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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肢體障礙者之動作特質與使用電腦之限制 

 

根據民國八十年六月由行政院衛生署公佈實施，八十八年、九十年、九十一

年修正的身心障礙類別與等級(行政院衛生署，民 91)提到肢體障礙的定義係指由

於發育遲緩，中樞或周圍神經系統發生病變，外傷或其他先天或後天性骨骼肌肉

系統之缺損或疾病而形成肢體障礙致無法或難以修復者的部分。可以分為上肢、

下肢、軀幹和四肢，其中有關上肢重度肢體障礙與四肢極重度肢體障礙的詳細分

類請看表 2-1 說明。 

 

表 2-1 肢體障礙分類等級與鑑定標準 

名稱 等級 標準 備註 

上肢  肢體

障礙 
重度 一、兩上肢之機能全廢

者。  

二、兩上肢由腕關節以

上欠缺者。 

 四肢  

 極重度 一、四肢的機能全廢者。

一、一人同時具有上、下肢、軀

幹或四肢中之兩項以上障礙

者，以較重級者為準，如有

兩項以上同級時，可晉一

級，但最多以晉一級為限。 

 
 
  

  

從表 2-1 中，我們可以發現四肢肢體極重度障礙、重度上肢障礙的患者，他

們的手部功能多已喪失，造成他們手部移動的範圍有限與定位的能力不足。所以

在電腦操作的時候，一般的滑鼠和鍵盤輸入介面對他們來說並不適用。此時可利



 

 8

用適當的輔具來幫助他們完成輸入的動作，降低肢體障礙者使用電腦的困難。但

是不同類型的肢體障礙者其動作特質也有所不同，茲進一步討論如下： 

一、 脊髓損傷者之動作特質及使用電腦之限制 

根據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聯合會指出，台灣地區每年約有 1000 個新增的脊

髓損傷患者。此類病患好發於生產力最高之青壯年期，有將近半數的病患是介於

21-40 歲(林月春，民 87；薛澤杰，民 81；陳允宜，民 84)。新增的脊髓損傷患者

中，大專以上教育程度約有 19%，而國中、高中程度者高達 58%。因此，智力及

教育水準可經由輔導從事電腦相關工作之脊髓損傷患者，每年即增加 500 名以

上，其中三分之二屬於下肢癱瘓，這類型的患者由手部功能正常，並毋需使用其

他特殊的工具來從事電腦工作。但是國內每年仍有近 200 名具有良好智力而下肢

癱瘓且手部及上肢異常的肢障者，需要依賴特殊輔具的幫助來達成操控電腦的目

的(劉永平，民 89)。 

脊椎是由一連串的椎骨與椎間板聯合，構造上亦有關節做為相互的輔助而能

行各種功能。簡單而言：椎骨分頸椎(7 節)、胸椎(12 節)、腰椎(5 節)、薦尾椎(合

成 1 節)。脊椎主要的功能有  

(一) 支撐身體  

(二) 軀體的運動—包括前屈、後仰及旋轉  

(三) 保護根管內的神經組織  

所以一旦脊髓或神經組織受到損傷則會造成不同程度的肢體障礙。脊椎外傷的原

因有許多，最常見的有職業傷害、車禍、運動傷害等及一些意外事件。 

脊髓損傷的患者若受傷部位在胸椎或腰椎，手部受損情況較不嚴重，常僅需

調整輪椅與電腦桌面的高度，就可以使患者自由地使用電腦。但若患者的受傷部

位在頸椎，則往往使去了手部的功能，無法執行電腦輸入的功能。這時則必須依

靠輔具的協助，才能使用電腦。大致來說，第一至第三節頸椎受傷後可控制的肌

肉相當少，只包括頸部的肌肉，有時甚至連呼吸、吞嚥、咀嚼都受到影響。第四

節頸椎受傷的患者，除了頭、頸部的肌肉控制外，還有少許的肩膀動作。因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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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節頸椎受傷之患者往往必須依靠剩餘的頭部動作，利用頭控滑鼠、眼球控

