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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訊為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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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 暨 
                                       2013 細懸浮微粒 (PM2.5) 監測與管制策略研討會

公佈欄

• 本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五次理監

事會議已於 2013 年 09 月 27 日在

國立中央大學召開。

• 2013年本會年會暨氣膠科技研討會

由中央大學主辦，已於 9 月 27 日

至 9 月 28 日在中壢中央大學舉辦

為期二天之會議。

• 2013 年本會氣膠青年之旅由陽明

大學紀凱獻教授主辦，已於 9 月

26 日至 9 月 28 日在中壢中央大

學舉辦為期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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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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林育旨

現    職：元培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衛生系副教授

          

學    歷：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學士

聯絡電話：03-5381183 分機 8479

E-mail    ：yuchihlin@mail.ypu.edu.tw

專家介紹 – 林育旨

個人簡介：
   林育旨於 2005 年取得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工學博士後，於當年 11 月

進入元培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衛生系任職，其主要研究興趣為空氣污染控制及環

保奈米材料開發等相關項目。以下為近年來研究概況：

一、揮發性有機氣體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控制技
    術研發

   高科技產業 VOCs 廢氣控制為自博士論文起持續研究主題之一，研究成果包

括了沸石濃縮轉輪、節能高沸點 VOCs 冷凝器、防範系統氣壓震設計及蓄熱式

燃燒爐熱能回收設計，與球狀活性碳流體化吸附床吸脫附特性探討等。

1.1 沸石濃縮轉輪最佳操作因子探討

    沸石濃縮轉輪是目前國內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及 TFT 液晶面板廠來以控制

VOCs 廢氣，且是符合現行半導體及光電業空污法規之最穩定設備；實場上沸石

吸附濃縮轉輪因諸多考量下，不易詳盡了解環境條件及主要操作參數對其系統

效率之影響，在此研究中與張豐堂博士一同合作，於實驗室內設計並建置一套

小型沸石轉輪系統，針對進流廢氣可能之溫、濕度變化及各重要操作參數如轉

輪轉速、濃縮倍率 ( 吸附氣流 / 脫附氣流 ) 與再生溫度等，完成所有影響系統

去除效率之操作因子探討，研究成果亦已充分協助廠家建立最佳操作因子及發

展本土化沸石轉輪系統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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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調節內部流場之揮發性有機物處理裝置

    業界經常串聯冷凝器及除霧器來吸收廢氣中之揮發性有機物，但卻無法將

冷凝器與除霧器分別控制於層流與紊流條件，以致冷凝及除霧效率無法達到最

佳化；為使冷凝器與除霧器可分別控制於層流與紊流條件，亦與張豐堂博士一

同研究在冷凝器及除霧器兩者之間該加設旁通風管，藉此，即使冷凝器內部流

場維持層流條件，進而使該廢氣中之水汽凝結於該冷凝盤管壁面並形成液膜，

廢氣中所含揮發性有機物即可被該液膜吸收，達到淨化之目的；隨後，該冷凝

回收塔內之氣體將被導入該除霧器，以去除廢氣中多餘之水份以及該冷凝回收

塔未吸收之揮發性有機廢氣霧滴；隨後，該處理後之潔淨氣體可逕行排放或導

入後續處理系統，另一部分係經由一旁通風管回流至該除霧器之中，以使該除

霧器之內部流場維持紊流，而可更有效地去除該氣體中之水汽及霧滴，降低白

煙排放之可能。

1.3 應用電熱及電漿之吸附處理裝置再生應用技術

    現行沸石濃縮轉輪於操作再生時，需要後端加熱裝置產生裝置高溫再生氣

流，如此除了增加設備成本，亦占據廠房空間；再者，熱能傳遞損失容易造成

能源之浪費。鑑於上述缺失，研發以導電發熱材料取代傳統陶瓷纖維紙，並在

其上塗覆沸石、氧化鋁或活性碳等吸附材料，形成一個可利用電熱脫附吸附轉

輪，如此在再生程序時將需脫附區域通電發熱則可自行進行熱脫附，無需額外

搭配加熱裝置，達到省能之效果。除了高溫脫附方法，再生程序亦可利用高壓

交流電源搭配放電電極生成低溫電漿、結合通入潔淨空氣，即可使原先已飽和

吸附材料釋出揮發性有機物而再生，而以雙塔或多塔式進行反應器設計更可輪

流進行揮發性有機物之吸附及脫附。若提高供電能量則可在脫附過程中逕行以

電漿分解揮發性有機物，以就地方式處理污染物質；此外，電漿再生技術亦可

搭配濕度調節噴霧及降溫冷凝器回收有機溶劑，將揮發性有機廢氣濾材 ( 網 )

