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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聯盟基本資料 

計 畫 領 域 
電子組(TE1)    資通組(TE2)  ▉機電能源組(TE3) 民生化工組(TE4)     

生醫組(TB1)  創新服務與教育組(TS1)  經管與資服組(TM1) 

執行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計 畫 主 持 人  蔡春進 職  稱  教授 

計 畫 名 稱 中 文  PM2.5及奈米微粒監測與控制技術聯盟(2/3) 

執 行 期 程 

第一年：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第二年：自民國 106 年 02 月 01 日起至民國 107 年 01 月 31 日 

第三年：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核 定 補 助 總 經 費 
第一年：                                       元 

第二年：       2,300,000                       元 

第三年：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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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書面審查
意見 

回覆說明 

1 

聯盟運作十分順
暢，成果豐碩，
對業界幫助很大，
若能擴及對外市
場，更符合 

小聯盟宗旨，未
來若能衍生新創
公司，將更有利
永續經營。 

    本聯盟的要務為增強會員廠商的技術能力並擴大其國內外巿場規模。許多聯盟
發展的技術，如複合式靜電及過濾PM2.5控制設備(小松環保公司)、半乾式靜電
PM2.5採樣器(志尚儀器公司)、低臭氧空氣清淨機(生原家電)、高效率蜂巢狀酸鹼
洗滌塔(普路托科技公司)等，可確保廠商的產品在國際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 

     衍生新創公司為聯盟的目標，增加現有會員廠商的獲利也是聯盟努力的方向。
近期有普路托科技公司積極的利用聯盟的技術服務半導體產業，已獲許多檢測工
作及高效洗滌塔的合約，將來有希望轉型為某大型半導體公司的合格供應商。許
多會員也因參加本聯盟而增加了新產品的設計製造能力及販售業績。 

2 

PM 2.5 監測技術
的服務，其檢測
標準為何? 

    本聯盟所使用的大氣PM2.5監測設備為震盪錐形微量天平(TEOM-FDMS)，為環
檢所的標準監測儀器，測值與環保署的監測值十分接近，也可同時測量揮發性與
非揮發性的PM2.5; 光學PM2.5感測器無標準方法，需利用手動的濾紙採樣測值建立
校正因子；醫療用霧化器的校正測試設備及方法可符合歐盟的規範(EN 13544-

1:2007+A1:2009)；PM2.5可溶性鹽類及前趨酸鹼連續自動監測器為研究型設備，
可利用LiBr當作陽及陰離子作內標作校正, 並以手動的分離器作標準；金屬的自
動採樣+ICPMS的準確性，可由手動的濾紙採樣器+ICPMS作驗證；OC/EC監測儀
則利用CH4標準氣體作標準；奈米微粒的監測器非為標準檢測方法，需利用法拉
第杯結合低電流計作校正。 

     另外本聯盟正與會員共同開發更多的PM2.5污染控制設備及直讀監測器，需由
第三方作驗證後(如工研院及合格檢測公司)，才能驗收。 

 

貳、簡報審查意見回覆說明(2017.12.13複審會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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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書面審查
意見 

回覆說明 

3 

請修正今年度收
費會員家數的預
期目標，提高至 

20 家。 

本聯盟承諾會從原先預期的12家會員提升到20家會員，以服務更多廠商。去年實
際繳費的會員有28家(含一家法人會員)，且多數已簽訂多年期合約。今年2月1日起
至今, 已有5家同意繳交第三年會費, 另有新的4家廠商同意加入聯盟(含1家金牌會
員)，因此今年度應可以順利達成會員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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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聯盟運作架構與目標 

PM2.5聯盟
主持人及共同

主持人
科技部PM2.5聯盟會員

工業局, 其他
政府部門等

工研院、國衛
院及其他
專家學者

技術、 檢測、 
諮詢、產品及研

究需求

 產學計畫、 技
術、專利、產品

共同合作

SBIR, CITD等
計畫提出

計畫審查及補助

產學計畫提出

計畫審查及補助

專題計畫提出

協助檢測、 諮詢
及產品需求

檢測、 諮詢
及產品合作

部會合作

    本聯盟成員運用在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已開發
的技術，結合企業及政府的研究資源，和國內研究
部門及學者專家的專長，提出如圖所示的『PM2.5及
奈米微粒監測與控制技術聯盟』架構。 
 
