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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欄

• 本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已於 2012 年 12

月 15 日在屏東科技大學召開。

• 2012 年 12 月 15 日第十一屆第二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共 7 位新會員通過審查，

成為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永久會員，歡迎

加入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

• 在李文智主編及歷任主編的辛勞與努力

下，本會發行之 AAQR 期刊獲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補助辦理 102 年度「補助全

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

補助經費為新台幣 1,176,000 元。

• AAQR 2011 impact factor: 2.827

• Call for Abstracts, (Abstracts Due: 

3 December 2013), A&WMA’s 106th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June 25-28, 2013, Hyatt Regency 

Chicago．Chicago,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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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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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育彩虹氣膠之TAAR

    我們台灣氣膠研究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Aerosol Research，
簡稱TAAR)自創會會長王秋森院長至今20年來，在歷任會長的領導及全體
會員之努力下，組織活力日益興盛、章程制度更加完備。每次來到TAAR
裡，都深深感受到每個人熱情的投入與互動，大家為共同的旨趣，彼此支
援與提攜。因此，TAAR是台灣研究氣膠科學最重要的學會，更是我們全體
會員學術活動與聯誼溫暖的家；學會中許多會員是台灣及國際上活躍的氣
膠研究科學家。

   TAAR裡有很多在學術界、產業界、政府部門、甚至來自國外的傑出會
員，而我們所發行的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2011年IF : 
2.827)，在國際上更是眾所周知有關氣膠與空氣品質之專業學術性期刊。
因此，TAAR的範疇不只在台灣，我們的觸角早已延伸至國際中；其不只在
學術的國際交流上，乃至於增進台灣的國民外交上，均有許多實質上的功
能與成果。大家每年除了出席學會舉辦的年會及研討會外，有機會也請多
參加國際氣膠相關之活動，未來在大家的名片上也許可考慮加上TAAR會員 
(Member of Taiwan Association for Aerosol Research) 頭銜；如此，
將可增加我們學會在國際氣膠學界之能見度。

   我們TAAR研究領域涵括空氣品質特性、氣膠產生與機制、健康危害防
護、量測及控制設備之研發等，長久以來已有顯著的成就與深化，在「科
學真」的探索上有更寬廣的視野與發現；研究成果在環境品質、人體健康
及工程實務等面向上，對政府政策的研擬、產業技術的提升及民眾生活的
參考等，都展現「科學善」的貢獻價值；而透過氣膠技術的應用與觀察，
無論在實驗系統或是自然環境中，我們也更能領略及欣賞那令人陶醉的「
科學美」。因此，透過「科學的真善美」，我們TAAR匯聚了學術的愛、分
享與責任。

   We are here to serve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our association. 
We are here to implement our academic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our association is of the members, by the 
members, and for the members. Hope you have fruitful seasons and 
plenty of fun in the TAAR community.

會長  陳瑞仁

會長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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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 TAAR 理監事當選名單

職 別 姓名 現 職

會長 陳瑞仁
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常務理事 陳志傑
台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
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

常務理事 張木彬
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常務理事 楊錫賢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教授兼
系主任

常務理事 陳王琨
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與物業管理系副教授

理事 蔡朋枝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
  學院院長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
  研究所兼任教授

理事 林文印
台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教
授兼所長

理事 蔡瀛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教授兼系
主任

理事 張簡國平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
  時尚彩妝系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
  究科技中心主任

理事 蔡政賢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學工
程與材料工程系教授

理事 龍世俊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
中心副研究員

職 別 姓名 現 職

理事 張幼珍
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
科學系副教授

理事 周崇光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
中心研究員

理事 林淵淙
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副教授

理事 紀凱獻
國立陽明大學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助
理教授

候補理事 蕭大智
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助理教授

候補理事 許桂榮
中央大學
大氣物理所副研究員

候補理事 林育旨
元培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衛生系副教授

常務監事 余榮彬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
心總經理

監事 簡弘民
傑智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技術副總經理

監事 黃國林
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監事 趙浩然
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監事 謝連德
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候補監事 趙馨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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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 TAAR 工作團隊

職 別 姓名 現 職

會長 陳瑞仁 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第一副會長 陳志傑 國立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

