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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發表議程  

第一場：發表時間 3/12 8:30~9:50 

 
發表場次 A1：智慧工廠與大數據分析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321 

場次主持人：吳欣潔 教授                 摘要頁次：11 ~ 17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50 應用心搏率量測裝置發展體能負荷之智慧評估技術 吳欣潔、江茂綸、彭兆平、董士豪 
071 人與機器人協作環境下最短可接受空間範圍之建立 莊于萱、唐國豪 
134 人機協作環境中遞交作業等候時間之評估 何嘉芬、唐國豪 
144 軍校生指捏力資料庫的建立與研究 柯祈杉、劉昱、石裕川 
159 以模組化元件資料庫開發互動資訊服務之創新研究 喬惠明、黃維信 
167 人對機器人運動路徑預測判斷的影響要因 單萱、 唐國豪 

 
發表場次 B1：職業安全與衛生(一)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社科院中庭 

場次主持人：林瑞豐 教授                 摘要頁次：18 ~ 22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08 Testing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Work Ability Index 

Questionnaire with Hong Kong construction workers 
Jacky YK Ng, SS Man, Alan HS Chan 

009 Safety climate and safety performance among Hong Kong construction workers: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assess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SS Man, Steve NH Tsang, Jacky YK Ng, Alan 
HS Chan 

027 面板製造業之肌肉骨骼危害評估與改善 林慕宗、陳協慶、劉永平、劉立文 
029 自行車零件廠作業人員之肌肉骨骼危害風險評估與人因改善 郭沛昕、陳協慶、劉永平、劉立文 
086 鑄造作業人員肌肉骨骼損傷的調查研究 郭金燕、陳尾蓮、陳青蘭、林瑞豐 
118 視覺障礙工作者輔具使用現況調查 李正隆、潘儀聰、蘇宇承、賴俊凱、黃俊翰、

許哲嘉、葉人豪、陳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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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 C1：高齡人因工程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325 

場次主持人：梁曉帆 教授                 摘要頁次：23 ~ 27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24 Touch Panel Interface Design for Older People: Target Design and Tapping 

Performance Modeling 
Q Ma, K Chen, Erick Kurniawan, Alan HS 
Chan 

097 Preference of Learning Style and Training Techniques among Older and 
Younger Adults in Hong Kong 

K Chen, Q Ma, Alan HS Chan 

136 高齡者生心理能力量表之比較 李家陞、梁曉帆、李昀儒 
143 體感遊戲生心理要求之比較  邱博晟、梁曉帆 

 
發表場次 D1：消費產品人因設計(一)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326 

場次主持人：王建智 教授                 摘要頁次：28 ~ 31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06 感性工學在雙臂包設計中的應用 林曉華 
072 羊毛氈山水與風景畫之魅力探討 林雅惠、唐硯漁 
075 物體造型與尺寸對觸摸動機之影響 林志隆、陳璽敬 
079 中醫結合預防醫療產品之創新設計-以經絡儀為例 王建智、陳信豪、張書瑋、賴欣呈、張鶴騰、

李家瑩 
116 現行制式內衣材質特性對國軍人員於滿意度之研究 林志隆、石裕川、劉家明 

 
發表場次 E1：物料搬運與生物力學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329 

場次主持人：鍾綉貞 教授                 摘要頁次：32 ~ 34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10 心物法評估雙人抬舉作業之翼側握把角度與夾角效應 鍾綉貞、游 庠騰、鄭宇森、趙柏汜 
020 單手與雙手的雙人抬舉能力之心物法研究 吳水丕、鍾綉貞、楊健炘、陳廷瑋 
062 老年人在站起與坐下時期使用輔助起身椅之人因工程分析 蔡宜娟、陳瓊玲、游家源、李正隆、羅世忠 
063 不同治療球的投擲方位對中風病人的重心移動以及穩定性的影響 古淑菁、蔡宜娟、宋鵬程、鄧雅凌、羅世忠 
156 高跟鞋高度與足弓墊之行走績效與足底舒適度效應 鍾綉貞、林怡如、古宛倫、江家菁、林珮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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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 F1：認知人因與教育訓練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226 

