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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 用心感動人的氣膠學會
很惶恐的接下氣膠學會會長一職，因為這個工作之於我，是個很大的挑戰。雖然在年會
交接典禮中，我說台灣氣膠研究學會要越來越好，但是其實當時我是說的很心虛的。
經過歷任會長多年來的努力，我們已經有許多豐碩成果，如令人驕傲的期刊國際化並被
收錄於 SCI 資料庫中、越來越多的會員與強大的向心力、越辦越好的氣膠年會暨研討會、海
峽兩岸交流、氣膠青年之旅等各式大小活動，更何況學會已經主辦過 2002 年的第六屆 IAC
國際氣膠研討會，與 2007 年的第五屆亞洲氣膠研討會。
我們可以很驕傲的說，放眼國內，做的比我們好的學會實在不多 ! 更何況我們學會的會
齡，至今也只有十八歲 !
我參加過的國內外研討會或學會活動並不算少，但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所辦的活動，卻是
最讓我感動與驕傲的。
就是這樣的感動，讓我決定接下會長一職。既然前人種樹讓我乘涼，那麼輪到我來種樹
讓大家乘涼時，我就該戮力而為。
在前人努力種樹的成果下，氣膠學會所有事務幾乎都已上軌道，我即使只是守成，氣膠
學會原本也該越來越好。依這樣的邏輯來看，我實在不必有太大的惶恐，但在學會現在的榮
景下，即使只是守成，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兩年後即將邁入 20 歲，也代表著在大家努力之下，學會已經長大茁
壯。希望在我承接會長的兩年內，能與本屆的工作團隊一起努力，讓氣膠學會有更多可以令
大家感動的事務。
未來兩年，我們工作團隊的初步工作目標是 :
1. 加強氣膠新血的招募與會員向心力的凝聚。
2. AAQR 國際期刊編輯會務制度化。
3. 持續建立氣膠常態性會務與財務之標準化作業程序。
4. 擴大辦理學會成立 20 週年慶之年會活動。
針對以上目標，如有更好之建議，尚祈各位不吝提供與指正。
希望在兩年後的此時，各位會員們能感受到工作團隊的用心，而有越來越多人願意出來
種樹，供大家乘涼 !

會長 白曛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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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會長簡歷

白曛綾 教授

學歷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博士，1989-1992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碩士，1987-1989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學士，1981-1985
現職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教授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會長
Associate Editor, Journal of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SCI)
新竹科學園區 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召集人
國立交通大學 工學院在職專班永續環境科技組 召集人
經歷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所長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副教授
國家考試 - 高、普、特等考試 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員
中華民國氣膠學會 第二副會長、常務理事、理事、國際事務委員會召集人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空氣環境工程委員會、國際關係委員會 委員
環保署 空氣污染防制管理委員會 委員、空氣污染防制技術諮詢小組 委員
中華民國光觸媒產業協會 顧問
中華民國介面科學學會會誌 編輯
教育部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諮詢小組委員
工業局 工業精銳獎 評審委員
近五年來曾擔任 30 多份 SCI 國際期刊之論文審查，以及多所國外大學之博士論文及
計畫書之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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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十七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成果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 李文智特聘教授、李興旺博士
Howard International House, Taipei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研討會緣起與目的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Aerosol Research)，於 1993 年在台北成立，
由王秋森教授、洪益夫教授、鄭曼婷教授、
蔡春進教授等人發起。希望能集結懸浮微粒
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經過了十餘年的努
力，從無到有，儼然已成為一個產官學研結
合、凝聚力極強的氣膠學術大家庭。台灣氣
膠研究學會主要任務在倡導氣膠科技之研究
與應用。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是一年輕的學
會，目前永久會員、正會員及學生會員合計
超過 400 人、團體會員 29 組，在台灣會員
來自產、官、學、研各界，且有不少海外會
員來自美國，日本及歐洲。

