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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手語是視覺的語言，也是思想的呈現，學習手語能讓溝通無國界，全球約有

3.6億的聾人，約占世界人口的5%。研究顯示學習手語能幫助腦部的刺激與發展，

銀髮族透過手語的學習，活絡兩手筋骨以及視覺的專注，將有助於延緩老人癡呆

症與中風的發生；嬰兒學習手語不僅比較不會哭鬧，透過手語與父母溝通亦能增

進親子關係。手語和口說語言一樣，世界各國皆不相同，為了讓聾人透過統一的

手語以跨越國籍與種族的藩籬，國際手語在 1990 年代盛行並被廣泛使用。現行

手語學習主要為書籍紙本和真人實拍影片兩種，這兩大載體各有其優缺點。書籍

以透過靜態照片或是插畫描繪輔以文字說明、影片則是由手語老師以定焦方式拍

攝，再以字幕出現於畫面。動態圖像設計（Motion Graphics）的表現形式是近年

大量運用在商業廣告中，動態圖像設計在畫面上具有自由多變的特性，且能透過

簡化造型與單純的配色方式，聚焦訊息的傳遞。因此，本研究透過動態圖像設計

的表現形式以及其特色，應用於國際手語的學習，藉此提升學習者在學習記憶上

的成效。實施研究方法採實驗設計隨機分派，分別就控制組與實驗組作為學習對

照，以影片和動態圖像設計進行學習並測試。研究結果顯示以動態圖像設計作為

教學的實驗組，在學習圖像記憶上優於以真人實拍影片的控制組，其詞彙理解與

認知能力的表現整體有顯著的差異。然而手語學習除了以書籍紙本和真人實拍影

片外，藉由簡化圖像的動態圖像設計手語教學，可避免多餘的資訊干擾，聚焦於

手勢動作的學習，增進學習者的圖像記憶能力，並輔以手勢軌跡的線條提供空間

線索，以強化手語學習在視覺空間的概念不足。本論文創作將動態圖像應用於國

際手語學習上，同時也置入於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的載體上，以動態圖像設計轉

換成 GIF 檔案的學習方式，不僅在畫面品質的控制優於影片，其檔案大小與格式

傳輸上更具競爭力，透過應用程式輔助的簡單介面操作，讓學習方式更加有趣，

且學習效果優於其他學習方式，以利推廣國際手語的學習。 

關鍵字 : 手語、Motion Graphics、學習、動態圖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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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gn language is a kind of visual language which helps present people’s thoughts, and 

learning sign language allows us to communicate across borders; there are now 360 million 

hearing-impaire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ccounting for 5% of total global population. 

Study also shows that learning sign language can help human brains to receive stimulation 

and develop, therefore through learning sign language, elder people can not only limber up 

their hands but also put emphasis on visual activities, which will in turn contribute to 

delaying suffering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and stroke; as for infants, learning sign 

language will decrease their chances to blubber, and if they can communicate with parents 

with sign languag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will be enhanced. Just as spoken languages, 

the forms of sign language used to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so in order for the 

hearing-impaired to break racial barriers and communicate with a uniformed sign language, 

the “International Sign” became a trend in the 1990s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from 

then on. There are two methods currently in learning sign language: from papers books and 

through live-action videos, both of which have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paper books show static pictures and illustrations with supplementing texts, while 

live-action videos were filmed by sign language teachers with the fixed focus mode 

supplemented by surrounding subtitles. The form of “Motion Graphics” has been being 

heavily applied on commercial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freely 

multivariate graphics, and can focus on conveying messages through simplified styles and 

simple color matching. This research applied Motion Graphics with their form and 

characteristic on the lear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ign, aiming at raising learners’ 

effectiveness in remembering graphics. Regard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bjects of stud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o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s were taught the International Sign by videos while objec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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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aught by Motion Graphics.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o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more effective in remembering graphics than o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vocabularies and cognition 

ability. In addition to paper books and live-action videos, sign language learning methods 

can also be designed by Motion Graphics with simplified graphics, which can avoid 

interference from unwanted information, focus on the learning of hand gestures, and 

enhance learners’ ability to remember graphic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hand gestures’ 

locus line, this can also provide supplement to insufficiency of s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visual space. In this thesis, Motion Graphic was applied on learning the International Sign, 

and these “Motion signs” were also placed in smart phone applications as Motion 

Graphics were turn into GIF files, whose image quality is better than videos and whose file 

size and transmitting forms are more competitive; through the help of easy func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learning sign language is now more interesting, and users who want to learn 

can gain access to resources quicker and in a more convenient fashion,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people learning the International Sign effectively,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 

promo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gn. 

Keywords: Sign Language, Motion Graphic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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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創作研究動機與背景 

   手語是一種視覺上的語言，是一種人與人溝通的方式，語言是可以被看見的，

當彼此之間的距離太過遙遠或是溝通上的困難，手語的表現方式就是非常重要的

肢體語言。根據內政部統計2013年底，台灣聾人人口約12.2萬人，約占台灣人口

的0.5%，學習手語的人數固然不多，然而國際手語更鮮少有人學習，手語的學習

不像英文學習有商機，對於弱勢團體的學習有相當的限制。手語主要使用者和使

用對象是聽語障礙者，它作為聽語障礙者的一種語言，逐漸被大眾所接受，但也

因各國手語的不同，世人就研發了國際手語，它作為聽語障礙者及國際之間國際

接觸的共通語言，來解決手語因不同地區的語言差異，當然學習手語的過程中是

非常困難，就台灣目前現況而言，是透過手語老師的教學，或者是透過網路資料

庫手語的查詢及影片學習。 

  根據美國國家健康研究學會的研究表明，學習手語有助於幫助腦部刺激與發

展，銀髮族透過手語學習可活絡手部筋骨及視覺專注，有助於延緩老人癡呆症與

中風的發生；嬰兒學習手語不僅較不會哭鬧，透過手語溝通也有助於增進親子關

係，手語的學習帶來許多好處。然而研究者在大學時期專題製作，作品有關視覺

互動來學習手語的書籍，利用光柵的視覺手法應用在手語學習上，藉由光柵與讀

者產生互動，提高了學習興趣以及趣味性，成果斐然，受國際設計競賽肯定，從

透過光柵媒材學習手語的方式不僅引起一般聽人對於手語的了解，同時也引發學

習的興趣，為此希冀，能幫助聽人對聾人世界理解一大步。目前台灣手語學習管

多，但國際手語少，更需要去關注。 

  數位化網路學習時代的來臨，平板電腦與行動裝置越來越普遍，是現代人廣

泛使用的數位工具，動態的多媒體的教學漸漸取代書籍課本，數位化學習已成為

現今趨勢，這幾年數位化的蓬勃發展，動態圖像設計（Motion Graphic）是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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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影視業的新興產業之一，他被廣泛應用在商業廣告中，能夠以最簡單的平面

設計表現去傳達訊息，且視覺清楚乾淨，檔案容量小，不佔空間，有別於一般影

片的複雜訊息。 

 

1.2 創作研究目的 

   在古代，人們還沒有圖形與象形文字作為溝通的媒介，身體的肢體語言不外

乎是人類最早的共通語言，不懂外語與外國人對話時，很自然的我們會使用肢體

語言去說話，我們不斷的去思索用身體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手語就是最能夠

表達的方式，但也因為世界各國手語的不同，各國的手語就像各國的口語一樣，

都有其詞彙與語法，然而自有人共同研發統一的國際手語，國際手語是手語之間

的統一語言，本研究目的以國際手語作為主要設計，並可以讓更多人了解手語統

一的重要性，透過學習手語讓人們了解手語的文化發展與歷史。 

   動態圖像設計是能夠在短時間內傳達大量資訊，本研究透過動態圖像設計表

現手法帶入手語的學習，讓學習更加生動有趣，藉由動態圖像呈現視覺手語的學

習語表達。本創作研究目的如下 :  

一、分析不同媒材在手語教學的差異性。 

二、比較影片拍攝與動態圖像設計的手語教學成效。 

三、透過本創作設計規劃國際手語之動態圖像設計學習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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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創作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以動態圖像設計(Motion Graphics)呈現應用於手語學習上，藉由文

獻探討 Motion Graphics 的表現手法，不同於一般線上的真人教學習影片，使用者

能藉有 Motion Graphics 的動態學習到手語的肢體語言，利用 GIF 檔案結合 APP

的方式呈現此動態作品，提升人們對於學習手語的便利、興趣與成效，但也因手

語範圍限制，所以將本創作研究限制範圍整理如下 :  

1. 對於手語的文法句子，因涉及研究與創作範圍過大，僅以國際手語單字詞彙

作為主要研究設計。主要針對強調學習國際手語的統一語言。 

2. 針對手語的學習作為本設計主要研究重點。 

3. 本創作設計呈現於 APP 行動裝置，並了解數位化學習趨勢與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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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與架構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和限制

文獻探討

手語概況 手語學習分析 Motion Graphic 概況

研究方法與實施步驟

研究對象 

實驗研究設計 

研究限制 研究設計 研究工具 實驗流程 

資料統計處裡 

實驗結果與討論 

創作執行方法

創作背景與訴求

創作方法運用 

結論與建議 

作品呈現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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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創作文獻探討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手語的概況分析主要探討手

語的發展與演變以及後來國際手語的出現；第二部分為手語學習的分析，探討手

語學習的載體在學習上的優缺點；第三部分為動態圖像設計的概況與應用分析，

探討動態圖像設計的歷史演變、分析影片與動態圖像設計的差異，以及目前市面

上透過動態圖像設計的作品進行分析探討。 

 

2.1 手語概況  

   本研究是以動態圖像運用於國際手語的學習，因此在文獻探討中，有必要回

顧手語的發展現況。本章節除了探討整個全球手語發展的概況之外，我們也能了

解對於台灣手語以及國際手語的特色。 

 

2.1.1 手語發展 

   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溝通工具，是聚落、社會、國家形成過程最具凝結力的

團結要素 (郭譽玫, 1995)，語言是一個規則化的系統，然而手語，不少學者認為

他不是語言，所以手語發展過程中難以得到重視。事實上，手語是有存在著結構

的系統。手語最早源頭來自法國，之後再傳到美國，十九世紀中期美國與法國的

對於聾人教育積極地推廣手語，認為學習手語有助於腦部的發展，手語的學習有

助於聾人與聽人之間的溝通，英法兩國手語雖然類似，但基本上手語與世界各地

的語言一樣，每個國家甚至同一個國家會因為不同地區而都有自己的一套發展的

手語。而在美國五十四個州中，手語是排行第四的通用語言，美國特教界認為，

手語具備正常語言一樣的邏輯思維 (岑清美, 1997)。美國高立德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的 Stokoe 博士（1960），以語言學方法分析美國手語(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發現 ASL 的詞彙都是由一些固定的手形、動作、位置組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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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這跟我們口語的音韻系統一致，每個語言都是由一組固定的音素來組合變

化的 (李信賢, 2016)。所以在早期人類語言還沒有普遍發展時，手部肢態與表情

是人與人之間重要的溝通工具，隨著時間演進，人們開始發明各種語言與文字，

漸漸地以聲音的方式作為溝通的媒介。 

   手語是聾人的母語，也是聾人文化傳遞的重要工具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

教育司, 2014)。然而這些聾人的溝通方式，會以口語與手語併行，聽障者學口語，

是一種復健工作，把失去的找回來 (教育部特殊教育小組, 2008)，而聾人又與聽

語障礙者有所差別；聾人的生理條件是無法接收外界的聲音刺激，所以聾人大多

無法正常說出口語，但所謂聾人的聾(詞)，也並非完全聽不見，因為聽障者也可

以被稱為聾人，聾人也可以稱為聽障者，而這些到目前為止也有爭議性，聽人經

常一廂情願地認為「聾」是負面的，用「失聰」、「聽障」會更有禮貌，然而其實

剛好相反，對於聾人來說，「聾」是身份的認同，聾人認為聽不到是與生俱來，

聽障一詞似乎是需要被治療，而聾人不須是被治療的對象，對於他們而言本身聽

到外界的聲音較無法清楚辨識，會靠著良好的助聽器帶給聽障者與聽人順利溝通，

所以聾或聽障這個詞在不同場合可能有不同的含義，在不一樣的人身上也有不一

樣的角度觀點。聾人與聽障的語言除了手語溝通之外，也會以唇語或紙筆來進行

溝通，顯然得視力比聽力更加精準的狀況，眼睛所扮演社交活動是很重要的主要

媒介。而歷史上手語也有面臨到生存危機，當時英國與德國強力推廣口語教育方

案，以口語教育為主要溝通工具。在 1880 年米蘭舉行有關聾人的國際教育會議，

該會議主要以聽人為主，聾人參與的人數很少，因聾人佔的比例不多，該會議宣

稱口語對於聾人士進入社會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並認為聾人可以學習口語的一

種復健藉此能與一般人溝通，之後所有聾人學校都強調讀唇語，但最終發現是不

可行的，原因在於聾人的聽不見是無法改變的，並認為不應該視為某種復健治療，

直到 1980 年代才恢復手語教學。而在本世紀於 2010 年國際上聾人要求在 1880

年米蘭會議中禁止手語教學一案「百年誤判禁令，世界聾人聯盟求翻案」，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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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承認錯誤與道歉聲明。在 1880 年的這場會議後也打擊了不少聾人，然而自己

的母語被限制了，導致一直以來，社會上對於聾人是忽略的、有排斥的，而至今

有些聾人家長甚至希望自己小孩能學習口語，導致了部分聾人也可能不會使用手

語溝通。 

   高立德大學 (Gallaudet University)（圖 1）目前為全球唯一聾人大學，是第一

所供聾人與聽語障礙人士的高等教育學院，原校名為哥倫比亞聾啞學校，當時被

稱為全國聾啞學院。在 1854 年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成立，而後改名為

高立德學院 (Gallaudet College)，並於 1986 年成為高立德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 

該校命名為 Gallaudet 是為紀念湯瑪斯·霍金斯·高立德(Thomas Hopkins Gallaudet) 

（圖 2） 帶來聾人教育深遠的影響, 是一位知名的聾人教育先驅, 但他本身並非

聽障人士。 

  

圖 1 高立德大學 (Gallaudet University) : Photo 

By ShareAmerica - Nov 6, 2014 (資料來源：

gallaudet.edu) 

圖 2 湯瑪斯•霍金斯•高立德 (Thomas Hopkins 

Gallaudet) : Painting by George F. Wright in 

1851.。(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 

 

 

  傑歐·卡塞瑟 (Geo Karth eiser) （圖 3）是高立德大學教育神經科學計劃的研究

生博士，並獲得了獎學金由美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所頒發，他

研究如何使用手語學習來深入了解人腦結構和功能。Kartheiser 說：「我對把手語

當作是第二外語、如何獲取(學習)手語變成第二外語，以及大腦在這整個過程是

如何改變語言神經，在傳導空間記憶上有相當大的興趣」 (Elko, 2014)。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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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中「音韻」指的是手語的肢體動作系統，而 Kartheiser 也證明聾人的大腦在

嬰幼兒時期能懂得提取周遭的視覺語言中代表語音與音節單位的視覺符號，在完

全沒有聲音的情況下，建立了一個與「音韻」具有相同水平的語言系統，並能夠

成功掌握閱讀能力。 

 
圖 3 傑歐·卡塞瑟 (Geo Kartheiser) : a Ph.D. student at Gallaudet University. (資料來源：

newscenter.sdsu.edu : A Sign Of Support – SDSU.Video : youtube.com) 

 

