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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欄

• 本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已於 2013
年 12 月 14 日在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召開。

• 2013 年 12 月 14 日第十一屆第六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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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林能暉及蔡春進兩位主編及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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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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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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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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成果報導

一.前言

「2013年細懸浮微粒(PM
2.5

)監測與管制策略研討會」由行政院環保署、台灣氣膠
研究學會以及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共同主辦。此研討會將提供國內各
致力於氣膠科技之相關研究團隊、政府部門及民間團體一個有效交流平台。會
議日期預計為2013年9月27至28日，舉辦地點為國立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相
關資料可參考研討會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3taaricast/。

1.1 研討會緣起

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為使關心空氣品質的各界了解氣膠微粒對健康影響、來源(生成原
因)及管制發展規劃及推動現況等，特規劃辦理2013國際氣膠科技研討，以促進學術
界、政府及民間之官產學三方交流，凝聚對於氣膠科技的共識，並改善氣膠污染情形。

主辦單位中之台灣氣膠研究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Aerosol Research, TAAR）
是一個結合科學與工程，且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專業社會團體。TAAR以加強國內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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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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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集結氣膠科技及空氣污染相關領域之專
業人士。經過二十年努力，從無到有，成為一個台灣本土凝聚力極強之國際性氣膠科
技組織。TAAR自1994年起每年定期舉辦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ICAST)，並多次承辦國際
性研討會，如2002年9月於台北首次舉辦每四年一次之國際氣膠研討會，2007年於高雄
舉辦每兩年一次之亞洲氣膠研討會，2011年於台南舉辦國際氣膠研討會，與會者非常
踴躍，整體籌備及論文水準均相當突出，備受國際讚譽，並將台灣氣膠社羣推上國際舞
台。此外，氣膠學會定期出版高水準學術出版品，包括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訊（TAAR 
Newsletters）與年度研討會論文集。在國際化方面TAAR出版之國際期刊「氣膠與空氣品
質研究」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AAQR），於2008年9月正式列入SCI, 
至2011年SCI Impact Factor已高達至2.827，建立其頂尖國際學術交流園地之地位。

主辦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蕭大智 教授、方緯宸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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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預期將會有氣膠科技、空氣品質及空氣污染研究
相關之專家學者及我國環境工程、環境保護、環境醫學、工業衛生、勞工
安 全 、 化 學 工 程 、 材 料 工 程 、 大 氣 科 學 、 能 源 科 技 等 專 家 學 者 、 政 府 相
關部門人員、研究單位國內人員以及國外學者共約 2 5 0 人參與此次盛會。

1.2 研討會目的

20 1 3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涵蓋氣膠化學與物理、監測技術與分析、健康效
應、控制技術及管理策略等議題，期使學術研究、產學應用政策訂定產官學與
面向充分交流與結合。學研人員、業界之專家、政府決策者或任何對此議題有
興趣者共襄盛舉。藉由投稿、口頭發表、海報展示、儀器展覽及現場實際交
流，提供與會人員相互討論精進之平台，或進一步建立合作管道創造多贏。

1.3 研討會議題

2013台灣氣膠研究學會年會暨第20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議題涵蓋氣膠化學與物理、
監測技術與分析、健康效應、控制技術及管理策略等議題，分為下列十二大主題：

(1)   PM
2.5
之空氣品質管制策略與管理 / Air quality control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for PM
2.5

(2) 氣膠監測與分析 /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aerosol

(3) 大氣氣膠與遙測 / Atmospheric aerosol and remote sensing

(4) 氣膠與氣候效應 / Aerosol and climate effect

(5) 排放源氣膠之特性研究 / Characterization of aerosol from emission sources

(6) 空氣污染控制技術 / Air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7) 奈米級氣膠之合成與控制 / Synthesis and manipulation of nano-aerosol

(8) 有害空氣污染物之控制策略 / Control strategies for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9) 生物氣膠之監測與控制 /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bioaerosol

(10) 氣膠對人體、植物與環境之影響 / Effects of aerosol on human health, plants 

      and environments

(11) 室內空氣品質 / Indoor air quality

(12) 其他氣膠、溫室氣體及空氣品質相關之研究 / Alternative studies related to 

      aerosol, greenhouse gas and air 

本研討會投稿部分包含大會邀請專題演講2篇、口頭報告70篇，海報展示43篇，共計115篇
論文投稿。兩場邀請專題演講(Plenary Lecture)，由學會邀請國內外知名氣膠研究學者
就特定主題發表之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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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流程

