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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欄

• 本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已於2018

年6月2日在國立交通大學召開。

• 第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已於
2018年9月14日在國立成功大學
召開，並完成第十四屆會長、副
會長及理監事選舉。

• 2018年本會年會暨氣膠科技研討
會由國立成功大學主辦，於9月14

日至9月15日在國立成功大學舉辦
為期二天之會議。

• AAQR Impact Factor: 2.589

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順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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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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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別 姓名 現職

理事長 林文印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常務
理事

蔡朋枝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
究所特聘教授

常務
理事

蔡瀛逸
嘉南藥理大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教授

常務
理事

王琳麒
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空間資
訊系暨營建工程研究所教授

常務
理事

王雅玢
中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理事 史順益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理事 林聖倫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及空間資訊系副教授

理事 林龍富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理事 紀凱獻
國立陽明大學
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
副教授

理事 席行正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理事 張艮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特聘教授兼任主任秘書

職別 姓名 現職

理事 張章堂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理事 郭益銘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

理事 陳裕政
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理事 蕭大智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副教授

候補
理事

林淵淙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所長兼新興
污染物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候補
理事

林明彥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
究所助理教授

候補
理事

陳王琨
景文科技大學
環境科技與物業管理系

常務
監事

余榮彬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總經理

監事 趙浩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監事 謝連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監事 黃國林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監事 簡弘民
傑智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副總經理



第十四屆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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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別 姓名 現職

理事長 林文印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第一副會長 蔡朋枝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第二副會長 蔡瀛逸
嘉南藥理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秘書長 楊禮豪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副教授

第一副秘書長 蕭大智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副教授

第二副秘書長 林聖倫
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及空間資訊系副教授

財務長 許桂榮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暨大氣物理所副教授

長程規劃委員會
主任委員

白曛綾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學刊諮詢委員會
主任委員

李文智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獎章委員會
主任委員

李崇德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國際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春進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講座教授

海峽兩岸交流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章堂
國立宜蘭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產學合作推廣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朋枝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東南亞交流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瀛逸
嘉南藥理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教授



2018第25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成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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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 蔡朋枝特聘教授、林明彥副教授

1. 研討會緣起與目的

第25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暨細懸浮微粒(PM2.5)管制與能見度改善研討
會，由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成功大學工業衛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共同
舉辦。此研討會將提供國內外產官學界氣膠相關領域交流之平台。台灣氣
膠研究學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Aerosol Research, TA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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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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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氣膠基礎及
應用研究之水準，促進環境保護和人體健康為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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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
集結氣膠科技及空氣污染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經過了十八年的努力從無
到有，已成為一個台灣本土凝聚力極強之國際性氣膠科技組織。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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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環境工程、環境醫學、工業衛生、
勞工安全、職業安全、化學工程、材料工程、氣象科學、能源科技等專家
學者、政府相關部門人員、研究單位人員參與此次盛會。

2. 研討會籌備流程
研討會論文摘要於2018年05月01日開放網路徵稿，論文摘要投稿於08月

17日截止，投稿論文接受函於09月01日以電子郵件告知，研討會舉辦日期
為09月14日至15日，為期兩日於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辦，第25屆國
際氣膠科技研討會徵稿部分分為下列12項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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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膠與能見度
 氣膠暴露評估
 氣膠與氣候效應
 氣膠與人體健康
 大氣氣膠與遙測
 生物氣膠

 排放源氣膠之特性研究
 PM2.5管制策略與源解析
 空氣污染物之控制策略與技術
 室內空氣品質
 氣膠監測與評估
 其他氣膠、溫室氣體及空氣品

質相關研究

本研討會共計134篇論文投稿，
包含口頭報告96篇、海報展示38
篇，以及邀請貴賓講座共5篇，主
講人包含氣膠研究學會張木彬會
長、國外學者、國內企業之專家
學者等，本研討會額外安排全英
文報告之場次，以利來自世界各
國與會人士間良好的交流。
參展廠商包含增誠科技有限公

司、精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睿
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宸昶企業
有限公司、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
司、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遠
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耘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LASS-開源公益環
境感測網路、台灣賽默飛世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陸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
展協會、章嘉企業有限公司，共
14家廠商參展，參展地點為一樓
多功能廳及位於地下室之演講室
旁。研討會午餐安排於會議場地
三樓之教室，晚宴於台南大飯店，
為期兩日研討會共有3場茶點時間，
飲料、咖啡無限量供應，茶點地
點與參展地點及海報展示處同處。

