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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至2017年12月新加入的會員名單如下：

【個人永久會員】

曾國維，台北市立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個人常年會員】

林真如，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李捷，元智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學生會員：

張倞，中原大學，研究生 

吳恩怡，中原大學，研究生 

張芷寧，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研究生

歡迎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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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所)
人因工程研究團隊介紹

圖5. 工作站設計 圖6. 擴增實境應用

圖3. 服務工程與使用者經驗 圖4. 網站與網頁設計

圖1. 運動生理與生物力學 圖2. 動作分析與人機互動

人因工程與設計實驗室簡介

研究團隊主持人：林久翔老師、林承哲老師

本實驗室的研究十分多元化，包括運動生理與生物力學相關研究(圖1)、動作分析與人

機互動相關研究(圖2)、服務工程與使用者經驗相關研究(圖3)、網站與網頁設計(圖4)、體

力工作與工作站設計(圖5)、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於人因工程應用(圖6)等。

撰寫：林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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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運用人因工程進行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評估

林久翔老師近年研究重點為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於人因工程之應用。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是模擬真實場景的虛擬環境，可幫助國防軍事單位、工業界、醫療與核電廠等

行業在進行人員訓練時，避免高危險作業所帶來的傷害，減少人為失誤及增加危害認知能

力；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則是指結合虛擬技術，在真實環境上擴增資訊，讓

使用者體驗不同的視覺感受。近年來人機互動技術不斷的進步，讓使用者得以在不需要接

觸任何控制器的情況下與虛擬場景互動，透過深度攝影機與影像處理技術追蹤使用者的動

作，更進一步得到使用者的動作座標後，進行三維動作的辨識(如姿態或手勢分析)即可與

虛擬實境場景進行互動，再搭配3D眼鏡讓使用者有如身臨其境的感覺。虛擬環境與實體介

面設計不同，要參考使用者的心理、知覺和感官限制，因此使用者對於虛擬介面有足夠的

情境知覺非常重要，否則，設計出來的產品很僵硬，不容易做到自然互動。本實驗室致力

於研究探討互動裝置與動作分析的人員績效，藉由建置虛擬環境並設計互動任務讓使用者

去實際的操作，除了視覺外，虛擬實境也融入其他感知的通道，使得使用者能以觸覺、嗅

覺、聽覺等和虛擬環境作互動，透過評測人員績效，不斷地改善，以達到前所未有的多樣

感知的虛擬世界。圖7顯示本實驗室運用人因工程進行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在醫療手術、

手機操作與空間導覽方面的評估。

林承哲老師近年研究重點則是多點觸控手勢設計如何影響介面操作績效與未來可能的

應用方式。多點觸控手勢(touch-based multi-point gesture)操作有直覺、多向度與避免混淆

(與凌空手勢gesture-in the-air比較)等優點，但其參數設計須考慮工作、裝置、環境與個別

差異等因素(參考圖8)；本實驗室進行一系列的研究，以常見的掐捏手勢進行物件的移動與

縮放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工作要求(如移動方向與目標精確度要求)、裝置特性(如螢幕尺

寸大小與裝置高度)、操作環境(如汽車駕駛)與個別差異(如年齡)等因素對於操作績效(主要

是精確度與速度)的影響，希望能夠藉由了解使用者進行多點觸控手勢操作的能力與限制，

為未來的多點觸控手勢操作人機介面(如車用空調，參考圖9)提供設計方面的指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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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多點觸控手勢操作績效影響因子

圖9. 車用多點觸控手勢運用範例－空調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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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人因工程與設計實驗室儀器設備

