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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壓縮機是石化製程中最關鍵的設備，石化廠壓縮機跳機損失動輒以千萬元計，而氣體的

可壓縮性造成跳機時危險性相對較高，也是整個石化業者的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在工業4.0的
推動下，許多產業界機具的智慧狀態診斷與預知維護概念紛紛被提出中，預知維護（Predictive 
Maintenance，簡稱PdM）是以狀態為依據(Condition Based)來預測設備狀態未來的運作趨勢，
據以預先制定性維護計劃，以預測結果來輔助決策。預知維護不僅能優化設備的運作時間和性

能，並減少預防性維護的時間和人力成本，提升企業在製程安全管理的能力。

本研究的目標是提出一套應用於石化業關鍵設備壓縮機之智慧預知維護方法，以預知跳

機時間，避免危險性跳機，同時可以使停機時間縮短，將誤判跳機降至最低，進而提高生產效

益，提升安全管理績效。我們使用國內石化廠壓縮機長度約連續81天的物聯網資料來開發預知
維護方法，使用五種不同的數值分類器運用於氣體壓縮機上振動、壓力、溫度等三種不同類型

的大數據感測資料上，以評估分類器的適用性與感測資料類型的重要性順序。此外，為了降低

運算負擔與萃取有效的資訊，我們亦使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技術
應用於壓縮機之感測資料上。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使用最近鄰居法(K-nearest neighbor, KNN)分類器在預測壓縮機狀態的平
均準確性最高，達到99.68%。線性判別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分類器的平均準
確性則最低，只有86.15%。而在資料類型的重要性順序則依序是振動、壓力、溫度。

未來研究方向須將短期感測資料與資料的頻譜特徵考慮進去，以得到更通用的人工智慧預

知維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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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維修保養的目的在於透過維修來確保系統

功能，並於系統故障時加以修復。早期由於技

術與經驗有限，只能等設備壞了才修，其實並

無保養的觀念[1-3]。後來，設備保養的觀念開
始提升變為定期的更換磨耗品、定期檢查重要

的部位，也就是週期固定的預防維護以避免系

統故障，並延長使用壽命。預防維護動作通常

會進行排程，並衍生預期停機時間，此項維護

的目標，在於將意外停機時間成本壓至最低。

但是若機具狀態並未出現異常就因為定期排程

而進行保養，亦會造成保養成本的增加以及機

具生產率的下降。故如何提早預測機具需真正

維修的時間點再進行維修，以降低保養成本並

增加機具生產率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其最佳

保養成本模式分析示意圖如圖1所示，若保養
不足，雖然保養成本較低，但是設備故障造成

的生產損失便會使總成本提高。相對的，若過

度保養，雖然設備故障造成的生產損失會大幅

降低，但是保養成本會過高，亦會使總成本提

高。最理想的模式應該是經由預知維修系統來

判斷出機具的狀況，正確的在該進行保養時機

才進行保養維修。讓保養成本、設備故障造成

的生產損失、總成本同時降到最低，亦即在對

的點做對的事才能使總成本最佳化。

圖1　最佳保養策略模式示意圖

壓縮機是石化製程中最關鍵的設備，石

化廠壓縮機跳機損失動輒以千萬元計，而氣體

的可壓縮性造成跳機時危險性相對較高，也是

整個石化業者的競爭力的關鍵所在。目前石化

業的監控多數屬於描述性及診斷性的階段，幾

乎沒有達到預測的階段，更沒有建設性分析階

段。因此當發生問題時，感測器一旦超過設定

的警報範圍，將會使系統跳脫，進而造成緊急

停機事件的發生。石化廠一旦發生跳機，其損

失將會是非常嚴重的，若能發展提前預測問題

的方法，並且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對於整個產

業的發展，將會有極大的貢獻。

在工業4.0的推動下，許多產業界機具的智
慧狀態診斷與預知維護概念紛紛被提出中，預

知維護（Predictive Maintenance，簡稱PdM）
[4-9]是以狀態為依據(Condition Based)來預測設
備狀態未來的運作趨勢，據以預先制定性維護

計劃，以預測結果來輔助決策。預知維護不僅

能優化設備的運作時間和性能，並減少檢查預

防性維護(Preventive Maintenance)的時間和人力
成本。

本研究的目標是希望藉由一部石化業重

要製程之壓縮機，利用物聯網、大數據資料分

析與機器學習等技術，提出一套初步應用於石

化業關鍵設備壓縮機之智慧預知維護方法，監

測操作過程，以預知跳機時間，避免危險性跳

機，同時可以使停機時間縮短，將誤判跳機降

至最低，進而提高生產效益，提升安全管理績

效與我國石化業的製程安全。

研究方法

我們由國內的石化業大廠取得一筆由開機

運行至意外停機的空氣壓縮機感測資料，其總

時間長度約81天的連續感測資料來開發本研究
的先期智慧預測維護系統。該資料共有67個不
同的感測器所收集的資料，感測器的資料類別

包含振動（20個，單位um）、壓力（11個，單



3

先期開發與評估應用於石化業關鍵設備之智慧預知維護方法

位kg/cm2
）與溫度（36個，單位℃）等三大類

資料。每個感測器每十秒會記錄一個數值，此

筆記錄資料中每個感測器共有699,361筆數值。
換句話說，整筆紀錄約共有699,361*68≈4,685
萬筆的數值，是非常龐大的一筆數值資料。

本研究的先期智慧預測維護系統的開發

流程示意圖如圖2所示。取得壓縮機感測資料
後，須對資料進行一些前處理的程序。我們將

前兩天的所有感測資料去除以排除機器剛運

轉時狀態還不穩定的情形，避免在之後訓練分

類器時成為學習特異值，造成分類器的學習

混亂而分辨準確率下降。接著，我們對感測資

料進行人工標記，從整筆紀錄資料的最後一個

資料點至往前7天之間的資料標記成abnormal_
LV 3（代表機具狀態極度不佳，須立即停機檢
測），整筆紀錄資料的最後一個點往前8至14
天之間的資料標記成abnormal_LV 2（代表機具
狀態不佳，建議停機檢測），從整筆紀錄資料

的最後一個點往前15至21天之間的資料標記成
abnormal_LV 1（代表機具狀態出現異常，建
議安排維護人員做初步檢測），其他資料點標

記成normal（代表機具運作狀態正常）。換句
話說我們把整筆資料分成4種不同的機具狀態
類別，我們希望該系統最早能在意外停機前的

21天便可預知檢測出機具狀態異常。接著，我
們根據感測器的資料類別進一步把資料分成振

動、壓力與溫度等三個不同的資料子集。我們

希望藉此來探討在所有感測資料類別中，找出

哪一種感測資料類別是預知維護機具狀態的關

鍵與其重要性之順序。前處理的最後一個步驟

是將每個類別隨機挑選出50%的樣本（349,680
筆）來當成訓練資料集來訓練分類器，剩下的

50%樣本（349,684筆）則做為測試資料集來評
估系統的準確率。

圖2　 本研究所提出之的先期智慧預測維護系
統的開發流程示意圖

前處理完成後，為了減少多維度的感測

資料造成機器學習所需的大量時間以及探討

若減少資料維度對系統準確率的影響。我們會

對資料進行主成分分析[10]，以對資料進行降
維，我們設定主成分分析後至少需保留95%的
資料解釋度以避免失去重要資訊而造成最後系

統的準確率偏低。最後，我們把未經過主成分

分析與經過主成分分析的資料分別利用線性分

類器（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簡稱LDA）
[11]、二次判別分類器（quadratic discriminant 
analysis，簡稱QDA）[11]、簡單決策樹(simple 
tree)[12]、線性向量支持機（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簡稱LSVM）[13]、最近鄰居
法（K-NearestNeighbor，簡稱KNN）[14]等5種
不同的機器學習分類器來進行學習訓練與效能

評估。我們希望藉由不同的分類器來探討適合

石化業壓縮機感測資料的機器學習模型。

結果與討論 

本先期研究的結果如圖3所示，圖3為五種
不同分類器運用於全部與三種不同資料類別的

整體準確率與其使用主成分分析之差異。我們

由此結果想了解1.在所有感測資料類別中，找
出哪一種感測資料類別是預知維護機具狀態的

關鍵與其重要性之順序，2.使用主成分分析對
減少資料維度對系統準確率的影響，3.不同的
分類器的分類結果來探討適合石化業壓縮機感

測資料的機器學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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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3中，以五種不同的機器學習模型的
平均準確率來看，使用所有的感測資料進行分

類並不能得到最佳的結果（不論是否有使用主

成分分析），這意味著在區分機具狀態時並非

使用全部的感測資料才能得到最好的預測結

果。此可能的原因為並非所有的感測資料會同

時感測到異常狀態的資料，只有造成故障主

因附近的感測器才能反映出異常狀態的資料。

換句話說，分類器在訓練過程中會因為學習到

非關鍵的參數而導致準確率降低。因此，我們

進一步把感測資料分成振動、壓力、溫度等三

類來分析哪一種資料類別是預知維護機具狀態

的關鍵。由圖3的結果可知，當沒使用主成分
分析時，在平均準確率的表現上振動的準確性

(97.78%)大於溫度的(96.46%)且溫度的準確性
大於壓力的(94.86)。此結果表示振動感測資料
對於反應異常狀態的關聯性最大，其次依序是

溫度跟壓力。當使用主成分分析時，在平均準

確率的表現上振動的準確性(92.8)大於壓力的
(92%)且壓力的準確性大於溫度的(91.06%)。
此結果表示在使用主成分分析對感測資料做資

料降維後，振動感測資料對於反應異常狀態的

關聯性依然最大，其次依序是壓力跟溫度。由

上述兩個結果可知，機具的振動類型感測資料

對於預測機具需維護的狀態佔有非常重要的角

色。我們訪問機具維護現場有豐富經驗的專

家，專家表示壓縮機機具的狀態異常大部分都

是振動先出現，其原因為機具軸承耗損所造成

的振動位移變大，之後才會漸漸影響到壓力與

溫度，故我們的分析結果與專家的看法一致。

接著，我們來看主成分分析對減少資料維

度與系統準確率的影響。我們設定主成分分析

後的成份數需至少可解釋95%的原始資料。由
圖3中可知，在沒使用主成分分析的前提下，幾
乎大部分模型的分類結果都優於使用主成分分

析的情況。而在減少資料維度的表現上，使用

全部的資料（67種）來作主成分分析，最後會
保留2個主成分(2/67)；只使用振動類的資料(20
種)來作主成分分析，最後會保留10個主成分
(10/20)；只使用溫度類的資料（36種）來作主
成分分析，最後會保留4個主成分(4/36)；只使
用壓力類的資料（11種）來作主成分分析，最
後會保留2個主成分(2/11)。可見因振動類型的
資料變異度較大，所以須保留10個主成分才能
解釋95%以上的原始資料，再次說明了振動類
資料在預知維護保養方法開發中的重要地位。

最後，我們來探討不同分類模型對於石

化業關鍵設備壓縮機之感測資料的適用性。

在使用全部感測資料的條件下，最近鄰居法

有最佳的整體準確率(99.4~99.9%)，線性分類
器的整體準確率則是最差(73.4~79%)。在使
用振動類感測資料的條件下，最近鄰居法有

最佳的整體準確率(99.9%)，簡單決策樹的整
體準確率則是最差(80.9~93.8%)。在使用溫度
類感測資料的條件下，最近鄰居法有最佳的

整體準確率(99.9%)，簡單決策樹的整體準確
率則是最差(80.1~85.6%)。在使用壓力類感測
資料的條件下，最近鄰居法有最佳的整體準

確率(99.3~99.9%)，線性分類器的整體準確
率則是最差(79~88.8%)。圖4表示各種分類模
型在各種資料類別以及是否使用主成分分析

的平均準確率，其平均準確率與標準差由高

至低分別為，最近鄰居法(99.68%±0.23%)、
線性向量支持機器 ( 9 6 . 2 4 %±5 . 1 3 % )、二
次判別分類器 ( 9 3 . 7 %± 5 . 6 7 % )、簡單決
策樹 ( 8 8 . 7 1 %±5 . 5 4 % )、線性判別分類器
(86.15%±7.95%)。由圖4可知，線性分類器
應用在不同感測資料的平均整體準確度最低

(86.15%)且標準差也最大(7.95%)，最近鄰居法
則有最佳的平均整體準確率(99.68%)與最小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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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差(0.23%)。由此結果可知，最近鄰居法非常
適用於開發石化業關鍵設備壓縮機之智慧預知

維護方法。

圖3　 5種不同分類器運用於全部與3種不同資
料類別的整體準確率與其使用主成分分
析之差異

圖4　 各種分類模型在各種資料類別以及是否
使用主成分分析的平均準確率

結論

本先期研究運用國內的石化業之壓縮機感

測資料來開發預知維護保養的方法。由研究結

果可知，在不同的感測資料類別的重要性中，

振動類資料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這樣的結果符

合現場專家的經驗，這也是未來我們在運用於

其他壓縮機資料首要觀察的重點資料類別。此

外，使用主成分分析可有效大幅降低資料維

度，減少繁複的機器學習運算成本與時間。最

後，以整體平均準確率與標準差來看，最近鄰

居法非常適用於開發石化業關鍵設備壓縮機

之智慧預知維護方法，其平均整體準確率可達

99.68%且標準差僅0.23%。但是其缺點是訓練
分類模型的計算時間非常耗時，因為每筆新的

感測資料需與其他已訓練的感測資料比較距離

才可知該筆新資料屬於那一類。未來我們需再

檢測更多的感測資料以及嘗試其他更多的機器

學習分類模型以得到更快速且更可靠的智慧預

知維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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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an unplanned stop causes extremely high costs. It results in an 

unscheduled downtime with no possibility to continue production, unplanned maintenance costs 

are a lot higher than planned maintenance, and often, sudden high investments in new machinery 

or machine parts must be done. A shutdown would cause production downtime, and therefore, 

forces the companies to buy the products from competitors, causing major costs. Through condition 

monitoring analyses, the lifespan and future maintenance of machines are determined. This ensures 

that the necessary small repairs do not grow into major repairs, which requires a prolonged production 

stoppage. 

Predicted maintenance is a condition-based maintenance through IOT gathering various 

parameters data (big data) during production and analyzing these data through data min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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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 the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assets and to decide which action to be taken for the purpose of 

important 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decision.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data from petrochemical plant compressor which length of about 81 days 

to develop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dictive maintenance methods. Five different numerical classifier 

were used in compressors on the vibration, pressure, temperature types of sensing data in order to 

assess the suitability of the classifier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ype of data.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mputational burden and extract the effective information, we also use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echnology applied to the compressor of the sensing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accuracy of the state of the compressor is predicted to be 

99.68% using the K-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 The average accuracy of the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classifier is the lowest, only 86.15%. While the order of importance in the data type is 

followed by vibration,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In future, in order to develop a generalized predictive 

maintenance model with high accuracy, more short-term data and frequency domain featur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tested.