●
●
●
●
●
●
●
●

大氣氣膠與空氣品質監測
污染源特徵分析
氣膠採樣與監測技術
生物氣膠監測與控制
奈米氣膠與控制
室內空氣品質 / 潔淨室氣膠
氣膠控制技術
其他氣膠相關之研究

本研討會共有 143 篇論文投稿，其中安
排為口頭報告者 51 篇，海報展示 92 篇。本
次研討會皆以英文口頭報告，且每場次口頭
2. 研討會籌備經過
報告安排兩位主持人，符合老中青之傳承精
研討會之論文摘要徵稿通知於 2010 年 4 神，本研討會共有近 250 人報名研討會，另
月 16 日上網公告，論文摘要投稿於 2010 年 有邀請演講貴賓 6 人。參展廠商共有利得儀
7 月 10 日截止，投稿論文之接受通知函於 器、宸昶、耀群科技及台灣戴安公司 4 家。
2010 年 07 月 31 日以電子郵件告知，研討會 研討會之午餐安排於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報名註冊優惠日期截止為 2010 年 8 月 31 日， 之交誼廳 (B1)，晚宴則安排台北福華國際文
研討會會議日期為 2010 年 09 月 24-25 日， 教會館之悅香軒 (2F)，另有供應 6 次點心蛋
研討會舉辦地點為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糕與全日無限量咖啡 / 紅茶茶飲。研討會工
2010 年 9 月 24-25 日於台北福華國際文 作人員合計 26 人，負責人員報到、資料發
教會館「2010 年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年會暨第 送、交通指揮、會場時間控制等。
十七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本屆研討會
研討會開幕典禮由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
投稿共分 8 個主題，包含：
長林能暉教授主持，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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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十七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成果報導
環境科技研究中心張祖恩教授、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簡副處長慧貞與台南縣環境保護局江
局長世民致詞，期勉本次研討會圓滿成功。
研討會專題演講 : 本次研討會共邀請 6 位
國內外貴賓進行專題演講，其中 3 位國外貴
賓安排於研討會第一日進行專題演講，第一
位來自日本教授 : Professor Hajime Akimoto，
簡報題目為「Inter/Intra-continental Transport
and Source-Receptor Relationship of Ozone
Focusing on East Asia」； 第 二 位 來 自 美 國 教
授 : Professor Daniel Jaffe，簡報題目為「Key
Uncertainties in the Global Mercury Cycle」；
第 三 位 來 自 南 韓 教 授 : Professor Yong Pyo
Kim，簡報題目為「Air Quality Improvement in
Seoul, Korea」。另外，3 位國內研究氣膠傑
出教授安排於研討會第二日進行專題演講，
第一位為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之蔡春進
教授，簡報題目為「Nanoparticles in ambient
environments and worjplaces」；第二位為成
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之蔡朋枝教授，簡報
題 目 為「Health-related exposure assessment
for workers exposed to semi-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第三位為中央大學大氣科學
系暨大氣物理研究所之林能暉教授，簡報題
目為「Overview of the long-range transport of
asian pollutants to Taiwan」， 上 述 6 位 演 講
者發表其近年氣膠研究成果，藉由與現場會
學者專家之熱烈討論，有助提升國內對氣膠
領域研究風氣。
研討會特別議程 : 本研討會特別規劃「空
氣品質管理策略成果發表會」議程，分別邀
請環保署之莊簡任技正訓城，簡報我國空氣
品質管理政策 - 未來發展、台北市環境保護
局之邱技正國書，簡報台北市空氣品質管制
策略與高雄市環境保護局之李局長穆生，簡
報高雄市空氣品質之管制策略，藉由發表近

年空氣品質管制策略執行成果，並邀請全國
各縣市環保局及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探討台灣
地區目前之空氣品質現況、趨勢及未來相關
管制減量策略。
本屆秋森獎得主為明志科技大學的程裕
祥教授，表彰程裕祥教授對空氣污染防制
與氣膠控制技術之研究具有創意的貢獻。主
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究中心安排午
餐於交誼廳與歡迎晚宴於悅香軒，提供自助
式用餐環境使與會者輕鬆用餐。歡迎晚宴現
場頒發廠商感謝狀，感謝各家廠商之經費贊
助。晚宴上更邀請台北市琴韻四重奏，由團
長黃清溪先生帶領三名團員，於現場表演。
席中演奏古典名曲，如：舒伯特「小夜曲」
以及經典名曲，如：鄧麗君「甜蜜蜜」，和
黃小琥「相愛不是那麼容易」等膾炙人口的
樂曲；此外更演奏俄羅斯民宿樂曲，輕快的
曲風，使與會人士充滿歡笑。
研討會閉幕典禮由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
長林能暉教授主持，並頒發 2010 年台灣氣膠
研究學會之『優秀論文海報獎』與『海報論
文人氣獎』。另外，亦邀請新任台灣氣膠研
究學會長白曛綾教授致詞。
3. 結語
本次 2010 年台灣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提
供產、官、學、研之學術交流平台，亦成為
台灣地區重要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相關研討
會，每年吸引近 250 人參加。2010 年台灣國
際氣膠科技研討會的舉行使得對氣膠科技之
研究與應用有興趣之學生、學者、產業界人
士、環境顧問公司人員及政府行政單位人士
齊聚，有機會對國內外氣膠科技的發展加強
認識，並能接觸不同氣膠研究領域的新知，
也能有更多交換心得的機會，發揮研討會舉
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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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十七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成果報導
『優秀論文海報獎』

