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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 大會主席 

 

各位貴賓、先進與賢達，大家好！今年人因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大會）來到

頗有世外桃源樣貌的澎湖舉辦，我們真是滿心歡喜與感恩。特別感謝國立澎湖科

技大學願意共同主辦為期三天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包含：大型的主題演講與專題

論壇、一般論文發表，以及海報展示等。在此之前，也非常感謝朝陽科技大學主

辦學生論文競賽；還要感謝亞洲大學主辦學生設計競賽。 

 

今年大會的籌辦主要是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亞洲大學、朝

陽科技大學、東海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多位老師鼎力相

助。我由衷地感謝這些義務幫忙的教授們，他們的服務熱誠是非常值得讚揚的。

另外，我特別感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科技部工業工程學門、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與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的經費支持，還有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

療品質策進會的協助，以及各家知名廠商的經費贊助，讓大會順利圓滿。 

 

這次大會的主題為「人因工程4.0：虛實整合系統」。聚焦於人因工程學在虛

實整合系統下所扮演之角色，期能透過人因工程的改善，強化職災預防，並擴展

智慧工廠概念至智慧製造、智慧服務、智慧醫療等產業，讓人因工程搭配世界潮

流升級至「人因工程4.0」。 

 

最後，誠心歡迎大家熱情參與，也不吝給學會提供建議與指教。敬祝大家：

身心健康、成就卓越。 

 

 

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 理事長 

敬上 

202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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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 榮譽主席 

 

首先，本人僅代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誠摯歡迎各位貴賓蒞臨本校，共同參與

2021 年第二十八屆人因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自

創會以來，促進各學術及產業界各項交流與合作，為國家各項人因工程的推動與

發展，不遺餘力，成效卓著，本人在此向各位先進與專家學者獻上最高的敬意。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非常榮幸能和人因工程學會共同舉辦第二十八屆的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本校與行銷物流管理學系過去數月來全體師生共同努力促進本次

大會準備工作，企盼本屆的學會年會能如同歷年一樣圓滿成功。 

 

工業 4.0 是德國政府於數年前提出的高科技戰略整合計劃，提昇許多製造業

的資訊化、數位化、與智能化，以架構具適應性、資源效率、及人因工程學的智

慧製造程序。在智慧整合感控系統（CPS）及物聯網（IoT）技術基礎下，結合商

業流程及價值流程，統合消費者端、客戶以及商業夥伴相關資訊，創造更高的商

業價值。因此在製造業的人因工程運用就顯得越發重要，也就是生產設備在製程

中透過生產資料採集，運用物聯網各類邏輯連動、自動配對反應與主動回傳機制，

同時在不同系統間的通訊協定下串連各種品牌、協會、組織間的系統，整合各項

需求系統，發展高生產力機械與服務需求無縫連結技術，建構各產業與巨量分析

跨界應用平台，創新研發合作，提升生產力 4.0 核心技術發展能力來提供製造業

完整製造業物聯網的人因工程解決方案。 

 

今年學會年會以「人因工程 4.0：虛實整合系統之挑戰與應用」為主題，以

兩場專題講座、三個論壇涵蓋職安、軍事及醫療等領域、學生論文及設計競賽，

以及各類學術研討會的方式，分享各位先進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及經驗交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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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精彩可期。希望各位貴賓能在本屆大會交流中，汲取更多知識與經驗，為自己

未來在人因工程的職涯發展能更為精進。更期盼所有貴賓能藉由參與本屆會議的

機會，能親身接觸澎湖島嶼各項自然及人文特色，體驗澎湖當地傳統的生活形態

與自然環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建校至今已屆 30 年，在教育部、澎湖縣政府及各學術、

產業界的支持，與全校教職員工生共同努力下，本校儼然成為熱帶島嶼發展的特

色大學。希望藉由本屆的學會研討會的舉辦，促進本校與人因工程學會有更密切

合作，進一步提升本校人因工程相關的學術研究及產業連結。最後敬祝大會圓滿

成功，與會嘉賓收穫滿滿。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校長 

 敬上 

202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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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屆人因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組織 

(一)大會組織 

榮譽主席：鄭道明  朝陽科技大學校長 

          翁進坪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長 

大會主席：吳欣潔  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理事長 

大會副主席：陳至柔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文暨管理學院院長 

楊錫賢 朝陽科技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唐嘉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主任 

林永清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 

蘇國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 

議程主席：宋鵬程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林昱呈 僑光科技大學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主任 

 

籌備委員： 

王明揚、石裕川、吳志富、吳欣潔、呂志維、杜信宏、邱敏綺、周金枚、

宋鵬程、林久翔、林伯鴻、林志隆、林昱呈、林瑞豐、紀佳芬、陳協慶、

唐硯漁、張堅琦、趙金榮、盧俊銘、蕭育霖、蘇國瑋 (以上依姓氏筆畫排序) 

 

執行委員： 

召集人：宋鵬程、林昱呈 

委員：李英聯、杜信宏、邱敏綺、林永清、林信宏、周金枚、洪維憲、   

唐嘉偉、張庭彰、黃瀅瑛、劉永平、劉康弘、謝明軒、羅宜文、   

羅際鋐、蘇國瑋 (以上依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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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文審查委員 

