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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十五屆理監事及各委員會委員即將任期屆滿。對於全體理監事及委

員會委員，於過去兩年義務性為學會服務，謹在此向他們致上十二萬分的

謝意。學會的發展需要各位會員先進熱心地參與。

第十六屆台灣氣膠研究學會第一次會員大會將進行理監事選舉，各位會員

可隨時與學會聯繫更新會籍資料，以造具名冊。



空氣污染已成為許多國家與民眾關注的議題。許多

文獻指出PM2.5 (細懸浮微粒)會對人體造成長期和短

期的健康影響，因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W H O )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於2013年將室外空氣污染物及PM2.5列為第一

級致癌物 (IARC-WHO, 2013)。為了改善空氣品質

及維護國人身體健康，在環保署、各縣巿環保局及

全國各界努力之下，我國PM2.5的全國年平均濃度自

2013年至2021年間已從28.3降至14.5 μg/m3，更期

望在2025年能夠達到年平均標準15 μg/m3。另外，

由汽機車、石化業、許多工業及生物源排放的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

也是常見的空氣污染物之一。 VOC和NOx的大氣光

化學反應，為產生O3及二次PM2.5的主要來源，導致

各種環境及健康危害，在189種有害空氣污染物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HAPs)約有70%為V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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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評論
低成本空氣感測器的校正及準確性

蔡春進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環工所講座教授



物種包含醛類、醇類及芳香烴類等 (USEPA, 1996)。

以往VOC和PM2.5的空氣品質都是用標準儀器量測，

測值也較為精確，和其他空品儀器構成法規用的空

氣品質監測網，但因為其成本較高、體積龐大且需

裝設在控制溫溼度的固定站房中，因而無法進行廣

泛的布點。相較之下，低成本空氣感測器成本低廉

且尺寸較小，可大量佈置以填補法規監測站在空間

及時間上的不足，加上物聯網的即時資訊公布，能

在數分鐘之內顯示監測數據的空氣感測器，確實已

影響了台灣及全球大氣環境污染物的測量方式。

由即時環境監測、大數據資訊及物聯網等跨領域技

術可以結合形成「環境物聯網」 (Environmental

Internet of Things, IoT)。我國環保署從2016年開

始與縣市環保局合作智慧城鄉感測器試辦計畫，

2017到2019年與17縣市環保局合作推動並全面建置

空氣感測器，現今已布建超過10,000台空氣感測器，

主要輔助各縣市環保局作空品監測及污染熱區追蹤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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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光學式PM2.5感測器的原廠數值都有高估現象，

主因為大氣環境中PM2.5濃度及相對濕度(Relative

Humidity, RH)的影響，導致準確性差。本團隊利用

在不同空品測站上，設置超過1年3款PM2.5感測器

(PTS--Plantower PMS5003、SSS--Sensirion

SPS30 及HWS--Honeywell HPMA115S0)的原始數

據 (未經布建廠商校正之數據 )與參考儀器BAM-

1 0 2 0 (貝他計 )測值比對，進一步發展線性迴歸

(Linear Regression, LR)、多變數迴歸(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LR)及非線性迴歸(Non Linear

Regression, NLR)校正模式並驗證。以小時平均的

PM2.5濃度及RH當作參數，經NLR校正後，平均正規

化偏差(Mean normalized biases, MNB)可大幅降

低至±10% (原為-44.57~+43.90%)，平均正規化誤

差(Mean normalized errors, MNE)可大幅降至29%

內(原為40.00~61.03%)，且不同感測器各使用同一

個迴歸式，可以用於校準不同地點的感測器測值，

如圖一和二所示，且NLR均較LR和MLR結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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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PMS5003感測器測值用不同校正方法結果，
PM2.5小時平均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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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SPS30和HPMA115S0感測器測值用不同
校正方法結果， PM2.5小時平均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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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4小時平均結果，校正後的統計量化指標方面，
如圖三所示，三種PM2.5感測器的原廠數據經過
NLR校正後，MNB與MNE分別在±13%與19%
內，且各項量化指標均比LR及MLR佳。因此校正
後 的 PM2.5 感 測 器 測 值 可 符 合 教 育 與 資 訊
(MNE<50%)、熱點識別與污染鑑識、個人暴露監測
(MNE<30%)及補充監測網等級(MNE<20%)，將
來PM2.5感測器可作為空品測站的補充監測之用。
此研究成果已於 2021 年刊登在 SCI 國際期刊
Journal of Aerosol Science, 157:105829

