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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員的抬愛當選本
學會會長以來，無時
無刻不在思索學會的
發展，期不負會員們
的殷切付託。轉眼
間，兩年的任期即將
在今年九月底到期，
謹在此感謝本屆理監
事和各委員會委員們的共同努力和付出，以
及諸位會員的熱心參與學會活動。在兩年任
期裡，雖然也曾遇到些許挫折，然而均能在
大家的共同努力下安然渡過，其實個人的成
長才是最大的收獲。
回顧過去兩年期間，我們戮力於學會制
度的建立和國際化的推廣，雖然未能盡如期
待，但也獲致相當豐碩的成果。首先，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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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度的建立方面，本屆理監事通過了工作委員
會的設置辦法，並邀請更多會員參與委員會
貢獻心力，雖然委員會的實際運作尚未完全

最新消息、讀者投書及非
學會會員之訂閱事宜，請
洽學會通訊主編趙馨
hchao@tmu.edu.tw

上軌道，但至少已有了好的開始。為使本學
會財務管理能夠制度化，理監事會議通過了
「財務管理手冊」
，使未來的財務管理有所依
循。在學會的國際化推廣方面，本學會已爭
取到「第五屆亞洲氣膠會議」於 2007 年 8 月
在高雄市舉行，將可提昇本學會在亞洲氣膠
領域的影響力；此外，本學會學刊「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已由過去的每年二
期增刊為每年四期，而且在編輯委員們的持
續努力下，國內外投稿件數亦有明顯增長，
使得論文的質與量均有長遠的進步，並朝著
成為 SCI 認證的國際學術期刊而努力。
在最近的二、三個月裡，尚有幾項學術
會議即將召開，學會也都籌劃適當層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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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與會。首先，6 月 21-25 日在美國紐奧良市召
th

