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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協助分辨左右腳鞋裝置之研發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研發世界上首雙能夠協助使用者辨識左右腳的鞋體裝置，包括

辨識裝置、聲光裝置與鞋本體所構成，目標客群以智能障礙者與幼童為主。

其原理係利用大拇指比小拇指較長的情形，於大拇指的鞋面位置安裝光遮

斷的開關，再進行邏輯判斷。若穿著正確時，鞋室內部的辨識裝置將受觸發，

啟動 LED 燈及音樂以回饋使用者，若穿錯則出現短暫的警示音，具有快速引

導及趣味性之效果，能讓使用者達到快速分辨左、右腳鞋之教學目的。經過實

測，能降低使用者穿錯次數達 74.3%，達 .01 顯著水準。本產品採 USB 有線與

無線充電方式，充電鞋盒能建立使用者用後放回原處的好習慣。

 
關鍵詞：分辨左右腳、智能障礙、鞋、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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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背景

鞋子區分左右腳乃眾所周知，但古人穿鞋

始終不分左右。區分左右的鞋子，直到 1818
年才於美國首度出現，中國則於 1876 年才由

上海人沈炳根試製成功（倪方六，2014）。早

年穿鞋是為了保護腳不受地面尖銳物傷害，隨

著時代進步，消費者對鞋有更多的需求，依據

用途差異，廠商推出多樣的產品系列，以滿足

不同的功能需求（莊卓學，2010）。

兒童時期發展健康的行為被視為整個生

命週期的基本健康基礎，適當的鞋類選擇 ，
可減少足部疾病、疼痛和活動受限的影響 
(Penkala, 2011)。選對鞋子可以讓腳掌正常發

育而不易變形，並減少意外受傷的機率，故有

其重要性（陳菊，2014）。

分辨前後與左右等的「空間概念」是非

常重要且普遍的核心概念，更是後續高階科學

概念發展之基礎 (Gomez & Pozo, 2004)。洪文

東、黃慧娟及沈宴竹（2008）探討「幼兒空

間概念」的認知情況，指出幼兒對空間方位的

認識，是先上、下，再前、後，最後才是左、

右。一般幼兒在正常認知發展情況下，3 歲

的幼兒已能辨別上、下；4 歲時便能辨別前、

後；5 歲以後則是左、右概念的發展期 (Emily 
& Lauren, 2016; Landau & Hoffman, 2005)。國

外大規模的調查，也發現左右方面的辨別，對

於 4 歲兒童來說仍是很困難的，隨著年齡的增

長，6 歲幼童能夠使用左右詞語和物品對照的

正確率明顯較高（Graton, Elicker, Plumert, & 
Pick, 1990）。亦即，正常幼兒大約 5 至 6 歲

才能正確分辨左右邊，部分 7 歲幼兒 ( 國小一

年級 ) 仍會有穿錯鞋的狀況，智能障礙者視個

別差異情形，可能會延後三至四年以上，甚至

更久，才能正確分辨。

2 至 6 歲的幼童正值發育成長階段，腳掌

與腳趾快速變化與成熟，牽涉著健康與安全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shoe-based device that helps the 

user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shoes. The device is made of identification 
device, optical and sound system as well as the shoe itself, targeting mainly the children 
a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he device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the big toe is generally longer than the 
small toe. A photointerrupter switch is placed at the position of the big toe and subsequent 
logical judgment can be performed by the device. When worn correctly, the internal 
identification device would be triggered and LED light along with music from the speaker 
would provide feedback for the user. When worn wrongly, a short alarm would be 
sounded. As a result, the user can rapidly learn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shoes. The device achieved the goal of guiding while engaging the user. After test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vice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a user wears the shoes 
wrongly by 74.5% with 0.01 significant level. Both the USB cable and wireless charging 
methods could be used for the product and, the shoe box for charging also helped to 
cultivate the good habit of returning the shoes to the original spot.

Keywords:   differentiat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foot,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shoes, 
assistiv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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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 (Matsuda, Demura, Kasuga, & Sugiura, 
2011)。同時，幼童的認知能力與空間概念也

