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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至12月新加入的會員名單如下：

常年會員

蘇明鴻，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陳隆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黃存宏，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學生會員

梁書暐，中原大學

蕭柏榮，中原大學

林承儀，中原大學 

吳庭瑜，中原大學

劉昌碩，中原大學

羅崧豪，中原大學

張祐綸，元智大學

歡迎新會員：



恭賀學會前常務理事陳一郎教授和理事盧俊銘教授獲選106年度工業工程學門成果發表會

人因工程與設計子學門海報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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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榮譽



　　人因工程學會在前常務監事林榮泰教授、前理事長石裕川教授、前理事長紀佳芬教

授及理事林瑞豐教授的共同規劃下，先於105年科技部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成果發表會發

表105年度「人因工程與設計子學門」之規劃 。

投影片連結一：http://www.est.org.tw/admin/upload/20190107082133930.pdf

投影片連結二：http://www.est.org.tw/admin/upload/201901070821330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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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因工程與設計的回顧與發展

　　之後在四位教授的共同執筆下，於107年7月在管理與系統期刊第二十五卷第三期，

發表長達45頁篇幅之「臺灣人因工程與設計的回顧與發展」論文，內容完整地介紹台灣

人因工程發展的歷程及其研究的主題，人因會訊特別節錄論文的摘要及首頁如下，完整

的論文請參閱管理與系統期刊。

摘要：「人因工程」啟蒙於二次大戰，而本國人因工程的開端則是由國科會 (現為科技部) 
於1984年成立的「人因工程推動小組」所開啟，並於1992年成立「工業工程學門」。爾

後在許多人因前輩的努力下，「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Ergonomics society of Taiwan, 
EST) 於1993年在新竹清華大學成立。後鑒於人因工程若結合設計則更能產出實體產品或

系統，國科會旋即於2001年將「工業工程學門」下的「人因工程」子學門更名為「人因

工程與設計」子學門迄今。自1984年國科會開始推動人因工程以來，「人因工程與設

計」子學門每年所提出進行審核的計畫案數量，幾乎都佔工業工程領域子學門的最多

數。早期研究主題包括人體計測、工作環境測定、中文電腦鍵盤設計、訊息顯示設計、

運動生物力學、控制與顯示設計等；特別在人體計測，不論教育部、科技部、勞動部、

內政部與國防部，接續不斷地建立屬於「本土」的資料庫。此外，「人因工程與設計」

與政府各部門的施政息息相關，也相繼被業界所器重並應用在產品設計上。

近年來為因應數位通訊、雲端科技、高齡化、以及工業4.0所帶來各項系統的物聯網化、

大數據分析與智慧化等衝擊，使得「人因工程與設計」子學門也不得不面對許多的挑

戰。雖然「科技」是「設計之本」，但是「人性」卻是「設計之始」，當科技隨之日新

月異之同時，也牽動人類適合從事的作業類型與內心需求層次的挪移，唯不論如何，人

類所發展的科技畢竟由「人」所起，也終為「人」所用，故一切終究離不開「人性因素 
(human factors)」。於此同時，產品由首重功能使用進展至愉悅使用，以至提升到創造獨

特的高感受時，即不再是單一技術或領域可及的境域，而是融合「感性科技」、「人性

設計」與「文化創意」的設計思考，才能營造一個高科技與高感受的人性化工作與生活

環境。藉「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成立25周年之際，回顧「人因工程與設計」子學門之

歷來與發展，並論及未來可能之挑戰與變化，盼諸位同好攜手並進，為「人因工程與設

計」子學門未來更寬廣之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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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成立於1999年，成立之初為一小實驗室並以評估手/工具介面(手套、手工具握把形

狀/大小、操作平面等)對手部功能(如握力、捏力、靈巧性等)之影響為主研究領域。近年

隨著研究設備擴充與研究能量累積，陸續將研究領域擴及至以下領域。

1.3D人體計測掃描與智能服裝站

2.體適能評估(最大耗氧、HR、肌力與身體組成量測)
3.智慧穿戴裝置與生理監測

4.心智負荷與視覺訊息處理(眼動分析)。
5.行軍與個人裝備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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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人因工程研究中心介紹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運籌管理學系

一、簡介

提供人因相關專業知識以協助國軍解決人員與軟/硬體間之互動議題，進而強化流程/裝備/
機具與操作/訓練之效益、安全與福祉。

二、目標

撰寫：石裕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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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作與成員