台灣大氣氣膠垂直分布特性之觀測與分析
作者 : 徐開炫、王聖翔、林能暉
以 Fe2O3/SiO2 吸收劑高溫去除硫化氫及氯化氫之研究
作者： 廖平浩、陳彥樵、林依杏、朱信
東沙國際實驗 - 中南半島生質燃燒源區氣膠化學特性及來源
作者 : 張佑嘉、李崇德
Design and Validation of a Personal Nanoparticle Sampler
作者 : Shao-Ming Hung, Chun-Nan Liu, Sheng-Chieh Chen, Shi-Nian Uang, Chuen-Jinn Tsai
Flame Synthesis of Tin Oxide Nanoparticles in a Low Pressure Chamber
作者 : Yu-Chen Chang and Yu-Kai Chen

『海報論文人氣獎』

不同作業場所的奈米微粒暴露評估
作者：黃政毓、劉怡伶、何技恩、陳春萬、石東生、艾倫貝克 . 麥可、蔡肅蓉、蔡春進
Design and Validation of a Personal Nanoparticle Sampler
作者 : Shao-Ming Hung, Chun-Nan Liu, Sheng-Chieh Chen, Shi-Nian Uang,Chuen-Jinn Tsai
以數值模式模擬單極平板式靜電集塵器之奈米微粒去除效率
作者：林冠宇、簡誌良、蔡春進
利用包覆空氣之奈米微粒充電器的實驗與數值模擬研究
作者：簡誌良、陳暉霖、林冠宇、蔡春進
台中都會區冬夏季大氣超細微粒之質量濃度粒徑分佈特性
作者：許弘杰、賴盈仲、林昀樺、劉怡均、張維倫、楊禮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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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影像紀錄 ( I )
林能暉會長致詞

張祖恩教授致詞
Prof. Hajemi Akimoto 專題演講

簡慧珍副處長致詞

Prof. Daniel Jaffe 專題演講

江世民局長致詞

Prof. Kim Yong Pyo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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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影像紀錄 ( II )

蔡春進教授專題演講
環保署莊簡任技正訓城之專題報告

蔡朋枝教授專題演講
台北市環保局邱技正國書之專題報告

林能暉教授專題演講
高雄市環保局李局長穆生之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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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影像紀錄 ( III )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年會頒發秋森獎

海報發表盛況

歡迎晚宴四重奏表演 ( 一 )

午餐盛況

歡迎晚宴四重奏表演 ( 二 )

晚宴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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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影像紀錄 ( IV )
致贈贊助廠商感謝狀

致贈贊助廠商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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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影像紀錄 ( V )
致贈優秀論文海報獎

致贈海報論文人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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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秋森獎獲獎人 – 程裕祥教授

姓名：程裕祥
現職：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所博士
聯絡方式：yhcheng@mail.mcut.edu.tw

經歷
取得博士學位後，即服役於聯勤總部工程署兩年，擔任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暨國防醫學
院新建工程營建工程官。隨後短暫於和春技術學院工業管理系服務兩年，目前任教於明志科
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從事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近年來的研究工作主要在探討環境中
的細微粒與超細微粒的分布特性與其來源特徵。

研究領域

濃度水準的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鑒於近來毒理學與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超
細微粒（Dp < 100 nm）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比
大的微粒更具有傷害性，因為這些超細微粒
比相同質量的大微粒具有較高的表面積，其
微粒表面可吸附更多有毒物質。大部分的超
細微粒可以到達並且沉積在肺泡。超細微粒
亦可藉由血液傳輸到達其他器官，例如暴露
於超細微粒 4-24 小時後可於肝臟發現這些超
細微粒。因此環境中超細微粒濃度的分布測
量為國外近年來研究的熱門議題之一，值得
國內學術研究單位進一步探討。
因此個人近年來在此領域進行初步的學
術研究，內容包含 (1) 鑄造廠熔爐所排放的
超細微粒數目濃度與表面積濃度測量，(2)
台北捷運系統 PM10、PM2.5 與超細微粒的濃
度分布特性及尖峰時段與離峰時段的差異
性，(3) 高速公路收費站 PM10、PM2.5 與超細
微粒的濃度分布特性與交通流量及氣象因子
的相關性，(4) 高速公路長隧道內超細微粒
的濃度分布特性及其微粒膠結機制，(5) 台
北長途巴士轉運站室內 PM10、PM2.5 與超細
微粒的濃度分布特性。有關環境中超細微粒

