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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探究符合國人體型之反器材槍械適配性設計，本研究根據目標顧客需求方向選定美國
Barrett M82A1 反器材槍為人槍介面研究參考對象，運用人因工程方法，透過人體測計並結合
人因工程實驗方法，探討持槍長度與觀測時間、觀測正確性、姿勢調整次數、主觀評比、人
槍角度、頭部側轉角度等實驗變項之操作績效關連性；研究結果顯示反器材槍持槍長度設定
於 35~37 cm 間，觀測正確性及姿勢調整次數之變異性較小且主觀評比較佳。本研究成果可作
為國內發展反器材槍械之人槍介面構型設計參考。
關鍵詞：反器材槍械，持槍長度，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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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appropriate anti-material rifle (AMR) design which fit compatriots’
figures, this study applies human-factor engineering approach that chooses the reference object,
American Barrett M82A1 rifle, based on the target clients’ demand and integrates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through anthropometry to discuss the effect relatedness between length of pull (LOP) and
experimental variables-observation time, accuracy, frequency of posture adjustment, subjective
comparison, head rotational angle, and angle of the rifl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ength of pull of
anti-material rifle set between 35~37cm presents better subjective comparison and less variability on
observation accuracy and frequency of posture adjustment. The study result can be the reference of
rifle interface design of AMR.
Keywords: anti-material rifle, length of pull,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文稿收件日期 100.3.2; 文稿修正後接受日期 100.11.4;*通訊作者
Manuscript received March 2, 2011; revised November 4, 2011;* Corresponding author

201

張鵬祥等
反器材槍械人因工程評估之研究

手瞄準穩定性之準據。
在輕兵器射擊準確度相關研究方面，盧德
明等[10,11]與 Zatsiorsky and Aktov[13]等以瞄
準點及人槍系統幾何重心之晃動，評估射手瞄
準穩定性或人槍系統之穩定性，其研究結果顯
示，素質較高射手，其瞄準點及人槍系統重心
之晃動量小，則瞄準穩定性越佳，所得之射擊
成績也越高。徐照麟[14]探討人員於操作步槍
射擊時與槍枝間之關係介面，再依據所得結果
規劃設計一射擊實驗，以研究各項動作及施力
與實際射擊績效的關聯性。
在槍械人槍介面設計相關研究方面，馬式
曾[15]提出因步槍持槍長度(Length of Pull;
LOP)設計將影響操作適配性及穩定控制性，
經實際量測數種槍型之操作長度後，建議持槍
長度之設計應在 32～35cm 之範圍間。另外，
Saran[16], Drury[17] 等建議握把之角度應與
工具施力軸呈 60 度設計；但馬式曾[15]與姜
守芳[18]等人卻建議適合握持之角度應接近
垂直之 70-90 度間。Drury[17]強調正確之腕部
工作姿勢，應保持在 5 度橈偏與 10 度尺偏間，
如握把設計不當，將造成操作者為避免腕部過
度橈偏之不適。Anderson[19]提出槍械性能可
分為主觀與客觀兩種衡量或評估準據。舉凡槍
械之精準度，重量，長度，機械可靠度等能以
實際量測數據比較分析者，為客觀準據；至於
主觀準據，則牽涉到人槍（操作）介面諸如槍
托、握把、護手、貼腮等設計之直接操作感受。
此外，槍械主觀性能也會影響客觀操作性能，
且因人而異。
目前國造輕兵器之發展，經 T-65 系列步
槍、T-86 及 T-91 等新型戰鬥步槍之研製歷程
後，發展單兵或狙擊小組用高精準度、長射程
之反器材槍械 (Anti-material Rifle; AMR)已屬
必然之進程。上述文獻雖然已有學者研究槍械
基本射擊姿勢、握持方式、射擊績效、射擊準
確度及人槍介面尺寸之設計等方向進行分析
探討，但目前尚未有針對國人體型相關之反器
材槍械人槍介面研究。然國造輕兵器於產品概
念發展階段，除執行戰術需求觀點調查之外，
另須適配國人使用之人因工程設計，以確保產
品研發之成果確能符合顧客之未來需求，基於
此，以顧客需求為導向之人因工程的研究就顯
得格外的重要。因目前國內未有相關反器材槍
械之人槍介面及人因工程等設計考量之研
究，因此本研究將根據兵監單位需求方向選定