為能夠充分支援上述研究需要，本實驗室亦購置了虛擬實境用立體眼鏡、投影機、資

料手套與動作偵測裝置等相關儀器，並且搭配各項電生理回饋感測器(眼動、肌電、心跳血

壓等)蒐集實驗資料(如圖10)，以確保行為表現績效背後的運作機制能夠依據適當的客觀生

心理衡量指標加以解讀。

人因工程評估實驗室簡介

研究團隊主持人：紀佳芬老師

本實驗室近年來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以下三方面：

1.將圖像與聲音的設計與評估應用在智慧建築、汽車設計、產業事故分析與預防等領域。

2.將根本原因的分類與編碼，結合統計分析，應用在意外事故分析與品質管制。 

3.整合應用質化分析工具與模式，如布林失誤樹、決策樹、路徑分析圖等。

首先在圖像與聲音的設計與評估方面，針對「小客車提示音的偏好及感知評估」主

題，以方向燈、車門未關警示、喇叭、倒車雷達、R 檔音總共5 種功能 35 個聲音樣本(參

考圖11)進行實驗，探討使用者對聲音信號的主觀評價，並透過訪談瞭解，那些特性會影響

使用者評估聲音的喜好度與適合度，期能設計出符合大眾偏好的聲音。另外在「小客車提

示音的圖象設計與評估」中開發汽車圖像適配度的測試軟體，並設計實驗測試 95 個汽車

圖像的辨識績效表現，最後將汽車圖像分為七大類型，為每個功能分別產生視覺圖像(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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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小客車提示音樣本

圖12. 小客車提示圖象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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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路徑分析圖應用範例－感電

圖14. 決策樹應用範例－輔具挑選

圖15. 圖像概念整合呈現墜落職災發生原因

另外在意外事故分析方面，本實驗室應用人因工程的分析工具與程式(各式質化與量化

分析工具與模式的整合應用如布林失誤樹、決策樹、路徑分析圖等，如圖13、圖14)，探

討意外事故中的人為疏失，並將質化的意外事故或事件資料轉化成可以進行統計分析的編

碼資料，以便透過統計分析得出關鍵的意外事故情境，找出引發事故的根本原因 (root 

cause)，再從這些情境與根本原因發展預防措施，包括人員篩選及訓練，工具與環境的改

善。此外，以圖像設計整合呈現墜落職災發生原因，將圖像的概念整合到意外事故的失誤

樹分析法，用以圖形化整合呈現墜落職災發生原因，讓職災情境的描述更加具體與系統化

(如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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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生活實驗室簡介

研究團隊主持人：江行全老師

「品味生活」是將「品質工程」結合「人因工程」的概念與方法，以提昇人的生活

「品味」。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高齡者的照護與生理狀態之維護逐漸成為重要且熱

門的議題。有鑑於台灣社會老化情況逐漸嚴重，本實驗室關注老人福祉科技相關的研究議

題，並以工業工程與管理的學理與技術為基礎，建立老人健康管理的新指標及方法。

本研究室與哈佛大學教授合作，透過人因工程與訊號分析的角度，解讀生理訊號之變

化，進而建立醫學上輔助判斷生理變化的指標，例如探討太極或穴位貼片對於老年人平衡

能力的影響、扁平足族群站立平衡的改善等等。未來將朝向改善老年人的居家生活環境，

維護並促進高齡者之健康，並建立更有品味的生活等目標邁進。

目前本實驗室的主要研究課題如下：

高齡者居家環境之「品味化」

 ‧COP、ECG、EMG 等生理訊號處理

‧平衡力評估系統（防止跌倒）

‧多重疾病辨識與健康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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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學者 - Size Korea 來訪報導

圖1 游志雲教授報告我國3D人體計測的發展沿革與現況

學會於2017年10月27日接獲韓國設計推廣協會(Korea Institute of Design Promotion，簡

稱KIDP)的人員來信，希望能與學會裏有人體計測研究相關的人員進行一場非正式的交流

會議。學會陳協慶理事長教授隨即指示學會杜信宏秘書長負責與幾位老師聯絡後，再與對

方決定會議時間。幾經聯絡後，學會與KIDP人員決定於2017年11月13日上午於台北科技

大學科研大樓工管系430室舉開非正式會議，學會出席人員有陳理事長，游志雲教授，以

及杜秘書長，KIDP出席人員有Dr. CHANG Sungwook (Vice Chief Researcher)和Dr. PARK 

Jungwon (Junior Researcher)，以及隨行翻譯人員。

韓國設計推廣協會(Korea Institute of Design Promotion，簡稱KIDP)是與韓國科技標準

局(Korean Agency for Technology and Standards，簡稱KATS)相關的組織，主要負責工作是

管理與推廣韓國人體計測資料庫(Size Korea www.sizekorea.kr)。該會人員此行主要是希望

能與我學會進行人體計測資料庫相關研究的交流。

撰寫：杜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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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學會出席人員與KIDP人員會後合照 