第二副會長 張木彬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秘書長 王琳麒 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工程資訊系教授

副秘書長 紀凱獻 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助理教授

副秘書長 楊禮豪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助理教授

財務長 林龍富 崑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副教授

長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文智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學刊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春進 國立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特聘教授

學刊委員會主任委員
兼 AAQR 國際期刊主編

李文智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AAQR 國際期刊執行編輯
兼出版中心主任

楊錫賢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獎章委員會主任委員 鄭曼婷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 巢志成
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科技研究中心
研究教授環境工程學系兼任教授

海峽兩岸交流委員會
主任委員

袁中新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龍富 崑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副教授

AAQR 國際期刊編輯助理 佘宥靚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AAQR 編輯助理

TAAR 秘書兼財務助理 林詩婉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秘書兼財務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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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成果報導

主辦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 盧重興教授、蘇峰生博士

1.研討會緣起與目的

2012年「第十九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及
細懸浮微粒(PM2.5)管制策略研討會」係
由台灣氣膠研究學會以及國立中興大學環
境工程學系共同主辦，提供國內外產官學
界氣膠相關領域交流之平台，加強國內外
研究氣膠科技、空氣品質及空氣污染相關
專業人士之聯繫，提昇氣膠基礎及應用研
究之水準，促進環境保護及人體健康為宗
旨。且於今年盛逢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創立
第20周年，於研討會所舉辦之歡迎晚宴中
一同舉辦學會20週年慶祝晚會。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Aerosol Research, TAAR）成立於
199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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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個結合科學和工程，且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專業社會團體。經過了十餘年的努力，本
會從無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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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討會籌備經過

研討會之論文摘要徵稿公告於台灣氣膠研
究學會網頁為2012年7月12日起，投稿截
止日期則為2012年08月07日，且投稿論文
之接受通知函於2012年08月30日以電子郵
件告知，研討會報名註冊日期於2012年9
月17日截止，而報名註冊優惠時間截止日
則為2012年8月31日前，研討會會議日期
訂於2012年09月21至22日，舉辦地點位於
國立中興大學化材館B1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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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投稿議題共
分為下列十四大主題：

(1) PM2.5之空氣品質策略與管理
(2) 氣膠採樣與測量
(3) 大氣氣膠與監測
(4) 排放源氣膠之特性研究
(5) 空氣污染控制技術
(6) 奈米級氣膠之合成與控制
(7) 有害空氣污染物之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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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物氣膠之監測與控制
(9) 氣膠對人體、植物與環境之影響
(10)室內及作業環境空氣品質
(11)室內空氣品質
(12)溫室氣體之管理、捕獲與再利用
(13)菸害防制與健康建築
(14)其他與氣膠及空氣品質相關之研究

本次研討會共收錄112篇論文，其中包括
大會邀請之專題演講7篇、英文口頭發表
論文24篇、中文口頭發表論文42篇、海
報展示39篇，各投稿之論文主題如附件所
示。

本次研討會期間所參展之廠商為子嘉企業
有限公司、台灣戴安股份有限公司、利得
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
司、昇儀股份有限公司、昱山環境技術服
務顧問有限公司、宸昶企業有限公司、章
嘉企業有限公司、陸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睿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共計10個單
位之廠商參展，參展地點位於國立中興大
學化材館B1國際會議廳外。

研討會之兩天午餐皆於國立中興大學化材
館B1提供餐盒，晚宴則安排於國立中興大
學之小禮堂所舉行，與會期間供應3次咖
啡茶點時間以及全日茶水飲料。研討會工
作人員超過50人，分組負責場地布置、交
通服務、諮詢服務、與會者報到、資料發
送、貴賓接待、司儀工作、各演講廳服務
及時間控制、供餐服務等。

3.研討會流程

研討會第一天2012年9月21日，早上八點
整開始接受與會者報到，開幕典禮由台
灣氣膠研究學會會長白曛綾教授主持，並
邀請國科會環境工程學門召集人蔡春進教
授、中興大學工學院院長、環保署空保處 
謝燕儒處長以及台中市環保局長致詞，期
勉本次大會圓滿成功。

開幕典禮完畢後進行本次研討會邀請7位
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第一日之專題演講，
第一場主持人為張木彬教授，由來自於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環境工程系之
Professor Mark J. Rood進行簡報，
其題目為「PM2.5 in USA: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Regulations」；第二

