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 

第十三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2018年 6月 2日 11:00 – 14:00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 (新竹市大學路 1001號) 

主席：張木彬 會長 

出席理事：張木彬、王琳麒、蔡瀛逸、王雅玢、史順益、林聖倫、郭益銘、

蕭大智 

出席監事：余榮彬、黃國林、謝連德、趙浩然、楊禮豪 

請假理事：林文印、蔡朋枝、林淵淙、林龍富、陳裕政、張艮輝、席行正 

請假監事：黃國林、楊禮豪 

列席人員：蔡春進、李崇德、陳志傑、紀凱獻、林育旨、林明彥、江政傑、

林詩婉、林敏鈺 

記錄：林詩婉 

一、 主席致詞 (略) 

二、 確認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附件 1 P.5

三、 會務報告(秘書處) 

1. 107年 4月 13日由本會會長、秘書長、林明彥副秘書長及詩婉代表
學會前往行政院環保署拜訪空保處蔡宏德處長，爭取 107年度國際
氣膠科技研討會經費補助及合辦 2018細懸浮微粒(PM2.5) 管制與能
見度改善研討會等相關事宜。 

2. 107年 5月 2日由蔡副會長朋枝、秘書長、林副秘書長明彥及詩婉
代表學會前往台南市環保局拜訪，討論 107年度國際氣膠科技研討
會經費補助、地方空污改善成果發表及邀請國內學者與會等相關事

宜。 
3. 107年度秋森獎申辦方法已於本學會網頁公告及 mail通知學會會
員，預計於 7月 15日收件截止。 

四、 財務報告(財務處)附件 2 P.9 

   107年 1月 1日至 5月 31止，總收入為 1,784,653 元，總支出為
1,499,059 元，結餘 285,5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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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AQR 現況報告(AAQR)附件 3  P.18

六、 第 25屆國際氣膠科技研討會報告(成功大學 林明彥 副秘書長)附件 4 P.20

七、 2019年本會年會暨研討會，邀請中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王雅玢教授
討論規劃相關事宜。(附件 5 P.31) 

八、 提案討論 

案由一： 提請通過 2017年度工作報告。(秘書處) 
說  明：本會 2017年度工作報告如附件 6 P.42，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提請通過 2017年度財務報告(含「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

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財務處) 
說  明：2017年度財務報告書如附件 7 P.46，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 提請通過 2019年度工作計畫書。(秘書處) 
說  明：依人民團體法規定辦理，本會 2019 年度工作計畫書如附件 8 P.51，提

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 提請通過 2019年度收支預算表。(財務處) 
說  明：依人民團體法規定辦理，本會 2019 年度收支預算表如附件 9 P.53，提

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 提請討論 IAC及 AAC Board Meeting 本學會之出席代表。(秘書處) 
說  明：2015年 3月 21日第十二屆第三次聯席會議討論，建議提攜氣膠學

會 40-55歲之教授擔此大任，並由資深學者從旁協助！今年 2018
年 IAC及明年 2019年 AAC敬請討論指派代表前往(附件 10P.55案由
十二)。 

決  議：照案通過。IAC Board Meeting 由林文印副會長及蕭大智理事代表
出席；AAC Board Meeting 由林文印副會長及王琳麒常務理事代表
出席。 

 
案由六： 提議由 TAAR, AAQR 及蔡春進榮譽會長共同出資 USD$2500, 成

為 IAC  2018 supporting sponsor。(蔡春進榮譽會長) 
說  明：本學會的 AAQR 擬出版 IAC2018 的 PM sensor 特刊, 主辦單位已

初步答應。蔡春進榮譽會長提議由 TAAR, AAQR 及蔡榮譽會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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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資USD2500, 成為 IAC  2018 supporting sponsor, 其中本會出
資 750USD, AAQR 出資 750USD 及蔡榮譽會長(1000USD), 並由
TAAR列為 supporting sponsor 單位， IAC會提供二名免註冊費的
名額(約 USD1300)。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 “台灣 PM2.5 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簡稱協會) 擬和氣膠研

