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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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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子學門規劃之研究領域的趨勢變化

 子學門規劃之研究議題的趨勢變化

 101年度以來整合型計畫徵求書議題

 子學門通過之整合型計畫

 人因相關研究發表的趨勢變化

 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子學門規劃之研究領域的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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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理自88、93、96、99、102、105學門規劃書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子學門規劃之研究議題的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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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理自88、93、96、99、102、105學門規劃書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101年度以來整合型計畫徵求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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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理自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之公告事項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子學門通過之整合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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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理自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之公告事項

※人體手部3D資料庫與動畫手型之建立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子學門通過之整合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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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理自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之公告事項

※結合情境智能與人因工程開發工作負荷雲端評估系統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子學門通過之整合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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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理自科技部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之公告事項

※高齡社會溝通、行為與認知之研究

※高齡者感性生活空間與健康維護系統建置與評估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人因相關研究發表的趨勢變化(113人因學會永久會員)

10
Lin, C.‐L., 2015. A trend analysis of ergonomic research in Taiwan. Ergonomics, 58 (11), 191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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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人因相關研究發表的趨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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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人因相關研究發表的趨勢變化(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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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人因相關研究發表的趨勢變化(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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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人因相關研究發表的趨勢變化(百分比)

14

2008-20122003-20071998-20021993-19971971-1992

0.18

0.16

0.14

0.12

0.10

0.08

0.06

0.04

0.02

0.00

Period

百
分

比

6.System Characteristics

7.Inspection task

8.Workplace and equipment design

9.Driving task

1.Ergonomic theory

10.Specific industrial research

11.Specific user research

12.Health and safety

13.Macro erg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

2.Methods and techniques

3.Anthropometry

4.Force exertion task

5.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Macro Ergonomics & Environ.

Anthropometry

System Characteristics

Driving Task

Lin, C.‐L., 2015. A trend analysis of ergonomic research in Taiwan. Ergonomics, 58 (11), 1910‐1923.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人因相關研究發表的趨勢變化(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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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計畫規劃與人因發表趨勢

 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台電核能安全之實務應用

 醫療與保健領域的應用

 軍事裝備系統與個人裝備

 電腦軟硬體人機系統



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台電核能安全之實務應用

 學術活動與發展

 1986：黃雪玲教授執行「核能電廠人員作業疏失」計畫

 1986：許尚華教授建立「核能電廠安全稽查系統」

 1986：許尚華教授開發「核能電廠的安全文化量表」

 2008：人因學會為核能研究所探討「自動化人機互動的HFE安全評估」

 2010：人因學會為核能研究所進行「主控制室人機介面虛擬實境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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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醫療與保健領域的應用

 學術活動與發展

 與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醫策會)的合作

 呂志維教授長期地深耕與付出

 2016：於「醫療品質獎」中增設「人因特別獎」

 2016：協助執行「運用人因方法進行醫療作業流程改善」計畫

 2017：協助執行「病人安全提升」計畫

 2017：協助開設人為因素概念之數位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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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醫療與保健領域的應用

 未來相關議題與發展

 持續醫策會的合作關係

 配合政府相關政策

 行政院加速推動電子病歷

 遠距健康照護服務

 健康資料加值應用雲端服務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來臨

 高齡者長照服務

 在地老化

 設計身心障礙者的職務與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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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軍事裝備系統與個人裝備

 學術活動與發展(中山科學研究院)

 1992：趙金榮與馮文陽教授於品保中心工安組任職

 2001：劉金凌院長編列「軍事投資計劃」

 2007：龔家政院長移編「人因工作小組」至環境試驗工程組

 2016：增設

 「人因/系統安全評估小組」

 「人/機/環境績效整點評估小組」

 「人因工程資訊整合研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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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軍事裝備系統與個人裝備

 學術活動與發展(國防大學)

 軍職人員之人體計測

 國軍最大耗氧量量測

 國軍握力蒐集與量測

 軍用頭盔評估

 國軍內衣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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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軍事裝備系統與個人裝備

 未來相關議題與發展

 潛艦國造

 戰車性能提升

 無人機系統

 艦射飛彈防空系統

 車載系統

 新一代戰機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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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1014/792921.htm?t=%E5%8F%B0%E7%81%A3%E6%BD%9B%E8%89%A
6%E5%9C%8B%E9%80%A0%E3%80%8C%E5%BE%92%E5%8B%9E%E7%84%A1%E5%8A%9F%E3%80%8D%E
3%80%80%E8%8F%AF%E5%BA%9C%E6%99%BA%E5%BA%AB%EF%BC%9A%E8%87%AA%E4%B8%BB%E7
%A0%94%E7%99%BC%E5%A4%AA%E7%87%92%E9%8C%A2



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電腦軟硬體人機系統

 學術活動與發展

 學術能量

 長期以來於已累績了豐碩的研究成果

 實務發展與推動

 2015：The 22nd 人因年會中舉行 UX Panel Discussion

 2016：於「Xsion跨界創新國際論壇」中舉辦

 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UI/UX研究成果與人才推薦媒合展

 人因與智慧科技大師座談會

 人因工程在UI/UX的創新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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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電腦軟硬體人機系統

 未來相關議題與發展

 使用者經驗(UX)

 智慧科技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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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電腦軟硬體人機系統

 未來相關議題與發展

 使用者經驗(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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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電腦軟硬體人機系統

 未來相關議題與發展

 智慧科技相關應用

 物聯網、大數據、雲端運算等相關智慧科技的成熟

 應用於生產4.0上的相關技術同樣可應用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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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4.0與生產4.0 產品互動、生活居家與醫療照護

資料收集對象 機器、設備、系統與環境 人與環境

資料收集內容 物理參數、環境因子等 生理訊號、行為、動作、情緒等

系統判斷標的 「物」的狀態 「人」的狀態

系統因應目標 提昇效率與降低成本 「人」的表現、安全與滿意度



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電腦軟硬體人機系統

 未來相關議題與發展

 智慧科技相關應用

 智慧居家

 在家安養

 高齡長照

 醫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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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聆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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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術發展與未來展望

電腦軟硬體人機系統

 未來相關議題與發展

 使用者經驗(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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