研討會其工作人員共27位，負
責人員報到、貴賓接待、會場動
線指引、時間控制等項目。
本次研討會開幕典禮於成功廳

舉行，由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衛生
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蔡朋枝特
聘教授主持，邀請台灣氣膠研究
學會張木彬會長、國立成功大學
主任秘書李俊璋特聘教授以及環
保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吳盛忠處長致詞，期勉研討會能
圓滿成功。開幕典禮後，於成功
廳連續進行三場專題演講，邀請
到氣膠研究學會張木彬會長為研
討會帶來豐泰講座，題目為
『Occurrence and Emission Re-

duction of PCDD/Fs』，接下來第
二場為來自德國之講者：Christof

Asbach 教 授 ， 其 演 講 題 目 為
『Assessment of personal expo-

sure to airborne nanomaterials』，
上午最後一場邀請到來自美國之
學者：Andrey Khlystov教授，其
演 講 題 目 為 『 Light-absorbing

organic carbon in biomass-

burning aerosols, its properties

and trans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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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下午為環保署能見度改
善論壇之報告，於第一演講室舉
行，邀請到4位傑出於氣膠與能見
度關係研究領域上之教授及民間
團體，帶來一場約20分鐘之報告。
首先由國立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
衛生研究所紀凱獻副教授進行演
講，講題為『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in PM2.5

from Coal Combustion Sources:

Exposure Risk Assessment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第二位
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
管理研究所林文印教授，其演講
題目為『大氣懸浮微粒對能見度
影響之研究』；第三位為中國醫
藥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安全與
衛生學系楊禮豪副教授，其演講
題目為『台中市逐時PM2.5化學成
分對大氣消光效率之貢獻』；最
後一位演講者來自於地球公民基
金會，王敏玲副執行長，其演講
題目為『一個環境運動者對細懸
浮微粒防制與防護的思考』。最
後論壇綜合討論中，邀請到6位對
於氣膠監測、管制、健康暴露評
估其研究領域之國內資深教授擔
任與談人，包含國立交通大學環
境工程研究所蔡春進講座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蔡
朋枝特聘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職
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陳志傑
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暨大氣物理所林能暉特聘教授以
及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李
文智講座教授。

本屆秋森獎得主為正修科技大學
土木與空間資訊系暨營建工程研
究所林聖倫副教授，由榮譽會長
王秋森會長表彰林聖倫副教授對
空氣污染防制與氣膠控制技術之
研究具有創意的貢獻，安排於台
南大飯店舉辦歡迎晚宴，邀請國
立成功大學管絃樂樂團替晚宴現
場演奏音樂，晚宴將台南特色小
吃搬上宴會桌並選擇合菜之用餐
方式，國內外專家學者齊聚一桌，
享用美食同時也以輕鬆聊天之方
式進行研究交流，並於用餐中頒
發廠商感謝狀，感謝各家廠商之
經費贊助。

研討會於第二天上午邀請到台
電企業劉源隆處長演講，其演講
題目分別為『空氣汙染防制策略
與技術發展』以及第二位演講者
為台塑企業王信凱博士，其演講
題目分別為『六輕空業園區空汙
減量與空品監測執行情形』，發
表空氣品質管制策略執行成果，
邀請國內環保局等相關專家學者
共同參與並探討台灣空氣品質之
現況與未來管制減量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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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之議程為口頭發表場
次及學生論文競賽議程，學生論文
競賽由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之江
政傑助理教授主持，並邀請到台灣
氣膠研究學會榮譽會長王秋森會長
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
學系陳瑞仁教授擔任評審，共8位
參加學生，有兩位學生獲得第3名，
第1與第2名各一人。
研討會閉幕典禮邀請國立成功大

學校長蘇慧貞校長、台灣氣膠研究
學會會長張木彬會長致詞，亦邀請
第26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主辦單
位：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江政傑
助理教授以及新任會長林文印會長
致詞。