王玉城、王珮嘉、呂志維、吳欣潔、宋鵬程、邱敏綺、邱添丁、李正隆、 

李英聯、李育奇、李昀儒、杜信宏、林昱呈、林清同、林伯鴻、林瑞豐、 

林彥輝、林志隆、林承哲、周金枚、洪維憲、陳慶忠、陳俊智、陳明石、 

孫天龍、唐硯漁、張堅琦、張庭彰、張志昇、梁曉帆、曾楓億、馮文陽、 

黃瀅瑛、黃文宗、楊智偉、鄭淳詩、劉康弘、劉永平、歐陽昆、蔡子瑋、 

盧俊銘、龍希文、蕭育霖、謝明軒、羅世忠、羅宜文、羅際鋐 (以上依姓氏

筆畫排序) 

 

 (三) 大會工作小組 

召集人兼會務組：宋鵬程、林昱呈 

議程組：謝明軒、宋鵬程、林昱呈、唐嘉偉、邱敏綺、洪維憲、羅世忠 

論文組：邱敏綺、劉康弘、羅宜文 

學生論文競賽組：洪維憲、杜信宏 

學生設計競賽組：林信宏、林孟潔、張庭彰 

文宣組：羅際鋐、柯雅娟、謝明軒 

資訊組：李英聯、林永清、李孟樺、林志隆 

財務組：劉永平 

廠商贊助及活動宣傳組：羅世忠、黃瀅瑛、吳欣潔、周金枚、蘇國瑋 

場務組：唐嘉偉、林永清、劉永平、劉康弘、鄭淳詩、黃謹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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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場地-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園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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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場次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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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議程 

時間： 2021 年 03 月 12 日 (星期五 )  

地點：朝陽科技大學  

時間 活動項目 

13:00-13:30 報到 

13:30-15:30 學生論文競賽 

15:30-16:20 中場休息 (委員會議決定得奬名單) 

16:20-16:40 頒奬 

16:40-16:50 大合照、賦歸 

  

時間： 2021 年 03 月 20 日 (星期六 )  

地點：澎湖科技大學 

時間 活動項目(位置) 

08:00-08:40 報到 

08:40-09:30 開幕致詞 

09:30-10:30 

專題演講(一) (國際會議廳) 

講者：范書愷 博士  

講題：Digital Twin with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10:30-10:50 茶敘 

10:50-11:50 廠商展示 

Keynote Speech (I):  

Olivia Lin 

(AmI&E 2021, 國際會議廳) 

11:50-13:00 會員大會/午餐 

13:00-14:10 

職安論壇 (MN-402 專題研討室(二)) 

主持人: 劉立文 

主講人: 陳協慶、邱敏綺、陳慶忠、劉伯祥、杜信宏 

主題: 人因工程與跨領域工作現場肌肉骨骼危害防制現況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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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20 

軍事人因工程與國防科技論壇 (MN-402 專題研討室(一)) 

主持人: 歐陽力行 

與談人: 陳協慶、馮文陽、羅民芳、歐仲偉、王祖祥、石裕川 

主題: 人因工程與國防自主 

15:20-15:40 茶敘 

15:40-16:40 

專題演講(二) (國際會議廳) 

講者：Dr. Klaus Bengler  

講題：New challenge to modern human-machine systems 

16:40-17:40 廠商展示 

Keynote Speech (II):  

Dr. Marino Menozzi 

(AmI&E 2021, 國際會議廳) 

18:10-21:30 大會晚宴 

  

時間： 2021 年 03 月 21 日 (星期日 )  

地點：澎湖科技大學  

時間 活動項目(位置) 

08:00-08:30 報到 

08:30-09:20 

醫療人因論壇 (A)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 陳美香   

主講人: 王拔群 

主題: 醫療品質、病人安全與人因工  

       程結合的必要性 
論文發表(一)(08:30-10:00，parallel) 

09:20-10:10 

醫療人因論壇 (B)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引言人: 盧俊銘/蕭育霖 

主講人: 王拔群、廖文進、林昱呈、 

         黃育信 

主題: 醫療人因教育訓練與推廣 

10:10-10:30 茶敘 

10:30-11:20 

醫療人因論壇 (C)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引言人: 梁曉帆/林瑞豐   

主講人: 李偉強、潘錫光、葉育彰、 

         李昀儒、蘇國瑋 

主題: 醫療人因研究整合 

論文發表(二)(10:30-12:00，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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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2:10 

醫療人因論壇 (D)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引言人: 張堅琦/羅宜文 

主講人: 孫千芬、陳志勇、呂志維 

主題: 人因與醫療職業安全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論文發表(三) (parallel) 海報展示、廠商展示 

14:40-15:00 茶敘 

15:00-16:30 論文發表(四) (parallel) 海報展示、廠商展示 

   

時間： 2021 年 03 月 22 日 (星期一 )  

地點：澎湖科技大學 

時間 活動項目(位置) 

08:00-08:30 報到 

08:30-12:30 澎湖科技大學 特色實驗室參訪 

12: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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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一) 

