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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冒在調查高中職及大專就讀普通班肢體障礙學生電腦與網際網路使用現

況及輔具的需求，研究者利用自編問卷，訪問23位高中職及大專學生，結果發現高

中職以上的學生使用電腦時間呈現兩極化，而電腦輔具的使用的確可以改善他們在

鍵盤、滑鼠、電腦基本操作以及基本軟體操作的困難。此外，國內輔具使用缺乏完

善評估與服務系統，輔具使用者也缺乏對輔具的正確認識;為了提升輔具使用率及

效能，未來期從下列方向努力:建立完善的評估與服務流程、增加電腦輔具補助的

項目、增加電腦輔具相關訊息與知識的推廣及加強輔具相關專業人力的培育。

關鍵詞:肢體障礙學生、輔助科技、電腦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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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in computer access and
the use of assistive devices in se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23 student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present highly variation in times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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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and internet. Keyboard and mouse operation skills did improve with appropriate

access devices. However,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assis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services impeded the use of input devices. We should establishment customized assis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service, increase the funding of devices, advocate the importance

and knowledge of assistive technology, and enrich the fundamental skills of the therapists

Keywords: student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assistive technology, computer access devices

壹、前言

數位參與(digital participation)是現代資

訊科技社會中重要的公民議題，根據歐盟

i2010計畫，所謂數位參與是指公民利用數位

科技參與數位環境中的各種活動，正如傳統

社會中公民參與一般社會活動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資訊科技的可及性或近

用性(access)是數位參與重要的層面。然而，

身心障礙者可能因為生理或心理的缺陷，而

造成資訊近用的困難。透過適切的輔其以及

無障礙的網路環境，將可大大提昇身心障礙

者在資訊近用。

吳亭芳、陳明聰、邱崇懿與王華沛(2007 )

曾調查國小腦性麻痺學生電腦與網際網路使

用現況及輔真的需求，利用自編問卷訪問47

位腦性麻痺學生家長，結果發現腦性麻痺學

生使用電腦以及網際網路的時間並不多，而

電腦輔真的使用的確可以改善他們在鍵盤、

滑鼠、電腦基本操作以及基本軟體操作的困

難，提升資訊的參與。

我國教育部為了提供大專院校身心障礙

學生輔助科技設備和服藹，自2003年起成立3

個大專學習輔其中心，分別委託畫北淡江大

學、高雄師範大學以及臺中中山復健醫院，

針對就讀大專校院的視障、聽障及肢障學生

的學習需要來提供輔助性科技設備及輔具服

務。近年來，電腦輔其對大專校院學生的學

習愈來愈重要。雖然已有電腦輔具提供肢體

障礙學生學習，但其使用狀況及滿意度仍然

未被探討。因此本篇目的在探討肢體障礙學

生電腦輔具使用狀況及需求，以期未來能提

供更好的輔助科技評估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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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由教育部大專肢體障礙學習輔具

中心取得95年度高中職及大專肢體障礙學生

申請電腦輔其補助的名單，此外，並由專案

助理聯繫全省各縣市輔其中心請求提供相關

名單。最後有23位高中職及大專的學生同意

參與本研究，由於樣本之取得為立意性樣

本，因此本研究之結果無法推論到所有的高

中職以上的肢障學生。回收有效問卷總共23

份，其中男生14位(60.9%) ，女生9位(39.1 %)。

個案目前多安置於一般學校的普通班，有20

名(87%) ，已畢業有3名(1 3%) 。個案平均年齡

為23歲，介於16~37歲間。

診斷為腦性麻痺有11名，脊髓損傷5名，

傷腦3名，其它診斷4名(包括不明原因、肌肉

萎縮、腦瘤等)。個案的肢體障礙程度多為重

度，古20名(47.8%) ，其次是中度7名(30.4%)

