapid-capture-particle sampler), 

and IC (ion chromatograph, Model ICS-90, 

Dionex Corp., Sunnyvale, CA, USA). The 

ambient aerosol from the sampling inlet was 

drawn through a sodium carbonate denuder and 

a citric acid denuder to remove acidic and basic 

gases, respectively. After leaving the denuders, 

the sample flow was split into a 3.7 lmin-1 filter 

flow and a 10 lmin-1 RCPS flow. The filter flow, 

which passed through the filter pack, was 

controlled by a mass flow controller. The RCPS 

flow, moving to the RCPS, was turbulently 

mixed with saturated water vapor.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aturated water vapor was 

held at 120  and controlled by the P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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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al Integral Differential device, 

Model 6100, West, England). The aerosol and 

water vapor were then passed through a growth 

chamber with a cool wall to form large droplets 

in a supersaturated condition. The growth 

chamber was actively air-cooled by fans. The 

airflow containing the droplets flowed through 

a single circular nozzle onto a flat quartz plate, 

where the droplets were collected. After 

impacting the plate, the air was drawn from a 

port at the top of the impactor housing and the 

liquid was transported by carrier water from the 

top of the quartz plate to the bottom of the 

RCPS. The final liquid sample, containing the 

water-soluble ions of the collected aerosol, was 

pumped from the bottom of the RCPS to two 

ICs for simultaneously analyzing the 

concentrations of anions and cations. 

The in-situ IC system can apply to: (1) 

enh

Reference  

Orsini, D., Daun, Y., Lee, Y.N., 

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chemical and 

physical phenomena underlying atmospheric 

pollution, (2) apporti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suspended particulate matter to individual 

sources, (3) evalu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particulate matter 

affects human health, atmospheric visibility 

and dry deposition, (4) stud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econdary aerosols and precursor 

gases under photochemical reactions, and (5) 

determine compliance with air quality 

standards, especially now that leading 

authorities are suggesting the necessity for a 

composition-specific standard for particulate 

matter concentration. 

 

Weber, R.J., 

Klotz, P., Brechtel, F., 2001. A 

particle-into-liquid collector for rapid 

measurements of aerosol chemical composition.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5, 718-727. 
 
 

 
 

 

Figure 1. The in-situ 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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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專家家介介紹紹  

 
研究成果概述： 

(1) 完成新型多孔金屬片固氣分離器

(porous metal denuder)的研發，它的體積

小且偵測下限低，可同時採集空氣中的

微粒物質及酸鹼氣體，正使用於科學工

業園區周界空氣品質監測，及半導體洗

滌塔的去除效率評估及改善工作。 本

研究已獲本國專利(with Tung-Shen Shih 

et al., Patent 220653, Oct. 2004 ~ June. 

2113)及美國專利申請中，且已在 2003

年被環保

署檢驗所

審訂為標

準檢測方

法：NIEA 

A452.70B 

“排放管道

氫氟酸、鹽酸、硝酸、磷酸及硫酸檢測

方法”。 本研發成效為取代進口的蜂巢

型(Honeycomb) 或圓環型(annular)固氣

分 離 器 (Environ. Sci. Technol., 

35:2572-2575, 2001; Aerosol Sci. 

Technol., 35:611-616, 2001; Aerosol Sci. 

Technol., 37:967-974, 2003; J. Aerosol 

Sci., 37:486-493, 2003) 。 
 
 
 
 
 
 
 
 
 
 
 
 
 
 
 
 
 
 

姓名：蔡春進 
http://www.nctu.edu.tw/~cjtsai 
現職： 
國立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學經歷：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機械系博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機械系碩士 
國立台灣大學機械系學士 
國立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副教授、教

授、所長 
美國華盛頓(盛路易)大學環工所研究教授

美國加州理工學院化工系訪問學者，中國

鋼鐵公司工程師。 
主要專長與研究領域： 
主要研究方向為空氣污染採樣分析技術

發展，環境空氣品質研究及空氣污染

控制設備的研究。 
特殊榮譽： 
國科會傑出獎、優等獎及甲等獎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最佳論文獎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最佳論文獎 
國際期刊 J. Aerosol Science 編輯委員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總編輯 

固氣分離器(煙道採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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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氣分離器(大氣採樣用) 

固氣分離器的規範及特點如下所列。 
固氣分離器規範 : 

 Flow rate: 2 LPM 

 For Workplace Sampling: 

 Cut-Off aerodynamic diameter: 

2.0µm 

 2 Porous discs for acid and basic 

sampling 

 1 Filter pack for particle sampling 

 For Stack Sampling: 

 1 Teflon filter for particle sampling 

 2 Porous discs for acid and basic 

sampling 

特點 : 

 Laboratory tested for gas collection 

efficiency and adsorption capacity. 