   嬰兒手語是幼兒的手勢語言 (Acredolo, L. P. & Goodwyn S. W., 1996)。嬰兒手

語在 1990 年代起始於美國，當時造就了周邊英語系國家一股旋風，在非英語系

國家也開始對於嬰兒手語在親子互動上的研究與重視，對於幼教上有助於學術上

研究。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委託加州大學所做的多項研究與長期追蹤發現，

學會以手語溝通的嬰幼兒不僅有較佳的接收理解與表達能力，在學習講話、認識

字彙的多寡、邏輯思考及智商上，都明顯優於其他同齡孩子的發展 (張學岭、吳

致賢、李艾莉, 2008)。而市面上也有相關學習嬰兒手語的書籍，例如「小手會說

話－親密溝通，從嬰兒手語開始。」（圖 4），該書內容主要讓家長學習如何教導

嬰兒學習手語並溝通（圖 5）。由於嬰兒還不會開口說話，長輩們無法了解嬰兒

的需求，所以透過學習手語利用手勢肢體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情緒，家長只需學習

簡單手語課程就能教導嬰兒手語單字，藉由這些簡易的手勢幫助親子之間的互動

與溝通，有效的幫助嬰兒減少哭鬧。而在因為嬰兒手語還沒有崛起與發展時，嬰

兒能夠透過自己本能，利用肢體語言去表達情緒與意思。廣義的手勢語言其實存

在每個幼兒的發展之中 (李尹文, 2010)，而嬰兒手語就是嬰兒必須從父母長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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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具有特定表達意涵的溝通詞彙，透過聲音與手勢進而幫助嬰兒學習手語。嬰

兒手語也分兩大派別，第一派為標準手語派典，第二派則是自由創造派典。顧名

思義標準手語派就是學習美國標準手語，先由父母學會標準手語後再教導嬰幼兒

使用，這樣的方式除了親子之間的溝通外，也能夠與其他會使用標準手語的人互

動與溝通；而自由創造派就是針對簡單的自然手勢作為溝通媒介。自由創造派典

是由美國的 Linda Acredolo 和 Susan Goodwyn 所主張 (李尹文, 2010)，由長輩透過

觀察到對於嬰兒做出特定事物的相對應動作再與他們互動，例如鳥、魚和花等相

對應動作，根據 Linda Acredolo 和 Susan Goodwyn 對於嬰兒手語紀錄發現，部分

嬰兒會至少自創一或二個自己的手語，並使用這些自創手語與父母溝通，並認為

嬰兒手語符號不必制定規則，可以與親子互動中自創出彼此能溝通的手勢語言，

只須雙方都能看懂對方所表達的含意。 

 

 

圖 4 小手會說話封面。（取自：金石堂網路書

店 kingstone.com.tw） 

圖 5 小手會說話內容。（取自：金石堂網路書

店 kingstone.com.tw） 

 

2.1.2 臺灣手語 

   台灣手語大部分屬於日本手語系，在台灣，台北與台南手語就有不同之處，

根據國立台中啟聰學校教師張洙華指出：日治時期南北兩地，手語分別由來自日

本的大阪與東京兩種不同的語系，而後民國 38 年（1949 年）中國國民黨來台灣，

融入了中國手語，但隨時間發展，語言也隨著時間變化，使用手語的人們往來頻

繁，漸漸自然地部分統合，在尊重各種族所發展的語言下，各國手語仍然未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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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的變化是指語言在時間的過程中，亦即在歷史的演進中，所產生的變

化。」 (謝國平, 2009)。 

  早期很多台灣聽人學習手語大多是透過手語歌作為學習的第一步，手語歌確實

能提高學習上的興趣。歌曲教學在第二語言教學應用發展已久 (葉明樺, 2012)，

可避免重複的練習，抹殺學習興趣。然而手語與手語歌有相當大的差異性，手語

詞彙中就有不同的意義，可能導致學習者詞彙上使用的錯誤。 

  各地手語之發展過程，因時間的演進多少會產生變化。簡單定義台灣手語是台

灣本地聾人朋友所使用的母語，而按照台灣地區分類：分別有北部手語、中部手

語和南部手語。北部手語來自東京系統的日本手語以及中國手語，中部手語大部

分是來自南部手語，南部手語則是來自大阪系統的日本手語及少部分中國手語，

台灣手語可說是最具多樣性，但絕大部分依然可以互相溝通無虞。按照溝通方式，

台灣國內現行手語依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網站區分，由台灣自行分類，可分為三

類：自然手語、文法手語、文字手語。 

 

1. 自然手語 

  自然手語是聾人以姿勢、表情、動作或手勢表達事物的形狀或概念所用的語言，

對聾人（者）來說，手語是聾人的母語 (林寶貴, 聽覺障礙教育理論與實務, 2006)。

手語是視覺語言，自然手語其語法結構是依主賓客位置、動詞前進方向、方位，

重點呈現方式來表達 (李振輝, 1997)，一般聽人學手語，必須融入聾人生活，了

解自然手語的詞彙與用法，才能完整了解其意思。自然手語最大的缺點是手語表

達的詞彙太弱，對於抽象事物及邏輯表達不易且不完整，在口語中，要表達一個

概念或意念時，可能會有好幾個生詞，但使用手語的表達時，只有一種表達方式，

要像口語一樣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表達方式來區別同義詞時，必定要再創造新的手

語詞彙，但人類手指指有十根，更多的手語變化表達並不容易，無法像口語一樣

創造出無限的生詞，現今聾人家庭與聾團體使用自然手語比率占多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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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法手語 

  文法手語是按照文字的規則架構所發展出來的手語。文法手語是教育單位為了

教育聾人學生學習口語及讀寫所發明的手勢系統，並強調依口語的文法打出手勢，

可說是口語的手勢碼 (劉秀丹，曾進興, 2007)。文法手語使用者，對於聽人，有

中文基礎者，再學習溝通上較為簡單，但在全聾或重度聽覺及無法學習口語的障

礙者，仍然眾多以自然手語為溝通語言。 

 

3. 文字手語 

  文字手語則是指以文字來表達，採逐字翻譯之表達方式，因此在於一些詞句子

較難具體呈現，是作為自然手語詞彙不足輔助之用途。 

依照以上三種分類的功能與定義其差異說明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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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然手語、文法手語、文字手語之差異 

 自然手語 文法手語 文字手語 

說

明 

(聾人平常溝通較常使

用的手語。自然手語

較著重臉部表情 

由學者發明，讓啟聰學

校的老師方便上課時使

用。文法手語的語法與

結構仿照中文。(聽人慣

用) 

每一個中文字單字都有

一個手語的對應。(聽人

慣用) 

優

點 

自然手語溝通速度較

快 

使用文法手語可以彌補

自然手語詞彙之不足，

且文法手語詞彙較多，

是教學上的手語系統，

並能口手並用。 

有助於教國語，打出人名

及地名，及把科學與技術

上之專有名詞從國語翻

譯成台灣手語。 

缺

點 

自然手語詞彙不足 類似語言創造，必須學

習 

不是一種便於溝通交談

的工具，且詞句較難具體

化。 

例

句

結

構 

自然手語動詞放在最

後： 

小動物－他－喜歡 

他－喜歡－小動物 他－喜－歡－小－動－

物 

本研究整理。 

 

   目前臺灣國內有三所公立啟聰學校，分別是 : 1917 年成立的臺北市立啟聰學

校、1956 年成立的國立臺中啟聰學校，以及 1891 年成立的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

聰學校，這三所公立啟聰學校，皆包括幼稚部、國小部、國中部、高中(職)部，

其這些學校都注重溝通的訓練與生活的教育。溝通訓練包含聽能訓練、讀話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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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訓練、筆談訓練、閱讀訓練，過去稱為養護訓練，是聾人教育的重點 (林寶

貴, 聽覺障礙教育理論與實務, 2006)，然而學習手語應該從小就開始，任何語言

皆是。教育部於 1975 年委託專家學者及資深教師，在 1978 年出版第一輯《手語

畫冊》教科書，並在 1787 年出版第二輯，是為了啟聰學校教學手語的一致性，

所編輯而成。 

   根據內政部統計截止至 2013 年底為止 （表 2），台灣領有身心殘障證明人口

達 112 萬人，佔人口比的 4.8%，其中身心障礙人口中，聽覺機能障礙者佔 10.9%，

全聾人佔了 4 萬人左右，然而全聾的聽障者，他們無法聽見語言，只能看見語言，

視覺對他們來說非常的敏銳，肢體語言的手語絕對是聾人文化的核心，依賴視覺，

除了觀看手語的動作，同時也注意對方的表情，表情能夠表現溝通者的情緒，所

以人們時常認為與聽障朋友溝通時，不習慣他們面部表情的誇張，也由於他們對

聲音敏感度低，會不自覺的發出較大的聲音，在聾人文化未被大眾所理解的情況

下，時常遭到被不禮貌的對待行為，變相霸凌歧視這樣的事件時常出現在社會新

聞版面，手語的動作輕重也代表不同意義。例如：「生氣」動作輕表示有點生氣，

動作重表示非常生氣 (趙建民, 1985)。所以在這種長期的歧視，我們應該思考去

接納差異，環境就不會有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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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 年底台灣身心障礙各項障別比例概況一覽表 

項目 時間 統計 說明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人數 102 年底 112.5 萬人  

佔總人口比 102 年底 4.8%  

主要障礙類別  

肢體障礙者 102 年底 37.9 萬人 占 33.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 102 年底 13.7 萬人 占 12.1％ 

聽覺機能障礙者 102 年底 12.2 萬人 占 10.9％ 

慢性精神病患者 102 年底 12.0 萬人 占 10.6％ 

多重障礙者 102 年底 11.7 萬人 占 10.4％ 

智能障礙者 102 年底 9.9 萬人 占 8.8％ 

視覺障礙者 102 年底 5.7 萬人 占 5.1％ 

失智症者 102 年底 4.1 萬人 占 3.6％ 

(資料來源 : 衛生福利部、勞保局)  

 

  近幾年手語在台灣逐漸熱門，一些聽人也漸漸地接觸手語，打破了手語不再只

是聾人使用的傳統印象，在 2009 年舉辦台北聽障奧運會，是台灣運動最崇高的

體育賽事，不僅是台灣的國際賽事，也是屬於聾人朋友的國際比賽，聽障奧運來

自 80 幾個國家 3,600 位以上的選手來到台灣參與盛會，而民間志工絕對是必不可

少的，人數招募也達到 2,200 多人加入，並付有完整的訓練課程，這些完成訓練

課程的民眾也獲得了免費手語班的課程，從初級中級到高級的分級手語課程都有，

聽障奧會也邀請國際手語講師來台授課，並希望聽奧可以用手語溝通沒有阻礙，

然而從聽奧以來後，手語在聽人中使用人數也逐漸爭多，一些不會手語的聽人也

透過培訓成為了手語翻譯員，不僅學會了一項語言，也多了一份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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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國際手語 

   手語就是一種語言，所以各國就有不同的手語語言，然而跨國溝通就有人制

定國際手語，由於每個國家有著不同的手語，因此各國舉辦國際賽事時，大會所

使用的就是國際手語，所以國際手語在國際上扮演了重要的語言統一的溝通工具。

國際手語 (International Sign Language，簡稱 IS ) 又稱為國際手勢。1990 年代盛行

被廣泛使用，是被用於國際場合的輔助手勢。 

  在 19 世紀初，聾人使用了一種輔助手勢系統的，在體育與文化活動的國際交

流背景下，為了規範國際手勢系統的需要，在 1951 年在義大利羅馬舉行第一屆

世界聾人大會，並計劃設計國際手語，此時在歐盟水資源框架指令(WFD)時討論

被形成了 (Association, 1975)，在不斷的測試下，於 1973 年，世界聾人聯合委員

會發表了一個標準化的詞彙，他們選擇常用自然且方便用於不同國家的聾啞人，

使語言簡單易學。該委員會在 1970 年代初出版了一本字典書（圖 6。Gestuno : 聾

人國際手語 (Association, 1975)，包含了約 1500 詞彙表。“Gestuno”這個名稱來

自義大利語，意思為手語的姿態和統一性，已成為英文常用，而此書也有被翻譯

成日語版（圖 7）。國際手語被視為非自然形成的人工手語，不過國際手語也常

被認為是由美國手語(American Sign Language，簡稱 ASL) 演變而來，因兩種系統

相似性高，但並沒有被記載這樣的演化過程。 

  

圖 6 Gestuno 聾人國際手語。資料來源：Gestuno（a.k.a 

International Sign Language）handspeak.com 

圖 7 日文版世界國際手語。資料來

源：Gestuno（a.k.a International Sign 

Language）handspea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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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手語和其他手語一樣俱備了，手形、方向、位置、移動以及不需要靠手

來溝通的，例如臉部表情，臉部喜怒哀樂也是對外的溝通方式，藉有臉部表情增

強手語所要表達的情感與張力，都和一般手語一樣，國際手語的目的是希望在國

際間能夠溝通，透過學會國際手語，讓聽障朋友人脈與世界接軌，實現溝通無障

礙。 

   在台灣，國際手語並不普及，在國際賽事才會看到，在台灣聾人之間使用國

際手語溝通並不常見，甚至根本沒有在使用，只有特定場合會出現，由於台灣手

語已經生存了好幾年，也經過世代的演變，每個詞彙都已經在聾人團體普及流傳

與使用，國際手語缺點是無法打出由漢字所組成的文字手語，例如地名與專有名

詞，《台北》如果以台灣手語打法，只要打出《北》字，使用國際手語，就要打

出《T、A、I、P、E、I》，手語目的是講求快速的溝通，一個是一個手勢，一個

是六個手勢，所以國際手語大致上是能夠交流，但卻無法完全取代當地文化，台

灣手語有非常濃烈的在地文化。不過很多自然手語都是通用的，例如：睡覺、牙

刷、跑步、衣服、背包，各國的手語大多一樣。但情感上的表達用語就有所不同，

例如：生氣、傷心、快樂、感謝、道歉等，各國就差異甚巨。自然手語是從生活

上的動作所延伸出來的，生活上的習慣也會被納入手語之一，但自然手語更普遍

的講法是肢體語言，不算正規手語，正規手語是被制定出來，並有在教科書記載

的手語字典。比方，中指在肢體語言中，是挑釁的意思，但在台灣手語，是《兄

弟》的意思，在其他國家的手語可能又不同意思，肢體語言的傳達，有一個很重

要元素，是表情，挑釁的表情跟比兄弟的表情不會是一樣，且並不會單比中指，

而會是一句話，人們會看前後文來判斷對方想說的話，藉此可以清楚了解，國際

手語制定多年，但卻不普及的原因卻有很多，任何的語言都是需要經過更長的一

段時間演變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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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語學習分析  

   學習是個複雜的現象，需要依照教學目標設計學習，並選擇適合的作業類型

或學習活動，評估學生參與後達成學習目標的程度 (Maki, 2010)。然而學習是訊

息的接收，在思考轉換儲存成記憶的一種學習，而學習是個體現象，透過觀察、

詮釋和反省反思。本研究針對手語學習做分析，學習手語包含了：專業老師學習、

書籍學習和網路影片學習三大載體。本章節為了解市面上手語學習的載體，進行

優缺點探討與分析。 

 

