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文輸入法與非㆗文輸入法輸入方式之比較 

研究的初期因缺乏㆗文輸入法相關的資料，因此使用不嵌入於 WINDOWS

㆗文作業系統㆗的輸入方法。首先說明目前常用產生文字的方法，之後介紹㆔種

不結合㆗文輸入法之電腦輸入方式，並說明其優缺點。最後介紹結合㆗文輸入法

的優勢，如何改進不採用㆗文輸入法之電腦輸入方式的缺點，及在實作㆗文輸入

法時所會遇到的困難有那些。 

5.1 產生文字的方法 

在微軟的作業環境㆗要產生文字，目前已知在 Win32 API ㆗提供了㆓種可以

使用的方法。 

1. SendMessage：  

    提供了將字元送到特定視窗的功能，若要產生文字的輸出，首先找到具

有輸入焦點(input focus)的程式也就目前正在進行輸入動作的視窗，再利用

SendMessage 送出字元給該視窗。呼叫 SendMessage 產生文字的方法有㆓種

方法：送出 WM_CHAR 訊息或 WM_IME_CHAR 訊息 。 WM_CHAR 的字

元屬於 SBCS﹙Single Byte Character Set，英文及半形符號﹚。而 WM_CHAR

並不能產生㆗文及全形字﹙㆗文或全形字採用 DBCS，即 Double Byte 

Character Set﹚。要產生㆗文必需改採送出 WM_IME_CHAR 訊息的方式。 

2. keybd_event： 

利用 Window API ㆗提供 keybd_event 函數，程式設計師利用此函數可以

很容易達到鍵盤模擬的動作，只要將相對的鍵盤掃描碼傳入 keybd_event 函數

㆗便可產生相對的鍵盤動作。 

5.2  非㆗文輸入法的輸入方式 

初期研究以使用 keybd_event 和 SendMessage 等方式發展了㆔種的電腦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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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 1. SendMessages 結合 keybd_event、2.模擬鍵盤(採用 keybd_event)、3. 結

合模擬按鍵並針對不同的輸入法狀態顯示介面(採用 keybd_event)、以㆘列出不

同作法其盲點以及其所採行不同的掃描方式。 

5.2.1 SendMessages 結合 keybd_event 

1. 如何產生文字 

英文及半形符號使用 keybd_event 模擬鍵盤的方式來達成文字輸入的目

的，因為對大部份的使用者而言常設輸入法狀態為英文輸入狀態，採用此㆒

方法便可產生英文及半形符號。㆗文及全形字的輸出則呼叫 SendMessage 進

行文字的產生，SendMessage ㆗的參數採用 WM_IME_CHAR 來取代。 

2. ㆗文字庫的搜尋 

根據輸入的字根找出相對應之㆗文字 ，㆗文字庫的使用有㆓種方式，

第㆒種方式為重新建立倉頡字庫和注音字庫，需要重新建立㆗文字庫而且比

較浪費空間，另外㆒種方式是利用現有倉頡字庫、注音字庫，不需要再重新

建立新的字庫，但前提是作業系統必需已經安裝過倉頡輸入法和注音輸入

法。採用現有㆗文字庫作法的第㆒個步驟是利用 GetKeyboardLayoutList 函

數來取得目前作業系統㆗使用的㆗文輸入法之鍵盤配置(Keyboard 

Layout)，第㆓個步驟為將所查到的㆗文輸入法之鍵盤配置及由程式所取得

的輸入碼(例如：火火),傳遞給 ImmGetConversionList 函式，系統將回傳回

㆗文碼(炎)。 

3. 顯示介面： 

分成英文輸入，注音輸入及倉頡輸入、數學輸入等方式。採用循序掃描

的方式，輪流出現不同輸入顯示介面供使用者選擇，當選擇其㆗㆒種輸入方

式時便進入㆘㆒層的選擇。 

(1). 英文輸入(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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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㆒區[選單]：使用循序掃描 

第㆓區[英文]：循序掃描和列掃描合併使用 

圖 5-1 

 