場次主持人：邱敏綺 教授                 摘要頁次：35 ~ 38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41 貼圖特徵與情緒表達喜好暨習慣調查 吳宛諭、胡婉婷、李品蓉、許源中、邱敏綺 
042 運用腦電波探討購物網站類型對瀏覽者情感與注意力之影響 賴建榮、李紫妍、蕭紫芸、陳家明、陳柔蓁 
091 探討平衡力在瀏覽 3D 視頻前後之差異分析 王建智、鄭雯文、李家瑩、汪朝軒 
115 探討飛安實務相關經驗及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訓練對於事故分析能力影

響 
謝宇智、楊紘綦、游閔鈞、陳浩安、紀昱宏 

148 不同文化背景對於活動的危險認知之差異研究(台灣與越南) 邱朋俞、盧瑞琴 
170 自我表現對臺資企業中職級與文化適應的影響 曹雅姿、饒培倫、蔡岳霖 

 

發表場次 G1：電腦系統人機介面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228 

場次主持人：邱添丁 教授                 摘要頁次：39 ~ 41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13 探討不同性別參與直播遊戲軟體動機之研究—以 Twitch 為例 許振和、周碩鄰、曾嶸浩、邱添丁 
022 擴增實境應用於美感教育之使用性評估初探 鄭羽茵、游羽葳、陳淳迪 
038 A Survey of Thumb Touch Control Range and Service Factor of Virtual Keys for 

Smart Phone Games 
Tajun Huang, Hsinfu Huang 

102 Programming by Demonstration based Robot Motion Planning in Augmented 
Reality 

Chih-Hsing Chu, Pai-Chia Li 

138 一種對中高齡人士友善的登入密碼設計方法之初探 羅新恩、陳慶忠 
169 基於增強現實的跨文化體驗遊戲開發與用戶體驗探究 于果、饒培倫、李紫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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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 P1：海報發表(一)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工管系中庭 

場次主持人：吳佳駿 教授                 摘要頁次：42 ~ 55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07 醫院工作者肌肉骨骼不適人因性危害風險評估初探-以南部某區域醫院為例 沈駿緯、吳佳靜、方泳遠 
011 認知專注與從眾行為對手遊使用者行為之影響 陳乃華、夏太長 
018 煞車燈型態對駕駛行為表現績效差異之研究 賴姵綺、黃紹桉、邱天盛、柳永青 
025 汽車引擎連桿製造之單元工程設計 楊大和、林知慶 
033 黃金比例於人體計測之應用 謝瑩奕、陳文印 
046 高齡者操作產品介面知識需求之探討 蔡旺晉、蔡政旻、張嘉中 
052 室內定位穿戴裝置於高齡者產品造形設計之研究 歐陽昆、陳亞麟、黃琬媗 
054 攤商即時資訊平台之建立與使用性驗證 蘇國瑋、曹育展、劉宇晟、陳子盈、陳政叡 
058 從空側環境動因探討管制員、航機組員、航務員的人因工程競合 尹台生、尹政、張涵鈞 
067 體驗行銷縫紉網站持續使用意圖─以縫紉雲為例 陳育任、廖明瑜、曾聖評 
069 輸送帶模擬作業之不同搬運重量與頻率對工作負荷的影響 宋鵬程、曾鈺翔、蔡礎澤、李韻柔、許心瑋、

陳思樺 
081 高齡介面使用能力之評估機制發展 林久翔、何穗華 
092 探討影響企業行使社會責任行為意圖因素:發展並驗證一個整合型理性行為模式 林清同、鄭瓊淑 
094 銀髮族健身器材人因設計的創新流程研究 吳章傑、楊儒閔、許正霖、林敬倫 
096 高齡者媽祖繞境輔助物件設計參數探討 趙方麟 
098 組織安全文化與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對安全績效之影響 吳杉堯、莊秉緯、謝佳靜 
100 市售觸控飲水機介面設計評估 呂昭儒、趙方麟、馮宗舜 
106 應用專案管理於校園工程績效之改善-以 C 大學為例 唐惠欽、陳俊宇 
121 高齡者產品之介面操作閾評價系統 羅際鋐、柯雅娟 
122 應用視覺閾於產品造形美感之研究 柯雅娟、羅際鋐 
127 車載媒體系統之手勢、語音及按鍵控制系統對行車安全之比較 劉清源、盧瑞琴 
137 應用人因分析技術發展擴增資訊展示系統之人機介面 楊麗臻、張戴明、彭成俊、謝玉成 
155 以創意樹造形創作模式運用於佛教香座之研究 宋宜芳、楊彩玲、林龍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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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發表議程  