2.2.1 專業人士學習分析 

   由於文本書籍與網路的普及化，專業開課的手語教學少，通常由聽障協會開

班請專業老師教學，以一對多的班級教學，盼搭起聽人與聾人對話的橋樑，基本

課程主要教導手語單字，進階課程則包含句型變化，同時針對不同主題講解手語

的要素，包含了手語基本四大元素：位置、手形、方向和動作的比法。這樣的現

場教學優勢，透過專業老師的指導能夠清楚的了解手勢動作，由於學習不及英文

學習有商機，並非隨時都有開班授課之教學課程，這樣專業的課程並非常態，對

於一般聽人想要學習手語並不方便。過去大多數的手語班學習手語是透過手語歌

曲來學習，但是手語歌與手語其實有差異性，畢竟與溝通模式差距甚遠，學手語

必須先了解聾人文化，並學習如何跟對方溝通才是正確有效的學習方式。 

  在台灣，一對多的手語學習常於學校社團出現，一般大學生如果想進一步學習

手語，大多可以透過手語社為基礎進入，關於師資培育學校也大都已開設手語課

程，而針對畢業以出社會的社會人士，可以選擇在聾人協會開的課並進一步的與

專業老師一對多學習。在美國，手語也成為美國的第四個語言，在授課教導美國

手語，高中與大學美國手語的第二外語學分也逐年增加。Akamatsu 與 Stewart 於

1987 調查指出，在美國的聽障師資培育機構中，手語課非常普遍，93％的大學要

求學生具備某種程度的手語技巧（引自邢敏華，2001，頁 162）。可見美國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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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機構或是一般大學，廣開手語課程作爲專業師資培訓或是第二專長之用 (邢

敏華, 2001)。學習是透過模仿、練習和反覆，老師們能多次重複的教導學生並增

加他們的學習記憶，一對多的現場教學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像是針對聾人朋友，

一對一教學才能快速有效地學習溝通。 

 

2.2.2 書籍學習分析 

   書籍的學習包含了對文字、圖片視覺等認知歷程的瞭解，也包含了思考，這

些都對於文本的學習有極大的關聯。目前市面上的手語學習書籍多元，書籍的學

習能夠在各大圖書館中容易尋找之教材，內容廣泛包含文字的敘述與圖文兼具的

學習，透過照片或插畫描繪手語，手語在沒有空間的形式表現下，可能誤導讀者

對於手語手勢的正確性，手語就像語言一樣，有時容易出現詞彙上的誤解，手語

更是如此，包含了手勢及表情上的動作，因此在文本的學習中，對於圖文學習效

果有限。 

  早期出版業的興起，對於手語有不少的相關書籍，包含相片紀錄的圖文教學、

黑白線圖的圖文教學，在這麼多的教材選擇中，學習者應選擇適合自己學習的教

課書與方式，便才能提高學習成效。由於近年來出數位化的崛起，出版業已沒落

許多，手語書的出版大多停留在早期，甚至有些版本 20 年來並更新改變，近期

也沒有相關新的手語教學書籍的出現，數位時代深深影響了文本，以下針對目前

市面上手語書籍進行分析。 

 

(1) 手能生橋 (丁立芬、史文漢) 

  在臺灣「手能生橋」是近半世紀的一本手語書，於中華民國 60 年代所編訂而

成(圖)，編著者為丁立芬、史文漢等人，近期最後在民國 94 年重新編輯第十三版

手語書出版，一共有二冊，由中華民國聾人協會所編訂（圖 8），內容透過線條

描繪與文字的解說，內容色彩是黑白的，但大多數的聽人與聾人表示難以理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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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書中內容也沒有表情的說明。 

 

圖 8 手能生橋書本。本研究拍攝 

 

(2) 臺北市手語翻譯培訓教材第一冊 (台北市勞工局) 

  是由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於民國 90 年所編訂，而民國 96 年改版為之「臺北市手

語翻譯培訓教材第一冊修訂版」（圖 9），集結了手語專家、民間聾人以及手語翻

譯員製作而成，主要協助聽語障礙朋友就業並且穩定就業，該書內容以真人圖像

為主，且結合數位圖像影音光碟，以及演練句子，以精闢的解釋手勢說明，因而

學習成效彰顯，頗受好評。 

 
圖 9 臺北市手語翻譯培訓教材第一冊修訂版。（取自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官網） 

 

2.2.3 網路影片學習分析 

   網路與電腦科技的發展，突破了時空的限制，不僅影響生活，同時也衝擊學

習的型態 (王秋華, 2001)。網路學習又稱線上數位學習，網際網路如宇宙般無限

大空間，這樣大的空間，包含了電子書、線上圖書館和教學影片等多樣化數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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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數位學習具有相當多的好處，不僅不受空間時間所限制，不再局限於教室內；

降低學習成本，可節省龐大的講義費；教材更多樣化，可使用影音、圖片、動畫

等形式來呈現教材，這樣的學習使得更具彈性，並提供了終身學習的機會。 

透過智慧型載體學習，我們可稱為行動學習。對行動學習定義而言，可在任何

時間、地點以及裝置上接受學習。行動學習提供的是模組化，片段的資訊，讓使

用者取得資源的時候可使用，因此，行動學習絕對不是將整個數位學習課程原封

不動搬到載具上，要重新根據應用的情境進行教材設計 (吳欣蓉, 2011)。 

影片學習是網路學習的一個小部分，任何有聲有動作都可以稱為影片，影片包

含真人拍攝及動畫，影片具有圖有聲音並茂的學習優勢，他能夠取代某部分文本

成為較好的學習教材，但由於影片的檔案大小會影響畫質的解析度，在較好的畫

質中，因為影片檔案的過大，使用者網路品質及行動裝置必然影響載入影像的速

度，迫使學習可能斷斷續續，這樣的學習也帶來相當大不便之處。（圖 10）為日

本國際手語線上學習網站平台，由 NPO 法人日本 ASL 協會製作，網站使用影片

的學習方式，旁邊菜單欄位為用語分類，裡面包含生活常見單字的學習。 

自從網際網路發展以來，有 Youtube Vimeo 等影片上載網站，有了這些平台，影

片學習方式對於現今已相當普遍，這樣學習方式也格外方便且迅速。 

 

。  

圖 10 日本 ASL 協會國際手語學習網站  

(資料來源 : NPO 法人 日本 ASL 協会 is.npoja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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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科技發展快速，行動裝置的普及化，行動裝置的方便影響人們生活，運用

在行動裝置的 app 也漸漸的多元化，學習手語的 app 也開始出現，以下針對國內

外有關手語 app 進行分析，充分了解行動裝置在現代化學習趨勢。 

 

(1) 台灣手語線上辭典（TSL） 

  「台灣手語線上辭典」（圖 11）是由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從 2001 年在

國科會支持下開始進行規劃、收集詞項、錄影、剪輯、文字說明、網站建置等工

作 (蔡素娟，戴浩一，陳怡君, 2015)。此線上手語辭典有助於學術上的教學與應

用，是一個手語資料庫，辭典包含了手語音韻 (組成詞彙的基本元素) 、構詞以

及語意，並且透過影片的教學，讓有興趣研究手語的使用者能夠方便查詢及學習。

以下為構詞學與音韻學名詞解釋： 

 

1. 構詞學： 

  即是一個單獨的手語是如何構成的；或將兩個手語很快的併在一起，其意即有

所不同 (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2007)。 

2. 音韻學： 

  是研究心理的語言系統，所以連沒有聲音的語言也有「音韻學」，每個自然手

語有自己的「音韻」系統，不是聲音的系統，而是手形與動作的系統 (Myers), 

2001)。 

 

圖 11 台灣手語線上辭典（TSL）app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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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用手語辭典 （Sing Language Dictionary） 

  「常用手語辭典」（圖 12）是由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委託臺灣師範大

學特殊教育中心規劃建置，是台灣第一支官方單位所研發之手語 APP，整合靜態

中英文字、圖片和動態的聲音和影像等效果，以新興的資訊科技呈現「常用手語

辭典」的紙本內容，提供即時、快速、互動和多元的另一種學習手語方式 (林寶

貴, 2015)。手語 app 含有 339 個基礎手勢，1,2890 個中文詞彙，以及有經過錄製

9581 部動態影片的演示。然而在教育安置上也因不同的溝通模式，教師不懂手

語，無法對使用手語的聽障學生或聾人，透過手語的教學達到教育目標；聽人同

學不懂手語，無法和聽障同學發展友誼關係與社會互動 (楊雅惠, 2015)。辭典主

要目的是提升特教老師的手語教學技能與品質，也同時幫助聽障學生提升中英文

語言程度。功能除了單字詞彙的查詢與學習以外，也提供了測驗功能與紀錄複習

手語的收藏，測驗提供了自我測試，收藏手語隨時反覆練習也提升學習的成效。 

 

圖 12 常用手語辭典（Sing Language Dictionary）app 介面。 

 

(3) Five app  

  「Five app」 是一款利用手語圖形傳送訊息的 app，由波蘭 18 歲新生代創業家

Mateusz Mach（圖 13）開發，盡管他目前只是高中階段，並募集了 15 萬美元的

種子資金打造，也獲得聯合國支持下一個版本的應用程序。憑著這一股初生之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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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虎的信念和行動，Mateusz 不但順利募得種子創業資金，Five 也達到 10,000

名聽障用戶，Mateusz 的團隊預估將有機會在北美達到 15 萬名用戶 (金靖恩, 2017)。

使用者透過 Five 介面互動（圖 14），可以自行組合手勢圖案，形成一個可溝通的

句子，並以訊息傳送給親朋好友，圖形是以逐格動畫(Stop-motion graphic)作為特

點，由 2 到 5 個影格連續組合的 gif 圖檔，超過 800 個 gif 動畫，不過這些圖形只

能作為訊息貼圖使用，他不適用作為教學用途，從 UI 界面來看，因圖檔太小，

辨識度與空間感影響了使用者觀看，針對沒有學習過手語的人來說，可能很難懂

圖象的比法，然而 app 會取名為 Five，是因為 five 的筆法就是五根手指頭，也就

是手；手語的意思。Five app 藉此打造了友善的聾人的聚集地，也讓各地聾人相

互認識到彼此，增加感情。 

 

圖 13 Mateusz Mach - five app 第一版。  

(取自: @artiwards twitter - Top 10 Teenage Entrepreneurs In The World) 

 

  

圖 14 five app iOS 第二版。(本研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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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遊戲中學習的手語字典 (日語: ゲームで学べる手話辞典) 

  「在遊戲中學習的手語字典」是日本本土研發的一款手語字典（圖 15），是一

款透過遊戲學習手語，該學習方式是以 3D 立體作為設計，具有空間感，擁有 360

度 3D 動畫，可以學習超過 3000 種手語，還能將手的動作改為適合自己的速度，

而 UI 3D 方面可選轉使用背面透明功能，從打手語人物的第一人稱角度檢查手的

移動，該 UI 3D 也獲得日本專利認證。而遊戲主要透過情境遊戲做學習，遊戲中

會有怪物的出現，怪物會比手語給使用者觀看，通過 flick 輸入來回答這個詞是

什麼意思，如果回答成功並正確，就會使出魔法攻擊怪物（圖 16）。然而該手語

app 獲得東京聾啞人士協會與東京都聽力障礙聯合會支持，並獲得國際通用設計

委員會主辦的“IAUD 獎 2014”銀獎。 

 
圖 15 在遊戲中學習的手語字典。(本研究截圖) 

 

 
圖 16 在遊戲中學習的手語字典。(本研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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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動態圖像設計概況 

  本章節瞭解動態圖像設計（Motion Graphic）的發展，對影片與動態圖像設計

差異分析，並針對動態圖像設計應用在學習上的作品作為本研究設計的參考，同

時也對於動態圖像設計的特色進行了解，並探討其定義發展沿革與當今現況。 

 

2.3.1 動態圖像設計的起源與發展 

  在 20 世紀藝術史中，電影動畫佔有獨特的地位，1920 年代實驗性電影先驅者

對後代的動畫師與圖形設計師產生了重大影響， 1950 年代電影動畫產生了一種

新的圖像形式，稱之為「Motion Graphics 動態圖像設計」 (Krasner, Motion graphic 

design, 2008)。本章節探討動態圖像設計的歷史與動態圖像設計的興起。 

 

(一) 動態圖像設計沿革 

  動態圖像設計（Motion Graphics）最早起源可追朔到 19 世紀，Motion Graphic

這個用詞的出現已經有 50 幾年歷史，是由美國著名動畫師約翰‧惠特尼（John 

Whitney）在 1960 年所成立「Motion Graphics Inc.」製作公司，是首次於商業領域

使用此詞彙來說明動態的設計影像 (Krasner, 2008)。可以說確實地為「Motion 

Graphics」這個專有名詞第一次出現在世上。動態圖像設計全稱為 Motion Graphics 

Design 簡稱 MG。中文翻譯為動態圖像設計或動態影像設計，是臺灣近幾年新興

的產業。動態圖像設計結合了平面設計、動畫電影特效，表現形式豐富且多變，

又能展現藝術性風格。動態圖像設計主要應用於節目頻道、商業廣告、MTV、演

唱會、光雕等互動裝置。曾擔任紐約 Suspect 工作室的資深美術指導的台灣動態

圖像設計師劉耕名所述「Motion Graphics 跟平面設計一樣是一種傳達訊息與人溝

通的表現方式，只是，更強烈，視覺傳達效果強、製作時間短、創意表現更多元。」 

(飛爾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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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知動態圖像設計都可以稱為動畫，而動畫的定義相當廣泛，但大致上動

態圖像設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的（Animation）動畫，針對有關長篇具有

劇情起伏的動態影像作品，第二類是（Motion Graphic Design）動態圖像設計，而

Motion 是移動 Graphic 是平面，Motion Graphic 是針對平面計的動畫，是短時間的

視覺傳遞，包含轉場時間音效等…讓畫面更加生動。以下整理兩者差異 (表 3)。 

 

表 3  動畫與動態圖像設計差異 

 （Animation）動畫 （Motion Graphic Design）動態圖像設計 

特色 影像特效或針對劇情角色 視覺上的表現運鏡搭配音效 

時間 較長的長篇動畫 短時間的視覺呈現 

類型 適合電影，有劇情 適合節目片頭、商業廣告、光雕 

本研究整理。 

 

(1) 早期繪畫的動態發展 

  追溯於早期繪畫，動態圖像已有被應用於壁畫及繪畫之中，最有名為 1912 年

杜象(Marcel Duchamp)作品之下樓梯的裸女：第二號（圖 17），畫面巧妙運用了殘

影的重疊並營造出走動的姿態，是一張遵循了立體派的作品，並且具有動態效果

的繪畫。然而同時期，賈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作品「被栓住的狗的動態」（圖

18），也同樣使用殘影表現動態感，巴拉擅長使用描繪在動態中物體的多個連續

圖形，透過描繪多個不同角度的靜止圖形的形式去表達動態和速度，創造了將傳

統油畫與時代相融合的二十世紀繪畫。而巴拉作品當時參考了李奧納多･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s）作品「維特魯威人，1487」（圖 19）以及埃德沃德･邁布里

奇（Eadweard Muybridge）之作品「邁布里奇的馬，1878」攝影（圖 20），然而特

魯威人一作有可能是目前最早具有動態感的一幅繪畫，雖然此畫作並不是刻意畫

成動態感，被世人認為在描述人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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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下樓的裸女二。 

法語：Nu descendant un 

escalier n° 2 (1912) 

圖 18 被栓住的狗的動態。 

Dynamism of a Dog on a Leash (1912) 

 

圖 19 維特魯威人。

Vitruvian Man (1487) 

 

 

  此外埃德沃德･邁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是一名英國攝影師，他使用多個

相機去捕捉動物運動，將這些圖像照片繪製在光盤上（圖 21），在透過投影方式

射方式將影像投射出去，他因為拍攝了大量的動物與人物動態而成名。 

  
 

圖 20 動態的馬。 Muybridge's The Horse in Motion (1878) 

 

圖 21 光盤。A 

phenakistoscope disc by 

Muybridge (1893) 

 

(2) 光柵運用的動態圖像設計（Animated Illusion） 

  光柵（Animated Illusion）又可以稱為魔術移動圖像(Magic Moving Images)、不插

電動畫（Scanimation），實際上他是一個莫列波紋現象。莫列波紋(Moiré pattern)