    由聯盟的會員提出各項技術開發、檢測服務及
產品的需求，並與聯盟的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在產
學合作計畫、技術研發、專利申請、產品開發上共
同合作。 
 
    聯盟的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所需資源也可和
政府部門提出計畫申請經費補助，如工業局的SBIR, 
CITD計畫，科技部的專題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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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1)產學合作計畫─複合式PM2.5收集設備 
    本研究開發混合靜電及過濾PM2.5控制設備，
技轉至小松環保公司，可提供該公司在濾網相
關產品更多的發展空間。 

 

    傳統濾網在處理次微米微粒時會因微粒與濾
網間的作用力不足導致微粒去除效率過低的現
象，同時濾網的微粒負荷快速累積會造成濾材
更換頻率增加進而增加了操作成本。 

 

    本開發案之混合靜電及過濾PM2.5控制設備
同時具備高微粒去除效率、低成本、可長期操
作及使用壽命長之特性，可大幅提升小松環保
公司在國內外空污控制設備上的競爭能力。 

一、聯盟推廣及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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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乾式靜電旋風採樣器(SDEP, semi-dry 

type electrostatic cyclone sampler) 與氣體
及/或水樣採樣方法 
     本聯盟協助會員廠商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一新型PM2.5微粒採樣分析方法，且已獲得
中華民國專利。 

 

     傳統的PM2.5成份監測為手動採樣，只能顯示
日平均濃度，無法有效地掌握汙染物逐時的變
化，目前巿面上的無機水溶性離子的自動監測
儀器有以微粒-液體收集器PILS (particle-into-

liquid sampler)及蒸氣噴射-氣膠收集器SJAC 

(steam jet aerosol collector)製成的MAGRA或
AIM系統等儀器均需進口，且價格十分昂貴。 

 

    濕式靜電集塵器(Wet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WEP)為收集微粒最有效的設備之一，且定時的
洗壁水可解決傳統乾式靜電集塵器(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P)所產生的問題。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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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臭氧空氣清淨機 
 

   普通的靜電除塵機常見的問題為提高除塵
效率的過程容易伴隨臭氧的產生，反而對
人體有害。本發明在於設計一種能兼具高
除塵效率與低臭氧特性的空氣靜電清淨機。 

 

   本聯盟協助會員生原家電公司研發空氣清
淨機，已獲中華民國發明專利(低臭氧靜電
除塵空氣清淨機，第I563228號, 2016.12.21-

2035.04.26),  並 已 另 外 提 出 中 華 民 國
(105.08.02, 申請案號為105124439)及大陸
(105.08.05 , 申請案號為201610638881.9)的
專利申請，中華民國專利已完成審查正在
答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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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止微粒負載效應、具有濕潤衝擊表面
的慣性衝擊器 
 

    微粒衝擊器(particle impactor)，當氣流通過噴
嘴後向下衝擊衝擊板，因氣體無法貫穿衝擊板而
使氣流做一個90度的轉彎，因此大於特定氣動粒
徑(或稱截取粒徑)的微粒，無法隨著氣流流線移
動則被衝擊板所收集；反之，小於特定氣動粒徑
的微粒，則會隨著氣流流線離開衝擊面至下游的
微粒採樣裝置或微粒監測設備，然而隨著採樣時
間增加，在噴嘴下方的衝擊板上會逐漸形成微粒
堆積造成衝擊器下游的微粒採樣或監測濃度被低
估。 

    此慣性衝擊器是一個具有濕潤衝擊表面的慣性
衝擊器，衝擊表面中心具有液體輸入口，透過連
續性或間歇性導入液體形成濕潤衝擊表面並去除
微粒堆積，同時液體由衝擊表面上的液體排出路
徑排出，下殼體具有氣體出口通道可連接至微粒
採樣或監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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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防止採樣誤差的高效率靜電微粒液相採樣器 
 

