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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資訊

2017年04月至2017年06月新加入的會員名單如下：

【個人永久會員】

蔡旺晉，佛光大學產品與媒體設計系

【個人常年會員】

張秉宸 ，國立金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歡迎新會員：

1. 20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 (IEA) 2018, 2018/08/26 - 30, Florence, Italy.
    http://iea2018.org/
2.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AHFE 2018) and the 
    Affiliated Conferences, 2018/07/22 - 26, Florida, USA.
    http://ahfe2018.org/    
3. HCI International 2018, 2018/07/15 - 20, Las Vegas, USA.
    http://2018.hci.international/
4. 7th 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Conference - ERGONOMICS 2018  Emphasis on Wellbeing,
    2018/06/13 - 16, Zadar, Croatia 
    http://www.h-e-d.hr/Ergonomics_2018.htm



理事長 陳協慶

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教授

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人機介面

常務理事 蘇國瑋

單位：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機互動、知識工程、電子商務、資訊人因

常務理事 吳欣潔

單位：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安全衛生、現場管理與改善

常務理事 唐硯漁

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設計系 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工業設計、使用性工程、文化創意設計、人因工程

常務理事 張堅琦

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教授

學歷：美國猶他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職業生物力學、動作及步態分析、工業安全

第13屆理監事
(依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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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吳豐光

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特聘教授兼設計學院院長

學歷：美國雪城大學工業設計碩士

專長：人因與互動設計、人本設計、工業設計、人類因素學、設計哲理與倫理

      人體工學模擬、產品設計、設計史

理事 林瑞豐

單位：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學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工業與系統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在產品設計開發的應用、人為動作之研究與應用、

      人因工程在醫療、環境的應用、使用者導向設計

理事 林伯鴻

單位：明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人機介面設計、3D視覺顯示、電子商務行銷

理事 林承哲

單位：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工業與系統工程博士

專長：人機互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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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林志隆

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產品使用性工程、工作現場肌肉骨骼危害因子評估與改善



理事 蕭育霖

單位：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工業與系統工程博士

專長：人為因素、人為疏失預防、風險量化管理、意外事件調查

理事 盧俊銘

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數位人體模型、人機系統

理事 梁曉帆

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副教授

學歷：美國普渡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使用者中心設計

理事 林彥輝

單位：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學歷：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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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周金枚

單位：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學歷：日本國國立大學法人九州大學藝術工學府人間工學博士

專長：人工環境設計(光、熱)、產品人因設計、通用設計

      人因工程於防護衣服環境的應用與研究、感性科學與生理人類學



常務監事 石裕川

單位：國防大學運籌管理學系 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實驗設計、統計分析

監事 呂志維

單位：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副教授

學歷：美國麻州州立大學作業環境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人為可靠度、職業安全衛生、病人安全提昇

監事 林久翔

單位：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教授

學歷：美國德州理工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人體生物力學、動作分析與模擬、人機互動與介面設計、

      使用者經驗研究、人機介面設計與虛擬實境模擬評估

監事 紀佳芬

單位：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教授

學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工業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意外事故分析、可用性評估、職務再設計、視覺疲勞

監事 王明揚

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教授

學歷：瑞典律勒歐大學人因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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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秘書 林昱呈

單位：僑光科技大學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人體計測、作業環境及空間設計、

      產品人因設計、工作研究、工作生理學、統計分析

秘書處資訊委員 李英聯

單位：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系統整合與開發、人因工程

執行秘書 盧俊銘

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數位人體模型、人機系統

執行秘書 黃瀅瑛

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系 助理教授

學歷：瑞士聯邦理工學院管理科技與經濟 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模擬與訓練、心智負荷

第13屆工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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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長 杜信宏

單位：修平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色彩學、現場改善



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 蕭育霖

單位：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工業與系統工程博士

專長：人為因素、人為疏失預防、風險量化管理、意外事件調查

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人因工程學刊主編 吳欣潔

單位：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安全衛生、現場管理與改善

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 梁曉帆

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副教授

學歷：美國普渡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使用者中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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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期刊執行編輯 林志隆

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產品使用性工程、工作現場肌肉骨骼危害因子評估與改善

人因工程期刊執行編輯 陳慶忠

單位：醒吾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助理教授兼資訊管理系主任

學歷：中華大學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人機系統、安全衛生、統計分析



國際關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林瑞豐

單位：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學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工業與系統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在產品設計開發的應用、人為動作之研究與應用、