是一種在柵欄條狀，透過重疊所產生的干涉影像現象。廣義來說光柵的應用是透

過物理移動去影響視覺變化而產生錯視而來，運用了視覺原理的「遮蔽性認知」，

將部分圖像遮蔽，在透過移動的速度產生視覺上的連續性動作，移動速度能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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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運動的快慢。光柵的應用最有名為「Gallop!: A Scanimation Picture Book」（圖

22）兒童動畫一書，該書一出版即獲得紐約時報排行榜第一名，也是歷史上第一

本應用光柵(Scanimation)的書籍，本書適用學齡前，讓小朋友讀者能夠認識到動

物的運動。該書作者為魯弗斯．巴特勒．塞德（Rufus Butler Seder），是一位插畫

家，而他早年發明了「Lifetiles」，是一種玻璃磚做的壁畫，路人經過時壁畫會像

活過來的感覺（圖 23），這些壁畫一樣是透過 Scanimation 的技術應用製作而成，

這些都裝置在車站、水族館與博物館等的公共空間裝置藝術。 

  

圖 22  Gallop!: A Scanimation Picture Book 

(2007) 

圖 23  about rufus butler seder's lifetiles medium 

(1990) 

 

  本研究生於大學期間的畢業設計作品，透過利用光柵的視覺表現製作的手語學

習書籍，製作上是利用 2~3 個連續逐格圖形，預設柵欄寬度，進行圖像的切割重

疊，透過黑色柵欄條狀遮蔽圖形產生視覺動態（圖 24）。光柵的學習帶給了使用

者不一樣的學習體驗，結合了手感互動與視覺互動五感中的觸覺與視覺，增加了

學習的興趣，該作品也是本論文動態圖像應用於手語學習的初期作品，當年度作

品獲得 2015 年德國紅點設計獎與 2016 年東京 TDC 年度大獎。然而光柵應用於

手語學習的作品也有設計上的限制，光柵無法模擬出複雜的動態手勢，也無法表

現手語最重要的表情傳達，在學習上，光柵應用在手語上的學習成效可能不如預

期效果好，但能夠引起別人關注與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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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本研究者之手語學習書籍於 2015 的創作。（江柏逸，2015）。 

 

(二) 電腦時代的動態圖像設計興起 

  從動畫發展中，電影與電視上裡發現早期的動畫粒子特效及電視節目的開場片

頭等，當時認為這只是一項技術，直到近期加入了平面設計，人們開始認為這不

僅是一項技術，當平面設計加入了時間軸，從移動轉場變化，設計師們在思考如

何讓畫面呈現的更流暢，以及讓畫面視覺張力更凸顯，這項技能逐漸成為一項專

業，稱為動態圖像設計師（Motion Designer）。然而 Motion Graphics 與動畫（Animation）

較為不同的是動態圖像設計沒有特定的角色故事，角色的存在或行為通常不是主

軸，最重要的是畫面視覺跟隨著音樂和口白的變化，Motion Graphic 主要的核心

是傳達訊息，訊息能否完整傳達給觀眾才是重點 (鄭凱文, 2015)。後期 Motion 

Graphic 也加入了 3D 技術應用，動態圖像設計再也不是只是平面設計的應用，他

也可以是 3D 動畫上表現與轉場，增加了畫面精緻度，成為往後光雕視覺特效的

製作與擴增實境的應用。 

  至今，動態影片包含了許多格式，網路上主流的影片格式不外乎有 AVI、WMV、

MOV、MP4、RM 等…，然而動態圖像設計，他就是影片，除了上敘的影片格式

之外，他能夠輸出成 GIF 格式，GIF 對於一般影片來說，其解析度低，檔案較大，

GIF 實際上是一種壓縮格式，他有效的減少在網路的載入時間，並以 8 位元(256

色)色呈現真實色彩。動態圖像設計使用的是向量所繪製而成，在圖形上像素

（pixel）比例減少了許多，相對的在檔案空間上比較小。在畫面上，像素（pixel）

越大檔案越大，影片上的畫質的清晰度取決於像素彩色比例的多寡，像素色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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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越多，畫面越清晰。影片解像度(Pixel Per Inch)又稱每英寸像素，又被稱為像素

密度，其數值直接反映了圖像質量。像素密度(Pixel Per Inch)，為圖像列印或顯示

器在單位面積上像素數量的指數。一般用來計量電腦顯示器，電視機和手持電子

裝置螢幕的精細程度。而每英寸像素值越高，螢幕能顯示的圖像也越精細。所以

PPi 只會在螢幕所看到的尺寸與 dpi 使用於印刷單位不同，這也是螢幕畫面影像

與實際印刷品的差異。 

電腦的出現也帶動了更多人投入藝術設計產業，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早期設計師

使用 Adobe Flash 製作，後期則由 Adobe After Effects 取代，然而新生代設計師與

藝術家們也開始大量使用電腦執行創作作品，透過電腦程式編寫出視覺作品也成

為一種新媒材創作，電腦逐漸了影響了設計藝術領域，也對於動態圖像設計的發

展產生了改變，除了應用在電影影片特效上，在網頁及行動裝置也被廣泛的應用，

除了 GIF 檔的應用，透過 SVG 程式編碼在網頁上的應用也能讓圖像變成動態，

程式的編寫圖形動態並非像素組成，而是確確實實的向量圖形。SVG 是一種基

於可延伸標記式程式語言，全名為可縮放向量圖形，用於二維向量圖形的圖形格

式（圖 25），向量圖檔易讀性高，並且是以程式碼修改和編輯，這一類的設計是

透過電腦去撰寫程式，成為近幾年電腦程式藝術領域。 

 
圖 25  SVG 可縮放向量圖形。（取自：wikimedia.org） 

 

2.3.2 動態圖像設計應用於學習作品分析    

  現今多媒體發展越來越成熟，多所學校也將動畫學習融入課程，這樣的動態的

學習近年來越來越盛行，以圖像化的方式，讓學習更有趣味性與記憶點。藉由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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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擬真動畫媒體，可彌補傳統平面教學較難呈現的動態變化內容 (徐正和, 

2002)。（圖 26）為康軒教材國文課附錄影片，該影片利用動態圖像設計呈現，具

有清晰的畫面與流暢的動態，清楚了解課文中的詞彙含意，增加學習者對於圖像

的記憶度。（圖 27）為 ewant 育網開放教育平臺高雄大學王政弘愛設計！親手打

造個人創意商品之課程，JOE 是要你教膠我-紙膠帶設計教學，該課程影片介紹

如何設計紙膠帶之教學影片，學習者透過動態圖像設計了解設計紙膠帶流程，影

片清楚傳達該設計對於尺寸的設定與設計圖的出血等印前作業。 

 
圖 26 教學輔助影片：中國文字的構造。 (取自康軒教材，國文第二冊備課光碟附錄之影片) 

 

 
圖 27 JOE 是要你教膠我-紙膠帶設計教學。（取自 ewant 育網開放教育平臺高雄大學王政弘愛設

計！親手打造個人創意商品課程 2016/02/24 ~ 2016/04/12）。 

 

  此外，Rieber(1990)提出學生在牛頓定律學習上，使用動畫陳述較靜態視覺更為

有效 (蘇金豆, 2005)。動態圖像設計除了可以使用轉場讓畫面效果顯得有視覺感，

必須注意避免大量使用無助於教學的視覺符號，可能影響並分散學習效果，教學

者必須針對動態設計策劃有效的學習放式，透過簡單明瞭的圖像符號來學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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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圖像設計融入教學的基本概念，主要期望教育能夠提升學習者學習的意願與

興趣，並維持學習者專注上。以下針對利用動態圖像的學習平台與作品分析： 

 

(一) The TED-Ed Clubsc 知識型動畫俱樂部頻道 

  TED 是全世界最受矚目的知識平台，是一家非營利機構組織，該組織匯集了全

球的科學、文學、設計、音樂與政治等傑出人才，他們分享了關於技術、思考探

索和社會等相關知識與創意點子。而 TED-Ed 是 TED 提供的線上教育課程影片，

"Ed"是英文（教育 education）的縮寫，該影片透過動態圖像（Motion Graphic）的

方式學習。影片的製程是來自全世界對知識教育有熱情的人，他們將自己想分享

的內容提供給 TED-Ed，再由 TED-Ed 動態設計師協助將內容作成短篇動畫。而

此線上教育課程本身語言除了英文外，TED 也透過「公眾翻譯計劃（Open 

Translation Project）」推出各種語言的翻譯，計畫目的是為了讓全世界 45 億人口

可以獲得同樣的知識，該計畫由 2009 年開始，透過大眾平台為 TED 演講、TEDx、

TED-Ed 製作翻譯字幕，目前為止有超過 3000 名義工曾經參與過翻譯，包含了各

國各種語言的字幕翻譯。TED-Ed 收錄個各種相關知識影片，透過簡短及生動的

動畫方式，影片全部皆不超過 10 分鐘，且富有教育意義等相關主題，透過動態

圖像（Motion Graphic）讓學習變得更容易理解，而台灣蘋果日報與 TED-Ed 教育

頻道合作，於 2016 年 2 月份推出中文版，內容不再只有中文翻譯，而是採中文

配音模式，讓學習更加快速且淺顯易懂。下圖（圖 28）為 TED-Ed 中文網提供的

影片，該解釋為何身體會衰老，從畫面拆解分析來看，影片先告訴觀看者世界上

有一位活到122年的婦女，但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是因為基因會影響壽命長短，

而外在環境與食物會影響基因損壞變異的結果；該動畫沒有多餘的轉場效果，而

使用的色彩與圖像符合扁平化設計原理，且每段動畫清楚表達含意，故事結構起

承轉合恰好，搭配配音解說與字幕，讓教學動畫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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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我們的身體為何會衰老。 

（取自: TED-Ed 蘋果 tw.appledaily.com/teded） 

(二) 磨課師教學 MOOCs 

  磨課師是透過數位網路開放給使用者學習的平台。磨課師（MOOC）一詞最早

創立於由 2008 年，由加拿大兩位學者：分別 Bryan Alexander 與 Dave Cormier 提

出的 MOOC 概念，創設理念強調學習者的自主性與創造力，展現學生主動學習

的態度與精神，當時兩位學者開設了一門課為「關聯論與關聯知識」，該課實際

到場只有 25 位學生，但線上同時卻有 2300 人修課，這讓兩位教授相當驚訝，認

為數位學習顛覆了傳統學習印象。從 2012 年開始被視為磨課師元年，從原本的

單向修讀，轉向為雙向教學，雙向教學是能夠希望在學習過程中可以給雙方回饋，

並訂有評量機制展現學習成果；MOOCs 也緊扣著學習的動機與課程的設計，課

程教學的設計從原本的教師錄影，近幾年漸漸地開始出現動態圖像（Motion 

Graphic）的教學，讓學習平台選擇更多元化；下圖（圖 29）為臺北醫學大學藥

學系磨課師線上課程「中藥概論-方劑的配伍與禁忌」，該影片述說中藥材如何搭

配才能其藥效果達到藥效功效，以及搭配某種藥材影響主要藥物等。動態的畫面

較為簡單陽春，主要以動態角色取代了真人的的方式，動態場景以中藥行為主，

讓觀看者能夠深入其境，也能讓教學設計不再出外取景，這也是動態圖像設計的

優勢。 

 

圖 29 TMU-MOOCS 中藥概論：方劑的配伍與禁忌。 

（取自：TMU YouTube Channel 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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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結 

   溝通是人類最重要與生俱來的本能，用甚麼溝通是我們後天學習而來，手語

便是一種溝通的方式。回顧手語的發展沿革，手語給眾人帶來的不僅是聾人的語

言，而是每一個人都能學習的語言，他能夠強化大腦的思考，增進溝通能力。早

年使用手語的聾人一度被限制，使得聾人受到歧視與不平等待遇，手語隨著時間

演化，人們開始了解聾人的文化，也漸漸地注重手語的交流，由於手語在各國間

如同語言一樣有不同的見解，溝通受到了阻礙，人們並制定了國際手語，學習國

際手語能夠帶動國與國之間的國際交流，並且深化情感，如同英語是世界的共通

語言般。然而國際手語已制定了一段時間，周邊國家已有開始使用國際手語作為

交流，國際手語對於台灣人來說普遍還不熟悉，甚至聾人之間也不使用，作為世

界統一性語言的國際手語我們有必要且必須持續地推動與發展，要推動語言勢必

要學習，有學習才能活用並且延續，而學習這件事動機便是重要的。Schein 與

Stewart (1995) 指出 : 影響一個人學習手語的能力，第一是態度、第二動機，第

三是同理心，透過自身去理解別人的感受；所以學習手語必須了解聾人的文化是

缺一不可的。在全球數位化時代，學習的方法更是千方百種，如何有效地讓使用

者快速學習並記住是很重要的事，作為一個教學者必須了解各種學習的載體與媒

介是必不可少，透過文獻的整理讓我們了解到，學習手語不再是傳統的文本的教

學，在人人一機的時代，數位化學習能增加使用者的使用次數，相對的學習也方

便，並能提高學習的成效。然而動態圖像的學習方法近幾年發展逐漸增多，透過

生動的圖像畫面再搭配解說配音，讓觀看者能清楚接受相關訊息，學習過程中不

會枯燥乏味且有趣，針對檔案與解析度上，其畫面的品質較高且檔案較小，本創

作論文將透過動態圖像的學習方式應用於國際手語上，藉由動態圖像的教學提升

現代年輕人學習並推廣國際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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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驗設計 

  本研究探討手語學習的各種載體在學習上的成效與影響，因此根據研究目的

進行實驗設計，了解並分析手語在學習媒介上的優缺點，將先前的文獻資料搜集

整理運用在動態圖像設計的設計創作上作為參考依據，透過實驗設計，了解從傳

統的學習到數位化的學習，在學習載體媒介上所學習手語的便利性與成效等相關

問題。實驗研究可說是最嚴謹、最遵循科學法則，且是唯一能真實考驗因果關係

之假設的量化教育研究法 (潘宇文, 2004)。 

  本研究為實驗研究，為理解現行手語影片的學習成效，根據研究目的進行實驗

設計與分析，有學習就有評量，評量做為後測，然而透過研究設計了解並分析動

態手語的成效性，是否有助於學習上的成效。實驗研究法不僅能判定數個變項間

的相互關連，更能藉由操弄自變項，控制無關干擾變項，觀察並測量依變項的相

應變化，來對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作出因果關係的解釋，再將這研究結果概括至

實驗情境以外的母群體 (王文科，Rainbow & Froehlich, 2001，1987)。 

 

3.1 實驗研究 

  實驗研究可說是最嚴謹、最遵循科學法則，且是唯一能真實考驗因果關係之

假設的量化教育研究法 (王文科, 2001)。為瞭解手語的學習記憶方法，對於一般

大眾的大學生學習手語語言圖像記憶能力之學習效果，假設學習上動動態圖像設

計比真人實拍教學影片學習成效來的好，採用實驗設計的隨機分派實驗組與控制

組後側實驗，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大一學生為母體，隨機 46 名為研究對象，

分為 21 控制組與 25 實驗組。由於兩組樣本不相等，本實驗樣本數多，樣本誤差

較小，不會影響變異數（適用於獨立樣本 T 檢定）。本實驗進行時，基於學生完

全沒有手語基礎的情況下，設計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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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維持研究的客觀性，本實驗包含具備三個基本原則：可複製性、隨機性

