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實踐

松下電工對老齡化社會之研究與開發產品
本文討論松下電工以人體工效學和感性工學觀點制

這個原則成為居家產品及系統的基本策略。這類設

定設計策略來協助老年人。我們參考了與設備發展

備及系統以人的因素、人體工效學以及感性工程為

有關的通用設計理念，以便協助老年人。我們做了

其基礎。

與扶手和馬桶的設計有關的人體工程學實驗。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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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評估數據，建立了分佈在馬桶座上的體壓原則，

感性工程是由三雄長町於三十年前在廣島大學 設

並應用這個原則，找出最舒適的如廁姿勢。

立的。定義為一種「翻譯技術」，可將用戶的心理
和生理需求轉為設計規格，開發出適合用戶需求的

2005 年日本的老齡化比例中，超過 65 歲以上的老

優秀產品。日本和全世界皆已採用感性工程來開發

人佔人口的 19.9％，預計至 2020 年將成長為 27.8％。

新的產品。它有創造出滿足客戶的產品的能力，因

與世界其它地區相比，日本將成為一個超高齡社

為產品的設計，以符合用戶的感受和需求為主。該

會。此外日本的平均壽命越來越長。預測在未來 75

技術已經和將會應用到老年人社會福利醫療設備以

％的 50 歲的人會活到 100 歲。

及老年人商品的開發。

「通用設計」概念來自美國，並已在世界各地迅速

協助老年人的方法

蔓延。這種思維方式影響了與高齡化有關的日本商

1997 年，松下電工開始以「不老化政策」結合了「無

業，現今開發增進老年人的福利和幸福的設備，已

障礙」、「無壓力」和「無憂無慮」的概念來幫助

成為一種常識。松下電工很早就將通用設計理念運

需要特別照顧的人。首先，我們提供了新的產品設

用在老年人產品的開發，並於 1991年開始銷售「壹

備，協助老年人的居家生活。目前，松下提供老年

岐商品」（讓老人動起來的商品）
。這些開發的產品

家輔助性的服務和居家管理服務及其它護理服務，

適合居家使用，然後在1997年建立了「不老化商

以及出售輔助老年人的設備，重新

務」
，這是公司提供的老年人居家商品和相關服務業

裝修老年人的房子等等。

務中最重要的策略。 2001年松下公司的政策從「無
障礙概念」改成「通用設計理念」
。

新翻修老年人的住宅的設備等等。

松下電工的通用設計產品包括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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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納德‧梅司 教授提出的通用設計概念已遍佈全
球，該概念指出設計應為所有用戶而創建。故
任何年齡、性別、種族、身材、心智能力的用戶

（一）裝有螢火蟲照明的樓梯：低照明度，夜
間如廁時會自動亮燈，（二）在廚房裡可以坐

都可以輕易又舒適地操作通用設計概念的產品。

下的手推車，（三）可以容納輪椅的廚房，（四）

松下開始採用了這個概念開發全部的產品。

梳妝台（五）可以容納輪椅的梳妝台（六）室

松下公司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以幾乎相同的
政策來教育他的員工。他說，松下公司生產的產

內晾衣繩，以及（七）有扶手的馬桶（特雷斯
扶手，圖 1）。

品應基於「客戶導向」。一直以來這都是公司的
政策，所以可以證明要在公司的範圍基礎上實現

人體工效學和感性工學的實際應用

通用設計概念並非難事。
高齡化會影響人的能力和功能。任何的大腦功
我們由結合製造設計、住宅設計和城市建設設計

能下降可能會造成多方面的影響，例如肌肉強

實現共生，開始運用通用設計的哲學，我們重建

度、視覺及聽覺的生理功能等，以及記憶力和

通用設計的理念，將可用性和對更多人的貢獻度

判斷力衰退。人體工效學和感性工程在住家設

這兩種設計方向統一。為了達到這些目標，我們
著重在通用設計的六階段的進程，具體如下:

計的應用上，對維持生活品質（QOL）的通用
設計考量，具有強列的影響。

（一）讓人理解的操作
（二）明確的展示和解釋，
（三）舒適的姿勢和動作，

扶手的人體工效學

（四）移動和空間，

在本節中，我們從人體工效學或感性工學的觀

（五）安全和安全疑慮

點，著重於兩個輔助技術應用賴住宅設計的案

（六）用戶環境。

例。首先，我們進行了一項在家裡是否使用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的調查。我們針對 3000 位老年人做問卷調
查，其中有 1165 人回覆問卷調查表（圖 2）。
在家裡使用樓梯扶手的老年人的百分比會隨著
年齡的增加而增加。樓梯扶手對預防摔倒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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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 。