Keywords:   Compressor,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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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勞工不安全行為是營造業職業災害發生的主因，行為安全是可以透過觀察、評估、處置、

改進來提升的。應用手持裝置應用程式開發(Application)，將行為安全(Behavior-Based Safety, 

BBS)觀念，於營造工地現場進行勞工作業行為觀察活動，透過BBS-APP導入累計大量觀察紀

錄，以歸納出勞工不安全行為模式，及作業程序不安全狀況。經由觀察紀錄統計分析結果，提

供管理者介入勞工不安全行為矯正，及就潛在危害狀態等安全管理預防策略擬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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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影響營造業職業災害因素為多重因素的組

合。根據歷年營造業重大職災報告紀錄內容，

發現職災事故成因都隱含著勞工暴露於不安全

的工作環境中，因個人疏失或作業環境危害所

造成的傷害紀錄。其中，勞工於作業職場中所

發生的災害狀態，狀況大致相似，且類似的職

災情境或狀態或發生條件等也一直重覆發生[1-
5]。依據 Concha-Barrientos et al.[6]就歐盟統計
每年世界各地有超 30萬名勞工於作業中發生
死亡和殘廢等職災事故，在歐盟每年也將近有

5,000件死亡事件，有更多因作業中不慎發生
傷殘的事故發生，其所造成的職災事故除人力

成本的損失之外，也造成社會經濟負擔[7]。
儘管各國就職災事故的預防都採取很多的改善

作法與努力，對作業中的危害風險也因此降低

[1,8,9]。然而，回顧國內近15年營造業發生墜
落危害致死之職災率，仍高居全產業之冠。由

於勞工不安全行為是營造業職業災害發生的主

因，而行為安全是可以透過觀察、評估、處

置、改進來提升的。

隨著台灣智慧型手持裝置產業發展顯著，

同時也帶動整體產業的產值與效益，於民國 
102年行政院工程委員會更擬定「全民監督公共
工程執行方案」，提倡運用雲端地理圖、GPS
及既有之通報系統開發智慧型手持通報 APP，
希望結合民眾力量監督公共工程缺失，補強政

府機關監造力量不足之問題。本研究所採用之

APP，其系統開發考量手持裝置之作業系統的
開發環境，主要為以Android作業系統開發平台
可於Mac或Windows作業環境中使用[10]。

國際上近十年來就BBS研究與導入實證探
討，大都認為BBS活動有助於提高第一線作業
勞工之安全行為表現。再者，陳奕中[11]為防

止營造業工安事件發生，開發工地安全監控系

統，施工人員可安裝於智慧型手機，在工作前

啟動該系統，程式便即時運算配戴者運動情

形，即時給予警示。陳大偉等人[12]也於基於
行為安全的建築事故預防量化方法與實證研

究一文中指出：BBS於對於降低事故傷害率，
提升組織安全文化等有其重要作用。Guo et al. 
[13]應用BBS於中國地鐵之勞工行為觀察之大
數據研究，主要於建立勞工行為風險知識，以

及透過所儲存取得之觀測大量數據，及時提供

各區管理者掌握勞工行為狀況，並採取管理手

段等[3-4]。Salem et al.[14]認為應用 BBS於營
造業是有限制的，因此本文中結合決策支援系

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來協助營造公
司執行 BBS，研究指出應用 BBS引導過程，
並就作業程序的適當修改，將可以有效改善建

築工地的安全性。此外，張佩珊[15]嘗試整合
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 
BIM)、行動應用程式(APP)與定位服務技術來
增大營建施工安全，利用定位方式來確定從業

人員之行動位置，並以智慧型手機之APP提供
適當與即時施工資訊給從業人員。藉此，管理

者與從業人員將可透過行動設備來確認即時施

工資訊與施作前教育訓練之符合性，以降低施

工現地災害發生率。邱信諺[16]也指出香港瑞
安建築業成立瑞安建業網，為能掌握建材採購

及工程管理上的需求。該網站主要為透過電子

化的管理方式，協助處理一般行政工作流程，

並就該專案進行之工程概況、工程進度，及相

關規範圖說等進行整合，以為資料查詢等。再

者，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近年來有感於勞工行

為觀察於建造業之重要性，先後開發許多軟

體，包括有：工作安全行為訓練套件，及工作

安全行為計劃軟件等供業界使用。

為此，本研究應用勞安所104年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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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成果，應用所開發行為安全觀察之行動裝

置APP，及後台觀察紀錄結果之潛勢分析等進
行勞工行為改善有效性的探討。依據國內營

造業重大職災分析結果，建築工程發生墜落

死亡人數比例高達55%(N=3,040, 2000-2016)
(ILOSH106-S306)。因此，選擇以建築工程為
主要觀察與導入BBS-APP觀察的對象。其中，
也選定以某一營造業公司自2016/11月至2017/9
月期間就應用此管理模組，就所屬公司工地第

一線作業勞工安全行為與不安全行為表現率的

檢核。其分析結果除了讓管理者清楚了解所屬

各專案工地勞工作業概況外，也可作為各工地

安全管理執行績效評核的參考。 

營造業安全管理問題現況分析

檢視國內營造業職災千人率，依據民國 
105年勞動部勞動檢查年報統計結果（如圖1所
示），自2000年至2010年間職災千人率雖有下
降，但仍介於0.323至0.159間。然而，自2011
年起，職災死亡千人率由0.174（2011年）一直
上升至0.245（2014年），雖至2015至2016年下
降至0.164，但仍高居全產業之冠。營造業高職
災率，多年來似乎無法真正有效被控制且持續

性的降低；探討其原因，與目前工程採購發包

制度-異質採購最低標等，以最低標為決標條件
有關。另外，承攬商因應職場競爭，如何在合

理預算底價、合理工期，及兼顧原物料供應與

人力需求等變動條件下，取得最好的經營管理

策略等。其中，攸關承攬商工程利潤考量，如

何規避營造公司或下包商基於『投機選擇權』

的心態，對作業中的安全防護措施減作，或以

不合標準的設施充當等心態以節省開支。對承

攬商或下包商經營管理心態，將施工風險轉嫁

至第一線作業勞工的安全管理問題，於實務調

查與訪談中也普遍存在於國內營造工地，此種

現象也反應於國內營造業職災千人率高居不下

的原因[3]。
影響職災死亡千人率除一般工程之不確定

因素外，包括：變更設計、天候條件、勞工作

業情緒起伏變化、及安全防護等機組設施設備

損壞等有關。當然，也與政府推動降災政策的

決心，如：嚴檢重罰、產業輔導、宣導與協助

等活動所投入的資源有關。相關學者也多由安

全管理層面、工地安全管理因素等方面進行討

論，結果也都指出其危害因素，包括：一般雇

主或承攬商對安全知識與訓練的缺乏、管理能

力不足、欠缺安全作業方法、管理階層錯誤決

策及人為疏失所造成的職業災害事故[17-18]。

圖1　 主要產業適用職安法重大職災死亡千
人率（2000-2016年）

依據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2000-2016年營造業重大職災資料統計結果
(N=3,040)，主要發生墜落職災之工程類型以
建築工程比例最高(55%)。其中，由於工程進
行不同作業階段，從假設工程至結構體工程，

不同工項職種勞工往往因作業空間限制，或工

序作業需求等，往往出現許多因考量作業效

率，及方便、舒適的需求下所出現的危害狀況

與危害行為等[2]，如圖2所示。因此，本研究
以建築工程勞工作業行為為主要觀察對象，應

用勞安所計畫所開發之BBS-APP（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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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SH104-0014）進行觀察紀錄登載，並探討
營造承攬商導入BBS-APP於所屬營造工地之有
效性進行討論。其結果亦可提供後續有關職災

成因與勞工行為認知的探討重點。

圖2　 民間建築案-鋼筋工與模板工於柱筋及
牆板組立作業現況

研究目的與方法

行為安全(Behavior Based Safety, BBS)活
動於國際上已推動多年，有鑑於國內營造業於

BBS安全活動，於勞工安全行為促進之實證經
驗不多。研究過程，參考勞動部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所開發之勞工行為安全評量工

具，提供第一線作業勞工行為觀察，及後台就

觀察紀錄之統計分析與潛勢分佈結果之介入成

效之檢核等。依循Plan-Do-Check-Action程序，
分別就BBS-APP導入過程，檢討建築工地於
實施安衛管理策略之於勞工安全行為表現的趨

向，認知與改變等。

再者，由於建築工程勞工職種及其作業工

項隨著工程進度是變動的，且各作業工項間因

作業工序的必要性，及其作業間依其作業順序

的先後關係等，如：樑柱、樓板及牆面之鋼筋

綁紮與模板組立及水電配管等先後工序，都必

須互相協調，以避免因作業程序未能配合，致

使作業時必須以更多不安全行為動作來完成。

因此，本研究進行建築工地作業現場勞工觀察

時，並未就某一特定勞工職種作為為觀察對

象，而以隨機抽樣方式，以避免將觀察紀錄集

中於某一特定違規對象進行登載而造成偏差。

其中，也依當天作業工班人數10%為觀察對
象，每次觀察時間約3-5分鐘。若作業中因作
業繁重無法觀察時，也可回工務所後依巡視結

果，就所觀察對象之行為進行登載上傳。

再者，為就觀察結果之背後原因探討，以

提供就國內營造業勞工安全管理問題對策之擬

定參考。因此，於後台進行統計分析時，也將

比對國內營造業重大職災庫中，就建築工程中

依附於施工架作業之勞工職種之作業危害狀態

加以分析，找出其作業狀態之不安全行為與不

安全狀況，相對應於不同勞工條件及工程背景

條件（如工程類型、工程規模、受僱公司規模

等）之關連或發生規則。現場安全觀察結果與

職災分佈狀態之討論架構，如圖3所示。

圖3　 現場行為安全觀察紀錄與職災分佈狀態
討論架構

最後，透過BBS-APP活動（如圖4所示），
藉由現場觀察以辨識勞工不安全行為模式，及

作業程序之不安全條件等。經由觀察紀錄統計

分析結果，提供管理者介入勞工不安全行為矯

正，及就潛在危害狀態等預防管理策略擬定參

考，並就實證經驗評估其介入行為改變的有效

性進行討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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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BBS導入實施過程

BBS-APP觀察數據分析與導入有效性

探討

1. 國際上推動行為安全管理活動相關作法 

BBS主要為進行勞工作業行為的檢視，觀
察其不安全行為的活動，藉以進行行為矯正、

協助與指導的過程，以促進其安全行為的表現 
[19-20]。近年來BBS於國際上也被廣泛應用於
安全執行成效的議題討論，然而就BBS研究，
對於事件的因果關係，常因事件發生往往混雜

諸多內部與外部因素的影響，並無法就單一行

為表現而予以判定其必然的因果關係[4,21]。
再者，檢視國外各知名企業近二十年來

即開始推動行為安全活動，成效已經明顯顯

現。例如，美國杜邦公司(Dupont)之STOP活動
(Safety Training Observation Program)、美商陶
氏化學公司(DOW)之BBP活動(Behavior based 
Performance)、德商巴斯夫公司(BASF)之AHA
活動(Audit、Help、Act)、德商拜耳公司(Bayer)
之 BO活動(Behavior Observation)、日商豐田
汽車公司(Toyota)之STOP 6活動(Safety Toyota 
zerO accident Program 6 items)。這些行為安全
(Behavior based safety)活動都已經有效降低職
業災害，例如美國伊斯特曼(Eastman)化學公司
於九年內降低職業災害89%[21]。

2. 國際上推動行為安全管理活動 

BBS觀念為國內營造業安全管理方式開啟
另種管理模式，雖然目前國內營造業經營方式

仍著重於以成本、品質及進度為主要考量。然

而，基於每一職災案例背後，就營造公司或專

業分包商，乃至業主等，在目前職業安全衛生

法的立法精神下，仍必須為每一起職災事故發

生接受法律賠償或補償責任。為此，如何透過

安全信念的建立，應用BBS-APP觀察結果來
提供公司管理階層，即時掌握公司所屬專案現

場勞工作業行為表現，提供管理者進行不安全

行為矯正或指導等，再透過有效的介入方式，

經由蹲點觀察、溝通、連繫及討論等，來取得

第一線作業勞工對公司推動BBS-APP活動的認
同、支持，並願意接受改變等[4]。如此，雖然
過程多有些不同營造公司，承攬經營模式理念

差異上的磨合，但執行BBS-APP活動過程中，
因公司的承諾與支持，減少不必要的行政文件

整理工作，及因管理績效的評核壓力造成推動

阻礙。相信基於國際上推動BBS於安全管理工
作的推動與執行成功經驗；同時，再結合前台

APP進行勞工作業行為的觀察，及後台完整觀
察紀錄的統計潛勢分析結果呈現，將有助於公

司導入BBS-APP於營造工地的安全管理績效。
為進一步了解國內營造公司於承攬工程期

間所可能遇到的安全管理問題，透過與勞工、

作業主管及管理者等進行多次訪談，並同時參

與不同工項職種勞工作業行為觀察，發現國內

營造公司對於BBS活動導入企業安全管理的實
施概述並不熟悉。因此，對本研究將BBS應用
手持裝置APP導入營造公司前，已多次參與營
造業工地參觀或研討活動，藉此希望透過宣導

與實施效率的引導，希望先取得各公司安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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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認同後，再於每月或每季公司安衛會議中

向公司上層提出，以取得公司高層導入意願，

與後續參與相關輔導與協助活動。本研究成果

為就其中一家營造公司，自2016/11月至2017/9
月導入BBS-APP安全管理活動，於勞工作業行
為的改變有效性進行分析與討論。

3. BBS-APP導入程序與實施重點

檢視2000-2016年職災資料紀錄，發現每
一件營造業重大職業災害報告的背後，都隱含

著勞工暴露於不安全的工作環境中，因個人疏

失或作業環境危害所造成的傷害紀錄，由過去

幾年的重大職災紀錄了解，勞工於作業職場中

所發生的災害狀態，狀況大致相似，且同樣的

職災情境也一直重覆發生。再加上工地現場，

因安全管理與施工管理未整合而各行其是，導

致工地現有的安全管理或安全監測資訊，無法

「即時」回饋，並與工地現場之管理行整合，

因而導致許多無預警的工安事件，造成人員的

傷亡與大型機械、材料的毀損。因此，研究過

程，參考2000-2016年重大職災資料分析結果，
作為職災成因規則分析基礎；同時，整合可

攜式智慧型裝置，結合本研究利用APP進行實
務現場勞工行為的觀察紀錄，將資料數位化，

以解決傳統自主檢查的問題，以及提供勞工與

安衛管理人員實施危害預防等安全防護措施參

考，期望能藉由科技帶來的改變，在營建管理

上可大大的減少災害發生，確保勞工作業環境

的安全。

圖4所示為推動BBS-APP導入建築工程觀
察實施程序架構；其中，BBS活動主要透過觀
察→分析→溝通，來消除隱含在傳統工作習性

下的不安全行為，透過大量的觀察紀錄找出每

一勞工行為背後的認知。藉由安全訊息、知識

與行為的內化，經由BBS活動循環發展、持續
分析、回饋與改進等，如圖5所示，趨使每一
勞工於任一作業階段都能注意到個人行為安全

與不安全狀態，進而了解與分析作業程序的合

理性與安全防護的有效性等。

圖5　 BBS-APP導入建築工程之推動程序實施
架構

BBS-APP導入建築工程之勞工行為 
表現之探討

本研究應用之前台BBS-APP開發工具，
依據研究文獻與勞工實務作業行為等，於APP
觀察選項中提供分類一：進入危險區域（共9
項）至分類六：勞工作業不良習性（共7項）
之觀察紀錄(ILOSH104-S311)，如圖6所示。圖
中之數字編號為其對映之選項內容，提供管理