2021 年 3 月 20 日(六)，09:30~10:30  

講題：Digital Twin with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演講貴賓：范書愷 博士/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現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授 

 科技部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召集人(2020-2022) 

 Editor-in-Chief,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 (SCI, Top 13% in 

Scopus, Taylor & Francis) 

 Vice President & Board Member, Asia-Pacific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Systems Society (APIEMS) 

 

※學歷：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工業工程博士 

※經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主任(所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EMBA 執行長 

 元智大學圖書資訊服務處資訊長 

 中國工業工程師獎章-服務貢獻 

 徐有庠紀念基金會第七屆有庠傑出教授獎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個人品質獎 

 中華民國教育部產學合作獎 

 元智大學研究傑出獎 

 Editor-in-Chief, Journal of Quality (EI)  

  

演講摘要 

    隨著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s)、大

數據(Big Data)以及感測器(sensor)的快速發展，數位分身的物件或者設備，反映

實體運作的狀態與變化，從設計到製造、測試、實際運作時各階段，甚至整個產

品的生命週期。透過數位分身得以縮短產品開發週期與成本，在數位環境中進行

模擬，減少實體測試或者原型製作(prototyping)的次數，在維持品質規格目標下，

同時降低設計成本、縮短產品開發時間，因此更有助於現今少量多樣的生產製造

模式。實體生產時，藉由產品與設備相關數據的回傳，建立數位分身模型，提供

管理者在虛擬環境下即時監控，當發生異常時能及時發出警訊，降低非預期的當

機風險，降低維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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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二) 

  

2021 年 3 月 20 日(六)，15:40~16:40 

講題：New challenge to modern human-machine systems 

演講貴賓：Dr. Klaus Bengler 

 

 

 Professor, Chair of Ergonomics, 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Munich (since 2009) 

 President, Ergonomics Society of Germany 

 BMW Group Research – HMI and User Research (1997-2009)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role model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was clearly understood 

with the human in the active and governing role. Due to many factors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s, this role model is discussed and changed in many application domains. 

Algorithms,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robotical consumer systems are typical 

realisations. 

    This transformation leads with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working situations, 

mobility and private homes. The resulting human machine systems promise new 

opportunities to increase safety,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and in parallel decrease 

strain and workload. Several regulatory changes and taxonomies are expressions of this 

new paradigm.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to be oriented to human and societial needs. In 

consequence ergonomic guidelines, methods and principles have to be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accordance with an agile and highly dynamic global technical development. 

The request from different stakeholders for ergonomic knowledge is evident. The 

resulting gap between existing expertise and realization dynamics requires new models 

of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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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論文競賽場次與時刻表 

競賽時間 3/12 13:30~15:30；地點：朝陽科技大學 理工大樓 

論文編號 論文題目 報告場次 

1 Perception of Risk of Slips, Trips, and Falls for Coal Mine Workers in China 場地 A 

4 探討不同時期安全文化之交互作用以台灣某航空業者為例 場地 A 

8 發展一套建築從業人員工作姿勢之自動評估方法 場地 A 

9 熱拔罐與真空拔罐對拔罐效果的影響 場地 A 

12 環境溫溼度對心智負荷的影響 場地 A 

16 運用多層感知器建立修護品質風險趨勢預測模型 場地 A 

2 
Mental Workload Assessments of Photo and Video Missions for Drone 

Operators 
場地 B 

3 
基於使用者操作行為模擬及元件配置最佳化的介面設計：以二維圖形化使

用者介面為例 
場地 B 

5 動態雷達介面對人員操作績效與生理反應之影響 場地 B 

11 
探討消費者在購買前後之感官主導性變化對於產品評估造成的期望落差：

以保溫瓶為例 
場地 B 

14 Flicker effect on visual performance and driving behavior 場地 B 

15 跨越障礙絆倒風險之步態研究 場地 B 

6 建立軍職人員手型計測資料庫之先導研究 場地 C 

7 應用感性工學於市售精油嗅聞後對人體感官影響之研究 場地 C 

10 YouTube 串流內廣告類型與人格特質之專注度探究 場地 C 

13 結合卷積神經網路探究慢性病患者指甲變化 場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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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場次與時刻表 

3 月 21 日 (星期日)    論文發表(一)  8:30-10:00 

場次: 1   主題：生理人因              地點：MN-402 專題研討室(一)  主持人：邱敏綺 教授 

2 
物流業配送員搬運作業下背受力分析   

  邱敏綺, 陳信宏, 羅宜文, 吳欣潔, 周瑞淑 

6 

FREQUENCY AND LOAD WORKLOADS O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RAINS FOR 

FEMALES PERFORMING SIMULATED CONVEYOR BELT TASKS 

  P.C. Sung, I.L. Chen, Y.P. Liu, and C.Y. Chou  

7 
Ergonomic Assessment to the Manual Tasks in Citrus Orchard Management 

  陳安哲, 葉家寧, 鄭雅庭, 鄭鈞宸 

77 
前摔之動態平衡生物力學分析 

  陳容慈, 游誠育, 石裕川, 陳協慶, 黃穎生 

152 

不同介面及環境對人員操作影響之研究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INTERFACES AND ENVIRONMENTS ON PERSONNEL OPERATION 