    大氣中PM2.5的質量及化學成份會隨著氣象及污染源
的變化而產生變動，以往PM2.5的成分監測是以手動採
樣分析，其通常只能顯示日平均濃度，無法有效掌握
PM2.5化學成分的逐時變化。 

 

    現有的自動監測儀器包括微粒-液體收集器PILS 、以
及由蒸氣噴射-氣膠收集器SJAC 製成的氣膠及氣體監測
系統MAGRA、大氣離子監測系統AIM及在線式氣體與
氣膠監測儀IGAC等儀器，但這些儀器因高溫蒸氣而使
得前驅氣體與水溶性離子測值低估。 

 

    本發明採用乾式收集、濕式萃取的採樣方式以避免採
樣誤差。乾式收集分為兩階收集微粒，第一階的放電電
極使微粒充電，第二階利用高電壓圓桿-接地圓柱間的
電場，使帶電微粒以靜電力收著於接地的圓柱壁面；濕
式萃取時，利用間歇性開啟與關閉的電磁閥，將去離子
水以脈衝方式注入採樣器沖洗圓柱壁面上收集的氣膠成
為液體樣本，並進行後續氣膠液體樣本的手動或自動的
化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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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效率的直立式酸鹼洗滌塔與臥式洗滌塔 
 

    本聯盟在第一年的計畫中在力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置一套直立式洗滌塔，其內裝設蜂巢狀濾材，
該濾材是本聯盟多年的研究成果，將其應用在酸鹼洗滌塔內並已完成HF及各種酸氣的洗滌塔工程驗
收。在半導體廠的模場測試結果顯示去除效率均比填充洗滌塔高很多，合理的氣體滯留時間下(0.5 

sec)去除效率可高達99 %以上，壓損也只有0.45 cm H2O。 

 

    下表為去年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持續檢測各項數據的數值，可看出絕大多數的處理效率都在
97%、98%以上，且經過一整年以來，處理效率幾乎不會降低，蜂巢狀濾材也沒有發生被微粒阻塞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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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某大型半導體廠的需求： 
 

(i) 安裝無機酸及氨氣氣態 on-line 量測儀器，取代每年定檢Off-line 比測方式 

(ii) 安裝固態微粒污染物 on-line 量測儀器，取代每年定檢Off-line 比測方式 

(iii) 有引進及發展更有效率洗滌塔或其他設備，改善處理五酸一鹼污染物的效率 

(iv) 解決微粒排放及白煙問題 

 

本聯盟與聯盟會員互相合作解決該半導體廠問題，(i)(ii)儀器製造與安裝--志尚
儀器公司，(iii)高效洗滌塔設備--普路托公司，(iv)白煙與排放問題--台耘公司。 

 

現在本聯盟的會員均已完成設計, 規劃及報價, 有些工作已在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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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聯盟會員至2017AAC參展 

與聯盟會員至赴韓
國推廣PPWD 

與芬蘭Sensmet及Optoseven公司副總Timo Rajamäki 博士
討論重金屬自動監測技術合作事宜 

聯盟參加TAAR參展 

(8) 聯盟推廣與研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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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聯盟與會員討論儀器的自動化 
本聯盟與會員在慶佳定型公司現勘PM2.5污染-1 

本聯盟與會員在慶佳定型公司現勘PM2.5污染-2 本聯盟與會員在進行口罩的大氣PM2.5

金屬過濾效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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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盟核心技術應用、擴散情形 

聯盟會員  聯盟會員簡介 產業別 
與聯盟相關性(提供那些技
術服務等) 

普路托科技有
限公司 

1.各領域產業研發機台
的設計製作。 
2.實驗DAMO機台的規畫
製作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本聯盟擁有相當完善的實
驗儀器與設備能提供普路托
公司在機台的研發、自動化
控制系統整合與自行研發的
產品的改良與效果評估專業
的建議與完善的設備。 