進行就地再生，所需要之能量損耗較商用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萃取法更為經

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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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蓄熱式脫硝反應器開發及熱能回收設計

    半導體及光電產業製程多見含有氮化合物，如：NMP、DMF 等會隨著其他

VOCs 一起經由沸石轉輪搭配焚化處理，不過最終以焚化方式處理含氮 VOCs 時，

將面臨尾氣排放 NOx 問題，雖然其所排放之 NOx 濃度仍符合法規標準，但為改

善整個區域之空氣品質，控制此類 NOx 將有所必要。研究中利用蓄熱式焚化技

術之高熱交換效率原理，改良現行蓄熱材料、使其具備觸媒還原脫硝能力，發

展一種節能、又可解決 NOx 潔淨技術，並為建立同時兼具脫硝及 VOCs 焚化之

高效與節能設備基礎；此外，蓄熱式燃燒爐熱能回收設計乃利用煙囪效應與壓

差效應，使得反應後含高熱氣體通過熱交換器，其為高低溫之密度差煙囪效應

與氣體流動動能差效應所產生之氣流擾動及流動，即可將燃燒室所產生之熱再

次於燃燒室封閉回路中達到高效率熱能回收再利用功能。此外所設計之管束式

熱交換器位於燃燒室水平上方、以熱氣端併聯流方式建構，可有助處理之有機

廢氣在煙囪及動壓差之雙效應作用下，促使熱氣於燃燒室中自動進出熱交換器

與燃燒室。

二、環保奈米材料及觸媒研發

2-1 以氣膠合成程序製備金屬觸媒

    延續以連續式氣膠技術製備中孔徑二氧化矽之基礎，所掌握製備關鍵因子

諸如溫度、基質、介面活性劑及進流流量，更進一步亦應用製備錳金屬觸媒，

所合成之錳金屬觸媒比表面積遠大於鍛燒法所製備者，應用於異丙醇氧化去除

程序中，以氣膠噴霧程序製備錳金屬觸媒對異丙醇氧化能力亦為最佳；而氣膠

噴霧程序製備之錳金屬觸媒能有效分解臭氧，其所產生之高活性自由基可大幅

提升結合臭氧觸媒法中氧化異丙醇之能力。

2-2 全天候長效型二氧化鈦銀奈米觸媒研發

    研究針對控制塗覆在二氧化鈦載體上銀奈米微粒之大小，探討其影響光觸

媒之活性。在分解臭氧之效率結果顯示，光觸媒之效能隨著銀奈米微粒尺寸減

小而呈現顯著之上升；此外，運用氧化還原法成功製備 TiO2/Ag 觸媒，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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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為具高分叉狀 Ag 上載持均勻分佈之 TiO2 顆粒。進行 MX-5B 脫色及相關操

作因子影響探討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在無光照時 TiO2/Ag 觸媒之 Ag 載體具有氧