（由左至右分別為：游志雲教授，翻譯人員，Dr. PARK，Dr.CHANG，陳理事長，杜秘書長）

會議中，首先由陳理事長介紹學會出席人員，KIDP由Dr.CHANG介紹該會出席人員。

接著，首先由KIDP的Dr.Park簡要報告Size Korea的歷史與目前推廣工作，再由游志雲教授

代表學會報告我國3D人體計測的發展沿革與現況（如圖1）。在雙方討論過程中，KIDP表

達希望能與我國交換人體計測資料庫資料交換的意願。陳理事長表示會代為向我國政府單

位贊助3D人體計測資料庫研究的單位轉達此意願後，再行回覆。會後，大家在會議室用餐

後並合照後（如圖2），KIDP人員隨即離開並趕赴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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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rgonomics Society來訪報導

上圖左：台北科技大學宏裕科技研究大樓；上圖右：陳協慶理事長致詞

撰寫：黃瀅瑛

承襲過去幾年以來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Ergonomics Society of Taiwan, EST）與

中國人類工效學學會（Chinese Ergonomics Society, CES）之頻繁交流以及良好互動，

中國人類功效學學會於2017年11月由張偉理事長（北京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教授）帶領學

者專家一行共13名成員，再度造訪台灣，進行為期一週之學術交流活動，為雙方學會成員

增添更深厚的情誼並更深入了解彼此。

11月19日首日先由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接待貴賓，陳協慶理事長（國立台北科技大

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安排於台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進行交流首部曲：上午

先由北科大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范書愷所長親自進行歡迎儀式，於北科大宏裕科技研究大樓 

8樓 825 會議室簡單致詞並致贈紀念品給張偉教授以及參訪團所有成員，張偉教授也代表

回贈北京清華大學之紀念品，雙方相談甚歡；隨後由陳協慶理事長說明行程規畫並隨即展

開上午之北科大人因工程實驗室參觀行程。

本日參觀之實驗室為北科大人因工程領域之三間實驗室，分別為陳協慶教授主持之

「人因工程評估實驗室」、梁曉帆副教授主持之「認知人因研究室」、以及黃瀅瑛助理教

授主持之「VR/AR製造模擬人因工程實驗室」。參觀過程由三間實驗室主持人以及研究生

進行說明跟展示，CES參訪團成員展現出高度興趣，互動熱烈，期待在未來的學術及研究

發展上能夠有互相切磋以及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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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左：VR/AR製造模擬人因工程實驗室參觀，黃瀅瑛老師進行介紹；