場主持人為巢志成教授，由來自於韓國嶺
南大學環境工程學科之Professor Sung-
Ok Baek進行簡報，題目為「Management 
of PM2.5 and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in Korea」，分別介紹其國家PM2.5管制
策略。另外，第三與第四場主持人為張慶
源教授，邀請對象為台灣環保署監資處科
長：劉志堅博士，其簡報題目為「環保署
細懸浮微粒(PM2.5)之監測策略、作法及
展望」以及空保處科長：黃偉鳴 博士，
簡報題目為「PM2.5的管制策略」。

其後下午場次之主持人則為李文智教
授，並邀請3位國內研究學者進行專題演
講，第一位為張艮輝教授，簡報題目為
「PM2.5監測與管制策略-境外傳輸影響之
角色分析」；第二位為蔡春進教授，簡報
題目為「PM2.5監測與控制-固定污染源」
；第三位為盧昭暉教授，簡報題目為「
移動污染源PM2.5的排放與管制」，演講
國內之PM2.5監測與污染源管制策略與技
術。專家學者演講完畢與主持人等皆會頒
發感謝狀，透過國內外學者所進行發表之
相關PM2.5管制情形以及控制策略並且藉
由現場與會學者專家進行討論，有助於國
內外來賓與學生對於PM2.5的認知以及吸
收最新資訊，提升相關領域之研究風氣。
而在國內專題演講同時，另一場次有三
個論文口頭發表時段分別為session E1, 
session E2以及session E3，並且每個演
講室內皆有一位主持人，於國立中興大學
化材館三樓C307分別進行。

此外，第一天傍晚召開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年度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議，理監事會議
中決議台灣氣膠研究學會第十一屆會長由
屏東科技大學環工系陳瑞仁教授擔任。晚
上於國立中興大學小禮堂舉行大會歡迎晚
宴，並且慶祝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成立20周
年。首先由中興環工林明德主任致歡迎詞
後，頒發2012年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最佳學
術論文獎予得獎人美國華盛頓大學Prof. 
Da-Ren Chen，以及頒發秋森獎得主國立
陽明大學之紀凱獻教授。頒獎完畢後，受
邀演講以及來自各地的專家學者相聚觀看
榮譽會長的祝福與歡慶20週年歷史回顧之
精采影片。而後，頒發會士證書予王秋森
教授、洪益夫教授、鄭福田教授、鄭曼婷
教授、蔡春進教授、李崇德教授、巢志成
教授、袁中新教授、劉紹臣教授、李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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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及林能暉教授。歷屆榮譽會長及現任
會士們也期許台灣氣膠研究學會能夠繼
2002年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二00二
年第六屆國際氣膠研討會」之後，再次獲
得國際氣膠研討會的舉辦權，並期許各位
會員們一同努力爭取。

接著進行每兩年輪替之新舊任會長交接儀
式，並進行新任會長陳瑞仁教授之介紹，
隨後現場頒發贊助廠商之感謝狀，感謝各
家廠商之經費贊助，其包含：財團法人安
全衛生技術中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處、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
能與環境研究所、行政院勞工安全委員會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環科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戴安股份有限公司、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
限公司、綠川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瑩
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興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立境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環佑實業有
限公司、鼎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傑
智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曼寧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仲禹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理虹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富立業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與華門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研討會第二天2012年9月22日，早上八點
半開始接受與會者報到，進行英文論文口
頭發表分為三個時段session E4、session 
E5與session E6，於化材館B1國際會議
廳進行；同時段進行中文論文口頭發表
為session C1、session C2、session 
C3地點位於化材館M202，而session C4
、session C5與session C6則是在化材館
M203所進行，並且每個演講室內皆有一位
主持人。