台耘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為一專業環保工程顧問
公司，從事靜電集塵器
維護、保養、效率提升
與電控系統更新改善服
務。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本聯盟在靜電收集微粒技術
上受到國內外學界與業界高
度的肯定，對於台耘工業公
司在靜電集塵器的研發、性
能評估、改良都有非常大的
助益。 

台灣檢驗股份
有限公司 

主要核心業務有四類： 
(1)檢驗(2)測試(3)驗證
(4)查證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本聯盟能提供SGS的產品測
試，並能在測試後提出完整
的測試報告以及產品建議。 

聯盟推廣及執行成果 

1. 聯盟會員概況、產業別，以及聯盟所提供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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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思環能有限
公司 

生活健康促進與環境友
善技術為目的，致力相
關環境感測(監測)、污
染防制、能源管理與節
能技術開發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本聯盟能提供捷思環能有限
公司分析技術與實驗室分析
儀器、設備與相關試劑與耗
材上的需求，並能在測試後
提出完整的測試報告以及建
議。 

小松環保股份
有限公司 

引進品質優良而價格低
廉的濾材及濾布，供應
國內產業界所需，使產
業在生產過程中，將汙
染降低至最低程度，以
提升環境的品質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本聯盟協助該公司培訓精密
儀器操作人員與檢測技術的
開發應用 

綠川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政府機關與民間機
構之環境影響評估、空
氣污染、水污染及廢棄
物管制等相關計畫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本聯盟可用大量專業知識與
儀器協助綠川工程顧問公司
完成空污相關計畫 

吉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進行空氣污染防治及處
理空氣品質問題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本聯盟能協助吉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改良儀器的處理效
率。 

金石山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
司 

業務為噪音監測與防制、
水污染與空氣汙染等許
可文件申請、經濟部個
案再利用申請許可、廢
棄物清除處理許可申請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在申請方面遇到的相關問題，
可與本聯盟的成員進行討論
交流，以解決申請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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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普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提供高品質監測儀器、
整體系統設計規劃、儀
錶管線及站房施工、各
式系統組裝及資料處理
系統整合規劃等服務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本聯盟能協助睿普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在維修、測試或設
計規劃方面遇到的問題，使
睿普工程提升他們的技術能
力 

台旭環境科技
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 

供廢氣、廢水、廢棄物、
噪音、土壤、地下水、
室內空氣品質、毒性化
學物、綠建材、溫泉、
底泥…等全方位環保化
學技術服務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本聯盟可協助台旭環境科技，
並對其員工進行培育與訓練，
另外聯盟成員還能解決台旭
環境科技中心在採樣、檢測
或分析上遇到的各種問題。 

工業技術研究
院(其他) 

進行研發及創新以協助
我國在資源開發利用、
再生能源、節能減碳、
能源效率與工安環保等
技術的提升 

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 

本聯盟針對PM2.5的監測控
制技術擁有完整的技術與設
備，能幫助工業技術研究院
在此方面的技術能更進一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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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尚儀器股份
有限公司 

專業氣體分析儀器設備
代理商，分為半導體相
關儀器設備、工安製程
監測儀器設備、環保監
測儀器設備及特殊應用
四個部門 

製造業 

本聯盟能提供志尚儀器公司
在環保監測儀器設備研發的
提升與公司內員工的教訓訓
練課程，以提升公司整體競
爭力。 

生原家電股份
有限公司 

投入製造、設計、生產
無聲換氣扇及藝術吊燈
扇…等，產品行銷至國
內外 

製造業 

本聯盟在靜電清淨機的領域
上有高度的專業能提供生原
家電公司在清淨機的原型開
發、測設與後續的改良上提
供專業的建議與測試。 

台灣賽默飛世
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提供分析儀器、實驗室
設備、臨床診斷及相關
試劑和耗材。 