同步進展，此一階段中幼童常遭遇的問題之

一，就是能否穿對左右腳鞋，這是家長與照護

者常見的困擾，也是幼教界與特教界長期以來

要持續教導幼童的生活習題之一（李春雨，

2011；陳菊，2014；黃義良、王怡又、詹宜臻、

林詩涵，2016）。學前階段是幼兒學習空間概

念最恰當的時間，如果幼童錯失空間概念的學

習，或是遭遇不利的經驗或環境，可能會延遲

空間概念的認知與發展 (Clements, Sarama, & 
DiBiase, 2002; Emily & Lauren, 2016)，因此，

給予正確的穿鞋引導，具有重要性。

鞋子經過長時間的投入設計與改良，已有

長足的進步，但是廠商仍主要著重於鞋的款式

和造型，而功能性方面則在於協助腳部發展、

便利穿脫以及舒適度等區塊，最近幾年則是戮

力於發展有閃光或音樂的鞋款，藉以促進買

氣。矯正鞋則著重於特教學生或身心障礙者的

長短腳、足底壓力或是拇趾外翻平衡等的矯正

等（吳文瑞、林清同、張依宸，2016）。而高

齡族的矯正鞋多被歸納為復健治療輔具，主要

的目的在於復健治療（陳輝宇，2009）。Opie 
與 Tatem (2003) 認為長期以來鞋襪左右邊穿

著的議題需要探討，但實質上針對穿鞋左右腳

辨識鮮少有學術機構或廠商做出回應與解決；

亦即無論在臺灣或其他先進國家，鞋襪穿著區

辨左右方向性上，缺少創新性的設計與研發，

此一根本性的問題亟待解決，方能把握全球一

年超過四百億美元的童鞋市場偌大商機（黃星

善，2001；智研諮詢集團，2016），以及開

發特教族群以及輔助鞋的新興市場。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這個創發乃起源於成員在幼兒園與特教

機構實習時，觀察幼童時有出現鞋子穿錯邊的

情形，教師或保育人員們得時常糾正。因為鞋

子的圖案對稱，對幼童而言要區分左右有所困

難，且當幼童將鞋反穿在腳上，可能會出現跌

倒不穩而受傷的情形，此外，經常地糾正也會

出現幼童自信心受損的情形，形成依賴照護者

來幫忙穿鞋等情事（黃義良等，2016）。先前

幼教實務上的處理方式，則是在大拇指的鞋面

處貼上圓點的標籤，告訴幼童將大拇哥對準圓

點，藉以提高辨識的正確率，這也是中國申請

之專利 (CN202738918U) 採用的方法。不過，

透過幼兒園的實際觀察，發現貼圓點於鞋面的

方法對於提昇幼童辨識的正確率幫助不大（黃

義良等，2016）。

將鞋穿反腳的情形，不單是幼童的專利，

不少接受特殊教育的人士（尤其是智能障礙

者）以及失智群族，也常有此狀況，造成照

護者不小的困擾。高齡族群尤其是失智患者，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降低，需要更多的照護與協

助。徐業良（2008）提出科技輔具之趨勢與

設計思考，提出了通用性設計以及以科技方式

建構對使用者友善的居住環境等概念，融入居

家生活中，讓使用者能夠有尊嚴地留在家中居

住、生活，接受到較高品質的健康照護的同

時，也要降低照護者的負擔，此一理念已經是

高齡化社會中健康管理與照護上重要的潮流

（徐業良、黃于珍，2014），此一理念也能運

用於特教對象的照護。 
當前市面上並沒有可以協助使用者辨識

是否穿著正確的鞋體設計，有鑑於上述需求，

研究者認為其有待開發之必要。試想：如果可

以將鞋體與辨識機置做有效結合，外型與一般

市面產品無異，不會造成穿著不適與異樣感，

並能輔助使用者辨識左右腳，也無須改變使用

習慣，此將深具發展潛力。加上從目前市售鞋

款的一些趨勢，多以 LED 燈和音樂聲進行聲

光回饋，具有快速引導及趣味性之效果。查閱

各項資料與專利公報後發現目前均無類似的產

品產出與登記，若能成功設計與量產，將能開

創童鞋與輔具鞋的全新市場。

三、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本研究具體的目的有以下：

1. 從人體的足掌特性，探討能夠辨識左

右腳鞋的設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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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使用者的實際需求，研發能夠協