一、前 言
反器材槍械(Anti-material Rifle; AMR)在
多次的實戰任務中證明對於遠距停機坪上的
飛機、盤旋的直升機、輕型裝甲車輛、通信車、
油庫、雷達、監測系統、砲兵陣地掩體、機場
設施以及敵軍狙擊手等高價值目標，均能發揮
遠距精準及殺傷力大的效果，且能對敵方造成
極大的心理壓力，因此迄今有許多國家投入反
器材槍械研發。根據詹氏年鑑資料顯示，目前
大概有美國等 15 個國家生產製造各式不同口
徑及型式的反器材槍械，其中美國 Barrett 公
司生產的 12.7mm M82A1M 反器材狙擊槍及
其衍生型由於實際戰役表現及人槍介面設計
的優越性，已在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
意大利、荷蘭等 34 個國家軍隊或警察單位服
役，是目前市場佔有率最高的槍枝。
目前國內外有關槍械操作人因介面相關
文獻，在射擊姿勢之相關研究中，大多針對運
動射擊項目有不同研究探討。如舉槍穩定性、
協調性、持久性及平衡能力，必須做到人槍一
體，身心協調，技術動作一致，才能保證射出
高環數[1,2]。能掌握持槍姿勢穩固、瞄準精
確、擊發正確之基本射擊技術，在性能良好的
槍彈等條件配合之下，相對地能獲得較優異的
成績[3]。在屬於立姿射擊的項目中，對受試
者的協調性、一致性、穩定性和持久性，更是
高標準的要求[4]。
在槍械握持方式相關研究方面，李齊茹、
石玉琴[5]以紅外光點攝影系統，對中國大陸
四名優秀手槍慢射選手，從舉槍、瞄準、擊發
及恢復、保持和收槍五個階段的射擊動作過
程，來分析射擊動作技術及槍枝晃動的情形。
結果發現：射擊選手保持持槍臂在肩關節處側
平舉狀態，協調配合的難度加大，需要不斷調
整力量的大小和方向， 因而產生上臂的抖動。
在探討射擊績效之相關研究中，針對不同
之研究目的而有不同研究之方法。Bird[6]、王
惠 民 、 劉 淑 慧 [7] 等 以 EMG 肌 電 儀
(Electromyography’s) 、 EEG 腦 波 儀
(Electroencephalograph)及問卷等，調查射手賽
前心理生理致動對成績表現之影響。王進、馬
進才[8]以上肢段操作姿勢評估對射擊績效之
影響，Iskra et al.[9]、盧德民等[10,11]、陳偉
等[12]以動作分析系統及測力板等檢測人槍
系統合重心及瞄準點之晃動量，以作為評估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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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Barrett M82A1M 反器材狙擊槍為人槍介
面研究參考對象，運用人因工程方法，透過人
體測計量測操作人員人體參數，並結合人因工
程實驗方法，探討持槍長度與觀測時間、觀測
正確性、姿勢調整次數、主觀評比、人槍角度、
頭部側轉角度等實驗變項之 操作績效關連
性，作為國內發展反器材槍械之人槍介面構型
設計參考。

頰高：臉部右側顴骨最突出點距右眼角之
垂直距離。
頰長：臉部右側顴骨最突出點距右耳垂凹
陷處之水平距離。
頰寬：臉部右側顴骨最突出點距鼻中線之
水平距離。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人體測計及人槍介面實證實
驗等研究方法，瞭解反器材槍械使用者操作相
關尺寸（一般、操作性測計）
，同時透過觀測
時間、觀測正確性、姿勢調整次數、主觀評比、
人槍角度、頭部側轉角度等實驗參數之操作績
效，探討國人體型與反器材槍械適配性。茲將
本研究方法說明如次：

