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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回顧 
 2019/08/08-08/10 越南台灣形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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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員介紹 
專家學者：江誠榮董事長 
 
 
 
 
 

姓名：江誠榮 
現職：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長 

個人簡介 

學經歷 
淡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學士 

美國甘乃迪大學企業管理研所碩士MBA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EMBA  

美國州立馬里蘭大學管理學院企管博士 

榮譽(政府部門) 
內政部頒獎  全國優良理監事(88)代表台灣區環保設備同業公會 

內政部頒獎  全國優良理監事(97)代表全國工業總會 

榮獲經濟部第22屆國家磐石獎 

經濟部頒第69屆中華民國優良商人獎金商獎 

2017、2019年經濟部中堅企業(隱形冠軍) 

2018年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績優營業人獎(30萬家選30家) 

2019年教育部運動企業認證標章 

榮獲2014國際EY安永企業家獎 

2016年李國鼎管理獎章 

2016-2019年台灣企業永續報告CSR績優獎 

2017年天下CSR企業公民小巨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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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職務、事業、社團 

 
產業界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總經理 1990.01迄今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1980.01迄今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召集人2012.07

迄今 

永崴投資控股(股)公司(正崴集團)獨立董事&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
召集人2019.07迄今 

晟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2018.07迄今 

學術界 
淡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兼任教授 2005.09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EMBA、企家班、科技班兼任授課教授 2000.09迄今 

中國上海理工大學兼任教授 2014.09迄今 

新加坡國立大學EMBA產業創新發展策略專題探討 

台灣教育部科技大學評鑑委員，評鑑20所科技大學 

  

產業相關領域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董事&榮譽院務顧問 2018.08迄今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監事2017.08迄今 

政治大學EMBA校友會創會理事長2002.06迄今 

政治大學企研所企業家班校友會名譽會長 2000.06迄今 

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名譽理事長2010.06迄今 

淡江大學航空系友會總會長1991.07迄今 

台灣土壤地下水產業策略聯盟主席 2015.07迄今 

台灣區環保設備工業同業公會名譽理事長2013.12迄今 

中華民國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會名譽理事長 2018.02迄今 

台灣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  副理事長 2018.05迄今 

台灣低碳社會與綠色經濟推廣協會   副理事長 2018.05迄今 

政大企研所校友會理事2000.09迄今 

中華民國檢測驗證學會理事2014.10迄今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監事2008.09迄今 

台灣工商企業聯合會理事1996.12迄今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管理協會常務理事2005.05迄今 

台灣空氣品質健康安全協會顧問2019.01迄今 

中華民國環境分析學會顧問2010.05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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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員介紹 

 

團體會員： 
利得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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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空氣品質改善研討會 
    日期：預計於109年8月7日舉辦  
     時間：09:00~17:00  
     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參加對象：所有民眾 
  
       (詳細資訊請參考下頁) 

 
◆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暨會員改選大會 
     日期：預計於109年8月7日舉辦      
     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參加對象：本會理事長、副理事       
     長、常務理監事、 理監事、所有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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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 

 

※日期：2020年8月7日(星期五)  
※時間：09:00~17:00  

※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瓦特廳+希羅廳 

 

 2020空氣品質改善研討會：改善績效及精進方向 

一、 緣起 
 近年來環保意識高張，空污及霾害問題爭議不斷，政府機關及民間各界無
不積極面對問題，努力探討污染成因及提出改善策略及建議。我國環保署推動民
國104年起的「清淨空氣行動計畫」及106年起的「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
持續進行各項固污、移污及逸散性空氣污染的改善工作，使細懸浮微粒(PM2.5)

及前驅物的排放量大幅降低，全國PM2.5人工測站年平均濃度值已由104年22.0 

g/m3逐年降低至108年的16.2 g/m3，改善幅度達26.4%，空品呈現明顯改
善趨勢。為持續改善空品以符合國際水準及國人期待，環保署結合產官學研究各
界持續推動各項空污管制方案，精進各項空污監測及控制技術。 

 本協會(PMCA, PM2.5 Control Association, 台灣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
發展協會)自2018年6月創立至今已有超過70位個人會員及33家團體會員加入，
結合產官學研各界的力量，協助政府改善空污。本會個人會員有來自各個研究單
位及大專院校的教授及研究員，團體會員包括有行政院環保署及基隆市、桃園市、
苗栗縣、台中市、雲林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新竹縣(入會中)、嘉義縣
(入會中)等十縣市環保局加入、工研院、台電公司、中鋼公司、中鼎公司、力晶
公司等，產官學研各界共同發揮力量，協助政府改善空污。107年度9月13日首
度舉辦「PM2.5及前驅物管制、排放減量需求與控制技術供應媒合會」，共計
100位參加；108年度6月21日至22日舉辦「2019空污論壇」，共計300位參加，
及7月29日至8月2日舉辦的「2019年新南向國家空氣污染防制年會」，共計200