本研究中心主要功能有教學、研究，與交流/推廣，說明如後。

1.教學

(1)藉教學傳授軍事人因相關知識與培育人員

(2)提升學生對人因工程的興趣，以及相關應用能力

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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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

(1)透過研究探索並解決軍事人因相關議題與問題。

3.交流/推廣

(1)以本中心為基體，推廣軍事人因。

(2)以本中心為媒介，進行國內、外各式學術交流與互動參訪

軍事交流

蒙古國防大學

邦交國武官

軍事單位(中科院、海軍、軍備局、後勤學校)

學術交流

北喬治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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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

國內學術單位(陽明、交通、台北市立大學、中興、淡江、警察大學、北科大等)

產學交流(聚陽、羅技、奇翼)

軍事人因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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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間構思，由點著手，進而建構平面。也就是，從人機互動聯網 (Internet of Human-Com-
puter Interaction, IoHCI)(空間)的想定，而從智能戰士(點)為著眼點，在進階至戰士彼此間的

溝聯(面)。

五、研究想定



1.人體計測

(一)目的：量測身體/頭部/手部/腳部尺寸；建立資料庫

(二)設備：各式3D掃描器(全身、頭/臉、足、手)
(三)應用：個裝尺碼規劃(服裝/頭盔/鞋具等)、船艦/戰機/操作平檯/工廠等空間設計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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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想定，規析研究領域有人體計測、生物力學、有氧能力、視覺追蹤、心智負荷，以

及冷/熱壓力等；各相關設備與應用說明如後。

六、研究領域/設備/應用



2.生物力學

(一)目的：步態評估/量測各肢節受力與施力大小；建立資料庫

(二)設備：動作分析儀(Vicon)/力板(AMTI)/BTe功能性肌力測試訓練系統 /COSMOS跑
步機+壓力板(Zebris)
(三)應用：個裝、外骨骼評估/動作分析/人工操作之阻抗力或重量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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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氧能力 (心肺適能)/身體組成/體適能

(一)目的：量測最大耗氧量與身體組成，並探討兩者與體適能間之關係；建立資料庫

(二)設備：耗氧儀(K5)/身體組成分析儀 (BioSpace 230)
(三)應用：人員篩選/訓練負荷訂定，行軍背包/體適能評估分析

4.心智負荷/視覺追蹤

(一)目的：評估搜尋績效與心智負荷

(二)設備：眼睛追蹤儀(Tobii)/視覺深度儀/心律計/駕駛模擬器

(三)應用：利用眼睛追蹤評估迷彩設計良窳、行車與系統操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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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成果

5.冷/熱壓力評估

(一)目的：探討環境溫、濕度對生理與手部作業績效之影響

(二)設備：恆溫恆濕室/冷水槽/普渡靈巧性測板/力量量測器

(三)應用：熱環境/山訓、海訓或雪地作戰訓練/水下爆破處理、船體檢查/港灣障礙清理作業

1.計測資料(身、頭、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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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捏、握力資料蒐集

4.最大耗氧量、體適能(仰臥起坐、伏地挺身、3000公尺跑步)、身體組成(體脂率、肌肉

量、蛋白質等)資料蒐集

5.低氧環境工作績效

6.最大耗氧量預估式

2.個裝、頭盔、防彈背心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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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來設備投資

為深植人因工程理念、價值與知識於國防領域，未來預劃建立六軸平台與各式模擬場

景，藉以提升訓練績效，降低訓練成本。

九、展望

1.短程：

(1)透過教學介紹人因專業知識/教授相關研究方法

(2)藉研究專案持續研蒐國防人因議題

2.中程：賡續充實研究設備、培育軍事人因專才

3.長程：

(1)建立軍事人因相關資料庫，據以設計研發裝備及建立人員訓練規範

(2)成為軍事人因智庫/專業測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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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因工程學會與清華大學研究倫理專案辦公室於107年12月7日共同於清華大學旺宏