Management

任學會會訊主編已將近兩年，即將在九月卸

Association」年會，本學會約有 10 位會員與

下職務。回顧過去兩年的學習與努力，能順

會；8 月 18-21 日在北京召開「海峽兩岸顆粒

利地完成每一期會訊，都有無盡的感謝。當

技術研討會」
，本人除獲邀在大會做專題報告

然首先要感謝的是所有作者們在百忙中抽空

外，亦將利用適當機會邀請大陸代表參加「第

撰稿，並且忍受我不斷地「提醒」截稿日期，

五屆亞洲氣膠會議」
；9 月 4-6 日在甘肅蘭州

以及電話的柔情攻勢。其次非常感謝的就是

市召開「第四屆海峽兩岸沙塵暴研討會」
，由

會訊編輯委員會的顧問群（蔡春進教授、張

本人擔任領隊赴會，預計將有 12 位會員與

幼珍教授、龍世俊教授及米孝萱教授）和編

會。9 月 10-15 日在美國聖保羅市召開「2006

輯（陳培詩教授）的幫忙與支持，不但提供

美國氣膠研究學會(AAAR)年會」，將由李副

邀稿名單並且代為邀稿，還得常常親自上陣

會長擔任領隊與會，預計將有 15 位會員與

撰稿，或在稿件不足時幫我緊急張羅文章。

會。

此外，也要感謝學會給我這個服務的機會，

開 「 99

Air

and

Waste

各位先進大家好！時光荏苒，轉眼間接

本學會是一個充滿溫馨的大家庭，在歷

讓我更能融入氣膠學會這個大家庭。

任會長們的帶領下，建立了優良的傳統和典

在本期會訊中，我們邀請到多位傑出的

範，實為我們的無價資產與基石，期待我們

研究學者，和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及研究成

能夠在此光榮歷史的基礎上，擴大會員參

果，讓會訊的內容豐富而有趣。在「氣膠新

與，共同攜手創造美好前景，使得本學會在

知」的部份，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環科系的米

國內和國際均能夠佔有一席之地。也期盼未

孝萱教授，在忙碌地籌備第十三屆氣膠研討

來新當選的學會幹部能夠發揮無私奉獻的高

會之餘，仍抽空為我們介紹氣膠相關的新

尚情操，為學會的未來前景而庚續戮力。最

書，非常感謝米教授的熱心支持！此外，我

後，謹在此誠摯祝福諸位會員們，平安順利、

們也特別請到長庚大學醫學院呼吸照護學系

萬事如意。

的萬國華教授，為我們介紹她最新的研究成
果－呼氣濃縮物收集器對人工氣膠之收集效

會長

袁中新

率評估。在「專家介紹」的部份，我們則有

2006年 秋季

幸請到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材系蔡政賢教授
和我們分享他的研究經驗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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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新知、或是參與
研討會的心得可與大家分享，請不吝提供稿
件給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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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編輯，讓
會訊成為會員間彼此交流溝通的最佳管道。
您的支持與協助是會訊持續成長的最大動

2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第 44 期會訊
民國九十五年九月

公佈欄
CAART 祕書處

力！！



祝
主編

平安順心
趙馨





2006 年中華民國氣膠年會暨第十三屆氣
膠研討會將於今年 9 月 29-30 日（週五
及六）假嘉南藥理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
舉行，敬請各位會員及先進踴躍參與（詳
細資料請見 p.11）。
本學會已爭取到第五屆亞洲氣膠研討會
(5th AAC, 2007)在我國高雄市舉辦。會議
籌備情形請參考AAC 2007 會議秘書長
張幼珍教授的介紹(p.10)。
特別恭喜前會長蔡春進教授榮獲第七屆
國際氣膠學會(7th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7th IAC) 的 International
Aerosol Fellow Award，即將在今年九月
的IAC中接受頒獎。

Enjoy the Colorful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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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新知

New Books on Aerosol

August 1st, 2006

新書介紹
Title: The
氣膠學會會訊不定期地介紹全球關於氣膠及
其他相關領域最新及重要的著作，獲得許多
會員讀者的支持與鼓勵。本期之新書介紹仍
本著提供最新與重要資訊的精神，簡介近年
發表的重要書目。如果讀者對本專欄有任何
意見，歡迎來信與會訊編輯聯繫，我們期待
您寶貴的建議與指教。
Edited by Dr. Hsiao H. M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Chia-Nan University of Pharmacy and
Science, Tainan, Taiwan
Email:mihh@mail.chna.edu.tw/
mihh@mail.ev.chna.edu.tw
Reference Source: www.amazon.com,
www.springer.com, books.elsevier.com

Fundamentals of
Aerosol Dynamics
Author: C. S. Wen
Hardcover: 246 pages
Publisher: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December
1996)
Language: English
ISBN: 9810226616
Book Description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there have been
adva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multi-particle
hydrodynamic interactions in the field of
aerosol dynamics. Aerosol dynamics is
developing from isolated-particle stage into
multi-particle stage. This book reviews these
progresses, and the subjects it covers include
sedimentation, coagulation, mass or heat
transfer, effective viscos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iz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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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Aerosol Chemical

Title: Sea Salt Aerosol

Processes in th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Mechanisms, Methods,

Author: Kvetoslav R.

Measurements, and

Spurny

Models - A Critical

Hardcover: 640 pages

Review

Publisher: CRC (March,

Authors: Ernie R. Lewis,

2000)

Stephen E. Schwartz

Language: English

Hardcover

ISBN: 0873718291

Publisher: Amer Geophysical Union (January

Book Description

2005)

A compila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English

aerosol chemic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known

ISBN: 0875904173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sciplines, Aerosol
Chemical Processes in the Environment serves
as a handbook for aerosol chemistry. Aerosol
science is interdisciplinary, interfacing with
many

environmental,

bi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fields. Aerosols and
aerosol resear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oth
basic and appli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elds.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is useful
and necessary. Aerosol Chemical Processes in
the Environment uses several examples to show
the impact of aerosol chemistry in several
different

fields,

mainly

in

basic

and

atmospheric research. The book describes the
most important chemic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variou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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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氣濃縮物收集器對人工氣膠之收集