助使用者辨識左右腳的鞋體結構。

3. 完成的產品進行實際測試，以了解其

降低使用者穿錯之比例。

貳、�文獻與資料彙整

研究團隊搜尋相關的專利登錄資料，並

查詢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索引系統與期刊

論文索引系統，搜尋童鞋和矯正鞋的相關論

文資訊後，作為創發思考的方向引導。

一、專利公報線上系統的查詢

查閱至 2018 年 12 月底的中華民國專利

公報線上系統，以「童鞋」和「矯正鞋」等

為關鍵字，獲得 38 項直接相關的資料，匯整

新進登錄產品數項如下，以觀察相關專利的

走向與著重處：

申請案號 221873 一組成左右鏡射圖案

固定於鞋具，用以教學之分辨裝置；案號 
M525089 在鞋面上設計有能引導幼兒分辨左

右腳的動物拼圖圖案；案號 D144856，是一

種鞋布防滑、透氣的改良案號 468968 是以

卡通化之動物造型來呈現出立體童鞋獨特的

風格；案號 M280682 是由柔軟材質製成之

鞋底及鞋面所構成的鞋口，訴求舒適；案號 
M247033 則是童鞋可以利用皺摺而擴大空間

的設計，讓腳板舒服。

再以「矯正」和「鞋」為關鍵字，發

現有 196 件專利，閱讀其公報內容後發現雖

然包含許多種類矯正或輔助的功能，但卻無

協助辨識左右腳的功能設計（中華民國專利

公報，2018）。由上述彙整後得知，目前的

專利申請都傾向於鞋子結構的功能性、安全

性、柔軟度、透氣性與舒適度等設計，目前

尚未見到有雷同之申請物件。再查詢全球專

利檢索系統中有關歐美與日本等資料後，得

知僅中國 CN206586474U 號是做右腳各設置

一個錄音盒，透過體溫感測器，穿入之後就

給予語音告知這是左（右）的鞋的設計。中

國 CN203168134U 號，是左腳鞋凹槽設有

感應燈，右腳鞋設有反光板，讓孩童透過

右腳鞋是否反射出光線來判斷是否正確。

CN202738918U 則以貼圓點或圖案的方式來

引導，CN202800330U 則是於鞋底兩側採用兩

塊磁鐵吸附（全球專利檢索系統，2018）。

整體而言，目前協助辨識左右腳的鞋裝

置的專利登記鮮少，且本產品概念與上述專

利皆無雷同之處，因此，本研究研發的產品

具有高度獨特性。

二、學術論文的資料彙整

經查詢國家圖書館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的

資料，搜尋「童鞋」相關期刊文章，發現迄今

為止有 27 篇，不過實際針對童鞋功能來探究

者僅有 2 篇，其餘為探討如何購買童鞋或時下

童鞋設計的型錄居多數；再於成功大學圖書

館整合資源查詢系統，以「children」、「left 
right」、「shoe」與「feet」交叉查詢，也沒

有單純對應探討左右腳鞋辨識的研究論文。

至於學位論文，相關者僅有 5 篇。主

要探討童鞋的消費行為或決策型態（如陳柏

肇，2011；廖珍凰，2011），少數探討鞋體

外觀與造型意象（古孟軒，2003；莊卓學，

2010）。實際上討論穿鞋左右邊的文章，只

有李春雨（2011）提出幼稚園階段的幼童自

理能力不佳，不會分辨左右腳，常穿反鞋的

現象常發生，但又對於穿鞋很感興趣。陳菊

（2014）則發現幼童不能分辨左右，午睡起

床後常有穿鞋錯邊的情形發生，並分析童鞋

的設計。

若以「矯正」和「鞋」為關鍵字進行查

詢則得期刊論文 7 篇，學位論文 17 篇，均以

討論鞋墊或特殊鞋的設計（如郭承亮、鄭慧

娟，2014），或是討論特殊鞋墊對於某種疼

痛／缺陷的輔助效果（如陳光磊，2017；陳

昱景、吳坤霖，2012）。

歸納上述論文，重點在於探究鞋體（墊）

的設計、童鞋的市場潮流或是消費行為調查，

對於協助辨識左右的特殊功能的設計尚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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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關注，顯現這是未來可加強的區塊。

外文文獻的部份，實際討論幼兒左右腳

鞋區辨的論文也非常鮮少，若以空間 (spatial) 
等關鍵詞，則可以查詢到許多有關兒童空

間概念形成的研究論文，包含了上下、左

右與前後等空間位置的概念（如 Clements, 
Sarama, & DiBiase, 2002; Emily & Lauren, 
2016; Gomez & Pozo, 2004 等）。這是以認知

學習的角度探究，若從物理醫學角度，則有

幼童足底壓力的探討，如 Matsuda 與 Demura 
(2013) 檢查日本 764 名年齡在 3.5 至 6.5 歲的

學齡前兒童，發現幼童右腳的前足壓力比率

明顯大於左腳。年齡變項上，4.5 歲以上兒童

的前足壓力比率明顯大於 3.5 歲兒童。研究

也發現：個體間的彼此差異性較大，3.5 歲兒

童的變異係數最高，6.5 歲兒童的差異係數最

低，隨著年齡的增長趨於下降。足底的中央

縱弓 (median longitudinal arch) 也隨著年齡增

長而開始發展，且右腳前足壓力與左足前足

壓力之間的相關係數不是很強。這些資訊都

可以給設計區辨左右腳鞋時的參考。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實務研究採用方法，包含問卷調查、