4.結語

本次2012台灣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提供
產、官、學之學術交流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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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人參加。2012參台
灣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舉行使得對氣膠科
技之研究與應用有興趣之學者、學生、產
業界人士、環境顧問公司人員及政府行政
單位人士齊聚，對國內外氣膠科技的發展
加強認參與交流，並接觸參同氣膠研究領
域之最新知參，交換經驗與心得，充分達
成本研討會舉辦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本
學會舉辦2012台灣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的
同時，亦擴大慶祝了台灣氣膠學會20週年
慶，慶祝活動中也讓台灣的產官學界以及
年輕學子們一同見證了學會20年來的的發
展及茁壯，學會近20年來的發展史儼然成
為台灣氣膠學界由本土調查成長至國際合
作研究的新的里程碑。

中興大學工學院

薛富盛院長致詞

台中市環保局

劉邦裕局長致詞

環保署空保處

處長謝燕儒致詞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長

白曛綾教授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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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工程處環工學門召集人

蔡春進教授致詞

大會邀請專題演講一

Professor Mark J. Rood

大會邀請專題演講二

Professor Sung-Ok Baek

主持人巢志成教授頒發感謝狀

給予Professor Sung-Ok Baek

主持人張木彬教授頒發感謝狀

給予Professor Mark J. Rood

頒發會士證書予巢志成教授 頒發會士證書予李文智教授 頒發會士證書予王秋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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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會士證書予鄭曼婷教授 頒發會士證書予蔡春進教授 頒發會士證書予李崇德教授

頒發會士證書予林能暉教授 第十一屆新任會長陳瑞仁教授 致贈贊助廠商感謝狀

頒發最佳學術論文獎予得獎人

美國華盛頓大學Prof. Da-Ren Chen(由中
央大學環工所蕭大智教授代為領獎)

頒發秋森獎予得獎人

國立陽明大學之紀凱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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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參與現況
大會邀請專題演講三

台灣環保署監資處科長劉志堅博士

大會邀請專題演講四

台灣環保署空保處科長黃偉鳴博士

綜合座談會「改善空氣PM2.5策略」

歷任會長薪火相傳 歷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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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蕭大智

現    職：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助理教授

學    歷：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能源、環境與          

          化學工程 博士

美國史丹福大學 土木環境工程所  碩士

台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學士

聯絡電話：03-4227151#3468

E-mail    ：tchsiao@gmail.com

專家介紹 – 蕭大智

個人簡介：

分別於 1998 及 2003 年在國立台灣大學及美國史丹福大學取得學士和碩士學位，並

於 2009 年在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完成能源環境與化學工程博士學位，期間獲得麥道國

際學者（McDonnell International Scholar Academy, 2006-2009）全額獎助學金，由

美國波音飛機公司所贊助。畢業之後申請榮獲美國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Research Associateship）的博士後研究獎學金 (2009-2010) 於美國疾病

管制局 (CDC) 編制下 NIOSH 的實驗室從事奈米微粒防護的研究工作一年。現今於國立中

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任教。研究方向包含奈米或微米氣懸微粒的產生技術與量測，氣

懸微粒的過濾與分離機制、理論和應用，個人安全防護技術，微粒儀器開發與分析等。

現今研究主題：

近年來奈米 (Nano) 這個名詞不斷的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政府與產業界也將

奈米科技 (Nanotechnology) 視為明星產業，期望能為我們創造更便利的生活，帶來更

多的就業機會。但是，隨著奈米科技的發展，大家也漸漸注意到奈米科技在帶來便利

的同時也有可能產生新的環境危害。例如：在奈米科技中所使用人工製造的奈米微粒

(Nanoparticle, NP)，在使用或是製造過程中將不可避免的被釋放到環境與生態系統之

中。而這些奈米微粒對於人類及其他環境中的生物都可能會產生不良的健康影響。因此，

這幾年奈米毒理學成為一項熱門的新興學科。許多學者致力於研究奈米微粒的各項性質

與其毒性的相關性。而要研究這些關係並確保其實驗結果的再現性，建立可精準控制的

奈米微粒產生系統與準確表徵及量測其各項的物化性質極為重要。本研究群已建立一穩

定奈米微粒產生系統並設計一氣液介面細胞株暴露腔，分別以 COMSOL Multiphysics 的

數值模擬分析模擬與實際實驗評估暴露腔內微粒暴露劑量及瞭解微粒在氣液收集介面上

分佈的均勻程度，未來本研究群將與其他專精於呼吸毒理及分子生物研究實驗室合作，

進行氣懸奈米微粒的動物呼吸毒性試驗及特定細胞株毒性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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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的流行病學研究已證實了暴露於顆粒汙染物，特別是對於年長的患者而言，可能造