圖 1. 臉部測計資料項目

2.1.2 肩臂部
量測眼頸高、頰頸高、頰肩距、上臂長、
前臂長等五項測計資料，如圖 2 所示，量測
時，受試者採站姿，右臂平舉，手掌自然平伸。
眼頸高：兩眼瞳水平線距右肩臂接和凹陷
處之垂直距離。
頰頸高：臉部右側顴骨最突出點距右肩臂
接和凹陷處之垂直距離。
頰肩距：臉部右側顴骨最突出點距右肩臂
接和凹陷處之水平距離。
上臂長：右肩臂接和凹陷處距右肘關節凹
陷處之斜距。
前臂長：右肘關節凹陷處距右腕關節凹陷
處之斜距。

2.1 人體測計
因人體組織本身即具備彈性與變動性，另
因量測姿勢、量測者、及量測器具等都會影響
量測之精度。本研究於執行實際人體測計項目
量測前，所有量測者均經過說明與訓練，盡量
確保量測者之一致性與穩定性。至於量測程
序、量測姿勢、及量測儀器等，均予程序標準
化與一致化，使量測誤差減至最低程度。
因反器材狙擊槍要求射擊高精準度高，系
統操作人槍介面要求亦有異於一般步機槍，因
此現行之一般人體測計資料庫系統，不見得適
用於狙擊手體型特殊狀況要求，為探究未來反
器材槍械之狙擊手體型適配性設計，本研究針
對符合狙擊特勤體格人員 78 員執行一般及操
作性人體測計資料之量測與分析。故本研究針
對反器材槍械之特定操作姿勢，區分臉部(頰
高、頰長、頰寬)、肩臂部(眼頸高、頰頸高、
頰肩距、上臂長、前臂長)及手部(手長、掌長、
掌寬、扳機指長)進行測計，各項長度及高度
測計資料量測精度至公厘，並由實驗者推估至
下一位。茲將本研究人槍操作介面中之操作性
人體測計資料項目定義如下。

圖 2. 肩臂部測計資料項目

2.1.3 手部
量測手長、掌長、掌寬、扳機指長等四項
測計資料，如圖 3 所示。量測時，受試者採坐
姿，右前臂自肘部以上自然置於於桌面上，手
掌自然平伸、掌心向上。
手長：右腕線至右手中指頂端之斜距。

2.1.1 臉部
量測頰高、頰長、頰寬等三項測計資料，
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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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長：右腕線至右手中指與掌部接和線間
之斜距。
掌寬：右食指與腕部接和關節最突出點至
右掌刀最突出處之斜距。
扳機指長：右手拇指虎口接合處至右食指
第一、二指節線間之斜距。

2.2.1 實驗設計
控制變項：本研究將操作姿勢區分為臥姿
與立姿等兩個姿勢作為實驗控制變項。
自變項：本研究將持槍長度，區分最短
(32 cm)、最長 (39 cm) 兩個固定水準及受試
者自選一個變動水準等三個長度作為實驗自
變項。
根據實驗控制變項與自變項之設計，本研
究實証實驗共計有六個操作構型組合，實驗設
計如表 1 所示：
表 1. 實証實驗實驗設計

自變項
持槍長度
實驗次序
（自變項）
控制變項
最短 最長 自選
1
2
3
操作
臥姿
姿勢
4
5
6
立姿

圖 3. 手部測計資料項目

2.2 人因工程實證實驗

觀測時間：本研究針對六種操作構型，各
設計四個觀測標靶，其中可能含或不含敵目
標。標靶於實驗中以投影方式供射手模擬觀
測，射手於每個實驗構型觀測四個標靶並記錄
觀測情形所耗用之總時間。
人槍角度：受試者持槍觀測時，身體軀幹
與槍身軸線之夾角（單位：度，如圖 5 所示），
於受試者調整姿勢完成後由實驗者實際量測。

