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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針對外科用剪刀之優使性，由新型 grip 與傳統型比較探
討，為新型 grip の的效性提供人體工學面的實證。
新型剪刀
在雙環部內側上，設計拇指與無名指的接觸面，減低接
觸壓力並防止疼痛，根據食指護墊部決定前端位置，提
升精確度，並根據小指放置部，希望能提升握持性，藉
此提升 ISO9241-11 規定的優使性，並使雙刃部施加相互
開合力變得容易，使之具備提升剪斷性效果（圖 1）。
図 22 實驗進行狀況
実験実施状況
圖
各筋上にアクティブ電極を、中指 MP 関節背側に磁気トラッカのレシ

在各肌裝上主動電極，在中指 MP 關節背側裝上磁場訊號追蹤
器的接收線圈。以受試者前方右側為原點。
ーバコイルを装着した。原点は被験者前方右側とした。

結果
結果

新型的作業完成時間與屈拇指短肌肌電圖振幅，減少
新型においてタスク遂行時間と短拇指屈筋筋電図の振幅が
程度具統計顯著性，被視為有提升成效與減輕負擔的
效果（圖 3）。此外，由於裁斷性的提升，手的移動速
められた（図
3）。また、切断性の向上から手の移動速度の
度加快也受到期待，但並不具統計顯著性（圖
4）。
有意に減少し、パフォーマンスの上昇と負担軽減効果が認

増加が期待されたが、統計的に有意ではなかった（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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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型剪刀
実験概要

實驗概要
実施日：2008 年 2 月 18 日（月）
實施日：2008 年 2 月 18 日（一）
場所：千葉大学工学部 2 号棟人間工学実験室
地點：千葉大學工學部 2 號棟人體工學實驗室
被験者：剪刀の操作に熟練した泌尿器科の医師
受試者：3
名剪刀操作熟練的泌尿器科醫師 3 名
作業：傳統型與新型交互使用，將樣本檢體（雞趐）由皮
タスク：従来型と新型を交互に用いて、検体（鶏手羽）から皮
部分，各裁切成 5 小片剝離。檢體每次都更換。實驗狀況
部分を 5 枚ずつ細断しながら剥離した。検体は毎回新しもの
如圖 2 所示。
と交換した。実験状況を図 2 に示す。
量測項目（使用器材）：
屈拇指短肌、屈小指短肌、屈指淺肌、總指伸肌的各雙
①
測定項目（使用機材）：
極誘導肌電圖（Biopac Systems 公司 MP-150 data 收集
①短拇指屈筋・短小指屈筋・浅指屈筋・総指伸筋の各双極
記錄系統與主動電極 TSD-150B）
誘導筋電図（Biopac
Systems 社 MP-150 データ集録システ
根據剪刀（手部）之立體位置量測速度（
磁場訊號追蹤裝
②
置
POLHEMUS
公司
Fastrak）
ムおよびアクティブ電極 TSD-150B）
分析方法：傳統型、新型均練習 10 次以上，穩定後連
②ハサミ（手部）の 3 次元位置計測による速度（磁気トラッキ
續試行 3 次以上，求出各指標平均値，對各相對應條件
之間進行 POLHEMUS
t 檢定。 社 Fastrak）
ングデバイス
解析方法：
従来型、新型ともに 10 試行以上の練習の後の安定した連
続 3 回以上の試行について各指標の平均値を求め、条件
間で対応のある t 検定を行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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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作業遂行時間與肌電圖量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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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手部移動速度量測結果
考察

研究與探討
ォーマンスおよび筋負担からの検討により、剪刀の新型
パフ
根據成效與肌肉負荷面的探討，剪刀新型夾具有明顯的
人體工學有效性。完成時間之移動速度不具統計顯著
対し
て移動速度が有意ではなかったのは、剥離にともなう切S/N 比低
性，可能是因剝離所造成的非裁斷動作，導致
下。今後的作業設計，希望能增加受試者人數，與提高
断以外の動作によって S/N 比が低下したためと考えられる。
檢測的精度。
グリップの人間工学的有効性が明らかとなった。遂行時間に