製造業 

本聯盟提供台灣賽默飛爾公
司在分析技術與實驗室分析
儀器、設備與相關試劑與耗
材上的需求，並協助該公司
培訓精密儀器操作人員與檢
測技術的開發應用。 

恆茂有限公司 
進口化學分析儀器及化
工原料 

製造業 

本聯盟協助恆茂有限公司進
行設備的操作訓練與檢測技
術的開發應用，及相關問題
的指導 

香港商南德產
品驗證顧問
(股)公司台灣
分公司 

保護客戶品牌，保證整
個供應鏈和銷售鏈中的
產品品質一致 

製造業 

香港商南德產品驗證顧問公
司的服務品項眾多，其中有
項產品為霧化器，需要本聯
盟的技術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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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準科技有限
公司 

在台灣教育市場之專業
經銷商 

製造業 

本聯盟具有相關分析儀器的
專業與技術，能幫助弘準科
技有限公司的儀器進行改良
與增加其精準度。 

科安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替國內客戶尋找環境空
氣採樣分析設備與重金
屬檢測前處理設備，並
著重於售前售後的應用
及維修服務 

製造業 

本聯盟能提供科安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原型機開發、測設
與後續的改良上提供專業的
建議與測試。 

陸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主要代理產品為顯示器
量測儀器、嵌入式系統
開發工具、編譯器、即
時作業系統等並可以跟
據客戶需求提供專案及
系統整合服務。 

製造業 

本聯盟與陸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時常進行精密儀器、電
子產品相關的討論與交流。 

利得儀器股份
有限公司 

參與在許多國家級空氣
品質監測網的設置、更
新、操作 

製造業 
本聯盟的協助與輔導利得集
團在品質監測網的設置、更
新、操作 

傑智環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產業空氣污染防治
及其能資源回收設備與
系統(Total Air 
Solution)之設計、規劃、
製造與安裝的系統整合
技術服務。 

製造業 

本聯盟協助改良傑智環境科
技的設備，使處理效率更加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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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特笙流體工
程有限公司 

經營項目有電信工程業、
配管工程業、儀器、儀
表安裝工程業、精密儀
器批發業等 

製造業 

本聯盟為伊特笙流體工程有
限公司進行洗滌塔效率測試、
並提出相關建議，以獲得最
佳處理效率。 

晃誼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工程系統整合廠商及空
污排放系統供應商 

製造業 
本聯盟的實驗室都有齊全的
設備能為其產品進行檢驗、
改良，並給予相應的幫助。 

宸昶企業有限
公司 

代理歐美儀器設備與自
行設計產品，銷售項目
包含了微粒採樣器、氣
膠光譜儀、奈米微粒即
時監測器等 

製造業 

本聯盟的成員在氣膠分析、
氣膠監測與氣膠產生器方面
的造詣相當高，能幫助宸昶
企業研發與改善相關產品。 

睿普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提供高品質監測儀器予
環境監測、工業安全、
工業製程監控、毒化物
緊急災害應變等領域外，
並提供整體系統設計規
劃等 

製造業 

本聯盟能協助睿普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在維修、測試或設
計規劃方面遇到的問題，使
睿普工程提升他們的技術能
力。 

密科博股份有
限公司(銀牌) 

過濾微汙染管控業務 製造業 

本聯盟利用現有設備測量密
科博股份有限公司的過濾產
品的過濾效率，提出過濾問
題的相關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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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宇國際電器
有限公司(愛
博特)(銀牌) 

製造家電產品 製造業 

提供大宇國際電器有限公司
的霧化器產品相關測試工作，
亦可提供人員的教育訓練，
使該公司員工可親自操作儀
器與進行檢測。 

大謙科技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銀牌) 

口罩生產與行銷 製造業 

本聯盟協助大謙科技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進行口罩產品的
研發及測試，並提出許多改
良的建議。 

建榮造漆股份
有限公司 

主要服務項目為木器塗
料、PU防水材、PU塗料、
香蕉水、透明漆 

製造業 

建榮造漆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生產各式塗料，而製造過程
產生的VOCs氣體則會由本聯
盟成員輔導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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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三、聯盟團隊在營運上之分工情形 