我們進行了多次人體工效學方面的實驗，以便
只找出最適合老年人的扶手的因素。老年受試

圖 1. 通用設計產品範例，附有特雷斯扶手
的馬桶

者皆在腿部配戴肌電圖（EMG）傳感器，上樓
和下樓時測量他們的肌電圖。

通用設計的議題在每一個思想建設、規劃、試驗，
製造、設計和審查的階段都受到檢查。

研究與產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百分比

為什麼扶著樓梯扶手可以省這麼多力？在上樓和
下樓時，特別是下樓時，站著的兩條腿並不穩定
和安全。老年人的肌肉力量較少，下樓時他們的
身體搖晃著。但是，如果他們抓住樓梯扶手，三
個支撐點就出現了: 兩隻腳和一個抓住的扶手。
年齡

圖 2.使用住宅樓梯扶手者之年齡分佈

這會增加了老年人的穩定度。額外的腿部穩定度
會省下為了保持穩定的姿勢而消耗的能量。因
此，樓梯扶手對老年人上下樓梯的安全是有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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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 。

入口扶手
典型的日本房子，在入口處有個小台階
(Kamachi），大家在那裡脫下鞋子，再進到屋內。

圖 3. 以測力板測量，扶著扶手下樓時，可以
減少20%的施力

外出時，老人家站在那個台階上穿鞋會很困難。
如果有一個垂直的欄干（扶手），他們站著時可
以扶著那個欄干。

我們以測力板測量老年人站起來穿鞋時身體的重
心。實驗結果顯示出移動時，有用扶手和沒用扶
手時，移動時身體的擺動幅度（圖 5）。水平和
30 至 40 度傾斜的扶手，皆對老年人的移動有所助
益，且能幫助他們站穩。

圖 4. 以測力板測量，扶著扶手下樓時，可
以減少40%的腿部肌電振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測力板測量身體的擺動。比較有用樓梯扶手和
不用扶手(圖3)，顯示扶著扶手下樓時可以減少20%

(a)

的施力。在另一個實驗，我們在受試者的雙腿上
裝感受器。實驗結果顯示，扶著扶手下樓時，可

(b)

以減少40%的腿部肌電振盪(圖4)。

圖 5. 站在日本房子入口前，沒用扶手支撐的身體
重心(a)和使用一個傾斜的扶手的身體重心(b);由
右邊的開放符號，箭頭表示時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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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型馬桶

新產品特雷斯的評價

我們的下一個活動是發展一個老年人適用的馬

我們的目的是為所有人，特別是對老年人，生產

桶。

一種新產品。因此，我們評估該設計的數據，其

加裝了輔助裝置的老年人用的馬桶，通常配備了

中包含兩名長者各自完成 2 個試驗。測量前臂和

一個有油壓缸的輔助機械系統，可以將馬桶座向

單條腿的肌電圖，以及馬桶座上髖部承受的體壓。

上推。這樣一來老人可以很容易地站起來。但總
體而言，機械系統價格昂貴，並且必須定期維修。

肌電積分值

我們運用感性工學和通用設計的概念，旨在提供

我們計算了每位受試者從每個馬桶座站起來時的

舒適和操作簡便的馬桶：

肌電積分值。在本實驗，我們比較了有扶手和無

(一）我們首先測量 20 名學生和兩位老年人的臀

扶手的特雷斯馬桶（圖 6）。

部的形狀，並嘗試用電腦畫出它的立體圖。研究
對象為男、女學生和兩名膝關節損傷的女長者;

肌電積分值從有扶手及無扶手的馬桶座站立起來

(二）我們收集了 6 個不同廠牌的馬桶座，比較它

時的肌肉測得。從一般的馬桶站起來時的前臂肌

們的尺寸和立體表面結構等特點。所有受試者坐

肉、股肌和腓腸肌的肌電值別設為 100％。

在馬桶座上，採用 5 分制評量表，以 10 個形容詞，
叫做感性詞，來評估這些馬桶座的適合度，例如:

實驗結果顯示，使用無扶手的特雷斯時，前臂肌

容易坐、舒適、平靜、寬闊;