本研究實驗目的在瞭解受試者實際在操
作模型槍時，根據實驗控制變項與自變項之設
計，瞭解持槍長度與觀測時間、觀測正確性、
姿勢調整次數、主觀評比、人槍角度、頭部側
轉角度等操作績效關連性。實証實驗共執行教
官組 8 員，特勤組 20 員合計 28 員受試者，教
官組人員具狙擊槍射擊及教學經驗，特勤組人
員具狙擊槍射擊經驗。
本研究製做可調「持槍長度」(Length of
Pull; LOP)模型槍，LOP 長度設定參考馬式曾
[15] 建議步槍持槍長度 32～35cm 範圍，以及
實際量測美製 M82A1M 反器材狙擊槍持槍長
度為 37.8 cm，將可調範圍設定為最短 32 cm
至最長 39 cm，並以 1 cm 為間隔區分八段可
調，模型槍相關固定與可調機制，如圖 4 所
示。實証實驗設計、執行程序及實驗場景等規
劃，分述如次。

圖 5. 人槍角度示意圖

觀測正確性：受試者觀測標靶後回報觀測
情形，正確描述即得一分，各操作構型之觀測
正確性得分範圍為 0~4。
姿勢調整次數：受試者執行各操作構型之

圖 4. 持槍長度可調機制設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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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過程中，記錄姿勢調整次數，以為操作適
配性之評估準據之一。
主觀評比：受試者執行各操作構型觀測任
務後，記錄由射手口頭回報對該構型操作時之
人槍操作介面整體適配性之主觀評比。評比尺
度 0~10，0 為極端負面評價，10 則為極端正
面評價，5 為中性或無意見。
頭部側轉：受試者持槍觀測時，頭部與身
體軀幹軸線之夾角（單位：度）
，如圖 6 所示，
於受試者調整姿勢完成後由實驗者實際量測。

臥姿操作時使用固定高度兩腳架，立姿
操作時不用兩腳架，於一般桌面上架設依托背
包，使依托高度約略方便一般身高射手執行立
姿操作。立姿操作之觀測距離與臥姿相同。另
為避免實驗配置或程序所造成之實驗偏誤，實
証實驗時槍枝位置、立姿依托高度、投影機投
射之標靶高度、投影面大小、標靶出現次序、
及實驗操作構型次序等均予固定。
2.2.3 實驗程序
教官組及特勤組所有受試者均單獨執行
實驗，以避免學習效果，每名受試者之實驗程
序如次：
(1)受試者執行操作實驗前，先由實驗者講解
實驗程序，依序執行實驗步驟。
(2)按操作構型之次序規劃，先臥姿後立姿，
臥或立姿各依序執行最短、最長、與自選
等三種持槍長度之操作。
(3)臥姿與立姿操作時，受試者先行調適其與
瞄準鏡間最適之接目距離，確定後由實驗
者量測並記錄。
(4)實驗者設定持槍距離後（最短與最長兩種
持槍長度由實驗者設定，自選持槍長度則
由實驗者協助受試者調整之）
，受試者實施
對標靶之觀測。實驗者計算受試者觀測過
程中身體、頭、手等部位之調整次數並記
錄之。
(5)受試者執行該操作構型四個標靶之觀測，
並口述所觀測到的標靶情形，實驗者記錄
其觀測正確性。受試者回報該標靶之觀測
情形後，由實驗者操作投射下一標靶至四
個標靶均完成觀測為止。第四個標靶完成
回報後，實驗者記錄該實驗構型所有四個
標靶之總觀測時間。
(6)受試者口述對該操作構型之整體操作適配
性主觀評比，由實驗者記錄之。
(7)實驗者量測並記錄受試者操作該操作構型
之人槍角度與頭部側轉角度。
(8)實驗者依最短、最長、自選次序設定（自
選時協助受試者調整）持槍長度，重複
(4)~(7)步驟至該姿勢（臥或立姿）下各操作
構型完成為止。
(9)由臥姿改成立姿，重複(4)~(8) 步驟。
(10)下一名受試者，重複執行(1)~(9)步驟。