   第㆒區[倉頡碼]：循序掃描和列掃描合併使用 

第㆓區[選字] ：循序掃描和列掃描合併使用 

第㆔區[選項] ：循序掃描和列掃描合併使用 

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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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倉頡輸入法(圖 5-2) 

倉頡輸入法和英數輸入㆒樣，並無特定的輸入順序，所以也是跟英文

輸入法㆒樣，採用循序掃描和列掃描兩種方法合併。 

(3). 注音輸入法(圖 5-3) 

 

第㆕區 

第㆔區 

第㆓區 

第㆒區 

     

 

 

 

 

 

 

 

 

 

 

 

 

第㆒區[注音符號] ： 使用㆓元掃描 

第㆓區[聲音選項] ： 循序掃描和列掃描合併使用 

第㆔區[選字項]   ： 循序掃描和列掃描合併使用 

第㆕區[選項]     ： 循序掃描和列掃描合併使用 

                              圖 5-3        

          

相對於前面兩種輸入法，注音輸入法有其輸入順序，因為注音輸入法有

㆔種組合方式，有的字是㆔個音組成，有的字是兩個音組成，而有些字只要

㆒個音就可以組成了，所以在掃描的方法㆖，採用可以較快選取到字的掃描

方法。而在注音輸入的掃描方面，也有㆒些技巧可以使用以減少產生㆒個㆗

文字的時間。舉例來說，㆗文字是由聲母和韻母組成，當使用者的第㆒個音

選擇了聲母之後，㆘次在掃描的時候，就不用再掃描聲母部分，只要掃描韻

母的部分就可以了。同理，當使用者的第㆒個音選擇了韻母之後，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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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ㄨ”、”ㄩ”的話，就掃描剩㆘的韻母即可，如果第㆒個音是選擇了”㆒”、”

ㄨ”、”ㄩ”之外其他的韻母的話，根據注音的組合規則，就可以直接去選擇這

個字的聲調，因此使用了這個規則之後，可以大大提升選字的速率。 

(4). 數字符號(圖 5-4) 

 

 

 

 

 

 

 

全區[數字符號] ：採用循序掃描和列掃描方式 

                             圖 5-4 

4. 優缺點 

  SendMessages 結合 keybd_event 的最大的缺點在於某些的編輯軟體﹙如

Microsoft 的 Office 系列產品﹚㆖會產生亂碼。像在微軟所提供的記事本㆖

執行是沒有問題的，但在 WORD ㆖執行便會產生亂碼。另外㆒個致命的缺

點是在當編輯軟體處於㆗文的狀況，而操作者所送出的是英文碼時，此時

並不會收到英文字，而是產生㆒個㆗文字根的動作，例如處於倉頡輸入法

㆘選擇送出 a 的英文字母，但在畫面㆖將出現 。還有以應用程

式所寫成的系統，會有搶編輯軟體的 input focus 的情形，當滑鼠點選到輸

入系統時會搶走原先編輯軟體的主控權，也就是遊標被輸入系統搶走了。

惟㆒的優點是容易撰寫，只適合作為實驗階段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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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模擬鍵盤 

1. 如何產生文字 

   用軟體的方式完成鍵盤的動作，每㆒按鍵均可以由其相對的 keybd_event

動作完成, 另外利用 keybd_event 模擬產生 crtl+shift 的動作來達成切換不同

的輸入法的功能，模擬鍵盤可以輔助所有㆗文輸入法之文字輸入的工作。 

2. 顯示介面： 

      將所有的按鍵同時顯示在圖形介面㆖，從㆘圖㆗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每

㆒按鍵區塊㆗均同時顯示多種不的文字符號，按鍵區塊在不同的輸入狀態之

㆘便代表不同的意義，舉例來說  在英文輸入狀態㆘代表按鍵”Q”，注音

輸入狀態㆘代表按鍵”ㄆ”，倉頡輸入狀態㆘代表按鍵”手”。將全部的按鍵分

成五個列，每㆒列分成 5組，每㆒組最多不超過 4個鍵，第㆒次掃描為列選

擇之後再進行組的選擇，從 5組㆗選出包含所要按鍵之組別，最後進行循序

掃描，經過㆔次選擇之後就可以選到所要的按鍵。 

 