力之一種監測方法。
人 體 的 呼 氣

效率評估

（Exhaled gas）成份可
萬國華教授

分為氣相和液相兩

長庚大學醫學院呼吸照護學系

類，其中氣相成份包
括 一 氧 化 氮 （ Nitric

根據統計發現，美國及臺灣學齡兒童及

oxide）和一氧化碳，

青少年的氣喘盛行率均有逐年上升的趨勢。

而液相成份，即呼氣

目前臨床上評估氣喘患者的嚴重程度，主要

濃縮物，主要是由呼氣凝結的水蒸氣和來自

是以病患的臨床徵候、症狀和肺功能測試結

下 呼 吸 道 上 皮 內 襯 液 體 （ Epithelial lining

果加以判斷，其中氣喘症狀的評估會因為醫

fluid）的微液滴所組成，其包含非揮發性物

療人員的認知差異及支氣管擴張劑的使用，

質和超過二百種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其中

而無法準確評估氣喘病患呼吸道的發炎程

非揮發性的物質將以氣膠的形式出現在呼氣

度，而肺功能的測定僅能間接測量氣喘患者

中，即呼氣微粒。由於人體呼出的氣體富含

的呼吸道口徑，因此也無法真正瞭解呼吸道

水蒸氣，因此可經由冷卻的方法將呼氣予以

是否產生發炎反應。

收集並形成呼氣濃縮物後，便於日後進行發

為了能夠準確地評估呼吸道患者下呼吸

炎媒介物如淋巴激素、前列腺素、細胞激素、

道的發炎狀況，臨床上主要是利用支氣管鏡

一氧化氮衍生物及其他氧化物質等之分析。

檢的技術，進行肺組織切片及肺沖洗液的取

通常個案會被教導透過口咬器由口進行自然

樣及分析，但是這樣的侵入性技術非但不適

呼吸，大約經過 10-15 分鐘的時間即可完成

用於小孩及重症病人，同時也不適合做為臨

1-3 毫升的呼氣濃縮物之收集工作。

床常規性檢查之用；此外，吸入高張的生理

根據 1987 年Fairchild及Stampfer二位學

食鹽水溶液亦可刺激臨床病人的咳嗽反應，

者的研究指出，在不同的呼吸型態及活動狀

藉由產生痰液及支氣管收縮作用以瞭解病人

況（包括自然呼吸、深呼吸、說話、咳嗽、

呼吸道的發炎情形，然而這種方法相當耗時

走路與爬樓梯）下，人體呼出的微粒濃度並

且無法在短時間內重覆施測，所以也不適用

不相同，其中以費力活動如爬樓梯時的呼氣

於幼童。基於上述方法在評估氣喘患者呼吸

微 粒 幾 何 平 均 濃 度 最 高 （ 1×106

道發炎反應變化上有所限制，因此近年來已

particles/m3）
，而自然呼吸時的呼氣微粒幾何

有臨床研究發展出非侵入性、方便執行且可

平均濃度最低（2×105 particles/m3），另以光

重 覆 施 行 的 呼 氣 濃 縮 物 （ Exhaled breath

學分析方法發現呼氣微粒的平均粒徑小於

condensate）收集技術，以做為常規性評估呼

0.3 µm。
截至目前為止，臨床上使用的呼氣濃縮

吸道疾病患者呼吸道發炎反應與測量氧化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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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介紹
物收集器對於呼氣微粒之收集效率仍然未