專家諮詢與實做產出與測試，後者包含不斷

地修改與測試。

一、問卷調查法

產品完成後，將進行問卷調查，以明瞭

主要目標對象的意見和建議。亦即主要照護

者（家長、特教老師與保育人員），請他們

依據觀賞使用影片以及使用說明後，填答回

饋問卷，做為持續改善成品的參考。

本研究對象，乃立意取樣邀請臺南市與高

雄市地區的家長（家有 2至 6歲幼童者）60位、

特教老師 17 位與保育人員 60 位，共 137 位，

扣除無效問卷 11 份（家長 4 位、特教老師 3
位與保育人員 4 位）後 ，得 126 份有效問卷，

有效率 91.97%。

問卷內容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分別從

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

此處統計結果乃選取填答者選填的平均數情形

來呈現滿意情形。主要題目有六題，尋求了解

填答者對產品的創新性、便利性、趣味性、舒

適實用性、耐用性與價格等的滿意度；第七題

為填答者的購買意願，第八題為對於產品之相

關建議。單雙鞋預計售價 900 元，含鞋盒整組

預訂價格為 1200 元。

統計上以 SPSS12.0 統計軟體以平均數與

標準差分析問卷中的滿意度問題與購買意願情

形；而試用者實際測試前後穿著錯誤次數，因

樣本僅 17 人，故以無母數統計 Wilcoxon 進行

考驗分析其平均數差異情形，α 的機率設定為 
.01。

二、專家諮詢

樣品初步完成後，邀請專利商標公司的

經理進行討論，發現可能的問題與缺失，以

強化該鞋的創新性，以便快速取得專利。

三、實做產出

透過與製鞋工程師的合作，在鞋底裝設

感應器、IC 線路板與 LED 燈等，經由不斷修

正與討論，設計出符合預期功能的鞋體，實

際成品並進行試穿測試之用。試用對象採立

意取樣，由前述留下填答資料的照護者中，

徵得 17 位有意願的試用者，其中幼兒園 10
位幼童以及特教班級的 7 位輕度智能障礙學

生，這些照護者均指出試用者都具有不同程

度的穿錯鞋經驗。

肆、研究過程與結果

一、產品的實做研發

（一）設計原理

研究團隊討論後，原從文獻中參考 
Matsuda 與 Demura (2013) 等論者提出的足底

壓力差出發，構想於鞋底的足弓兩側設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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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感測器，採用內外腳掌壓力差的觸發設計，

以左腳鞋為例，正確穿著時，左側腳掌將承

受較大的力道，其力量將會施壓於左側的壓

力感測器，亦即左側感應的力道將高於右側

的壓力感測器，透過 IC 裝置的比對，當達到

設定的壓力差距時（如 5kgf/cm2，左側高於

右側），即可判別正確穿著，反之亦然，如

圖 1 所示。

此原型產品（右腳鞋）完成後，請 3 位 5
歲左右幼童（代號 a、b、c），體重各為 17、
18.5 與 21 公斤，以坐姿穿著再站立，測試正

確啟動狀況，各自實際測試 10 次後（刻意令

受試者 5 次穿對與 5 次穿錯腳），總計 30 次

的測試，發現 15 次正確穿著的狀況中有 10
次能正確判別（啟動影音開關），15 次穿錯

腳狀況中有 13 次能正確辨識（不啟動影音），

正確的判別率合計有 76.7%。

不過，因為單一顆壓力感測器的單價不

斐，一雙鞋子需要安裝至少四顆感測器，導

致成本過高，且須考量不同體重者與不同年

齡的壓力函數，加上左右腳的壓力值又有差

異 (Matsuda & Demura, 2013)，導致函數的設

定過於複雜，可能產生判別失誤增加。經過

再三討論後，決定改採用光遮斷的概念進行

設計。

光遮斷的設計，乃在於大拇指前端的鞋

面上設置光源發射器，照射至下方感應板，

若被遮斷則會啟動開關，其原理係利用足部

大拇指端比小拇指端較長的情形，穿著正確

時，大拇指將能順利遮斷光線，若穿錯時，

則因小拇指過短而無法遮斷光線。其運作簡

單，準確發報性高，故衡量實用性後，決定

採用光遮斷的設計概念。其原理如圖 2 所示。

（二）第一代鞋款功能

1. 第一代的產品外觀與一般童鞋相同，

保有舒適性。而鞋底內部空間加入 Arduino 基
板、充電電池與揚聲器；鞋面則有光遮斷開

關與 LED 發光燈條等。

2. 當使用者拉開鞋口黏扣帶時，按壓開

關受壓合則可啟動電源，鞋面靠近大拇指內

側處，設計單顆 LED 燈，此時就會先行亮起，

引導使用者以大拇指對準來穿鞋，具備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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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壓力感測器的設計原理（正確情

形） 

圖 2 光遮斷設計原理（正確情形） 

 