  李語柔, 任海華, 林邑潔, 吳欣耘, 孫惠靖, 徐妮瑩, 趙金榮 

154 
長照 2.0 下安養院照顧服務員的工作能力與生活品質調查 

  李紘維, 劉康弘, 林昱呈 

場次: 2   主題：安全與健康          地點：MN-402 專題研討室(二)  主持人：洪維憲 教授 

53 
運用失誤樹分析夾捲重大職災事故 

  紀佳芬, 林暄茲 

104 
應用 FMEA 於手術室針扎事件之風險分析與評估 

  李怡玲, 陳勁松, 柳永青 

111 
運用 G 手環探討早班護理人員在護理站不同之光環境下對壓力和睡眠反應的影響 

  劉永平, 周金枚, 黃紫翎, 劉晏君, 孫安柔, 洪啟倫, 王新雅, 王靖儒, 彭婉菁 

121 
關節鬆動術對慢性腳踝不穩定患者於下蹲時腳踝背屈活動度及軀幹前傾的影響 

  洪維憲, 羅瑞寬, 邱敏綺, 張庭彰, 謝佩璇 

142 
特製鞋墊對站立時穩定平衡之影響 

  陳郁琪, 羅世忠, 劉永平, 陳靖玟, 陳世偉, 黃孝世 

151 
Microsoft HoloLens 與液晶顯示器對任務表現之影響差異 

  劉智成, 黃瀅瑛 

場次: 3   主題：綜合領域                 地點：MN-408-1  教室     主持人：林志隆 教授 

10 
性別差異對於香水造型性別意象與造型喜好研究 

  蘇思樵, 蕭坤安 

23 
運用機器視覺技術於樓梯椅軌道尺寸量測 

  盧佳祺, 邱敏綺 

25 
水中運動導入遊戲對於提升肥胖患者減肥意願之初探 

  蔡毓紘, 宋毅仁 

26 
陶杯釉色對偏好照明、觸摸動機及喜好度之影響 

  林志隆 

32 
基於擴增實境介面之智能化軸連結器辨識技術 

  陳彥如, 李慕瑄, 陳劭旻, 瞿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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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4   主題：認知心理                       地點：MN-408-2 教室  主持人：林承哲 教授 

29 
行人對電動機車在不同車速與車流量狀況下的聽覺察覺績效之研究 

  陳佩君, 錢仲一, 柳永青 

58 
顯示配置與雙螢幕經驗對使用者之空間語文複合工作績效與偏好影響 

  林承哲, 陳俁劭 

72 
探討不同程度的粉紅色對於觀者的心理感受 

  呂芷安, 黃成永 

117 
彩色電子紙閱讀績效之研究 

  林伯鴻, 楊珺如 

144 
倒車輔助系統於不同介面設計之眼動評估 

  吳宥璇, 黃瀅瑛 

164 
應用學習曲線於軍事卡車駕駛訓練之探討 

  紀佳芬, 鄭志展 

場次: 5   主題：感性工學與情感研究            地點：MN-104 會議室  主持人：宋鵬程 教授 

82 
台灣地區連鎖咖啡品牌主觀口味之差異分析 

  陳一郎, 何珽恩, 許智凱, 陳右恆, 詹佑群 

98 
人臉擴增實境虛實影像效果悦趣性研究 

  蔡子瑋, 邱奕龍 

102 
聽「擬」的臉色：3D 虛擬角色表情與聲音情緒表達之研究  

  謝婷昀, 鄭宇芯, 林俊延, 李峻德 

115 
應用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於機械鍵盤外觀設計之前導研究 

  盧盈均, 蕭志宇, 張堅琦 

27 
智能障礙兒童平衡能力之評估研究初探 

  張志昇, 鍾可欣, 伍大忠 

3 月 21 日 (星期日)    論文發表(二)  10:30-12:00 

場次: 1  主題：AI for humanities and arts  地點：MN-402 專題研討室(一) 主持人：林伯賢 教授 

24 
A Study on AI Technology Model in Interactive Art Exhibition 

  Cheng-Hsiang Yang, Rungtai Lin, Po-Hsien Lin 

38 
A cognitive research of audience on AI intervention in artistic creation 

  CAO JING, Po-Hsien Lin, Rungtai Lin  

64 
Research on Styling Design Performance under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Tuck-Fai Cheng, Po-Hsien Lin  

101 
认同与参与： 参与式网站中“Z 世代群体”的“弹幕”使用逻辑 以哔哩哔哩网站为例 

  Chen Song , Poshien Lin , Runtai Lin, Lai Xiangwei  

5 
以工業物聯網方法擷取製鞋產線之生產特性並以機器學習方法預測產能技術研究 

  袁長安, 王啟昌, 林彣庭, 李昌旗, 崔哲綸 

場次: 2   主題：安全與健康            地點：MN-402 專題研討室(二)  主持人：劉伯祥 教授 

3 
發展整合 HFACS 與 ILO 人因檢核表之人因工程風險評估系統 

  劉伯祥, 李永輝, 陳紫昀, 林琇寧, 杜珮君, 劉立文 

15 
我國客艙組員睡眠型態與疲勞分析 

  李苡星, 許悅玲, 鄭永安 

28 
日常作業中的應變調適行為-以護理作業為例 

  黃育信, 莊詩蘋 

62 
辦公室作業工作姿勢在上交叉症候群之人因工程分析 

  黃怡文, 羅世忠, 陳瓊玲, 楊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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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石材加工公司安全分析之評估 