     聯盟成員的分組如圖所示，計畫主持人擔任聯
盟總召集人統籌聯盟運作事宜，下設五個工作小組，
其中「產官學研資源鏈結推動組」下設綜合技術資
訊服務平台，統合會員服務及行政相關業務；「環
境及煙道之PM2.5及前趨氣體檢測技術」提供聯盟
會員關於檢測技術之診斷及諮詢，並提昇檢測設備
的自製能力；「PM2.5及前趨氣體控制技術」提供
聯盟會員關於控制技術之診斷及諮詢，並提昇控制
設備的自製能力；「室內空氣品質技術服務平台」
提供聯盟會員關於檢測技術之診斷及諮詢；「室內
空氣品質控制技術」提供聯盟會員關於控制技術之
診斷及諮詢，並提昇本國的室內空氣清淨機的技術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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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四、聯盟績效達成情形 

項目 目標值(預期成果) 實際達成值 簡要差異分析 

1. 聯盟會員數  

(1)業界聯盟會員  24  家 
(2)研究法人聯盟會員  1  家 
(3)學校聯盟會員  0  家 
(4)個人聯盟會員  0  家 
(5)其他聯盟會員  0  家 

(1)業界聯盟會員  32  家 
(2)研究法人聯盟會員  1  家 
(3)學校聯盟會員  0  家 
(4)個人聯盟會員  0  家 
(5)其他聯盟會員  0  家 

含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會員1家，第二年會
員費10,000元。 

2. 聯盟經常性營運收入    

(1)會員費收入    350   仟元 
(2)技術服務收入   600  仟元 
(3)其他項目收入   310  仟元 
其他項目收入之補充說明: 

(1)會員費收入   400   仟元 
(2)技術服務收入  2528.775   仟元 
(3)其他項目收入  0   仟元 
其他項目收入之補充說明: 

  

3. 聯盟推廣活動 聯盟推廣活動   2   場 聯盟推廣活動   1    場   

4.對聯盟會員之服務或輔導規劃 

(1)舉辦技術研討會(場)  2    場 
(2)專業諮詢服務(次)   24   次 
(3)訪廠現地指導(次)   5   次 
補充說明： 

(1)舉辦技術研討會(場)  4   場 
(2)專業諮詢服務(次)   43   次 
(3)訪廠現地指導(次)   6   次 
補充說明： 

  

5.輔導聯盟會員開發新產品或新
技術  

(1)新產品   1   件。 
(2)新技術   2   件。 
(3)專利   1   件。 
補充說明： 

(1)新產品   0   件。 

(2)新技術   0   件。 

(3)專利   0    件。 

補充說明：2016年為第一年計畫，本年度為第
二年計畫，至今已獲2件專利，申請中專利3件 

  

6.衍生之技術服務或產學合作計
畫 

(1)技術服務   15   件。 
(2)技術轉移   0   案。 
(3)技術轉移收入   0   仟元。 
(4)產學合作計畫已簽約   0   件。 

(1)技術服務   32   件。 
(2)技術轉移   1   案。 
(3)技術轉移收入   86.28   仟元。 
(4)產學合作計畫已簽約   2   件。 

  

7.計畫核定研究生人數 

博士生   2     人。 
碩士生   4     人。 
大學生   0     人。 

博士生    3    人。 
碩士生    5    人。 
大學生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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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聯盟的亮點除”一、聯盟推廣及執行成果”所
列成果外， 為了進一步保護會員權益，下列的
a1至a5專利申請十分重要: 

 

a1: 低臭氧靜電除塵空氣清淨機，中華民國發明
專利 (I563228號 , 2016.12.21-2035.04.26), 及中
國發明專利申請中。(2015.04.27）中國發明專
利申請—早期公開，已進入實審程序。 

 

a2:半乾式靜電旋風採樣器與氣體及/或水樣採樣
方法，中華民國專利 (I551851 號，2016.10.1-

2035.06.17)及中國發明專利申請 中(2015.06.18）
中國發明專利申請—早期公開，已進入實審程
序。 

 

a3: Semi-dry type electrostatic cyclone sampler 

and method for sampling gas and/or water sample, 

USA patent granted (2017.04, application number 

14/831,574)。 

 