成具有心臟或肺部疾病之患者的提早死亡。但是除了自然生態環境和公共衛生的議題需要關

注以外，工業與社會經濟發展亦不能輕忽。因此，為同時滿足工業上微粒生產物或汙染物以

及環境微粒污染物的收集，開發各種新的顆粒物控制技術及個人顆粒物採樣技術一直是我研

究專注的方向之一。其中，旋風集塵器 (cyclone) 具有高處理容量和可在高溫、高壓下運作

等的優點。相較於其他慣性分離器，例如衝擊器 (Impactor)，旋風集塵器的特徵曲線亦較

不受顆粒反彈和承載的影響，因此已被廣泛的應用於各種顆粒物控制或收集和個人或環境採

樣方面。但傳統旋風集塵器通常只能用於收集或分離粒徑在微米範圍以上的顆粒物。所以如

何增加去除效率或是降低壓降 ( 提升能源效率 ) 以及利用數值模擬或是實驗進行各項設計

的最佳化為我研究群專注的研究課題。

對於產業界而言，過濾是去除低濃度次微米氣懸微粒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因此濾材

已廣泛普遍的被應用在各項需要控制微粒濃度的工業製程與產品之中。濾材壓降和過濾介質

的過濾效率是我們通常用來描述定義濾材性能的關鍵參數。理想中，最佳的濾材應同時具

有低壓降和高效率兩項特質。但是對於濾材設計而言，過濾效率和濾材壓降通常是在天秤

的兩端。無法在增加過濾效率的同時也讓濾材壓降有效的降低。此外，critical pressure 

drop( 臨界壓降 ) 也是常做為在使用上替換濾材的一項指標。有關利用濾材去除固體氣懸微

粒，過去文獻已經討論了很多。相較下，較少的研究著重於去除液相的氣懸微粒 ( 次微米液

滴/霧滴)的承載行為。液相的氣懸微粒在工業製程中（切削液霧）和農業(植物檢疫產品)

所產生的空氣污染中，其實亦占了相當大的一部分。但是，實際上工業工作場所中的這些所

謂的霧滴可能不是純液相的氣懸微粒。這些霧滴可能是由固體微粒包覆液體薄膜所組成的，

而其包覆液體通常是油性液體。例如內燃機和 crankcases 所排放的顆粒汙染物、柴油引擎

排放廢氣和那些在磨銑的操作過程中形成的 metal working fluid (MWF) aerosols 或是廚

房的油煙都屬於這類固液二相混合的氣懸微粒汙染物。最近這些液體包覆的氣懸微粒汙染物

因其潛在的不良健康影響引起了公眾的注意。故我們想瞭解在應用上濾材於過濾固液二相混

合的氣懸微粒的承載行為以及如何進行改善濾材設計或使用策略。

大氣中的氣懸浮微粒通常為非球型的微粒。舉例來說，在 South Eastern Aerosol and 

Visibility Study 中發現粒徑在 200~800 nm 範圍的環境微粒約有 10% 為非球型的微粒。

另一方面，大部分利用火焰合成方法 (flame synthesis) 生成的工業奈米微粒 ( 如：碳、

二氧化鈦、矽和鋁等奈米微粒 ) 皆為 agglomerates 或是 aggregates1。此外，經由高溫

產生的環境氣懸微粒 ( 例如柴油引擎的排放汙染物或是煤灰微粒 ) 也都含有許多非球型的

微粒 (agglomerates 或是 aggregates)。這類非球型微粒與一般理想的球形微粒在氣膠物

理特性 ( 例如構形，morphology) 上有很大的不同。因而相較於球形微粒，非球型微粒對

於人體健康上的影響及其在大氣環境中的傳輸與宿命都有顯著的不同。此外，微粒的構形

(morphology) 也有可能改變微粒對於水氣的吸附量或者攝取水氣的能力，並會改變對於光

的散射等等的氣膠光學特性，增加大氣環境中氣膠對於氣候模型影響的不確定性。於 2004

年中一篇對於未來氣膠研究的回顧論文當中，Friedlander 和 Pui 兩位著名的研究學者曾說

道：「探究非球型和碎形微粒的物化特性是現今氣膠研究中很重要的領域。」但由於定量與

定性量測分析非球型氣懸微粒的困難，本研究群亦著手探討此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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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ooks on Aerosol

Description: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was introduced on December 2, 1970 by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The agency is charged with protecting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by writing and enforcing regulations based on laws passed by Congress.