(1) 鑄造廠超細微粒
在金屬熔融、澆鑄及鑄模程序會產生大
量新鮮的超細微粒，在鑄造廠內所測得的超
細 微 粒 數 目 濃 度 (NC0.01-0.1) 與 表 面 積 濃
度 (SC0.01-0.1) 分 別 為 2.07 × 104–2.82 × 105
particles cm-3 和 67.56–2.13 × 103 μm2 cm-3。研
究顯示鑄造廠內超細微粒濃度劇烈的變化和
現場的製造條件有密切的關係。在鑄造廠內
超細微粒數目濃度大約是鑄造廠戶外環境的
4.5 倍。測量結果証實工作場所內所存在的
額外微粒是屬於超細微粒範疇。另外，分析
結果建議可以利用微粒的眾數直徑和 NC0.010.1 來推估 SC0.01-0.1。本研究所測得在鑄造
廠內超細微粒的眾數直徑約為 46.1 nm。
(2) 台北捷運系統超細微粒
台北捷運系統車廂內與月台上超細微粒
的 數 目 濃 度 分 別 為 3.80 × 103–2.80 × 104 和
4.42 × 103–5.06 × 104 particles cm-3，這個測量
結果顯示台北捷運系統內沒有額外的超細微
粒排放源存在。因此台北捷運系統內的超細
微粒可能藉由散布、凝聚和傳輸來自於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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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工具。根據測量結果顯示台北捷運系
統內的超細微粒濃度密切地受到戶外環境超
細微粒濃度的影響，並藉由通風系統及車站
入口電扶梯通道進入台北捷運系統。

隧道內換氣豎井在啟動狀況下能有效稀釋降
低超細微粒數目濃度 10–50%。在隧道入口
處氣 - 固間的凝結會產生較多的 nucleation
mode 微粒，同時由於膠結成長行為導致隧
道中間段與出口段形成較高的 Aitken mode
微粒，顯示隧道內微粒粒徑的變化非常激
烈。測量結果證實 Aitken mode 微粒為長隧
道內超細微粒的主要粒徑分布。

(3) 高速公路收費站超細微粒
在高速公路收費站人工收費亭與電子收
費亭的超細微粒數目濃度分別為 9.3 × 103–
1.6 × 105 particles cm-3 和 1.3 × 104–1.9 × 105
particles cm-3。研究顯示在高速公路收費站的
超細微粒平均數目濃度較一般都會區背景值
(1.0 × 104 particles cm-3) 高約 6–9 倍。多變數
回歸分析亦顯示 NC0.01–0.1 與車流量和風速
有顯著的相關性，當車流量較高時且風速較
低時，觀察到高速公路收費站會有較高的超
細微粒濃度。由於夜間多屬靜風狀況因此收
費人員對於超細微粒的暴露濃度在白天與晚
上並無顯著差異。另外，高速公路收費站的
超細微粒徑主要為 nucleation mode，顯示這
些新鮮的微粒主要來自於交通工具的排放。

(5) 台北長途巴士轉運站室內超細微粒
由於台北長途巴士轉運站與其他巴士車
站的站體設計不同，是台灣唯一的室內立體
型車站，乘客購票、候車及上、下車以及巴
士運轉與停靠都在室內，由於巴士入站、停
靠及出站時所產生的粒狀物污染物會累積在
站內，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佳，間接影響乘
客與工作人員的健康。研究結果顯示一樓售
票大廳的超細微主要來自於戶外的交通源，
其濃度為 2.3 × 104–1.1 × 105 particles cm-3，平
均值約為戶外的 0.88 倍。二樓至四樓候車
區的超細微濃度為 4.8 × 104–2.0 × 105 particles
cm-3，平均值約為戶外的 1.69 倍。其主要來
源為巴士在室內運轉所產生。若與都會區背
景 值 (1.0 × 104 particles cm-3) 比 較， 台 北 長
途巴士轉運站內的超細微平均濃度較背景值
高約 10 倍，對於短時間暴露的旅客或長期暴
露的站內工作人員，其人體的健康效應受到
關注。