姓名：蔡政賢

知。本實驗室為了探討呼氣濃縮物收集器對

現職：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材系副教授

於呼氣微粒之收集效率，故建立一套新的實

學歷：國立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博士

驗系統，除了以氯化鉀氣膠模擬人體的呼氣

聯絡方法：chtsai@cc.kuas.edu.tw

微粒之外，也分別控制 35℃溫度和 100%濕
度的氣流條件，以及 10 L/min的流量狀況，

經歷

以模擬人體在自然呼吸狀態下的呼氣情形。

碩士班畢業後，由於對唸博士班沒有濃

由研究的結果顯示，本實驗測試的呼氣濃縮

厚的興趣，因此就業去了，先後服務過中技

物收集器（RTubeTM）對於 1 µm以下（尤其

社、台塑總管理處、台南市環保局等單位，

是 100 nm以下的奈米微粒）的氯化鈉氣膠之

並且在工作之餘，通過環境工程、工業安全

收集效率為 50%，另外也發現不同的溫濕度

與工礦衛生技師高考。目前，我在高應大，

條件，對於呼氣濃縮物收集器捕集呼氣微粒

參與綠色科技實驗室團隊，研究主題在於運

的效率有明顯不同。由於非侵入性的呼氣檢

用電漿技術，進行空氣毒物破壞，以及氫能

測方法，可用以監測肺部疾病患者呼吸道的

源轉化技術的研究。主要的研究領域與成果

發炎狀況，因此未來可廣泛應用該項技術於

如下：

呼吸照護相關領域的研究。
含硫臭味的分解破壞
以低壓的電漿系統，可處理低流量高濃

參考文獻
Fairchild CI, Stampfer JF (1987). Particle

度的含硫臭味物質（甲硫醇、二甲基硫、二

concentration in the exhaled breath. Am Ind

硫化碳、二氧化硫）
，將其轉化為臭味閥值較

Hyg Assoc J; 48: 948–9.

高的硫化物。並發現二硫化碳與二氧化硫中
以元素硫為反應終點之反應，可降低二次污
染及毒性副產物之生成，而且因為電漿化學
反應機制之特殊性，該成果已突破許多傳統
化學反應之限制。
乾式還原一氧化氮
以電漿技術還原NO為N2 之研究並不多
見，大多是將NO進一步氧化為NO2 與HNO3
居多。然而，在高週波電漿環境下，高濃度
的NO可大多數還原為N2，甚至在不同的添加
劑協助下，可大幅提高轉化率。另外，電漿
輔助活性碳乾式還原處理氮氧化物，也曾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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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過，但未達到預期之成果，需要進一步

原料。然而電漿反應過程中，會伴隨生成多

改進研究方法，以及理論基礎的重新建立。

環芳香烴化合物，因此，反應後之排放特徵
，也已經經由適當地採樣分析程序完成之。
除了部分氧化法，本研究室目前正以常壓電

濺鍍法置備燃料電池觸媒層
質子交換膜燃料電池，是世界上發展極為

漿，直接裂解或蒸汽重組甲烷，配合便宜易

迅速且競爭激烈的產品，我們因此嘗試製備

製之鎳觸媒輔助，進行最大氫氣產率及最低

新式的奈米觸媒層電極組，目的是發展低Pt

CO2 產出量之研究，以期能發展出單一步驟

用量、高效率及抗毒化之奈米級觸媒合金混

由甲烷供應氫氣使用，同時減少溫室效應排

層，目前已經成功地以濺鍍方法沈積不同

放之技術。

Pt(/Pd)/C載量之電極上，雖然效能不若商用
產品，但發展極低白金負載量以及抵抗CO毒
化之合金電極薄膜，仍在進一步研發中。
結合吸收劑處理半導體業含氟氣體
半導體排放之含氟化合物的排放減量
，是目前全球極為迫切解決之問題。因此，
以電漿/添加劑吸收劑/混合系統轉化處理半
導體業氟化物氣體之研究，已可有效地處理
含氟化合物，但因副產物中含有高濃度的F2
、HF、氟氧硫化物，或COF2等毒性副產物，
而急需進一步減少二次污染之產生，雖然目
前普遍使用的水洗技術可達成眼前之要求，
但仍不若乾式技術可以減少腐蝕的困擾，本
研究群目前仍進一步尋找合適的吸收劑與條
件測試之。
甲烷轉化為合成氣或富氫燃料
以電漿程序部分氧化甲烷，可避免傳統
高溫、高壓、觸媒反應的限制，在室溫進料
、調配進流混合物與電漿操作參數下，無論
低壓高週波或接近常壓微波電漿，均可成功
地將甲烷轉化為以合成氣為主之最終產物，
而可做為後續合成甲醇或氨氣等用途之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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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議日期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投稿截止日期）

