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氣膠研究學會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會議記錄 

時    間：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14:00~19：00 
地    點：臺北市仁愛路一段 1號 台大基礎醫學大樓 1536 會議室 

主    席：巢志成 

榮譽會長：王秋森  洪益夫  鄭福田  鄭曼婷  蔡春進 李崇德 

理    事：龍世俊、米孝萱、李經民、林銳敏、袁中新、巢志成、簡弘民、李芝珊、

林能暉、陳瑞仁、周崇光、白曛綾、李壽南、蔡朋枝、楊錫賢 

監    事：呂世源、余榮彬、陳友剛、盧重興、陳志傑 

列    席：張幼珍、李文智、郭泰麟、李崇德 

請    假：米孝萱、李經民、陳瑞仁、周崇光、白曛綾、蔡朋枝、楊錫賢、李文智 

議    程： 

 

◎     會長報告 
 非常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與會，今天將討論的事項非常多。承蒙大家的熱愛讓

我有機會為大家服務，之前我曾說我有三個願望，第一個就是將 AAQR 提升到國

際化，第二個就是加強產學合作，還請郭博士全力配合。氣膠學會需要與產業

界互動才會有新的生命。延伸到第三點，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輕學者參與。所

以一開始我就希望秘書長及會刊編輯委員會能由較年輕者負責，藉由新血的注

入帶來一些新氣象。 

 至於氣膠青年之旅則稍後由袁中新教授報告。 

 今天的重點則是在年會及研討會的討論，以及經費申請的部分。 

 

◎     祕書長報告 

 秘書處未來工作規劃(目前已知工作) 

i. 準備內政部工作報告–工作表格大致填妥，附件大致備齊，部分資料

仍須補齊，需要相關人士提供資料，三月三十一日前一定會寄出。報

告內容會將過去一年所做的工作都整理進去，例如 IAC 的籌備及會議

期間的成就、氣膠青年之旅、及去年年底首次發刊的英文會訊等。 
ii. 學會網頁內容更新：目前主要是在英文網頁更新的部分。由於到今年

學會已邁入第十年，希望能出年刊並將過去十年的歷史資料重整做個

回顧。另外去年年底出的英文會訊，也已將實驗室、研究人員及新會

員的介紹部份，製作成 PDF 檔放到網頁上，有系統的呈現。 
iii. 根據前任秘書長建議，重新評估氣膠會訊內容，新增英文版：在參考

其他專業學會的會訊後，於去年 12 月 25 日所出的會訊即是大膽嘗試

的結果。期許能做的比 AAAR 好。至於主編龍世俊教授，則將利用十

天的時間將中英文版完成 (龍世俊 教授報告) 
iv. 氣膠專業工具書規劃工作書 (前兩任秘書長建議)：已請王秋森教授替

Aerosol 定義，並請前兩任的秘書掌提供寶貴建議，已放入開會資料



中大家可一起來討論。 
v. 學會成立第十年相關慶祝活動規劃：秘書處準備將過去十年的資料檔

案作一些歷史性的回顧。 
vi. 學會活動籌備 

a. 2003 年氣膠青年之旅規劃 (袁中新 教授報告) 
b. 2003 氣膠研討會 (林銳敏 教授報告) 

vii. 年刊規劃包括 CAART in history 資料蒐集 
viii. 會員統計數字：目前會員約有 338 位，其中團體會員 28 位。希望能

再擴充會員人數，增加團體會員。 

◎     財務長報告 

 學會財務報告 (蘇素慧 助理報告)：見所附資料，有去年度學會的資產負債表、

收支決算及預算表。 
 由於學會經費有限，所以在推動活動時，贊助款方面的籌措應努力爭取。 
 今年的預算部份，希望今年研討會能多找一些贊助廠商。 

◎  各工作委員會主委報告 

一、產學合作委員會主委郭泰麟報告： 

 關於產學合作部份，藉由問卷先從學會的教授開始，將大家的專長、目前從事

的研究項目、以前做過的國科會或勞委會的計畫做個調查，目前已有部分回覆，

希望這項調查繼續進行。期望藉此了解目前有哪些研究項目。能找產業一起合

作。填問卷時亦可加入各位期待合作的業界型態。 

 至於在應用材料方面，會員有這部分專長者，待問卷資料整理好之後，再邀請

廠商做進一步的產學合作探討。 

 問卷中，專長項目有要做技術移轉者，亦可特別提出。問卷資料將每週作更新。 

 

二、會員委員會主委林銳敏報告： 

 會員部份： 

（1） 

i. 希望秘書處提供會員名單及過去繳費的狀況，除了年費催繳外亦可藉此

更新增加會員。 

ii. 靠新活動的宣導，再增加一些新的基礎會員，同時針對新會員盡量留下

永久的聯絡地址，以免會員失聯。 

iii.目前的產官方面的團體會員人數仍少於學研方面，故針對這不足的部 分

將多加宣導。並考慮製作介紹氣膠學會的摺頁，以便在邀請團體會員參

加會議時能對學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2）、建議事項 

i. 針對現有會員作分佈的統計，包括就讀科系、分佈地區及專長，可放在



會訊中以利了解會員的背景資料。 

  