籌備小組成立於2013年2月，並於同年8月進行研討會當天工作人員招募(以中央大學環境
工程研究所學生為主)，並進行教育訓練。

本研討會論文於2013年4月13始於網上徵稿，論文摘要為主，最終投稿期限為7月31日，於
投稿後一週開始進行格式審查回覆，並以電子郵件發送論文接受通知函。本次研討會共計
收錄113篇PM

2.5
與空氣品質相關之論文。

研討會報名註冊方式線上報名系統(6月15日至9月26日)，與現場報名(9月27日、9月28日)
為主，其中繳費優惠日期至8月31日截止。

三.結語

研討會在9月27-28日舉辦，共兩天。第一天(9月27日)早上8:00開始註冊報到，於8:40舉
辦開幕典禮，並有兩場國外學者特邀演講(Plenary Lecture)，緊接著進行一系列PM2.5專
題演說、口頭報告、海報發表與廠商展示，並邀請各縣市環保局發表PM2.5管制策略與成
果。第二天(9月28日) 論文口頭、海報發表及廠商展示，下午舉辦閉幕典禮，詳細議程請
參閱下文與會議照片共同呈現。

本研討會共發表論文本次研討會共收錄了113篇論文，包括70篇口頭發表論文、43篇海報
論文，發表之議題包括 PM

2.5
之空氣品質管制策略與管理(Air quality control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for PM
2.5
)、氣膠監測與分析(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aerosol)、

大氣氣膠與遙測(Atmospheric aerosol and remote sensing)、氣膠與氣候效應(Aerosol 
and climate effect)、排放源氣膠之特性研究( Characterization of aerosol from 
emission sources)、空氣污染控制技術(Air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奈米
級氣膠之合成與控制(Synthesis and manipulation of nano-aerosol)、有害空氣污染物
之控制策略(Control strategies for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生物氣膠之監測與控
制(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bioaerosol)、氣膠對人體、植物與環境之影響 (Effects 
of aerosol on human health, plants and environments)、室內空氣品質( Indoor air 
quality)、其他氣膠、溫室氣體及空氣品質相關之研究( Alternative studies related 
to aerosol, greenhouse gas and air) 等。並將所有接受之文章彙整成冊及製作光碟，
於大會期間發送合法註冊與會人員。本研討會總與會人數共371人，包括1位美國學者、1
位泰國學者、2位韓國學者、1位新加坡學者，共17位外籍博士與學生等10個國家。



5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陳瑞仁會長致詞 國立中央大學 李光華副校長致詞

桃園縣環境保護局 傅豫東主任秘書致詞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處長兼生態社
區推動方案室執行秘書

謝燕儒處長致詞

特邀演講 Dr. Jim Butler 特邀演講 Dr. Da-Re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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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李崇德教授演講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林文印教授與談

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吳佩芝 副教授演講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醫學研究所 

李俊璋 教授與談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吳義林教授演講

國立台灣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鄭福田教授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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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張艮輝教授演講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氣暨大氣物理研究所

林能暉教授與談

國立台灣大學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陳志傑教授演講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張木彬教授與談

國立台灣大學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鄭尊仁教授演講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醫學研究所

蔡朋枝教授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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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化學品登錄計畫辦公室介紹

林佾萱、李政憲、余榮彬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安衛中心)於

2007年成立，提供多面向的安全技術服務，主

要專業項目包含高科技安全、化學品安全、製

程安全、風險管理、企業持續營運管理、環安

衛管理、產物保險損害防阻、機電安全、有害

氣體監控、生物安全等設備開發、軟體設計與

系統建置。於行政院勞委會跨部會推動方案中

委由安衛中心協助我國化學品分類與標示全球

調和制度(GHS)推動計畫，並於2008年起分階段

展開我國GHS 27個分類標示及物質安全資料表

的國際調和，2011年GHS制度亦參照蒙特婁公約
納入臭氧層破壞物質(ozone depleting substance)危害分類進行標示。安衛中心

參與GHS的推動業務也開展了2008年由勞委會委託建置運作國家化學登錄辦公室的

起始之路。

  2008年延續跨部會合作的GHS推動能量，考量我國與主要貿易夥伴國相比較，

當時並未建立國家化學物質清單，無法從源頭掌握化學物質進出我國之情形，為

了配合國際管理趨勢發展與完備我國管理基礎，安衛中心配合勞委會與相關部會

共同研訂之「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與資訊應用機制推動方案」（2009-2011年）