      人因工程在醫療、環境的應用、使用者導向設計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堅琦

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教授

學歷：美國猶他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職業生物力學、動作及步態分析、工業安全

學生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承哲

單位：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博士

專長：人機互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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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林志隆

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產品使用性工程、工作現場肌肉骨骼危害因子評估與改善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周金枚

單位：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學歷：日本國國立大學法人九州大學藝術工學府人間工學博士

專長：人工環境設計(光、熱)、產品人因設計、通用設計

      人因工程於防護衣服環境的應用與研究、感性科學與生理人類學



人因會訊編輯委員 陳宏仁

單位：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助理研究學者

學歷：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博士

專長：人體移動控制、人-電腦互動、使用者經驗設計、醫療人因

人因會訊編輯委員 金御民

單位：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學歷：華梵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研究所碩士

專長：3D 視覺顯示、使用者經驗研究

人因會訊編輯委員 盧俊銘

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數位人體模型、人機系統

兼任行政助理 劉永平

單位：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兼任講師

學歷：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碩士

專長：人因工程、自動控制、電子電路

人因會訊主編 林伯鴻

單位：明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副教授

學歷：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博士

專長：人因工程、人機介面設計、3D視覺顯示、電子商務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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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主持人：陳協慶老師

本實驗室的發展重點有二個方向：一、評估人員使用各類工具或產品的績效，以提供與工

具或產品設計改良相關之量化資訊，二、針對特定作業型態之工作人員進行人因性危害風險及

生理負荷評估，以期能提供有效之作業改善方式與肌肉骨骼危害防制對策。

本研究室除了應用力量、加速度、陀螺儀、電子量角器、電生理等各式量測裝置外，亦自

行開發研究所需之軟、硬體設備，以突破一般市售軟、硬體設備之功能限制，達成研究上目

標。近年自行開發之測量設備包括：全身振動評估系統、可攜式資料記錄器，外接式電腦輸入

記錄裝置、人體墜落與相關安全防護具測試系統、泛用型施力測量裝置等、與錄影姿勢分析輔

助軟體等。

近年配合政府推動「人因性危害防制計畫」之進行，執行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

所委託之計畫，協助建立模擬各種作業的測試環境，在實驗室控制的環境及作業條件下，逐步

收集作業人員姿勢、施力、重複性，與主、客觀工作負荷之資料，據以評估分析比較當前歐、

美各國人因風險評估工具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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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
人因工程研究團隊介紹

人因工程評估實驗室簡介

全身振動測量與分析軟、硬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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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墜落實驗平台開發

（牙刷）產品設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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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環境控制下的作業負荷評估

（裝箱、沖床、立面刷洗、焊接、油漆、組裝、刮漆、搬運）



研究團隊主持人：梁曉帆老師

認知人因工程（Cognitive Ergonomics）研究人類接收、處理與回應資訊的能力與限制，而

應用於工具、機器設備、操作方法和環境之設計與改善，使人能在安全舒適的狀況下，發揮最

大的效率與效能，並提升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 UX）。

「認知人因工程研究室」之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包含工業與民生領域。在工業方面，例

如核能電廠主控室人機介面效能研究，以及面板廠目視檢測人員訓練研究等；在民生方面，

例如醫療保健設備與環境之設計與改善，以及居家智慧生活之設計與使用者經驗評估等。

研究室主要研究設備有凝視追蹤系統與自行開發之卡片分類應用軟體（MaxSorting），

並建置居家智慧生活實驗場域，包含互動電視與體感遊戲裝置等設備。凝視追蹤系統是用來

收集與分析人類視覺注意力的持續時間、頻率、順序與分布情況等；卡片分類應用軟體提供

了一個量化的方法來分析人類對外在事物的概念架構；而居家智慧生活實驗場域則用來進行

相關實驗。

目前研究室進行的研究有手勢控制人因議題與高齡者互動保健遊戲之使用者經驗設計與

評估等。

科技日新月異，但往往未能充分考量人的因素，造成使用上的困難，或是不符合使用者的

需求。研究室秉持以人為中心（human-centered）的概念，運用系統化的方法，研究相關議題

與提供實務問題之可能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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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人因研究室簡介

凝視追蹤系

居家智慧生活實驗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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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主持人：黃瀅瑛老師

