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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南部地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研討會暨室內空氣淨化技術展覽會 

 

    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承辦單位：輔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職業安全衛生系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高雄市環保協會 

壹、活動日期： 

一、研討會：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0日(星期五)( 08:30-17:00) 

二、展覽會： 102 年 5月 9日至 102 年 5月 10日(2天) (09:00-17:00) 

貳、會議地點：輔英科技大學(831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51號) 

一、會議場所: 輔英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 (J401) 

二、展覽場所: 輔英科技大學 鵬圖人文大樓(B棟)中庭廣場 

参、會議內容： 

一、研討會：邀請中央環保機關與地方環保主管機關、南部大專院校專家學

者、應自主管理之公民營事業機構專責人員參與出席。 

二、相關技術產品展覽會：南部地區各事業機構就有關室內空氣品質淨化設

備、技術、產品及檢測專業機構與儀器廠商參與展出，供民眾參

觀與媒合之參考。 

  

 
 

  



2013 南部地區室內空氣品質管理研討會議程表 

日期：102 年 5 月 10 日(星期五)  

會議場所: 輔英科技大學 行政大樓國際會議廳 (J401) 

場次 時間 講題 講師 主持人 

 08:30-09:00 辦理報到 

 09:00-09:20 貴賓致詞 

輔英科技大學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行政院南部聯合服務中心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高雄市環保協會 

賈澤民 院長 

輔英科技大學 

環境與生命學院 

一 09:20-10:00 
高雄市室內空氣品質管理

執行實務說明 

黃世宏 科長 
高雄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空污與噪音防制科 

楊雅蕙 主任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10:00-10:40 茶敘暨展場交流(展場位於鵬圖人文大樓(B 棟)中庭廣場) 

二 10:40-11:20 室內空氣品質相關法規簡介 
梁喬凱 技士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林清和 主任 
輔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三 11:20-12:00 室內空氣品質推動與執行相關問題 綜合討論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空保處

謝燕儒 處長 

 12:00-13:20 午餐暨展場交流(展場位於鵬圖人文大樓(B 棟)中庭廣場) 

四 13:20-14:10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實務及直

讀式儀器之使用及調校 

許逸群 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陳明仁 教授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五 14:10-15:00 
室內空氣淨化及處理技術概

論(設備篇) 

蔡岳霖 理事長 

台灣室內環境品質管理協會 

張淑芳 秘書 
行政院南部聯合服務中心

 15:00-15:20 茶敘暨展場交流(展場位於鵬圖人文大樓(B 棟)中庭廣場) 

六 15:20-16:10 
中央空調系統暨通風管

線、冷卻水塔日常清潔重點

及維護管理作業 

洪國安 經理 

元擘工程有限公司 

鄭立新 教授 

輔英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七 16:10-17:00 
室內空氣淨化及處理技術

概論(生物篇) 

黃小林 教授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系 

周裕然 教授 
輔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17:00～ 賦歸(珍重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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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覽會內容：室內空氣品質空氣淨化技術展示解說。 

展出日期：102年 5月 9日〜102年 5月 10日(共 2天) 

展出時間：09：00 ～ 17：00 

攤位 展出類型 展出主題 

一 

淨化設備 

UVGI 藍紫光高科技滅菌系統 

二 高科技離子(簇)空氣淨化系統 

三 高效過濾系統(HEPA) 

四 UVPVO 光觸媒、活性碳淨化系統 

五 室內空氣清淨機組(一) 

六 室內空氣清淨機組(二) 

七 室內空氣清淨機組(三) 

八 

淨化產品 

奈米銀及光觸媒系統產品 

九 矽藻土調濕及空氣淨化系列產品 

十 環保綠色消毒藥劑(ClO2)系統產品 

十一 
淨化技術 

中央空調系統 3G 清潔技術 

十二 室內空調淨化技術與設備 

十三 

檢測儀器 

室內空氣品質連續監測系統 

十四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設備(一) 

十五 室內空氣品質檢測設備(二) 

十六 

專業機構 

室內空氣品質評估與診斷服務 

十七 室內空氣品質評估與診斷服務(一) 

十八 室內空氣品質評估與診斷服務(二) 

十九 室內空氣品質評估與診斷服務(三) 

二十 室內空氣品質評估與診斷服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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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名方式： 

1. 採取網路報名：網址: http://rdh.fy.edu.tw/。傳真報名:07-7826735。 

2. 聯絡人：輔英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 電話:07-7811151-6321。           

3.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2 年 5 月 6 日止。 

4. 報名費用：免費。 

5. 人數限制：以 150 人為限，人數額滿即不再接受報名。 

6. 參與來賓請持報名表向本校警衛室出示即可換發通行證入校，謝謝。 

十一、報名表格： 
 

2013南部地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研討會暨室內空氣淨化技術展覽會 

姓名  性別 □男  □女 

服務機關  職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E-mail  

交通工具 
□自行開車 

□非自行開車 
午餐 □葷食  □素食 

1. 採取網路報名：網址: http://rdh.fy.edu.tw/。傳真報名:07-7826735。 

2. 聯絡人：輔英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 電話:07-7811151-6321。           