 Good correlation with other commercial 

denuders and sampling methods. 

 Simultaneous sampling of aerosol and 

gaseous phases. 

 Affordable price. 

 

 

 

參考文獻 : 

Tsai, C. J., Huang, C. H., Wang, S. H., and Shih, 

T. S., 2001, Collection Efficiency and 

Capacity of Three Samplers for Acidic and 

Basic Gases, Environ. Sci. Technol., 

35:2572-2575. 

Tsai, C. J., Huang, C. H., Lin, Y. C., Shih, B. H., 

and Shih, T. S., 2003, Field test of a 

Porous-Metal Denuder Sampler, Aerosol 

Sci. & Technol., 37:967-974.  
 
(2) 慣性衝擊器的收集效率理論及設計:本

人研究過去Marple and Rader (1985)的

傳統慣性衝擊器的理論發現，該理論未

將微粒本身的重力考慮在內，因而造成

St50隨著Re的增加而減少的現象，事實

上本研究的實驗及理論值均顯示St50應

隨著Re的增加而增加(J. Aerosol Sci., 

32:375-387, 2001；Aerosol Sci. Technol, 

36:714-720, 2002)。同時研究以多孔金屬

及泡棉為收集板的慣性衝擊器理論收

集效率推導：為了能够準確的量測高濃

度的微粒粒徑分佈，防止微粒反彈的發

生，需使用多孔介質為收集板的慣性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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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器。本研究推導出多孔介質收集板慣

性衝擊器的理論收集效率公式，以作為

設 計 的 依 據 (Aerosol Sci. Technol., 

32:1035-1044, 2001)，該理論數據已為芬

蘭的Dekati Aerosol Instrument公司所採

用，並使用於其 ELPI(electrical low 

pressure impactor)的設計之中。本人也根

據這個研究成果設計了一個多孔介質

固 氣 分 離 採 樣 設 備 (porous metal 

denuder sampler)，及防止微粒反彈的多

階 慣 性 衝 器 (Aerosol Sci. Technol., 

35:611-616, 2001; Aerosol Sci. Technol., 

2001; 37:967-974, 2003; J. Aerosol Sci., 

37:486-493, 2003)。 

(3) 熱泳沈降器研究：微粒在管線中的附著現

象會造成管子的阻塞，也造成微粒採樣時

採樣結果之不正確。本研究推導出一個半

經驗公式可以預測發展流場及溫度場中

微粒的附著效率，並研究出可以防止微粒

附著於管壁的加熱溫度，有助於微粒於管

線中的傳輸，採樣效率的提昇(J. Aerosol 

Sci., 34:569-583, 2003; J. Aerosol Sci., 

35:1235-1250, 2004; Aerosol Sci. Technol., 

38:131-139, 2004)。最近發展中的高流

量、高效率雙熱交換器熱泳沈降器，可適

用於柴油車碳煙微粒的控制。 

 

with gravity ef fect

without gravity effect

Rader and Marple (1985)

W/Dc
= 0.24

W/Dc = 0.32

0 1000 2000 3000

Re

0.0

0.2

0.4

0.6

0.8

1.0

√S
t 50

W/Dc = 0.32
W/Dc = 0.24

慣性衝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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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效率文氏洗滌器之發明：本研究利用理

論設計微粒核凝成長型高效率文氏洗滌

器，已獲得中華民國發明專利(A High 

Efficiency Venturi Scrubber, Taiwan Patent 

090121404, 2002/08/27-2012/08/27)，且透

過 2002至 2003年的國科會小產學合作計

畫已將技術移轉至國內台禹公司，設計於

半導體的局部洗滌器(local scrubber)中, 

並推廣至業界使用（JAWMA, 55:319-235, 

2005）。 

 

(5) 微粒濾紙採樣器研究：針對微粒在濾紙

上的揮發行為，大氣溼度及微粒靜電對 

 

 

 

 

 

 

 

稱重的影響，作出具體的模式及實驗數

據，可以作為大氣微粒採樣數據修正之 

依據；並在大氣環境中完成即時微粒監

測器的效能評估及貝他計受水氣影響

準確性的原因探討，可提高大氣微粒監

測結果之準確度，本研究結果並可作為

發展微粒/氣體固氣分離採樣器及改良

微粒監測儀器之參考依據  (Atmos. 