（二）第一代鞋款功能 

  1. 第一代的產品外觀與一般童鞋相同，保有舒適性。而鞋底內部空間加入 

Arduino 基板、充電電池與揚聲器；鞋面則有光遮斷開關與 LED 發光燈條等。 

  2. 當使用者拉開鞋口黏扣帶時，按壓開關受壓合則可啟動電源，鞋面靠近大拇指

內側處，設計單顆 LED 燈，此時就會先行亮起，引導使用者以大拇指對準來穿鞋，

具備引導的效果。 

  3. 穿入鞋體後，若左右腳鞋穿著正確，辨識裝置受觸發，燈條及發聲器則立即發

出整排 LED 光源閃爍及童謠聲響，若錯誤則無影音觸發。 

  4. Arduino 基板採 USB 供電，於鞋底內建鎳氫電池可重複充電 500 次，LED 燈

為省電設計。其成品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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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壓力感測器的設計原理（正確情

形） 

圖 2 光遮斷設計原理（正確情形） 

 

（二）第一代鞋款功能 

  1. 第一代的產品外觀與一般童鞋相同，保有舒適性。而鞋底內部空間加入 

Arduino 基板、充電電池與揚聲器；鞋面則有光遮斷開關與 LED 發光燈條等。 

  2. 當使用者拉開鞋口黏扣帶時，按壓開關受壓合則可啟動電源，鞋面靠近大拇指

內側處，設計單顆 LED 燈，此時就會先行亮起，引導使用者以大拇指對準來穿鞋，

具備引導的效果。 

  3. 穿入鞋體後，若左右腳鞋穿著正確，辨識裝置受觸發，燈條及發聲器則立即發

出整排 LED 光源閃爍及童謠聲響，若錯誤則無影音觸發。 

  4. Arduino 基板採 USB 供電，於鞋底內建鎳氫電池可重複充電 500 次，LED 燈

為省電設計。其成品如下圖所示： 

圖 1　 壓力感測器的設計原理（正確情形） 圖 2　 光遮斷設計原理（正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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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童鞋款設計說明-正面 圖 4 童鞋款設計說明-背面 

  
圖 5 拉開黏扣帶，啟動按壓開關 圖 6 正確穿著，LED 燈亮起並音樂聲響 

 

（三）專家諮詢與改進 

第一代產品完成後，邀請專利商標申請公司的經理蒞校，進行審視和討論後，

發現雖然第一代產品已經具有預期的基礎功能，但在於引導性、娛樂性和教育性上

仍有改進空間，宜加強其聲光效果呈現以及穿著錯誤後的引導，另外，可從鞋盒的

設計來加強產品完整性。 

（四）二代產品的改良 

1. 鞋體設計的改進 

為了加強產品的娛樂性與教學性，研發團隊重新進行 IC 程式進化後，而 LED 

燈則以環狀設置於鞋底邊緣一周，並可以切換 5 種不同顏色。更新使用步驟如下: 