者於後台利用勾稽方式，圖6下方之組合就所
欲探討之分類一至分類六，勞工作業安全行為

與不安全行為項目進行潛勢圖檢視。本研究觀

察紀錄為取某一營造公司導入BBS-APP開發平
台，自2016/11/1至2017/9/23止之觀察紀錄為主
要討論對象，共計觀察筆數1,967筆。考量其勾
稽條件不同所呈現出的潛勢走向各有不同，因

此，僅就營造業發生墜落危害與物體倒崩塌等

勞工進入危險區域行為表現進行討論，以及就

勞工作業中行為表現，提供BBS-APP導入建築
工程之勞工行為表現率結果的討論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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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BBS-APP勾稽分析架構

1. 勞工進入危險區域行為表現

依據圖 6分析構圖，登入後台 ( h t t p : / /
gpmnetiosh.azurewebsites.net/IoshApp/Account/
Login4Iosh)鍵入帳號與密碼後，即可就所欲探
討之觀察職種對象進行安全行為與不安全行為

潛勢圖表的檢視分析，如圖7所示。

圖7　BBS後台各變項提供勾稽分析畫面

如圖8所示為勞工被觀察到進入墜落危害
的行為表現率，由圖8的潛勢圖走向可以清楚
看出自2016/11/1日將BBS-APP導入工地進行安
全管理，由於初期仍存在許多作業環境管理上

的缺失，如施工架上或屋頂作業或樓板面鄰近

開口處的防護不足等。因此，勞工作業中被觀

察到進入有墜落危害的不安全行為表現率，從

2016/11月的34.9%及2016/12月的38.91%都一直
出現高危害率；而後，透過BBS-APP後台的分
析結果，由公司職安室介入各工地墜落預防改

善作業後，才逐月下降至2017/7月的7.59%及

2017/8月的9.07%。同樣的，如圖9所示有關勞
工被觀察到進入有物體倒崩塌危害的行為表現

的潛勢走向的結果是相似的。亦即，在BBS-
APP導入前，因作業危害不被觀察紀錄，因此
許多作業環境中所存的危害往往被忽略或漠

視；以至多處支撐構造物不穩定所存在的危害

成為隱憂。如圖9所示結果可清楚看出自2016/11
至2017/9月於物體倒崩塌的危害行為，由28.7%
下降至3.0%。亦即勞工安全行為表現率由66.9%
提升至97.0%。此結果說明，透過BBS-APP後台
的監控，能有效提供管理者掌握各專案工地安

全管理的執行績效，即時介入管理手段，以預

防潛在環境危害所造成的人員傷亡。

圖8　勞工被觀察到進入墜落危害的行為表現率

圖9　 被觀察勞工進入有物體倒崩塌危害之行
為表現 

2. 勞工作業中行為表現

曹常成等人[22]於影響台灣營造業勞工行
為安全之因素分析一文中，透過因素分析提出

構成勞工不安全行為的因素結構，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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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勞工自身對安全衛生的積極性；勞工生理

因素對危害的反應能力；勞工對危害冒險的傾

向，如貪圖作業效率，方便與舒適，攀爬交叉

拉桿上下作業，或拆除安全防護設施等；以及

勞工工作習慣對安全的影響，如作業中飲用酒

精性飲料或上身赤膞等。如圖10所示為勞工
被觀察到作業中出現不當攀/爬/跨越行為表現
率，除BBS-APP導入初期不安全行為表現率有
偏高情形(7.4%～10.6%)，以及2017/5月不安全
行為表現率出現15.6%為一警訊外，其它月份
勞工作業安全表現率也多達 90%以上。

圖10　 被觀察到勞工作業中出現不當攀/爬/跨
越行為表現

由於不當攀/爬/跨越行為與發生墜落危害
息息相關，因此，管理者應特別注意當第一線

作業勞工作業中，往往處於未能預期的潛在危

害狀態條件下，因工程趕工或作業程序變更致

使安全防護未到位，當勞工作業中為求作業效

率時，往往因拆除安全防護或於高處作業時未

使用安全帶（如圖11所示），加上作業中採取
不當動作行為而發生意外事故[4]。

由於重大職災報告中並未記載事故起因

於喝酒的描述，因此，因飲酒所造成的身體傷

害，包括精神恍惚、搖搖晃晃等，造成因重心

不穩所可能發生跌倒或墜落危害，都依一般常

理所作的推論。如圖12所示為勞工被觀察到作
業飲用酒精性飲料的行為表現，除2016/11月與 

12月被觀察到有超過10%外，其餘於2017/4-6
月也多介於6-7%間，說明營造工地飲用酒精
性飲料是相當常見的。為進一步就少數飲酒勞

工的行為認知進行了解，於訪談過程表示：勞

工大都知道自己的酒量，也都會注意自己的作

業安全，沒有人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喝啤

酒或維士比、維大力等，大都只為心裡壓力慰

藉，或為放鬆心情，特別是夏日高溫作業時飲

用，可以提升下一階段工作的精神或情緒等。

對此反應，依人性生理需求，依實務的調查經

驗，於工務所旁的販賣部或小蜜蜂等小發財車

等也都販賣各式酒精性飲品。因此，對於作業

時間或中午休息時，如何加以規範與約束，就

成為職安人員於 各分包商作業工班間，每日加
以宣說與適當制止的智慧考驗。

圖11　 被觀察到勞工於高處作業未使用安全帶
行為表現

圖12　 勞工被觀察到作業飲用酒精性飲料的行
為表現 



17

BBS-APP導入建築工程勞工行為改變之有效性探討

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綜觀國內營造施工安全問題，多年來似

乎也多一直都在檢討原因，對已存在營造業

管理制度問題，從採購發包制度至承攬管理工

作的落實等，就目前現狀所存在的『事實狀

態』與『真實狀態』仍有段落差；『知道』與

『做到』於第一線作業勞工與作業主管等，因

個人作業習性與因工程進度與施工成本等承攬

壓力，往往忽視作業安全程序的必要性等。為

此，如何突破現階段管理困境，除可參考勞安

所已建置重大職災資料庫進行職災成因分析結

果，提供勞工作業危害預防的策略研擬，稱之

為『事後諸葛』；同時，結合前台實務現場勞

工行為安全觀察活動記錄(BBS-APP)提供後台
勞工作業行為安全率與不安全率的檢核等。透

過大量觀察資料的匯入，提供管理者即時掌握

作業現場潛在之勞工危害行為或不安全狀況

等，作為每日工具箱會議(Toolbox meeting，
TBM)宣導重點，及量化每日、每週或每月勞
工安全行為與不安全行為表現率的獎勵與協助

指導等。此活動以預防在先的『事前諸葛』管

理作法，將有助於提升現階段國內營造業管理

模式。再者，對於BBS-APP導入營造業過程，
其主要的目標在於透過第一線作業現場勞工行

為危害的狀態探討，提供管理者及時介入管理

重點有效性的評估。因此，如何確認不同工項

作業過程所潛在的危害程序或主要危害之勞工

危險行為群組等，及其發生災害的致災成因探

討，以及就現階段管理的問題探討等，都與降

低職災千人率有關。為此，如何導引營造公司

應用BBS-APP管理模組，提供公司不同於以往
利用紙本檢核表方式進行檢查，或以書面或口

頭方式進行勞安教育等，將有別於目前的職安

管理模式。透過APP工具將觀察紀錄結果以量
化計數類型，就勞工作業行為模式的潛勢分布

等進行潛勢趨向之統計分析，並作為後續介入

管理的有效性、接受性與持續性的檢討等。

2. 建議

將BBS觀念導入營造業，並利用APP提供
第一線勞工作業行為的觀察紀錄，在廠商輔導

促進活動中，營造公司也都相當肯定前台觀察

紀錄內容與後台所提供系統分析之架構，及其

所勾稽之分析結果於安全管理工作的應用價

值。然而，影響BBS-APP導入過程是否成功
的關鍵因素，仍取決於公司高層主管的全力支

持，加上好的誘因與正向推動信念；同時，透

過溝通以取得第一線勞工與觀察員的認同，如

此才能透過 APP觀察結果，真實反應出勞工作
業模式所潛在之危害認知或行為差異等。在導

入過程中，除遵循 BBS推動程序外，對勞工行
為的及時矯正與預防仍必須顧及，亦即BBS-
APP僅為協助現場安衛管理工作的分析工具，
並無法取代既有的安全管理制度。依循BBS-
APP的推動，並不同於以往以書面表單檢核等
質性資料的描述，其實施過程所找到勞工不安

全行為背後的根本原因，將有助於政府降災策

略擬定參考與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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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市售鞋子之低壓絕緣性能測試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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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實際測試國內市售一般休閒鞋、安全鞋、運動鞋等非電氣用鞋，於不同鞋底（橡膠

底、PU底等）對現場110或220伏特低壓電之絕緣性能如何，以了解若穿著該一般市售鞋，萬

一誤觸現場110V或220V之低壓裸露帶電部分或漏電設備時，其造成電擊危險之風險。

測試結果發現施加600V低電壓之測試，洩漏電流皆小於人體之反應電流值0.5mA，並且全

部皆小於人體之脫離電流值5mA，亦小於一般線路洩漏電流要求標準1mA。

雖國內市售一般橡膠底、PU底等之新品鞋子大都對110V或220V具有適當之絕緣性能，但

鞋子之防護特性會因使用時所造成之刻痕、裂口、磨損或化學品污損等損壞，因此必須定期檢

查，尤其是使用前之檢點，若發現嚴重磨損或損壞之鞋子就不應該使用。

關鍵字： 電擊、絕緣性能、鞋

民國 106 年 9 月 20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11 月 13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11 月 14 日接受。 
通訊作者：蘇文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2143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407巷99號， 
電子郵件信箱： yuan@mail.ilosh.gov.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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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內「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第256
條規定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

等活線作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

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

具。但有關低壓電用橡膠手套，目前只有主要

使用於超過300V之國家標準，因此實務上對於
300V以下線路，仍然以採用300V以上之低壓
電用橡膠手套替代。另有關低壓電用橡膠鞋，

國內與日本甚至沒有國家標準可參考，而一般

常見之電用橡膠鞋則為7,000V之高壓規格。另
日本厚生勞動省只規定300V以上之絕緣防護具
規格，對於300V以下，依其「勞動安全衛生規
則」之解釋令[2]，允許於未滿300伏特之低壓
電活線作業，只要該防護具擁有能因應電路電

壓所需之絕緣性能即可，例如未受潮之橡膠或

塑膠製作業手套、皮手套、橡膠底鞋等。

一般國內低壓電氣作業者及一般作業勞工

大都穿著市售一般休閒鞋、安全鞋或運動鞋等

非電氣專用鞋，若站於地面而誤觸110V或220V
之低壓裸露帶電部分或漏電設備時，時常存有

是否仍具適當保護？抑或是具有相當之電擊危

害？為進一步了解並釐清，本文實際測試國內

市售一般休閒鞋、安全鞋或運動鞋等非電氣專

用鞋，於不同鞋底（橡膠底、PU底等）對現
場110或220伏特低壓電之絕緣性能如何？以評
估勞工於作業現場若穿著市售該等非電氣專用

鞋，萬一誤觸現場110V或220V之低壓裸露帶電
部分或漏電設備時，其造成電擊危險之風險。

測試方法與設備 

有關測試方法係根據CNS 14256絕緣防護
具之耐電壓測試法[3]，對市售一般休閒鞋、安
全鞋或運動鞋等非防水型鞋類採用大氣中測試

法。另參考有關國內外各相關低壓絕緣防護具

之測試標準等，採用適當之測試電極，進行1
分鐘之測試並量取其洩漏電流值。

1. 測試方法

參考CNS14256絕緣防護具之耐電壓測試
法，其中的「大氣中測試」法，將待測鞋之內

外面與高導電率金屬密切接觸，以其兩面之導

體為電極實施測試。

(1) 測試環境：標準大氣狀況下，常溫
20±15℃，常濕（相對濕度65±20％）之
室內進行測試。

(2) 測試準備：待測鞋依規定於標準之測試室
內靜置1小時以上，使其充分乾燥。 

(3) 測試方式：採用交直流耐電壓測試機產
生電源，加電壓至AC 600V，另為保護
測試過程之安全，設置最大洩漏電流為

5.5mA。
(4) 測試時間：測試時間自到達規定測試電壓

後算起，持續加壓1分鐘。
(5) 記錄：記錄室溫與濕度，並觀察電流表上

的數值，加以記錄。

2. 主要測試儀器

(1) 交直流耐電壓測試機 (HIPOTRONICS 
Model：HD100 SERIES HIPOT TESTER)：
設有過載保護設定鈕（500μA到5.5mA）。

(2) 三用電錶(ESCORT EDM-2347)：測試過程
中使用兩台，一台觀測電壓值，另一台觀

測電流值。

3. 測試電壓之選定

參考歐盟EN 397[4]及國際ISO 3873[5]之安
全帽低壓絕緣性能為使用電壓440V，測試電壓
為1,200V，因本文係探討待測鞋對220V以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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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性能，故於考量相同測試電壓與使用電壓

比（2.7倍）下，採用600V測試電壓。

4. 測試電極之選定

採用CNS 8878[6]防帶靜電鞋之鞋型電
極；ASTM F2412[7]之鋼珠球電極；另外為了
良好的傳導性將鞋型電極做了鋁箔包覆等之三

種測試電極。而測試平台參考CNS 8878設計。 
(1) 鞋型電極：參考CNS8878防帶靜電鞋之測

試電極，作為內部電極使用，以鐵製成鞋

型電極，為了符合各鞋款之形狀，故外觀

呈現弧形，其實體圖如圖1所示。

圖1　鞋型電極
(2) 鋼珠球電極：參考ASTM F2412，以直徑

3mm之標準不鏽鋼鋼珠球鋪於待測鞋之內
部鞋底（鋼珠球高度為30mm），並將(1)
之鞋型電極插入所鋪之鋼珠球內部，作為

內部電極，如圖2所示。

圖2　鋼珠球電極 
(3) 鋁箔電極：以鋁箔包覆(1)之鞋型電極（增

加其與鞋底之密合度），作為內部電極，

如圖3所示。

圖3　鋁箔電極
(4) 鐵片電極：做為外部電極。

圖4　鐵片電極 

5. 輔助設備

(1) 不鏽鋼標準砝碼：根據CNS 8878防帶靜
電鞋標準，測試過程中使用10kg及5kg兩
顆，共20kg，加載於內部電極上，增加其
與待測鞋之鞋底密合度。

(2) 測試支撐平台：製作測試支撐平台，其與
電極之結合如圖5所示。

圖5　測試支撐平台與電極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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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受測樣本