化力、可有效分解 MX-5B，在光照時 Ag 之電子捕捉能力、增進光催化分解色度

效能。

2-3 除臭濾網研發

    以物理氣相沈積技術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PVD) 於活性碳濾布

(activated carbon fibers, ACF) 上披覆金 (Au) 與錳 (Mn) 兩種金屬，並結

合臭氧針對氣狀惡臭污染物二甲基硫 (Dimethyl sulfide, DMS) 進行去除研

究。 研究顯示使用 PVD 法所改質之 ACF 在分解臭氧效能上優於未改質 ACF，以

PVD 披覆不同金屬進行改質後 ACF 分解臭氧之結果指出，以披覆 Au 之 ACF 效能

為最佳；PVD 法於 ACF 表面上被覆不同金屬厚度對於促進分解臭氧方面，雖披

覆厚度與其分解臭氧能力成正比，但披覆厚度超過一定量後反而呈現減弱之趨

勢。臭味物質分解測試方面，以經濟考量利用 Mn-ACF 結合臭氧藉以去除 DMS，

反應中臭氧所分解之自由基與 Mn-ACF 觸媒催化反應能有效去除 DMS 物質。

    去除空氣中酸性臭味物質方面，結果顯示活性碳濾布上塗覆碳酸鉀 (K2CO3/

ACF) 對於去除酸性臭味氣狀物質為最佳之機能性濾網組成，其原因來自於活性

碳濾布之高比表面積以及碳酸鉀之中鹼度，而碳酸鉀之中鹼度在合成機能性濾

網時可較高鹼度氫氧化鉀安全、且除酸效能相去不遠；並以前述成果為基礎合

成具備吸附、吸收及光催化三項功能之Ag-TiO2/機能性濾布，其在UVA光照下，

對於選定臭味標的物質去除效率均有優異成果。 TiO2 表面經 Ag 修飾後，可減

緩受光照射激發電子 - 電洞對再結合速率，提升光催化效率；而適當 AgNO3 製

備前驅液濃度可使得表面上之 nano-Ag 微粒較小、分佈均勻，如此可避免 Ag

產生叢集現象所帶來之催化效率衰退，亦使得 TiO2 光照表面積不受遮蔽，充分

發揮光催化效果。

2-4 光催化結合高級氧化之可線上再生除臭系統開發研究

    以光還原法進行 TiO2 表面修飾製備 Ag-TiO2 除提升 TiO2 光催化能力，在無

UV 光照環境下，表面 Ag 會以化學吸收機制與醋酸形成反應、使其降解，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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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除酸效能。而所研發的再生活化程序可攜走 Ag-TiO2 表面醋酸、並使其脫

附之；接著再施予光照，Ag 將吸引 TiO2 受光照激發之電子、還原成可與醋酸

進行反應之金屬態，使得再生後吸附及光催化除酸能力與全新者相近。接續合

成中孔洞 TiO2 藉以提升光催化效能，mesoporous TiO2/P123 在吸附或光催化

下均展現最佳除酸能力，不過合成程序添加 TEOS 卻未能對所製備 mesoporous 

TiO2/P123-SiO2 有任何助益、反而抑制其對醋酸之吸附與光催化；延續前述成

果，且於成本考量下以 Cu 取代 Ag 進行改質。合成了以銅修飾之中孔洞二氧化

鈦 (Cu-mesoporous TiO2) 作為處理酸性臭味氣體之可線上再生系統核心，結果

顯示由於 Cu-mesoporous TiO2 具備較大的比表面積及平均孔徑，而所塗覆銅

金屬對酸性物質具有化學反應性，因此在無光照時對酸性臭味氣體展現令人滿

意之去除效率；在光催化程序中，中孔材料結構特性亦增益了 Cu-mesoporous 

TiO2 分解酸性臭味效能，所載持之 Cu 可延緩 TiO2 受光激發所產生之電子 - 電

洞對再結合，進而提升光催化效率。結合臭氧可提升 Cu-mesoporous TiO2 光分

解酸性臭味效能，但在無光照之反應條件下，由於臭氧與酸性臭味物質之競爭

性吸附造成除酸效能下降。此外，執行線上再生程序藉由表面洗滌、脫附及還

原 Cu 等機制，則可恢復使用後之 Cu-mesoporous TiO2 除酸效能，並維持原本

之光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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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台灣氣膠青年學習之旅報導

主辦單位：國立陽明大學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紀凱獻老師

   9月26日早上氣膠青年參訪團一

行人參訪國家衛生研究院，首先由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林嬪嬪 副

主任對於國衛院內環境衛生與職業

醫學研究組、環境毒物中心之相關

講解與介紹，讓學員了解單位的成

立宗旨、任務、策略與整個組織架

構。環境毒物中心單位成立之主要目的是為針對環境健康危害建立優良
之機制及進行環境毒理之研究及務實應用之規劃、建立環境毒物之資料
庫並協助政府與民眾對環境暴露風險之認知和預防方面之概念，並且進
一步帶動國內專家建立國際連線之平台，最終建立環衛團隊以確立國人
最大之健康保障。環境衛生與職業醫學研究組成立於1999年7月，研究領
域包涵了流行病學、分析化學、細胞及分子生物學、環境職業毒理學、
病理學、風險評估以及職業醫學等，而單位之成立目標與方向為針對環
境及職業醫學相關重要議題之整合，並建立完整的研究團隊及跨領域的
研究網，最終針對國內重要健康議題提供政府及國人專業的相關研究資
訊、諮詢及必要協助。經由林嬪嬪 副主任短暫之介紹後，接下來進行環
職組實驗室與奈米中心實驗室參觀。