3.結語
本次2018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

提供產、官、學、民之學術交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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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人參加，今年口頭報告95篇，
全英文口頭約35篇。2018國際氣
膠科技研討會的舉行使得對氣膠科
技之研究與應用有興趣之學生、學
者、產業界人士、環境顧問公司人
員及政府行政單位人士齊聚，有機
會對國內外氣膠科技的發展加強認
識，並能接觸不同氣膠研究領域的
新知，也能有更多交換心得的機會，
發揮研討會舉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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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論 文 短 文 競 賽 得 獎 者 』

第一名

Filt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iltering Facepieces

作者: Yu-Lin Tseng1, Chih Wei Lin1, Sheng-Hsiu Huang1, Chih-Chieh

Chen1*

第二名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Adsorption 

onto Waste-Bamboo-Tar-Derived Beaded Activated Carbon 

作者: Yu-Ting Chen1, Ying-Pin Huang2, Hsing-Cheng Hsi1* 

第三名

LiDAR data assimilation and its impact on meteorological fields 

and PM2.5 prediction in Taiwan

作者: Lian-Jie Wang1, Chia-Hua Hsu1, Fang-Yi Cheng1, Sheng-Hsiang 

Wang1 and Shu-Chih Yang1

第三名

Air Flow patterns and the deposition of PM2.5 in a healthy and an 

asthmatic airway model during different inhalation statuses) 

作者: Justus Kavita Mutuku1 ,Wei-Hsin Chen2,3,*, Kuo-Hao Lee2, Chii-

Jong Hwang2

得獎者與評審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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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幕 典 禮

主持人: 蔡朋枝特聘教授

李俊璋主任秘書致詞 吳盛忠處長致詞

主持人: 林明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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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 請 講 座

張木彬會長-豐泰講座

Prof. Christof Asbach

Prof. Andrey Khlystov

台電-劉源隆處長

台塑-王信凱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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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宴

綜合論壇討論



彭彥彬專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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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彭彥彬 (Yen-Ping Peng)

現職：東海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副教授

學歷：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

淡江大學水資源暨環境工程學系學士

聯絡電話：04-23590121＃33609

E-mail：yppeng@thu.edu.tw 

個人網頁：http://gtar-thu.wixsite.com/gtar-1
近年研究主題：

一、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調查

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一般指「在標準狀態下
(20℃，760 mmHg)，其蒸氣壓大於0.1mmHg以上之有機化合物」。典型揮發
性有機物排放源可分為人為排放源(固定源、移動源)及自然源(生物源、非生
物源)兩大類，後學之研究主要針對人為排放源進行調查分析，建立南台灣地
區揮發性有機物之指紋資料庫，並以大氣受體模式－化學質量平衡模式
(Chemical mass balanceCMB)及主成分因子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探討可能之污染來源。

研究結果顯示高雄大氣中以甲苯濃度最高(43.36-54.49 μg m-3)，其次是異
戊烷(i-pentane)、1,2,4-三甲基苯(1,2,4-trimethylbenzene)、苯(benzene)、正
丁烷(n-butane)、丙烷(propane)及乙炔(acetylene)的濃度是10.36–17.11 μg

m-3，而其中14種鹵素類碳氫化合物(halocarbons)濃度為0.25–4.57 μg m-3。
若以有機物成分(重量百分比)來區分，則高雄市大氣中以烷類 (alkanes) 比例
最高(約佔44.8%)，其次是芳香族(aromatics)(約佔35.1%)、烯類(alkenes)(約
15.5%) 及鹵化物(約5.4%)。

以因子分析法探討造成大氣HC可能之污染族群，結果顯示在楠梓及小港站
之主要來源為移動源排放、石油/柴油排放、工業製程(如：塑膠/橡膠製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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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溶劑揮發或商業/消費排放等，並以此結果作為受體模式指紋資料優先
篩選之依據。受體模式分析結果顯示，楠梓站HC污染源在上午(07-10)及夜間
(18-21)以移動源排放比例最高，分別為46.33%及56.36%，其次為工業製程
分別為29.63%及22.37%。而下午時段 (13-16)以工業製程排放佔最高為
40.39%，其次為溶劑逸散30.61%。小港站HC污染源在上午及夜間以移動源
排放比例最高為46.19%及49.29%，其次為工業製程之23.19%及26.11%；下
午時段以溶劑揮發佔的比例38.85%最高，其次工業製程(28.95%)與移動源
(25.19%)之排放比例相當。兩站下午時段移動源對大氣中HC的貢獻比例降低，
主要是因此時段之車流量減少所致。後學在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調查之代
表性之論文如下：