制等高科技輔具或傳統的口杖、頭杖才能進行電腦的輸入。第五節頸椎受傷可控

制的肌肉包括肩關節部分動作以及手肘彎曲。因此第五節頸椎受傷的患者可利用

剩餘的肩膀及手肘的動作輔以特殊開關以及螢幕小鍵盤等輔具來進行電腦的輸

入。第六節頸椎受傷可控制肩關節以及手肘的所有動作，以及手腕翹起的動作。

第七節頸椎受傷可以控制手腕以上的動作。第六、七節頸椎受傷的患者由於只有

手腕以上的動作，仍缺乏手指的動作，因此仍無法使用手指來輸入電腦，可能需

要藉助手杖、萬用套等輔具來增加輸入的準確度(吳亭芳，民 91)。 

二、 腦性麻痺患者的動作特質及使用電腦的限制 

腦性麻痺的醫學定義為一種腦部在發育階段，因缺陷或受傷所引起的動作控

制障礙的症候群；它是一種非進行性、非暫時性、且非單純智能不足所引起的動

作發展障礙。所謂非進行性，指的是腦部的缺損或傷害並不會持續擴大，如腦瘤、

或一些退化性的神經病變；非暫時性，指的是腦部的缺損或傷害並不會復原，而

是一種永久性的損傷；非單純智能不足所引起的動作發展障礙，指的是雖然有部

份腦性麻痺患者會合併有智能不足的情形，但腦性麻痺患者動作控制障礙的根本

原因，乃在於動作控制的腦組織受損，而非認知功能受損。 

腦性麻痺的分類可根據肌肉張力(muscle tone)之不同而分為痙攣型(spastic 

type)、徐動型(athetosis type)、運動失調型(ataxic type)以及混合型(mixed type)(廖

華芳、吳雪玉、徐中盈譯，民 85)。 

痙攣型為大腦皮質運動中樞受損，約佔所有腦性麻痺的50%至70%，因其肌

肉張力太高，造成患者肌肉僵直而呈現緊縮的狀態，且肌肉保持在不正常的姿

勢，因此動作比較遲緩與笨拙。正常的肌肉應該是成對運動，當有肌肉群收縮時，

應該有對應的肌肉群要放鬆，才能使肌肉的運動正常。但是腦性麻痺患者則是所

有肌肉群一起收縮，所以容易產生協同動作(例如：用剪刀剪紙必須整個手臂跟

著動)。此種病患在電腦使用上，常會因動作的僵硬而無法控制手部肌肉，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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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及所有的鍵盤按鍵及控制滑鼠(吳亭芳，民91)。陳明聰(民90)曾針對16~18歲的

三位腦性麻痺痙攣型半側麻痺兼智能障礙學生為對象，設計出輸入成效較優於標

準鍵盤的大易中文替代鍵盤。其設計原理就是考量到痙攣型腦性麻痺患者的動作

移動有時無法觸及所有的鍵盤按鍵，所以在設計大易中文替代鍵盤時，利用常用

字分析，並且計算字根聯結率讓此替代鍵盤的手指移動量低於標準鍵盤，經過實

驗，發現受試者在使用大易中文替代鍵盤的輸入成效較標準鍵盤高。 

徐動型約佔腦性麻痺的25%，常見的原因為核黃疸沈積於基底核，或出生時

缺氧所致。此類型的個案因為肌肉張力的調節能力不足，所以肌肉張力會忽高忽

低，且會有不自主的動作。受到這些影響，他們會很難維持在一個固定的姿勢，

其動作的穩定性及協調性也很差。有些病患臉部與舌部肌肉張力不斷變化，有時

會產生臉部不自主的運動，讓他們看起來像是在扮鬼臉或是流口水。這類病患在

電腦使用上，常會因動作的扭動而無法按到想要按的按鍵，或一次按了數個按

鍵。故目前國內輕中度徐動型腦性麻痺者較常使用洞洞板與可程式化鍵盤。洞洞

板可加在標準鍵盤(即Qwerty鍵盤)上，以防止徐動型腦性麻痺者於定位過程誤觸

其他按鍵。而可程式化鍵盤則允許使用者自行規劃按鍵大小並設定按鍵所表示的

文數字或符號(謝明哲，民90)。 

運動失調型約佔10%，其形成原因可能與小腦損傷有關。其特徵為動作較不

穩定，易搖晃，姿勢控制能力及平衡感會比較不好，這類病患精細動作不佳，例

如寫字或是扣扣子。當他們自主行動時，容易引起肌肉的顫抖，舉例來說，當他

們想拿一本書時，就會引起肌肉顫抖，而且在手越靠近書本時，顫抖會變得更嚴

重。因為他們精細動作不佳，所以在電腦使用上也常有輸入的困擾，容易誤觸鍵

盤上的其他鍵。而混合型的腦性麻痺則可能同時出現不同類型的症狀，比如同時

有肌肉痙攣與徐動的現象。 

三、 運動神經元疾病患者 

運動神經元疾病(Motor Neuron Disease)簡稱 M.N.D.，以病變位置又稱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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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脊髓側索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簡稱 A.L.S.；又名為葛雷克氏症