上圖右：實驗室參觀，研究生介紹VR頭戴式顯示器並進行試戴

上圖左：人因工程評估實驗室參觀，陳協慶理事長進行簡介；

上圖右：認知人因研究室參觀，梁曉帆老師與其研究生進行介紹

上午實驗室參觀一切順利，中午安排在北科大品嘗在地小吃，大家在輕鬆愉悅的氣氛

下享用餐點，府城口味之肉粽及魚丸湯並獲得貴賓們的一致好評！EST以及CES雙方學會成

員稍作休憩後，接續展開下午的行程。

下午14:00到17:00由EST陳協慶理事長邀請學會北部的理、監事及委員參與「人因功效

學會訪台交流座談會」，EST學會的部分安排由杜信宏秘書長分享關於3D人體計測資料庫

的應用實例和珍貴的數據資料、以及李昀儒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

學系）分享關於工作物理治療以及復健人因工程等近期研究計畫，與會人士跟兩位講者互

動頻繁，相信雙方在知識及資訊交流當中，都得到許多寶貴的意見及想法。



12

上圖：杜信宏老師進行演講

上圖：李昀儒老師進行演講

上圖：張偉理事長帶領雙方學會成員進行討論及意見交流

交流座談會先由EST學會兩位講者精采的演說開場之後，CES張偉理事長代表致詞並提

出許多寶貴的意見，針對兩邊學會各自的優勢和現況，提出許多未來或可相輔相成或是互

惠的合作模式，相當令人期待。

交流座談會的第二階段由張偉理事長安排郭伏教授（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業工程

系）展開序曲，分享關於人因工程研究現狀–基於文獻計量學的分析來做觀察與探討，經

由大量的文獻蒐集以及關鍵字還有收錄期刊等統計分析，可看出近年來人因工程發展的趨

勢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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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郭伏老師進行演講

上圖：李四民老師進行演講

上圖：馬靓老師進行演講

CES的第二位講者為黃四民教授（北京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與大家分享的講題是關

於老齡化社會在中國的現況，以及當今社會亟需科學、工程、服務、以及管理等領域的整

合以解決相關問題的重要議題。

第三位CES的講者是馬靓副教授（北京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分享的講題是關於數位

人體模型（DHM）應用於預防職業相關之肌肉骨骼傷害的研究，以及關於局部肌肉疲勞模

型之細節介紹。



上圖：董華老師進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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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晚宴圓滿結束 

CES的最後一棒由董華教授（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接手，演講的主題是當前相當

盛行之包容性設計與人因工程相關議題，並為大家介紹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包容性設計

研究中心的架構組成以及軟硬體資源和國際化交流等等，非常具有前瞻性。

交流座談會在六位講者精采的演說之後暫時告一段落，一整天的參訪行程，雖然稍嫌

疲累，但是相信所有參與的人員都是收穫滿滿，對未來的研究有了更深一層以及更寬闊的

想法。更重要的是在如此難能可貴的場合，大家都結識了新朋友，也更深入地了解彼此，

在未來的學術研究路上，勢必將會有有互相幫忙、切磋的機會！

會後EST學會於喜來登十三廚進行晚宴，兩個學會一行人浩浩蕩蕩從北科大散步經過華

山文創園區一路走到晚宴地點，一路上大家邊輕鬆聊天，邊欣賞文創藝術以及台北市街

景。一整天相當充實的行程下來，大家終於可以坐下來好好聊個天、吃個飯。CES本次訪

台行程的第一天首部曲到此結束，可謂是賓主盡歡，圓滿達成任務！



本次演講由管理學院院長歐陽力行少將主持，院長首先表達歡迎與感謝，並介紹難得能

邀請到在學界及業界都經歷豐富的李永輝教授，李教授為美國德州理工大學工業工程博

士，之前任教於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除了學術研究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之外，先

後歷練了學校學務長、研發長及國際長等重要職務外，也曾至法國、美國及北京擔任訪問

學者；並且擔任過第七任「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理事長一職(2005-2007)，2011年被鴻

海科技集團延攬，擔任IE總處【現場人因工程中心】協理一職，直到2016年再度回到學術

界，擔任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系的客座教授。透過此次演講，讓管院學員生更加

了解「工業4.0」的實務經驗，在未來進入「工業4.0」的時代後，能呈現「以資訊化帶動

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資訊化」的產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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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7.12.11
i4.0+人因工程 專題講演

活動照片01

紀錄：羅捷齡、廖士敦

李教授演講內容：

工業4.0的概念，從德國在2001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提出「工業4.0」而來，意指第四

次工業革命。每一次工業革命的變革，多半是由新科技的出現所造成的，它不僅為製造業

生產力帶來改變，甚至改變相關產業的營運模式，如今，更進一步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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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02

1.鴻海的自動化與創新轉型:

在鴻海服務期間了解轉型的重要性，由工-技-E貿，將O2O的概念帶入企業的生產模

式。旗下產品分為十一屏、三網、二雲，其中十一屏的產品，其編號順序依照與眼球的距

離來編排，而鴻海集團的願景｢雲移物大智網｣，雲就是雲端運算與儲存；移就是移動訊息

與遠端遙控；物就是物聯網（IOT）；大就是大數據；智就是智能數據；網就是網路傳

送，期望能做智能製造，做工業互聯網。

2.由全人到全機的關燈工廠:

傳統產業偏向全人型模式來生產，完全依靠人力來製造產品，但這樣費時又費力，而隨

著機械化的出現，製造產業利用機器來協助生產。從一開始的人機模式到後來的機人模

式，期望以後能朝向全機的生產模式來執行。

3.科技+(聽覺、視覺)+工作:

舉一些智能產品為例，以穿戴式機器人(HAL)來說，此產品利用體外貼附電擊接收腦波

與神經脈衝連接穿戴式機器主機，協助線上作業人員更便捷的操作機器；另外骨骼機器人

的普遍運用，可協助作業人員更有效率。亞馬遜的 Alexa 利用聽覺方式將居家智能化，這

些產品能幫你尋找食譜、播放音樂或提供天氣預報。

4.以人為中心的未來工廠:

舉HCI(Human Computer Interface)人機互動的終極形式為例，讓我們了解知識工作者的

重要性。現今為第二波數位革命，未來將朝向由｢全聯網｣主宰的第三波數位革命，如何建

立及掌握管理者最想要的10個重要數據。

5.人因工程的機會:

隨著互聯網的出現，我們將網路與生活結合，讓生活更加便利。以教育為例，出現翻轉

教育、行動學習、個人化學習等等，使學生們的學習容易許多。以醫療為例，機械的便捷

化，不管是病患家屬及醫生，都可以較輕鬆的照顧患者。舉例於鴻海運用人因工程去進行

員工的篩選，比如辨識能力佳者進行品管稽核、手眼協調佳者進行組裝作業。



在演講過程中，同學們都認真聽取經驗分享，李教授也能有條不紊地回答及解說同學們

的每個問題，除了當場能「長知識」外，同學們也將與課程有關的問題，經過反覆思考及

網路、書籍、資料蒐集後，帶回課堂中發問，並與老師相互討論研究。由此可見，專題演

講帶給大家的益處，學習不只要學，學了還要會，所以僅僅透過課堂學習是有限的，如能

結合實務的分享，更能激發出同學的不一樣的思考方式。就管院運籌系的學員生來說，人

因工程佔了很大的領域，能夠聽不同學者的分享，進而增加自己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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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03

透過工業4.0及人因工程的角度來探討想像軍方的任何管理與創新，比如如戰士如何解

放雙手，利用聽覺、視覺及口語指令來提升作戰效率；如軍校如何蒐建關鍵數據資料庫，

使管理者如院長能精準掌握即時想要的重要訊息；軍方自製的生產裝備是否足以走向工業

4.0，從全人生產過程轉換到全機生產過程，種種的概念都可以啟發大家去想像，所以給大

家一些功課去尋找答案，另外推薦額外補充概念影片，“玻璃的一天”，相望這些觀念能再

給大家一些未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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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
第十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2018.01.06

（一）時間：一百零七年一月六日(六)  10：00 ~ 12：30

（二）地點：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科研大樓440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大會得僅載明人數，理事、監事會議應分別載明理事、監事姓名）

理事：陳協慶、蘇國瑋、吳欣潔、林伯鴻、林志隆、林承哲、林瑞豐、梁曉帆、蕭育霖

監事：石裕川、王明揚、呂志維

（四）缺席人員：（大會得僅載明人數，理事、監事會議應分別載明理事、監事姓名）

理事：無

監事：無

（五）請假人員：（大會得僅載明人數，理事、監事會議應分別載明理事、監事姓名）

理事：張堅琦、唐硯漁、吳豐光、周金枚、盧俊銘、林彥輝

監事：林久翔、紀佳芬

（六）列席：

林昱呈、黃瀅瑛、金御民、李昀儒、謝閔智、劉永平

（七）主席：陳 理事長 協慶              紀錄：劉永平

（八）主席致詞：（略）

（九）來賓致詞：（略）

（十）報告事項及討論：

1.會務現況報告

(1) 修訂後之理監事通訊選舉辦法已經呈報內政部核備完成。

(2) 10月27日，韓國設計推廣協會(Korea Institute of Design Promotion，KIDP)訪台，於台

北科技大學與本會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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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月02日，本會協助邀請Dr. Marino Menozzi蒞臨台北科技大學進行演講分享，講題