1.C.H. Lai, K.S. Chen, Y.T. Ho, Y.P. Peng, Youn-Min Chou, 2005. Receptor

modeling of source contributions to atmospheric hydrocarbons in urban

Kaohsiung, Taiwa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39, 45434559. (SCI)

二、臭氧敏感物種與光化指標之調查研究(碩士論文主題)

臭氧在大氣對流層中的濃度受前驅物的排放、日照時間及大氣擴散條件等
的影響。然而，臭氧前趨物(NOx與VOC)的排放與臭氧濃度之間並非呈固定
之線性關係，亦即在某些情況下，控制NOx排放較為有效(為NOx-limited)，
某些情況下則必須減少VOC的排放(為VOC-limited)，才能有效地減低近地面
大氣中臭氧濃度。若採用了錯誤的控制策略時，不但成效有限，甚至可能導
致臭氧濃度的增加。在決定臭氧控制策略上，近來有研究學者(如Kleinman，
2000；Milford et al.，1994；Sillman，1999；Lu，1998等)提出「光化指標」
之方法：由臭氧在大氣中生成的主要反應機制，並考慮不同敏感物種之濃度
組成，以區分臭氧濃度增加或減少狀況，如此歸納出經由量測大氣中幾個相
關物種濃度之比值，便可適當地評估臭氧控制策略。這種由兩個或數個相關
物種濃度的比值(如H2O2/HNO3、O3/NOy等)，來評估臭氧控制策略的方法，
即為「光化指標方法」。

後學以實地採樣方式量測大氣中的H2O2、HNO3以及NOy等臭氧敏感性物
種，製作H2O2/ HNO3、O3/ HNO3、及O3/ NOy三種光化指標，比對相關研究
的界定比值，進而判斷高雄市(楠梓及小港)與屏東地區(屏東、潮洲)之主要臭
氧前驅物；在模式模擬方面，以光化煙霧產量模式(Smog Production Model)

模擬各採樣日之臭氧敏感性，並與光化指標之結果比對，研究探討主要的臭
氧前驅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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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高雄市(楠梓及小港)及屏東(屏東及潮洲)之H2O2平均濃度分別
為1.76/1.79 ppbv及1.40/1.76 ppbv；HNO3平均濃度則分別為6.11/7.79及
3.78/4.92 ppbv。應用H2O2/ HNO3、O3/ HNO3、及O3/ NOy三種光化指標
判斷楠梓、小港及屏東之臭氧敏感性，在三個季節(秋、冬及春季)皆顯示為
VOC控制。潮洲在秋季及冬季是以VOC為臭氧生成之主要控制物種，但在春
季卻為NOx控制。SPM模式模擬結果與光化指標實地採樣分析結果一致，大
致可判定楠梓、小港及屏東市為VOC-limited 地區，潮州站為VOC-limited
與NOx-limited並重地區。本研究結果可提供南台灣地區臭氧管制策略擬定
之參考。在臭氧敏感物種與光化指標之調查研究之研究方向上，代表性之論
文如下：

1.Y.P. Peng, K.S. Chen, C.H. Lai, P.J. Lu, J.H. Kao, 2006. Concentrations of
H2O2 and HNO3 and O3–VOC–NOx sensitivity in ambient air in
southern Taiwa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40, 67416751.(SCI)

2.Y. P. Peng, K. S. Chen, W. C. Wang, H. K. Wang, 2023 June, 2006.
Characteristics of Gaseous Hydrogen Peroxide and Nitric Acid and
Ozone Sensitivity in Pingtung, Southern Taiwan. The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s 99th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150.