(Lou Gehrig's disease)，也就是俗稱的漸凍人症。 

運動神經元疾病是一種進行性的運動神經萎縮症，好發於 40 歲至 50 歲的中

年人，不過進入青春期後的任何年齡層都有可能發生；大約每 10 萬人中就有 5

個人可能患病，男女罹患的比例約為 1.5 比 1。運動神經元病變造成的肌肉萎縮

速度要比單純肌肉萎縮症來得快，其中兩者都會造成漸進性殘障，四肢有如被凍

住一樣，因此俗稱漸凍人。  

當上運動神經元發生病變時，會產生肌肉僵直、反射增強，臨床上表現出來

的症狀使得患者走路時，一跳一跳的，無法協調，由於反射神經增強，有時患者

的膝蓋會一直抖個不停；至於下運動神經元，則以肌肉萎縮的症狀為主，通常出

現在手掌、指尖的肌肉萎縮、虎口萎縮，慢慢地，惡化到肩膀、頸部、舌頭、吞

嚥的肌肉萎縮，造成吞嚥困難及呼吸衰竭。由於這種疾病的患者主要是以運動神

經萎縮為主，其感覺神經並未受到侵犯，因此雖然四肢無法動彈、也無法自行呼

吸，但是患者的心智依然正常、意識依舊清楚、感覺也是敏銳一如常人(運動神

經元疾病，無日期)。 

運動神經元疾病患者之個案的病程是為進行性，個案動作可能日漸惡化，電

腦輔具之使用可能必須時常重新評估，多次調整以適合個案現階段的動作狀況使

用(吳亭芳，民 91)。 

四、 肌肉萎縮症患者之動作特質以及使用電腦的限制 

肌肉萎縮症(muscular dystrophy) 主要的特徵是患者的肌肉組織會漸漸減

少，而造成肌肉的逐漸萎縮。肌肉萎主要是依據遺傳的形式(如：性聯遺傳、顯

性基因或隱性基因等等)、病徵出現的年齡、以及病徵呈現的形式來加以區分的。

依其影響的部位可以分成以下幾種類型 (施雅彬，民 87; Roger, Gordon, 

Schanzenbacher, Case-Smith, 2001)： 

(一) 杜馨式肌肉萎縮症(Duchenn’s muscular dystrophy)： 

所有進行性肌肉萎縮症中最常見的一種，同時是進行較快的疾患，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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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種性聯隱性遺傳，因此大部份只有男孩罹患此症，而女孩子通常不發

病但會帶有缺損的基因。一般發病的過程可簡述如下：男孩出生後大致正常

發育，直至二至三歲左右，父母察覺小孩在走路、跑步或上下樓梯時與其它

正常小孩不同，會經常性的跌倒，這種症狀會隨著年齡增長更加明顯，且程

度愈加嚴重，由於骨盆肢端肌肉先受影響，因此走路像鴨子或鵝走路的樣

子，左右搖擺，甚至由於腰部脊椎旁肌肉也受影響，造成病人脊椎前後彎曲，

因此走路時小腹往前凸。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也可以觀察到小孩蹲下去拿東

西或蹲坐廁所時無力起坐，必須依賴附近的支撐物協助，另外一個較明顯的

現象，即是病患的後小腿肌會因纖維化及脂肪化而呈現假性肥大即功能差的

肥大現象。 

(二) 顏肩胛肱肢型肌肉萎縮症(faciosucapulohumeral muscular dystrophy) 

此病在男生或女生都會發生，通常發病時間是在青少年時期。患者首先

受影響的的肌肉群是臉部及肩膀部分的肌肉，有時也會引起下肢肌肉的無

力。隨著病程演進，病患在舉手、吹口哨或是緊閉眼睛會有困難，不過每個

人病情惡化的情況不一。 

(三) 肢帶型肌肉萎縮症(limb-gridle muscular dystrophy) 