Environ., 2001, 35(33):5741-5748; The 

Sci. Total Environ., 2002, 293:201-206; 

JAWMA, 2000, 50:2120-2128; JAWMA, 

2003, 53:1265-1272; J. Aerosol Sci., 2003, 

34:1685-1697) 。 

 

文氏洗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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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型的鋁製旋風器微粒採樣器的設計

及製造：本採樣器可有效的解決微粒靜

電及負荷影響收集效率的問題，使用本

採樣器的採樣方法已經變成行政院勞

委會的作業場所粉塵標準採樣方法，且

已於 2001 年授權典試科技公司製造生

產並由美國 Omega Specialty Instrument 

Co. 行銷全球。本研發成效為取代

10mm nylon 旋風器 (J. Aerosol Sci., 

30:313-323, 1999; Aerosol Sci. Technol, 

31:463-472, 1999)。新型的鋁製旋風器規

範及特點如下所列。 

新型的鋁製旋風器規範 : 

 Flow rate: 1.7 L/min 

 ID of cylindrical body: 18 mm  

 Cut-off aero. dia.: 4.07 ± 0.17 µm 

 Material: conducting plastic 

特點 : 

 Large body diameter to avoid particle 

build-up on the wall near the inlet. 

 Conducting plastic to eliminate 

electrostatic effect. 

 Penetration curve matches ACGIH 

criteria for respirable particle sampling. 

 Outlet tub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ody. 

 Cylindrical body can be disassembled for 

cleaning. 

 Laboratory and field tested. 

 

參考文獻 : 

Tsai, C. J., Shiau, H. G. and Shih, T. S., 1999, 

Field Study of the Accuracy of Two 

Respirable Sampling Cyclones, Aerosol Sci. 

& Technol., 31:463-473. 

Tsai, C. J., Shiau, H. G., Lin, K. C. and Shih, T. 

S., 1999, Effect of Deposited Particles and 

Particle Electrostatic Charge on the 

Penetration Efficiency of Small Cyclones, J. 

Aerosol Sci., 30:31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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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空氣品質及空氣污染控制相關研究：

高效率酸鹼洗滌塔的研發(with HungMin 

Chein et al., USA and Taiwan patent 

pending)，利用軸向流旋風器在真空中去

除奈米微粒的裝置(with HungMin Chein 

et al., Nanoparticles Using a Cyclone and 

Method of Designing Said Cyclone, Taiwan 

Patent 220652, Sep. 2004~ Dec. 2113)；潔

淨室有害空氣污染物的三維擴散模擬；電

熱式有害氣體控制局部洗滌器的實驗及

模擬；三階粉塵採樣裝置；濕式水膜半自

動酸鹼氣體及微粒採樣裝置；奈米微粒充

電設備；多濾紙式大氣PM10-PM2.5採樣裝

置；高科技工業園區的空氣品質監測、模

擬及測站規劃。 

 
 

 
 
 
 
 
 
 
 
 
 
 
 
 
 

 
 
 
 
 
 
 
 
 
 
 

 

軸向流旋風器 局部洗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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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榮

幸有這個

機會在這

兒向大家

介紹我本

人及我的

研 究 興

趣，我自民

國八十六

年二月起

服務於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系，目前亦擔任中華民國氣膠學會第

七屆秘書長及網頁委員會主委之職務。近年

來之研究主題及方向主要與氣膠科技相關之

物化特性，包括氣膠之粒徑分佈特徵、化學

組成、及動力學，除為基礎之學理研究外，

亦可應用於大氣污染形成原因之探討。 

姓名：林銳敏 

現職：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

衛生工程系副教授 

高雄縣 824 燕巢鄉大學路 1 號 

學歷： 

美國伊利諾理工學院環境工程博士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碩士 

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士  

經歷： 

Wiiliams & Wentink Assoc., IL, 

USA 工程師 

美國伊利諾理工學院博士後研究 

中國技術服務社工程師 

研究興趣： 

環境工程 

環境化學 

氣懸膠技術 

資源管理  

研究方向： 

氣懸膠技術 

有害空氣污染物調查與控制 

空氣污染防制技術 

聯絡方法： 

電話：07-6011000 ext. 2312 

傳真：07-6011061 

電子郵件：

envelin@ccms.nkfust.edu.tw  

目前在學校內建立有空氣污染防制實驗

室，能提供有關空氣污染方面之實驗與研

究，包括大氣懸浮微粒及有害性空氣污染物

之採樣及分析，所進行之研究來源有國科

會、環保單位、及產業界。 

大氣中空氣污染物種類眾多且其成份複

雜，實驗室研究之進行主要對原生性及衍生

性空氣污染物進行其粒狀物濃度及其化學成

份分析，並探討其形成機制及特性，以期進

一步瞭解氣膠從煙道氣排出後，經光化學反

應及長程傳輸後，微粒之組成特徵與其轉化

機制之現象。目前研究以硫氧化物及氮氧化

物轉化率進行原生性與大氣衍生性微粒之探

討，結果發現燃煤電廠排放原生性微粒中，

硫氧化物及氮氧化物之轉化率低且主要存在

於次微米微粒中；若與大氣微粒轉化率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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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較之，可發現原生性與大氣衍生性微粒