模擬鍵盤程式進行列選擇： 

 

 

列選擇 

                    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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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鍵盤程式進行分組選擇： 

 

 

分組選擇 

                        圖 5-6 

3. 優缺點 

   模擬鍵盤程式只產生虛擬按鍵的動作，㆗文字的輸入動作，則依賴作業

系本身的輸入法程式完成，輸入法會依所收到的按鍵動作轉換成相對應的㆗

英文的輸入動作，因此不需要在模擬鍵盤的程式㆗處理尋找㆗文字庫的工

作。因此其具有操作簡單容易，容易撰寫等優點，同時具有㆒定的實用性，

但仍然同樣的會產生搶編輯軟體之主控權的情形。另外因無法配合不同輸入

法來顯示介面，模擬鍵盤必需將所有可能用的到的按鍵同時顯示在螢幕㆖，

每㆒按鍵區塊為因應不同輸入法的需求同時顯示多種不的文字碼，造成佔據

畫面很大的空間。           

5.2.3 結合模擬按鍵並針對不同的輸入法狀態顯示介面 

1. 如何產生文字 

    與模擬鍵盤㆒樣使用 keybd_event 來完成文字輸入的動作，另外提供了

切換至不同的輸入法之功能。微軟在控制臺的輸入法㆗提供設定切換輸入法

的功能鍵，我們可以利用此㆒功能來設定切換至注音輸入法，倉頡輸入法的

功能鍵，然後透過模擬功能鍵達成切換輸入法之目的。 

2. 顯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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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畫面會佔據視窗桌面㆘方㆒行的位置(位於視窗狀態列的㆖方)程

式執行時會將其他的程式畫面往㆖移㆒格(如圖 4-12)，為改善模擬鍵盤無法

配合輸入法的狀態顯示介面，特別設計了五個不同的輸入法狀態

( ：英數、 ：倉頡 、 ：注音、 ：控制鍵、 ：

符號)，其㆗藍底白字的 代表目前正在使用的輸入法之狀態處於英數輸

入。輸入文字時首先選擇輸入法的狀態，以㆘列出各不同狀態時輸入法的顯

示畫面。 

 

英數輸入 

                     圖 5-7 

列選擇  輸入法狀態 

倉頡輸入 

                     圖 5-8 

列選擇 輸入法狀態 

注音輸入 

                     圖 5-9 

列選擇 輸入法狀態 

控制鍵輸入 

                     圖 5-10 

列選擇 輸入法狀態 

符號輸入 

                     圖 5-11 

列選擇 輸入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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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2 

列選擇 組選擇 

 

3. 優缺點 

   和模擬鍵盤㆒樣，其㆗文輸入動作需依賴作業系統本身的㆗文輸入法

來完成，因此不需要在程式㆗處理尋找㆗文字庫的動作。配合輸入法的狀態

顯示介面，不需要將所有可能用的到的按鍵同時顯示在螢幕㆖，每㆒按鍵區

塊只顯示單㆒的文字，和模擬鍵盤比較不佔據畫面的空間。但由於是以應用

程式的型態撰寫而成，所以同樣會出現搶編輯軟體之主控權的情形。缺點是

使用者需要在系統安裝前設定注音輸入法的功能鍵和倉頡輸入法的功能

鍵，其最大的致命傷在於程式無法與輸入法結合，而採用模擬按鍵的方式進

行文字輸入的控制，使用者需自行修正㆗文輸入法的狀態。舉例來說㆒開始

執行本系統時或者切換不同的編緝軟體時，由於每㆒編緝軟體輸入法狀態均

不同，因此必需仰賴使用者重新設定輸入法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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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結合㆗文輸入法的優勢及困難 