(https://doi.org/10.1016/j.jaerosci.2021.10
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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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不同感測器在全濃度範圍內於校正前後的
統計量化指標結果，PM2.5 24小時平均濃度。



目前我國布建的空氣感測器多數都有增設有金屬氧化

半導體式(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MOS) VOC

感測器，但輸出的原廠測值都明顯高估，且精密性差

有約30%的感測器需經篩選汰除。本團隊利用3個空

品測站的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on-methane 

hydrocarbons, NMHC)的測值比對設置超過10個月

以上多台Sensirion SGP30 MOS VOC感測器的原始

數據，發現其測值均嚴重高估，經LR及MLR校正後，

數據品質已大幅改善，且以MLR最佳，其校正後

MNB與MNE分別在±27%與42%內，如圖四所示。

在>100ppbv區間經MLR校正後顯示，小時平均VOC

測值的MNB與MNE分別在±19%與27%內，符合熱

點識別與污染鑑識和個人暴露監測(MNE<30%)應用

等級。此研究也以光化測站測值比對及校正感測器的

HAPs，包括例如苯、乙苯、甲苯和二甲苯(BETX)等，

如校正後感測器的苯測值MNB及MNE可分別大幅降

低至±14%與20%內，如圖五所示。未來可用BETX物

種間的比值做來源鑑別監測區域屬工業或移動污染貢

獻推估使用。此研究成果正在投稿中。最後本團隊希

望透過本研究成果可以提升我國空氣感測器的數據品

質，有效找出污染熱區並進行改善；也讓國人容易透

過網站、手機APP軟體等資訊揭露，瞭解不同生活環

境的即時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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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忠明(ZM)、新竹(HC)及臺南(TN)三測站VOC感測器小時平
均測值經LR與MLR校正前後比較(投稿中)。

圖五、SGP30 MOS VOC感測器苯測值時間序列校正後結果(投稿
中)。



專欄作者介紹

蔡春進講座教授

畢業於臺灣大學機械系，
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機械
系的微粒實驗室完成碩士
及博士學位。於1990 年
加入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
究所，在過去近32年間在
陽明交大建立了奈米微粒
及空氣品質實驗室，從事、
PM2.5及氣膠採樣分析儀
器、空氣污染控制技術及
空氣品質的相關研究，研
究成果有低臭氧靜電集塵
控制技術、高效率酸鹼洗
滌技術、溼式靜電集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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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PM2.5檢測技術、 PM2.5酸鹼前趨氣體、水溶
性離子自動監測技術及微粒分徑採樣技術等，將氣
膠技術成功地應用於空氣污染監測及控制設備的改
善。除了創新學術研究外，已獲國內外多項專利及
技轉成效，對本國環保產業技術水準的提升有貢獻。
2016 年起成立科技部” PM2.5及奈米微粒監測與控
制技術聯盟”(pm2 5 . n y c u . e d u . t w )及2 0 1 8



專欄作者介紹

年成立社團法人” 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
會”(pmca.tw)， 結合產官學研的力量協助空污環
保業者提升技術，並擴大國內外巿場，協助本國產
業降低PM2.5 的排放及改善PM2.5空氣品質。

