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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會訊內容

•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將於 2012 年 9
月 21 日在國立中興大學召開，敬請各位
會員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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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將於 2012 年
9 月 21 日在國立中興大學召開。
• 「2012 年 台 灣 氣 膠 研 究 學 會 年 會 暨 第
十九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與「2012
細懸浮微粒 (PM2.5) 管制策略研討會」，
將於 2012 年 9 月 21-22 日假國立中興大
學舉行，請會員及各界先進踴躍參加，
相 關 訊 息 請 參 見 研 討 會 網 站 http://web.
nchu.edu.tw/~et545/2012_ICAST/inde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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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將於「2012 年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年
會暨第十九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同
時舉辦本會 20 周年慶相關慶祝活動，誠
摯邀請各位會員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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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 身體健康、事事順心如意 !!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訊為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發行之會員通訊，每季發行一次
◎
◎
◎
◎
◎

發行人 : 白曛綾
編輯團隊 : 楊錫賢、王琳麒、佘宥靚
發行日期 : 2012 年 9 月 14 日
本會網址 : http://www.taar.org.tw/
E-mail: taarasst@gmail.com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成立 20 年
第十屆工作成果報告與感恩 白曛綾會長
兩年前我接下台灣氣膠研究學會的第十屆會長一職，當
時工作團隊訂下了四點工作目標。時光匆匆，兩年時間轉眼已
過，台灣氣膠研究學會也已經成立了 20 年，該是在交棒前，
檢視本屆的工作團隊是否有達成當時預設目標的時候了 !
以下就當時承諾的四個工作目標，逐一說明工作團隊兩年
來的成果 :
1. 加強氣膠新血的招募與會員向心力的凝聚
在榮譽會長、理監事、學會幹部及多位資深會員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在兩年內招募
了 65 位永久會員及 1 位正會員，會員數從 240 位增加至 306 位。
同時我們正式在 2012 年 8 月 28 日成立了台灣氣膠研究學會的臉書社團，目前臉書
上的會員人數正持續增加中，期待透過網路社團互動的方式，來加強會員之間的交流。
2. AAQR 國際期刊編輯會務制度化
AAQR 國際期刊於 2011 年在 Web of Science 中正式有了第一個 SCI impact factor (IF)
為 1.792; 同年並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同意補助經費新台幣 925,000 元。而後在 2012
年公告之 2011 IF 值為 2.827，在國內發行的 SCI 期刊中排名第一，目前 AAQR 學刊的稿
源與發行期數也都在持續增加中。
雖然學刊辦的好不是我的功勞，然而身為學會會長，當然與有榮焉。每個學者對
SCI IF 值的觀點或許不同，但一個立足於台灣的中小型學會，能夠發行國際期刊並進入
Web of Science 系統，本身就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我在日本、韓國的同領域友人，都很
驚訝我們是怎麼辦到的 ? 我認為這是靠大家無私的奉獻。而其中最要感謝的還是歷任的
期刊編輯，尤其是總編輯 王秋森教授、蔡春進教授、李文智教授及 Managing Editor 楊
錫賢教授與助理佘宥靚小姐，若沒有他們無私的奉獻，AAQR 與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就不
可能有這樣的榮耀。
3. 持續建立氣膠常態性會務與財務之標準化作業程序
這一屆的會務與財務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是建立標準化作業程序，此部分工作
我們已經順利完成，相信可以使後續接手的工作團隊在最短時間內上手，並且讓各工作
事項都能夠及時、順利的推動。
此外我們逐一重新確認會員資料並製作會員證，將 TAAR 中英文網頁改版並健全學
會資料，而會員通訊也維持每季發行一期的方式，以便與會員定期交流。而在李文智榮
譽會長的協助下，TAAR 與 AAQR 兩項商標已經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並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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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於 2011 年如常辦理了氣膠青年學習之旅 ( 王琳麒副秘書長承辦 )，而這兩年所
辦理之年會暨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更配合 PM2.5 空氣品質標準的擬定與發布，因而學會
接受行政院環保署空保處的委託，同步於 2011 年辦理了「懸浮微粒 (PM2.5) 標準制定及
管制策略研討會」 ( 成功大學李文智榮譽會長主辦 )，接著於今 (2012) 年即將辦理「細
懸浮微粒 (PM2.5) 管制策略研討會」( 中興大學盧重興教授主辦 )。此外海峽兩岸交流主
任委員袁中新榮譽會長也籌劃辦理了第一屆海峽兩岸環境保護雙門論壇 - 空氣品質監測
及空氣污染防制策略。透過辦理各種研討會的方式，可以使學會能充分發揮會員的專業
能力，為台灣的空氣品質管制工作，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
在國際交流上，我們將配合本屆年會，同步於會場中舉辦台韓與台泰雙方學會的合
作討論，感謝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巢志成榮譽會長與本屆理事陳王琨教授戮力協助
推動國際合作。
4. 擴大辦理學會成立 20 週年慶之年會活動
學會於 1992 年 8 月 26 日經內政部准予設立「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並於 1993
年 2 月 20 日於台灣大學醫學院舉行「中華民國氣膠研究學會」成立大會，至今已經歷過
10 屆的理監事任期。20 年的光景，正是慶祝學會茁壯成長的好時機。因此我們特別在今
年 9 月 21-22 日的學會成立 20 週年年會期間，於第一天 (9/21) 晚宴時，同時舉辦一系列
的晚會慶祝活動，包括歷任會長之回顧與傳承、會士頒獎等，精彩可期。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雖只有 20 歲，卻在歷任會長領導、理監事參與及全體會員的努力
下，有非常豐碩之成果。我也特別要感謝本屆的工作團隊秘書長楊錫賢教授、兩位副秘
書長王琳麒教授與紀凱獻教授、財務長林育旨教授、秘書佘宥靚小姐、會計林詩婉小姐
不計工作時間的幫忙，以及本屆的理監事與榮譽會長們在各項工作推動上的協助。
我一直相信，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是一個無私奉獻的社會團體，因此能匯聚好的能量
磁場，而有了正向的循環，而這也是我當初選擇參與台灣氣膠研究學會之相關活動，並
在兩年前接任會長的最重要原
因。我也相信後續接任的會長、
幹部與理監事們將可以帶領學
會，邁向更大的榮景 !