(1) 鞋舌的黏扣帶打開，教學燈亮起，使用者開始穿鞋，黏扣帶黏上，教學燈

關閉此一動作過程為 15 秒。 

(2) 使用者的腳穿入鞋後，若左右邊正確，則光遮斷開關立即啟動，系統判讀

「正確穿著」，LED 將全部燈閃爍 4 次，並導入兒歌旋律的音樂聲響持續 15 秒，使

其更動聽有趣。 

(3) 若使用者錯誤穿入，光遮斷開關歷經 15 秒無啟動，則系統判讀「不正確穿

著」，LED 燈不亮，並出現「Oh!Oh!」的聲響，以告知使用者穿錯邊了，如此提升

回饋功能，也更加有趣味。 

燈條亮起
按壓開關 

引導

LED 燈 充電電池 

IC 電路板

揚聲器 

引導燈亮起 

的效果。

3. 穿入鞋體後，若左右腳鞋穿著正確，

辨識裝置受觸發，燈條及發聲器則立即發出

整排 LED 光源閃爍及童謠聲響，若錯誤則無

影音觸發。

4.Arduino 基板採 USB 供電，於鞋底內

建鎳氫電池可重複充電 500 次，LED 燈為省

電設計。其成品如圖 3 至圖 6 所示。 
（三）專家諮詢與改進

第一代產品完成後，邀請專利商標申請

公司的經理蒞校，進行審視和討論後，發現

雖然第一代產品已經具有預期的基礎功能，

但在於引導性、娛樂性和教育性上仍有改進

空間，宜加強其聲光效果呈現以及穿著錯誤

後的引導，另外，可從鞋盒的設計來加強產

品完整性。

（四）二代產品的改良

1. 鞋體設計的改進

為了加強產品的娛樂性與教學性，研發

團隊重新進行 IC 程式進化後，而 LED 燈則

以環狀設置於鞋底邊緣一周，並可以切換 5

種不同顏色。更新使用步驟如下 :
(1) 鞋舌的黏扣帶打開，教學燈亮起，使

用者開始穿鞋，黏扣帶黏上，教學燈關閉此

一動作過程為 15 秒。

(2) 使用者的腳穿入鞋後，若左右邊正

確，則光遮斷開關立即啟動，系統判讀「正

確穿著」，LED 將全部燈閃爍 4 次，並導入

兒歌旋律的音樂聲響持續 15 秒，使其更動聽

有趣。

(3) 若使用者錯誤穿入，光遮斷開關歷經

15 秒無啟動，則系統判讀「不正確穿著」，

LED 燈不亮，並出現「Oh!Oh!」的聲響，以

告知使用者穿錯邊了，如此提升回饋功能，

也更加有趣味。

(4) 第二代光遮斷鞋款完成後，再請測試

壓力鞋款的 3 位幼童（代號 a、b、c），以相

同姿勢與方法測試正確啟動狀況，總計 30 次

的測試，發現 15 次正確穿著的狀況中均能啟

動影音開關，15 次穿錯腳狀況中有 12 次能正

確辨別，正確的判別率合計有 90.0%。

2. 鞋盒與充電設計的改進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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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盒中設計有線與無線充電版本，二者

都以 USB 供電，並可使用隨身電源，十分便

利。無線充電的鞋盒，其迴路鑲入鞋盒而一

體成型，讓使用者建立使用後放回原處的好

習慣。

鞋盒使用簡單，鞋盒蓋採用磁石吸附，

輕推即自動靠闔，使用上無須學習，充電線

路具防呆設計 (fool-proof design)，只需將鞋

子放入鞋盒內，就能自動充電，降低照護者

的負擔，且讓使用者樂於使用。第二代鞋款

實體，如圖 7 至圖 10 所示。

（五）研發成品之試用與調查

1. 實地測試分析

第二代樣品製作完成後，徵得 17 位有意

願的試用者，包含幼兒園 10 位幼童（年齡為

4 至 6 歲）以及特教班級的 7 位學生（年齡為

6.2 歲至 9.1 歲）。產品使用過程如下所示：

(1) 打開黏扣帶，引導燈亮起，引導幼童

的大拇指進入鞋口，如圖 11。

(2) 幼童的腳穿入鞋口，引導燈鞋滅。並

開始啟動光遮斷裝置，如圖 12。
(3) 穿著正確時，音樂響起，燈條全數閃爍，

如圖 13。
(4) 穿著錯誤時，無燈光且伴隨「 Oh! 

Oh!」聲響，如圖 14。
實際測驗分析：首先，試用者先測試穿著

鞋，研究者記錄穿著 10 次中平均出現錯誤次

數做為基準點（本研究中 17 位受試者先前都

曾經過鞋面貼圓點的指導，整體的錯誤判別率

為 43.5%，正確判別率為 56.5%）；然後，再

提供第二代產品，每位進行 5 分鐘的使用說明

以及 5 分鐘自主練習後，再記錄試用者的 10
次的正確穿著次數，統計情形臚列於表 1。

累計 17 位受試者，平均穿著錯誤次數

從 4.35 次降低為 1.12 次，足足下降了 74.3% 
(4.35-1.12) /4.35。

將表 1 數據採用無母數統計 Wilcoxon 考
驗分析，得 Z 檢定值為 -3.66，達到 .01 的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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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代光遮斷鞋款完成後，再請測試壓力鞋款的 3 位幼童（代號 a、b、c），

以相同姿勢與方法測試正確啟動狀況，總計 30 次的測試，發現 15 次正確穿著的狀

況中均能啟動影音開關，15 次穿錯腳狀況中有 12 次能正確辨別，正確的判別率合

計有 90.0%。 

2. 鞋盒與充電設計的改進 

鞋盒中設計有線與無線充電版本，二者都以 USB 供電，並可使用隨身電源，

十分便利。無線充電的鞋盒，其迴路鑲入鞋盒而一體成型，讓使用者建立使用後放

回原處的好習慣。 

鞋盒使用簡單，鞋盒蓋採用磁石吸附，輕推即自動靠闔，使用上無須學習，充

電線路具防呆設計 (fool-proof design)，只需將鞋子放入鞋盒內，就能自動充電，降

低照護者的負擔，且讓使用者樂於使用。第二代鞋款實體，如下圖所示： 

  
圖 7 第二代鞋款設計說明 圖 8 第二代鞋款設計說明 2 

 

 
圖 9 第二代鞋款設計說明 3 圖 10 無線充電鞋盒 

 