(1) 受測之市售非電氣專用鞋款之底材包括：
橡膠複合底、橡膠底、PU底、TPR底，每
一鞋款皆為2雙。

(2) 休閒鞋有4款橡膠複合底、4款TPR底及
4款PU底，安全鞋有2款橡膠底及2款PU
底，運動鞋有1款橡膠複合底，總計有34
件全新鞋子之受測樣本。

7. 測試流程 

(1) 以鞋型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流程 
A. 取一鞋款之右腳（測試電極是以右腳為
設計），至於鐵製外部電極上。

B. 量測無待測鞋時之內部電極與外部電極
間之電阻（依據CNS 8878標準應為10Ω
以下）。

C. 將鞋型電極塞入待測鞋，並與鞋底確實
密合。

D. 將待測鞋與測試支撐平台聯結，並加
上載重砝碼20KG，再完成所有線路連
接。

E. 調整交直流耐電壓測試機之旋鈕，並觀
察三用電表上的電壓值，加壓至交流

600V，持續1分鐘後，讀取另一個三用
電表上的電流值。 

(2) 以鋼珠球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流程
A. 取一鞋款之右腳，至於鐵製外部電極
上。

B. 於待測鞋之鞋底先鋪不鏽鋼鋼珠球，
並插入球型電極後，再將鋼珠球鋪至

30mm高，當內部電極使用。 
C. 其餘同(1)之鞋型電極測試流程之D與

E。

(3) 以鋁箔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流程：除以
鋁箔電極取代鞋型電極外，其餘與(1)之鞋
型電極測試流程相同。

測試結果

1. 休閒鞋測試結果

(1) 以鞋型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結果如表
1，洩漏電流介於20μA至28μA之間。

表1　內部電極為鞋型電極之休閒鞋測試結果
（室溫：28℃　濕度：70％）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NO1 23μA NO13 23μA 
NO2 23μA NO14 22μA 
NO3 28μA NO15 24μA 
NO4 27μA NO16 21μA 
NO5 24μA NO17 23μA 
NO6 22μA NO18 25μA 
NO7 27μA NO19 22μA 
NO8 28μA NO20 22μA 
NO9 20μA NO21 22μA 
NO10 20μA NO22 23μA 
NO11 22μA NO23 22μA 
NO12 22μA NO24 23μA

(2) 以不鏽鋼鋼珠球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結
果如表2，洩漏電流介於19μA至26μA之
間。

表2　 內部電極為不鏽鋼鋼珠球電極之休閒鞋
測試結果

（室溫：27℃　濕度：75％）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NO1 22μA NO13 21μA 
NO2 21μA NO14 21μA 
NO3 24μA NO15 21μA 
NO4 25μA NO16 20μA 
NO5 22μA NO17 24μA 
NO6 22μA NO18 25μA 
NO7 22μA NO19 26μA 
NO8 22μA NO20 24μA 
NO9 19μA NO21 22μA 
NO10 19μA NO22 23μA 
NO11 21μA NO23 22μA 
NO12 22μA NO24 23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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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鋁箔包覆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結果如
表3，洩漏電流介於21μA至27μA之間。 

表3　 內部電極為鋁箔包覆電極之休閒鞋測試
結果

（室溫：27℃　濕度：65％）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NO1 22μA NO13 24μA 
NO2 21μA NO14 24μA 
NO3 24μA NO15 23μA 
NO4 25μA NO16 23μA 
NO5 23μA NO17 26μA 
NO6 24μA NO18 27μA 
NO7 25μA NO19 25μA 
NO8 26μA NO20 24μA 
NO9 22μA NO21 23μA 
NO10 21μA NO22 24μA 
NO11 24μA NO23 24μA 
NO12 23μA NO24 24μA 

2. 安全鞋測試結果 

(1) 以鞋型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結果如表
4，洩漏電流介於20μA至28μA之間。

表4　 內部電極為鞋型電極之安全鞋測試結果
（室溫：28℃　濕度：70％）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NO1 25μA NO5 20μA 
NO2 28μA NO6 23μA 
NO3 26μA NO7 20μA 
NO4 28μA NO8 23μA 

(2) 以不鏽鋼鋼珠球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結
果如表5，洩漏電流介於21μA至36μA之
間。

表5　 內部電極為不鏽鋼鋼珠球電極之安全鞋
測試結果 

（室溫：27℃　濕度：75％）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NO1 36μA NO5 22μA 
NO2 34μA NO6 21μA 
NO3 30μA NO7 21μA 
NO4 30μA NO8 22μA 

(3) 以鋁箔包覆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結果如
表6，洩漏電流介於22μA至30μA之間。

表6　 內部電極為鋁箔包覆電極之安全鞋測試
結果 

（室溫：27℃　濕度：65％）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NO1 28μA NO5 23μA 
NO2 28μA NO6 23μA 
NO3 29μA NO7 22μA 
NO4 30μA NO8 23μA 

3. 運動鞋測試結果 

(1) 以鞋型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結果如表
7，洩漏電流為20μA及23μA。

表7　內部電極為鞋型電極之運動鞋測試結果
（室溫：28℃　濕度：70％）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NO1 20μA NO2 23μA 

(2) 以不鏽鋼鋼珠球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結
果如表8，洩漏電流為20μA及22μA。

表8　 內部電極為不鏽鋼鋼珠球電極之運動鞋
測試結果

（室溫：27℃　濕度：75％）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NO1 20μA NO2 22μA 

(3) 以鋁箔包覆電極為內部電極之測試結果如
表9，洩漏電流為22μA及23μA。

表9　 內部電極為鋁箔包覆電極之運動鞋測試
結果

（室溫：27℃　濕度：65％）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樣品編號 洩漏電流

NO1 23μA NO2 22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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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文針對一般市售新品橡膠或塑膠底鞋之

休閒鞋、安全鞋或運動鞋施加600V電壓進行低
電壓絕緣試驗，測試結果其洩漏電流皆小於人

體之反應電流值0.5mA，並且全部皆小於人體
之脫離電流值5mA[8]，亦小於一般線路洩漏電
流要求標準1mA[9]，對110V或220V具有適當
之絕緣性能。 

由於鞋子之防護特性會因穿著使用時所

造成之刻痕、裂口、磨損或化學品污損等損

壞，因此建議必須定期檢查，尤其是使用前之

檢點，若發現嚴重磨損或損壞之鞋子就不應使

用。

本文只針對新品鞋子作測試並評估其電氣

絕緣性能，建議將來可蒐集舊品鞋子，依其不

同使用條件與年限等，近一步測試及評估舊品

之電氣絕緣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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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ulation Performance of General-purpose Sh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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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conducted the insulation performance test of the general-purpose shoes to understand 
the risk of electric shock when the wearers touch the voltage of 110 or 220V. 

The result of the low-voltage insulation test of 600V is: all of the leakage current less than the 
reaction threshold(0.5mA) and the let-go threshold(5mA) of human body, also less than the insulating 
limit value(1mA) of the low voltage lines.  

The shoes that soles made from rubber or PU material are capable of the insulation of 110 or 
220V, but those may be damaged due to nicks, cuts, abrasions or chemical contamination, so that the 
regular inspections and the visual inspections before use are necessary. Additionally, we should not use 
that worn and damaged s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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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問卷輸入系統自動調整最佳攝距參數研究

蒲永仁　戴辰倫　李素幸

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摘要

問卷調查不但是現今各類科學研究蒐集資料經常使用的方法，在職業安全衛生領域中亦

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為求分析的數據能有足夠的準確性及代表性，往往需要發放與

回收相當數量的問卷，若利用機器視覺進行大量問卷的快速辨識，必會遭遇攝距逐漸降低的情

形，以往需藉著手動調整攝距參數，才得以達到準確定位的目的。因此本研究之動機係在發展

最佳攝距參數自動調整功能，利用迴歸分析找出定位標距離與最佳攝距參數之關係，接著進

行程式設計，將其整合入原系統，使其具有精確定位的能力。辨識實驗結果之WSR test分析顯

示，自動攝距調整功能，對於降低ROI框心與答案框心間之距離誤差像素值，具有統計上顯著

的意義，因此能增加問卷辨識之準確性，使此系統能夠發揮更大的功效。

關鍵字： 問卷辨識、機器視覺、安全衛生

民國 105 年 9 月 30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1 月 12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2 月 12 日接受。 
通訊作者：李素幸，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7110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 
電子郵件信箱：suhsing@mail.cj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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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安全衛生的各個領域經常利用問卷來

進行計量性研究，其應用廣泛且理論基礎相當

成熟[1]。為求分析資料的準確性或代表程度，
專家學者們通常需要發放及回收問卷的數量，

從數百到數千份，大型研究更可高達數萬份，

此時如何既快速又能準確地紀錄每份問卷的填

答內容，即成為問卷調查中的考驗，若能快速

完成，便可迅速進入到後續的分析。

大部分問卷以紙本印刷，然後以郵寄或在

特定地點現場發放給受訪者，其填答採用勾選

空白框格的方式進行，回收後即利用人工鍵入

或讀卡機讀取後傳輸至電腦儲存成檔案來完成

問卷輸入。人工作業工作量大，耗時且昂貴，

國外有專門的公司訓練專人來承攬此種業務，

論問項多寡計酬，為講求快速，該等公司希望

問卷設計力求整齊以方便目視鍵入資料，必然

影響頁面之編排；另外讀卡機輸入方式則需使

用專用的卡紙，並需委外印刷，問卷回收後研

究者也必須租用讀卡機進行讀卡，這也將大幅

提升研究成本。過去已有若干研究進行自動問

卷辨識，美國有專利運用擷取裝置墊在問卷下

方來側錄筆跡，快速得到多重紙張問卷的輸入

結果，但需現場操作，無法大量發放與回收問

卷[2]。美國專利與商標局為建立官方網頁文件
閱讀工具來增進查閱效率，設置之競賽成果顯

示，在辨識圖示、圖號及圖說之成功率，可達

七成至九成之間[3]。國外學者利用垂直線模
組成為文件影像中的特徵向量，並量測影像中

特徵向量的相似性來進行英文印刷體文字辨識

[4]。國內學者中有用Matlab軟體設計一套紙本
手寫是非選擇題答案辨識系統[5]，利用掃描
器獲得紙本的影像，再用影像處理方式計算其

端點數之特徵值，以其結構來分辨是非選擇題

答案，對較潦草或傾斜字體有較高的容忍度。

國內另一位學者則利用光學標示辨識技術與既

有套裝軟體進行問卷輸入，來提高研究調查的

品質與降低問卷調查的成本[6]，其在操作流程
上，先利用文件定位產生器來建立該問卷的譯

碼簿，以文件定位產生器將問卷的原電子檔或

掃瞄的圖檔作事先的問卷定位，問卷辨識則透

過問卷辨識引擎來進行，這些均藉由圖形介面

操作方式來直接作辨識的工作。但前述二者之

輸入方式係靠掃描器或傳真機掃描成圖檔，不

但耗時且佔硬碟空間，更非屬自動即時問卷辨

識。而利用攝影畫面資訊辨識出文字的關鍵，

則在於文句畫面分割之準確度[7]，其原理建立
在影像中文字與背景像素值具有一定的差異與

穩定性。

為求問卷的版面設計及紙張材料無任何限

制，且能在研究室中完成大量的自動化輸入，

吾人進行機器視覺問卷辨識輸入研究[8]，其
辨識軟體流程包括：影像擷取、自動定位、框

格標示、劃記辨識及記錄檔輸出等功能，不但

執行快速且具有辨識多種筆色與填答符號的能

力。該辨識軟體整合入多項軟硬體模組，而開

發成為自動化問卷輸入系統[9]，展現快速的
辨識功能。由於攝影鏡頭之特性與進紙機構連

續送紙之影響，問卷影像勢必造成扭曲變形，

使得所有框格的定位座標與在實際問卷的相對

座標有些許的偏差，程式必須透過座標轉換和

魚眼效果修正，方能將定位座標轉換成參考座

標，提供程式在辨識後續問卷時，得以找尋所

有框格的位置[10,11]。其中，魚眼效應來自於
影像畫面的徑向失真，要給予調校必須事先得

知個別攝距下相對應的焦距，執行多次的試誤

法可得到成組的最佳焦距，迴歸分析即產生最

佳攝距參數的趨勢線[12]，可運用在本論文自
動調整最佳攝距參數之研究，針對問卷輸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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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系統之手動調整進行改善，使系統能由電腦

自動運算鏡頭與問卷間之垂直距離，並立即調

整最佳攝距參數，使該系統在操作上更加方便

與準確。

系統架構

1. 硬體介紹

本系統利用機器視覺作為問卷輸入影像

辨識，架設自動送紙機、CCD鏡頭、影像介面
卡、單晶片控制器及電腦，如圖1所示。系統
操作時，首先由電腦藉由單晶片控制器把命令

傳達給送紙機，進行送紙動作，接著利用CCD
擷取問卷影像，經由1394影像介面卡將其影像
數位化，傳輸至電腦由影像處理程式分析並儲

存結果，如此週而復始進行，直到問卷分析完

成。

圖1　系統硬體架構示意圖[7]

程式在開啟後，首先輸入一張空白問卷作

為影像定位之用，由攝影機擷取空白問卷影像

置程式中，藉由問卷左上方和右上方的L形定
位標，推算出問卷的空間位置，程式自動將左

上定位標的中心座標訂定出來作為參考原點，

可以算出其問卷傾斜的角度及斜率，此外可由

二定位標間的距離l換算問卷影像所呈現出的影
像比率。在定位框挌時，依序用手動點擊每個

框格，使程式自動將框心座標定訂出來，並將

每一格的號碼標記上去，若有不慎位置點擊錯

誤或位置偏差太多時，可以按Shift鍵刪除錯誤
位置並再次重新定位，直到所有框格的框心座

標都定位完畢為止。由於影像傾斜（平移及旋

轉）所造成的影像變形的緣故使得定位座標與

實際問卷的座標位置有不小的偏差，透過座標

轉換可修正為參考座標，其定位的座標可以供

程式在辨識問卷時找尋各個框格的位置，因此

只要定位一次即可辨識多張問卷。單一框格之

影像處理流程如圖2所示，辨識程式先將影像
進行修正，自動找出每個正確的框心座標，接

著由定位的框心往外擴張25×25pixels的範圍為
ROI，以涵蓋該框格，由於整張問卷之光線明
暗不一，不同區塊的空格有著差異極大的灰階

分佈，為使ROI二值化黑白影像能有較均勻的
對比，其門檻值採取局部自動門檻調整方式，

以適應個別框格的區塊。接著在ROI幾何範圍
內，由上下左右分別逼近框線，搜尋四邊框線

之起始與終了位置來定義框線所在，框格內的

區域即可萃取出來，此處所有像素可供影像分

析之用。先前進行影像二值化時，有些雜訊會

形成單一黑點，會干擾後續的影像分析，因此

程式接下來進行框內區域侵蝕處理，以消除黑

點雜點和修整框內區域的影像，避免干擾後續

的影像辨識。

圖2　單一框格影像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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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徑向失真