  張庭彰, 陳佩詩, 謝佩璇, 龔曉明 

場次: 3   主題：Smart ergonomics               地點：MN-408-1 教室  主持人：杜信宏 教授 

69 
運用數位孿生模型提升健身成效與習慣之探討 

  楊智偉 

84 
運用模糊理論與使用性測試建構蔬果栽培智能專家系統 

  蘇國瑋, 張日祚, 邱伯智, 王玟嵐, 蔣長珅  

88 
以智慧眼鏡結合健走與擴增實境遊戲之創新開發 

  蘇國瑋, 黃琦雯, 黃湘雲, 蔡佳蓁, 溫玉婕, 王玟嵐 

114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Reading through an Optical Head-mounted Display on Gait during Walking—

a Preliminary Study 

  何孟娟, 王釗鴻, 蕭志宇, 張堅琦 

場次: 4   主題：綜合領域                      地點：MN-408-2 教室  主持人：羅際鋐 教授 

165 
探討模組化兒童義肢結構之產品設計 

  歐陽昆, 廖佳宣 

146 
應用眼動儀評估正念活動在專注力之差異性 

  王建智, 陳念慈, 陳思岑, 黃語柔, 葉庭佑 

153 
以參與式設計探討不同認知能力之青銀共融桌遊設計研究 

  林楷潔, 賴玟瑛 

156 
人機協作中機械手臂運動路徑與遞交姿態對遞交作業主觀滿意度之影響 

  陳奎伯, 唐國豪 

161 
應用專利地圖分析於人機互動行為 

  羅際鋐, 柯雅娟 

場次: 5   主題：感性工學與情感研究            地點：MN-104 會議室  主持人：陳俊智 教授 

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otions of HIV-infected persons and mobile APP usage 
  Miles Fontenelle, Shu-Hsing Cheng, Yung-Ping Liu, Cheng-Pin Chen, Twin Yoshua R. Destyanto,  

Malick Boye, Shu-Ying Chang, Mei-Hui Lin, Shin-Yen Ku, Wei-Wei Wu, Hui-Ting Hsieh, Na-Lee Sun,  

& Ray F. Lin   

37 
第三煞車燈對駕駛人視覺之影響 

  廖志傑, 林柯, 王泰文, 劉延濤 

41 提升銀髮族保健運動意願及增進人際關係互動機會之初探 - 以互動式遊戲輔具為例 

  呂亭嫻, 宋毅仁 

44 
倒敘設計產品之使用者評價 

  陳柏全, 張志昇, 曹永慶 

63 
不同時間壓力下之多工任務對於專注力之影響 

  林俊佑, 柳永青 

80 
基於產品設計參數之物理性質建立感性評估預測模型：以頭戴式耳機為例 

  朱祐慧, 盧俊銘, 林克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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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 (星期日)    論文發表(三)  13:10-14:40 