圖 6. 頭部側轉角度示意圖

2.2.2 實驗場景
由於實際環境限制本研究模擬狙擊觀測
任務，採室內模擬實驗，受試者執行模擬狙擊
觀測任務。觀測標的以投影方式製做之標靶並
投射在牆面上模擬之。標靶至射手（以觀測目
鏡處為基準）之距離設定為 10 公尺。實驗場
景配置如圖 7 所示。

圖 7. 實驗場景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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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數分析顯示，本研究受測群體身高與上臂
長、前臂長及手長尺寸相關係數分別為
0.624、0.625 及 0.691 均屬高相關，但相關係
數皆低於一般認定 γ=0.8 可運用值以下。另體
重與本研究定義之操作性測計項目間之相關
性亦低於 γ=0.8 可運用值以下。

三、結果與討論
3.1 人體測計資料敘述性分析
本研究執行 78 名受測者各一般及操作性
人體測計項目之敘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2 所
示。

表 3. 一般資料與各操作性測計項目相關分析

Pearson γ
頰長
頰高
頰寬
眼頸高
頰頸高
頰肩距
上臂長
前臂長
手長
掌長
掌寬
扳機指長

表 2. 人體測計項目描述性統計量彙整表

測計項
平均值
目
年齡 yrs
21.4
身高 cm 172.00
體重 kg
64.5
頰高 cm
2.30
頰長 cm
7.50
頰寬 cm
7.0
眼頸高
14.20
cm
頰頸高
12.50
cm
頰肩距
21.30
cm
上臂長
28.70
cm
前臂長
26.30
cm
手長 cm 18.90
掌長 cm 10.80
掌寬 cm
9.10
扳機指
9.30
長 cm

標準
最小值
差
1.8
20.0
5.40 159.50
8.0
45.5
0.30
1.80
0.50
6.50
0.4
6.0

最大值
29.0
184.70
89.0
3.20
8.70
8.5

1.10

11.30

16.30

1.10

10.00

14.60

1.30

17.00

25.00

1.50

25.50

32.00

1.20

23.80

29.30

0.80
0.40
0.40

16.90
10.00
8.00

20.60
12.10
10.00

0.60

7.70

10.50

身高

體重
.306
.252

.310
.304
.379
.624
.625
.691
.585
.362
.393

.224
.374
.393
.380
.286
.609
.322

另外，臉部(頰高、頰長、頰寬)、肩臂部
(眼頸高、頰頸高、頰肩距、上臂長、前臂長)、
及手部(手長、掌長、掌寬、扳機指長)各操作
性測計項目之相關係數，如表 4 所示。
手長與前臂長及扳機指長相關係數分別
為 0.602 及 0.67 均屬高相關，但相關係數皆低
於一般認定 γ=0.8 可運用值以下。手長與掌長
之相關係數 γ=0.85 具實際運用價值，可將手
長或掌長之量測結果相互參考。
表 4. 各操作性測計項目間相關分析表

其中頰高、頰長及頰寬等臉部尺寸可作為
貼腮部份尺寸設計的參考。眼頸高、頰頸高、
頰肩距、上臂長及前臂長等肩背部尺寸可作為
槍托長短、貼腮高低及持槍長度設計的參考。
手長、掌長、掌寬、扳機指長等手部尺寸可作
為握把及扳機尺寸設計的參考。

Pearson
γ

頰
長

頰
高

頰寬

掌寬

扳機
指長
.254

頰頸高

.260

上臂長

.286

前臂長
頰長
手長
掌長

為探討本研究一般及操作性人體測計項
目間之相關性，區分一般人體測計資料(身
高、體重)及操作性人體測計資料(臉部、肩臂
部、手部)進行相關分析，相關係數以 Pearson
γ表示，相關係數 γ=0.6 以上為高相關，γ=0.8
以上為高度相關(具實際運用價值)。由表 3 相