台灣氣膠學會第十屆工作團隊合影
(攝於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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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介紹 – 紀凱獻
姓

名：紀凱獻

現

職：國立陽明大學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助理教授

學

歷：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
淡江大學 水資源與環境工程系 學士

聯絡方式：02-2826-7352
E-mail：khchi2@ym.edu.tw
個人網頁：http://www.ym.edu.tw/ieh/page1.htm

個人簡介：
紀凱獻博士於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博士修業期間專攻『戴奧辛於環境中之氣固
相分布特性』，針對環境中戴奧辛之傳輸行為及大氣氣膠分佈特性進行研究。紀博士於
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先後榮獲 2004 年空污研討會優秀論文獎、DIOXIN 2006 Otto
Hutzinger Student Paper Award、2007 年中華民國氣膠學會最佳科技論文獎、2009 年中
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梁文傑教授紀念論文獎及 2009 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論文獎。自
2007 年 8 月起經國科會自然處大氣學門延攬為特約博士後研究學者，2011 年 2 月起獲聘
為國立陽明大學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助理教授。
談起『氣膠』，坦白說我真的受中央大學老師們的影響相當大…
中大環工所就讀期間，李崇德老師 ( 台灣
氣膠學會第五屆會長 ) 所開的『氣膠學』課程，
讓我瞭解氣膠跟塑膠的不同，更讓我第一次感
受到氣膠的魅力，當時就報名成為氣膠學會的
學生會員。博士學位在學期間承蒙張木彬老師
細心教導，培養我獨力進行研究的能力，更對
微粒中污染物特性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在張木
彬老師及李崇德老師的鼓勵之下，2002 年參
加由巢志成教授 ( 台灣氣膠學會第六屆會長 )
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所舉辦的 6th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那是我第一次以英文針對
我的研究成果進行發表，探討的議題即針對煙
道氣中戴奧辛於粒狀物中分佈特性。