和極重度3名(1 3%) ，輕度2位(8.7%) 。有8名

(34.78%)個案除肢體障礙外伴隨語言障礙，

伴有呼吸困難者有3名(1 3.04%) ，伴有脊椎側

彎有 2 名 (8.7%) ，伴有視覺障礙者有1 名

(4 .35%) ，伴隨聽覺障礙者有1位(4.35%) 。個

案詳細基本資料如表l所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其為研究者自編

之「肢體障礙學生電腦網際網路使用現況及

輔其需求調查表J (以下簡稱本表)，本表共

有5大部分，包含基本資料、電腦使用現況及

困難、網際網路使用現況及困難、電腦輔具

使用相關經驗與電腦輔真相關需求。本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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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群透過文獻回顧(吳亭芳、陳明聰、邱

崇懿、王華沛， 2007) 及臨床相關工作經驗

所訂定，初版完成後經過10位特殊教育、電

腦資訊及職能治療相關的專家學者及治療師

的審查後修訂而成。

表 l 個案基本資料一覽表

基本資料 人數

性別
男 14
女 9
16~20 8

年齡 20~30 12
30~40 3
腦性麻痺 11

診斷
脊髓損傷 5
腦傷 3
其它 4
輕度 2

障礙程度 中度 7
重度 14
高中職 6

教育狀況
大專院校 12
研究所以上 2
已畢業 3

三、研究程序

研究者先給予研究助理2天訓練，讓其能

認識各種電腦輔具以及訪談應注意事項，之

後，由研究助理聯絡教育部大專肢體障礙學習

輔具中心及全省各縣市輔具中心，取得可能之

樣本，以電話取得個案之同意後，以電話訪問

問卷，問卷訪問之時間約為20-40分鐘。

四、資料分析

調查表所蒐集資料先鍵入Excel軟體建

檔，之後再利用Excel數學函數，以描述性統

計來呈現次數及百分比。

參、研究結果

一、肢障學生電腦及網際網路使用現況

根據問卷的結果， 23名受訪者都有於日

常生活中使用電腦，每日使用時間大於3小時

特殊教育季刊

有 11位，其次為1-2小時的8位，此中還有個

案使用電腦長連10小時及 16小時的時間;可

見使用電腦時間呈兩極化。在平均每日使用

網際網路的時數調查結果發現， 23名受訪者

肢障學生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網際網路，其

中5名使用時間不超過 1小時、 1~2小時有7

名、 2-3小時有2名， 3小時以上有9名。

二、肢障學生電腦及網際網路使用的目的

學生使用電腦的目的如表2所示，使用電

腦目的多為學業需求和休閒娛樂，其次才是

和他人溝通。

表2 肢體障愛學生使用電腦的目的(可

複選)

使用電腦目的
人數

百分比
(N=23)

學業需要 在電腦上閱讀 16 69.57
寫作業 15 65.22
玩電動玩具 14 60.87

休閒娛樂聽音樂 15 65.22
看電影 10 43 .48

和他人 輸入文字溝通 11 47.83
溝通 語音溝通 2 8.70

基本文書處理 7 30.43
工作要求使用繪圖程式 3 13.04

從事程式設計 4.35

三、肢障學生電腦及網際網路使用上的困難

在全部23名有使用電腦的受訪者中，共

有 11名學生(47.83%)表示在電腦使用上有困

難， 12名表示電腦使用沒有困難。在12名沒

有困難的學生當中有l位因為能力改善進步

了，所以沒有困難。其餘11名學生雖表示使

用電腦沒有困難，但實際上並未使用輔具，

主要因為試用輔具時覺得不好用，或覺得使

用輔具未能改善輸入速度，所以仍舊採用過

去逐字手動輸入方式完成電腦操作。由此可

發現，肢障學生並非完全無操作電腦的困

難，而是外在的輔具無法改善電腦使用現

況，使得受訪者選擇維持舊有電腦使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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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感困難。在滑鼠使用上，以移動滑鼠、滑

鼠雙擊點選、滑鼠雙擊最感困難。在軟體基

本操作上以儲存檔案、開歐、編輯文字最感

困難。在電腦基本操作上，以把光碟、碟片

及隨身碟插入電腦最感困難。其他之內容請

詳見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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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腦有困難的 11位學生，其遭過困