一般市面上攝影鏡頭有較廣闊的視野角

度，理論上可視部份為鏡頭180度前半球面範
圍（如圖3所示），但是將此半球面的影像投
射至平面上顯像會使影像產生扭曲，使得影像

外圍的部份嚴重變形，亦即徑向愈遠變形愈

大，稱為魚眼效應，魚眼修正之目的是解決影

像扭曲和所造成的誤差。圖3中C點為視軸中心
點，Η值為實際空間之攝距，單位為公分，f 為
問卷影像框格至鏡頭中心的距離（影像空間之

焦距），單位為像素(pixels)，視軸與 f 線之間
的夾角為θ，單位為弳度，θ角所對應的弧長為 
fθ，為影像投影曲面上框心至C點的距離，而
實際框心至C點的距離應為ftanθ，因此魚眼效
應修正即為將前述的影像距離(fθ)轉換成實際
距離(ftanθ)，以矯正徑向失真。

圖3　魚眼效應示意圖

θ

圖4為實際問卷與魚眼所呈現的影像座標
之間的關係圖，圖中左上方和右上方的L形定
位標，如前所述，可以算出問卷傾斜的角度及

斜率，還可由定位標距離ℓ換算問卷影像所呈
現出的影像比率，此比率可嵌入系統功能中，

可以提升定位的準確度。C點如前所述為視軸
中心點，P點為影像中框格中心的實際位置，

CP為畫面中心點至框心的距離，也就是圖3中
�角所對應的弧長 fθ，而實際框心至C點的距
離CP'長度等於ftanθ，CP與CP'兩者之間的關係
由下列公式所示。

 …………… (1)

圖4　影像之魚眼效應關係圖

3. 最佳攝距參數

由於系統在連續送紙辨識時，問卷厚度

有所堆疊，造成問卷平面不斷上升，因而產生

系統在辨識上出現框心偏移的誤差情況：當程

式在辨識問卷時，會將初定位的框心參考座標

透過鏡頭校正和座標轉換，計算出影像實際的

框心座標，而在鏡頭與問卷間的垂直距離不同

時，不但定位標距離l會變化，各攝距最佳參
數（最佳 f 值）亦有所不同，若參數設定不準
確，會造成定位標框心位置與座標轉換後的實

際框心之間產生誤差（框心誤差）。因此，定

位標距離可直接由影像畫面讀出，而最佳f值則
需藉由(1)式進行試誤法，利用手動設定測試出
來[9]，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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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攝距高度之定位標距離測試與最佳
攝距參數 f [9]
攝距 (cm) 最佳 f 值 (pixel) 定位標距離(pixel)

33 3544 708

32 3450 729

31 3291 755

30 3195 776

29 3097 799

28 3009 827

27 2893 857

26 2792 891

為使系統能夠直接利用所攝得的定位標距

離ℓ，反推當前的攝距與對應之最佳攝距 f，高
階迴歸分析可得下列五次方程式。

L = a5ℓ5 + a4ℓ4 + a3ℓ3 + a2ℓ2 + a1ℓ + a0
 
， ……… (2)

其中各係數分別為a5 =2.870231×10-8, 
a4 =1.150842×10-4, a3 =1.842512×10-1, a2 

=-1.472250×102, a1 = 5.870425×104
以及a0 = 

-9.339645×106
。

實驗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針對原問卷輸入影像系

統必須使用手動調整，來改變最佳攝距參數部

分進行改善，對於在操作時系統持續送紙下，

問卷厚度增加會產生攝距變化，造成系統在辨

識上出現誤差的情況，直接由鏡頭擷取問卷畫

面時，藉由定位標距離立即判斷鏡頭與問卷間

的攝距，即時調整最佳攝距參數，使該系統在

使用上更加方便與準確。圖5為本研究使用之
問卷，圖中左定位標內角被自動設定為原點。

吾人設計定位實驗，對於改良前、改良後

的問卷輸入系統，測試二者定位左上與左下二

個距離視軸中心最遠的框格，產生框心偏移的

程度（見圖5）。定位進行中，若ROI包含整個
框格，程式將可成功辨識框心。通常框內區域

約為12×12pixels，而ROI方框的邊長可調整在
25至31pixels，方框愈大則愈能包含框格，並
愈會成功，但是將會造成程式執行愈慢。圖6
顯示一ROI方框包含某框格之例子，其偏移量
（方框中心紅點至框格中心藍點之框心誤差）

為5pixels。

圖5　本研究使用之問卷

圖6　ROI方框包含框格之例

本問卷輸入影像系統功能將區分為三種模

式：1.無辨識比率、無f自動調整；2.有辨識比
率、無f自動調整；3.有辨識比率、有f自動調
整。系統操作高度係由33至26公分，過遠則框
格太小，過近則問卷容易超出畫面影像。實驗

時，將把33至26公分分為八個整數逐一作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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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初始攝距，對於每一組初始攝距皆手動設定

該初始最佳攝距參數 f，接者都以手動調整攝
距高度，從33至26公分，每次降低一公分，模
擬送紙機持續送紙所造成的紙堆升高，系統均

進行左上與左下框格的辨識定位，並依序記錄

框心誤差。

結果與討論

問卷輸入影像系統在第一種功能模式下，

定位左上與左下框格的結果顯示於表2與表3。
對角線位置的0偏移量表示攝距高度與設定之
攝距參數對應精確，故定位毫無問題。表2
中，高度愈遠離初始攝距則定位偏移量愈大，

代表設定之攝距參數愈來愈不精確，而偏移量

20表示ROI方框已完全不能看到左上框格，故
定位誤差只能記錄到20。表3中，除了對角線
位置上最佳f可精確定位以外，ROI方框完全
無法涵蓋左下框格。究其原因，乃因左上框格

雖距離視軸中心遙遠，但是距離參考原點相當

近，而左下框格就距離更為遙遠，所以定位誤

差勢必加劇。

表2　 第一種功能模式-定位左上框格之各組框
心誤差（單位：pixel）

組別 1 2 3 4 5 6 7 8
初始攝距

(cm)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初始設定
 f (pixel) 3544 3450 3291 3195 3097 3009 2893 2792

手動調
整攝距
高度
(cm)

33 0.00 2.24 7.81 11.66 16.64 20.00 20.00 20.00

32 5.10 0.00 4.12 8.06 13.89 17.49 20.00 20.00

31 9.85 4.24 0.00 4.24 7.81 14.42 18.60 20.00

30 13.00 8.06 3.16 0.00 4.24 10.00 14.42 14.14

29 17.00 12.21 8.06 6.40 0.00 4.47 8.94 15.26

28 20.00 16.12 13.04 11.40 5.00 0.00 5.83 10.63

27 20.00 20.00 16.12 13.04 11.66 5.39 0.00 5.00

26 20.00 20.00 20.00 16.55 14.76 9.85 4.47 0.00

表3　 第一種功能模式-定位左下框格之各組框
心誤差（單位：pixel）

組別 1 2 3 4 5 6 7 8
初始攝距

(cm)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初始設定
 f (pixel) 3544 3450 3291 3195 3097 3009 2893 2792

手動調
整攝距
高度
(cm)

33 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32 20.00 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31 20.00 20.00 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30 20.00 20.00 20.00 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9 20.00 20.00 20.00 20.00 0.00 20.00 20.00 20.00

28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0.00 20.00 20.00

27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0.00 20.00

26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0.00

問卷輸入影像系統在第二種功能模式下，

定位左上與左下框格的結果顯示於表4與表5。
此二表中，可見偏移量僅靠辨識比率調整下，

就可大幅下降，左上框格在顯示的偏移量下，

定位毫無問題，而左下框格在攝距高度遠離初

始攝距下，稍大的偏移量（大於6 pixels）有可
能造成定位失誤。

表4　 第二種功能模式-定位左上框格之各組框
心誤差（單位：pixel）

組別 1 2 3 4 5 6 7 8
初始攝距

(cm)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初始設定
 f (pixel) 3544 3450 3291 3195 3097 3009 2893 2792

手動調
整攝距
高度
(cm)

33 0.00 1.00 1.00 0.00 1.00 1.00 1.41 0.00

32 1.00 0.00 1.00 1.00 1.00 1.41 0.00 2.24

31 1.00 1.00 0.00 1.00 2.24 1.00 1.00 1.41

30 1.41 1.00 1.00 0.00 2.24 0.00 0.00 1.41

29 1.41 1.00 0.00 1.00 0.00 1.41 1.41 1.41

28 1.41 1.41 1.00 0.00 1.00 0.00 0.00 1.00

27 0.00 1.41 1.41 1.00 2.24 1.00 0.00 1.00

26 0.00 1.41 2.00 2.00 1.00 1.00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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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第二種功能模式-定位左下框格之各組框
心誤差（單位：pixel）

組別 1 2 3 4 5 6 7 8
初始攝距

(cm)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初始設定
 f (pixel) 3544 3450 3291 3195 3097 3009 2893 2792

手動調
整攝距
高度
(cm)

33 0.00 1.41 2.24 3.16 3.00 3.16 4.12 6.40

32 2.00 0.00 2.24 2.24 3.16 4.24 3.00 5.00

31 2.24 1.41 0.00 2.24 3.16 1.41 4.24 4.24

30 3.61 2.00 2.24 0.00 2.24 2.00 3.16 3.16

29 4.24 3.16 3.16 2.24 0.00 2.00 2.83 2.24

28 5.00 5.00 4.24 2.24 2.24 0.00 2.24 2.24

27 6.40 5.00 3.16 3.61 2.00 1.41 0.00 1.00

26 7.07 5.00 4.24 5.00 3.16 2.83 1.00 0.00

問卷輸入影像系統在第三種功能模式下，

定位左上與左下框格的結果顯示於表6與表7。
此二表中，偏移量在辨識比率調整及最佳攝距

參數自動調校之下，更是大幅下降，左上框格

在顯示的偏移量下，定位絕對毫無問題，而左

下框格在系統操作攝距範圍內（33-26公分），
均無定位失誤的可能。

表6　 第三種功能模式-定位左上框格之各組框
心誤差（單位：pixel）

組別 1 2 3 4 5 6 7 8
初始攝距

(cm)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初始設定
 f (pixel) 3544 3450 3291 3195 3097 3009 2893 2792

手動調
整攝距
高度
(cm)

33 0.00 1.00 1.00 0.00 1.00 1.00 1.41 1.00

32 1.00 0.00 2.00 1.00 1.00 0.00 1.00 1.41

31 0.00 0.00 0.00 0.00 1.00 1.00 1.00 0.00

30 1.00 1.00 1.00 0.00 0.00 1.41 1.00 0.00

29 0.00 1.00 1.00 1.00 0.00 1.41 1.00 1.00

28 1.00 1.00 0.00 0.00 0.00 0.00 1.00 0.00

27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00 1.00

26 1.00 1.00 0.00 1.00 1.41 0.00 0.00 0.00

表7　 第三種功能模式-定位左下框格之各組框
心誤差（單位：pixel）

組別 1 2 3 4 5 6 7 8
初始攝距

(cm)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初始設定
 f (pixel) 3544 3450 3291 3195 3097 3009 2893 2792

手動調
整攝距
高度
(cm)

33 0.00 1.00 2.24 1.00 2.83 2.83 3.16 4.47

32 1.41 0.00 1.41 1.00 2.24 1.00 2.83 2.24

31 2.24 1.41 0.00 1.00 2.00 1.41 2.24 2.00

30 2.24 2.24 1.41 0.00 1.00 1.41 2.24 3.16

29 2.83 2.83 1.41 1.00 0.00 1.00 1.41 2.00

28 3.61 2.83 2.83 2.24 1.00 0.00 1.41 1.41

27 5.00 3.61 2.83 3.16 1.00 1.00 0.00 1.00

26 5.00 4.24 3.16 4.24 2.00 1.41 1.00 0.00

由表2、4與6可知，依序使用第一種、第
二種與第三種功能模式來定位左上框格，其框

心誤差逐漸減少，而表3、5與7亦有相同的結
果。為證明上述實驗數據顯示這三種功能模式

定位的優劣成果，具有統計上的意義，吾人採

用Wilcoxon Signed Rank (WSR) test[13]來進行
第一至第三種實驗數據的配對分析。首先針

對左上框格之定位實驗結果，將表2中每一組
初始攝距之手動調整攝距高度的框心誤差值平

均起來，得到共8組之平均值，再將表4中每一
組的結果以相同的方法得出共8組之平均值。
接著將上述二表得到的數據（第一種對第二

種），進行WSR配對分析，獲得第二種功能模
式的框心誤差比較第一種減少9.77 pixels，其
p-value為0.012，故具有顯著的統計意義。接
下來分別對表2與表6（第一種對第三種）以及
表4與表6（第二種對第三種）進行相同之WSR 
test配對分析流程，整理而得表8。

同樣地針對左下框格之定位實驗數據，分

別進行表3與表5（第一種對第二種）、表3與
表7（第一種對第三種）以及表5與表7（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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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對第三種）進行同樣的WSR test配對分析流
程，整理而得表9。

表8　 針對表2、4及6進行配對WSR test之分析
結果

功能模式之配對
第一種對

第二種

第一種對

第三種

第二種對

第三種

後者比較前者之框心誤差減少值(pixel) 9.77 10.02 0.25

p-value of WSR test 0.0121 0.0121 0.051

1 Result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表9　 針對表3、5及7進行配對WSR test之分析
結果

功能模式之配對
第一種對

第二種

第一種對

第三種

第二種對

第三種

後者比較前者之框心誤差減少值(pixel) 14.74 15.59 0.85

p-value of WSR test 0.0121 0.0121 .0121

1 Result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由表8及表9結果可知第二種功能模組定位
準確度優於第一種，而第三種優於第一與第二

種，亦即系統加入辨識比率功能與 f 自動調整
功能，對於定位左上及左下框格時，均具有統

計上最佳的精確度，因此若要使用第三種功能

模式定位其它所有框格時，亦可推出同樣優異

的結論。綜上所述，本研究發展之辨識比率與f
自動調整二功能，在系統操作攝距範圍內（33-
26公分），能夠縮小所有框格的定位誤差在容
許值以下，獲得精準的辨識成果，確能滿足吾

人改善系統的動機，達到設計的目的。

結論

本研究利用機器視覺問卷輸入影像系統進

行問卷輸入辨識，為求辨識準確，開發多項定

位技術，包括空間幾何推導、平移、旋轉、徑

向失真調校、辨識比率調整、迴歸方程分析、

最佳攝距參數自動調整等，改善其手動調整攝

距參數的缺點，藉由程式設計，將所有技術整

合入原系統。辨識實驗結果的統計分析顯示，

辨識比率嵌入調校及自動最佳攝距參數調整二

功能，能有效降低ROI方框中心與答案框格中
心間之距離，其所有偏移量均縮小至可容許範

圍，所以定位精確，大幅增加問卷辨識之準確

性。未來將建立並完成機器視覺問卷輸入系統

之所有硬體模組，整合自動攝距參數調整之功

能，並利用大量問卷進行實際測試，使此系統

能展現高超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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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estionnaire Surveys are often us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in a varie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ields, especially in on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For the accuracy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people usually administer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questionnaires. Using 

machine vision to process a large amount of questionnaires, researchers would inevitably face the fact 

that the shooting distance will be decreasing as the process goes along. They needed to manually adjust 

the parameter of the shooting rang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ocate the checkboxes therein. The goal of 

this work is to develop the automatic adjusting function of the optimal shooting range for the existing 

system. By generating a higher power regression equation between the distances of the locating marks 

and the optimal shooting range parameters, the system is programed with the automatic fun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quation. The WSR test on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statistically that this 

developed automatic function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rrors between the aiming ROI centers and 

the aimed checkbox centers. Therefore, the revised system not only can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the 

questionnaire recognition, but also raise the efficacy for the software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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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促進區域發展，在地智慧化的勞動力本身必須具備合作、溝通、跨域整合、鏈結外部支