6th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台北會場
(攝於200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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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博士學位後，國防役期間則被中央研究院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劉紹臣主任 ( 台
灣氣膠學會榮譽會長 ) 延攬為博士後研究員，開始針對有害空氣污染物境外長程大氣傳
輸特性以及環境流佈宿命等研究主題進行研究，為進一步瞭解大陸沙塵暴對北台灣大氣
中戴奧辛類污染物之影響特性，在 2006 年大陸沙塵暴襲台期間，針對北台灣戴奧辛大氣
濃度進行監測，沙塵暴襲台之前北台灣大氣戴奧辛濃度介於 9.69 至 30.4 fg-I-TEQ/m3 之
間，當大陸沙塵暴襲台時，市區測站之大氣戴奧辛監測濃度飆升達 20 倍達 689 fg-I-TEQ/
m3。本項研究亦為學術界首度探討沙塵暴襲台期間大氣戴奧辛污染物濃度變化特性之學
術研究。
進行氣膠微粒跨境傳輸特性的研究，一定要走出去，你才看的清楚…
由於亞洲近年來過度開發與經濟快速發展，所衍生跨區域環境問題日益嚴重。排放
到大氣的污染物長程傳輸而對區域甚或是全球環境產生嚴重之負面影響，由於台灣位居
亞洲環流系統的下風處，此區域之氣象條件（如例如東北季風、亞洲沙塵及生質燃燒等）
很容易將上游東亞大陸或南亞鄰近國家之污染物傳送至台灣，影響空氣品質與環境生態，
亦可能影響人民健康。若要進一步掌握這些遠距傳輸氣膠的污染物特性，在台灣守株待
兔將無法勾勒出完整的污染物傳輸機制。
2009 年開始，在中大大氣系林能暉老師 ( 台灣氣膠學會第九屆會長 ) 的帶領及國
科會自然處的經費支持下，便前往東南亞進行了 The 7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7-SEAS)
國際聯合觀測實驗，該研究與國內其他研究單位一同合作深入調查東南亞生質燃燒與
亞洲沙塵暴長程傳輸事件日國內大氣戴奧辛濃度分布與沈降通量之變化，其聯合觀測
地點包括了台灣鹿林山、東沙島、泰國 清邁、越南 峴港及山蘿等地，其成果進一步
建立戴奧辛污染物經由境外傳輸攜入台灣空品區之長程傳輸特性，進一步評估境外排
放污染物之長程傳輸對我國之衝擊影響，同時也建立生質燃燒地區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的污染圖譜。

7-SEAS國際聯合觀測實驗與越南合作伙伴合影
(攝於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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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執教鞭時，學生問我：老師，什麼是氣膠啊？
國防役期間承蒙台灣氣膠學會眾多先進的提攜，2010 年接受白曛綾會長及楊錫賢秘
書長的邀請，擔任台灣氣膠學會的副秘書長，漸漸累積足夠的研究經驗及學術能量，自
2011 年 2 月起獲聘為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助理教授，主要針對環境微量
毒性物質的生成機制及環境毒害風險改善策略評估等研究主題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則針
對微量污染物於大氣氣膠轉化特性及傳輸機制進行探討。
剛到陽明大學初執教鞭時，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也要著手準備課程教學，一開始
覺得十分辛苦，但我記得所上開的第一門課就是『氣膠儀器分析』，剛入學的研究生就
問我：『老師，什麼是氣膠啊 ?』那時的我露出會心的一笑，心中想到這個問題好像十
幾年前我也問過中大的老師。
我耐心的解說之下，學生們逐漸瞭解，小小氣膠的微粒裡面缺蘊藏了這麼大的學問，
我心中深刻感受到這就是所謂的世代傳承。最後我十分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年輕學子繼
續加入台灣氣膠學會這個大家庭，因為只有新一代成員的加入，氣膠的相關研究才會更
臻完整茁壯。最重要的是，氣膠這一門學問是很有趣的！不相信的話，歡迎各位親身體
驗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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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新知

New Books on Aerosol

Title: Aerosols Handbook: Measurement, Dosimetry, and Health

Effects, Second Edition

Editors: ev S. Ruzer, Naomi H. Harley
Hardcover: 666 pages
Publisher: CRC Press; 2 edition (August 15, 2012)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1439855102
ISBN-13: 978-1439855102
Description: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nanotechnology industry, th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aerosol exposur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eaturing contributions by leading
experts in the field, Aerosols Handbook: Measurement, Dosimetry, and Health Effects, Second
Edition offers an up-to-date overview of many aspects of aerosols, from properties to health effects
and epidemiology.
Covering indoor, outdoor, industrial, medical, pharmaceutical, and radioactive aerosols, this
book explores aerosol dosimetry by defining terms such as exposure and dose. In addition, it looks
at nanometer particles, the mechanism of aerosol deposition in the lungs, and modeling deposition
with a corresponding uncertainty in risk assessment. The text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ccurate aerosol measurements, particularly breathing zone exposure assessments.
Examining radioactive aerosols, the book discusses lessons learned from nuclear accidents,
radon and thoron, and long-lived radionuclides in the environment. It brings together research on
both radioactive and nonradioactive aerosols, supplying readers with a more complete view of how
aerosols behave in the lungs.
New in This Edition:
• Five new chapters that address the safety of nanomaterials, dealing with nanoparticle cell
penetration, high aspect ratio nanomaterials, nanoaerosols in drug delivery, risk assessment,
and health effects
• New chapters on atmospheric pollution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chemical analyses of particle
filter deposits, and classical nucleation theory
• New data on measurement, dosimetry, and health effects
Updated throughout, this second edition continues to be an essential resource for those who
study exposure, dosages, and toxicity to develop treatments for exposure, reduce air pollution, and
establish better safety regulations, particularly in industries using nanotechnologies.
Title: Fundamentals of Industrial Hygiene 6th Editi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eries)