掌長

眼頸高
頰肩距

3.2 測計資料相關分析

手長

掌寬

.445

.373

.535

.436

.339

.287

.602

.452

.359

.376

.850

.494

.671

.412

.516

.281

-.290

.475

肩臂部各測計項目間之自相關係數，如表
5 所示，由表相關係數分析顯示，本研究受測
群體肩臂部各測計項目間之自相關中，眼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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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頰頸高測計項目間相關係數 γ=0.93 達統計
顯著性且具實際運用價值，可將眼頸高或頰頸
高之量測結果相互參考。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受試者群體在觀測
時間有顯著差異 (F = 11.05, p < 0.001)，且教
官組平均觀測時間均比比特勤組快約 10sec
左右，如圖 8 所示。
區分受試者操作姿勢對觀測時間之影響
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操作姿勢在觀
測時間有顯著差異 (F = 4.57, p < 0.034)，立姿
操作之平均觀測時間比臥姿少了約 5 sec，如
圖 8 所示。

表 5. 肩臂部各測計項目間自相關分析表

Pearson
γ

眼 頰頸高
頸
高

眼頸高

.929

頰
肩
距

上
臂
長

前臂
長

頰肩距

.380

上臂長

.524

3.3 人因工程實驗資料分析
3.3.1 接目距離
由表 6 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受試者群體
之立姿接目距離平均值都大於臥姿接目距
離，且受試者由臥姿轉換成立姿瞄準時，其接
目距離平均均向後修正 6～8 公厘。
本研究受試者群體之接目距離平均值為
68.4 公厘，此尺寸可作為狙擊鏡位置設計的參
考。另外若槍托長短已經固定不可調整，建議
狙擊鏡與槍枝結合介面可採戰術滑軌設計，俾
提供接目距離 45～90 公厘彈性調整運用，提
高整體操作適配性。

教官組

特勤組

圖 8. 不同群體與操作姿勢對觀測時間影響誤差折
線圖

本研究將受試者自選持槍長度視為一實
驗水準，與最短及最長持槍長度構成三個實驗
水準，執行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持槍
長度之設定，對觀測時間並無顯著影響 (F =
2.83, p > 0.061)。為探討受試者自選持槍長度
對觀測時間之影響情形，本研究以持槍長度為
類別區分，繪製各持槍長度觀測時間盒形圖。
由圖 9 中發現持槍長度持槍長度設定 1~2 間
(33~34 cm) 之變異性較小。

表 6.受試者群體接目距離與調整比較表 單位：mm
受試者群體
特勤組
教官組
臥姿接目距離平
64.1
66.1
均值
立姿接目距離平
72.1
72.1
均值(標準差)
臥轉立姿接目距
-8
-6.0
離調整平均值

3.3.2 觀測時間
本研究受試者完成四個標靶之立姿操作
觀測時間平均值(標準差)為 43.3(16.7) sec 比
臥姿操作觀測時間平均值(標準差)
48.0(17.7)sec 少了 4.7sec 左右。為探討不同受
試者群體、操作姿勢、及持槍長度等實驗變項
設定對觀測時間是否有差異影響，本研究執行
各實驗設定變項相對於觀測時間之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
區分受試者群體與觀測時間之影響進行

圖 9. 持槍長度對觀測時間影響盒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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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同受測群體與射擊姿勢對觀測時
間長短的影響，建議完成四個標靶總觀測時間
臥姿低於 70 秒，立姿低於 62 秒，研究結果可
提供專業訓練單位，編定相關準則參考。