第二場：發表時間 3/12 13:00~14:30 
 

發表場次 A2：物聯網於高齡長照服務之應用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321 

場次主持人：孫天龍 教授                 摘要頁次：55 ~ 57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14 銀髮族擴增實境 3D 試戴介面設計之個案研究 張文德、簡佑宏、劉耕銘 
048 探討以 QR 碼為基礎的智慧物流系統 余振國、唐國銘、歐冠輝 
057 中高齡者之穿戴式產品需求因素調查 黃信夫、張晉瑞 
112 不同激勵程度的影片在分段後與加速度特徵值差異之研究 詹凱傑、李嘉明、孫天龍 
113 不同激勵程度的影片在不同肩部肌力與加速度特徵值差異之研究 高識、李嘉明、孫天龍 

 
發表場次 B2：職業安全與衛生(二)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社科院中庭 

場次主持人：杜信宏 教授                    摘要頁次：58 ~ 60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32 應用環境控制技術探討使用工具對刷洗作業的生理負荷 蕭智嘉、翁維君、陳協慶、劉永平 
109 我國女性勞工 3D 人體體積值估算 杜信宏、陳志勇、劉立文、林芳妤、劉宜姍、

劉宗明 
139 營造業職業災害事故特性分析 宋馥亘、盧瑞琴 
141 大專教職員肌肉骨骼傷害流行病學調查-以北部某大專院校為例 陳之璇 
149 農務作業中之不良姿勢分析與改善-以彎腰作業為例  陳以萱、陶怡德、謝閔智、王明揚 
158 二種鞋具抗滑性評估標準之摩擦係數比較分析 李開偉、劉立文、陳志勇、陳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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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 C2：運動與休閒人因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325 

場次主持人：蔡登傳 教授                 摘要頁次：61 ~ 64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15 飲用 58 度金門高粱酒對睡眠品質之影響 蔡登傳、黃如君、吳仲培 
031 薩克斯風的使用人因研究 王鼎傑、蔡登傳 
034 正卧姿抬腿角度對血壓及心摶率之影響 程琬育、蔡登傳 
035 手工具握距量測與握柄輪廓建構之研究 陳泰余、蔡登傳 
043 扳手操作角度對施力的影響 吳仲培、蔡登傳 
070 無運動習慣中年人深蹲運動的效果 張珈瑋、蔡登傳 
184 合肥市體育旅遊開發探析  項鑫、董燊 

 
發表場次 D2：消費產品人因設計(二)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326 

場次主持人：劉伯祥 教授                    摘要頁次：65 ~ 66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87 以人因工程人體計測為基礎設計研究一款實用型手機殼 林藝珍、李佳穎、陳青蘭、林瑞豐 
088 計算器按鍵大小對操作實體與虛擬計算計表現之影響 陳昆平、林良藝、陳青蘭、林瑞豐 
089 按鍵聲音回饋對操作計算器軟體表現之影響 許舒雅、林良藝、陳青蘭、林瑞豐 
123 台灣女性不同族群對化妝品購買意願探討 蔡爭岳、柴康偉、顏秀玲、廖苡然、陳佳宜、

田佳欣、蘇姵華、李翊菱、莊文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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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 E2：運輸與交通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329 

場次主持人：張秉宸 教授                 摘要頁次：67 ~ 69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59 地域差異對機車駕駛人駕駛知識及實際行為之影響 余重昆、林姝廷、柳永青 
082 年輕駕駛在不同警示等級之車道變換輔助下的駕駛績效 盧冠良、盧俊銘 
083 車輛碰撞警示之時間點與性別對駕駛行為的影響 蕭祖瑩、盧俊銘 
085 國道照明設施之雲端管理服務 黃維信、林文彬、彭煥儒、李國禎、蔡俊威、

王文嘉、吳志富 

 

發表場次 F2：視覺作業績效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226 

場次主持人：林伯鴻 教授                    摘要頁次：70 ~ 72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60 左右型與上下型結構漢字的視認度比較研究 蔡登傳、黃聖淳 
061 探討小螢幕的不同極性與傳統書本之視覺疲勞影響 余重昆、洪彥澄、曾盈璋、簡家偉、曾軍凱、