援的能力，此亦為區域勞動力加值的重點。因此，社區或區域發展的領導者，必須擁有促進居

民參與、整合外部支援與合作的能力，使地方能獲得且整合多元、充分的資源，將之用以推動

社區營造，始有成功促成地方永續發展的可能。本文主要研究目的係為建立資源整合模式，透

過文獻分析法、焦點團體座談法等研究方法，探討臺北關渡、臺南神農街商圈、無米樂等社區

案例，在成功整合資源的過程中，以確認資源整合的模式及成功要素，包括：推動居民參與社

區事務、合作共事的策略，以成功連結外部團體，以及整合內部與外部資源。

關鍵字： 智慧勞動力、資源整合模式、勞動力加值、居民參與、外部支持

民國 105 年 12 月 12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8 月 24 日修改，民國 106 年 11 月 3 日接受。 
通訊作者：陳亭伊，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100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7號6樓， 
電子郵件信箱： ippi104r13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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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於2016
年初，為勞動力加值發展而努力，以重新定義

勞動力，因而提出智慧勞動力，作為勞動力加

值之可能發展方向，召開專家座談會，將智慧

勞動力簡稱為「智客」（Smart People），以就
其內涵與未來發展之可能性來凝聚共識，並提

出勞動力加值化發展成為智客，必須重新解構

勞動力的個體化傾向的定義，亦即智客的主體

非僅侷限於個人，所謂智客，其主體亦可為組

織或團體，甚至是能夠於整個產業體系中彰顯

其特質。

「智客」應能夠從宏觀、國際化角度觀測

趨勢，預測市場需求的變動；能掌握IT、ICT
新進技術，以改善其所從事及提供之服務的機

制、系統與方式；能夠與人建立夥伴關係，透

過平等的協力共事態度，溝通理念以建立共識

並採取行動；此外，除其自身、團隊與所屬組

織外，更能夠跨域或跨業連結資源並鏈結外部

支援，為所屬社群或產業體系開創更多可能與

潛在發展的機會[1]。按此，智慧勞動力本身必
須具備合作、溝通、跨域整合、鏈結外部支援

的能力，這也是勞動力加值化發展與勞動力轉

型的重點。

由於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今之

文化部）曾於1994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
計畫，自此開啟臺灣的社區營造浪潮，並延續

迄今，累積相當多的經驗與研究，皆共同指

出社區營造的核心精神係社區居民自動自發的

參與、凝聚共識、採取行動，社區永續發展的

成功關鍵之一在於能夠與外部團體建立夥伴關

係，亦即，社區領導者或領導群必須具備促進

居民參與、整合外部支援與合作的能力，而此

亦符合智慧勞動力所要求的特質，故本文主要

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社區營造過程中，社區領導

群如何推動居民參與、合作，並連結外部團

體，跨域整合外部資源，進而建立其資源整合

的模式。

並且，本研究觀察臺北關渡、臺南神農

街商圈與無米樂等三個社區，由於在地商家積

極投入於社區營造的行動，且能夠整合外部支

援，以讓社區具有知名度與能見度，而有值得

觀察與研究之意義。本研究參與觀察與調查之

研究團隊，包括北部的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及南

部的崑山科技大學，分別於此三個社區進行研

究與實際參與社區活動，並透過文獻分析法、

焦點團體座談法等研究方法，探討其社區的領

導群如何整合內部、外部的力量與資源，建立

夥伴關係，進而成功達到資源整合的目的。

文獻探討

綜整社區營造與資源整合相關文獻，本研

究歸納出在區域勞動加值及社區營造過程中，

資源整合模式須具備的內涵、做法與成功要

素，說明如后。 

1. 資源整合之內涵

柯寬治（2006）認為資源整合即共同資源
開拓，包括人力和經費相互支援、共同督導、

經驗分享、共同分配和運用經費等，其最主要

目的是希望將有限的資源能進行最經濟、最有

效率的運用[2]。沈秀貞（2006）亦指出「資源
整合」有整合、協調、合作、協同、合併等五

個內涵[3]。賴怡珍（2006）則提出資源整合為
組織有策略地運用組織外的資源去執行內部資

源交流、分配的工作，是一種透過資源交流讓

組織內外部協調成為一個永續發展之整體之歷

程[4]。
據此，本計畫認為資源整合，係指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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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發展及區域智慧勞動力加值，必須以整合、

協調、合作、協同或合併等方式，有策略地讓

內部、外部組織連結，將兩方有限資源予以整

合，並進行最經濟、最有效率的運用。

2. 社區營造之資源整合模式

呂嘉泓（2000）、葉玲伶（2005），從社
區產業發展角度切入，指明居民對公共事務的

參與、共識、動員，以及外力的援助，尤其是

獲得政府的支持與經費，是社區營造永續觀光

成功的重要因素[5-6]。
第一，如何促進居民參與？張志弘

（2009）進一步指出社區內部行動主體涵蓋
「社區組織」、「社區居民」等，必須創造社

區組織與居民長期積極參與的總體性誘因、

具有緊密互動的社區內部人際網絡，皆是誘

使居民積極參與的動力[7]。紀金山、陳韋庭
（2011）則認為社區組織的目標、使命必須符
合社區需求，才能動員居民參與[8]。高永興
（2015）則提出居民不僅是參與主體，更應主
導社區產業或營造的行動[9]。

第二，如何獲得外力支持？李力（2007）
提出社區資源整合的對策建議為社區自身有所

作為，是爭取更多社區資源的必要因素，且培

育社區意識，建立社區資源整合的運作機制，

形成社區資源共享共建、有效運用的局面，並

加強資訊化建設，以實現社區資源整合手段的

現代化[10]。張志弘（2009）認為社區外部行
動主體須提供不同的資源，如公部門提供行政

資源、自發性地方團體的協力、專業者的知

識分享、傳播媒體的行銷等，以支持社區發展

所需要的援助[7]。劉巧玲（20011）指出應以
社區發展協會為社區資源整合的中心，透過

其內外組織之合作，以申請經費並有效運用之

[11]。

3. 社區資源整合之成功要素與內涵

綜合上述文獻分析，本研究認為居民參

與、外部支持為提升區域發展及勞動力加值化

的重要影響因素，其內涵分別說明如下，並整

理如表1。
(1) 居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

社區面臨共同的問題，需要居民協力解

決，貢獻己力，因此，社區的永續發展應以在

地居民為核心，長期、高度參與的管道及誘因

提供、其對社區的認同感與凝聚力、對問題解

決的共識、資源及成果的共同分享等，都有助

於社區營造或區域勞動加值化的成功。

(2) 外部支持（External Support）
社區營造或區域勞動加值需要許多資源的

支持，僅靠社區內部的力量並不足以使社區成

功發展，尚須結合政府、非政府組織、私人業

者、外界團體、專業者、傳播媒體等外部組織

或團體，形成合作夥伴關係或策略聯盟，自此

獲得、整合相關支援，包含經費、科技技術與

工具的運用、知識、資源與人力等方面。

表1　 區域智慧勞動力加值之資源整合模式成
功關鍵要素

面向 要素 子要素 內涵描述說明

資
源
整
合

外
部
支
持

政府支援
社區能與政府機關建立良好互動，獲得經費、知
識技術與實務輔導等資源

夥伴關係
社區能與外部組織（如NGO、NPO、宗教團體、
大專院校、專家學者、傳播媒體等）建立合作夥
伴關係，互通人力、經費、知識技術等資源

策略聯盟
社區能與周邊地區或相關業者建立策略聯盟，形
成網絡，共同解決跨域問題，或互為宣傳推廣

居
民
參
與

社區 
凝聚力

居民共享語言及故事，對社區具有認同感，時常
關心及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且彼此互信互助

社區共識
社區透過共同議題與經常性活動，激發居民的討
論與參與，且居民對社區事務有一致性的理解，
經共同決策後形成共識

參與誘因
與管道

社區組織設計適當的誘因（如資源及成果共享、
經濟利益、工作機會、提高地位、榮譽等），及
提供各種參與管道，以使不同社群的居民共同參
與，反映其意見與需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

區域勞動加值之資源整合模式建立研究

案例分析

本研究選擇關渡地區、神農街商圈與無

米樂社區作為研究案例，以下說明各案例之位

置、發展背景及社區行動的過程。

1. 關渡地區

關渡地區位於臺北市北投區的西南端

（位置如圖1），為淡水河與基隆河的交
界，昔日「三潮交會」奇景的位置。北投

區與關渡近鄰的有三個行政里，包括關渡

里、一德里與八仙里，其中，關渡里有最

多的人口與最密集的商業店家，且三個里

又有臺北市河畔自行車步道的經過，能帶

來人潮與商機，因而當地積極推動地方觀

光以作為社區營造的重點工作，已有相當

成績，故選擇此地區為研究對象。

本區之自然及人文資源豐富、可觀，

有超過330年歷史的關渡宮，經政府列為
文化資產，是宗教文化觀光勝地之一。當

地亦有自然資源豐富的關渡水鳥保護區、

紅樹林等，成為冬季候鳥中繼補級站，已

是全國熱門的溼地及環境保育的「教學景

點」，樹立了崇尚大自然及保育工作的

最佳典範。臺北市關渡地區擁有豐富的河

岸景觀、自然生態及完整的自行車遊憩資

源，具有發展各種休閒及遊憩活動的潛能

[12]。
2016年時，當地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與關渡里長、一德里長、八仙里長、關渡

宮及多家業者共同合作，在資訊工業策進

會、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等外部團體的支援下，於現有旅遊平臺

「VZ TAIWAN 智慧觀光」，建置「漫漫
關渡行」活動專區，網羅關渡地區文化、

生態、美食等特色小店，包含關渡宮、關

渡自然公園、寵物及桌遊主題餐廳等，並

利用智慧科技，以趣味闖關的方式與遊客

互動，過程中則可獲得虛擬金幣、店家專

屬優惠、景點特色AR相框等[13]，此為本
研究結合與運用當地豐富的人文及自然資

源、特色景點及智慧科技，一同推動關渡

地區觀光產業之發展的方式。

圖1　關渡地區位置圖[14]

2. 神農街商圈

神農街所在區域古稱為「五條港」，

位於臺南市中西區（位置如圖2）。1990
年代，海安路拓寬與地下街工程的開展，

神農街因多數老屋產權複雜，協調極其困

難，加上神農街兩旁的老房屋在兩百多年

前都沒有挖建地基，而且並排相連共用一

道牆壁，因此難以改建，也得以原貌保留

下來。自 1999 年開始，臺南市政府陸續
進行神農街傳統街屋的立面整修與石道鋪

設工程，以重現清治時期的街道意象。民

間亦透過活動的舉辦，促進社區居民參與

老街發展，也讓觀光客可在解說員的詳細

導覽和活動參與的過程中，更加認識神農

街的歷史文化背景。2004年起，海安路到
康樂街區段的神農街保留較多舊時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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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型街屋」，在「海安路藝術造街」運動

的帶領下，吸引著許多年輕藝術家或業者

承租，作為藝文展示空間或營業場所，形

成文創產業聚集之處[15]。
本研究南部團隊崑山科技大學在2016

年與神農街商家合作，利用智慧型手機、

物聯網、iBeacon等智慧科技，以主動推
播店家商品優惠訊息、引導消費者購物，

並運用APP下載使用，以創造有趣的消費
體驗、增加逛街樂趣，提高商家產品的價

值，協助業者把人潮變錢潮，活絡地方經

濟，並鼓勵更多年輕人參與家鄉的工作

[16]。

圖2　神農街位置圖[15]

3. 無米樂社區

無米樂社區又稱「菁寮」社區，位於

臺南市後壁區的西北側，由菁寮里、墨林

里、後廍里等三里聚落所組成（位置如圖

3）。從1960年代開始，因為行政機關陸
續遷移至後壁車站，後壁村開始逐漸取代

菁寮成為新的發展中心。1970年代在「以
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導向下，加上農政

單位刻意發展後壁地區農業，讓青壯人口

持續流向都市以獲得工作機會。相對於周

圍新市鎮的持續開發與建設，不但讓菁寮

地區喪失了發展的重要地位，亦浮現產業

蕭條及人口老化的現象。

為開展菁寮地區的發展新頁，在地方

人士的努力下，1990年代中期後，啟動了
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以「地方文化產業」

為發展目標，並積極與外界合作舉辦大型

節慶活動[15]。在2016年，崑山科技大學
與資訊工業策進會、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等外部組織，共同合作並協

助社區導入iBeacon微定位技術，於「VZ 
TAIWAN 智慧觀光」平臺推播在地景點和
當地商家的歷史故事、產品促銷與集點兌

換方式等資訊，搭配當地志工導覽解說，

讓傳統農村也能變成智慧化的商圈，並有

助於店家以多角化方式推廣產品[17]。

圖3　無米樂社區位置圖[14]

分析與討論

茲分析三個研究案例採取之資源整合策

略，並比較三者於成功關鍵要素的表現狀況，

進而探討未來其資源整合應注意之處。

1. 三案例之資源整合過程

關渡地區、無米樂社區及神農商圈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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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建立，係依據專家及地方居民的座談及

深度訪談結果，包括：南北三個案至少辦理3
場社區共識會議、1場專家會議，深度訪談超
過20位社區居民與意見領袖，並聚焦於討論個
案地區之「地理、環境特色」、「人文、歷史

發展特質」、「特色產業、文創與一般產業」

及「專業勞動人才及能量」，以及「未來發展

課題與對策」與「智慧科技基礎建設及工具的

運用」等六大構面的課題，透過南、北研究團

隊與參與座談、訪談之專家與居民的腦力激盪

與共同討論，歸納出三個案之資源整合的策略

及勞動力加值化發展的方式等。

此外，南、北研究團隊也透過實地踏勘，

並搭配相關文獻的蒐集與分析等方法，以盤

點、歸納出三個案例所在地之特色資源，包

括：自然、人力資源與歷史發展、文化脈絡

等，以作為座談和訪談等之討論與分析依據。

最後，再由南、北研究團隊公開召募崑山科技

大學與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的在學學生，與當地

居民、商家及外部資源支援團隊，透過共同討

論與設計模式，以執行資源整合的各項策略及

相關的試行工作。

2. 三案例之資源整合策略

每個案例各有不同的資源特色與優勢、發

展定位與理念，依據不同的發展概念，經過資

源整合過程與討論後，三案例之整合策略與執

行工作彙整如表2。
在關渡地區，其發展核心概念為「智慧

觀光」，整合策略有二：1.以自行車為載具，
串聯關渡地區的特色資源；2.以資訊科技為工
具，以提供加值化的旅遊服務並轉化勞動力

為智慧勞動力[12]。在神農街商圈與無米樂社
區，二者的發展核心概念為「SoLoMo」，透過
「社會化」（Social）、「在地化」（Local）

與「移動化」（Mobility）三種概念以提出整合
策略，有三：1.資訊力的運用，2.文化底蘊的整
合，3.智慧旅遊的深度化[15]。

此三個案例的資源整合工作細項皆包

含：開發APP及平臺、製作數位內容、建置
i-Beacon技術資訊熱點、網路行銷與資訊揭露
等。南北研究團隊並因應自我資源及民眾參與

意願的整合，規劃與執行了不同的工作細項，

如關渡地區有主題行程的設計、商家QR code
的佈置、酷卡及文宣設計與推廣、舉辦推廣說

明會，以及專家、居民和商家的座談等；而在

神農街商圈及無米樂社區，則運用社區微電

影的拍攝及歷史人文地圖的產製、導覽及體

驗活動的辦理等，以整合社區及學校的資源

[12,15]。

表2　三案例之資源整合策略
地區 關渡地區 神農街商圈 無米樂社區

區域
特點

關渡宮文化與建築 老屋及五條港歷史 耆老與菁寮發展史

核心
概念

運用智慧觀光擴大關渡觀
光效益 

採取SoLoMo行銷方式
―社交/(Social) /在地(Local) /移動
(Mobile)