地點

2006 年 9 月 10 15 日

7th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Website: http://www.aaar.org/meetings/IAC2006/index.htm

美國
明尼蘇達州
聖保羅

2006 年 9 月 29 30 日

200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bsite: http://aerosol.ev.chna.edu.tw/

台灣
台南縣
仁德鄉

2006 年 10 月 23
日

Introduction to Aerosol Science 2006
Website: http://www.aerosol-soc.org.uk/events.asp

英國
倫敦

2006 年 11 月 12 - Advanced Atmospheric Aerosol Symposium
15 日
Website: http://www.aidic.it/aaas/

義大利
米蘭

2007 年 4 月 18 22 日

4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ust/Sandstorms and Associated
Dustfall (Jan 20, 2007)

蒙古共和國
烏蘭巴托

2007 年 7 月 2- 4
日

Spectroscopy and dynamics of microparticles
Website:http://www.rsc.org/ConferencesAndEvents/RSCConfere
nces/FD137/index.asp

英國
布里斯托

2007 年 8 月 26 29 日

5th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AAC 2007) (Dec 31, 2006)
Website: http://www.aac2007.org/

台灣
高雄市

2007 年 8 月 29 - 9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notechnology and
月1日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th (Feb 28, 2007)
Website: http://nano-taiwan.sinica.edu.tw/EHS2007/index.htm
2007 年 9 月 9 - 14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20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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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台北市
奧地利
薩爾茲堡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第 44 期會訊
民國九十五年九月
九月

廣告天地
陸香港（2003）、和印度孟買（2005）舉行。
第五屆AAC會議將於2007年8月26-29日在高雄
東帝士大樓舉辦。
本會創立於1992年8月間，旨在提倡中華民
國台灣的氣膠研究與應用。為達到這個目的，
本會過去每年組織一年一度的氣膠研討會，襄
助區域與國際研討會、特別議程、廠商展示、
與暑期氣膠青年之旅活動，以及出版每年四次
的 會 員 會 訊 和 一 年 兩 期 的 學 術 期 刊 -AAQR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此外，本
會也是國際氣膠研究組織（International Aerosol
Research Assembly, IARA）的會員，積極促進
台灣與其他IARA會員間的合作事宜。
本會議論文題目範圍相當廣泛，在此誠懇地
邀請您屆時踴躍投稿口頭與海報論文，與會交
流與展示儀器。會議重要日期如下:

第五屆亞洲氣膠研討會
AAC - 2007
高雄市,台灣
張幼珍
AAC 2007 會議秘書長
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料科材系
本 會 (CAART) 經 亞 洲 氣 膠 研 究 組 織
(Asian Aerosol Research Assembly, 簡 稱
AARA)決議負責 籌 辦第五屆亞洲氣膠會議
（5th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AAC-2007），
舉辦地點在台灣第二大城市，也是南台灣最
大城市－高雄市。AARA 是亞洲區最大的氣
膠研究組織，會員以亞洲國家的氣膠研究學
會為主，目前有會員包括:
z
z
z
z
z
z

z
z

日本氣膠科學與科技學會 (JAAST)
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 (CAART)
印度氣膠科學與科技學會 (IASTA)
韓國微粒與氣膠研究學會 (KAPAR)
中國大陸大氣氣膠研究學會 (IAA)
泰國粉粒體科技中心 (TPTC)

z
z
z
z
z
z

AARA 每隔一 年在選定的一個會員國舉
辦亞洲氣膠研討會。過去四屆分別在日本名
古屋（1999）、韓國釜山（2001）、中國大

會議網頁: 2006年5月30日
第一次徵求論文: 2006年5月30日
第二次徵求論文: 2006年8月31日
第三次徵求論文: 2006年11月30日
摘要投稿期限: 2006年12月31日
論文接受通知: 2006年2月28日
註冊優惠日期: 2007年3月31日
會議日期: 2007年8月26-29日

有關本會議更完整的訊息，請前往
http://www.aac2007.org/ 查詢。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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