場次: 1 主題：AI for humanities and arts  地點：MN-402 專題研討室(一)  主持人：林瑞豐 教授 

21 

愛滋病毒感染者之情緒與手機感測器資料之關聯 

  鍾慶勳, 吳允彤, 廖柏旻, 鄭舒倖, 陳正斌, 林媚慧, 張淑瑛, 顧心嬿, 孫娜俐, 謝慧婷, 吳薇薇, 

  林瑞豐 

57 
以深度學習方式建立組裝動作的預測模型 

  邱少璟, 唐國豪 

83 
利用深度學習建立口罩偵測系統輔助人員  

  蕭賀元, 莊文傑 

124 
以機器學習獲取影響圖書館服務品質因素之研究—以澎湖科技大學為例 

  林永清, 吳國清 

場次: 2   主題：安全與健康            地點：MN-402 專題研討室(二)  主持人：李正隆 教授 

19 
發展用於評估生物光能共振療程對手抖患者之量化方法 

  黃兆弘, 賴瑋晨, 陳韡, 梁庭繼, 劉世翔, 林瑞豐 

42 
台灣醫療人因研究之探討 

  梁曉帆, 林昕璇 

46 
以處方藥物頻率與關聯評估藥櫃藥物之布置 

  張雅茹, 梁曉帆 

79 
全身及局部振動暴露規範蒐集與分析 

  陳協慶, 賴亭羽, 李昆哲, 劉永平, 林桂儀 

81 
伸展操對降低運動後小腿負荷之效應分析–以排球運動為例 

  陳一郎, 蔡芳旻, 徐唯宸, 楊珺如, 葉庭佑 

場次: 3   主題：感性工學與情感研究            地點：MN-408-1 教室  主持人：周金枚 教授 

49 
運用評價構造法於地方觀光之遊程設計-以左營舊城為例 

  黃嘉萍, 宋毅仁, 王藝蓁 

50 
以地方文化創生觀點探討食育體驗設計 -以石花凍為例 

  董其芮, 鄧建國 

60 
體感遊戲對用戶健身興趣之影響 : 以健身環大冒險為例 

  黃庭萱, 游曉貞 

134 
應用 IPA 模式探討實境遊戲的重要性與滿意程度 

  戴佳蓉, 游曉貞 

138 
行動導覽應用程式之使用者經驗研究 

  蔡子瑋, 陳昇嶢, 洪磊, 戴佳蓉, 黃庭萱 

87 
車載系統操作介面魅力因子研究  

  簡鈺展, 林志冠, 申開玄 

場次: 4   主題：綜合領域                      地點：MN-408-2 教室  主持人：廖麗滿 教授 

90 
探討空軍飛航管制員作業負荷因素認知 

  許世寬, 葉朕瑄, 丁照唐, 黃子維, 石青岳, 紀昱宏 

95 
早期療育兒童細動作與認知發展結合科技應用 

  許少綱, 黃瀅瑛, 陳嘉玲, 陳協慶 

99 
以 SCADA 系統為基礎的報工系統介面規劃與設計 

  廖麗滿, 黃家葦 

107 
以「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分析中華民國飛安委員會飛機事故案例 

  魯瑞瑜, 賴冠瑜, 鄧邦豪, 王心靈, 游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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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應用評價構造法探討造型風格之魅力因子-以紙圖創作為例 

  許慧菁, 陳俊智 

59 應用 8D 與 FMEA 改善程序於模具加工製程 

  廖麗滿, 卓廷漢 

3 月 21 日 (星期日)    論文發表(四)  15:00-16:30 

場次: 1   主題：綜合領域              地點：MN-402 專題研討室(一)  主持人：劉康弘 教授 

71 
以「顏色管理填製法」求解魔方陣之研究 

  潘昭宏, 高子傑 

74 
遠距教學軟體介面使用性研究 

  柯俞吏, 陳詩捷 

86 
電鍍加工智能檢測及維護之人員培訓教程設計 

  張淯越, 魏聿崢, 吳旻叡, 楊承榕, 張登凱 

89 
Evaluation of the balance ability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ystem 

  張志昇, 李睿覺, 連若晴 

場次: 2   主題：綜合領域              地點：MN-402 專題研討室(二)  主持人：吳欣潔 教授 

105 
前揹包之人因設計初探 

  蔡鎔羽, 謝明軒, 林昱呈, 吳欣潔 

120 
運用 FMEA 於捷運系統失效模式探討-以聯結器系統為例 

  黃存宏, 柯垂宏 

128 
台灣寵物清潔用品之品牌視覺設計研究 

  方嘉琦, 黃文宗 

場次: 3   主題：綜合領域                      地點：MN-408-1 教室  主持人：陳協慶 教授 

133 
園區導覽手冊設計初探 

  陳宜筠, 黃文宗 

141 
輔導教師角色知覺與角色期望關聯之研究—以國小教師為例 

  張庭彰, 陳佩詩, 謝佩璇, 王詩婷, 謝宗宸 

148 
情境提醒與中高齡患者服藥遵從性之前測研究 

  洪莛絜, 鄭淳詩, 楊健炘 

150 
戲說大稻埕-光感效果應用於大稻埕文化推廣設施創作研究 

  周品辰 

158 
大學社會責任融入研究所課程-以中原大學商業設計所「當代設計潮流研究」為例 

  黃文宗 

場次: 4   主題：綜合領域                      地點：MN-408-2 教室  主持人：王珮嘉 教授 

78 
傳統與人因滑鼠對人體上肢負荷之訓練效應分析 

  陳一郎, 鄭雅庭 

113 
一個心物法的實驗：探索雙人提攜的垃圾清運作業 

  楊健炘, 陳佑瑜, 林志嘉, 陳盈睿, 陳佑良 

167 
企業社會責任對顧客服務及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以三商美邦人壽為例 

  陳志一, 吳相勳, 周棟祥 

11 
我國國際非政府組織發展與困境之初探：以 PPSEAWA Taiwan 為例 

  楊珍妮, 劉伯祥 

159 
組裝工站中多種鎖附螺絲與人員績效之影響 

  王珮嘉, 邱敏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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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場次與時刻表 