3.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2 年 5 月 6 日止。 

4. 報名費用：免費。 

5. 人數限制：以 150 人為限，人數額滿即不再接受報名。 

6. 參與來賓請持報名表向本校警衛室出示即可換發通行證入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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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會場位置： 

 

地址：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51號 

會議場所: 輔英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國際會議廳 (J401) 

展覽場所: 輔英科技大學 鵬圖人文大樓(B棟)中庭廣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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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交通路線： 

【輔英觀光地圖下載】【交通路線圖】 【交通路線簡圖】 

【輔英科技大學 Google 地圖連結】 

  校址：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51 號   電話：07-7811151 

 網址：http:// www.fy.edu.tw 

 

※ 校址：自行開車      

◆ 國道 1 號南下：  

  行至五甲系統交流道，轉行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東），下大寮交流道左轉鳳林三路，

經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 國道 3 號南下：  

  接國道 10 號往高雄端（西），行至鼎金系統交流道，接國道 1 號南下，行至五甲系統交流

道，轉行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東），下大寮交流道左轉鳳林三路，經力行路底紅綠燈，

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 國道 3 號北上： 

  由東港、林邊、新埤交流道北上，行至竹田系統交流道，轉行台 88 線快速道路（西），下

大寮交流道，右轉鳳林三路，經力行路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

達。 

◆ 台 88 線東西向快速道路北上：  

  由潮州、竹田、內埔上台 88 線快速道路（西），下大寮交流道，右轉鳳林三路，經力行路

底紅綠燈，往前見左邊大寮消防隊，左轉進學路即可抵達。  

【交通路線圖】 【交通路線簡圖】  【捷運接駁車時刻表】 

※ 大眾運輸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p3/GN/images/mapp.jpg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p3/GN/inside/地圖/Traffic%2098new2.pdf
http://www.fy.edu.tw/p1/inside/maps2.htm
http://maps.google.com.tw/maps?q=輔英科技大學&hl=zh-TW&cd=1&ei=nSvES8CDIsWTkQX6tIChBg&ie=UTF8&view=map&cid=10838998982882716733&ved=0CEUQpQY&hq=輔英科技大學&hnear=&ll=22.604107,120.390286&spn=0.029556,0.038409&z=15&iwloc=A&brcurrent=3,0x346e1c75c4e91767:0xffc1be278552d363,0,0x346e43517a7a741b:0x4826a24a54732a37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p3/GN/inside/地圖/Traffic%2098new2.pdf
http://www.fy.edu.tw/p1/inside/maps2.htm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p3/GN/inside/train1.doc
http://asp2005.fy.edu.tw/Fooyin/p3/GN/images/mapp.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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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捷運：乘高雄捷運(橘線)至【大寮站】二號出口處，即有接駁公車(橘 單 20 路(O20))

可至本校大門口。 

若搭乘紅線者，需至【美麗島站】轉橘線。  

※ 至本校的捷運接駁車有兩種，一種是直接至本校校門口，其時刻表接駁車時刻表 。。 

◆另一種捷運接駁車是停於鳳林路上的【輔英科大站】(為消防隊前)，下車後沿著「進學路」

步行約 700 公尺即為輔英科大，其時刻表見接駁車時刻表 。(資源來源：東南客運)。兩種接

駁車(橘 20)皆於【大寮站】二號出口處搭車。 

◆ 高雄客運：轉乘高雄客運【8001(原 100)】或【8002(原 101 號)】請於【輔英科大站】下車，

並沿著「進學路」步行約 700 公尺     即為輔英科大。高雄客運路線與時間表請詳高雄客運網

站。 

◆ 火車：  

 1.搭乘火車抵達【鳳山火車站】後，可轉搭捷運或計程車至本校。選擇捷運轉運者，請步行

沿著「曹公路」，接「光遠路」 後右轉直行，即可抵高雄捷運橘線【鳳山站】。其餘詳大

眾運輸之【高雄捷運】資料。 

 2.搭乘火車抵達【高雄火車站】後，可轉搭捷運或計程車至本校。選擇捷運轉運者，可步行

抵火車站前的高雄捷運紅線【高雄車站】。其餘詳大眾運輸之【高雄捷運】資料。 

◆ 高鐵：搭乘高鐵抵達【高鐵左營站】後，可轉搭捷運或計程車至本校。 

◆ 航空：搭乘飛機抵達【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可轉搭捷運或計程車至本校。  

 

http://www.southeastbus.com/index/kcg/O20.html
http://www.southeastbus.com/index/kcg/O20.html
http://www.ksbus.com.tw/schedule/part2.htm
http://www.ksbus.com.tw/schedule/part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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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接駁車 

(一) 輔英科技大學與大寮捷運站接駁車發車時間表 

※本表為平日（星期一至五）繞行及直達輔英校門口之時間。 

大寮捷運站→輔英科技大學站 

【於大寮捷運站 2號出口搭車】 

輔英科技大學站→大寮捷運站 

【於輔英校門口搭車】 

07：15 07：25 

07：45 07：55 

08：40 08：50 

09：40 09：50 

10：00 10：10 

12：00 12：10 

12：20(直達車) 12：30(直達車) 

13：40 13：50 

14：30(直達車) 14：40(直達車) 

15：00 15：10 

16：00 16：10 

16：55 17：05 

17：00 17：10 

17：10 17：20 

17：40(直達車) 17：50(直達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