「VR/AR製造模擬人因工程實驗室」成立於2016年，主要的研究能量及興趣為人因工程、

模擬與訓練、人機介面及互動、心智負荷、視覺生理及認知、產品開發設計、使用者行為經

驗、機械工程與智慧製造等主題。

本研究團隊將人因工程結合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與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
ty, AR）相關技術，應用於各式工作環境、產品以及系統設計。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涵括

各種面向，譬如人類視覺生理特徵量測和模型建立、汽車駕駛模擬系統開發、視覺注意力表現

和行為模式判定、全自動視力檢查系統設計與開發、工業用機械手臂於虛擬擴增實境軌跡教導

技術開發、動作追蹤及控制系統整合開發、視網膜投影顯示技術於擴增實境應用及開發、消費

者行為研究之虛擬實境系統建立、虛擬實境駕駛模擬系統開發等等。

VR/AR製造模擬人因工程實驗室簡介

汽車駕駛模擬系統（含眼睛注視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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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網膜投影光學系統平台模型

全自動視力檢查系統及視力量表設計開發



（一）時間：一百零六年三月十日（五）15：00~17：30
（二）地點：國立金門大學 綜合大樓344
（三）出席人員：

      　  理事：石裕川、林久翔、陳協慶、呂志維、孫天龍、林伯鴻、周金枚、吳欣潔、

      　  紀佳芬、梁曉帆、林承哲、李開偉、林瑞豐。

      　  監事：王明揚、王茂駿、夏太長、李永輝。

（四）缺席人員：

      　  理事：無

      　  監事：無

（五）請假人員：

      　  理事：蘇國瑋、李英聯

      　  監事：游志雲

（六）列席：

      　  張堅琦、林志隆（請假）、林昱呈、蕭育霖、鄭志展、江育民、唐硯漁（請假）、

      　  張秉宸、陳宏仁、盧俊銘、金御民、龍希文（請假）、陳慶忠、陳宜寧

（七）主席：石 理事長 裕川                                      紀錄：陳宜寧

（八）主席致詞：（略）

（九）來賓致詞：（略）

（十）報告事項及討論：

3. 選舉結果如下：

(1) 理事正選十五人： 
蘇國瑋(83票)、吳欣潔(75票)、陳協慶(71票)、張堅琦(67票)、林伯鴻(62票)、唐硯

漁(57票)、林承哲(55票)、蕭育霖(54票)、趙金榮(53票)、林瑞豐(51票)、盧俊銘(51
票)、周金枚(50票)、林志隆(48票)、梁曉帆(48票)、吳豐光(46票)

(2) 理事候補五人： 
林彥輝(46票)、馮文陽(46票)、吳志富(43票)、邱敏綺(43票)、江育民(43票)

(3) 監事正選五人：

王明揚(121票)、石裕川(112票)、林久翔(106票)、紀佳芬(92票)、呂志維(60票)
(4) 監事候補一人：

邱文科(54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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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7.03.10

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
第十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第13屆理、監事改選依據本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紀錄，以通訊選舉為之；並於106年02月
09日寄出選票【共寄出241份個人選票、8份團體選票(24張選票)，合計265張選票】，選

票寄回郵戳截止日期為106年03月04日【共收回121份個人選票、7份團體選票 (21張選

票)，合計142張選票；被退回18份選票】。

開票程序於本次理監事會議行之，任務分配如後：

  (1)監票人員：夏太長；

  (2)唱票人員：蕭育霖與鄭志展(理事部份)、鮑芊錞(監事部份)；
  (3)計票人員：汪鈺婷、許瑜珊(理事部份)、陳宜寧(監事部份)。

4. 會員大會議程

5. 105年度各工作委員會工作報告（詳如2017年會員大會大會手冊）

6. 106年度各工作委員會工作計畫（詳如2017年會員大會大會手冊）

7. 上次會議待辦事項與進度

(1) 事項：EST 2017年會之大會紀念品，請龍希文老師設計暨紀念酒之瓶身。

進度：已完成。

(2) 事項：EST 2017年會之報名費調高：非會員4000，會員2500，學生1000。
進度：已完成。

(3) 理監事選票與QR code一併寄出給會員

進度：已全數寄出。

(4) 人因工程學刊每年度可頒發最佳論文獎

進度：本次年會將頒發，另討論最佳論文獎辦法

8.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1) 2017年會進度報告（江育民老師）：

(a) 年會議程

1.

2.