館3樓舉辦「研究倫理教育訓練」課程。此次訓練課程共分為兩個主題，第一場由清大附

小廖經華前校長帶來的主題︰「研究倫理審查與行動研究」。廖校長演講的主題分為行

動研究、人體研究及從行動研究衍生的研究倫理案例等三大部分。廖校長首先從一位教

育行動研究者的角度去切入研究倫理，首先以個案的方式去分析學生的學習行為。在人

體研究方面，中華民國100年12月28日頒佈的人體研究法主要在保障研究的對象，而其中

的人體研究指的是從事、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物行為、生理、心理、

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若需針對原住民進行人體研究，則需諮詢、取得該原住

民之同意，而諮詢、同意與商業利益等事項，則需由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訂定之。最後

廖前校長指出四種需要送倫理審查的對象，包括第一項為招募研究受試者參與研究，第

二項為研究中使用可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的資料，第三項為申請科技部、衛福部補助經

費，或運用國衛院健保資料庫，最後一項則為需將研究成果投稿至國際期刊。

　　第二場則由修平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杜信宏教授帶來的主題「人因工程計畫

送審IRB密技」。杜教授在演講中闡述免審查、簡易審查、一般審查的研究案件範圍、研

究材料的使用範圍。後來更以實例介紹人因工程計畫IRB的審查案例，包括以新案送審、

範圍檢核表、數據資料及安全性監測計畫、申請書、受試者同意書的種類及受測者問卷

等資料，讓需要送審的專家學者們更能瞭解實際的送審情形，以利計畫的順利送審。演

講過後有同學針對IRB送審的問題進行提問，也非常感謝主講人杜信宏、人因學會理事長

陳協慶、國防大學石裕川、中原工工系呂志維及清大工工系盧俊銘等教授們給予熱情且

詳細的回覆及提醒，除了讓發問同學得到完整且多面向的回覆之外，亦感受到人因學會

專家學者們的熱忱，讓與會人員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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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清大 IRB 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撰寫：林伯鴻

圖1、廖經華前校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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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杜信宏教授演講

圖3、人因專家學者們回覆學生的提問



（一）時間：一百零八年一月六日(日)  09：00 ~ 11：00
（二）地點：台中港酒店 宴會廳2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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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堅琦、吳豐光、周金枚、邱敏綺、林伯鴻、

林志隆、林瑞豐、梁曉帆、盧俊銘、蕭育霖、林彥輝

監事：石裕川、王明揚、呂志維、紀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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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硯漁

監事：林久翔

（六）列席：

杜信宏、林昱呈、黃瀅瑛、黃卓礽、金御民、張庭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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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2月07日，本會與國立清華大學研發處研究倫理辦公室合作辦理IRB講習

課程，會員報名參加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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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第十三屆
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2019.01.06



2.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1)秘書處：

本會與台中市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續簽IRB代審，合約至民國111年
底，有需要的會員可多加利用。

(2)國際事務委員會：

108年03月16~17日，ACED council retreat meeting於台灣舉行，計有亞洲10多
國（中、台、港、日、韓、澳、泰、越、馬、印度、印尼、新加坡等）人因代

表來台參加，本會將配合需要寄送邀請函，並籌備接待交流事宜。

(3)推廣委員會：

2019人因年會學生專題設計競賽說明及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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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組織委員會：

第14屆理監事選舉採通訊方式進行，監事應選5名，監事應選15名。待討論

確認名單後，將於本月印製寄送至各個會員。

(5)財務委員會：

截至107年12月31日止，本會流動資產計有郵政劃撥帳戶餘額$490,593元整，定

存基金1,113,504元整，外加定存存款利息22,614元整。年度損益$85,686元整。

(6)學術委員會：

(a) 人因學刊缺稿嚴重，請大家多多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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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9年會主辦單位籌備報告：

(a)研討會延伸摘要繳交期限至108年01月11日截止，預計可能會再延後5
天。線上註冊系統開放至108年02月15日止，其後採現場報名。

(b)年度最佳論文獎勵，由於連續2年得獎人均相同，因此獎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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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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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常年會員：蘇明鴻、陳隆輝、黃存宏

學生會員：梁書暐、蕭柏榮、林承儀、吳庭瑜、劉昌碩、羅崧豪、張祐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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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臨時動議(略)
（十三）散會11:00

(b)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給予參加年會者之訂房優惠價格如下，待進一步確認

後會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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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  ©  2019  Ergonomics  Soc ie ty  o f  Ta iwan .  A l l  R igh t s  Rese r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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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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分享、書籍推薦或是對本會訊的建議等，歡迎您與會訊編輯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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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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