難的項目整理如表3 '依比例高到低依序為:

10位(90.1%)在鍵盤使用有困難、 7位(63.6%)

在滑鼠使用有困難、電腦基本操作和軟體基

本操作各有4位(36.7%)有困難。在鍵盤使用

上，以輸入速度慢、會按錯鍵盤按鍵、一次

按到多個鍵、無法同時按壓二個以上的按鍵

第 122期民 101年3月特殊教育季刊

肢障學生在使用輔具前後使用電腦困難一覽表

狀況

鍵盤使用

輸入速度慢

會按錯鍵盤按鍵

一次會按到好幾個按鍵

無法同時按壓二個以上的按鍵

按下按鍵後，手無法立刻拿闊

無法按到普通鍵盤的所有按鍵

滑鼠使用

移動;骨鼠

滑鼠單擊點還

;骨鼠雙擊點還

握;骨鼠

鎖定目標並點還

滑鼠拖曳游標

軟體基本操作

儲存檔案

開放檔案

開M.軟體

文字編輯

電腦基本操作

將磁片、光碟片或隨身碟插入電腦

關機關機

複製檔案

註: N= l1

輔具使用後

446421

冒
且
，

I
A

且
可

A
U
A

且
可

A
且
可

AUAUAUAU

'1

,
IAU

輔具使用前

876522

r
o
f
o
f
O

有

ν

有

ν

有

ν

司
、d

弓
3

弓
3

弓
3

A
『
弓

3
1
i

表3

其次為軌跡球、搖桿滑鼠、 USB數字鍵盤、

螢幕鍵盤、眼控滑鼠、鍵盤敲擊器、 IBM語

音辨識系統、手臂支撐器等。其他輔具包含:

手杖、頭杖、嘴杖( 1名)、摩斯碼鍵盤( 1

名)、以鍵盤代替性滑鼠的功能( 1名)、頭控

特殊教育季刊

四、肢體障礙學生電腦輔具使用相關經驗

(一)輔具使用種頓

在23名肢障學生，總共使用過電腦輔具

共34種及做過15種電腦調整。其中最常使用

的輔具種額如表4所示，以鍵盤護框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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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腦輔具對改善肢體障礙學生操