此病在男生與女生的發病機率相同，其影響的肌肉群在於肩膀、上肢和

臀部和大腿肌肉部分。發病的時間可能在兒童期或是中年，而且病程的發展

緩慢，在發病一段時間過後，病患可能需要以輪椅代步。 

(四) 其他 

尚有貝克型(Beker muscular dystrophy)、眼咽肌型(oculopharyngeal)、肌

強直型(myotonic)、遠端型(distal type)與先天型(congenital)等不同類型的肌肉

萎縮症。 

肌肉萎縮症患者操作電腦的主要限制是由於肌肉不斷退化萎縮，某些動作逐

漸不能控制，關節的活動度也越來越受限，因此必須藉助電腦輔具以及其他輸入

方式才能操作電腦。由於疾病的進行，患者的情況常常日益惡化，往往需要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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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評量以及調整個案電腦輔具的需求(吳亭芳，民 91)。 

從以上四大類肢體障礙者的分析，可以發現，重度肢體障礙者在使用標準鍵

盤時，最常遇到移動與定位的問題。像是脊髓損傷患者、運動神經元患者、肌肉

萎縮症患者與腦性麻痺患者，在病情較為嚴重的個案，往往手部的移動會有困

難，而無法將手部移動到他們想要輸入的字元按鍵上方。另外腦性麻痺患者因為

肌張力的影響，所以常有肌肉顫抖的現象，在鍵盤按鍵上的定位不易準確，而造

成誤觸的情形。因此在肢體障礙者的電腦輔具選擇方面，就必須針對他們這兩方

面不足的能力予以彌補，使其能順利的使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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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腦中文輸入裝置與肢體障礙者 

 

目前電腦中文輸入的方式比較適合重度肢體障礙者有語音辨識輸入與替代

性鍵盤輸入。語音輸入可以讓使用者直接以說話的方式來輸入中文，其主要優點

在於不用學或背各種鍵盤輸入法的字根，只要會說話即可(陳明聰，民 90)，但需

要使用者有清晰的口語方能有較好的辨識率。替代性鍵盤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個案

多樣可選擇的尺寸大小、版面設計、複雜程度的替代性鍵盤來做為電腦輸入設

備，讓個案可以更為容易與便利地操作電腦。替代性鍵盤包括有實體擴大鍵盤

(expended keyboard)、迷你鍵盤(miniature keyboard)、眼控系統(eye gaze system)、

螢幕鍵盤(on-screen keyboard)或虛擬鍵盤軟體(virtual keyboard software)等。茲分

述如下:  

一、 實體擴大鍵盤  

擴大鍵盤可以分為三類來討論，第一種擴大鍵盤是將鍵盤中的字體放大，主

要對象為視力退化的老人或是視覺障礙者。第二類擴大鍵盤直接將原本的傳統標

準鍵盤的按鍵放大四倍，並且提供多種鍵盤版面，例如 Qwerty 版面或是依字母

順序排列鍵盤的 ABC 版面供使用者選擇，主要是針對視覺障礙者的需要。最後

一類擴大鍵盤採薄膜式設計，例如：IntelliKeys。此種鍵盤的優點在於有很多內

建的鍵盤版面供使用，甚至可以自行設計適合個人使用鍵盤版面與功能，所以適

合移動與定位困難的肢體障礙者，因為它可以考量個人肢體活動情形設計適合自

己的鍵盤。 

二、 迷你鍵盤 

迷你鍵盤的按鍵比較小，排列也比較緊密。所以整個鍵盤所佔的空間相較於

標準鍵盤也較小，能讓使用者在輸入時，使用的肢體移動範圍縮小。因此適用於

手部移動範圍小的肢體障礙者，例如運動神經元或是肌萎症患者，因為肌肉無力

做大範圍的移動時，便可使用此類鍵盤。 

三、 眼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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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控系統可讓使用者利用眼睛的移動來控制滑鼠的移動，然後利用眨眼或是