蔡春進講座教授與國內學者共同創辦國際期刊AAQR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aaqr.org,
2001)，曾擔任共同主編和主編11 年，及現任編輯
10 年。其個人曾獲中工會工程論文獎(2022)、環工
學會學術論文獎(2022)、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奬
(2021)、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三次 (2016、2012、
2004)、特約研究計畫、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及國家發
明獎等獎項。由於在研究、技術發展和教育及服務
上的傑出貢獻，因而獲得國際氣膠研究學會會士獎
(2006)、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士(2012) 、亞洲氣膠
研究學會學士(2015)及科技部學術研究獎(2022)等
獎項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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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欄撰寫由蔡春進講座教授及其研究團隊成員:博
士生洪廣華先生及碩士生鄭閎文先生協助提供。



業界專家
思維公司江嘉凌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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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談的江嘉凌總經理，2006年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環境
醫學研究所，並攻讀逢甲大學環工博士班，曾經投入醫
院環安作業，績效優異並且獲得2次「優良環境保護專責
人員獎」，由前總統李登輝親自接見及頒獎。曾擔任弘
光科技大學、勤益科技大學、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兼任講
師，但為了自己的理想與抱負，後續轉而投入環保顧問
業，為求於專業領域持續精進，於工作期間考取溫室氣
體盤查與減量內部查證人員、碳資產管理師崗位能力証
書、甲級勞工衛生管理師、甲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乙
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乙級廢（污）水處理技術員、
乙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等環工及勞安相關
證照合計28張。環保領域不斷在進步，江總經理瞭解
「一切在演變」的宇宙真理，投入環保領域的第一項工
作，便是以研發、創新、應用為工作基礎，激起許多創
意及想法，「揮發性有機物監測採樣設備」、「霧霾空
氣品質數位旗顯示裝置」及「霧霾空氣品質數位旗顯示
系統」、「空氣淨化仿真樹」、「餐飲環境監測系統」、
「用於監控廣域環境品質之系統、應用平台及其取樣裝
置」等專利便孕育而生。江總經理長期關注氣膠學會及
學會所辦理之各項研討會，於會議當中教學相長，相互
請益，進而提升在環境領域相關應用及發展。



思維公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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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很多單位來稽查我，我也想去稽查別人」這是江

總經理離開醫院工作的第一個想法，思維環境科技有限

公司的成立，就是在如此簡單的起心動念下誕生。「環

保法規是死的，稽查手段是活的」，為了能在環保稽查

作業中獲得充分證據、提升績效，帶領主管啟發靈感，

從怠速監測儀及紅外線攔查系統等設備應用於移動源管

制工作，之後投入更多心力於物聯網技術研發與科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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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一套自動採樣監測設備，結合物聯網的科技設備

便在2013年產生，自此之後開始協助環保機關以「科技

執法智慧稽查」為工作核心，包含研發雲端車牌辨識、

霧霾空品數位旗、以米代金自動販賣機、空拍機稽查、

餐飲監控設備、空品感測器多元應用、廚餘溫度監控等，

江總經理強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好的稽

查工具，掌握即時的證據，才能做出好的成績。思維公

司不止步於此，投入空品感測物聯網，也跨足AI科技的

應用，網羅各方專業人才，對於客戶從工作發想至成果

發酵具有周全服務，同時跟隨時事與科技發展，提出嶄

新想法及精進做法，於業界中強化公司競爭力。思維公

司工作型態不斷轉變，唯有不變的是「持續精進創新」

的信念，成為環保顧問界獨特的存在。



主要服務項目

◆ 環境管理規劃與推動
◆ 環境資訊的建立與應用
◆ 專案資訊系統開發與應用
◆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程規劃、設計與管理
◆ 廢水、空氣污染、廢棄物處理（含減量資源化）規劃與設計
◆ 環保污染防制相關問題諮詢服務
◆ 環境教育相關問題諮詢服務
◆ 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相關問題諮詢服務
◆ 廢棄物處理、回收、應用相關問題諮詢服務
◆ 各項宣導及形象改造策略規劃與執行
◆ 空品微型感測器及AI物聯網策略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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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人才多方發展 AI科技轉型