作電腦困難的效果

11名使用電腦有困難的個案經由電腦輔

具協助後獲得解決。從表3可看出，在鍵盤按

鍵的操作、滑鼠的移動、點選、雙擊等功能

獲得相當的改善。但仍有個案即使在有輔具

協助下，對電腦使用仍感困難，尤其是在文

字編輯、檔案編輯等功能，在輔具使用前後

個案表示困難的比例未有顯著差別。

肢障學生在使用電腦輔具後，在電腦操

作困難項目改變最大者為輸入速度，如表3

所示，輸入速度慢項目從8人到4人(72.73%減

到36.36%) 、按錯鍵盤按鍵項目從7人到4人

(從63.64%減至36.36%%) ，及無法同時按壓

二個以上按鍵項目從5人到4人(45 .45%減到

36.36%) 、無法按到所有的鍵項目從2人到 l

人(1 8.18%到9.09%) ;而一次按到好幾個按

鍵，以及按鍵後手無法離開這兩項目則沒有

獲得改善。

肢體障礙學生在使用輔具前在滑鼠使用

困難方面，困難最多的項目為移動滑鼠、滑

鼠單擊點選及滑鼠雙擊點選，各有 6位

(54.5%) ，其次為握滑鼠、鎖定點選及拖曳游

標各5位(45 .45%) 。在使用電腦輔具後，電腦

操作困難改變最大者依表3所示為握滑鼠從5

人減至0人，其它為移動滑鼠、滑鼠單擊點選

從6人到1人;滑鼠雙擊點選、鎖定目標並點

選、滑鼠拖曳游標都各自減少4人。

肢障學生在輔具使用前於「電腦軟體操

作困難」主訴為儲存檔案及開歐檔案、開歐

軟體及文字編輯，均為3位。在使用電腦輔具

後，問題獲得良好解決。

如表3所示，在使用輔具前，肢障學生在

「電腦操作部分」最感困難的是將磁片、光

碟片或隨身碟插入電腦有4位、開機關機有3

位、複製檔案有l位。在使用電腦輔具後其於

電腦操作困難改變最大者為將磁片、光碟片

或隨身碟插入電腦從4人減為1人、其次為開

機關機3人至1人、複製檔案1人至0人。

整體而言，在電腦輔具使用後，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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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鼠(I名)、特殊鍵盤(1名)、滑鼠按鍵加

大(I名)、按鍵式滑鼠(I名)、特殊左右鍵

(I名)。表5為其它電腦調整項目，.因為受試

者在填寫問卷時，部分學生會認為輔具應該

是一種實體物質才算輔具，電腦調整部分並

非輔具，故在使用電腦調整的部份只有的人

次，比例相對的偏低。而調整項目以鍵盤設

定、滑鼠游標速度為最多。

第 122期民 101年3月特殊教育季刊

肢障學生最常使用的電腦輔其

項目 人次

5
3

3

2
2
2
2
2

34

表4

鍵盤護框

軌跡球

搖桿滑鼠

USB數字鍵盤

螢幕鍵盤

自民控滑鼠

鍵盤敲擊器

IBM語音辨識率統

手臂支撐架

手杖、頭杖、嘴杖

摩斯碼鍵盤

以數字鍵盤代替滑鼠功能

頭控滑鼠

特殊鍵盤

滑鼠按鍵加大

按鍵式滑鼠

特殊左右鍵

合計

17

肢障學生使用其它電腦調整項目

特殊教育季刊

人次

15

3
3
2
2
2
1

且

l
l

項目

調整鍵盤的設定

調整滑鼠及游標的反應速度

將雙擊改成一次反應即可

調整螢幕桌面上圖示大小

語音輸出~統

其它輸入調整(軌跡球左右鍵對調)

利用微軟視窗協助工具選項調整

調整滑鼠雙擊的反應時間

合計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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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案都能在電腦使用上，效能增加。然仍

有部分問題，如:一次按到好幾個按鍵、按

下按鍵手無法離開等問題並未獲得改善。

(三)輔具來源、使用頻率及滿意度

在34種輔具中，有多種補助來源，其中

以教育部12種，學校10種為最多;其它補助

來源為自行購置4種，院內公物3種，國科會2

種，及他人捐助 1種。因取樣的個案都來自大

專肢障學生申請補助名單，所以輔具來源多

是教育部。

34種曾經使用過的電腦輔具中，僅有17

種(50%)輔具目前有繼續使用，棄用率的高連

50% 。在繼續使用的 17種輔具中，使用頻率

「每次使用電腦都會用」有 13人次(表6) ,

而滿意度也幾乎都是非常滿意及滿意。滿意

度(表7)以滿意 12人次，普通 10人次為最多，

非常滿意3人。而在吳亭芳、陳明聰、邱崇懿

和王華沛(2007)的研究中，只有48%續用輔

具， 52%棄用率結果與本次研究相近，顯示

出在隨著年齡增長，和不同的學習需求下，

輔具的棄用率仍是高達一半，並未隨著能力

增加而減少輔具的棄用率。相較於國外的棄

用率， Phillipsf[]Zhao (1 993)跨國際的輔具使

用調查中， 227參與者有29%的棄用率，相較

低於本研究的棄用率，但作者也指出輔具的

棄用率於使用的第一年最高，之後是使用後

的第五年又再度升高。綜合國外的研究發現

輔具棄用率在使用的第一年至少為三分之一

以上 (Harris & Springle, 2003; Lenker &

Paquet, 2004; Scherer & Galvin, 1994) 。

表6 肢障學生使用輔具的頻率

輔具使用頻率 人次(N=34) 百分比

每次使用電腦都會用 13 38.24

每天至少使用一次 1 2.94

每週至少用一次 1 2.94

每個月至少用一次 1 2.94

只有在醫療機構才使用 1 2.94

i從不使.用 17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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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肢障學生使用輔具的滿意度