（五）研發成品之試用與調查 

1. 實地測試分析 

第二代樣品製作完成後，徵得 17 位有意願的試用者，包含幼兒園 10 位幼童（年

齡為 4 至 6 歲）以及特教班級的 7 位學生（年齡為 6.2 歲至 9.1 歲）。產品使用過程

如下所示： 

引導燈 按壓開關 引導燈亮起 

環狀 LED 燈條亮起 無線充電傳導

磁石自黏式外

器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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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亦即 17 位試用者的測試反應，本產

品的確能幫助使用者正確地穿著鞋子，可以

降低對於照護者的依賴，而使用者能自主練

習與使用此童鞋，具有明顯的引導功能。

而現場直接的言語反應發現，所有使用

者都很喜歡此一產品，並有幾位試用者直呼：

「這鞋子太厲害了！」、「這鞋子真有趣！

希望可以買一雙……」

2. 主觀意象調查

再者，進行目標對象主觀的意向調查，

調查 126 位照護者中（家長、特教老師與保

育人員），請他們依照產品使用短片解說和

第二代產品試用後來填答問卷，告知受試者

本產品預訂價格為 900 元（USB 有線充電版）

與 1200 元（無線充電版含鞋盒），做為市場

接受度的參考分析。

由調查結果可知，發現第二代產品在獨

特功能性上，獲得了高度的滿意，100% 的受

訪者認為此項創新產品擁有良好且特殊的功

能；約 92% 的受訪者認為此產品可以有效吸

引幼童目光，提升學習興趣；而鞋盒的設計，

收納便利，也獲得 8 成左右的認同，另外，

 11

(1) 打開黏扣帶，引導燈亮起，引導幼童的大拇指進入鞋口。 

 

圖 11 幼童試用產品過程實拍 1 

(2) 幼童的腳穿入鞋口，引導燈鞋滅。並開始啟動光遮斷裝置。 

 
圖 12 幼童用產品過程實拍 2 

(3) 穿著正確時，音樂響起，燈條全數閃爍。 

 
圖 13 幼童用產品過程實拍 3 

圖 11　 幼童試用產品過程實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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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穿著錯誤時，無燈光且伴隨” Oh”聲響。 

 

圖 14 幼童用產品過程實拍 4 

實際測驗分析：首先，試用者先測試穿著鞋，研究者記錄穿著 10 次中平均出現

錯誤次數做為基準點（本研究中 17 位受試者先前都曾經過鞋面貼圓點的指導，整體

的錯誤判別率為 43.5%，正確判別率為 56.5%）；然後，再提供第二代產品，每位

進行 5 分鐘的使用說明以及 5 分鐘自主練習後，再記錄試用者的 10 次的正確穿著次

數，統計情形臚列於表 1。 

累計 17 位受試者，平均穿著錯誤次數從 4.35 次降低為 1.12 次，足足下降了 74.3% 

(4.35-1.12) /4.35。 

表 1 

試用者穿錯次數累計 

對象 a b c d e f g h l i j k m n p q r 總計 平均 

使用前 6 4 5 4 3 2 6 5 5 4 5 4 3 6 4 5 3 74 4.35 

使用後 1 1 1 0 1 0 2 2 1 1 1 1 1 2 1 2 1 19 1.12 

 

將上述數據採用無母數統計 Wilcoxon 考驗分析，得 Z 檢定值為 -3.66，達

到 .01 的顯著水準。亦即 17 位試用者的測試反應，本產品的確能幫助使用者正確

地穿著鞋子，可以降低對於照護者的依賴，而使用者能自主練習與使用此童鞋，具

有明顯的引導功能。 

而現場直接的言語反應發現，所有使用者都很喜歡此一產品，並有幾位試用者

直呼：「這鞋子太厲害了！」、「這鞋子真有趣！希望可以買一雙…」 

(2)主觀意象調查 

再者，進行目標對象主觀的意向調查，調查 126 位照護者中（家長、特教老師

與保育人員），請他們依照產品使用短片解說和第二代產品試用後來填答問卷，告知

受試者本產品預訂價格為 900 元（USB 有線充電版）與 1200 元（無線充電版含鞋

註解	[M6]:	是否與前述統一為是

否同內文所述，以英文 Oh 狀聲？

註解	[u7]:	請確認是否維持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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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定價應屬合理，也達到 81% 的認同度。