，業於2009年成立運作國家化學登錄辦公室，協助建置我國建置既有化學物質清

單，掌握我國化學物質基礎資訊。同時，配合聯合國2020年健全永續化學品管理

之目標，持續推動我國化學品源頭管制制度，協助我國化學品相關主管機關建立

相關制度與法源，於2012年透過跨部會計畫完成我國既有化學物質清單初稿共

79,000化學物質，並於2013年協助協助主管機關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納入

新化學物質登記、優先管理物質運作量報請備查及管制許可制度，也協助環保署

毒性物質管理法修法納入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奈米材料即使與非奈米物質分

子式相同，將視為新化學物質登錄，並以預警原則進行安全防範與運作。

   安衛中心透過對化學品危害辨識技術的掌握與運用，延伸暴露與風險評估，危

害特性推估、持續掌握化學品管理與國際法規趨勢資訊，如危害化學品管理、國

際REACH因應策略建議、全球產品策略(GPS)安全摘要等，支援我國主管機關建構

法規制度基礎，包括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行政院農委會、經濟部工業局因應

歐盟REACH、協助我國廠商降低法規衝擊，朝向永續經營之先進健全化學品管理作

法邁進。

    為能與國際持續接軌，引領我國化學品管理趨勢迎頭趕上，近年來安衛中心與

歐洲化學總署(ECHA)、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日本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

術基盤機構(NITE)、韓國國家環境研究院( NIER )、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化學品

實驗室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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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中心、澳洲國家工業化學品申報及評估辦公室（NICNAS）等各國化學品管理

相關組織進行實際參訪、交流與技術合作，熟悉國際間化學品管理、危害通識發

展、化學品安全評估、與歐盟REACH法規運作，掌握最新脈動國際交流管道與合

作關係。

   安衛中心持續努力做好我國政府部會的優質智庫與產業永續發展的好伙伴

的角色，同時也是國際化學品管理標準制定與推動者，往後將持續以我國健全化

學品管理為目標與國際接軌，延伸中心之觸角至化學品的登錄管理、危害風險評

估，非測試替代方法、綠色替代化學研究、化學品生命週期管理等多元議題，並

同時推廣廠商在增進產能與產值的同時落實化學品管理之企業責任，符合國內與

國際規範，達成促進國人健康與環境保護多贏之目標，共同為國家社會以及企業

的永續發展而努力。

我國GHS推動 http://ghs.cla.gov.tw

我國化學物質清單 http://csnn.cla.gov.tw

APEC GHS網站 http://great.cla.gov.tw

國際REACH化學品政策宣導 http://www.chemexp.org.tw

國際化學品管制電子報 http://www.chemmang.org.tw

安衛中心NCSR全體合照/ SAHTECH NCSR grou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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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ce Editing

安衛中心NCSR歷年大事紀/ SAHTECH NCSR Mile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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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ooks on Aerosol

Book Description
Reviewing many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together with the current scientific status of aerosol 

modelling and measurements, this book includes:
• Satellite aerosol remote sensing • The effects of aerosols on climate change
•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 • Pharmaceutical aerosols and pulmonary drug delivery
• Bioaerosols and hospital infections 
• Particle emissions from vehicles
• The safety of emerging nanomaterials
• Radioactive aerosols: tracers of atmospheric processes. 
With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opic brought to the public’s attention after the eruption of the 

Icelandic volcano Eyjafjallajökull, this book provides a timely, concise and accessible overview of 
the many facets of aerosol science.