輔具使用滿意度 人次(N=34) 百分比

非常滿意 3 8.82
滿意 12 35.29
普通 10 29.41
不滿意 5 14.71
非常不滿意 3 8.82
遺漏值 2.94
合計 34 100.00

(四)棄用率及原因

34項輔具中，有 17種被棄用。這 17種

(50%)未繼續使用輔具的主要原因(可複

選): 11名個案覺得輔具不好用，操作不便;

8名個案覺得用了輔具以後，也沒什麼太大改

善， 7名其它不使用的原因，如:有4位覺得

不需要或不想用， 1位覺得自己進步了所以不

用， 1位表示自己目前可以使用正常滑鼠，不

需用輔具， 1位覺得使用後還要還學校太麻煩

了。其它的原因，如容易故障，常要調整和

修理及畢業了已歸還學校等。相較而言，吳

亭芳等人(2007)研究結果的國小學學童52%

棄用率，原因包括:手功能隨成長與治療進

步後而不需用電腦輔具;使用輔具也無大改

善而不想繼續使用;輔具使用不便操作麻煩

而不想使用;或學生畢業後輔具需歸還學校

或借用單位而導致無輔具可用。由這兩個不

用年齡層的研究發現，棄用的原因是相似

的， Phillips和Zhao (1 993)研究指出有四個影

響放棄使用輔具的因子，包括末考慮使用者

的意見、輔具取得不易、輔具功能不佳、使

用者的需求改變。可以發現棄用輔具原因包

括:學生的內在能力(如:能力與輔具不相

當、需求改變)和學生的外在環境(如:借用、

歸還、取得不易等問題)故未來輔具設計仍

需克服這些棄用的緣由。

(五)建議及考量

輔具的建議(可複選)則多來自老師( 18

位)、職能治療師 (8位) ，物理治療師 (6位)、

特殊教育季刊



特殊教育季刊民101年3月第122期第 13-21 頁

復健醫師(3位) ，自己(3位) ，病友、他人

及輔具中心各 l位。而個案選擇輔具的考量項

目中以操作是是否符合自己需求、維修容

易、是否操作簡單易懂、耐用與否、價格合

理、是否可以取得補助、以及治療師的建議、

是否容易購買及是否和目前設備相容為主要

考量，其他相關考量因素如表8所示。

表8 肢障學生選擇電腦輔其的主要考量

項目 人次(N=23)

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 16

維修容易 的

操作是否簡單易懂 的

耐用與否 14
價格合理 12
是否可取得補助 12
治療師的建議 9
是否容易購買 9
是否可和目前設備相容 9

專業人員協助 5
品牌 2

美觀與否 2

其它購買考量 。

五、肢障學生電腦輔具之普及性及推廣

在 23 名受訪者當中，有 11 名受訪者

(47.83%)認為肢障學生使用電腦輔真的情形

普遍;其餘12名受訪者中有4名填寫「不知道」

或「不清楚 J '只有8名(34.78%)認為是電腦

輔具使用情形不普遍。相較於2004年的調

查，有63%腦性麻痺家長們認為現有輔具使

用現況不普遍。可能是這兩年，民眾對電腦

輔具的認識逐漸增加所致。

在8名認為不普遍的受訪者中，其原因依

序為缺乏適當的評估興建議、專業人員人力

不足、欠缺相關的經費補助等(如表9所示)。

由此原因可得知，目前臺灣在輔具的專業人

力有明顯不足現象，雖有提供輔具服務，但

無法提供相稱的專業知識及適當的評估與建

議，而導致使用者覺得輔具的幫助不大。而

在2004年調查研究中，大部分的腦性麻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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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家長認為政府應該增加電腦相關輔具的補