肆、執行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五、聯盟推廣亮點案例或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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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可防止採樣誤差的高效率靜電微粒液相
採樣器, 中華民國及大陸發明專利申請中 

(2017.09)。 

 

 

 

a5:防止微粒負載效應、具有濕潤衝擊表面
的 慣性衝擊器/INERTIAL IMPACTOR 

WITH A WETTED IMPACTION PLATE TO 

PREVENT PARTICLE LOADING EFFECT, 

中華民國、美國及大陸發明專利申請中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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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聯盟核心技術展示效益 

填寫說明：1.請說明展示是否可帶來感性推廣效益。 

    除了上述聯盟及會員在國內及國際研討會的參展外，為了更進一步作
國際推廣，本聯盟將結合會員於2018年7月26日至28日赴越南胡志明市參
加台灣形象展，將來也擬參加更多的國際商展，以宣傳聯盟成員的技術與
產品。 
    東南亞地區具備充沛的資源與市場發展潛力，若能配合政府南向政策
與國外廠商合作，將可擴大環境產業的相關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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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聯盟永續發展之可行性 

 本聯盟為尋求永續發展之可行性，已於2017.09.21向內政部申請籌組台
灣PM2.5的監測與控制技術產業發展協會，並於2018.01.16獲准籌備成立，
本聯盟也已協助協會於2018.02.12召開第一次籌備會。將來協會將會比照
小聯盟的模式，和環保署、工業局、科技部、工研院和國衛院等進行產
官學研合作，以推展技術研發、專利申請、新產品開發、技術推廣及開
拓國內外巿場等工作，同時也會提供技術諮詢及檢測服務，以求永續經
營。 

PM2.5協會
主持人及共同

主持人
科技部PM2.5協會會員

工業局, 其他
政府部門等

工研院、國衛
院及其他
專家學者

技術、 檢測、 
諮詢、產品及研

究需求

 產學計畫、 技
術、專利、產品

共同合作

SBIR, CITD等
計畫提出

計畫審查及補助

產學計畫提出

計畫審查及補助

專題計畫提出

協助檢測、 諮詢
及產品需求

檢測、 諮詢
及產品合作

部會合作

2018.02.12協會第一次籌備會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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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檢討與建議 
填寫說明：請提供執行本計畫遭遇困難、預期解決方案或相關建議 

(1) 產學小聯盟每年度計畫均有一個不同的科技部計畫編號, 

造成款項需在年度用完以及結餘款需再繳交一次管理費
的問題。建議若計畫通過預核二年或三年時，能否只給
一個計畫編號。 

 

(2) 部份聯盟會員的同質性高，有競爭性及商業機密的問題，
因此並非所有的技術均適合公開。建議成果的呈現需要
更有彈性。 

 

(3) 專利申請費用很高；另外國內巿場有限，廠商規模不太，
因此國際交流及國際推廣工作十分重要，建議本小聯盟
計畫的經費支用可以更有彈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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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
號 

書面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本聯盟成果具體，例如高效率渦
捲式濕式洗滌器及高效率臥式洗
滌塔技術，均已完成技轉或交由
會員完成組裝及測試，可大幅改
善廢氣排放問題。聯盟整體執行
能力優良，其核心技術明確，組
織與分工完善，其聯盟會員數已
達 29 家，同時建立有效的運作
模式，積極辦理技術服務，成功
將學界的研發能量擴散到業界，
其計畫第 2 年至 10 月 31 日止的
總收入約為 395 萬元，應可朝聯
盟永續經營發展。 