 年會及研討會部分： 

（1）、附件內容報告： 

i. 可參考所附資料。建議 2003 年學會的年會及第十屆氣膠研討會的籌備委

員由各理監事委員擔任，總幹事則由林銳敏教授擔任，至於籌備委員會

之會議也同時於理監事會議時召開。 

ii. 年會及研討會的日期，根據以往各型會議開會的日期，暫定今年的 12、

13 兩日舉行。 

iii. 作業期程部分可參看第三頁表一部分 

iv. 年會及研討會的資料部分，建議今年不同以往只製作摘要紙本，論文則

全數放入光碟片中。如此可節省一些印刷費。 

v. 經費預估可參看表二。因與財務長要求有一些出入，需要作修正。在經

費贊助的部分會先準備簡單的計畫書，列出名單，請秘書處製作函文發

出。 

vi. 委託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辦理此次年會及研討會。將彙整核銷單據請財務

長核銷。 

vii. 研討會論文的議題方面，與以往沒有太大差別，增加一項奈米微粒。建

議再增加奈米微粒風險評估。 

viii. 在報名費收費部分，除會員部份比兩年前約略增加一些外，學生部份未

增加。 

ix. 其他參看所附資料。 

 

（2）、年會及研討會建議事項： 

i.  將對王秋森教授致意，及學會成立第十年相關慶祝活動放入附表年會  
  的議程中。並請王秋森教授於年會時作專題演講。 
ii.  凡論文報告者須經過報名程序。 
iii.  晚宴費用併入報名費中。學生的報名費則分會員及非會員兩種 
iv.  論文摘要集(紙本)改採半頁 
v.  研討會投稿論文議題部份分氣膠議題及空氣污染控制及危害物質兩  
  大列。其中部分議題如氣膠健康效應改為氣膠健康效應及風險評估、  
  PM25 及 PM10 改為生物氣膠 

 

三、論文獎委員會主委李崇德報告：(秋森獎等) 

 因去年秋森獎只有一位提出申請，且因逢國際研討會，故在王秋森教授的認可

下決定是否延到今年一併辦理。希望有資格者，在今年的期限內多多提出申請。

申請辦法及資格可上網查詢。 

 會長：建議在座者多多推薦。 

   



四、會刊編輯委員會主委龍世俊報告：(CAART Newsletter 工作報告) 

 上期第三十期會刊是以英文出刊，感謝秘書長在技術層面的協助 

 但從本期開始為兼顧學生會員，將分別發行中英文版，預定出刊日為三月二十

五日。本期尚缺實驗室介紹。本期內容將有秋森獎的介紹及研討會的開會預告。 

 2003 年及 2004 年的邀稿名單已擬出，見附件。但仍須大家多提供可介紹的名

單。 

 希望在會訊的「交流園地」中加入一些有關會員統計方面的資料。 

 將於 calendar 中加入國際上氣膠重要的會議資訊，希望在座者多多提供資料。 

 

（建議）： 

 可提供永久團體會員免費廣告宣傳作為一項服務，但文稿由會員提供。 

 於會訊中介紹產業動態，並請米孝萱教授繼續提供有關「book review」的資

訊。 

 於會訊中加入下期的預告。 

 

五、學刊編輯委員會主委李文智：  

 目前學刊編輯委員會現階段主要工作是編輯 AAQR 的三個 ISSUE，預定今年的六

月三十日出刊。目前已有六篇論文送審中，一篇已經接受，另有三篇的作者答

應在三月底前送編輯委員會審查。有信心如期出刊。 

 

六、長程規劃委員會主委袁中新：  

 氣膠青年之旅草案說明（見附件） 

1. 時間預定七月底舉行，行程為三天兩夜。研習地點暫定高雄、台南、屏東，

參加對象為學生。費用部分參照去年並稍作調整。 

2.  可藉 E-MAIL 預告會員該項活動。 

 

（建議）：印製大型海報。 

 

 長程規劃（草案）見附件 

（建議）：組織章程僅做原則性的修改、各委員提供該委員會的組織章程 

 

◎     討論事項 

1. AAQR 期刊國際化部署與推展：（會長報告） 
 見附件（E-MAIL）。目標是變成 SEI。 
 目前最大問題是稿源的爭取。 
 暫定今年 12 月及明年的 6 月出刊，初期是一年兩期，之後是一年四期。 

（建議）：以蔡教授、王教授及李教授等三人之名義邀稿。 

 



2. 學會成立第十年相關慶祝活動規劃： 
 決定今年 2003 氣膠研討會上同時舉辦慶祝活動。 
 

3. 氣膠專業工具書規劃（張幼珍報告） 
 見附件。 
 初期先出中英文對照版本。可加入基本定義、補充說明。 

（建議）會長：先預估出書經費 
 

4. International Aerosol Fellow Award Committee 推薦本會人選（張幼珍報告） 
 見附件。 

（建議）推薦蔡教授。 

 

5. 各工作委員會之英文名稱之確定（張幼珍報告） 
 見附件。 
 建議會員的資料中加入英文名字。 
 

◎ 臨時動議 
 （建議）： 

林能暉教授：建議學會成立第十年相關慶祝活動規劃、學會對王秋森教授自台

大退休的相關活動等討論事項先由秘書處統一規劃，製作簡單的

提案，於七、八月期間再加開一次理監事會議討論。 

決      議：責成秘書處處理。 

◎ 散會 

 
氣膠學會秘書長: 張幼珍  電話：03-4638800 轉 571 或傳真 03-4559373 
氣膠學會助理：江佳芸  (E-mail:s897339@mail.yzu.edu.tw, 手機:0939813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