助、提供輔具的使用及介紹相關資訊、以及

提供電腦使用輔具的訓練機會給腦性麻痺學

生，來推廣電腦相關輔具。

至於應如何推廣電腦使用相關輔具?受

訪者認為可行的方法整理如表10 ，大部分的

肢障學生及家長認為政府應該提供輔具的使

用及介紹相關資訊、增加專業人員的知識訓

練、增加電腦相關輔具的補助、以及提供電

腦使用輔具的訓練機會給肢障學生，來推廣

電腦相關輔具。

表9 肢障學生認為電腦輔其不普及的原因

不普及的原因 人次

專業人員缺乏相關知識 6

覺得輔具幫助不大 6
欠缺輔具相關訊息 3

專業人力不足 3
缺乏適當評估與建議 3

取得不易 3
有設備，但缺相關訓練 2

輔具操作太過複雜 2
設備過於昂貴 2

缺相關經費補助 l

其它因素 l

表 10 肢障學生認為可以推廣電腦輔具的

方法

項目 人次

提供輔具的使用及介紹相關訊息 16

增加專業人員的知識訓練 12

增加電腦相關輔具的補助 12

提供電腦使用輔具的訓練機會給身 12

心障礙學生

鼓勵廠商生產、研勞 12

在學生的 IEP明定得提供學生相關 8
的輔具

修訂法律，明定使用規範 6

其它 3

19



特殊教育季刊民 101年3月第 122期第 13-21 頁

肆、結論與建議

從上述結果可以得知，使用電腦輔具的

確可以改善腦性麻痺學生部分電腦輸入的困

難(參見表3) 。然而，電腦輔具被棄用之情

形仍相當普遍，從電話訪問個案中可以瞭

解，大部分的個案獲得輔具後，並未同時獲

得相闊的訓練，因此誤以為拿到輔具後就可

以立即改善輸入的效能。所以當輸入效能沒

有立即改善時，輔具即被棄用。在會繼續使

用電腦輔具的個案當中，大部分都是每次使

用電腦皆會使用，並且對輔具的滿意度為滿

意或非常滿意。本研究調查時剛好是個案剛

使用輔具的第一年，因此棄用率最高，此與

國外棄用率研究結果相同。但本研究的棄用

率50%高於國外平均33%棄用率，從訪問個案

結果可知現今我國輔助性科技服務上，大多

僅停留產品給與，未提供配套的訓練及再調

整的後續服務。

本研究結果顯示出，國內輔具使用缺乏

完善評估與服務系統，輔具使用者也缺乏對

輔具的正確認識，認為只要有輔具就能改善

功能。然而，缺乏相關訓練及服務，往往無

法讓輔具達到該有的效能。因此對於為了提

升輔具的使用率及效能，本研究建議應從下

列方向加以改進:

一、建立完善的評估與服務流程

美國「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 J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PL 101-476)

中明文規定應將身心障礙學生對於輔助性科

技的需求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之中，學校應

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必要之輔助性科技設備與

服務。根據上述法案的定義，所謂輔助性科技

包含輔助性科技設備(assistive technology

device)與輔助性科技服務(assistive technology

service) 。其中輔助性科技設備是指:不管是

購買的、修改的或訂做的任何零件或成品，

其目的在增進、維持或改善障礙者的功能

者。至於輔助性科技服務則是指任何協助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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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選擇、獲得和使用輔助性科技設備的服