3. 選舉結果如下：

(1) 理事正選十五人： 
蘇國瑋(83票)、吳欣潔(75票)、陳協慶(71票)、張堅琦(67票)、林伯鴻(62票)、唐硯

漁(57票)、林承哲(55票)、蕭育霖(54票)、趙金榮(53票)、林瑞豐(51票)、盧俊銘(51
票)、周金枚(50票)、林志隆(48票)、梁曉帆(48票)、吳豐光(46票)

(2) 理事候補五人： 
林彥輝(46票)、馮文陽(46票)、吳志富(43票)、邱敏綺(43票)、江育民(43票)

(3) 監事正選五人：

王明揚(121票)、石裕川(112票)、林久翔(106票)、紀佳芬(92票)、呂志維(60票)
(4) 監事候補一人：

邱文科(54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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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員大會議程

5. 105年度各工作委員會工作報告（詳如2017年會員大會大會手冊）

6. 106年度各工作委員會工作計畫（詳如2017年會員大會大會手冊）

7. 上次會議待辦事項與進度

(1) 事項：EST 2017年會之大會紀念品，請龍希文老師設計暨紀念酒之瓶身。

進度：已完成。

(2) 事項：EST 2017年會之報名費調高：非會員4000，會員2500，學生1000。
進度：已完成。

(3) 理監事選票與QR code一併寄出給會員

進度：已全數寄出。

(4) 人因工程學刊每年度可頒發最佳論文獎

進度：本次年會將頒發，另討論最佳論文獎辦法

8.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1) 2017年會進度報告（江育民老師）：

(a) 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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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佳論文獎辦法（吳欣潔老師）

(3) 組織委員會：（蕭育霖主委）

(a)醫療資訊系統改善評估與驗證

(4) 財務委員會：（鄭志展主委）

(a)105年度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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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5年度收支決算表

(c)106年度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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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因會訊：（林伯鴻主委）

(a) 2016年第四季人因會訊主題

　1. 歡迎新會員

　2. 2016 Xsion 跨界創新國際論壇報導

　3. 2016 清大 IRB 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4. 第十二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報導

　5. 第十二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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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瀅瑛、黃維信、張培均

    個人常年：李岳樺、金御民、張濤、趙方麟

　學生會員：蔡承佑、張家豪、謝孟桓、吳家駒、宋宜芳、林思瑩、陳羿欣、

            黃晶薇、蕭祖筌、盧冠良、李宗穎、張祐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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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討論-下屆主辦學校

說明：2018年人因年會推薦由國立清華大學主辦，適逢25週年。

決議：通過，將由清華大學主辦。

3. 學會教授級以上，每人投稿一篇至人因學刊。

（十二）臨時動議（略）

（十三）散會17:30



（一）時間：一百零六年三月十一日(六)  12：30~13：30
（二）地點：國立金門大學 綜合大樓 516 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

 理事：吳欣潔、周金枚、林伯鴻、林承哲、林瑞豐、張堅琦、梁曉帆、陳協慶、盧俊

　          銘、蕭育霖。

 監事：王明揚、石裕川、呂志維、林久翔、紀佳芬。

（四）缺席人員：

     　   理事：無

     　   監事：無

（五）請假人員：

     　   理事：吳豐光、林志隆、唐硯漁、趙金榮、蘇國瑋。

     　   監事：無

（六）選務會議主持人：前石理事長 裕川                        紀錄：陳宜寧

1. 今日會議主要目的為新任常務理事、監事以及理事長選舉，期待各位新任理監事能

    用寶貴的選票推舉優秀人才。

2. 選舉結果如下：

(1) 常務理事五人：吳欣潔 (10票)、蘇國瑋 (8票)、張堅琦 (7票)、陳協慶 (7票)、唐硯漁

      (4票)。
(2) 常務監事一人：石裕川 (2票)。
(3) 理事長：陳協慶 (7票)。
(4) 常務理監事選舉監票人員：王明揚；發票人員：蕭育霖；唱票人員：陳宜寧；

      計票人員：鮑芊錞。

(5) 理事長選舉監票人員：王明揚；發票人員：蕭育霖；唱票人員：陳宜寧；

      計票人員：鮑芊錞。

3. 恭喜新任當選的理事長陳協慶，本會會址將隨新任理事長之服務單位地址變更。

    接下來由新任理事長主持會議

（七）新任理事長致詞：

感謝大家支持，我會盡速組織新任會務工作人員，未來將請各位理監事協助推展

各項會務。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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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
第十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時間：201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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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