與區組性。而本研究可對不同的受試者、在不同的情境下，重複進行；隨機化則

在本實驗研究進行必須做到隨機的抽樣，確保實驗結果的外在效度。最後，區組

性可協助研究者分離不同的操作程序並且進行比較。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於學校距離方便與配合度，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一學生 46 位為實

驗對象，隨機分派實驗組與控制組。 

 

3.3 研究限制 

(一)場地與時間限制 

  由於人數與測量關係，為配合研究設計實驗進行方式，場地則選用臺灣師範大

學設計學系 6A 教室，以投影機進行多數人教學，整個實驗設計時間經考量設計，

過程必須一致性，上課的時數不夠，可能會影響實驗的效果，較不易看出明顯成

效。 

(二)評量的限制 

  由於評量人數眾多，也因為手機使用率的普及，因此評量則採用線上 google

表單進行測試，由受試者進入指定網址進行評量，這也考驗該手語實驗設計對於

放置網路上呈現效果，對於未來將大量設計放入網路平台學習的可行性。 

 

3.4 研究設計 

  實驗組與控制組，以相同的測驗進行評量，包含「國際手語教材編輯委員會」

內容為測驗。先教學後測評量，題目皆為「我們」、「誤會」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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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驗進行方式 

  實驗組接受動態圖像設計的手語教學，而控制組則接受實拍影片的手語教學，

皆同時接受教學處理，以播放觀看投影螢幕方式學習，接受相同教材、相同時數

的教學。每題 30 秒學習後，10 分鐘休息，後測，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遵照指示

開啟 google 表單測驗進行評量。本研究實驗總計共 50 分鐘。 

(二) 實驗教學與測驗 

  實驗教學，實驗組測驗由研究者所創作的三組動態圖像設計，所製作的動態手

語教學，控制組測驗由 2009 年台北聽障奧運國際手語翻譯員所拍攝之真人手語

教學影片，測驗與教學皆同個單字，如（圖 30）。第一個單字「我們」，第二個

單字「誤會」，第三個單字「說」。本研究後測避免學生相互詢問答案影響測試結

果，要求不得交談，填寫完畢並關閉網頁離開現場。 

 

圖 30 左邊為「實驗組」與右邊為「控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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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研究工具與實驗材料 

  為配合研究目的之需要，本研究使用的工具有：財團法人二○○九年臺北聽

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基金會所發行的《國際手語教材編輯委員會》 (周

國棟，陳志和，邱金治，陳 康，靳武龍，賴銘輝，王興嬙, 2009)。研究所需器

材有：投影機、電腦，智慧型手機。 

  由於實驗設計的驗證，本創作已先進行創作設計以便研究進行，針對角色設定

並繪製。以下為草圖設計（圖 31）。 

 

 

圖 31 草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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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表單測驗進行評量。 

 

撰寫研究報告 

 

3.6 研究流程與空間配置 

(一) 研究流程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設

計 

本研究基於學校距離方便與配

合度，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

一學生 46 位為實驗對象，隨機

分派實驗組與控制組。25 / 21 

控制組 影片 ( Video ) 21 
實驗組 動態平面設計

( Motion Graphic ) 25 

工

具

與

材

料 

實驗單字 : 財團法人二○○九

年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籌

備委員會基金會所發行的《國

際手語教材編輯委員會》。單字 

實驗工具 : 投影機、電腦、智

慧型手機。 

實驗空間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系館 6A 教室 

實

驗

進

行 

接受相同教材、相同時數的教學。每題 30 秒學習後，10 分鐘休息，後測，

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遵照指示操作 google 表單填答示開啟 

資

料

整

理 

受測者於 google 表單測驗進行評量。整理資料處理與分析撰寫研究報告。 

 



40 
 

(二)  實驗空間 

  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系館 6 樓 6A 教室作為本次實驗空間，空間包含

投影機、電腦、桌子、椅子，該空間最多可容納 30 位同學 (圖 32)；為了維持實

驗的客觀性，研究者進行實驗操作必須盡可能保持環境的一致，除了獨變項與依

變項。 

 

 
圖 32 實驗空間。 

 

3.7 資料統計分析 

  本章節針對 google 表單測驗回收之有效問卷，依據受試者對於手語的詞彙理解

與認知能力表現進行 T 檢定（T-test）檢測分析。 

 

(一) 資料統計 

  為了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需要一個獨（分組）變項（實驗組：動態圖像、控

制組：影片）與一個依變項（如答對率）。（表 4）為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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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答對率資料統計 

控制組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實驗組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2 1 1 1 

3 1 1 1 3 1 1 1 

4 1 1 1 4 1 1 1 

5 1 1 1 5 1 1 1 

6 1 1 1 6 1 1 1 

7 1 1 1 7 1 1 1 

8 1 1 0 8 1 1 1 

9 1 1 0 9 1 1 1 

10 1 1 1 10 1 1 1 

11 1 1 1 11 1 1 1 

12 0 1 1 12 1 1 1 

13 1 1 0 13 1 1 1 

14 1 0 0 14 1 1 1 

15 1 1 1 15 1 1 1 

16 1 0 1 16 1 1 1 

17 1 1 0 17 1 1 1 

18 1 1 1 18 1 1 1 

19 1 1 1 19 1 1 1 

20 0 1 0 20 1 1 1 

21 1 1 1 21 1 1 1 

    22 1 1 1 

    23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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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1 1 0 

    25 1 1 0 

        
答對人數 19 19 15 答對人數 25 25 23 

答對率 90% 90% 71% 答對率 100% 100% 92% 

 

(二) 資料分析 

表 5 T-test 單個題目與控制組比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平均 

實驗組 100% 100% 92% 97% 

控制組 90% 90% 71% 84% 

單尾檢定 0.060 0.060 0.035  

 

結果統計分別對實驗組及控制組之學生進行後測，實驗組平均分數為 97%，控

制組平均分數為 84%，（上表 5）顯示，第一題與第二題未達顯著差異，第三題

則達顯著差異。整體相比（表 6）（66 個控制組結果 vs. 75 個實驗組結果），檢

定前提是假設每一個測驗結果都是獨立的，達顯著差異。小於 0.05 視為顯著差

異。 

 

表 6 整體相比 

雙尾檢定 0.006 

單尾檢定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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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結果與分析 

依據實驗設計的驗證，本實驗研究先進行創作設計，分別以三組動態圖像設計

作為實驗題目，第一個單字「我們」，第二個單字「誤會」，第三個單字「說」，

以臺灣師範大學大一學生 46 位學生作為受測對象，隨機分派為實驗組 25 人學習

動態圖像設計與控制組 21 人學習真人影片，兩組樣本誤差小不會影響變異數（適

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實驗空間為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系館 6 樓 6A 教室作為學習

空間，透過投影方式學習，每題 30 秒學習後休息 10 分鐘，同時接受相同教材與

相同時數的教學，過程保持一致姓，再透過 Google 表單進行測驗與回收問卷，

並依據獨變項（控制組與實驗組）與依變項（答對率）作為統計結果分析。 

結果分析顯示，實驗組第一個單字「我們」答對數為 25 人(100%)，第二個單

字「誤會」答對數為 25 人(100%)，第三個單字「說」答對數為 23 人(92%)，實驗

組平均答對率為 97%；控制組第一個單字「我們」答對數為 19 人(90%)，第二個

單字「誤會」答對數為 19 人(90%)，第三個單字「說」答對數為 15 人(71%)，控

制組平均答對率為 84%。上述顯示第一個單字與第二單字未達顯著差異，第三個

單字「說」則達顯著差異，控制組以「說」單字答對數明顯較少。整體相比狀況

（75 個實驗組結果 vs. 66 個控制組結果），雙為檢定為 0.006，單為檢定為 0.003，

假設每一個測驗結果是獨立的則實驗數據結果小於 0.05 並視為顯著差異。 

根據資料統計分析顯示，以動態圖像設計作為教學的實驗組，在學習圖像記憶

上優於以實拍影片的控制組，其詞彙理解與認知能力的表現整體有顯著的差異。

藉由簡化圖像的動態圖像設計手語教學，可避免多餘的資訊干擾，聚焦於手勢動

作的學習，增進學習者的圖像記憶能力，並輔以手勢軌跡提供空間線索，強化手

語學習在視覺空間概念的不足。然而手語的動態圖像設計教學並不需要藉由聲音

來學習，這也是動態圖像設計應用在手語教學上的學習特點，透過智慧型手機行

動載體，以動態圖像設計轉換成 GIF 檔案的學習方式，不僅縮小了檔案，在放置

網路平台以不占大量載入空間為優勢，不受時間地點所控制，增加了學習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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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學習更具有彈性。動態圖像設計手語教學不僅在學習成效較佳，其畫面品質

檔案大小與格式傳輸上更具競爭力，數位的學習也突破傳統的學習方式，透過行

動學習能增加了學習的意願，並隨時提供使用者資訊，動態圖像設計的學習未來

也慢慢成為線上主流教學方式，提供最快速、畫面最清晰的學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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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設計創作論述 

5.1 創作說明 

本研究創作理念與動機旨在探討，動態圖像應用於國際手語學習成效，透過文

獻探討與研究方法之實驗設計綜合分析後，發現在具有動態的手勢上需要以凸顯

背景的顏色來顯示手形，使畫面步驟更聚焦，能提升觀看者學習上的記憶度，如

本研究第四章的實驗結果證明。並依此歸納整理出適合的視覺呈現方式應用在設

計創作上。本設計創作選擇以基本生活用語作為主要設計範圍。 

 

5.2 創作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設計創作並依照財團法人二○○九年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備委

員會基金會所發 行的《國際手語教材編輯委員會》單字選出 100 個常用手語作

為本次的手語動態圖像設計內容，以下歸納出設計程序。 

 

（一）設計程序說明 

1. 人物角色造型設定 : 

  選定手語單字，為了考慮觀看者對於人物造型的感受，臉部表情與手型手勢是

手語傳達喜怒哀樂的重要溝通工具，因此在人物表情與手勢上必須在畫面的呈現

達到最清晰無誤。 

2. 角色色彩確定 : 

  根據第四章的實驗設計結果歸納並色彩計畫，人物的服裝色彩對於動態圖像畫

面來說非常重要，整體畫面的視覺保持簡單，不出現過於複雜的信息。 

3. 背景色彩 : 

  背景顏色在教學過程中屬非常重要的一環，背景會影響整個畫面的清晰度，須

襯托角色色彩進行設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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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設計 : 

  設計透過使用After Effects進行圖層編輯與應用，並為圖像注入時間軸的概念，

活化平面設計，並增加動作流暢性。 

5. 創作作品檢討 : 

  在藉由創作作品測試調查一般觀看者，對於手語動態圖像設計整體視覺流暢度

與圖像記憶理解，是否在動態過程中，時間的停頓秒數影響手勢的教學而導致誤

判進行檢討。 

 

（二）創作工具 

  本研究有關動態圖像設計，在創作材料上以數位方式呈現。  

採用工具分別如下 : 

1. iphone7 : 拍攝專業手語，由專業老師打手語影片作為創作素材。 

2. CorelDRAW X7 、Adobe Illustrator CC 2015 : 將拍攝的影片進行手勢描繪。 

3. Adobe After Effects CC 2015 : 將繪製的素材圖像製作成動態，並做合成處理。 

 

（三）手語單字篩選  

  本創作整理依據財團法人二○○九年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基

金會所發行的《國際手語教材編輯委員會》 (周國棟，陳志和，邱金治，陳 康，

靳武龍，賴銘輝，王興嬙, 2009)。篩選出常用基本手語 100 個詞彙單字（附件 1）。 

 

5.3 創作內容 

  經第四章的實驗驗證，本研究初期試作的三個單字動態作品，在動態圖像運用

在手語學習上確實帶給了使用者學習上的成效，本章節涵蓋了創作內容、創作執

行過程、以及創作成果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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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創作設計過程說明與限制 

1. 角色造型設定 : 

  角色整體風格設計採扁平化設計（圖 33），由於手語的溝通位置幾乎都位在半

身焦距上，所以造型上以避開下半身之設計，而人們在觀看角色並學習過程中，

避免因造型過於複雜增加學習的困難度，在角色中刻意拿掉脖子部分，脖子是頭

與身提連接的重要部分，但在動態圖像設計中不需刻意表現，觀看能清楚知道該

位置為脖子部位，另一方面，在頭型動態部分不會因脖子而限制動態範圍。 

 

圖 33 角色設定 

 

2. 角色設定色彩 

  在角色的膚色與服裝顏色採較低彩度色彩應用，膚色（R255. G189. B130.），服

裝選擇灰色（R132. G132. B132.）作為應用，低彩度色彩搭配目的是減低載體色

光的刺激影響觀者造成視覺疲勞（圖 34）。 

 

圖 34 灰暗色背景降低眼睛視覺疲勞，並聚焦於角色手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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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角色動態設計色彩規劃 

  由於本創作為動態圖像應用於手語的學習上，在手語的手勢，在動態畫面中以

白手套設計聚焦在手勢（圖 35），讓視覺點突顯在手勢姿勢上，也避免與臉部膚

色混淆，這也是動態圖像的一項特色與優勢。 

 

圖 35 動態截圖，白色手套能避免與人體膚色混淆 

 

5.4 作品呈現與執行 

本創作選定 100 個常用手語單字基本用語作為本次設計，除了動態圖像的手語

圖形記憶學習外，作品也透過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設計的呈現，讓動態圖像

更加完整的應用在學習上，增加學習的互動，透過交互的設計提升使用者學習的

興趣，並帶來學習上的成效。以下作品為手語詞彙與 app 設計： 

 

（一）動態圖像設計應用於手語作品 

1. 100 個常用詞彙之動作設定 

  經過了研究方法的角色設計並實驗研究完成後，原有的角色設計臉部呈現縮下

巴，這有可能誤導觀看者觀看臉部表情，而本次創作已在臉部表情上經過了修正，

以及在手勢上的優化（圖 36），以下為 100 個手語動態辭彙之作品圖表（表 7）。 

每個詞彙正面與側面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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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左圖為實驗研究的原本設計，右圖為修正後的創作 

 

表 7 100 個手語辭彙動態截圖作品圖表 

 

fat 胖 

 

thin 瘦 

 

know 知道 

 

dontknow 不知道 

 

go 去 

 

come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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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ck 厚 

 

light 薄 

 

night 晚上 

 

noon 下午 

 

want 要 

 

motorcycle 摩托車 

 

thanks 謝謝 

 

sorry 對不起 

 



51 
 

 

feel 感覺 

 

happy 快樂 

 

afraid 害怕 

 

short 矮 

 

mrt 捷運 

 

misunderstand 誤會 

 

job 工作 

 

no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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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不是 

 

think 心想 

 

disappointed 失望 

 

dream 作夢 

 

forget 忘記 

 

man 男 

 

expensive 昂貴 

 

cheap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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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是 

 

home 家 

 

remember 記得 

 

high 高 

 

subway 捷運 2 

 

buy 買 

 

hungry 餓 

 

worry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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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醫師 

 

medicine 藥 

 

people 人 

 

female 女生 

 

daughter 女兒 

 

bus 巴士 

 

sport 比賽 

 

train 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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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父親 

 

they 他們 

 

brother 兄弟 

 

taipei 台北 

 

taiwan 台灣 

 

mother 母親 

 

name 名字 

 

old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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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老師 

 

self 自己 

 

son 兒子 

 

child 兒童 

 

sister 姊妹 

 

friend 朋友 

 

brave 勇敢 

 

see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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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問 

 

teach 教 

 

love 愛 

 

talk 說 

 

write 寫 

 

help 幫忙 

 

hearing 聽人 

 

deaf 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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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like 不喜歡 

 

outside 外 

 

angry 生氣 

 

young 年輕 

 

you 你們 

 

hope 希望 

 

us 我們 

 

that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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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為甚麼 