眼睛凝視來模擬滑鼠點選的動作，最後再搭配螢幕鍵盤就可以做中文的輸入。此

系統主要針對完全無法使用手的肢體障礙者。當肌萎症或是運動神經元患者因為

病情惡化而無法移動身體任何部分時，就可以採用此種輸入裝置。 

四、 螢幕鍵盤或虛擬鍵盤軟體  

螢幕鍵盤或虛擬鍵盤軟體是一種軟體，將標準鍵盤或替代性鍵盤的影像放置

在螢幕上，透過滑鼠、觸摸式螢幕、軌跡球、搖桿、特殊開關等其他輸入裝置來

選擇按鍵。對於無法使用雙手且動作協調度差的個案，則必須透過這樣的裝置來

輸入。因為螢幕鍵盤為軟體設計，可依照使用者需求的變化彈性較高。以微軟作

業統內建的螢幕小鍵盤為例，在輸入模式中除了支援滑鼠點選功能外，還有暫留

選取和利用掃描模式搭配外接開關來做輸入，適合對於只能控制一兩個動作的肢

體障礙者。國內有關螢幕鍵盤利用掃描模式搭配外接關開來做輸入的研究有陳淑

芳(民 90) 針對一般單一按鍵的列-行掃描方式加以改良，包括： 

(一) 將列-行掃描鍵盤字元加以分類以加快輸入速度 

(二) 滑鼠的輸入控制功能 

(三) 多重選擇的輸入方式，例：表面肌電圖（surface electromyograph, SEMG）

感測、口吹氣氣壓感測、紅外線感測、單一按鍵等輸入方式 

(四) 軟體上加強列-行掃描鍵盤、滑鼠的完整性，以利身心障礙者操作 

陳淑芳設計的螢幕鍵盤經由臨床評估的數據得知，用已分類鍵盤作輸入，對

於輸入相同性質的資料可以減少輸入的時間，有助於身心障礙者操作電腦速度的

提升，約 10~12 英文字母/分，比傳統列-行掃描鍵盤 6~8 英文字母/分的輸入方式

快約 50%。洪全慶(民 91) 研究開發一套重度肢障者適用之中文輸入法，在輸入

法中同時提供注音輸入、倉頡輸入兩個目前常用的中文輸入法，並可進行英文、

數字、符號、組合鍵、及常用控制鍵之操作，在文字輸入時提供語音輔助操作。

使用不同的輸入裝置如單鍵輸入開關、雙鍵輸入開關、語音開關，並結合文字掃

描、摩斯碼輸入等不同的文字輸入方式，利用開關的按壓及語音命令來取代滑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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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製作一個能夠取代鍵盤與滑鼠的實用電腦輔具。  

雖然現在已有許多電腦輔具針對肢體障礙者的需求陸續被研發出來，但是真

正適合肢體障礙者的輔具是根據他們肢體活動的狀況而量身打造的輔具，所以接

下來表 2-2 列出不同肢體障礙者適合的電腦輸入裝置。 

 

表 2-2 不同肢體障礙者適合的電腦輸入裝置 

肢體障礙情況 適合的電腦輔入輔具種類 
個案一手動作協調度正常，可以該手

為主的方式操作鍵盤 
(一) 普通鍵盤加入相黏鍵功能 
(二) 單手鍵盤 
(三) 使用滑鼠執行螢幕小鍵盤 

個案手部活動範圍受限，無法觸及普

通鍵盤的所有按鍵 
(一) 迷你鍵盤 
(二) 使用滑鼠執行螢幕小鍵盤 
(三) 手寫輸入板 

個案手部協調度稍差，但關節活動範

圍正常 
(一) 提供加強控制設備，例如鍵盤護

框、手指套、手腕支撐器。 
(二) 調整鍵盤的擺設：可調整鍵盤的高

度、角度與固定鍵盤位置 
(三) 調整鍵盤的設定，例如相黏鍵、篩

選鍵或是調整重覆時間 
個案雙手協調度不佳，經過上述情況

仍無法滿足個案之需求 
(一) 替代性鍵盤(例如：Intellikey 或 UI)
(二) 觸控螢幕 
(三) 螢幕小鍵盤 

個案雙手動作十分受限，無法以直接

輸入方式，需採用間接方式 
(一) 使用螢幕鍵盤掃描輸入 
(二) 摩斯碼輸入 

個案雙手動作十分受限，須採用動作

以外的方式輸入 
(一) 以語音方式輸入 

資料來源：改編自肢體障礙者電腦輔具評量表(吳亭芳，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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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本研究的對象為重度肢體障礙者，考量到其肢體障礙較為嚴重，所以採

用的輸入裝置為兩個外接開關再搭配螢幕鍵盤的掃描模式來做中文的輸入。因為

此種模式，只需要按壓開關的動作就可輸入中文，所以很適合重度肢體障礙者使

用。但是此輸入方式的最大缺點在於輸入速度太慢，本研究希望藉由改變鍵盤的

版面使其成為替代螢幕鍵盤與常用字預測功能的介入，增進螢幕鍵盤掃描模式的

中文輸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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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腦中文輸入法的發展與比較 

 