人次參與，且每年都組團參加新南向國家的環保展，對我國PM2.5監測及控制技
術的改善成果的宣導及新南向環保市場的推展，頗有助益。 

 我國為改善PM2.5及臭氧的空氣品質，必須作好原生性PM2.5及前驅氣態
污染物的監測及控制工作。本次研討會邀請本協會的學者專家、企業會員、環保
署及環保局人員、製造業廠商、顧問公司、環保設備及儀器供應商和一般民眾共
同參加，以了解PM2.5及空氣污染防制的法規趨勢，空品改善績效，將來的技術
需求，及本協會會員可以供應的技術，希望透過本研討會增加媒合的機會，以共
同解決台灣PM2.5的污染問題，提昇本國的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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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議程 

時 間 主 題 / 講 師 

08:30~09:00 報到 

09:00~09:05 開幕式 

主持人：張木彬 教授 

09:05~09:10 來賓致詞(陳椒華 立委、環保署空保處 蔡孟裕 處長)／大合照 

09:10~09:40 秋冬季節空污季污染防制成果與解析／環保署空保處 蔡孟裕 處長 

09:40~10:00 PM2.5空氣品質感測器的校正及PM2.5的採樣及監測技術／國立交通大學 蔡春進 教授 

10:00~10:20 臺灣PM2.5與O3特性分析與污染來源解析／國立中央大學 鄭芳怡 教授 

10:20~10:50 茶敘時間／展覽 

主持人：林文印 教授 

10:50~11:10 空氣品質策略制定要素探討-大氣、地形與排放控制／長榮大學 賴信志 教授 

11:10~11:30 固定汚染源之PM2.5及PAHs排放特性與控制效率探討／國立中央大學 張木彬 教授 

11:30~11:50 有效降低粉塵排放：從靜電集塵器大修BACT開始／台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東昇 副總經理 

11:50~12:20 綜合討論 

12:20~13:30 午餐／展覽／PMCA會員大會(巴本廳) 

主持人：陳志傑 教授 

13:30~13:50 餐廳油煙及異味的控制技術和法規／工研院 沈克鵬 博士/組長 

13:50~14:10 工廠及餐飲業的PM2.5控制技術實務／小松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吳承翰 經理 

14:10~14:30 新風系統與PM傳感器效能評估／國立台灣大學 陳志傑 教授 

14:30~14:50 我國常用口罩功效及檢測項目／中山醫學大學 賴全裕 教授 

14:50~15:20 茶敘時間／展覽 

主持人：蔡俊鴻 教授 

15:20~15:40 利用電漿降低丁醇/生質柴油/柴油混合油品於柴油引擎污染排放／國立中山大學 林淵淙 教授 

15:40~16:00 柴油引擎濾煙器運行經驗／勁綠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黃超群 總經理 

16:00~17:00 綜合討論／環保署、各縣市環保局、社會人士、主講人等 

17:00~ 結束／PMCA理監事會議(17:00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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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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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辦法及繳費方式 

1.個人報名辦法 

 
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PJN6VQtnDfdZN7387 

報名費繳費別： 

一般：報名費$500元 

PM2.5協會個人會員：免費 

PM2.5協會團體會員：免費(一家公司限2名) 

PM2.5聯盟廠商會員：免費(一家公司限2名) 

台灣氣膠研究學會會員：免費 

特別來賓及講師：免費 

繳費方式： 

ATM轉帳匯款： 

郵局代號：700 中華郵政 

郵政匯款戶名：台灣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蔡春進 

郵政匯款帳號：00612510173931 

備註： 

活動報名截止日：109年7月31日(五) 12:00截止報名。 

線上報名表單成功送出後，請於一週內完成繳費。 

繳費後請儘速主動傳真或email繳費證明至本會，以茲確認。(傳送時請註明：
參加活動名稱、報名者、聯絡電話) 

傳真：03-5725958／E-mail: pmcatw@gmail.com／電話：03-

5712121#55548 

 
2.展覽贊助攤位報名辦法 

 
採攤位廠商報名函回傳報名，報名表如附件1。 

攤位數量有限，預計招募9攤位，依繳費時間順序受理。 

詳細內容、報名及繳費方式請參閱附件1。 
 

五、 活動聯絡人 

聯絡窗口：台灣PM2.5監測與控制產業發展協會 許雅靜 小姐 

聯絡電話：03-5712121#55548、0930-788503 

傳真：03-5725958 

E-mail：pmca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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