3.陳康興，彭彥彬，「高屏地區臭氧敏感物種與光化指標之調查研究」，第
九屆海峽兩岸環境保護學術研討會，2003。

三、大氣中醛酮類化合物之濃度特徵及時空分布調查分析

近年來，臭氧生成前驅物之管制主要著重於美國環保署光化測站(PAMs)所
分析之55種碳氫化合物。但大氣中仍有隸屬於揮發性有機物 (VOC)之醛酮類
化合物(Carbonyls)尚未被重視及管制，其組成特性雖僅有碳、氫及氧三個元
素，但由於醛酮類化合物具有羥基之官能基，使得此類化合物較其他類似之
化合物有較高之化學活性，故可作為氧化物 (O3及PAN等)及碳氫化合物之自
由基的前驅物。都市地區大氣中的醛酮類主要來自固定源及移動源直接排放，
並於現地進行光化反應，致使都市時常出現臭氧濃度累積之現象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981)。因此後學以LpDNPH-Cartridge及
微電腦空氣採樣器解析高雄市(楠梓及小港)大氣中醛酮類化合物之濃度特徵
及時空分布，並應用因子分析推估高雄市境內可能污染來源。



15

研究結果顯示楠梓站醛酮類化合物濃度最高者為乙醛 (27.83 μg/m3)，其次為
甲醛(5.03 μg/m3)；小港站濃度最高為乙醛(28.91 μg/m3)，其次為甲醛(6.92

μg/m3)。小港站之總Carbonyls濃度 (57.86 μg/m3)高於楠梓站 (49.74 μg/m3)。
季節性方面，楠梓站夏季與冬季濃度分別為65.42 μg/m3及25.06 μg/m3，小港
站夏季與冬季濃度分別為85.09 μg/m3及37.12 μg/m3，推估為夏季由於光化學
反應較強，導致Carbonyls濃度為最高。日變化方面，早上及晚上時段因交通
車流量較高，使得Carbonyls濃度較高。以因子分析法解析Carbonyls濃度，
推估出楠梓地區主要污染物來源為移動源 (機車、柴油車與汽車)排放及固定
源 (工業源、餐飲源與化學製程)排放；小港地區污染物貢獻來源為移動源排
放 (機車與汽車)、固定源 (工業源與餐飲源)排放及二次光氧化作用生成。本
研究之相關著作如下：

1.H. K., Wang, K. S., Chen, C. Y., Wu, Y. P., Peng, C. H., Lai, 2008.

“Investigation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yl

Compounds in the Atmosphere in Kaohsiung, Taiwan”, The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s 101th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Portland, Oregon.

2.陳康興、王信凱、彭彥彬、王文正、李翰杰，「高雄市大氣中C2  C10醛酮
類有機物濃度特徵之時空分布」，第十二屆海峽兩岸環境保護學術研討會，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高雄，台灣，2008。

四、高空臭氧之量測與模擬研究 (博士論文主題)

環保署於全國設有72座空氣品質監測站，在臭氧濃度的水平分佈方面，已
可得一完整且詳細的資料網，惟在臭氧濃度的垂直分佈方面卻尚未有例行的
量測。有鑑於垂直臭氧量測需花費相當大的人力、資源及需考慮地形、氣象
及飛航管制等條件，後學以TAPM模式模擬南台灣地區(林園測站)之垂直臭氧
時空分佈，比對相關垂直臭氧實測研究以探討模式適用性，並進一步進行
VOC減量模擬及探討南台灣地區垂直臭氧分佈特性。
地面風場及臭氧濃度模擬結果顯示，秋季南台灣沿岸之盛行風向應為西北

風，吹進陸地後則轉為西風，大陸性高壓產生之東北季風經過中央山脈形成
下沈氣流與海上吹來之西北風在高雄縣及屏東縣之山麓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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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能為造成污染物累積的原因；風速約在0.5 - 4.4 m/s之間，一般而言海上
風速皆大於內陸風速。臭氧等濃度圖顯示，高濃度臭氧多出現在高雄市及屏
東縣內之工業區等移動源及固定污染源密度高的沿海地區，林園測站最高模
擬濃度為11月25日下午14時之108 ppb。秋季TAPM模擬南台灣地面臭氧濃度
之IOA為0.91，相關係數(R)為0.83，屬高度相關，可知模擬結果之一致性良
好。春季模擬結果顯示，南台灣沿岸之盛行風向為西北風、西風及西南風，
陸地則轉為南風，模擬期間南台灣地區受到滯留鋒面的影響，風速約在0.2 -

5.8 m/s之間。臭氧等濃度圖顯示模擬地面臭氧濃度皆低(＜50 ppb)。春季
TAPM模擬南台灣地面臭氧濃度之IOA為0.77，相關係數(R)為0.78，屬高度相
關，可知模擬結果之一致性良好。