中文輸入法可分為兩大類：鍵盤輸入法與非鍵盤輸入法，其中非鍵盤輸入法

有手寫辨識與語音辨識。鍵盤輸入法從資策會的統計報告指出，國內的中文輸入

法約有三十餘種，基本上都是採用將音、形、義與特定的鍵相聯繫，再根據不同

的中文字進行組合來完成中文字的輸入。以下針對不同的輸入法分別說明如下： 

一、 字音輸入法： 

以注音符號為底幹的輸入法即為此類，注音輸入法是將注音符號對應到鍵盤

上的按鍵，使用者只要輸入目標字的注音符號就可以完成中文輸入。優點是只要

學過注音的人均可以不用再接受額外的訓練即可使用；不過先決條件是使用者要

會唸該字，而且同音多字還得經由選字的手續才能完成輸入(黃耀輝，民 87b；蔡

子安，民 89)。注音輸入法以下又分兩大類，會自動選字的和不會自動選字的。

不會自動選字的，以ㄅ半為例；會選字的，現今主流市場以微軟的新注音和自然

輸入法為主要字音輸入法。 

二、 字形輸入法： 

利用系統分析方式將中文字的組成部件整理成若干基本字根，每一個字由一

組字根組成，使用者輸入對應於中文字的字根後(例：嘸蝦米、倉頡、大易輸入

法)由電腦顯示相對應的中文字。輸入速度較快，但需要背字根與拆碼原則，比

較適合專業人員使用(曾士熊，民86；黃耀輝，民87b；蔡子安，民89；戴俊芬，

民85)。 

三、 字碼輸入法： 

以字碼基礎。該類輸入法最典型的就是內碼輸入法，輸入該字的內碼，即可

輸出該字。它最大優點是重碼率幾乎為零，不用選字，節約時間，提高輸入速度。

但卻要求使用者能夠記住內碼，漢字數量驚人之多，如果不是專業人士，恐怕很

難記住這麼多字的內碼，因此，這類型輸入法是最不適用的，也就很少有人來使

用它。 

四、 手寫輸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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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利用光筆或電子筆在數位化書寫板上寫字，再由電腦加以辨識，轉換

成對應的中文碼，此種方法最大的優點在使用者只要會寫字即可輸入，但因手寫

輸入的辨識基本做法是由電腦記錄書寫板上的書寫資訊，再與內建字形資料庫比

對，找出對應的中文碼，這種方式常因使用者書寫的筆順以及筆劃的長短而影響

辨識率(黃耀輝，民87a；曾士熊，民86)。 

五、 語音輸入法： 

語音輸入可以讓使用者直接以說話的方式來輸入中文，其主要優點在不用學

或背各種鍵盤輸入法的字根，只要會說話即可，而且因為說話速度可以比較快，

所以輸入速度也可比較快，但需要使用者有清晰的口語方能有較好的辨識率。 

在國內因為從小學就開始教中文的注音符號，所以使用者在使用注音輸入法

不需要再背特殊的字根，只要輸入目標字的注音符號就可以完成中文輸入，因此

現今注音輸入法是國內最多人會使用的輸入法。但是注音輸入法常常需要選字，

因此降低使用者的輸入速度。所以為了加快輸入的速度，很多人會改採選字率低

的字形輸入法。在字形輸入部分，國內使用的字形輸入法不下十餘種，其中應用

最普遍的是倉頡、大易以及嘸蝦米輸入法(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金會，民86；唐惠

欽，民87；曾士熊，民86；戴俊芬，民85)。表2-3列出此四種輸入法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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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四種輸入法比較 

比 較 項 目 倉頡 大易 嘸蝦米 注音 
一個字最多需要

按壓幾個按鍵 
5 4 4 5 

使用鍵盤按鍵數 25 40 26 40 

取碼方式 

分字首字

身，以截斷

方式取字

根，字首取

二碼，字身

取三碼 

依書寫順

序取前面

三個字根

和最後的

字根，不截

斷筆劃 

依照書寫順序

取碼，筆畫較

多的字根優先

取為原則。標

準輸入至少取

三碼 

依照字的拼音

方式依序輸入

對應的標點符

號 

 