思維創立17年來，以「主動、學習、卓越、團隊」

為創立理念，同時建立公司即為家庭的理念，大家

於工作上培養手足之情互相協助與包容，促使思維

公司更多元發展，目前已成立環保專案、公關行銷、

技術研發、國際事務、AI資訊等部門，於跨部門合

作，尊重各自領域人才激發出創新想法。對於客戶

從工作發想至成果展現具有周全服務，同時跟在科

技發展的浪尖上，提出嶄新想法及精進做法，受到

空品感測物聯網的啟發，導入AI科技應用，但AI的

應用在環保領域似乎是陌生的課題，沒有太多前例

可循，不過進一步分析，導入AI的應用可以降低勞

務密集的工作，提升單位時間內的工作績效，重要

的是要能解決地方環保機關環境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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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空品感測器的推動

自2013年起開發揮發性自動採樣設備並取得專利後，

陸續於2016至2020年期間陸續發表空品相關論文，

於2019年正式投入空氣品質物聯網領域，並且與經

昌科技團隊合作推動國產感測器，其核心PM2.5感測

元件由工研院開發並技術轉移，打造「真」國產空

品感測器，從苗栗縣先行布建500台，到目前新竹市、

臺中市、彰化縣、嘉義縣等縣市也投入使用國產化

感測器，從感測器布建到後續數據應用分析，協助

整合污染熱區及輔助稽查工作，成為國內最大空品

感測器維運商，並且秉持依照各縣市不同樣態，協

助各地方之現況進行資訊提供，妥善運用大數據幫

助各縣市環保局解決空氣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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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實績

於2020年在苗栗縣環保局大力支持下，透過國產感

測器的布建後，於苗栗市查獲瓦斯外洩案件，有效

遏止災害發生，證明感測器於實際應用上對於環境

治理具有莫大功效，2021年起陸續協助承接縣市運

用感測器數據進行分析，同時提供稽查人員蒐證資

訊，屢破獲工廠污染情況，於環保署獎勵措施考核

智慧執法及環境治理等應用指標獲得佳績，藉此以

落實布建空品微型感測器之初衷與目的。2022年協

助臺中市參與「2022全球智慧50大奬（Smart 50

Awards ）」，以「 Taichung City Air Quality

Internet of Things Develo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臺中市精進空品感測器物聯

網發展計畫)」及「Application of AI recognition

system to detect highly polluting scooters in

Taichung City (臺中市機車污染AI辨識系統)」參賽，

於近200件作品中，所參加2項皆榮獲全球智慧50大

獎，成功爭取國際認證智慧城市的殊榮，Smart 50

Awards不只是獲獎，更是走出臺灣、讓世界看見臺

灣，「堅持做對環境有幫助的事情」，有朝一日仍

可以被世界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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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願景

思維公司規劃與行政院民生公共物聯網共同將國產

空品感測物聯網推向國際，期許成為「空品國家

隊」，將於國內所建模之成果及服務，協助國際改

善空污問題及應用於環境治理，從執行者到受眾者，

藉由角色的轉換上思考須如何執行可以有效達到短

期性的治標、長期性的治本，可以改善受眾觀感亦

可以解決空氣污染問題，未來將持續秉持「人才多

方位發展，科技轉型不懈怠」的理念持續於環境保

護的產業持續努力，同時傳達「學而不厭」的理念，

更隨社會時事的演進，保有熱忱及熱血的態度，維

持高服務熱誠的團隊，期許成為客戶最佳幕僚，發

揮顧問業本質精神，提供最周全的策略及服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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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2019