     2013年由台灣氣膠研究學會舉辦之台灣氣膠青年學習之旅，
委請國立陽明大學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紀凱獻老師(台灣氣
膠研究學會 理事兼副秘書長)主辦，其於2013年9月26日至9月
28日舉行，主要為奈米氣膠研習與暴露評估研究中心參訪，
目的為希望透過民間技術研發單位與國家環境衛生研究中心之
現場參觀及學術交流，並且經由相關研究領域老師氣膠科技相
關課程之講授，安排參觀學術單位及認證實驗室，藉此能增進
學員對空氣污染物控制技術與奈米氣膠人體暴露評估方法之瞭
解，也能促進學員認識產官學研在氣膠科技與環境毒物控管的
努力、成果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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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參觀環職組實驗室，在參觀過程中依序介紹之分析儀器有ICP/
MS 、HPLC/MS、GC/MS，讓學員了解儀器構造、分析狀況與流程以及儀器
使用目的，再來是由陳仁焜博士帶領參觀奈米中心實驗室，其中有講述
到之研究議題是〈奈米藥物及奈米安

全評估技術標準化奈米粒子暴露腔系

統〉，研究當中提到此技術成功整合

奈米粒子產生器(Atomizer)、多重隔

離暴露腔、奈米粒子檢測與標準化操

作流程，不論軟、硬體方面皆能提供

全方位的專業知識投入，有助於我國

推動奈米藥物、奈米安全與奈米製程

產品的全方位評估。這也是此團隊之

研究重點發展項目之一。而參觀過程

中，也提及利用掃描式微粒粒徑分析

儀(SMSP)進行奈米微粒之採樣分析其

大小與濃度。參觀完實驗室之後為環

境毒物研究中心林嬪嬪副主任之專題

演講，題目為〈以動物模式探討氣膠微粒或空氣汙染物之健康效應〉。

  下午行程為參訪位於桃園龍潭傑智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開始由
研發部簡弘民博士(台灣氣膠學會 監事)介紹傑智公司之運作狀況與主
要業務方向，主要服務為提供高科技電子廠、PU合成皮業、塗佈印刷業
及化工廠…等產業有關空氣氣體淨化、除臭、除煙霧及溶劑回收與節能
之設備服務。除了公司之影片介紹之外，簡弘民博士也帶領學員們實際
參觀設備之製造運作狀況，各式各樣之節能設備與控制設備如揮發性有
機氣體淨化處理系統、廢氣中揮發性有機溶劑回收設備等，其他設備項
目還有洗滌塔、熱交換器、活性碳吸附介質等。完成一系列之參觀行程
後，晚上由學會工作人員帶領學員們至永安漁港用餐，結束氣膠青年學
習之旅之第一天之學術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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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當天氣膠青年研習營之團隊成員則分組針對第20屆國際氣膠科

技研討會暨 2013細懸浮微粒(PM
2.5
)監測與管制策略研討會之相關專家

學者之報告內容進行聆聽並進行資料收集，以準備隔天進行分組學術

討論，9/28的行程則由紀老師帶領學員針對9/27第20屆國際氣膠科技

研討會暨 2013細懸浮微粒(PM
2.5
)監測與管制策略研討會之相關專家

學者之報告內容進行心得分享，附圖為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郭慧

娟同學報告情形。藉由這次學員們之間的心得分享，除了學術交流之

外，對於同樣的研究主題，每位學員都有不同之見解並且觀察角度也

不一樣，學員彼此之間的心得交換也可從中學習並且發現到不同的研

究重點，這也是心得分享最主要之目的，也讓整個氣膠青年學習之旅

行程畫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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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ooks on Aerosol