由表2-3來看，可以發現使用鍵數多寡以倉頡25個最少，嘸蝦米26個次之，

大易、注音40個最多。在輸入一個字最多需要按壓幾個按鍵的比較，嘸蝦米和大

易在輸入中文字時最多需要拆解為4個字根按鍵就能完成輸入，倉頡最多需要拆

解5個字根按鍵，注音最多也是需要拆解為五個字音按鍵。因本研究希望設計出

的替代螢幕鍵盤能對重度肢體障礙者利用列行掃描搭配兩個外接開關的中文輸

入成效有所幫助。從減少掃描的時間來考量，所需要掃描的按鍵越少，整個掃描

所需要花費的時間也越少，所以使用鍵盤按鍵數較少的嘸蝦米輸入法和倉頡輸入

法是較佳的選擇。此外，因為倉頡輸入法在輸入上面最多需要五個按鍵，相對於

一個字最多需要四個按鍵的嘸蝦米來說，掃描所需的時間會比較多，所以從減少

掃描等待時間的角度來看，嘸蝦米輸入法是三種字形輸入法中的最佳選擇。再

者，因為研究中的常用字預測功能是希望使用者在輸入兩個字根後就能自動搜尋

常用字資料庫並製成常用字列表供使用者選取。雖然注音輸入法是最多人使用的

輸入法，但是因為注音的選字率太高，所以輸入兩個注音符號後出來的常用字列

表比使用嘸蝦米輸入法長，除了讓使用者需要花費比較長的時間來選擇所要輸入

的常用字，也可能因為選擇太多，而造成輸入錯誤率的升高。最後，考量到嘸蝦

米輸入法的字根其實就是二十六個英文字母，由於國外對英文螢幕鍵盤的掃描績

效已有很多的研究，研究者希望可以取材國外已證明在英文輸入有效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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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之實作在中文輸入上面。所以為了實作遷移的方便性，同樣利用英文字母的

作為字根的嘸蝦米輸入法是最佳的選擇。 

 

 

第四節    增加螢幕鍵盤掃描輸入績效的相關研究 

 

國外已對增加螢幕鍵盤掃描輸入績效做過相關的研究，例如：重新安排鍵盤

的版面，將比較常用的字母放在比較常易選取到的位置，或是加入預測英文字的

功能。此二方面的研究分述如下： 

一、 重新安排螢幕鍵盤的版面 

Crochetiere, Foulds, 和 Sterne(1974)發現只要將掃描按鍵重新排列，將越常

用的按鍵放在等待時間越短的位置，就可以增加英文輸入的效率。Foulds, Balesta, 

和 Crochetiere(1975)更進一步統計英文字出現頻次，將頻次越高的按鍵放在掃描

等待時間越短的地方設計出新的鍵盤版面並實作於TIC上，其版面如圖2-1所示。 

Sp E A R D U V

T O I L G K

N S F Y X

H C P J 

M W Q

B Z 
 

圖2-1 Foulds et al(1975)設計出來的TIC鍵盤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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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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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X Y 

Z SP 
 

圖2-2 以英文字母順序排列的鍵盤版面 

Foulds, Baletsa, Crochetiere 和 Meyer(1976)發現依照英文字頻次而重新安排

的鍵盤相較於以英文字母順序排列的鍵盤(如圖2-2所示)，其輸入效率約可增進

30%。Heckathorne, Voda, 和 Leibowitz(1987)將螢幕鍵盤版面利用上列方最佳

化，可以增加溝通效率約達17%。除了依照英文字頻次而重新安排鍵盤版面，

Balestsa, Foulds, 和 Crochetiere(1976)首次提出，當使用者輸入前三個英文字

後，系統自動根據輸入的三個英文字改變鍵盤版面，並且依照這個原則，不斷利

用三個英文字來重新排列鍵盤版面以增加輸入的效率。但是這些學者後來否定這

個想法，因為他們認為使用者在使用不斷改變的螢幕鍵盤版面，需要很高的專注

力才能尋找到目標字。Demasco(1994)認為動態改變的鍵盤版面，雖然減少了掃

描等待時間，但是為了達到一定程度的輸入正確率，使用者需要更多的掃描延遲

時間與按鍵按壓的反應時間，所以即使掃描等待時間減少，但是對增加輸入速度

並無收到成效。 

二、 英文字預測功能 

MacArthur(1999)認為英文字預測功能原本設計用意在於希望減少肢障者的

按鍵按壓動作。Merbler, Hadadian, 和 Ulman(1999)建議英文字預測軟體適用於

任何對使用標準鍵盤而遭到困難的學生，因為這個功能可以減少鍵盤按壓的動

作。歸納一些商業販售的字預測軟體，他們可以減少開關按壓動作約在37~47%

之間(Higginbotham, 1992)。從臨床上的報告來看，增加率約分佈在23~58%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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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ler & Childress, 1982; Scull & Hill, 1988; Newell, Booth, & Beattie, 1991; 