柳永青 
146 全自動視力檢測系統之視力量表設計驗證與評估研究 陳佩君、黃瀅瑛 
163 3D 圖片視覺績效的評估-以大家來找碴遊戲為例 林伯鴻、周晏如、蕭君妍、王智謙 
165 建立人體壓力中心量測之視覺化模型 楊哲榮、周金枚 

 

發表場次 G2：醫療人因與病人安全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 R228 

場次主持人：蘇國瑋 教授                 摘要頁次：73 ~ 75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17 Civil pilots’ secret keepings in related to their self-disclosure experiences and job 

engagements 
Chian-Fang G. Cherng, Jian Shiu 

056 以人機互動行為模式開發即時停車系統 蘇國瑋、林宜慧、李姍萍、孫豪、陳政叡 
108 輪椅使用者之坐姿壓力分佈策略 陳冠廷 
111 二極體芯片檢查員在不同照度下之工作效率評估 周金枚、李柏宣、陳青蘭、林曉華、程雪、楊

開曦 
180 檢驗科血液組之人為失誤分析 黃晶薇、盧俊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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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場次 P2：海報發表(二)               發表地點：綜合大樓工管系中庭 

場次主持人：鄭志中 教授                   摘要頁次：76 ~ 88 

論文編號 篇名 作者 
005 醫療人員上下班機車使用者安全風險感知研究 沈駿緯、佘思麥、林思妤、方泳遠 
021 運用 SWOT 與層級分析法比較燃油機車及電動機車之購買意圖 林裕仁、李謹亦、許庭祥、劉伯祥 
026 晨間運動對國小學童注意力及情緒智能之研究 簡伶黛、鍾秀琴、李素惠、劉伯祥 
030 計數深呼吸法對於中年人睡眠品質之影響 蔡登傳、林晏如 
036 綠色智慧運輸策略之探討－以創新公共運輸服務促進私人運具移轉為例 呂思慧、陳其華 
040 3D 立體圖標表現手法分析與探討 蔡承祐、謝毓琛、林萱 
045 足底按摩板圓球直徑之使用性研究 張庭愷、蔡登傳 
047 導航資訊故障分析的頻率，對駕駛心理、行為的影響 陳乃嘉、俞胤廷 
051 SERVQAL 模型應用在電子商務服務品質之分析 柯昭華、周金枚、田利鋒 
055 國小校園安全事件影響因素與管理策略之探討 賴建名、梁訓嘉、李成政、林琇寧、劉伯祥 
090 可互動霧幕浮空投影系統製作(Create an interactive fog screen floating 

projection system) 
李錟鋒、呂立鑫、楊秀豐、蔡宜昌、王琬甄 

119 探討飛行員對自動駕駛使用之意向 那凱翔、段尚廷、鄭祺穎、Julio Martinez、
紀昱宏 

132 加入 Wii fit 訓練的適能運動對社區老年人在平衡控制的影響 洪維憲、羅瑞寬、王慧如 
133 模擬退火法求解回程收貨車輛途程問題-以環拓公司為例 黃祥熙、楊癸乃、蘇柏瑋、陳玟如、鄭家欣、

胡景豪、施奕丞 
152 校園防疫人員防疫認知之探討 張庭彰、莊淑惠、邱美燕 
160 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使用者體驗評估與改善－以金門為例 張秉宸、葉怡青、蔡詩琪、連勝彥、邱景柏 
161 公車系統之服務水準評估與改善－以金門為例 張秉宸、沈育甄、陳廷芳、林政穎、林欣萱 
162 咖啡瑕疵豆分類之研究 鍾玉鳳、駱穎怡、張家源、沈毓鈞、江育民 
166 實作細懸浮微粒子偵測裝置以進行中國陰霾吹入金門之數據分析 吳昇峰、陶光柏、王薇婷、黃玉甄、吳佳駿、

曹永忠 
168 身體質量、體脂率與肌肉率對心肺適能的影響-以軍校生為例 周孟真、劉昱、石裕川 
182 穿戴式感測器蒐集加速度量值特徵值分辨不同程度運動訓練之研究 林思瑩、陳羿欣、孫天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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