 

what 甚麼 

 

taxi 計程車 

 

heavy 重 

 

time 時間 

 

store 商店 

 

this 這 

 

like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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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ilet 廁所 

 

thirsty 渴 

 

wait 等 

 

give 給 

 

open 開 

 

hotel 飯店 

 

bike 腳踏車 

 

inside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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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 慢 

 

light 輕 

 

bank 銀行 

 

school 學校 

 

close 關 

 

nurse 護士 

本創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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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製作 

依據 100 個手語詞彙手勢，在實際製作階段中，首先角色人物設定必須在製作

動態前確定，國際手語部分透過專業的手語老師吳牧師協助拍攝影片，之後進行

手勢的描繪，描圖也必須考慮到側邊，工作狀況如下（圖 37）所示。 

 
圖 37 執行的前置作業-國際手語「姊妹」。 

 

  開始進入軟體的動態設計，軟體版本為 Adobe After Effect CC 2015.3，無使用外

掛插件，物件的命名上，R 表示在右半邊的物件（也就是人物的左半），L 反之。

首先將人物 AI 設計稿拆層並匯入 After Effect （以下簡稱 AE），再將 AI 檔全部

轉換成 AE 的形狀。為了能較靈活地彎曲，決定直接在 AE 裡重新以 path 線條繪

製手臂。（正、側面同） 如下（圖 38）所示。 

  

 
圖 38 AI 檔全部轉換成 AE 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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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選取頭部物件，點及滑鼠右鍵選擇 pre-compose，將頭部先包在一個合成裡，

以利製作。（正、側面同）如下（圖 39）所示。 

 

圖 39 點及滑鼠右鍵選擇 pre-compose。 

 

 

製作袖子方面，因希望袖子可以跟著手臂做相同的變形，這邊使用到子母屬性

（Expression pick whip）的功能，製作共有四階段，以下進行解說。 

 

(1) 首先複製貼上一個 armL，命名為 sleeveL，並將此線段圖層的屬性欄展開找到

Path 屬性，按住鍵盤 Alt 鍵滑鼠點擊  以新增表達式，點擊後會看到 Expression

欄位被呼叫出來（圖 40） 

 

 

圖 40 複製貼上一個 armL 命名為 sle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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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 armL 圖層的屬性欄展開，找到 Path 屬性，滑鼠點擊所叫出的 Expression

欄位裡的螺旋圖示（Expression pick whip）  不放，拖曳至 armL 的 Path 屬性層，

意即新增表達式 thisComp.layer("armL").content("Shape 1").content("Path 1").path。此

作法可使 sleeveL 的 Path 屬性等同 armL 的 Path 屬性，做到變形連動的效果 

（圖 41）。 

 

圖 41 找到 Path 屬性叫出的 Expression 欄位裡的螺旋圖示。 

 

(3) 袖子過長，這裡使用 Trim Paths 的功能將線段截短：點擊 Add 旁邊的小箭頭，

選擇 Trim Paths（圖 42），並打開 Trim Paths 屬性將 End 調整為 96%。 

 

圖 42 打開 Trim Paths 屬性將 End 調整為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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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著由於剛剛將 Line Cap 的模式切換為 Butt Cap，肩膀缺了一個半圓，所以

在不選取任何圖層的狀態下，快點兩下圓形形狀工具新增一個圓形命名為

shoulder cup L，Fill 選擇袖子顏色，Stroke 調整為無，找到 size 屬性，調整為 40,40，

並將其移動到肩膀的位置（圖 43）。另一邊重複同樣的步驟做出 sleeveR。 

 

圖 43 調整為 40,40 並將其移動到肩膀的位置。 

 

  綁定手掌方面，為了讓手掌跟著手臂的前端移動，這裡使用到 Expression pick 

whip、Trim Paths、sourceRectAtTime() ，三種功能配合。前兩者在製作袖子的步

驟中經解釋過，而 sourceRectAtTime()是一個可以抓出圖層邊界的表達式。利用

Expression pick whip 做到變形連動後，再利用 Trim Paths 將線段截短到只剩下一

個極小的點，最後利用 sourceRectAtTime()抓到小點的邊界，而因為是極小的點，

所以點的邊界近乎為點的位置，如此就能指定任何物件的位置為此位置；製作方

面分四階段，以下進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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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直接複製貼上一個 sleeveL，如此就可以得到一個已經做好變形連動並設

有 Trim Paths 的圖層，重新命名為 armL_bottom，並將 Trim Paths 屬性中 Start 的表

達式欄位呼叫出來，輸入 99.999；End 調整為 100%，如此就會得到極小點 

（圖 44）。 

 
圖 44 輸入 99.999；End 調整為 100%。 

 

(2) 任意新增一個形狀或空物件(null object)，命名為 hand follow L，在此物件的

Position 屬性新增以下表達式： 

target = thisComp.layer("armL_bottom"); 

sRect = target.sourceRectAtTime(time,false); 

target.toComp([sRect.left,sRect.top]) 

這段表達式大致上的意思是：指令 target 為 armL_bottom 的屬性，又令 sRect 為 target

的邊界，此位置為 target 的 sRect 中的（右邊界值, 上邊界值），而“ . ”在表達

式中是「的」的意思，為方便替換，這裡是用另外的物件做跟隨而不是直接用手

掌。完成表達式後就會發現該物件已經移動到手臂的前端了（圖 45）。 

 

圖 45 這裡是用另外的物件做跟隨而不是直接用手掌。 

 

(3) 接著使用中心點工具將手掌的中心點調整到適合的位置後，按住鍵盤 Shift

鍵滑鼠點擊手掌圖層的螺旋圖示不放並拖曳到 hand follow L 圖層，使手掌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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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follow L 的子圖層，並把 hand follow L 圖層眼睛圖示關閉。子母圖層概念：

子圖層會跟隨母圖層的動作，但母圖層不受子圖層的動作影響（圖 46）。僅點擊

螺旋圖示拖曳是在不改變現狀下，子圖層的其他時間點將跟隨母圖層；若拖曳同

時按住 Shift 鍵不放則可以讓子圖層的位置、旋轉、大小對齊至母圖層。 

 

圖 46 子圖層的其他時間點將跟隨母圖層。 

 

(4) 最後回到 armL_bottom 的 Trim Paths 屬性，調整一下 Offet（偏移），使手掌（極

小點）移動到適當的位置（圖 47）。 

 

圖 47 調整一下 Offet（偏移）。 

 

  正面頭部設定方面各有三階段，以下進行解說。 

(1) 轉頭時頭髮的中間部分會稍微偏移，故在匯入前有先將頭髮分為兩部分，分

別為（圖 48）中間部分 hair_center 左 1 及基底 hair 左 2，影子部分也依照頭髮分

為 hair_shadow_center 左 3 及 hair_shadow 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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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轉頭時頭髮的中間部分會稍微偏移。 

 

(2) 轉頭時會露出後半圈的頭髮，所以需要將基底的 hair 往左右即上方延伸，再

複製一個 face 圖層做 Alpha Matte （遮罩/蒙版）（圖 49）。 

 

圖 49 轉頭時會露出後半圈的頭髮。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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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ir_center 和 hair_shadow 在轉頭時兩邊會超出去所以也各複製一個 face 圖層

做 Alpha Matte。另外，將 hair_shadow _center 圖層 Parent 到 hair_center；hair_shadow

圖層 Parent 到 hair 圖層，使影子跟隨頭髮移動（圖 50）。 

 

圖 50 在轉頭時兩邊會超出去所以也各複製一個 face 圖層。 

 

 

  耳朵方面，轉頭時耳朵一隻在臉前一隻在臉後，所以複製一組耳朵，重新命名

為 Rear_F 及 Lear_F，並 Parent 到 Rear 及 Lear，再在將兩組耳朵圖層分別移至最

上層與最下層（圖 51）。 

 

圖 51 將兩組耳朵圖層分別移至最上層與最下層。 

 

  嘴巴方面，有需要張開嘴巴的動作時，再 mouthLINE 圖層的 Content 中複製一

個相同 Shape 來做嘴巴開合（圖 52）。 

 

圖 52 再 mouthLINE 圖層的 Content 中複製一個相同 Shape 來做嘴巴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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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向控制方面各有三階段，以下進行解說。 

(1) Layer > New > Null Object 新增一個空物件，命名 Turn，將該物件中心點移至

物件中央，並將物件移到臉的中間（圖 53）。 

 

圖 53 將物件移到臉的中間。 

 

(2) 除了耳朵、臉，以及已經有母圖層的圖層外，其餘圖層都 Parent 到 Turn 圖層

上，如此就能透過空物件一次移動所有物件（圖 54）。以單字 “Not” 為例，要

將臉往右轉，就在 Turn 的 Position 上新增 keyframe 並按 F9 使動作出入點緩和化

(Easy ease)，往後新增第二個 keyframe，並將物件往右移動。而 hair_center 會更往

右偏一點，所以在同樣的兩個時間點也在 hair_center 的 Position 上設 keyframe 做

微調（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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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其餘圖層都 Parent 到 Turn 圖層上。 

 
圖 55 Position 上設 keyframe 做微調。 

 

(3) 耳朵的部分，同樣以單字 “Not” 為例，臉往右轉時 Rear 應向左移動；Laer

向右移動，因為 Rear 在臉之後，所以把 Rear_F 圖層這段的透明度設為 0，或者

截掉（圖 56）。 

 

圖 56 把 Rear_F 圖層這段的透明度設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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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面頭部設定方面各有三階段，以下進行解說。 

(1) 頭髮：同正面，頭髮分為兩部分（圖 57）左 1、左 2，並做延伸及 Alpha Matte。

與正面不同的是，因為側面頭髮有超出臉的輪廓線，做 Alpha Matte 的形狀是取

臉加上頭髮的輪廓（圖 58）。 

  

圖 57 同正面，頭髮分為兩部分。 圖 58 取臉加上頭髮的輪廓。 

  

(2) 臉：眉、眼、嘴：複製一組眉毛、眼睛往左移至以鼻子為中心對稱的位置，

再從正面頭部的合成中複製嘴巴到這個合成裡，對齊到原本嘴巴的位置，並分別

複製 face 做 Alpha Matte（圖 59）。 

 

圖 59 分別複製 face 做 Alpha Matte。 

 

(3) 鼻子：由於側面鼻子跟臉的顏色一樣，頭向右轉時進到臉輪廓線以內的範圍就會無法辨識，

因此要做一個可調整的陰影。先新增一個深色色塊緊鄰鼻子右側，然後複製一個鼻子，將複製出

來的鼻子，做為深色色塊的 Alpha Matte，並連同深色色塊一起 Parent 到原本的鼻子（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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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將複製出來的鼻子，做為深色色塊的 Alpha Matte 

 

  轉向控制方面：和正面一樣新增空物件，中心點調整至中央，位置移至鼻子，

將頭髮、眉、眼、嘴、耳都 Parent 到空物件，需要轉頭的時候即可以此空物件控

制，各部位再做微調。鼻子因為不論轉左轉右都是往右移動，所以需要單一調整，

往作轉時就直接往右移即可，往右轉時則須讓前一步驟所設置的深色色塊相對於

鼻子往左移動，使陰影出現（圖 61）。 

 
圖 61 和正面一樣新增空物件，中心點調整至中央。 

 

  側面後側手部設定：手掌的綁定方式與正面相同，在此不重複說明，直接說明

的是若遇到後側手上臂要維持在身體後側而下臂及手掌要移動到身體前側的設

置方式。在此以單字 Dream 為例，原本手臂整隻都在後面，但此單字手勢後側手

會移到前側，所以必須另外做一部分的手臂蓋在前面（粉紅色標示處）（圖 62）。 

 
圖 62 此單字手勢後側手會移到前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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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說明，同樣是螺旋鈕 ，複製圖層時，若沒有同時選取子母圖層，Parent

的設定就不會被複製（圖 63），但在屬性裡使用 Expression pick whip 所做的設定

實際上是新增表達式的動作，所以是會一起被複製的。而袖子的做法就是使用

Expression pick whip 將其 Path 屬性設定為與手臂的相同，因此我們直接複製袖子

並調整 Trim Path 的 Start 設定就可以得到粉紅色線段而不會有對位上的困擾。 

 

圖 63 若沒有同時選取子母圖層，Parent 的設定就不會被複製。 

 

  接著就是整段動畫的前後圖層銜接，為了讓畫面清楚一點（圖 64），在此將圖

層用顏色分類，arm 為黃色；sleeve 為粉紅色；hand 為膚色；hand follow 為紅色；

身體為咖啡色， 有一些袖子是作為手掌的Alpha Invert Matte，下個部分會做說明。

 
圖 64 在此將圖層用顏色分類。 

 

  

 



75 
 

  手掌切換：與袖子相同，以直接切換圖層的做法來做手勢切換（圖 65）。各有

二階段，以下進行解說。 

 

圖 65 切換圖層的做法來做手勢切換。 

 

(1) 子母物件：要切換的手勢先調整好中心點，按住 Shift 點擊圖層螺旋鈕不放拖

曳，Parent 到最初的手掌圖層，這樣做是為了能在同個圖層調整 Keyframe，若有

需要個別調整則改 Parent 到 hand follow 圖層。 

 

(2) 遮罩：前面常常用到的 Alpha Matte 是「依照上一層圖層的不透明度顯示」 

（圖 66），而 Alpha Invert Matte(簡稱 Inv)則是「依照上一層圖層的不透明度排除

顯示」，需要時，用到袖子作為手掌的 Inv，把手掌尾端截掉，看起來就會像是袖

子蓋過手掌尾端。 

 

圖 66 依照上一層圖層的不透明度排除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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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作成果分析 

  本節針對創作作品對於動態圖像設計應用於手語，在表現空間的手法、表情設

計的表現手法、動態韻律感與重複動作的手法進行分析。 

 

(1) 動態平面手語表現於空間的手法 

在空間的表現上，平面設計不及於三維設計，平面設計是點對點 X 軸與 Y 軸

連結成線在到面的構成，加入了時間軸就形成了動畫，而 3D 三維設計就是包含

了 Z 軸，在立體動畫方面我們就可以使用 3D 軟體輕鬆製作具有空間與光影的動

畫，而動態圖像設計就無法做到這一點，動態圖像設計可在空間表現上透過時間、

大小、角度與陰影做變化，製造出模擬 3D 的現象，而本創作使用了這樣的方法

製作了手語肢體空間表現，例如手勢往前移動，我們就可以透過放大手勢來顯示

這樣的效果。 

 

(2) 表情設計的表現手法 

表情是手語溝通最重要的一個傳達情緒的方式，一般書籍手語較少會出現表情

上的繪畫，大多以手勢的動作為主，然而動態圖像設計就能做出生動的喜怒哀樂

表情符號，不管是哭泣、難過或是頭部動作，都能夠表現出來，這也是動態圖像

設計應用的優勢與特色，例如透過眨眼，我們可以做出快速縮小眼睛及快速放大

眼睛作為眨眼的效果。而在轉頭方面，只要臉部輪廓移動就能展現轉頭效果，這

也是空間表現手法之一。 

 

(3) 動態韻律感與重複動作手法 

動態韻律感能夠讓動態更加的流暢，在重複動作過程中，不會讓畫面有跳格的

現象，不需要透過重播按鈕，並且能持續的學習，觀看者也能知道起點位置到結

束，在畫面結束後能接回起點動作，起點與結束點動作必須一致性，就能讓動態

 



77 
 

連續重複動作，並且不會混淆手勢，而韻律感就是起始畫面的速度必須由慢到快

再由快到慢的曲線模式，從起手勢開始到結束去微調，這樣能夠避免動作的速度

一致性造成動態的不真實，或是太快速的手勢影響觀看者學習效果。 

 