垂直臭氧濃度實測值與模擬值比較結果顯示日間之臭氧濃度實測值與模擬
值在300公尺以下臭氧濃度隨著高度上升而減少。夜間臭氧濃度在高空及地面
皆低(＜40 ppb)，實測值與模擬值皆顯示臭氧濃度隨著高度約略上升，秋季及
春季實測值與模擬值比對結果顯示R = 0.67及0.58(中度相關)，IOA = 0.66及
0.54，模擬結果堪稱良好。

高雄市與林園工業區VOC減量模擬結果顯示，若要將林園測站之臭氧濃度
減量10 %，則需對林園工業區之VOC減量20 %，或是對高雄市之VOC減量
40 %。亦即，林園工業區之VOC對當地臭氧的貢獻量較高雄市VOC高，減量
林園工業區VOC對林園測站之O3濃度降低是較有效益的，惟其減量可行性需
配合政府規劃另行評估。

以TAPM模擬2005年11月(共18日data)之垂直及地面臭氧濃度，將午夜0時
至清晨6時NBL之上的臭氧濃度( )與上午9時至下午15時之地面最大臭氧
濃度( )及行回歸分析，其關係式以線性回歸表示為

，r2 = 0.48；若以指數回歸

(exponential regression)表示則為

，r2 = 0.38，可知南台灣地區夜間高空臭氧濃度與日間地面最大臭氧濃度成
正相關。後學在本研究方向上，代表性之論文發表如下：

1.Y. P. Peng, K. S. Chen, J. C. Lou, S. W. Hwang, W. C. Wang, C. H. Lai

and M.Y. Tsai, 2008. Measurements and Mesoscale Modeling of Autumnal

Vertical Ozone Profiles in Southern Taiwan. Terr. Atmos. Ocean. Sci., Vol.

19, No. 5, 505-514. ( SCI)

aNBLC

MAXC0

866.867135.00  aNBLMAX CC

aNBLC

MAX eC 0064.0

0 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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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 P. Peng, K. S. Chen, J.C. Lou, S.W. Huang, 2629 June, 2007.

Measurements and Simulations of Surface and Upper-Level Ozone

Concentrations in Southern Taiwan. The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s 100th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137.

五、工業密集區大氣懸浮微粒特性分析

本研究於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間，在東海大學校園以微孔均勻沉積衝
擊器(MOUDI)於不同季節進行大氣懸浮微粒採樣，以對此區域之懸浮微粒組
成進行特性分析並探討其可能潛在來源。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採樣期間懸浮
微粒平均重量濃度在粗粒徑 (3.2-18 μm)、細粒徑 (0.18-3.2 μm)及超細粒徑
(<0.18 μm)分別為32.75、39.34及19.50 μg/m3。而平均PM10濃度在2016
年5月、8月、12月及2017年1月分別為83.22、73.90、123.61及44.79
μg/m3。分析大氣微粒水溶性離子成分結果顯示：NO3

-及Cl-為主要水溶性陰
離子，其平均濃度分別為3.68及3.55 μg/m3；而Na+及NH4

+為主要水溶性陽
離子，其平均濃度為7.62及3.67 μg/m3。最後針對氣象因子(風速、風向、溫
度及相對濕度)與懸浮微粒之間的關聯性進行探討。

六、眼科手術電燒過程中懸浮微粒特徵分析

本研究探討眼科手術電燒止血過程中產生之煙霧對於手術室內空氣品質之
影響。於眼科手術在with/without suction 環境下，量測手術室內空氣中不
同粒徑範圍的粒狀物濃度、粒狀物顆粒數及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和濃度。本研
究採集眼科手術電燒過程中產生之煙霧並以儀器量測分析<0.3 μm, 0.3-0.5
μm, 0.5-1.0 μm及1.0-3.0 μm等不同粒徑之煙霧顆粒數。研究結果顯示在
suction環境下，手術室內空氣粒狀物顆粒數量以細微粒最多，其尖峰值於
0.5-1 μm為112,139顆；0.3-0.5 μm次之為94,303顆；<0.3 μm再次之為
85,997顆；>1 um之顆粒數皆低於26,000顆。在without suction環境下，
手術室內空氣粒狀物顆粒數量以超細微粒(<0.3 μm)為主；其尖峰值於<0.3
μm為273,404顆；0.5-1.0 μm次之為50,948顆。suction可有效降低電燒手
術時產生煙霧顆粒數量約1.5倍。空氣粒狀物濃度量測結果與粒狀物顆粒數量
一致。在suction環境下，手術室內空氣粒狀物濃度以粗微粒 (PM4-10及
>PM10)為主；在without suction環境下，手術室內空氣粒狀物濃度以細微
粒(<PM1)為主。電燒過程中測得多種揮發性有機物，此外，量測結果顯示
CO2濃度在suction環境下超過室內空氣品質標準(10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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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膠新知