務。 Cook和Polgar (2007)提出輔助性科技評

估的流程，從了解個案需求，評估個案動作、

認知、感覺、語言等能力後，選擇輔具並加

以訓練。從上述可知，完整輔具服務，需包

含評估、選用、訓練、再評估四個流程，缺

少任何一部分都會影響輔具的使用效能。

從受訪者意見我們也可以得知，受訪者

認為缺乏適當的評估與建議是造成輔具使用

不普及的原因之一，更有受訪者建議應成立

輔具單一窗口，評估選用與訓練應整合，不

致使個案奔技多處來取得輔具及獲得訓練。

Scherer (2002)指出過去輔助性科技是將

人分類才給予輔具，例如:下肢癱瘓都一律

都給予輪椅，但相同輪椅卻無法滿足所有下

肢癱瘓者的需求;因此Scherer強調21世紀輔

助性科技應該以個人為中心來提供輔助，即

使相同脊髓損傷者，都需視其生理及環境等

需求來評估並選用適合輪椅。此概念強調，

未來的輔助性科技應該是科技來配合人的需

求而調整，而非重覆過去人們一開始先扭曲

自我需求而配合輔具的設計，無法配合時則

是將輔助捨棄的惡性循環。因此建立完整輔

助性科技服務過程中，以人為中心的概念仍

需被強調。

二、增加電腦輔具補助的項目

在內政部2007年 12月公布的「身心障礙

者輔具器具補助標準」中，特殊電腦輔具器

具包含了點字觸摸顯示器、擴視機、盲用電

腦介面軟體、鍵盤保護框(洞洞版)、特殊滑

鼠或鍵盤介面、手部輔助支架(如鍵盤敲擊

器)、吹吸口控滑鼠、視訊會議系統、溝通板

等項目。本研究受訪者輔具補助來源大多來

自教育部，使用最多的輔具為洞洞板，可申

請之輔助費只有500元。但以科技輔具基金會

的洞洞恆便要價2500元，對於須同時負擔疾

病醫藥費以及額外電腦輔具使用費用的弱勢

家庭容易造成明顯數位落差。

本調查顯示，受訪者常見的困難為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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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滑鼠使用，而政府只補助特殊滑鼠及鍵盤

介面兩頭輔真。對僅需要改裝一般鍵盤及普

通滑鼠的個案則完全無法提供補助。實際需

要特殊滑鼠及鍵盤的個案，不但常遭過國內

廠商未從國外引進的狀況，而且這頓特殊滑

鼠或鍵盤往往價格不菲，可是政府對此類特

殊電腦使用輔其補助費只有2，500元，對個案

實質幫助仍是有限。

因本研究的受訪者多為接受教育部補助

之學生，因此日後或是已畢業須歸還輔其，

歸還的輔具如果太個別化，很難再利用而堆

置在學校。然而，畢業或轉換到其他階段別

的學生卻因為歸還了輔具，而沒有輔具可

用。因此，有些在學之受訪者表示希望畢業

後學校能酌情讓學生畢業後能買回輔具繼續

使用，國內教育部補助學生電腦使用輔其的

美意能否有效延續執行目前有行政上的潛在

困難，建議各級學校需研討相關配套方式。

三、增加電腦輔具相關訊息與知識的推廣

本研究顯示，輔真不普及的原因包括專

業人員缺乏相關知識、覺得輔其幫助不大。

受訪者會認為輔具幫助不大，主要是使用者

對輔具有錯誤認知，仍會期待輔其立即改善

的認知，專業人員仍需加強提倡輔其在選用

後仍需訓練、再評估的追縱流程，才能有效

改善輔其的棄用率，增進輔具使用的頻率。

在其它建議方面，希望政府以更簡易方

式來推廣增進一般民眾的輔其認知。需提醒

傳播媒體不要一味僅報導身心障礙者身體方

面的殘缺，而是需要更正向宣導輔其如何改

變身心障礙者身體殘缺後的生活品質，才能

帶給身心障礙者更多希望。

四、加強輔具相關專業人力

研究結果得知，受訪者建議需再提供更

多輔其相關訊息，雖然現今網路發達，在網

路上能找到許多輔其的訊息，但是仍欠缺可

近性，常常是看得到有輔具而不知從那裡得

到。本研究結果也反映國內各地方輔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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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輔具專業人員，仍人力不足、並欠缺

相關的經費補助，無法有效提供完整的輔具

服務。未來希望推動相關專業人員在輔具專

業之能力認證'來提供完整專業人力訓練，

才能發揮輔真專業諮詢及訓練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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