（二）Logo 形象識別設計 

品牌打造是一件很重要的環節過程，為了讓本作品應用在各種載體上，如 APP 

ICON，並扮演了一個長久經營的角色，本手語作品透過品牌加深使用者對於作

品或產品的印象，讓品牌內涵深入作品裡，而在未來長久的經營及產品市場的推

出，也將能其延伸的應用。 

 

1. 標誌設計故事起源 

本 LOGO 設計起源於來自於傳說中天堂鳥的故事。「傳說之中有一種鳥叫天堂

鳥，生活在天堂樂園裡，然而似乎上天在開他玩笑，他並沒有翅膀，也沒有雙腳，

像棉花般地隨著氣流飄浮在空中，他開始厭倦天堂生活逃離到人間，到了人間發

現蝴蝶在飛翔於花園之中，天堂鳥對蝴蝶說：「真好！生活在這麼一個彩色豐富

的花園裡一定很幸福吧？」蝴蝶對天堂鳥說：「或許我說從外表看起來美麗動人，

但是你不知道蝴蝶都有色盲，我甚至看不清自己的模樣與顏色。」那一刻天堂鳥

覺得有點悲哀，心想：難道看起來這麼美麗的蝴蝶也有缺陷的地方，然而他想起

自己沒有翅膀與雙腳，他不由自主的自憐起來，原來美麗的事物始終有缺憾」。 

 

2. 設計理念 

  標誌結合手的意象與聽的意象，並帶有天堂鳥的語意（圖 67），形成一個看起

來像手，另一方面又看起來像天堂鳥的標誌，藉由天堂鳥的故事啟發，美麗的事

物始終有缺憾，並藉由設計關懷身邊的身心障礙的朋友（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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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Logo 標誌設計演變。 圖 68 標誌設計。 

 

（三）動態手語設計運用於 APP 載體學習 

MGISL 是一款使用動態圖像(motion graphic)來學習國際手語 APP，研究顯示圖

像記憶能帶給觀看者學習上的成效，在學習圖像記憶上優於實拍影片，可避免多

餘的雜訊干擾，聚焦於手勢動作的學習，增進學習者的圖像記憶能力。使用者透

過易於操作的聊天訊息 UI 介面方式包含動態的顯示與步驟拆解進行互動與學習，

也增加了學習上的樂趣。MGISL 這款 APP 便是希望能夠使大眾更簡便的學習國

際手語，為聽障朋友打造更友善的社會環境。以下分析 app 功能。 

 

1. 首頁操作的學習模式 

  透過訊息的互動回饋，每個手語包含平面的步驟拆解，讓學習更有互動與趣味

性，每段回復的手語可納入收藏，未來可以點選收藏進行複習（圖 69）。 

 

圖 69 APP 首頁操作的學習模式。本研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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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蒐藏與討論功能與每日精選詞彙 

  點擊收藏的手語，進行複習，每個手語中都有討論串訊息，使用者使用社群網

站登入留言，透過討論方式糾正錯誤或給予回饋，讓 MGISL 更加完整。使用者

透過系統所發送的每日精選詞彙，每天可以練習到不同的手語（圖 70）。 

  

 

圖 70 APP 蒐藏與討論功能與每日精選詞彙。 

 

  

 



80 
 

（四）展覽呈現 

1. 布展 

  包含一個大牆與四個表板，包含使用情境與作品介紹，觀看者能夠透過大牆面

與手語進行互動，透過動態深入了解手語肢體動作與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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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展 

江柏逸、徐卉萱、張淑憫三人共同聯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設計系碩士班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Design 

Master's Degree Program  

United Exhibition 

DESIGN ING 設計進行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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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媒體採訪 

蘋果日報 - (2018 年 10 月 21 日) Facebook 蘋果日報粉絲頁與蘋果日報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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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新聞 – (2018 年 1 月 18 日) 公視新聞台手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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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教會公報 – (2018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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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作品檢驗與討論 

  根據研究方法與實驗設計結果，確實動態圖像應用於手語學習有所成效，而本

章節依據創作將手語動態圖像放置 APP 所設計的程式 MGISL，最後透過易用性

測試與使用者經驗訪談找出 MGISL 的優缺點，並且提出建議並加以修正，針對

大眾族群都能使用的 APP 為目標，因此，本論文除了對一般大眾測試，也針對

聾人或者聾人家庭做深度的訪談與介面測試的研究。本檢討以「MGISL」APP 作

為主要檢討，深入了解對使用者的問題與需求，並對 APP 的操作進行分析檢討，

分別邀請聾人以及聽人進行。第一部分分別先透過易用性測試讓使用者進入情境

操作 APP，易用性測試必須單獨進行，並觀察與記錄。第二部分則使用焦點團體

訪談法，邀請五位聾人進行深度訪談，本創作檢討將分為易用性測試與使用者經

驗焦點團體訪談二階段，各階段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為易用性測試。本階段透過觀察使用者操作 APP，了解使用族群在

APP 學習上產生的各種問題，是否因為流程操作上不易，易用性測試是一種以使

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概念，易用性設計的重點在於讓產品的設計能夠符合使用者的

習慣與需求 (Lin, 2016)。將觀察的問題加以彙整評估分析，並且歸納出未來 APP

建議方向。 

  第二階段為使用者經驗焦點團體訪談，訪談對象針對聾人族群，由 Robert 

Merton 於 1940 年代所發展的「焦點團體訪談法」（focus group）執行。焦點團體

是指以研究為目的，選取某些符合特定條件的成員所組成的團體來進行訪談 (周

雅容, 1997)。此方法可以在同一個時間內由一位研究者蒐集一群團體人員的資料，

透過第一階段已經測過易用性測試的使用者，經過訪談了解使用者設計需求，再

將其解決進行評估，目的希望能將動態圖像應用手語在 App 的載體學習上有所

幫助，以了解使用者真正的想法與需求，分析與了解使用者在使用中的反應，

APP 的操作是否有清楚記得圖像的學習，最終在未來給予 APP 所需的目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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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檢討方法與執行 

  易用性測試與焦點族群訪談，易用性先測試後訪談，實際的易用性測試會給使

用者一個情境，讓使用者更有參與感，並且更容易進入狀況，能夠更接近真實的

情況。而焦點團體訪談對象針對聾人族群，使用焦點團體訪談法能讓使用者（聾

人或聽人）更有參與感，並且針對現有功能優化，透過團體方式能給予相互討論

增進腦力激盪思考能力並解決問題。易用性測試與焦點團體訪談計畫如下（表 8）

與（表 9）所示，由於本 APP 功能較簡易，易用性測試時間設定每人 10 分鐘，

並攝影紀錄。而焦點團體訪談法訪談時間約一小時，訪談清單如下。 

 

時間： 2017 年 11 月 5 日，14:00 至 15:30 

地點：博愛手語教會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269 巷 3 號 B1 (總會地下室) 

拍攝：攝影機、腳架、手機 

紀錄：筆、紙、題目 

人員：本研究生 1 名、聾人 5 名、手譯翻譯 1 名  

 

表 8 易用性測試規劃與執行 

易用性測試規劃與執行 

1 2 3 4 5 

設計測試情境

問題 

規劃測試空間

與架設器材 
邀請受試者 

進行測試與觀

察 

進入焦點團體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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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焦點團體訪談計畫與執行 

焦點團體訪談步驟 

5~10 分鐘 40~50 分鐘 10~15 分鐘 10~15 分鐘 

前言與自我介紹 提出問題與想法 彙整概念說明 結論與建議 

 

5.5.2 對象描述 

  本測試對象為聾人與聽人，雖本 APP 主要是大眾族群的使用，但由於手語是

聾人的語言，本研究有必要針對聾人所提出的意見作為日後設計修改考量。 

（表 10）為對象聾人，（表 11）為對象聽人。 

表 10 易用性測試與焦點團體訪談對象成員資料 

易用性測試與焦點團體訪談對象成員 (聾人) 

編碼 性別 年齡 職業 
是否佩戴 

助聽器 

是否使用過 

國際手語 

A 女 67 無 否 否 

B 女 43 商 是 是，一些 

C 女 54 家庭主婦 否 否 

D 男 54 工 否 否 

E 男 55 牧師 否 是 

 

  

 



95 
 

表 11 易用性測試對象成員資料 

易用性測試談對象成員 (聽人) 

編碼 性別 年齡 職業 是否使用過手語 
是否使用過 

國際手語 

G 女 24 研究生 否 否 

H 女 24 上班族 否 否 

I 男 21 學生 是 否 

J 男 20 學生 是 否 

K 男 24 研究生 是 否 

 

  本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先進行易用性測試在進入焦點團訪談。而本創作是針對

大眾族群，在聽人方面，只做易用性測試。本測試告知受測者情境問題，受測者

按照情境進行 APP 操作，過程中並錄下操作影片作為後續分析（圖 71）。測試流

程如下。 

 

(1) 設計測試問卷與任務  

15 分鐘的測試，包含 3~4 個主項目，其中會再包含數個子項目，用以定義主

項目的測試是否成功。 

(2) 規劃空間與器材 

使用者將下載 app 進行測試，在任何不影響測試的空間執行。 

(3) 填寫試前問卷 

問卷包含受試者基本資料，並介紹此 app 的理念與功能，測試前不提供讓受

試者先看到介面設計畫面，以免影響受試結果。 

(4) 進行測試與紀錄 

告訴受測者題目，並錄下操作者操作的畫面 

(5) 進入焦點團體訪談 （附件 2）、（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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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詢問聾人生活上的相關問題以及針對 APP 上可改善方面，過程中

使用手語交流（手語翻譯協助進行）。 

 

 

圖 71 聾人訪談。本研究拍攝 

 

 
圖 72 易用性測試。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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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分析結果與討論  

  根據易用性測試完並整理後，從受測者角度發現，聾人大部分使用者都能理解

該 APP 上首頁的主項目是透過尋找單字時使用的方法，瞭解該 APP 的邏輯是透

過訊息一回一答的方式呈現。僅少部分的測試對象無法順利操作某部分流程的子

項目，例如在測試翻轉觀看靜態的選項，「A」對象無法順利找到，對象「C」則

找不到加入最愛的 icon，都必須從中指引，觀測者發現「C」對象的手機字體的

設定都用最大的字級，這可能是他找不到 icon 的主要原因，而「B」、「D」與「E」

對象在主項目中都能順利完成任務，不過有一半的聾人朋友在每個單字的討論下

無法成功的進行留言，在填寫暱稱與填寫內容的裱框太相似，以及位置擺放的邏

輯不對，可能造成了使用者在填寫時無法順利發送留言的原因。 

  焦點的深度訪談中（過程中有手譯人員），由於本 APP 設計初期以英文為主，

本次訪談的聾人較為年長對於英文不熟悉，使他們覺得操作起來不太順暢。另外

一方面，但單字量太少，也建議或許可以有分類尋找，一來就可就不用輸入文字；

訪談中聾人朋友們認為透過使用動態圖像能有效地幫助學習並且快速獲得資

源。 

  在聽人操作觀察方面，由於受測者年紀相對年輕，在 APP 主畫面的操作較順

暢，子畫面部分，在每個單字辭彙的討論版上，同樣出現了無法順利完成留言的

情況，顯示在介面設計上關於單字辭彙底下的討論留言需要有待加強與改進，這

是本創作 APP 美中不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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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意見 

6.1 創作結論  

  國際手語在台灣並不常見，且鮮少人使用，反而在日、韓及東南亞國家越來

越多人使用，至 2009 年聽障奧運前後更多的聽人逐漸開始接觸手語，在台灣通

常以台灣手語為主，聾人方面也對於國際手語較為陌生，作為全球統一語言的國

際手語，應該積極推廣國際手語的學習，且讓更多聾人甚至聽人接觸透過國際手

語增進國際間的交流。本創作研究針對國際手語的學習透過動態圖像的設計並置

入 APP 載體上的應用，提升學習的成效，以下為本創作研究之結論： 

 

一、不同媒材在手語教學的差異性 

  在手語學習方面，傳統文本已經漸漸被數位化取代，手語學習相關的平台也更

是多元，除了網頁與線上影片的學習外，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App 的學習也越來

越普及化，在台灣有關手語的 App 多數是透過靜態圖像與真人影片的學習，可

見學習的方法並沒有太多的變化，而手語辭彙以台灣手語為主，沒有相關國際手

語的資料；所以本研究透過動態圖像設計應用於國際手語之學習，提升人們學習

國際手語的興趣，同時推廣國際手語及了解聾人的文化之貢獻。 

 

二、影片拍攝與動態圖像設計的手語學習成效比較 

  本研究經過了量化與質化兼具的研究，首先實施量化的實驗設計，比較了手語

動態圖像設計的學習與真人影片的學習，研究顯示，確實動態圖像設計在學習上

優於真人的實拍影片，在學習上帶來實質的成效；實驗設計的過程中研究者觀察

也發現，受測者對於觀看動態圖像設計的學習較為專注，且對於畫面有情緒上的

反應，相較於真人的影片學習比較安靜些，而動態手語的學習能夠針對手勢軌跡

提供空間的線索，強化手語學習在視覺空間概念的不足，畫面品質上色彩單純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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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較影片小，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透過了本次研究可以了解，動態圖像應用

在手語的學習優勢，動態的學習方法可望成為未來的趨勢。 

 

三、完成國際手語之動態圖像設計學習 APP 

  在創作實際完成後，透過實際的操作之易用性測試與質化訪談可以顯示，針對

操作方面，多數人能夠清楚理解該 APP 的操作流程，且容易辨識圖形，少部分

可能因為受測者的年紀較年長，對於較新的介面不熟習，必須由研究者引導並操

作觀看，而在訪談中大多數的人對於此 APP 有極大的興趣，認為透過有趣的學

習方法，可幫助世人進一步了解聾人文化。 

  本研究之創作 MGISL 亦獲得 2017 德國紅點傳達設計獎（Red Dot Award : 

Communication Design 2017）。得獎證明參見附件 3。 

 

6.2 後續建議 

  從本研究實驗與檢測可以了解，學習手語使用動態圖像設計(Motion Graphics)

方法，在畫面呈現的資訊較為清晰，由於目前台灣市面上的手語學習都屬於影片

類，因此，透過動態圖像設計在未來對於在地的台灣的手語教材設計也能應用，

除了手語外也能加以應用在其他內容教材，可見動態圖像是可以多元呈現的，觀

看學習不再只是單一的畫面的學習，利用平面設計與時間軸概念來傳達出最準確

的信息，也讓學習更加生動，提升使用者的學習成效，也讓動態的學習能持續發

酵被廣泛應用。本研究創作「動態圖像應用於國際手語學習之創作研究」是一個

開端，後續的學習發展與國際手語的推廣是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100 
 

參考文獻 

一、英文部分 

1. Acredolo, L. P. & Goodwyn S. W. (1996). Baby signs:How to talk with your baby 

before your baby can talk.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 

2. Association, B. D. (1975). Gestuno: international sign language of the deaf. . 

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 and 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Unification 

of Signs Commission. 