The Role of Coincidence and Patterns in Human Behavior。

(4) 11月19日，本會邀請大陸人類工效學學會訪台，於台北科技大學進行兩會學術交流會議。

(5) 12月01日，本會與清華大學研究倫理辦公室於清華大學聯合舉辦IRB講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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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1)財務委員會：

(a)截至12月31日止，本會流動資產計有郵政劃撥帳戶餘額$416,217元整，定存基金

1,113,504元整，外加定存存款利息11,304元整。

(b)本會106年度管理費收入計184,125元整。

(c)本會106年度餘絀14,707元整。

(2)學術委員會：

(a)2016年，第18卷第1期、第2期已出刊。

(b)2017年，第19卷第1期編排校稿中，即將出刊。

(c)近三年人因工程學刊投稿稿件處理狀況：

(3)組織委員會：

(a)本會會員統計(至106/12/31日)：

團體永久會員：8

個人永久會員：248位

可聯繫上之永久會員：224位

逝世：3位

退休：6位

離職：4位

失聯：11位

有效個人常年會員：7位

(b)會員個人資料公開同意情況：

願意公開個人資訊之會員：82位

(c)新增組織委員會工作同仁

為增進會員聯繫與資料庫更新工作，將邀請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飛機工程系黃卓礽老師加入

組織委員會，為南部地區會員服務。

(d)後續將邀請學界老師以產學合作經驗或個案研究來撰寫專刊，以增加稿源。



21

(4)2018人因年會籌辦進度報告：

(a)開幕式時間：3/17（週六）09:00~09:30，全程以英語進行致詞。

(b)專題演講一，已寄發邀請函、請Prof. Strasser確認演講時間並提供摘要。

(c)專題演講二，已寄發邀請函，收到Prof. Horie回應並確認演講時間，尚待提供題目與摘要。

(d)專題演講三，Prof. Kee Yong演講相關資訊皆已確認。

(e)學生論文競賽

‧全文投稿截止日期：1/12（週五）

‧線上註冊截止日期：2/16（週五）

‧審查完成期限： 2/23（週五）

‧公布決賽名單日期：2/26（週一）

‧口頭發表日期時間：3/17（週六）13:00~14:40

‧口頭發表預計安排二至三個場次，開放所有與會者旁聽，各場次六篇、每篇15分鐘，共

90分鐘（+10分鐘緩衝）

‧口頭發表場地：工程一館R106、R108（皆為100人演講廳）、R904（50人個案教室）

‧目前（1/5）收到稿件數量：0篇，預計有8~9篇

(f)實務工作坊

‧主題（暫定）：設計思考與行動應用程式設計雛型評估

‧主持人：邱珮鈴、陳芊卉

(g)英文口頭報告

‧時間：3/17（週六）15:00~16:40

‧預計安排一至二個場次，各場次六篇、每篇15分鐘，共90分鐘（+10分鐘緩衝）

‧場地：工程一館R106、R108（皆為100人演講廳）

‧目前（1/5）收到稿件數量：5篇

‧延伸摘要截止日期：1/12（週五）

‧審查完成期限：1/31（週三）

‧通知審稿結果期限：2/2（週五）

‧延伸摘要定稿繳交期限：2/16（週五）

‧線上註冊截止日期：2/16（週五）

(h)大會晚宴

‧彭園會館新竹館

‧時間： 3/17（週六）18:00~20:30

‧場地大小：可容納170-260人（17-26桌），長方形會場

‧菜單：桌菜，特殊需求可另外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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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座談討論（1/2）：軍事人因