首先謝謝委員肯定。 

本聯盟積極協助室內空品、PM2.5監測及控制技術廠商發展新的設
備及技術，及應用現有的設備協助廠商解決問題，聯盟還會定期
邀請國外學者來台舉辦 PM2.5 監測與控制技術交流研討會，及不
定期與會員廠商進行討論、實地勘察、設備研發等，今年進行技
術服務 26 次、專業諮詢及現地指導 44 次，至今年為止聯盟會員
已達29家(實際繳費會員28家)，另有許多家廠商表示有興趣加入
本聯盟，本聯盟的技術服務績效在業界廣受好評，期能提升國內
環保產業的發展與永續發展。 

2 

建議後續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加
強 PM2.5 產生之前驅物檢測分析
及製程方面改善、後端防治設備
技術開發及聯盟成員再增加。 

謝謝委員建議。 

本聯盟在今年推動了許多產學合作的項目，如： 

1.本聯盟開發混合靜電及過濾 PM2.5 控制設備，技轉至小松環保
公司，可提供該公司在濾網相關產品更多的發展空間。 

2.本聯盟協助會員廠商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研發一新型 PM2.5 

微粒採樣分析方法，且已獲得中華民國專利及美國專利領證中 

3.本聯盟協助會員生原家電股份有限公司研發低臭氧空氣清淨機，
已獲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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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本聯盟將高效率的直立式酸鹼洗滌塔與臥式洗滌塔技術轉讓給
普路托科技公司，該公司在本聯盟會員伊特笙流體工程有限公 

司之支持下，已在某半導體公司完成臥式洗滌塔的組裝並正在測
試中。 

 

「加強PM2.5產生之前驅物檢測分析及製程方面改善、後端防治設
備技術開發」是本聯盟的研究目標。若廠商提出需求，本聯盟尚
有4位共同主持人及8位技術顧問可提供前驅物檢測、製程改善及
防治設備開發等工作。另外，近日本聯盟已接獲高科技產業有關
酸鹼控制，微粒及白煙控制，微粒及酸鹼氣體連續自動監測的開
發需求，希望本聯盟可以提供協助，具體需求內容為： 
(1) 廠商強烈希望安裝無機酸及氨氣氣態 on-line 量測儀器，取代
每年定檢Off-line 比測方式 

(2) 廠商強烈希望安裝固態微粒污染物 on-line 量測儀器，取代每
年定檢Off-line 比測方式 

(3) 廠商希望能有引進及發展更有效率洗滌塔或其他設備，改善
去除五酸一鹼污染物 

(4) 廠商強烈希望解決微粒排放及白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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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報告中所見
多為濕式洗滌處
理，建議可再加
強其他處理技術，
如觸媒或臭 氧等。 

謝謝委員建議。本聯盟除了委員提到的濕式洗滌處理技術外還另有其他處理技術
如：a1: 低臭氧靜電除塵空氣清淨機  及   b1: 複合式 PM2.5 收集設備 

本聯盟目前正在研發其他處理技術如濕式靜電集塵器，以解決白煙及微粒排放的
問題。對VOC的排放處理問題，現有的環保廠商已有成熟的直燃設備，觸媒焚化
設備，溶劑回收設備，沸石濃縮轉輪/RTO設備等成熟技術；臭氧洗滌的方式曾
在華邦公司使用過，對VOC的處理效果並不太好。若廠商有其他的VOC技術需
求，本聯盟會尋求國內的專家學者、聯盟的共同主持人及成員協助。 

4 

聯盟的收入超過
新台幣一千萬元
(含科技部與非科
技部)，建議聯盟
可以朝自給 

自足的方向規劃。 

本聯盟的總收入有一半約620萬元，來自聯盟的科技部計畫及聯盟廠商的技術服
務費及會員費等，用於服務聯盟成員如空氣清淨機的測試，濕式靜電集塵機的早
期開發工作，臥式蜂巢狀洗滌塔的模廠測試等，因此本聯盟在科技部支持之下可
以繼續協助發展國內的環保產業。一般科技部的專題研究計畫，無法聘任專任助
理，經費為指定用途，缺乏彈性。 
另外, 本聯盟已籌備成立”台灣PM2.5的監測與控制技術產業發展協會”, 正在
內政部審核中,將來協會運作順利後經費即可自給自足。 

a1 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