New Books on Aerosol 

Edited by Prof. Ming Yeng Lin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in Aerosol 

Spectroscopy

Ruth Signorell and Jonathan P. Reid  

May 22, 2017

This book helps you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f

aerosol spectroscopy, providing an overview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of the spectroscopy

of aerosols. It includes some resul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literature and presents a

unique link between fundamental aspects and applications

Aerosol Remote Sensing

Jacqueline Lenoble, Lorraine Remer and 

Didier Tanre

February 2013

This book gives a much needed explanation of the basic physical principles of radiative

transfer and remote sensing, and presents all the instruments and retrieval algorithms in

a homogenous manner. The contents of book provide an easy path from theory to

practical algorithms in one easily accessible volume, mak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radiative transfer and individual practical solutions to retrieve aerosol

information from remote sensing.



19 Edited by Prof. Ming Yeng Lin

Atmospheric Aerosols: Life Cycles and 

Effects on Air Quality and Climate

Claudio Tomasi, Sandro Fuzzi, Alexander 

Kokhanovsky

November, 2016

The book introduces the origin,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aerosol. This book can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role of

aerosol in scattering and absorbing short- and long-wave radiation.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Aerodynamic 

Processes and Calculations of Dust 

Emissions 

Ivan Logachev, Konstantin Logachev, Olga 

Averkova

May, 2015

This book mainly introduces the treatment of gas and aerosol in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The book also provides many example to help the reader understand. In addition,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operational energy savings were also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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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議日期

氣膠&氣膠微粒

氣膠(aerosol)指空氣(或其他氣體)與懸浮於其中的固體微粒或液滴的混合體。
其為二相系統，包含氣體相與微粒相，氣膠微粒(aerosol particles)即為氣膠
系統中的微粒相，氣膠微粒可以是固體，也可以是液體。在一般環境和作業
環境中存在著許多不同類別的氣膠微粒，譬如：粉塵、煙、薰煙、霧、煙霧
和霾。一般報章雜誌媒體資訊中俗稱的粉塵，僅是氣膠微粒種類之一，並不
能代表完整氣膠微粒之各類物化特性或其所造成的環境與健康影響。

氣膠詞彙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OCT 30 – NOV 1, 2018
WHO’s First Global Conference on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 
(http://www.who.int/airpollution/events/conference/en/)

Geneva, 

Switzerland

APR 3 – 6, 2019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rbonaceous 

Particles in the Atmosphere (ICCPA) 2019 
(https://iccpa2019.univie.ac.at/home/)

Montreux, 

Austria

APR 9 – 11, 2019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article Technology 

(PARTEC) 2019 (https://www.partec.info/)

Nuremberg, 

Germany

MAY 27 – 30, 2019
Asian Aerosol Conference (AAC) 2019
Deadline of abstract submission: December 1, 2018

(http://www.cityu.edu.hk/aac2019/index.htm)

Hong Kong, 

China

JUN 25 – 28, 2019
112th Annual Conference & Exhibition (ACE 

2019) of A&WMA (https://www.awma.org/ACE2019)

Quebec, 

Canada

JUL 28 – AUG 2, 2019
16th Annual Meeting of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AOGS 2019) 
(http://www.asiaoceania.org/aogs2019/public.asp?page=home.htm)

Singapore

AUG 25 – 30, 2019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EAC) 2019 
(https://eac2019.se/)

Gothenburg,

Sweden

AUG 30 – SEP 4, 2020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EAC) 2020
(Coming soon…)

Aachen, 

Germany

SEP 5 – 10, 2021 European Aerosol Conference (EAC) 2021
(Coming soon…)

Birmingham, 

UK

SEP 4 – 9, 2022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IAC) 2022
(Coming soon…)

Athens, 

Gree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