Author: Barbara A. Plog, Patricia J. Quinlan
Hardcover: 1248 pages
Publisher: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6th Edition edition (August 10, 2012)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0879123125
ISBN-13: 978-0879123123
Reference Source: www.amazon.com

Edited by Prof. Lin-Chi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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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This 6th edition of the Fundamentals of Industrial Hygiene builds on four decades of excellent
and dedicated work of previous contributors to one of the National Safety Council s cornerstone
books. Since 1971, experts from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 areas have come together to make the
FIH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and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cognition,
evaluation, and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This update continues in that tradition, bringing
to the industrial hygienist, safety professional,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 a broad discussion of
workplace hazards, control procedures,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new edition of the Fundamentals of Industrial Hygiene features extensively updated information in
all chapters. New or completely rewritten chapters include Particulate Matter, Ionizing Radiatio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he 6th edition of the Fundamentals
of Industrial Hygiene is a resource text serving industrial hygienists and safety professionals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but is also an instructional text for industrial hygiene courses. The
FIH continues to be a valu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goals and
objectives of any organization s occupational hazard control program.
Title: The Toxicology of Carbon Nanotubes
Author: Professor Ken Donaldson, Dr. Craig Poland, Dr. Rodger Duffin,
Dr. James Bonner
Hardcover: 264 pages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July 30, 2012)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1107008379
ISBN-13: 978-1107008373
Description:
The widespread and increasing use of carbon nanotubes in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their incorporation into manufactured goods has urged an assessment of the risks and
hazards associated with exposure to them. The field of nanotoxicology studies the toxicology of
nanoparticles such as carbon nanotubes and has become a major growth area aimed towards risk
assessment of nanoparticles. Compiled by a team of leading experts at the forefront of research,
this is the first book dedicated to the toxicology of carbon nanotubes. It provides state-of-thescience information on how and why they are so potentially dangerous if breathed in, including
their similarities to asbestos. The book examines various aspects of carbon nanotubes, from their
manufacture and aerodynamic behaviour to their effects at molecular level in the lungs. It is
invaluable to the many groups involved with research in this area, as well as to regulators and risk
assessors.
Title: Nanoparticles from the Gasphase: Formation, Structure,

Properties

Editors: Axel Lorke, Markus Winterer, Roland Schmechel, Christof Schulz
Hardcover: 436 pages
Publisher: Springer; 2012 edition (July 27, 2012)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3642285457
ISBN-13: 978-3642285455
Reference Source: www.amazon.com

Edited by Prof. Lin-Chi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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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Gas phase synthesis of nanoparticles and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offers high chemical purity and
crystalline quality as well as scalability up to industrial quantities. It is therefore highly attractive
for both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 This book gives a broad and coherent overview of the complete
production and value chain from nanoparticle formation to integration into products and devices.
Written by experts in the field – with background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physics, materials science,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 the book offers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fabric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anoparticles from the gas phase.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Formation”, covers chemical and growth kinetics, in-situ diagnostics, numerical
simulation,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material deposition. In the second section, the reader is
introduced to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that lead to functional nanoscale systems and materials.
The third section,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provid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optical,
electronic, magnetic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anostructures and demonstrates how these can
be used in tailored materials and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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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議日期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September 21-22, 2012

「2012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年會暨第十九屆
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與「2012 細懸浮微
粒 (PM2.5) 管制策略研討會」

September 24-28, 2012

Aerosol and Atmospheric Optics: Visibility &
Air Pollution
Whitefish, MT
http://visibility.awma.org/

October 1-6, 2012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onequilibrium Processes, Plasma,
Combustion, and Atmospheric Phenomena
http://www.nepcap2012.ciam.ru/

Sochi (Loo), Russia

October 8-12, 2012

AAAR 31th Annual Conference

Minneapolis,
Minnesota, USA

January 6-10, 2013

Fifth Symposium on Aerosol–Cloud–Climate
Interactions

Austin, Texas

April 6-10, 2013

1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University of
Aerosols in Medicine (ISAM)
North Carolina at
http://www.isam2013.com/
Chapel Hill, USA

中興大學

September 30-October 4,
AAAR 32nd Annual Conference
2013

Portland, Oregon,
USA

August 31-September 5,
2014

Busan, Korea

2014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http://www.iac2014.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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