3.3.4 姿勢調整次數
本研究受試者於觀測過程中之姿勢調整
次數平均值(標準差)為 2.8(2.3)次。
區分受試者群體與姿勢調整次數之影響
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受試者群體在
觀測時調整姿勢之次數，有顯著差異 (F =
4.00, p < 0.047)，教官組之平均調整次數比特
勤組少。
區分操作姿勢與姿勢調整次數之影響進
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操作姿勢對觀測
時姿勢調整次數亦有統計顯著差異 (F = 4.04,
p < 0.046)，立姿操作時之平均調整次數較臥
姿少。
以持槍長度為類別區分，繪製各持槍長度
設定下操作之姿勢調整次數盒形圖，由圖 12
中可發現持槍長度設定在 3~6 (35~38 cm) 之
間變異性較小，且操作之調整次數亦較少。
美製 M82A1M 反器材狙擊槍為固定式槍
托設計，實際量測其持槍長度為為 37.8 cm，
落於本研究操作調整次數較少之區間內。

3.3.3 觀測正確性
受試者完成四個目標觀測正確性試驗，其
觀測正確性指標值平均值(標準差)為 2.0(1.0)。
區分受試者群體與操作姿勢對觀測正確
性之影響進行變異數分析，雖然未達統計上之
顯著差異效果。但由圖 10 中可發現教官組比
特勤組有稍高之觀測正確性，且變異較小。

教官組

特勤組

圖 10. 不同群體與操作姿勢對觀測正確性影響誤
差折線圖

為探討受試者自選持槍長度對觀測正確
性之影響情形，本研究以持槍長度為類別區
分，繪製各持槍長度觀測正確性盒形圖。由圖
11 中可發現持槍長度設定 3~5 間 (35~37 cm)
之變異性較小。

圖 12. 持槍長度對姿勢調整次數影響盒形圖

3.3.5 主觀評比
受試者對本研究實驗設定構型之主觀評
比平均值(標準差)為 6.5(1.7)，偏向正面評
價，由圖 13 可知受試者對本研究持槍長度之
調整設定多為正面評價 (> 5.0)，若考慮最佳
持槍長度設定區間，應在持槍長度設定 3~6
間，換算成實際持槍長度則為 35~38 cm 間。
較馬式曾[15]提出步槍持槍長度範圍 32~35
cm 長。另外，美製 M82A1M 反器材狙擊槍持

圖 11. 持槍長度對觀測正確性影響盒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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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長度為為 37.8 cm，落於本研究主觀評比較
佳之區間內。

以持槍長度為類別區分，繪製各持槍長度
之人槍角度盒形圖。由圖 15 中以持槍長度設
定 3、5 (35、37 cm)之人槍操作角度變異性較
小。

10

8

主
觀
評
比

6

4

2
最短
LOP

1

2

3

4

5

6

最長
LOP

持槍長度

圖 13. 持槍長度設定對操作適配性主觀評比影響
盒形圖
圖 15. 持槍長度設定對人槍角度影響盒形圖

3.3.6 人槍角度

3.3.7 頭部側轉角度

本研究受試者於觀測目標過程中之人槍
角度平均值(標準差)為 40.5(13.7)度。
受試者群體間在人槍角度量測項目上，有
顯著影響效果 (F = 12.17, p < 0.001)。教官組
操作槍枝時之人槍角度比特勤組操作槍枝時
角度小；另立姿操作時之人槍角度則較臥姿操
作時角度大；且特勤組執行立姿操作時，其人
槍角度明顯偏大且變異程度較大，如圖 14 所
示。
根據不同受測群體與操作姿勢對人槍角
度大小的影響，建議臥姿人槍角度 22～42
度 ，立姿人槍角度 31～68 度，研究結果可提
供兵監及專業訓練單位，編定反器材狙擊槍訓
練準則時參考。