3 月 21 日 (星期日)    海報展示(一)  13:10-14:40 

海報展示(一) ：綜合領域                       地點：MN-104 會議室  主持人：劉永平 教授 

55 
人智互動設計指南、法則的分析與歸納 

  李文瀚, 梁桂嘉 

143 
使用者性別對於電商聊天機器人之使用意圖影響 

  蕭方雯, 游曉貞 

145 
繪本風格影響購買意願研究調查 

  黃上育, 黃琡雅, 黃成永 

39 
高齡者對於公車站牌之使用評估 

  陳明石, 江羽 

40 
居家廚房空間之使用調查 

  陳明石, 凃佳均 

45 
電動機車造形之魅力屬性探討與 EGM 分析 

  李欣倪, 陳俊智 

47 
探討消費者機車選購因素-以光陽機車為例 

  蘇思樵, 陳俊智 

48 
以模糊層級分析法探討電動機車造形魅力屬性 

  張博凱, 陳俊智 

51 
汽油機車與電動機車造形設計之差異性   

  賴亦璇, 陳俊智 

56 
以 FAHP 探討汽油機車與電動機車造形設計之差異性  

  王貝云, 陳俊智 

65 
兩輪載具儀表介面設計之魅力因素探討 

  王靖瑀, 陳俊智 

66 
以 AHP 探討消費者對兩輪載具儀表介面設計之差異因素 

  葉繼凱, 陳俊智 

68 
以 Kano 品質模式探討燃油機車消費者對電動機車造型之需求 

  徐郁欣, 陳俊智 

70 
以 Kano 品質模式探討消費者機車品牌性格購買意願 

  黃于庭, 陳俊智 

127 
個人意象投射和色彩相關性 

  林育辰, 陳俊智 

157 
重視綠色產品消費者對機車造形偏好之探討 

  劉力嘉, 陳俊智 

9 
水果包裝之消費魅力因子以香蕉為例 

  李奇哲, 王明堂 

131 
廣告招牌設計融入在地意象之魅力因子研究-以台北市大龍街為例 

  吳文良, 黃佳慧 

52 
應用擴增實境或混合實境於下肢復健治療或運動訓練之系統性文獻回顧 

  蔡欣蓓, 陳圳卿 

147 
實施讀報教育對提升國小二年級學童識字能力及閱讀態度之研究-以國語日報週刊為例 

  張君翌, 劉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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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傳統果菜市場作業人員之人因危害評估 

  李正隆, 蕭兆璉, 陳家和, 鄭家洋, 吳志賢, 林明毅, 徐偉誌 

33 
行動化醫療影像儲存與傳輸系統採用之研究 

  宋子敬, 連俊瑋 

43 
以文字增強預防相似藥名錯誤研究之探討 

  俞奕任, 王思涵, 梁曉帆 

75 
海苔 DIY 料理的海苔專用擺放架之人因設計研究 

  張依婷, 黃成永 

100 
探討座椅傾面是否影響受試者坐姿與舒適度研究 

  張世璁, 黃成永 

118 
運用深度學習於機台操作安全預防之研究 

  張睿洋, 陳大仁 

130 
以物聯網架構整合災害情境之情資、人資、物資建構緊急醫療應變數位孿生模型研究 

  朱俊豪, 鄭子捷, 廖振偉, 劉柏廷, 葉哲維 

160 
長照機構照顧服務人員工作內容調查分析-以台北市某護理之家為例 

  劉立文, 陳志勇, 王祖琪, 羅宜文, 陳之璇, 陳慶忠 

12 
消費者於拼布書套之感覺意象研究 

  唐鈺涵, 陳姿蓉, 王明堂, 唐硯漁 

13 
高齡者入住樂齡宅之智能設施需求研究 

  劉韶華, 劉伯祥 

123 
IoT 智慧養殖系統之設計與實現 

  林邦傑, 吳宥霆, 林嘉詳, 吳宇捷, 郭偉銘  

129 
基於 Hammerstein 遞迴神經網絡結合隨機森林之室內空氣清淨機啟動時機 

  李靜瑜, 陳柏翔, 陳奕中 

132 
應用集成式學習以 EfficientNet 模型進行黑色素瘤辨識 

  江吉晟, 許畯棠, 陳奕中 

3 月 21 日 (星期日)    海報展示(二)  15:00-16:30 

海報展示(二)：綜合領域                        地點：MN-104 會議室  主持人：羅宜文 教授 

16 胎外式無線胎壓偵測系統研發 

  林均叡, 劉伯祥 

61 初探台灣電影院行動應用程式之市場現況及使用者經驗研究 

  范揚彥, 黃文宗 

91 飛航人因工程人體計測應用於戰機座艙設計之初探 

  侯宜均, 陳宥丞, 林哲民, 李欣蓉, 紀昱宏 

96 軍航初級飛行員進訓前認知與準備之探討  

  廖浩倫, 譚書翰, 王華宇, 楊若鴻, 紀昱宏 

108 遊戲下載與繼續遊玩之行為成因調查 

  郭岱陽, 黃成永 

109 軍航初級飛行員訓練起飛與降落之風險評估模式初探 

  鄭捷瀠, 阮冠茗, 許逸威, 楊易叡, 紀昱宏 

162 智慧生產線規劃與系統建置 

  黃敬仁, 廖麗滿 

163 探討關係資本與虛擬社群特性對資訊分享意願之影響 

  甄啟剛, 羅慧卿, 莊淑惠 

166 應用文獻回顧探討影響銅價因素 

  康智維, 汪之國, 周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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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北市建成國中動態標誌設計研究 