今後は被験者数の増加と検出精度の高いタスクデザインが
望ま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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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製本公司自製剪刀(醫療用剪)與市售品之品質評價
井上研司
株式会社東光舎
②裁斷性能(剪斷效果)比較
接著使用這些樣本，進行裁斷荷重之比較試驗。根據預備試驗的結果，
選定雞胸肉為剪斷標的。以冷凍狀態雞胸肉大小為 5mm*10mm 的塊狀，形
狀統一作為剪斷試片。試驗結果如 Fig 3 所示。
如同先前預期，市販品的剪斷荷重顯著偏大，試製品的剪斷荷重為其 1/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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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使用歷史可追溯到紀元前，型態和功能性幾乎不曾改變，一直沿
用迄今。此外，作為手術器具的剪刀（鋏），在診療科和手術技術面，
已開發出各種不同形狀的產品。
現代就手術器具材料而言，ISO 和 ASTM 規定的不鏽鋼被廣為使用，
可能是考量強度問題，再加上清洗和殺菌等製程中，為防止生鏽之故。
本次是敝公司在開發醫療用剪刀之際，由本公司以試製樣品與現有
市售品，進行品質比較評估，目的在確認本公司製品品質的定位，同
時明確訂定品質基準，將所進行的若干試驗結果彙整於此。
①試驗方法
形狀選擇一般的 Cooper(Fig.1)剪刀。準備作為試驗用的市售不鏽鋼合
金(SUS420)製剪刀，與試製的不鏽鋼合金(SUS420)製剪刀，各 1 把作為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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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g 1 醫療用剪刀範例（Cooper型）

首先，比較各樣本的期初狀態。比較項目包括對剪刀剪斷有影響的刃前
1)
端半行R、刃前端粗細、縫隙形狀 。量測結果如Table 1所示，縫隙形狀
量測例如Fig.2所示。

Table 1 各樣本期初狀態
刃前端 R μm

刃前端粗細度 μm

試製品

Fig. 3 樣本的剪斷效果比較
③耐久性比較
其次，為比較樣本的耐久性，在不剪任何物品的狀態下，進行 500 次的開
合動作後，量測刃前端 R 與刃前端粗細度。
結果如 Table 2～3 所示。
可看到各樣本的值均未出現很大的變化。醫療用剪刀在使用時，開合次數預料
不會太多，因此預估市售品與試製品的耐久性程度差不多。．

Table 2 開合 500 次前後之刃前端 R 變化

μｍ

縫隙不齊度

市售品

市售品

試製品
試製品
前端部刃面側翹起
均一圓弧

市售品(動刃)

Table 3 開合 500 次前後之刃前端粗細度變化 μｍ

市售品
試製品(動刃)

試製品

※縫隙是指剪刀刃與刃之間的空間。左圖
A

是刃內側形狀(上圖 A 部)之量測結果

Fig. 2 使用樣本之縫隙形狀一例
左左圖：市售品的縫隙形狀中，縫隙間並非圓弧狀，同時，由於
圖形省略，靜刃、動刃的形狀不同。在此情況下，隨著剪刀開合，
刃與刃的壓附壓會產生變化，因此，剪斷不齊，剪斷效果不佳。
右圖：試製品的縫隙間形狀，呈均一圓弧狀。
刃前端 R、刃前端粗細度方面，市售品均較試製品為大。尤其是刃
前端 R，對裁斷荷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對剪斷效果的影響自然就
大。2)。
此外，市售品的縫隙間形狀也看得到不平整。縫隙形狀不齊，直
接影響會降低剪斷效果，因此，預料市售品的剪斷效果，將較試製
品為差。

結語
① 在比較市售品與試製品時，可發現剪刀品質有很大的差異。敝
公司一向為理髮美容專用剪刀的製造公司，但敝公司的技術
面，應用於醫療用剪刀，剪斷效果較比傳統品為佳已獲證明，
充分具備提供醫療用剪刀的可能性。
故於此時，在兩者的耐久性約略同等的情況，使用敝公司的產品，應可
在良好剪斷效果的狀態下，維持較長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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