整合
策略

以自行車為載具，將關渡
特色資源加以整合

以資訊力整合地方之文化底蘊

資訊
運用
目的

運用資訊科技工具，曝光主題行程並協助遊客了解在地人文與地
景等特色

執行
工作

• 配合資策會平臺規格，提
供數位內容

• 周邊商家資訊及旅遊主題
行程上架

• iBeacon佈置與測試
• 行銷與資訊揭露 
• 酷卡(QR code)及APP廣宣 
• 舉辦說明會-專家、居民、
商家 

• 配合資策會平臺規格，提供數位內容
• 製作平臺數位內容（微電影、社區歷
史人文地圖、資訊熱點數位內容） 

• iBeacon佈置與測試
• 行銷與資訊揭露 
• 規劃導覽及體驗活動
• QR code及APP廣宣
• 舉辦說明會-專家、居民、商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三案例之資源整合策略關鍵要素

根據關渡地區、神農街商圈與無米樂社區

之資源整合過程與策略，可歸納出三案例之資

源整合成功的關鍵要素，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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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案例之資源整合模式與成功關鍵要素
之比較

要素 子要素 關渡地區 神農街 無米樂社區

外
部
支
持

政府
支援

1.臺北市政府補助
培育文創活動之
人才

2.政府劃定關渡平
原生態自然保留
區與自然公園，
實施生態管理

1.臺南市政府規劃
發展「臺灣智慧
創意都市」整合
交通運輸、永續
環境、地方特色
與產業經營四大
服務系統

2.臺南市政府規劃
為「五條港文化
園區」，獲交通
部指定觀光地區

1.臺南市政府協助
社區營造老街商
圈

2.臺南市後壁區公
所協助社區宣傳
與行銷

3.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案經費支持

夥伴
關係

1.臺北城市科技大
學協助社區舉辦
「漫漫關渡行」
的活動，撰寫店
家、景點故事，
協助社區宣傳

1.崑山科技大學與社區合作，拍攝社區
故事的微電影、撰寫社區故事，協助
社區宣傳、活動舉辦等

2.結合資策會的臺灣智慧觀光平臺(Smart Tourism Taiwan)，
建置iBeacon設備，提供地區特色主動性推播導覽系統，
將雲端協作平臺產生的數位內容主動推播至區域旅遊的
漫遊者

策略
聯盟

與在地12家商家、
關渡宮合作，共同
宣傳社區的活動

與在地商家、文創
業者合作，共同宣
傳商圈的活動

與土溝社區、在地
及周邊商家合作，
共同宣傳彼此的活
動

居
民
參
與

社區
凝聚力

社區居民人數多，
為都市型社區，社
區凝聚力不高

神農街以商圈發展
為目標，當地商家
對社區具有認同
感，惟當地居民較
少參與商圈活動

農民熱愛農地，居
民代代生活於此，
促使居民、商家積
極參與社區活動

社區
共識

居民參與公共事務
意願不高，故少有
居民參與社區活動

由商圈領導者帶領
商家凝聚共識，惟
居民較少參與討論
未與商家取得共識

對於社區發展事
務，居民積極參與
討論，形成較高的
共識

參與
誘因與
管道

透過觀光宣傳活
動，增加店家經濟
收益，吸引在地居
民參與；透過景點
串聯活動設計，提
高曝光率，吸引關
渡宮等組織參與，
並帶動居民在參與
過程中，認識社區
進而參與社區事務

透過商圈宣傳活
動，提高知名度，
吸引遊客前往商圈
消費，則吸引店家
積極參與，並促進
居民關注商圈發展
之興榮及對當地社
會經濟與社區能見
度之影響

社區組織不定期舉
辦活動，以增加在
地品牌知名度，能
提高當地特色產品
的銷售量與收入，
吸引居民參與，但
因青年至都市就
業、就學者眾，雖
參與者多屬中老年
人，惟在社區知名
度日增之下，已出
現青年回流現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外部支持
從此三案例可見，外部支持的來源有

三大方向，一、財務支援仍是支持社區發

展的關鍵，三個社區發展的財務資源多仰

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挹注，並且能有

由政府聘僱之顧問提供問題診斷、諮詢輔

導的從旁協助；二、吸引居民或青年返鄉

服務以貢獻其力，則多與該社區是否漸有

知名度、能見度有關，社區特色資源或亮

點的曝光及宣傳相形重要，在本研究中便

由資策會發揮了極佳的資訊技術與工具佈

建及內容編製的功能，以科技工具推播和

社區有關的商業消息、社區活動等；三、

地方團體的參與，包括臺北城市科技大

學、崑山科技大學及社區組織或宗教團體

便負責提供社區發展規劃、內容編寫與活

動設計及工作人力等的支援，並且成為動

員居民參與的極佳途徑，以協助地方觀光

智慧化發展及協辦社區活動與在地觀光宣

傳的活動，共同豐富行銷社區、擴大地方

知名度。

(2) 居民參與
關渡地區因屬都會型社區，居民雖然

眾多，但對於社區事務的關注程度不高，

故較少有居民、商家參與社區活動，不

過，透過北部研究團隊的介入與說明及活

動辦理及推廣，仍吸引了在地店家、宗教

團體的參與，進而也提升居民的關注力。

而神農街屬於都市內的商圈，社區活動主

要為商圈宣傳活動，當地店家對社區的凝

聚力、共識程度較高，故店家對社區活動

參與程度高，但當地居民則在欠缺誘因

下，較少參與社區活動。至於，無米樂社

區則屬於傳統農村社區，當地居民世代居

住於此，對地方有深厚情感，居民或店家

對社區具有高度的社區凝聚力、對社區願

景發展有共識，且較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但因青年至都市就業、就學者眾，故參與

者多屬中老年人，青年參與較少，惟隨著

青年返鄉的訴求，以及社區發展的力度，

逐漸能吸引青年留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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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三個案例皆具備外部支持的

成功關鍵要素，社區能充分利用政府、非

政府部門的資源，吸引其對社區發展的投

入、投資。但在居民參與方面，三個案例

表現出因地方發展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

居民參與程度，神農街商圈、關渡地區在

此方面的表現相形有待提升，因此，提供

參與之誘因與搭配宣導，將是促進居民參

與社區事務的重要課題。

結論與建議

關渡、神農街及無米樂社區之發展，主要

依賴政府的支援，但也能與非政府組織（如資

策會、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等）

形成夥伴關係，並與在地或周邊店家與社區組

成策略聯盟，以導入智慧科技及資訊平臺，進

而能藉由外部資源，尤其是科技工具的運用以

加值勞動力。但在居民參與方面，關渡地區之

社區凝聚力、社區共識較低，雖有參與管道，

但居民參與程度不高，有賴領導人物或發起組

織、學校來帶動；神農街的商家因已形成凝聚

力與共識，而願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居民實際

參與程度雖較商家低；無米樂社區因居民世代

生活於此，對於社區有極高的凝聚力，且對社

區發展願景與目標有共識，居民會積極參與社

區活動。因此，於資源整合的成功關鍵要素方

面，無米樂社區符合程度較高，而神農街、關

渡次之。透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建

議，以供政府推動勞動力加值化案例社區之參

酌：

1. 從案例觀察與研究過程中，可發現區域特

色或產業的發展搭配資訊工具及社群行

銷，能吸引商家進駐並有外地居民移居之

狀況，故能衍生勞動力的開發與加值化，

由於本研究僅為試行計畫，未能進行中長

期估計勞動力加值或勞動力增加之機會，

但在試行過程中，社區領袖與參與居民對

試行策略與工作之執行，對於勞動力提升

與加值都持有正面肯定與認同。

2. 區域特色資源的發展及整合依靠產官學的

跨領域合作並能建立夥伴關係。尤其以地

方政府的參與更為重要，甚至需要促進社

區走向國際化，增強與國際社群的連結以

開拓產業之產能。建議三個案社區可與

更多社會企業、民間企業、在地學校、

NGOs、NPOs合作，建立異業結合的策略
聯盟或夥伴關係，增強在地投資，連結社

會資源及力量，更應導入智慧科技以透過

其無遠弗屆的行銷方式，時時有曝光社區

的機會。並能藉由外部的人力、經費、知

識技術的挹注，以補充社區資源及支援不

足的部分，方能發展多元化、高附加價值

的產品與服務，創造出新的經濟效益，以

吸引青年投入，活化社區價值，擴展智慧

勞動市場，以形成正向循環的結果。

3. 關渡地區的成功關鍵在於應該設計更多的

參與誘因，提供各種管道讓居民參與社區

議題、事務，由領導人組織居民以凝聚社

區共識，並動員在地居民的參與，以及爭

取政府、當地產業、學校、宗教組織的支

援，更可結合智慧科技技術的運用，培養

以科技工具為載具的導覽人才，同時，搭

配關渡的生態資源及宗教文化，發展以自

行車為交通工具的慢行生態文化之旅。

4. 神農街商圈已臻至成熟，建議仍可持續串

聯地方社團協會、基金會、政府、研究機

構等的支持，喚起除商家之外的居民與地

方民眾對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視，避免在過

度商業化發展下喪失歷史文化的質樸特

色，並應持續強化社區居民的參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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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並應動員在地居民參與社區事務，

共同發展地方特色與具創意的深度文化觀

光。

5. 在農村型的無米樂社區，其特色本與都市

型社區迥異，培力在地青年，提供就業機

會，吸引青年返鄉，甚至培育其創新、創

業能力，都有賴社區組織、社區領袖與政

府、非政府部門及在地大專院校合作，以

便能長期、持續地發展社區工作，也能藉

此維持社區居民的生計。且吸引青年返鄉

者亦可作為帶動社區銀髮人力再造的媒

介，透過青銀世代的交流，讓熟悉智慧科

技運用的青年能將其專業轉授予銀髮長

輩，而長者亦能成為傳授傳統生活智慧與

在地發展經歷與歷史之明師。

6. 區域勞動力的加值化與職能之提昇，有賴

勞動力能善用科技產品與工具，同時必須

搭配相關設施或設備的基礎建設，如本研

究試行時所裝置之iBeacon，如廣為建置便
需投入一定成本與人力，且應搭配新媒體

數位內容的產製，此些策略與作法都有助

於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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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初探職安衛教育訓練評鑑制度對訓練機構績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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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

摘要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辦訓常以提升勞工安全衛生知能、降低勞工職災發生率為己

任。良好的教育訓練品質與訓練績效是為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辦訓之目標，而職業訓練機

構對於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評鑑結果，攸關自身教育訓練辦訓品質與組織績效之良瓠。本研究以職

業訓練機構參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評鑑後，探討其在實施PDCA(Plan Do Check Action)循環圈概念

建立的教育訓練自主管理後，和後續訓練管理職類變化等因素及以該區域同職業訓練機構辦訓情

形，來比對職業訓練機構在訓練品質及組織績效實施前後產生之變化。同時對該區域同職業訓練

機構有無參與教育訓練評鑑，對其招生與組織營運績效是否有無影響。本研究之結論歸納如下：

職業訓練機構導入PDCA的教育訓練自主管理後，確實有提升本身的訓練品質、組織績效之功

能。在該區域，同類型的職業訓練機構有無參與教育訓練評鑑，目前對其招生與組織營運績效的

影響不大。

關鍵字：職業訓練機構，教育訓練評鑑，PDCA循環

民國 106 年 6 月 18 日投稿，民國 106 年 10 月 25 日修改，民國 107 年 1 月 12 日接受。 
通訊作者：蔡明憲，嘉南藥理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產業安全衛生與防災碩士班，71710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1段60
號，電子郵件信箱：lewis133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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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我國於民國64年訂定之「勞工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1]中明定雇主對勞工應施以
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

訓練，以增進勞工安全衛生知能，降低職業災

害。原「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已有教

育訓練職類19種職類，歷經多次修法至民國98
年已有訓練職類58種。民國103年6月27日修法
後變更為「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2]
相關訓練職類亦擴充至62種職類（其中，管理
類為33種，技術類為29種）[3]。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機構則依「職業訓練法」[4]和「職業
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5]許可設立，並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辦理勞

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2014年全國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機構總開班數為5,598班，總受訓
人數為156,150人[6]。如此大量之受訓人數，
若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之教育訓練品質

不佳，將無法達成「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所要求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目標。

在2015年新聞曾報導，有某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機構以高收學費方式，學員竟不必親

自受訓亦可取得安全衛生類結業證書等嚴重違

法情事[7]。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亦常接獲
民眾反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為數眾多

且品質良莠不齊，地方主管機關查核發現職業

訓練機構簽到記錄不實、學員未請假、曠課等

等。顯示，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確有潛

在訓練品質問題，有待中央主管機關加強監督

與管理。

民國97年1月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提升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品質，第八次修訂「勞工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為落實提升教育訓練

單位及訓練教材等之教學品質，強化教育訓練

單位評核機制、分級管理及教育訓練教材編輯

及大綱等，賦予法源依據。因此，在民國98年
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提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機構統合管理能力，兼顧其附設職業訓練

機構之教育訓練品質，以維護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單位秩序，並作為雇主或勞工選擇訓練單位

之參據，發佈「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

鑑作業要點」[8]，據以規範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機構訓練品質。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安全衛生職業訓練機

構在參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評鑑後，對其教育訓練品質與組織績

效之變化作探討；並了解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機構評鑑制度，對該區域同類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機構訓練品質是否有產生變化。

研究方法

1. 職業訓練機構與範圍

研究對象與範圍為選取南部某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機構於2011年至2014年參與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教育訓練單位評鑑後，對其教

育訓練品質及組織績效之變化。研究資料收集

範圍主要為：(1)收集該職業訓練機構2011年
至2014年因應教育訓練評鑑指標所產生教育訓
練品質之變化（訓練管理職類開班數、受訓人

數、及學員參與技能檢定錄取率等項目）。(2)
收集該區域同類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參與

教育訓練評鑑後之情況是否產生變化。

2. 研究流程

為了解職業訓練機構參與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機構評鑑，於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品質、