  陳敬惠, 廖偉民  

35 民眾對新北投地方聲音景觀感知研究 

  陳玉慈, 廖偉民 

112 多相機跨視野物件追蹤方法 

  劉得鋕, 林郁欣 

8 臺灣特有種植物應用於藍染紋樣之創作研究 

  江芳瑜, 廖偉民 

30 磁磚產業的線上與線下整合服務應用 

  曾守正, 劉育誠, 林哲弘, 邱炫鈞, 周韻寰 

92 透過關聯式資料庫進行檔案系統的隱藏與虛實整合應用 

  曾守正, 周韻寰 

139 網路行銷系統的自動建置方法 

  楊傑閎, 曾守正, 周韻寰 

168 Understanding Stakeholders‘ Information Practices Towards A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Sales-

Consumption System in Agriculture 

  Chien-Wen (Tina) Yuan, Nanyi Bi, Ya-Fang Lin 

169 安全頭盔人因設計之研究 

  馮文陽, 李文櫻, 吳銘燦, 程婉淳, 趙金榮, 林海芬 

170 弧形螢幕與平面螢幕視覺搜尋績效比較 

  張語軒, 鄭婉芝, 任純慧, 曾楓億, 馮文陽, 歐仲偉 

171 應用長短期記憶法建立品質績效預測模式-以飛機為修護廠為例 

  戴震, 蕭育霖, 馮文陽, 曾楓憶 

172 重複性作業對人體肌肉骨骼傷害的影響-以某化工廠生產作業為例 

  陳昶智, 趙金榮, 馮文陽, 曾楓億, 林桂儀 

173 純色背景與文字色彩對比度對伴讀績效之影響 

  連彥滕, 黃如鈺, 馮文陽, 曾楓億, 蕭志宇, 王釗鴻, 張堅琦, 陳宇徹 

174 動態環境對人員辨識績效之影響 

  李學倬, 趙金榮, 馮文陽, 曾楓億, 洪隆盛 

175 滑鼠、軌跡球與遊戲把手的多方向點擊績效比較 

  任純慧, 楊麗臻, 張語軒, 鄭婉芝, 曾楓億, 馮文陽, 歐仲偉 

176 以聲音品質指標評估噪音對暴露者生理狀態之影響 

  林桂儀, 盧士一, 李昆哲, 陳志勇, 馮文陽, 曾楓億 

177 警示燈閃爍頻率與心智負荷對警示訊號偵測績效的影響 

  鄭婉芝, 林祚慶, 張語軒, 任純慧, 曾楓億, 馮文陽, 歐仲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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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資訊 

1. 大會統計資料 

報名人數: 225 人 

學生論文競賽: 16 篇 

論文發表篇數: 92 篇 

海報發表篇數: 58 篇 

 

2.交通路線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地址：880011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 

 

路線一 

馬公航空站往馬公市區方向→中華路(204 線道)右轉→六合路右轉→澎科大(約

15 分鐘路程) 

 

路線二 

馬公港碼頭→中正路右轉→民生路左轉→光復路右轉→三多路走到底→澎科大

(約 10 分鐘路程) 

 



23 
 

贊助廠商 

  

 
 

  

 
 

 

 





Microphone

Anti-reflective 
scratch-resistant 
lenses with  
Swiss optics

Accelerometer, gyroscope,  
and magnetometer

2 eye cameras 
per eye integrated 

into the lenses

Full HD resolution scene camera
with 106° combined field of view

8 IR illuminators per eye
integrated into the lenses

Accessory  
attachment

Interchangeable
nose pads in 3 sizes

Tobii Pro provides eye tracking research solutions and services designed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havior. Headquartered in Sweden, with local teams active  
on six continents, we help business and science professionals to further their research.

tobiipro.com
sales@tobii.com

Capture the whole environment

The scene camera in Tobii Pro Glasses 3 now 
covers a 38% larger field of view overall, reducing 
the risk of gaze falling outside of the camera range, 
whilst simultaneously providing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wearer’s peripheral view. This means mor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is captured, which 
makes a difference in your efforts to improve quality 
control processes and enhance the detail of visual 
inspections. The larger field of view makes Pro 
Glasses 3 ideal for collecting eye tracking data on 
the production line, shop floor, or construction site.

Safety lenses accessory

Employee safety is paramount. The IR blocking 
safety lenses allow Pro Glasses 3 to be used in 
situations requiring approved eye protection,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using the different lenses. 
The clear lenses enable the use of Pro Glasses 3 
in environments requiring safety graded protective 
equipment including:

• Construction sites

• Production facilities

The tinted lenses support research in bright outdoor 
environments.

Designed to work under safety 
equipment

Pro Glasses 3 are designed to comfortably fit under 
helmets and other safety wear. This enables data 
collection in environments where helmets, masks, or 
hard hats are required:

• Construction

• Industry

• Sport

• Simulators

Designed for 
the real world









humansci.kyst.com.tw        0800-026677        info@kyst.com.tw

24 bit

Bluetooth

Android

Pupil Invisible

NeXus

人工智慧驅動

眼鏡式眼動儀

可直接整合的設備廠牌

更多資訊更多資訊

更多資訊

更多資訊

藍芽生理訊號

回饋系統 

E-Prime 3 實驗設計軟體

SmartBCI 便攜式無線腦波機



 

 

 

 

 

 

 

 

 

 

 

 

 

 

 

 

 

3D Body Scan 
http://www.ltech.com.tw 

TEL:886-3-553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