2020

• 應用感測器意外查獲瓦斯外洩

• 民生公共物聯網及科教館邀請參展

• 取得動態校正專利

• 發表3篇研討會論文

• 開發機車AI判煙系統

• 取得「餐飲環境監測系統」專利

• 發表「以大型場域模擬風速及雨量對懸浮微

粒削減率之研究」研討會論文

• 投入空品感測物聯網領域

• 感測器戰情中心系統優化

• 開發廚餘溫度監控系統

• 取得雲端巡檢專利

• 發表「應用空污感測物聯網評估臺中市高溫風險區域」論文

• 參賽Smart 50 Awards以「空品戰情中心」及「機車AI判煙」

2項主題雙雙獲獎



2013

2016

2018

2014

2015

• 取得「霧霾空氣品質數位旗顯示裝置、霧霾空氣品質數位旗顯示

系統」專利

• 發表「PM2.5微型監測器量測民俗活動燃放鞭炮之評估-以2016年大甲

媽處遶境為例」論文海報

• 發表「建立空氣品質數位旗裝置及顯示系統-以臺中空品測站為例」研

討會論文

• 取得「用於監控廣域環境品質之系統、應用平台及其取樣裝置」專利

• 2014年申請「揮發性有機物自動採樣設備」專利

• 2015年取得「揮發性有機物自動採樣設備」專利

• 揮發性有機物自動採樣設備開發完成



This book provides a synthesis for using IoT for indoor air quality

assessment. It will help upcoming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the gaps in

the literature while identifying th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healthy living space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book provides

insights about integrating IoT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design smart

buildings with enhanced air quality. Consequently, this book aims to

present future scope for carrying out potential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is

domai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s proven as the

most revolutionizing invention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and design.

This technology has wide scope in automation and real-time monitoring.

Indoor air quality assessmen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pplications

of IoT which hel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nd healthy living

spaces. Numerous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air quality

assessment to ensure enhanced public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

combination of sensors, microcontroller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an be used to handle the massive amount of field data to

access the condition of building ai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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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covers how Internet of Things (IoT) has a role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our communities. The author shows how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ecosystem promoting impactful solutions-oriented science can

help citizenry,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in order to make informed, socially-responsible, science-

based decisions. Accordingly, he shows how communities can address

complex, interconnected socio-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is book

addresses the key inter-related challenges in areas such as the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mining, energy, agro-economic, water, and

forestry that are lim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society -- each of these challenges are tied back to IoT based solutions.

Presents research into sustainable IoT with respect to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sensing, and systems.

Provides coverage of IoT technologies in sustainability, health,

agriculture, climate change, mining, energy, water management, and

forestry.

Relevant for academics, researchers, policy makers, city planners and

managers, technicians, and industry professionals in IoT and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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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物聯網
（Environmental Internet of Things, IoT）:
為物聯網為使用感測器收集數據，再由網際網路傳遞、交換數

據，利用雲端整合、分析數據，進而採取行動的系統。而將物

聯網技術應用於環境監測（如空氣品質、水質、噪音等）則稱

作環境物聯網。藉由大量布建微型感測器，收集高時空解析度

的即時環境資料數據。經網路上傳資料到網路平台，經處理分

析後，最後可利用平台展示環境監測數據。近年開始加入人工

智慧增進對收集到的巨量資料的預測。

使用環境物聯網監控環境品質，可更有效對異常高污染事件進

行預警與應變，掌握污染熱區分布，及追蹤分析污染傳輸路徑。

而公開環境物聯網的監測數據，可讓民眾更瞭解生活區域的環

境現況。除大範圍的環境監測外，環境物聯網也可應用於室內

生活空間，特別是空氣品質監測，在室內空氣品質惡化時可即

時採取行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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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議日期重要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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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Date 會議名稱Conferences
會議地點
Location

June 12-16, 2022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2021

https://conference.gigvvy.com/aac

2021

Taipei, Taiwan

June 13, 2022

2022 Cross-Strait Forum on 

Aeros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海峽兩岸氣膠科學及技術論壇
http://www.taar.org.tw/conference/

20220613

Taipei, Taiwan

Beijing, China

SEP 4-9, 2022

11th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IAC 2022)

https://iac2022.gr/

Athens, Greece

SEP 2, 2022 

(tentative date)

第十六屆台灣氣膠研究學會第一次
會員大會
The 16th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 Association for Aerosol 

Research

Taipei,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