特徵值明顯之差異。因此，研究所得之特徵

值可為原生性與大氣衍生性微粒特徵相關研

究之指標及參考。 

此外，對半揮發有機物物化特性之研究

亦為實驗室持續進行之重點。本研究以MSP 

UAS 310 泛用型採樣器進行大氣現場採樣，

分別對大氣中不同微粒粒徑(PM1、PM1-10)之

氣固相進行 21 種多環芳香烴碳氫化合物

(PAHs)物種濃度之分析，以探討大氣PAHs氣

/固相分佈情形。研究結果針對不同微粒粒徑

(PM1、PM1-10)中PAHs之氣固相分佈係數與過

冷蒸氣壓線性回歸進行研究解析，其結果可

發現不同微粒粒徑(PM1、PM1-10)線性迴歸其

截距有明顯之不同(-2.39 ~ -1.87)，顯示大氣

微粒粒徑對半揮發有機物氣固相分佈有著明

顯之影響。 

實驗室近年來的研究成果主要發表於

Atmospheric Environment、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Aerosol Science & Technology 等與

氣膠相關之期刊。藉由本實驗室各項有關空

氣污染物之研究，可利用於大氣污染成因之

解析，並且藉由成因之掌握來進行各項污染

排放及防制之管理，以達降低人體暴露風險

危害。最後藉由氣膠學會與各方面專家學者

之交流，一方面可增進各項氣膠方面專業知

識，另一方面亦可將自身所學回饋。 

 
 
 

 

重重要要會會議議日日期期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投稿截止日期) 地點 
Aug 28 - Sept 2, 
2005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2005 (March 1, 2005) 
Website: http://www.EAC2005.be  

比利時 根特  

Oct 3 - 6, 2005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notechnology & 
Occupational Health (August 15, 2005)
Website: www.cce.umn.edu/nanotechnology  

美國明尼蘇達州

明尼阿波利斯  

Oct 17 - 21, 2005 24th Annual AAAR  Conference (April 25, 2005) 
Website: http://www.aaar.org/05AnnualConf/index.htm

美國德州 奧斯

汀 

Dec 13 -16, 2005 4th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April 30, 2005) 
Website: http://www.iasta-aac.org/   

印度 孟買 

Sept 10 -15, 2006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2006 (Feb. 1, 2006) 
Website: http://www.aaar.org/IAC06/index.htm

美國明尼蘇達州

聖保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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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氣膠青年-行程 
日期 七月十一日 (一)、十二日(二)、十三日(三) 
第一天：7/11 

時  間 行 程 / 目 的 地  點 講員/單位 備註

9:00~9:30 報到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9:30~9:50 
中華民國氣膠學會 
會長致辭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袁中新教授  

9:50~10:00 致歡迎詞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方國權校長  

10:00~11:00 演講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林文海教授  

11:00~12:00 演講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羅金翔教授  

12:00~13:00 午餐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13:10~14:10 演講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待定  

14:10~15:10 演講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蔡春進教授  

15:10~15:30 休息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15:30~16:30 演講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簡弘民博士  

16:30~17:30 參觀實驗室 弘光科技大學環工系 空污實驗室  

17:30~18:00 清水休息站夜景 台中縣   

18:00~20:00 歡迎餐會 弘光科技大學餐廳   

20:00~ 夜宿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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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第三屆氣膠青年學習之旅 
氣膠科技與生態復育研習會 

姓 名  性 別 □男   □女 

學 校  系 所  

班 別 □碩士班    □博士班    □其他                          

身分證字號 (辦理保險用) 

出生年月日 民國      年      月      日 

連 絡 地 址  
 

電 子 信 箱  

連 絡 電 話 (H)              (O)               (手機)               

傳 真  

資格與費用 □學生、會員（1500 元/人）  
□非學生、非會員（2000 元/人） 

繳 費 
□已繳費  □未繳費  
郵政劃撥帳號: 17539156     劃撥戶名：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