The EPA’s struggle to protect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s seen through each of its official 
publications. These publications outline new policies, detail problems with enforcing laws, 
document the need for new legislation, and describe new tactics to use to solve these issues. This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ranges from historic documents to reports released in the new millennium, 
and features works like: Bicycle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 Health Effects of Increasing Sulfur 
Oxides Emissions Draft, and Wome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Title: Air Pollution Aspects of Biological Aerosols
Author: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Paperback: 110 pages
Publisher: BiblioGov (September 17, 2012)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124941850X
ISBN-13: 978-1249418504

氣膠新知

Title:Computational Fluid and Particle Dynamics in the Human  
        Respiratory System
Authors: Jiyuan Tu, Kiao Inthavong and Goodarz Ahmadi
Hardcover: 392 pages
Publisher: Springer; 2013 edition (September 18, 2012)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9400744870
ISBN-13: 978-9400744875

Description: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he human respiratory system have always been 
challenging due to their invasive nature. Recent advances in medical imaging an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have accelerated this research. This book compiles and details recent 
advances in the modelling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for researchers, engineers, scientists, and 
health practitioners. It breaks down the complexities of this field and provides both students and 
scientists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starting point to the physiology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fluid 
dynamics and advanced CFD modeling tools. In addition to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hysic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and an overview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the book contains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establishing high-quality computational models and simulations. Inspiration 
for new simulations can be gained through innovative case studies as well as hands-on practice 
using pre-made computational code. Last but not least,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are presented 
the latest biomedical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the computational visualizations will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respiratory system.

Reference Source: www.amazon.com 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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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Allergenic Pollen: A Review of the Production,    
          Release, Distribution and Health Impacts
Editors: Mikhail Sofiev and Karl-Christian Bergmann
Hardcover: 258 pages
Publisher: Springer; 2013 edition (September 23, 2012)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9400748809
ISBN-13: 978-9400748804
 
ISBN-13: 978-1107008373

Description:

 This is the first book to summarize all aspects of allergenic pollen: production, atmospheric 
distribution, and health impacts, as well as the means of monitoring and forecasting these 
phenomena. Based on a four-year effort by a large group of leading European scientists, this book 
highlights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on allergenic pollen, including the modelling prospects 
and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The multidisciplinary team of authors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latest 
technology of detection of pollen and its allergenic properties, forecasting methods, and the 
influence of allergenic pollen on the population. The comprehensive coverage in this book makes it 
an indispensible volume for anyone dealing with allergenic pollen worldwide. Readers involved in 
environmental health, aerobiology, medicine, and plant science will find this book of interest.

Reference Source: www.amazon.comReference Source: www.amazon.com 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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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January 6-10, 2013

Fifth Symposium on Aerosol–Cloud–Climate 
Interactions
http://sds-was.aemet.es/
events/fifth-symposium-on-
aerosol2013cloud2013climate-interactions

Austin, Texas

April 6-10, 2013
1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erosols in Medicine (ISAM)
http://www.isam2013.co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SA

June 25-28, 2013

A&WMA’s 106th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http://envnewsbits.wordpress.
com/2012/10/19/submit-your-abstract-for-
awmas-106th-annual-conference-exhibition/

Hyatt Regency 
Chicago

August 19-23, 2013

Environment and Health –
Bridging South, North, East and West
Conference of ISEE, ISES and ISIAQ
http://www.ehbasel13.org/

Basel, Switzerland

August 25-30, 2013
The 3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alogenated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http://www.dioxin2013.org/

Daegum Korea

September 1-6, 2013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http://www.eac2013.cz/

Prague, Czech 
Republic

September 30-October 4, 
2013

AAAR 32nd Annual Conference
http://www.aaar.org/

Portland, Oregon, 
USA

August 31-September 5, 
2014

2014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http://www.iac2014.net/ Busan, Korea

重要會議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