組織績效的影響。本研究首先確定研究動機，

進行文獻探討與相關資料收集，選取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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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對象，以研究對象參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評鑑制度，比較分析2011年至2014
年評鑑後，探討評鑑制度對職業訓練機構產生

之變化與影響，另亦針對同屬研究對象區域的

其他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參與教育訓練評鑑

後之情況是否產生變化。 

3. 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以職業安全衛生訓練機構參與勞

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評鑑後，於教

育訓練品質、組織績效的影響作探討。在職業

訓練機構之資料取得部分，因受限於研究對象

在評鑑時提出開課之單一職類課程（如：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課程）所提供的佐證資料。而

在同區域的其他職業訓練機構的部分，由於其

他職業訓練機構在同區域屬競爭狀態下，不願

意提供相關辦訓資料，因此，研究結果之客觀

性會受到限制。

結果與討論 

1. 職業訓練機構教育訓練品質變化

職業訓練機構於2011年經評鑑委員實地評
核後，由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發佈「100年度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評鑑結果」，其管

理類評鑑結果為「乙」等（民國100年度全國
共計12家職業訓練機構參與評鑑，其中1家為
甲等、7家為乙等、4家為丙等。2011年度南部
區域只有該職業訓練機構參與評鑑）[9]。2014
年職業訓練機構為配合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

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品質，於機構會議中決

議由教育訓練組參照評鑑指標中PDCA；Plan
（規劃）、Do（實施）、Check（評核）、
Action（改善）自主管理方式與原「勞工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建立一套教育訓練

品質管理流程，以提昇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品質

與改善之標準。

職業訓練單位參照PDCA循環圈的教育訓
練自主管理，透過頒布之使命、願景、訓練政

策與承諾，展現對教育訓練品質管理之信念與

決心。藉由新建立的訓練品質管理手冊、管理

辦法、作業標準、執行表單等四階文件化的

建立，使所屬五個附設職業訓練機構能於日後

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有所依循。職業

訓練機構依PDCA建置之教育訓練品質文件，
如圖1。職業訓練機構於導入教育訓練自主管
理後，以使命、願景及訓練政策為最高指導原

則，制訂明確的教育訓練方向且以系統性之規

劃並與訓練政策連結，提升附設職業訓練機構

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能力，以確保教育訓

練品質，且追求持續改善。

圖1　PDCA建置之教育訓練品質文件 

(1) 在規劃(Plan)方面：開始注重訓練需求的
蒐集與情勢分析資訊，在前一年度即先依

「訓練情勢評估管理辦法」以SWOT作內
外部教育訓練環境情勢分析，並考量過去

績效優良之訓練課程，對目標客戶先做教

育訓練需求調查，來評估與確認當地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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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課程職類的市場需求，再以學員

訓後效果問卷調查等方式來判斷各類教育

訓練課程情勢影響，進而規劃下一年度教

育訓練計畫。運用訓練需求蒐集與情勢分

析資訊，除可將訓練規劃與客戶教育訓練

的需求作連結，並且能提高職業訓練機構

開班數、受訓學員人數，客戶再派訓的回

流率也可提升。

(2) 在實施(Do)方面：注重課程教案的設計、
講師遴選能否與訓練需求相結合及職業

訓練機構人員對於辦理教育訓練之職能能

力。本階段以三方面來說明：

A. 課程教案的設計：主要依照規劃的下一
年度教育訓練計畫，由訓練機構行政專

員依「訓練開發設計管理辦法」做訓練

需求調查、訓練目標、訓練模式等，擬

定預定開課訓練班別計畫與課程教案單

元。

B. 講師遴選：勞動部目前並未規範講師評
量機制，主要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附表十五規定，遴選符合開

課職類之法定講師資格，惟講師的學經

歷、個人專長或工作經驗等涉及教學品

質良莠、目標客戶訓練需求、學員安全

衛生知能吸收。因此，為培訓及遴選具

教學經驗及豐富專業知識之講師，以提

升訓練教學品質，建置「講師培訓及遴

選聘請管理辦法」。講師需經第一階段

書面審查，通過者，由教育訓練委員會

派三位委員以講師評量表作第二階段試

講評核，二階段皆通過者，則列入講師

名冊候用。另為瞭解講師專業知識是否

持續進修以維持教學品質，每三年由教

育訓練委員會委員召開講師評議會議，

參考講師三年內教學教材審查、學員滿

意度調查、講師教學評鑑分數、講師持

續進修、參與在職教育訓練、研究著作

等覆核及追認其適任性，評議會議及格

者，再列為正式講師並核發講師聘書。 
C. 職業訓練機構人員對於辦理教育訓練之
職能能力：勞動部規範職業訓練機構擔

任輔導員之資格為需符合「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第29條規定即可。但
為確保辦理教育訓練開課時教學與行政

品質能被有效的運作，明確界定工作職

務，確認應俱備所需知識、技能以及其

他特質（如態度、價值觀等），以期人

員之任用適才適所，以發揮設置該職務

之功能。因此，建置「人員能力及訓練

管理辦法」。建立各專責人員工作職務

說明書另以專責人員職能評核表，每

年以能力（S技巧）、核心就業力（A
態度）、專業所需知能（K知識）等項
目，由副秘書長對各專責人員進行職能

盤點與落差分析作評核，作為專責人員

之職能缺口與落差之規劃、執行、考評

及訓練等依據。

(3) 在評核(Check)方面：注重教育訓練管理
系統的流程查核與機制。建置「預防與矯

正管理辦法」、「教育訓練內部稽核管理

辦法」，將定期檢討會議（每月、每季會

議）、訓練規劃異常（課程報備、查核、

延課、報到率低）、訓練實施異常（教

學日誌、訓練記錄、缺勤記錄、學員回

饋）、訓練結訓異常（結案報告、教學效

果問卷調查）、內外部稽核缺失（公會督

導缺失、主管機關查課、評鑑缺失）、訓

練成果偏離（學員反應、學習、行為、成

果評估之落差）等事項採取矯正及預防措

施，確保任何有關教育訓練現有或潛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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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異常等事項能夠採取有效之對策，

經由適當的處理，進而防止類似問題再發

生達到持續改善之目的。

(4) 在改善(Action)面：注重訓練成果評估執
行之程度與完整性，學員回饋反應及訓練

擴散效果等。建置「教育訓練績效管理辦

法」、「管理審查管理辦法」，課程實

施前先以學員訓練前調查表，對學員做上

課前職能盤點，以了解學員參訓目的及學

習需求，課後以學員滿意度調查表及訓後

效果問卷調查表，來了解學員受訓後可否

達成預定成效、講師教學評估、對於本中

心的改善方向與建議。訓後再對目標客戶

進行滿意度調查，學員於課後三個月做追

蹤訪談，來做為客戶、學員對訓練產品的

提供，是否具備完整的訓練成效評估。同

時也能產出較完整之訓練成果評估及訓練

情勢分析報告，提供職訓中心定期檢討訓

練品質管理系統之實施成效，以作為訓練

品質目標規劃與達成、訓練品質問題檢

討、客戶、學員抱怨及服務管理檢討等評

估之依據，進而達成持續改善之目的。該

職業訓練機構於2014年再次參與勞動部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評鑑，即依2014
年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評鑑作

業要點」，提出「勞工安全管理師、勞工

衛生管理師與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職類

評鑑」教育訓練職類參與評鑑。當年度)
方，經評鑑委員實地評核後，由勞動部發

佈「近三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評

鑑結果」，管理職類評鑑結果為「甲」

等（2014年度全國共計6家參與管理類評
鑑，其中2家為優等、2家為甲等、2家為
乙等。南部區域計有5家參與評鑑）[10]。 

2. 職業訓練機構績效變化

本節主要探討職業訓練機構在導入教育訓

練管理自主管理系統後對於訓練管理職類開班

數、受訓人數、及學員參與技能檢定錄取率等

項目是否有成長，做為績效變化參考。經收集

職業訓練機構在2011年至2014年資料，在訓練
管理職類開班數、受訓人數分別為：2011年總
開班數為51班、總受訓人數1,169人次。2012
年總開班數為70班、總受訓人數1,521人次。 
2013年總開班數為64班、總受訓人數1,392
人次。2014年總開班數為77班、總受訓人數 
1,828人次。經本研究彙整，2011年至2014年各
年度開班數成長趨勢，如圖2。2011年至2014
年各年度受訓人數成長趨勢，如圖3。

圖2顯示職業訓練機構自2011年導入教育
訓練自主管理系統後，除2013年該職業訓練機
構因為當年度進行人事結構調整導致開班數稍

有下降外，至2014年總開班數有成長趨勢。若
以各年度受訓人數來看（如圖3）總受訓人數
亦呈大幅成長趨勢（除2013年外）。

圖2　2011年至2014年各年度開班成長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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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11年至2014年各年度受訓人數成長
趨勢圖

在提出評鑑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課

程開課部分，2011年計開課2班，人數合計為
38人次。2012年計開課2班，人數合計人數為
67人次。2013年計開課2班，人數合計為76人
次。2014年計開課3班，人數合計為112人次。
由以上資料，顯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課

程開班人數呈現逐年成長趨勢。2011年至 2014
年該職業訓練機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開

班人數趨勢，如圖4。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課程每期受訓人數2011年至2013年逐年增
加2013年後則維持每期受訓人數介於35-40人，
之間。2011年至2014年該職業訓練機構之「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每班人數趨勢，如圖5。

最後對參訓學員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課程結訓後，報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全國技

能檢定考取率，比對當年度全國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員全國技能檢定錄取率[11]，來了解參訓
學員訓練後成效與職業訓練機構辦訓績效之成

果。經本研究彙整文獻[11]後，全國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員技能檢定考取率統計表，如表1。

職業訓練機構參訓學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技

能檢定考取率統計，如表2。顯示該職業訓練
機構參訓學員技能檢定考取率平均高於全國合

格率3%以上。表1全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技
能檢定考取率統計

圖4　 2011年至 2014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開班人數趨勢

圖5　 2011年至 2014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每班人數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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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技能檢定考取
率統計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技能檢定

報考年度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全國報考人數 17,924 18,806 19,046 20,6801

全國合格人數 1,597 1,279 1,330 1,227

全國合格率 8.9% 6.8% 6.9% 5.9%

表2　 職業訓練機構參訓學員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技能檢定考取率統計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技能檢定

報考年度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參訓學員當年
度 參訓人數  

(報考人數)
38 67 76 112

合格人數 3 6 8 13

全國合格率 7.9 % 8.9 % 10.5 % 11.6 %

3.  該區域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參與教

育訓練評鑑後之變化

從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網訓練單

位資訊[3]可查詢得知，南部區域職業訓練機
構目前共計40家，其中有14家對外招生，其餘
26家為企業自行辦理員工內部訓練成立之訓練
機構。因此，將14家職業訓練機構（包含研
究對象）分別以英文字母編碼順序來分別代表

各家職業訓練機構之名稱，比對14家職業訓練
機構，從2009年至2014年是否有參加教育訓練
評鑑及評鑑結果是否對該職業訓練機構有所變

化。

本研究由文獻[9]、[10]統計2009年至2014
年南部區域職業訓練機構參與評鑑成果，如表

3。從表3可得知，2009年南部區域職業訓練
機構共有7家參與評鑑但2010年至2013年除職
業訓練機構(F)外，其餘6家均未再未參與評鑑

（因法規並未強制安全衛生職業訓練機構必須

參與評鑑）。另由文獻[3]統計得知，14家職
業訓練機構 2014年及2015年各開班數，如表4
（職業訓練機構為F）。表4可顯示職業訓練機
構(F)在南部區域教育訓練的開班數成率。

若以連續二次皆有參與教育訓練評鑑的訓

練機構，2014年及2015年增班率與取得第一次
與第二次評鑑結果及該區域未參與教育訓練評

鑑2014年及2015年增班率分析變化來做對照，
如表5。從表5可得知，職業訓練機構參與教育
訓練評鑑制度後對該職業訓練機構增班率均有

成長。

表3　 2009-2014年南部區域職業訓練機構參與
評鑑成果統計

單位 受評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A
B 甲 乙

C 優 優

D 乙

E
(F) 乙 甲

G 乙 優

H 乙

I
J 乙

K 乙

L
M 乙

N

表4　 2014-2015年南部區域職業訓練機構開班
數統計

單位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2014
年開
班數

119 117 116 93 89 77 75 66 52 27 23 20 14 6

2015
年開
班數

180 154 147 124 112 126 100 74 78 33 38 23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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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訓練機構參與評鑑結果及增班率變化彙
整表

參與評鑑單位名稱 B C F G

2014年開班數 117 116 77 75

2015年開班數 154 147 126 100

增班率 (%) 31.6 26.7 63.6 33.3

第一次評鑑等第 甲     優 乙 乙

第二次評鑑等第 乙 優 甲 優

從表4、表5資料彙整可得知，對於職業
訓練機構參與教育訓練評鑑制度達成教育訓練

品質及營運變化確有所成長。但參與教育訓練

評鑑制度對於B、C、G訓練機構的其招生與開
班數似乎影響不大。真正原因，因目前數據有

限，仍有待探討。

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本研究探討職業訓練機構在參與勞動部教

育訓練評鑑制度後，對其教育訓練品質、組織

績效之影響，另跟南部該區域同類型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機構，比對職業訓練機構在訓練

品質及組織營運產生之變化。職業訓練機構於

教育訓練評鑑後依據評鑑指標中PDCA循環圈
觀念，建立一套符合PDCA的教育訓練自主管
理系統，制訂了明確的使命、願景方向且以系

統性之規劃與訓練政策連結，提升職業訓練機

構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能力，來確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品質、績效且持續改善。依

據所進行職業訓練機構與該區域同類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機構評鑑資料分析與討論，可歸納

結論如下：

(1)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評鑑制度對於職業
訓練機構導入PDCA的教育訓練自主管理
制度，確有可以協助職業訓練機構提升教

育訓練品質、組織營運成長之功能。 
(2) 對該區域同類型有參與教育訓練評鑑制度

的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機構，對其招

生與組織營運是乎對其影響不大。其中原

因，因目前數據有限，但能有待探討。

以上所得結論，僅依目前能取得之研究資

料數據量分析後得之。更正確的結論需再經數

年累積足夠的數據量後探討，值得後進者再繼

續研究。 

2. 建議

本研究為初步探討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評鑑制度對職業訓練機構訓練品質與組織績效

提升之影響，除獲得上述對職業訓練機構之結

論外，建議可將目前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評

鑑制度的「認有必要」，改為全部接受教育訓

練評鑑，以齊一要求全國各職業訓練機構對於

教學環境、設施、行政管理及資訊管理等等，

能採取有系統性的教育訓練品質管理，來持續

提升其辦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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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education training institutions provide training to enhance worker 

safety and health knowledge and to reduce the vocational incident rate. In this study, after the training 
institutions participating in safety and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valuation, we explored its self-
manage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ubsequent training management changes and other factors 
with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the regional training conditions under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PDCA(Plan Do Check Action) cycle and compared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the training of qu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s. Also, the effect of 
a training institution participating in evaluation on their enrollment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has 
been studied.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organization being studied, 
in the introduced to the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of PDCA, indeed enhanced the 
qu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of functional training. Whether or not the similar 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this region are involved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valuation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recruitment and organization of opera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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