結合㆗文輸入法的優勢： 

1.解決無法配合輸入法狀態的問題。 

不結合 WINDOWS ㆗文輸入法所設計出來的程式，Window 作業系統會

將其當成㆒般的應用程式，而該應用程式必需要能監控並記錄每㆒個正在執

行㆗的程式之㆗文輸入法狀態，才能因應每㆒個不同的應用程式在需要輸文

字時，送出正確的㆗文字碼或英文字碼，但在實作㆖不易達成，但如果發展

新的㆗文輸入法就不會有配合輸入法狀態的問題，而且能適切的顯示候選鍵

的畫面，只顯示目前會使用到的按鍵而不需要將所有按鍵列出。 

2.不會搶編輯軟體的主控權： 

  每㆒個應用程式在進行文字輸入時都會使用輸入法控制程式，輸入法是附

屬於被應用程式呼叫的㆒個工具，如果我們又另外發展其他的應用程式來輔

助我們完成文字輸入的工作，該程式是㆒個獨立的程式並無法與每㆒個要進

行文字輸入工作的程式相結合，常常在使用㆖會有反客為主的情形，搶走原

先正在進行編輯工作的軟體之主控權。例如我們會在輔助輸入系統㆖提供㆒

些設定功能鍵，這些功能鍵提供了改變系統的參數之方法，如果輔助輸入系

統是獨立的應用程式，在操作功能鍵時將搶走目前正在進行文字輸入作業程

式的主控權，但如果採用的是與作業系統結合的輸入法便不會出現此㆒情形。 

3.能夠配合所有的編輯軟體，不會產生亂碼  

    採用㆗文輸入法來設計肢障者適用的文字輸入系統的最大好處就是能

夠與微軟㆗文系統相結合，不會只能在某些特定條件㆘才可以正常操作，能

夠配合所有的編輯軟體而不會產生問題。不管是在英文狀態㆘送出英文及半

形符號(SBCS 字元)或者是㆗文狀態㆘送出㆗文或全形字(DBCS 字元﹚都不

會產生亂碼或不正常的錯誤選碼動作。 

4.在圖形介面㆖能配合不同的輸入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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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輸入法所寫出的輸入系統，能夠完全掌握輸入法的所有的狀況，清

楚明白的知道目前是處於㆗文輸入、英文輸入或符號控制鍵。所以我們在設

計㆖會比較彈性不受限制，較能夠設計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軟體。 

撰寫㆗文輸入法的困難： 

1.發展㆗文輸入法，缺乏相關的資料來源 

雖然目前國內已發展出許多的㆗文輸入法，但始終沒有相關的技術資料

被公佈，唯㆒的技術資料來源只有微軟的網站，網站㆖有部份的文件但內容

並不完整。不過幸好微軟網站㆖有提供完整的範例程式，讓我們可以從實際

的例子㆘手，才得以解決技術文件不足的問題。 

2.設計㆗文輸入法，程式撰寫必需花費更多的時間在處理低階的動作 

㆒般的程式都有現成的物件可以使用，比方說我們在 C++BUILDER 要

開㆒個新的視窗，只要使用滑鼠點選然後更改參數便可完成。圖形介面同樣

的也可以利用滑鼠點選達成需求。但是㆗文輸入法的設計必需依賴程式設計

師親自撰寫程式來建立視窗，進行參數的調整，尤其是圖形介面的設計更是

花費時間精力，舉列來說要畫㆒個方框，在 C++BUILDER 只要用滑鼠點選動

作即可完成，但㆗文輸入法程式設計㆖則必需使用指令設定方框的座標，長

寬，背景顏色，前景顏色等參數。在做法㆖比較瑣碎，另外像按鍵的處理，

若使用㆒般的按鍵則會造成在操作按鍵時會搶走編緝軟體的主控權，所以使

用者必需親自設計，採用監控滑鼠狀態方式，當滑鼠經過按鍵區域時檢查滑

鼠是否被按㆘，避免搶走 input focus。   

3.較難除錯 

由於輸入法本身，無法直接在 C++的發展環境㆗進行測試追綜程式的執

行，必需安裝至作業系統㆗方能知道是否成功執行，故在程式發展㆗需花費

較多的時間在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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