(4) 高速公路長隧道內超細微粒
交通流量、隧道坡度（下坡或上坡）與
及通風系統會影響高速公路長隧道內超細
微粒的數目濃度水準。在一般車流條件下
超細微粒的數目濃度約為 1.0 × 105–3.0 × 105
particles cm-3，在假日塞車狀況下隧道內的超
細微粒數目濃度可高達 1.0 × 106 particles cm-3
以上。另外，在上坡隧道內的超細微粒數目
濃度顯著高於下坡隧道內的超細微粒數目濃
度的主要原因為車輛在上坡條件下引擎的負
載較高，導致車輛所排放的超細微粒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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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Technical
Program Timeline
September 2010
Call for Abstracts
December 3, 2010
Abstracts Due
December 17, 2010
Abstract Reviews Due
January 10, 2011
Session Proposals &
Draft Panel Info Due;
Notify Authors of
Abstract Acceptance
January 27-28, 2011
Technical Program Planning;
Develop Technical Program Grid
February 2011
Preliminary Program
February 8, 2011
Notify Authors of
Presentation Format
March 4, 2011
Draft Panel Extended
Abstracts & Draft
Manuscripts Due
March 25, 2011
Final Panel Extended
Abstracts & Final
Manuscripts Due

Call for Abstracts
for the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s
104th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The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WMA) proudly
announces that our 104th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ACE) will
be held in Orlando, FL, June 21-24, 2011. We are pleased to invite
abstracts of original work on any environmental issue,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the focus areas listed below. The abstracts will be
evaluated for
• technical quality;
• relevance and significance to current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 lack of commercialism.
The conference theme is “Beyond All Borders,” and the Critical
Review will cover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discarded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e-waste).
Abstracts related to the conference theme or the Critical Review are
especially encouraged. All abstracts should be submitted using the
abstract submission Web site, which can be found at
www.awma.org/ACE2011.
Please select from the topical list provided on the following pages to
choose the focus area that i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your abstract
topic. If you have been invited to submit an abstract in a specific
focus area, please select that focus area, and be sure to check the
box indicating that the paper was solicited. Also, be sur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is correct.

April 2011
Final Program

The schedule for developing the 2011 technical program is shown on
the left.

June 21-24, 2011
2011 ACE Program

Abstracts must be submitted no later than December 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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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VENTH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XI'AN, CHINA
Technical Program: August 17-20, 2011
Study Tour: August 20, 2011
About the Conference
The 7th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AAC 2011) of Asian Aerosol Research Assembly (AARA) begins on
Wednesday, 17 August 2011 and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plenary sessions, regular sessions, and poster
sessions.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we invite you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gather to present your work,
discuss new discoveries and problems, exchange views and develop plans for the future of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not only benefits the specialists but it also increases public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and its diverse applications to important societal issues involving the climate, environment, health, energy,
materials and other facets of our life.
Major topics will include
• Fundamentals of Aerosol Physics and Chemistry
• Aerosol Instrumentation
• Aerosol and Climate Change
• Aerosol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s
• Aerosol Metrology
• Asian Haze and Dust Storm
• Atmospheric Brown Clouds

• Bio-aerosols, Biodefense, Inactivation of Bioagents
• Indoor Pollution Control
• Health and Environment Related Aerosols
• Nanoparticle and Nanoaerosol Technology
• Radioactive and Nuclear Aerosols
• Urban Air Pollution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
• Aerosol Related Topics

Important Deadlines
Deadline of short abstract submission
January 31, 2011

Conference Proceedings/Dedicated Issue
Extended abstracts and/or short papers will
be assembled and distributed on U-disk. Peerreviewed papers will be published as dedicated
issues of the Journal of Particuology and the
Journal of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AAQR)
in 2012.

Notification of abstract acceptance
March 1, 2011
Deadline of extended abstract submission
April 20, 2011

The official conference language is ENGLISH.

Last announcement of the AAC2011
April 25, 2011

Organized by
Chinese Association of Aerosol Science &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Earth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arly registration ends
May 1, 2011
Abstract Submission
Please submit abstracts of 300 words or less using
the template available on the web by Jan 31, 2011
at http://aac2011.uconferences.co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please email to aac2011@ieecas.cn,
Ms. Belinda Zhao.

Homepage: http://aac2011.uconferen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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