Book Description

 Nanotechnology is a new and emerging discipline that is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e usage of nanosystems, 
nanomaterials, nano-devices, etc. permeates all aspects of society. 
Cancer targeting and curing nanosystems are being introduced into 
the bio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so are lightweight 
energy absorbing or blast-proof nanohybrid material in the 
aerospace, automotive and marine industries and high-efficiency 
energy harvesting nanomaterials, etc. Society has a vested interest 
in knowing how these new materials, devices and systems are 
changing the economy and similar landscapes. The book outlines 
the regulatory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related to nanotechnology 
per industry, offers guidelines in assessing the risks and discusses 
the legal and socioeconomical issues involved. Case studies 
will be utilized to provide examples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nanotechnology.

Title          : Nanotechnology Safety 

Author      : Ramazan Asmatulu

Hardcover: 256 pages

Publisher  : Elsevier; 1 edition (July 1, 2013)

Language  : English

ISBN-10    : 0444594388

ISBN-13    : 978-0444594389

氣膠新知

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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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Written by two well-known risk practitioners with over twenty-
five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this fully updated Fifth Edition 
of Risk Communication: A Handbook for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Health Risks offers sound,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practical, hands-on advice for those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Highly accessibl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this must-read includes 
real-life examples of such headline-making events as the tsunami 
and radiation release in Japan in 2011, the BP oil disaster in the 
Gulf of Mexico in 2010, and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long with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m. It offers new chapters on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and on the use and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media 
for risk communication purposes.

An ideal introduction to the field, this book is also a welcome 
reference for those involved in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health risks in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academia.

Title          : Risk Communication: A Handbook for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Health Risks 
Author      : Regina E. Lundgren, Andrea H. McMakin
Hardcover: 416 pages
Publisher  : Wiley-IEEE Press; 5 edition (July 29, 2013)
Language  : English
ISBN-10    : 1118456939
ISBN-13    : 978-1118456934

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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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This innovative text takes a unique approach to present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Rather than organizing topics around the 
traditional regulatory fields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hazardous 
wastes, radiation, etc.), this book is structured around the choices 
we make as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that result in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s. The author details the hazards of energy 
production, industry, food production, and the modern lifestyle, 
while exploring our place within the local and global community. 
Unlike other texts of its kind,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How We Live in the World, Second Edition tells a 
connected narrative, making the text engaging and accessible to a 
broad range of students with a variety of scientific backgrounds. 
The Second Edition is a thorough revision that incorporates 
updates to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changes in practice and policy, 
and important events of recent years.

Title          :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Author      : Nancy Irwin Maxwell

Hardcover: 406 pages

Publisher  : Jones & Bartlett Learning; 2 edition 

                     (February 6, 2013)

Language  : English

ISBN-10    : 1449665373

ISBN-13    : 978-14496653719

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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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This is the first book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health movement, which unlike many parts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focuses on ways toxic chemicals 
and other hazardous agents in the environment effect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Born in 1978 when Lois Gibbs organized 
her neighbors to protest the health effects of a toxic waste dump 
in Love Canal, New York, the movement has spread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By placing human health 
at the center of its environmental argument, this movement 
has achieved many victories in community mobilization and 
legislative reform. In “The Rise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Health 
Movement,” environmental health expert Kate Davies describes 
the movement’s histor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roots and 
analyzes its strategies and successes.

Title          : The Rise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Health 
                    Movement 
Author      : Kate Davies
Hardcover: 280 pages
Publisher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March 28, 2013)
Language  : English
ISBN-10    : 1442221372
ISBN-13    : 978-1442221376

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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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October 23-25, 2013
2013 AWMA Regional Specialty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Resources and Air Quality 
Management (SRAQM) and the 2013 Cross-
Strait Aerosol Conference (CSAC)

Ilan, Taiwan

October 28-31, 2013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Nanotechnology,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http://square.umin.ac.jp/nanoeh6/index.html

Nagoya, Japan

November 8-9, 2013 2013T & T Aerosol Forum Bangkok, Thailand

June 16-18, 2014

Aerosol Technology 2014 – Karlsruhe
http://www.arbejdsmiljoforskning.dk/~/
media/Projekter/Nano-diverse/Aerosol-
Technology-2014-1annoncement.pdf

Karlsruhe, Germany

August 31-September 
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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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會議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