究學會召開 2018年度的聯合年會的開幕式。(蔡春進榮譽會長) 
說  明：協會第二次會員大會(臨時會)擬於 2018年 9月 14在台南成功大學

舉辦，為促進協會會員與 PM2.5相關產官學交流機會，擬和本學會

共同召開聯合年會的開幕式，協會的年度會員會員大會則另外在

其他場地召開，協會將負擔部份場地費及其他費用，提起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 台灣 PM2.5 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擬邀請本學會共同舉辦”

PM2.5及前驅物管制、排放減量需求與控制技術供應媒合會”。(蔡
春進榮譽會長) 

說  明：台灣 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擬於今年度(2018年)本學會的
年會前一天(9 月 13 日)，舉辦”PM2.5及前驅物管制、排放減量需

求與控制技術供應媒合會”，地點為成功大學，擬邀請本學會為

協辦單位，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 成立本學會第十四屆理監事選舉之司選委員會事宜，提請討論。(秘

書處)  
說  明：第十三屆理監事任期將於 2018年 9月屆滿，提請推舉司選委員會

主任委員，以進行第十四屆理監事選舉工作。 
決  議：由陳志傑榮譽會長擔任第十四屆理監事司選委員會主任委員。 
 
案由十： 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國參與國際會議，提請審議。(秘書處) 
說  明：為鼓勵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以利擴大

國際視野，強化研究能力，並建立國際研究交流合作關係，本學

會每年提出預算 15萬元進行補助。中央大學環工所一位碩士班研
究生(連婉茜)申請本學會補助前往韓國洪川郡參加第二屆生物資
源，能源，環境和材料技術國際會議，附件 11P.59。 

決  議：照案通過。研究生出國參與國際會議如附件中相關辦法附件 12P.65，
相 關 申 請 規 定 、 核 銷 程 序 可 至 學 會 網 站 下 載

http://www.taar.org.tw/member/detail/1042 
案由十一： 本會會員入會申請案，提請審議。(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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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本季有 6件申請案，申請為本會之 3件永久會員、2件正會員及 1
件團體會員，申請表如附件 13P.67。 

決  議：照案通過。 

九、 臨時提案 

十、 其它報告 

2018 第六屆 T&T IAC 國際氣膠研討會通知(2018 Theory and Technique,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 in Cambodia (T&T IAC 2018 Cambodia)) 
研討會網址：http://139.59.251.74/TT-IAC2018 

會議地點：Angkor Paradise Hotel (http://www.angkorparadise.net/) 

本研討會為台灣氣膠學會所辦理的海外研討會，旨在鼓勵國內研究所碩博

士研究生及產業實務專家的參與，分別與東亞太平洋岸的主要國家合作舉

行。2018年八月 6-7日將赴柬埔寨暹粒市(Siem Reap, Cambodia)舉行，會議

地點即在 Angkor Paradise Hotel 的會議室，該飯店就近雄偉的吳哥考古公園

(Angkor Archaeological Park)，包括著名的吳哥窟 (Angkor Wat)和巴戎寺

(Bayon)。 

徵稿通知及摘要格式如附件，請參用，誠懇地邀請國內氣膠研究及空污研

究的先進與研究生們共同投稿並參與，相關會議訊息請上研討會網址參

考。請利用本屆主辦單位網站所列線上註冊與投稿，並將所投的摘要另外

email 給蔡瀛逸教授，以進一步匯集臺灣與會人員的報名資料，以方便國內

必要的通知與資訊交流。 

摘要稿線上投稿+email 摘要稿(包含 Word 檔及 PDF檔各一份)給蔡瀛逸教授

的第一輪截止期限(Submission deadline)：2018年 6月 20日(1st June 2018) 

臺灣投稿連絡人：嘉南藥理大學 蔡瀛逸教授 

(Tel: 06-2664911 ext 6321 or ext 6327 or 06-2660208; Mobil: 0929585789; 
E-mail: mtsaiyi@mail.cnu.edu.tw; mtsaiyi@gmail.com) 

十一、 下次會議時間及地點：107年 9月 14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成功大學。 

十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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