上述項目的評價上也都得到 80% 以上的

認可，整體而言，試用者反應不錯。但在舒

適性上仍有 3 成多的試用者認為仍有改進空

間，在堅固耐用度上，只有 5 成多的認同，

這些是未來需要加強的項目。

不過，目前樣品原型階段，未來實際量

產時，可透過重新整體打版和縮小 IC 設計，

上述兩項缺失應可獲得大幅度改善。

由上述目標對象的意向調查的回饋，得

知創新的設計概念，可謂獲得了填答者的普

遍好評與支持。

（六）討論：

研究發現，部份 4 至 6 歲的幼童，對於

辨別左右腳鞋仍有困難，一些智能障礙者可能

在 6 至 9 歲以上仍無法正確辨識，這與陳菊

（2014）、Emily 和 Lauren (2016) 以及 Landau 
和 Hoffman (2005) 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

本產品構想的原始設計採用足弓兩側的

壓力感測器，利用兩邊壓力差的方式進行判

讀，但受限於成本與複雜度，而改採光遮斷原

理設計，而後者的正確判別率也較高 (90.0% 
> 76.7%)。因 Matsuda 與 Demura (2013) 發現

幼童足底壓力，左右腳前足壓力不一，而隨

著年齡增長，彼此差異性會降低，因此研究

中選用同年齡和單一腳鞋進行測試。未來，

若用壓力感測設計時，可以嘗試進行進一步

的實測與比較。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本產品具有高度創新性。原本設

計構想採用足弓兩側的壓力感測器，利用兩

邊壓力差的方式進行判讀，但受限於成本與

複雜度，而改採光遮斷原理設計。完成後的

實際產品，主體包括辨識裝置與鞋體所構成，

打開位於鞋舌的按壓開關後，鞋面內側 LED 

表 1
試用者穿錯次數累計

對象 a b c d e f g h l i j k m n p q r 總計 平均

使用前 6 4 5 4 3 2 6 5 5 4 5 4 3 6 4 5 3 74 4.35

使用後 1 1 1 0 1 0 2 2 1 1 1 1 1 2 1 2 1 19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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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做為市場接受度的參考分析。 

由調查結果可知，發現第二代產品在獨特功能性上，獲得了高度的滿意，100% 

的受訪者認為此項創新產品擁有良好且特殊的功能；約 92% 的受訪者認為此產品

可以有效吸引幼童目光，提升學習興趣；而鞋盒的設計，收納便利，也獲得 8 成左

右的認同，另外，價格定價應屬合理，也達到 81% 的認同度。 

上述項目的評價上也都得到 80% 以上的認可，整體而言，試用者反應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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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認同，這些是未來需要加強的項目。 

不過，目前樣品原型階段，未來實際量產時，可透過重新整體打版和縮小 IC 設

計，上述兩項缺失應可獲得大幅度改善。 

 
 

圖 15 滿意度回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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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滿意度回饋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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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先行亮起，具引導教果。而當腳掌套入鞋

內，則可啟動光遮斷辨識裝置；若左右腳鞋

穿著正確，則立即發出光源及音樂聲作為回

饋，反之則無光源，並伴隨兩聲警示音，可

讓使用者穿鞋時能自我校正，具有教學及趣

味之效果。

（二）本產品著重教學引導和娛樂功能，

設計充電器與鞋盒一體成型，建立使用者放

回原處的好習慣。此產品理念也兼顧環保機

制，本體採 USB 充電方式，於鞋底內建鎳氫

電池可重複充電，並採取省電的 LED 燈條。

（三）本產品經由試用者實際試用體驗

後，發現能在學習樂趣的情境下，有效降低

受試者穿錯左右邊的機會，降低了 7 成的錯

誤次數，提昇使用者自信心。而主觀滿意度

調查上，獨特功能性、吸引興趣以及收納便

利性、價格定價都達到 8 成以上的認可。

（四）經由既有資料搜尋及使用者問卷

的調查與重複實做修正，發展的可協助辨識

左右腳鞋裝置，產生高度創意、實用性及獨

特性，目前已經申請專利，未來成本與價格

控制於合宜範圍，具有市場潛力和量產價值。

二、建議

（一）材料部分：創新的區辨左右鞋款

造型與一般發光鞋無異，未來量產可再縮減

體積。目前鏤空鞋底空間的部份，可透過重

新整體打版和 IC 封包設計，以進一步提升使

用者的舒適感，並提昇耐用度與防水性。

（二）功能部分：未來可以於主機板中

加入衛星定位的功能，利用設置 GPS 定位晶

片，當遇迷途或緊急狀況時，讓家人可以快

速定位協尋，或者進行運動足跡的紀錄。再

者，從節能角度觀之，可於鞋底鑲入自發電

設計，以人體行走動能來為電池進行充電，

如此將更為便利與環保。

（三）設計部分：審美性方面，此一結

構調整後適用各類型包鞋設計，正式量產時，

可與各授權廠商簽約可愛造型，開發多款的

設計樣式，讓使用者與照護者更加喜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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