Newell, Arnott, & Waller, 1992)。 

Gibler在1981年首度將英文字預測功能實作在掃描輸入上。Gibler 和 

Childress(1982)建議至少掃描兩個英文字母後再做英文字預測功能，以減少非目

標字的產生。他們並做了相關研究，發現英文字預測功能約減少24%的按鍵選取

動作，可增加的溝通效率則是在3%~10%之間。另外Koester 和 Levine(1994)研

究發現英文字預測功能可以減少28%的掃描等待時間，但是在文字產生效率上並

不明顯。Lesher, Moulton, 和 Higginbotham(1998)發現，加上六個字預測列表的

鍵盤比起依照字母出現率的排列的鍵盤，可以減少約31%的開關按壓動作。 

英文字預測的功能除了減少按鍵選取的次數外，MacArthur(1998, 1999)認為

此功能還可以幫助那些即使已經利用拼字檢查器，但是仍有拼字障礙的學生。除

此之外，字預測功能也可以拓展學生詞彙的使用。但是使用英文字預測的功能的

限制在於，使用者一定要先正確輸入每個英文字的起始字元(MacArthur, 1998)。

而且一旦英文字預測功能沒有正確預測出學生所要輸入的英文字，學生反而需要

更長的時間去輸入目標字。 

英文字預測對學習障礙者也有相關的研究。Lewis, Graves, Ashton, 和 

Kieley(1998)針對學習障礙者的寫作能力做評估，發現利用手寫時，寫作速度最

快，利用英文字預測功能次之，純粹只用文書處理器編寫的速度最慢。Lewis et 

al(1998)指出，使用英文字預測功能會比較慢是因為使用者對鍵盤不夠熟悉而且

缺乏練習。他們認為如果學生有比較長時間的練習，實驗結果可能會不一樣。

Golden(2001)的研究針對一位學習障礙學生使用英文字預測功能，結果發現，此

學生利用英文字預測功能後，輸入的速度反而降低。學者後來經過深入的探討，

發現此學生原本使用標準鍵盤照文章輸入的速度已經很快。在使用英文字預測功

能後，因為需要分心去看字預測列表，反而使得他的打字速度變慢。除此之外，

Hunnicutt 和 Carberger (2001)宣稱，當預測出來的字數增加時，同時也降低了字

預測功能在減少開關按壓次數的成效。Soede 和 Foulds (1986)認為字預測功能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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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減少使用者肢體上的負擔，卻會增加認知上的負載。搜尋字預測列表與決

定目標字的時間是使用者利用字預測功能，所需的額外花費時間(Anson, 1993; 

Gibler & Childress, 1982)。不過也有學者認為，字預測功能的確可以增加輸入效

率，不過前提是必須搭配螢幕鍵盤使用(Anson, Moist, Przywara, Wells, Saylor, & 

Maxime, 2005)。 

經過上述幾個研究，可以歸納出幾個影響英文字預測功能之效率的因素。例

如使用者按壓按鍵的時間、使用者搜尋預測字列表的時間。除此之外，鍵盤版面

的排列與減少按鍵按壓次數的百分比，也是影響英文字預測字功能的因素。

(Koester & Levine, 1998; Koester & Levine, 1997)。其中針對肢體障礙者，使用者

按壓按鍵的時間分歧最大(Tumlin, & Wolff-Heller, 2004)。 

從以上研究發現，利用統計字根出現率重新排列螢幕鍵盤版面有助於增加溝

通速率，而英文字預測功能在減少按鍵選取動作成效較高。所以研究者根據國外

的研究，將之實作在中文輸入上，希望可以增進重度肢體障礙者利用螢幕鍵盤在

列行掃描模式下輸入中文的成效。 

國外在實作英文字預測功能時，可分為三種層次。第一層是英文字完成功

能，當使用者輸入第一個英文字”d”時，系統可能會列出”do”, “did”, “development”

這幾個字供使用者選擇，來完成整個英文字的輸入。第二層為下一個英文字預測

功能，當使用者輸入”do”這個字並且按下空白鍵，系統會秀出”as”, “it”, “so”, 

“you”等等字彙，預測使用者在”do”之後可能要輸入的英文字。最後一個是多個

英文字預測字功能，當使用者輸入”do”時，系統會預測出”do you”, “do you know”, 

“do you mean”此類的片段語句。其中比較高層的預測功能，可減少比較多的按鍵

選取次數。但是相對來說產生的資訊負擔比較大，尤其是年紀比較小的兒童影響

更大(Bérard & Niemeijer, 2004)。研究者採用第一層英文字完成功能來實作中文

的常用字預測功能，讓使用者在輸入前兩個嘸蝦米字根後，系統會自動預測使用

者可能要輸入的中文字並做成列表供使用者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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