教官組

本研究受試者於觀測目標過程中之頭部
側轉角度平均值(標準差)為 9.6(4.2)度。
受試者群體間在頭部側轉角度量測項目
上，有顯著影響效果 (F = 7.12, p < 0.008)。教
官組操作槍枝時之頭部側轉角度比特勤組操
作槍枝時之頭部側轉角度稍大；另操作姿勢對
射手觀測時之頭部側轉角度亦有統計上之顯
著影響效果(F = 53.14, p < 0.001)，立姿操作時
之頭部側轉角度較臥姿操作時之頭部側轉角
度為大；且無論教官組或特勤組，立姿操作時
之頭部側轉角度均明顯大於臥姿操作之頭部
側轉角度，變異程度亦較大，如圖 16 所示。

教官組

特勤組

特勤組

圖 16. 受試者群體與操作姿勢對頭部側轉角度影
響誤差折線圖

圖 14. 受試者群體與操作姿勢對人槍角度影響誤
差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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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同受測群體與操作姿勢對頭部側
轉角度大小的影響，建議臥姿頭部側轉角度 5
～12 度，立姿臥姿頭部側轉角度 6～17 度，
研究結果可提供兵監及專業訓練單位，編定反
器材狙擊槍訓練準則時參考。
以持槍長度為類別區分，繪製各持槍長度
操作時之頭部側轉角度盒形圖，由圖 17 中以
持槍長度設定 1 (33 cm)之頭部側轉角度變異
性較小。

槍長度。
(5)美製 M82A1M 反器材狙擊槍，槍托採固定
式設計，狙擊鏡採可調式設計，持槍長度
37.8 公厘，因此在主觀評比及操作調整次
數兩項落在本研究較佳區間內。
(6)觀測時間、觀測正確性、姿勢調整次數與
對狙擊戰術熟悉度及訓練有密切相關，可
能因教官組對狙擊戰術及相關準則較為熟
悉，因此表現較佳。

誌 謝
本文承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5 廠提
供經費補助，特此誌謝。

參考文獻
[1] 王義夫，“體會手槍射擊中的呼吸”，中國
射擊射箭，第 101 期，第 42-43 頁，2004。
[2] 張秋萍，“對王義夫雅典奧運會賽前準備
的剖析”，中國射擊射箭，第 101 期，第
30-32 頁，2004。
[3] 何明芳，“射擊業餘訓練選材探討”，體育
科技，第 2 0 卷，第 1 期，第 14-15 頁，
1999。
[4] 于秋萍，“氣步槍訓練在步槍業餘訓練中
的地位及作用”，體育科技，第 20 卷，第
1 期，第 62-63 頁，1999。
[5] 李齊茹，石玉琴，“我國高水平手槍慢射
運動員瞄準技術的生物力學研究”，成都
體育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3 期，第 51-57
頁，1996。
[6] Bird, E. I., “Psycho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during rifle shoo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Vol. 18, pp. 9-18,
1987.
[7] 王惠民、劉淑慧，“借助 EMG 值對優秀
女子手槍運動員實施表象技能基礎訓練
的初步研究”，中國體育科學學會學報，
第 13 卷，第 1 期，第 81-88 頁 1993A。
[8] 王進、馬進才，“多向飛碟射擊的右上臂
外展角度與持槍姿勢關係的研究”，中國
體育科學學會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
第 71-74 頁，1992。
[9] Iskra, L., Gajewski, J., and Wit, A.,
“Spectral analysis of shooter-gun system,”
Amsterdam
Free
University
Press,

圖 17. 持槍長度設定對頭部側轉角度影響盒形圖

四、結 論
本研究運用人因工程方法，獲得適合國
人使用之反器材槍操作介面設計參考，其結果
及建議歸納如后：
(1)本文建議之反器材狙擊槍持槍長度範圍
35~37cm，可使觀測正確性高，操作調整次
數少，且主觀評比較佳。
(2)本文建議步槍持槍長度範圍，較馬式曾[15]
提出步槍持槍長度範圍 32~35 cm 長。其中
35 cm 的 LOP 於兩範圍中，可同時滿足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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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槍托長短無法調整，設計時應先將 LOP
確定於 35~37cm 範圍內，同時建議狙擊鏡
與槍枝結合介面採戰術滑軌設計，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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