收 據 □需要（抬頭：                                          ）
□不需要 

備 註 請將本報名表填寫後連同郵政劃撥儲金存款收據於九十四年七

月五日前傳真至弘光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傳真：04-26525245）
   

郵郵郵政政政劃劃劃撥撥撥儲儲儲金金金存存存款款款收收收據據據黏黏黏貼貼貼處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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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2005 年 9 月 30 日(五)及 10 月 1 日(六) 
○ 地點： 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 
○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並請踴躍參加第二屆氣膠技術創意比賽提出獨特創見！ 
 

6 月 15 日投稿截止   7 月 30 日優惠報名截止 
 

○ 本次研討會使用網路投稿及網路報名 詳情請見http://aerosol.rcec.sinica.edu.tw

 往後將以 email 通知研討會相關訊息，若您在過去半年內未曾接到氣膠學會的 email(包含會

訊)，表示您 email 信箱並不正確，請通知氣膠學會秘書處助理劉志浩

<u9213820@ccms.nkfust.edu.tw>。 
 

○ 投稿主題 

1. 大氣氣膠 9. 奈米氣膠 
2. 高污染事件暨空氣品質 10. 潔淨室氣膠及微污染控制 
3. 生質燃燒及其它燃燒氣膠 11. 職場通風與工程控制 
4. 過敏性及傳染性氣膠 12. 空氣污染控制技術 
5. 氣膠物理化學特性 13. 室內空氣污染 
6. 氣膠與雲、輻射之交互作用 14. 氣膠健康效應與風險評估 
7. 氣膠監測採樣分析技術 15. 有害物之採樣分析與測定 
8. 氣膠模式發展與應用 16. 其他氣膠相關之論述 

 
○ 聯絡方式 

張玉婷小姐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電話:02-26539885 ext 250  傳真:02-27833584 
E-mail: aerosol@rcec.sinica.edu.tw
地址:115 台北市南港區研究院路二段 128 號 

 

http://aerosol.rcec.sinica.edu.tw/
mailto:aerosol@rcec.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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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海峽兩岸氣溶膠技術研討會 
 

    為促進海峽兩岸氣溶膠科技交流，定於 2005 年 11 月 3－8 日在南京大學舉行第二屆“海
峽兩岸氣溶膠技術研討會”。會議由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金委員會支持，南京大學、中國科學

院大氣物理研究所東亞區域氣候－環境重點實驗室承辦。 
 本次會議將邀請兩岸氣溶膠研究領域內的知名學者做大會特邀報告，同時邀請有關專家

就氣溶膠技術前沿及設備等舉辦專題講座。有關此次會議安排及徵文通知如下： 
一、會議日程 

11 月 3 日報到，11 月 4－6 日專題講座、學術交流，11 月 7 日參觀考察。 
二、會議籌備日程表 

2005 年 5 月中，會議第一輪通知；2005 年 8 月底，會議論文接收截止；2005 年 9月
底，會議第二輪通知。   

三、收  費 
註冊費（不含住宿費）：1500 元，包括資料費、專題講座費、會議費、參觀等，住宿費

用自理。 
四、會議時間、地點及住宿 

南京新紀元酒店（025-86812222，南京中山路 251-1 號），標準間 300 元（這裏預定 15
個房間，臺灣客人 30 人，南京大學訂）。 

五、會議論文 
會議論文接受電子版，優秀論文將在國內外核心期刊以增刊形式發表。 
 
台灣方面論文，由台灣先行彙總，論文”全文” 8 月 15 日前以電子郵件壓縮檔或光碟郵

寄(檔案太大者)至下列信箱；為避免論文郵件遺失，請將論文標題與作者(或國科會輔助

編號) 另E-mail乙份至下列信箱。 論文格式將另行通知 
［論文收件E-mail信箱: leejm@yuntech.edu.tw；郵寄地址:雲林縣鬥六市大學路三段 123
號環境安全系 李合源收］ 

六、會務組 
白蘊如（中國顆粒學會），聯繫電話：010-62647657；email:yrbai@home.ipe.ac.cn 
張仁健（中科院大氣物理研究所），聯繫電話：010-62359642；email:zrj@mail.iap.ac.cn 
王體健（南京大學），聯繫電話：025-83593797；email:tjwang@nju.edu.cn
李經民 ( 雲林科技大學 )，聯絡電話: 05-5342601*4411；email: leejm@yuntech.edu.tw
中國顆粒學會秘書處， 網址：http:www.csp.org.cn 
電話：010-62647657，傳真：010-62558065，E-mail: klxh@home.ipe.ac.cn  
台灣: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祕書處 
Tel: 07-601-1000*2312  Fax: 07-601-1061  E-mail: envelin@ccms.nkfust.edu.tw(林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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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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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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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