肉活動並未減少。另一方面，無論是有無扶手的

(三）完成測量前臂肌肉、股肌和腓腸肌的肌電圖

特雷斯，皆大幅降低了腓腸肌的肌電活動。究其

實驗，以期創造一個更好的馬桶設計，為了讓老

原因，乃源於特雷斯坐墊向前傾斜 5 度，讓老年

年人可以很容易從馬桶上站起來，新型馬桶向前

人更容易站起來。如果使用有扶手的特雷斯，前

傾斜 5 度，並在馬桶兩側配備了扶手（圖 1）。

臂肌肉的肌電積分值降低至 72%，股肌的肌電積

在這種情況下，相對於舊式的馬桶，新型馬桶的

分值降低到 73%。

肌電圖測量出的肌肉收縮較小。也就是說，沒有
扶手的新型馬桶的肌電圖振盪序數，比有扶手的

從這個評量實驗我們可以得出結論，新型馬桶的

新形馬桶還要大;

設計讓老年人無需一個活躍的機械支撐，就能輕

(四）每位受試者皆坐過每一個馬桶座，測量他們

易地從馬桶座站起來。

在馬桶座上的體壓。將臀形的 3DCG 數據（立體
電腦圖形）、肌電圖和問卷調查「舒適」和「方
便站立」的結果，整合到新型馬桶的設計，命名
為「特雷斯」（＂TRES＂）(與人體工效學相關的
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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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電積分值

根據這些新的原則，我們重新設計了特雷斯馬桶，
加上扶手和座椅表面的彎度。為了測試這種新的設
計，我們以 FSA 公司的體壓薄片覆蓋住特雷斯那馬
桶墊與普通馬桶墊，讓兩位年長女性受試者坐在這
些墊子上（圖 7）。

圖 6. 前臂肌肉(a)，股骨肌肉(b)，和腓
腸肌(c)的肌電積分值;白色為有扶手的
特雷斯，黑色為無扶手的特雷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體的壓力
我們針對馬桶坐墊舒適度，進行了另一項評估新產
品有效性的實驗。從測量受試者的臀形，我們得到
下列結論：
(一）坐墊的後方區應更加大，以確保一個更安全的
感覺，
(二）坐墊前端接觸大腿下部的兩側區，相對於前中
心線，應低一點，並且要向下彎; 這個彎曲的差異
讓大腿下部觸及坐墊的感覺較為柔軟。
(三）曾有一說，一把好椅子可將身體壓力集中在髖
骨節點下方的兩點（坐骨結節）。我們改變了這個
原則，讓身體的壓力，平均分佈在各個節點的中心。
我們想到將身體的壓力平均分散，再加上給予大腿
下部柔軟的觸覺，將會增加坐馬桶的舒適度。

圖 7. 一般馬桶(a）和特雷斯（b）上的髖關節壓力;
馬桶左前方，數字代表壓力毫米汞柱（1 毫米
汞柱= 133 N/m2）

我們描述了一些以人體工效學和感性工學創建的
坐在普通馬桶墊上的髖部壓力（圖 7 上部份）
顯示最高的壓力，自大腿下方兩側由左向右
分散。這表示坐姿不舒適，因為壓力會干擾

產品在這方面的貢獻。還有更多可供各種年齡層
使用的居家設備，但我們尤其要為日本的老齡化
社會的老年人創造有用的產品。

大腿的血液流向腿部。

相反地，特雷斯（圖 7下部份）的最高壓力
差益，僅沿著髖骨節點周圍的大腿長度分
佈，表示坐姿舒適。

心理評量
22位包括兩名女性受試者，每人填寫了一份5
分制SD量表，內有感性詞，如「坐的舒服」，
「容易站起來」，等等。在10分制量表中，
以「坐的舒服」的評量中，受試者給予特雷
斯正向的評分（平均：6.5分），但一般的馬
桶則得到負面的評分(平均：2.8分）。

兩名女性受試者表示，她們對「坐的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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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予7.6 分，和「容易站起來」8.5分。 以T檢驗評量一般馬桶和特雷斯馬桶，二者則有
顯著差異。老年受試者和年輕受試者之間的
差異也非常顯著。自從特雷斯於2004年製造
並上市銷受後，它的銷路非常好，並且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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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眾所周知的老年人適用的優良產品。

Mitsuo Nagamachi PhD
一般說明
松下電工已施行了「通用設計」的哲學，並
以人體工效學和感性工學做為其研發產品的
技術。我們致力於創造多種不同類型的產
品，從刮鬍刀到機器人的電動產品領域，以
及地面材料、住宅材料、家用設備等。我們
一直執著於實現生活質量和輔助設備，以及
發展讓老年人使用時感到舒適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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