Title:  Aeroso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Editors: Ian Colbeck, Mihalis Lazaridis)
Hardcover: 496 pages
Publisher: Wiley; 1 edition (February 3, 2014)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1119977924
ISBN-13: 978-1119977926

Title:Atmospheric and Aerosol Chemistry (Topics in Current 
        Chemistry)
Editors:  V. Faye McNeill, Parisa A. Ariya
Series:  Topics in Current Chemistry (Book 339)
Hardcover: 260 pages
Publisher: Springer; 2014 edition (December 16, 2013)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3642412149
ISBN-13: 978-3642412141

Book Description
Christian George, Barbara D’Anna, Hartmut Herrmann, Christian Weller, Veronica Vaida, 

D. J. Donaldson, Thorsten Bartels-Rausch, Markus Ammann - Emerging Areas in Atmospheric 
Photochemistry. Lisa Whalley, Daniel Stone, Dwayne Heard - New Insights into the Tropospheric 
Oxidation of Isoprene: Combining Field Measurements, Laboratory Studies, Chemical Modelling 
and Quantum Theory. Neil M. Donahue, Allen L. Robinson, Erica R. Trump, Ilona Riipinen, Jesse H. 
Kroll - Volatility and Aging of Atmospheric Organic Aerosol. P. A. Ariya, G. Kos, R. Mortazavi, E. 
D. Hudson, V. Kanthasamy, N. Eltouny, J. Sun, C. Wilde - Bio-Organic Materials in the Atmosphere 
and Snow: Measure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V. Faye McNeill, Neha Sareen, Allison N. Schwier - 
Surface-Active Organics in Atmospheric Aerosols.

氣膠新知

Reference Source: www.amazon.com 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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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Air Contaminants, Ventilation, and Industrial Hygiene
Economics: The Practitioner’s Toolbox and Desktop Handbook
Author: Roger Lee Wabeke
Hardcover: 445 pages
Publisher: CRC Press (April 15, 2013)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1466577908
ISBN-13: 978-1466577909

Book Description
 There is nothing more devastating to baseless opinions than good numbers. Air Contaminants, 

Ventilation, and Industrial Hygiene Economics: The Practitioner’s Toolbox and Desktop Handbook 
helps you obtain “good numbers” on your quest to squash shabby opinions with sound advice. 
It details real-world applications of good numbers to foster improvements in industrial hygiene, 
preventing inhalation toxicity and promoting better environmental air quality. This book provides 
industrial hygienists with a reference containing the equations, conversions, and formulas they 
encounter in their day-to-day duties. A study aid to those taking the certification exams (CIH, CSP, 
CHMM, and DABT), it also includes business economic case studies demonstrating how to preserve 
your clients’ financial resources, promote industrial hygiene, foster worksite safety, learn the financial 
ropes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help control your clients’ potential advers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in so doing, greatly enhance career progress.

Title: Fundamentals of Air Clean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leanrooms
Author: Zhonglin Xu
Hardcover: 600 pages
Publisher: Springer; 2014 edition (October 22, 2013)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364239373X
ISBN-13: 978-3642393730

Book Description
Fundamentals of Air Clean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leanrooms sets up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leanrooms. New ideas and methods are presented, which include the characteristic 
index of cleanrooms, uniform and non-uniform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minimum sampling 
volume, a new concept of outdoor air conditioning and the fundamentals of leakage-preventing 
layers. Written by an author who can look back on major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5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this book offers a concise and accessible introduction to the fundamentals of 
air clean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The work is intended for researchers, college teachers, 
graduates, designers, technicians and corporate R&D personnel in the field of HVAC and air cleaning 
technology.

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Reference Source: www.amazon.com Edited by Prof. Li-Hao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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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AR has an agreement with Wallace Academic Editing to give a 10% discount 
on editing papers from the members of TAAR. Authors can mention the 
membership of TAAR to receive the discount.
Wallace Editing sites are:
www.editing.tw (For those authors in Taiwan) www.wallaceediting.cn (For those 
authors in Mainland China) www.editing.hk (For those authors in Hong Kong) 
www.editing.sa.com (For those authors in the Middle East) www.editing.tw/en 
(For those authors from the rest on the world)

重要會議日期

Wallace Editing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June 16-1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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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lsruhe, 
Germany

March 5 – 7,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M 2.5 & 

Energy Security

http://www.pmes2014.lamss.org/page1.aspx

Kyoto, Japan

August 28-September 
2, 2014

2014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http://www.iac2014.net/
Busan, Korea

September 26-27, 2014
201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ohsiung City , 
Taiwan(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eptember 6-11, 2015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EAC 2015)

http://www.eac2015.it/
Milan ,Ita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