3. ElkoNatalia. (2014). A Sign of Support. SDSU.EDU newscenter: 

http://newscenter.sdsu.edu/sdsu_newscenter/news_story.aspx?sid=75127 

4. KrasnerJon. (2008). Motion graphic design. Focal Press, p. 3. 

5. KrasnerJon. (2008). Motion graphic design applied history and aesthetics (2nd ed.). 

Elsevier Science Ltd: 

http://www.thebookishblog.com/motion-graphic-design-applied-history-and-a

esthetics.pdf 

6. LinKuan-Wei. (2016). What is Usability Analysis in Interface Design?. 

medium.com: https://medium.com/@kuanweilin/ 

7. MakiL.Peggy. (2010). Assessing for Learning. 

 

二、中文部分 

1. 王文科 (2001)。教育研究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2. 王文科，Rainbow & Froehlich (2001，1987)。教育研究法，臺北：五南五南

圖書出版。 

3. 王秋華 (2001)。網路教學之學生學習行為與學習滿意度及學習績效的關

係。大葉大學資訊管理系碩士班論文。 

4. 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檢索日期：2017 年 07 月 23 日。手語介紹與運

用，擷取自手語無國界：

 



101 
 

http://mailstu.nutn.edu.tw/sign/2005/mastergroup2%5B1%5D.word.htm 

5. 吳欣蓉 (2011)。行動學習現況與未來趨勢，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遠

距教學中心。 

6. 岑清美 (1997)。思考「手語與聽障教育」（下）。聲暉雙月刊 3(6)，頁 9-12。 

7. 李尹文 (2010)。「嬰兒手語」學習經驗與幼兒情緒表達之研究。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人類與家庭學系幼兒發展與教育組碩士論文。 

8. 李信賢 (2016)。教育部《常用手語辭典》詞彙之音韻特性分析。中正大

學語言學研究所，頁 186-196。 

9. 李振輝 (1997)。簡介美國手語翻譯員之證照制度。福利社會，頁 60，26-33. 

10. 邢敏華 (2001)。大學生對手語課與手語進階課之意見調査：以國立臺南

師範學院爲例。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 

11. 周國棟、陳志和、邱金治、陳 康、靳武龍、賴銘輝、王興嬙 (2009)。

國際手語教材編輯委員會，臺北：財團法人二○○九年臺北聽障奧林

匹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基金會。 

12. 周雅容 (1997)。焦點團體法在調查研究上的應用。調查研究第三期，頁 

52。 

13. 林寶貴 (2006)。聽覺障礙教育理論與實務，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 

14. 林寶貴 (2015)。修訂台灣常用手語辭典並建置 APP 應用程式。2015 年

兩岸溝通障礙學術協會論文集，頁 155-162。 

15. 金靖恩，檢索日期：2017 年 06 月 02 日。 波蘭 17 歲高中生開發「全球

第一款手語 APP」讓聽障朋友也能線上以手語暢所欲言。設企流: 

http://www.seinsights.asia/article/3290/3268/4868。 

16. 飛爾酥，檢索日期：2017 年 02 月 01 日。賞．MOTION GRAPHIC．創意

動態圖文影音秀。擷取自 飛爾酥創意設計：

http://philsu.tw/index.php/component/content/article/72-animated-vedio/645-f

antastic-motion-graphic-video-for-inspiration。 

 



102 
 

17. 徐正和 (2002)。以模擬動畫作為高中物理科課後輔助學習之個案分析研

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物理學系碩士論文，頁 62。 

18. 張學岭、吳致賢、李艾莉。檢索日期：2017 年 08 月 01 日。嬰兒手語 讓

寶寶不會說話卻能溝通。擷取自

http://judithyang.pixnet.net/blog/post/257190821-嬰兒手語-讓寶寶不會說

話卻能溝通。 

19. 教育部特殊教育小組。檢索日期：2017 年 05 月 15 日。常用手語辭典，

2008 年 6 月出版。擷取自 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pec.moe.gov.tw/site/c_sign_language/index/data/OHRMenludGtSMUh

JZm5JdjVyYzlVR0xtbXBubXBwYkdHUWpUZmlnbnM0Mi9uU3gzREFrbG

9LL0hiZ0pQRVJwa2p3PT0。 

20.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檢索日期：2017 年 05 月 18 日。大學校

院手語課程進階教材。擷取自 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pec.moe.gov.tw/site/c_sign_language/index/data/blo4K2o0V0tUNkFW

ZU00NnRoYXVrc1NOWEt4QkxuZ0xHS1Nvd2JSZzFuSmp2dG04ZzhkeGJ

XS1Q5VnQ1ek9NVFZEcmFCVXdNOUdVYmVFZDlWdVBmOCswVmJvT

1hTS1NLTklURGg4RUUzWkN1K2c9PQ。 

21. 郭譽玫 (1995)。手語新知：視覺語言學。教育資料與研究, 2，頁 63-73。 

22. 楊雅惠 (2015)。手語的教與學─第二語言學習的新趨勢，2015 年兩岸溝

通障礙學術協會論文集，頁 8-12。 

23. 葉明樺 (2012)。初級成人華語歌曲教材之設計編寫與教學應用研究，國

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24. 趙建民 (1985)。自然手語教學，臺北：中華民國啟聰協會。 

25. 劉秀丹、曾進興 (2007)。文法手語構詞語句法特性對聾生詞義語句義理

解的影響。特殊教育研究學刊，頁 32(1)，77-92。 

26. 潘宇文 (2004)。音樂教育研究的派典實例─實驗研究法。音樂教育研究

的時代趨勢與派典實例研討會論文集，頁 45-60，臺北：臺北市立師

範學院。 

 



103 
 

27. 蔡素娟、戴浩一、陳怡君 (2015)。台灣手語線上辭典（第三版），擷取

自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http://tsl.ccu.edu.tw/web/browser.htm 

28. 鄭凱文 (2015)。探討 Motion graphics 中 2D 動態視覺形變 - 以《This is 

Motion Graphics》動畫創作為例。國立台南大學動畫媒體設計系碩士

論文，頁 5-8。 

29. 謝國平 (2009)。語言學概論，臺北市：三民書局。 

30. 蘇金豆 (2005)。 2D 電腦動畫在化學實驗教學上之設計與應用。德霖學

報，頁 89，台北市。 

 

  

 



104 
 

附錄 

附件 1、基本用語手語辭彙 100 個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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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財團法人二○○九年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基金會所發行的《國際手

語教材編輯委員會》、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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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訪談逐字稿 

研究生 : 我們想要針對就是聾人朋友有用過甚麼樣的關於一些社交 APP 或是語

言學習的 APP? 翻譯 : 語言學習? 研究生 : 就是手語學習之類的。 翻譯 : 他們

沒有接觸過這些。 研究生 : 那我想問聽人你們在學習手語有下載有關的 APP 嗎? 

翻譯 : 我的部分就跟他們一起，應該說手語就是我的母語，所以等於我先學的

語言是手語。研究生 : 所以你從小到大就是先接觸手語? 翻譯 : 對。研究生 : 

那我想問聾人的朋友的朋友通常是聾人朋友嗎，還是有聽人? 翻譯 : 聾人朋友

比較多聽人朋友比較少。 研究生 : 那聽人朋友通常都是會手語的嗎? 翻譯 : 會

一點點，就是平常他們會有一些互動，所以多少都會有比手劃腳，或是會告訴對

方這個詞是甚麼這樣。 研究生 :  如果對方不會手語的畫都這麼溝通? 翻譯 : 

筆談。 翻譯 : 比較容易的就可以用自然手是去比比較明顯具體的東西去呈現出

來，但就是要看狀況，如果真的無法呈現具體的東西來展示的話就會用筆談。研

究生 :  那會有很困難的溝通時候嗎。翻譯 : 一定會。聽人有時會比較不喜歡用

筆談，因為覺得筆談會花很多時間。 研究生 :  那會直接用手機訊息打嗎? 翻

譯 : 會，會因為通訊比較便利會接使用。 研究生 : 因為你們本身就生長在聾人

家庭，會不會有本身不是聽障但有興趣學習手語的人嗎? 翻譯 : 有，我們教會

也有本身不是聽障但在外面有參加學習手語班，同時也會來到我們教會這邊來，

其實我們這邊聾人比較多，然後他們就會每個禮拜跟他們互動，這樣學習手語會

比較快。研究生 : 那想問聽障朋友在職場上的工作狀況，會不會很難找。翻譯 : 

都是因為發現聾人在溝通上有很大的阻礙，就算用筆談資方也覺得很麻煩，因為

要花多時間，所以在職場上他們就不會被雇用。研究生 : 那聾人朋友工作通常

是怎樣的行業? 翻譯 : 有的是清潔工，有的是做牙齒的，有的是做工地的道路

的，就是不用有很多跟人溝通的工作，有的也有貨車司機。研究生 : 但開車需

要注意路況，如果有喇叭聲如何判別? 翻譯 : 對他們來講，雖然聽不到但視覺

相對的比一般聽人更為敏銳，知道說更注意周遭環境，所以開車也是一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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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我想問你(翻譯者)，是聽人出生在聾人家庭，你會去排斥學習手語嗎? 或是

學習上的困難? 翻譯 : 因為從小到大接觸這個階段都是從簡單開始相對之後就

沒這麼複雜，當然你長大之後也些詞彙不知道怎麼表達，我們就會用筆談，或是

找資深的手語老師來。研究生 : 手語會因為時間的演變去改變他的手形姿勢，

以及南北上的差異，你們怎麼去解決這個困難。翻譯 : 可能就會跟她多做確認，

欸你問的這個詞是不是這個意思，我們就會多問一些，因為你不可能只是比一個

詞就結束，還會搭配表情才能知道對方想說甚麼意思，以及去比多一點詞去輔助

這段話是甚麼意思。研究生 : 你們知道國際手語嗎? 。翻譯 : 我們知道阿 。研

究生 :  因為國際手語是針對手語做一個統一的語言。翻譯 : 可是國際手語會變

成是以英文手語為主，他們認知是這樣。研究生 : 因為我知道國際他的單字就

比較少，像是台北，就是打北字，但國際手語沒有台北這個詞，所以他們就會把

當地的手語納入到國際手語的詞彙裡面。翻譯 : 我知道的是歐美國家他們比較

偏向美式手語，反而不是國際手語。研究生 : 我文獻查詢到好像國際手語跟美

國手語比較像。翻譯 : 對，但我們的台灣手語跟國際手語就不太一樣，因為我

們最早以前手語是由日本傳來的，像是北部的就是東京來的手語，當然會因為時

間演變多少會改變他的手形姿勢，台灣南部的話就是大阪那邊的手語。研究生 : 

所以你們對於國際手語就是比較不會? 翻譯 : 對，不會，比較不會接觸到。對

阿他們以前也沒有受到日本以外的手語。研究生 : 然後我們是想做一個 APP 是

針對國際手語去做的，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去使用。翻譯 : 他們知道說有國際

手語跟美式手語，也知道跟外國人對話都要打英文手語字母，只能這樣子，因為

台灣手語教育只接觸到台灣手語。研究生 : 學習國際手語比較方便還是直接打

英文字母手語比較方便。翻譯 : 直接打字母相對的會比較困難與複雜。研究生 :

想問在在學習上面會透過手語來學習的，比方說透過手語去學習英文，還是手語

只是主要是用來溝通的。翻譯 : 沒錯，手語主要是拿來作為溝通的工具，在學

習上面主要還是以文字來學習。研究生 : 那有沒有學習跳舞可能需要跟老師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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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溝通。翻譯 : 可能要請他們用動作呈現才能知道這個意思。研究生 : 想問一

下就是你會不會想透過手語去認識別的異性。翻譯 : 不會特別有這樣的情境。。

研究生 : 想問一下平常生活中做溝通會尷尬嗎，刻意把動作放小。翻譯 : 其實

就是要看每個人的心態吧，主要還是自己的心態，如果你自己有接納這個身分的

話，其實在外面溝通不會有甚麼影響，但還是有一些人就是不夠認同自己的身分

就會不自在。研究生 : 想問一下他們能不能分享最近他們認識聽人的一個過程。

翻譯 : 剛好今天就遇到一位大學生，然後因為他們也剛好最近接觸手語，他說

的確還是需要有個翻譯的人在旁邊協助，就是比較依賴手譯老師，但還是要長期

相處才會知道這個聽人在講甚麼。研究生 : 那有沒有分享就是認識聽人到現在

還有在互動的事。翻譯 : 他有認識二年的聽人，一開始認識聽人的話就會比較

不了解這是甚麼意思。研究生 : 那他們這兩年都用甚麼溝通方式? 翻譯 : 手語，

加表情，主要還是對方要會一些手語。研究生 : 聽人是因為要跟他溝通才去學

習手語的嗎。翻譯 : 對，當然是對方對手語有興趣，一方面也願意學習手語，

這樣他們就可以跟他們一起互動，因為如果說沒辦法溝通還要另外找一個手譯員

來的話，這樣透過另一人來翻譯的話這就有一點…。 研究生 : 想問另外朋友一

個案例。翻譯 : 他在公司會跟他們互動，當然一開始都會透過筆談，之後他就

會開始詢問這個詞要怎麼比之類，比如說明天，他就會比明天給他看，就是每個

詞或每個關鍵字都會教這樣，他也希望直接溝通，聽人他們也希望能夠更貼近他

們的語言溝通。 研究生 : 那有沒有遇過對方不願意溝通排斥的情況。翻譯 : 也

不能勉強，只能透過筆談方式。 研究生 : 筆談會不會跟手語有很大的落差。翻

譯 : 會有很大的落差，聽人就是如果簡單的話就會用手語。翻譯 : 他們剛有點

誤解我們剛說的筆談意思，因為剛他們以為是那個，聽人剛學會手語，或者是筆

談跟手語同時使用搭配，當然是透過筆談是比較清楚，但我剛是跟他們講說如果

是一個是會手語的人比這件事件，或者他們用筆談去寫這件事兩者的差異。 研

究生 : 想問一下聽人在跟他們接觸，會因為想要學習手語，在問她有關 AP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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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或是其他學習的管道，比如 APP 或是外面其他課程的教學，就是詢問更多

的學習資源，或是他們是直接透過這位朋友去學習。翻譯 : 他們比較多都是跟

朋友直接詢問，他們有時候也會用筆談，寫說這個詞是甚麼意思，就是透過筆談

作為輔助。研究生 : 通常剛開始學習手語的聽人大概要花多久時間才能跟他們

順暢溝通，依照你們的觀察。翻譯 : 這有點難講，但就是要看每個人的學習狀

況，他說重點還是要常常跟我們生活一起溝通互動，要有平凡互動。 研究生 : 我

想問你們聾人在比較多人一起聊天的時候，會不會很難發瞜到每個人的訊息。翻

譯 : 他們通常都比較會一對一的講這樣，通常對話都要兩個人專注看著對方，

所以在多人溝通的時候就會受影響，而且必須每個人都要專注聽一個人講話。 研

究生 : 他們在多人聊天的時候如何去改善這部分的困擾。翻譯 : 可能就會跟對

方說你先等一下之類的，這個人先說。 研究生 : 如果開會就是類似這樣的模式

在操作嗎? 。翻譯 : 就是不能搶話，就是一定會有人先說好我現在有些事情要

跟你們溝通這樣，當然如果有人要先溝通的時候，我這個人就要先停止溝通這樣，

看當下的狀況，不可能兩個同時比，這樣會混亂。 研究生 : 聾人或聽人你在學

習的手語狀況有遇到甚麼困難的嗎。翻譯 : 我知道聾人他們都會看聽聽看這個

節目，比方說九二共識這就是新的詞，他們就是透過節目去學習。聾人都希望能

用比較貼近他們的自然手語，像我都是用文字手語來呈現這個詞，造字打，但聾

人有些就不懂，就變成我要想說要如何不用文字手語去轉換自然手語來比給他們

看他們才會懂。 研究生 : 針對我們 APP 有沒有甚麼建議。翻譯 : 因為有些聾

人不會英文，他們看不懂，希望能夠改成中文。有些老一輩的聾人還是習慣使用

台灣手語，所以他們也希望你們可以改成台灣手語的 APP，但提倡國際手語是好

事，只是很多老一輩的聾人沒有時間再去學習新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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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獲獎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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