‧時間：3/18 （週日）10:20~11:50，共90分鐘

‧主題：「人因工程與國防」論壇

(j)座談討論（2/2）：職業安全

‧時間：3/18 （週日）10:20~11:50，共90分鐘

‧主題：協調中

(k)校園導覽

‧內容：清華大學圖書館、梅園等主要景點

‧時間：3/18（週日）10:20~11:50，共90分鐘

‧全程以英語介紹

(l)中文口頭報告

‧時間（一）：3/18（週日）13:00~14:40，預計安排五至六個場次，各場次六篇、每篇15

分鐘，共90分鐘（+10分鐘緩衝）

‧時間（二）：3/18（週日）15:00~16:10，預計安排五至六個場次，各場次四篇、每篇15

分鐘，共70分鐘（+10分鐘緩衝）

‧場地：工程一館R102、R103、R104、R202、R203、R901

‧目前（1/5）收到稿件數量：21篇

‧延伸摘要截止日期：1/12（週五）

‧審查完成期限：1/31（週三）

‧通知審稿結果期限：2/2（週五）

‧延伸摘要定稿繳交期限：2/16（週五）

‧線上註冊截止日期：2/16（週五）

(m)海報展示發表

‧時間：3/18（週日）13:00~16:10

‧目前收到稿件：11篇中文、1篇英文

‧延伸摘要截止日期：1/12（週五）

‧審查完成期限： 1/31（週三）

‧通知審稿結果期限：2/2（週五）

‧延伸摘要定稿繳交期限：2/16（週五）

‧線上註冊截止日期：2/16（週五）

(n)工業工程學刊（JCIIE Special issue）

‧6-8篇收錄至工業工程學刊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I Compendex, INSPEC, TSSCI, and Sc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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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閉幕式暨頒獎典禮

‧時間：3/18（週日）16:20~

‧理事長致詞、大會主席致詞、頒獎：學生論文競賽、….

(5)學生事務委員會：

(a)目前學生論文競賽評審老師為6位，請各位老師盡量參與協助，競賽評分表將由11點改

為7點。

(b)人因工程與設計實務應用競賽推動事宜於下次會議討論。

(c)人因工程粉絲專頁請各位老師協助貼文與經營。

(6)人因會訊：

(a)人因會訊106年第3季內容

‧歡迎新會員

‧國際研討會資訊

‧明志科技大學人因工程實驗室簡介

‧ACED 2017報導

‧HCII 2017報導

‧第十三屆第二、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b)人因會訊106年第4季預計規劃內容：

‧歡迎新會員

‧預計由臺灣科技大學撰寫人因工程實驗室簡介

‧國防大學人因工程講座

‧KIDP來訪報導

‧大陸人類工效學會訪台報導

‧第十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十一）討論事項：（載明案由、提案者、說明、辦法及決議）

1.新加入會員審核

個人永久會員：曾國維

個人常年會員：林真如、李捷

學生會員：張倞、吳恩怡、張芷寧

說明：以上人員，請討論是否通過本次入會申請。

決議：以上人員，通過本次入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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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會員同意公開之個人資料將於本會官方網站「知識社群」項目中建置交流合作人才

庫檢索服務，此一服務可根據會員專長領域篩選出相關會員資料，網站瀏覽者經過防止網

路機器人或是自動化程式的CAPTCHA驗證機制後即可查詢。本項網站檢索服務委請資訊

委員李英聯老師協助建置，組織委員會將協助定期更新資料。

3.EST2019年會決議由中部朝陽科技大學、勤益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三校聯合舉辦。

（十二）臨時動議(略)

（十三）散會12:30

版權所有  ©  2017  Ergonomics  Soc ie ty  o f  Ta iwan .  A l l  R igh t s  Rese rved .

電子郵件請寄 frank.phlin@gmail.com 
或來信 24301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84號
明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人因會訊編輯部　收

您有人因相關的活動訊息或內容想要跟會員分享嗎？人因會訊
是一個最好的管道！舉凡業界或學術界的活動訊息、對相關時
事的看法、研究成果的分享、書籍的推薦或是對本會訊的建議
等，都歡迎您與會訊編輯部聯絡！

會員交流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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