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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隨著行動載具的普及，身心障礙教育也開始運用此便捷的操作方式
來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目前行動載具常用的輸入模式為觸控式面
板，操作需要高度視覺與動作的控制與協調，對上肢肢體障礙者仍
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瞭解肢體障礙者操作行
動載具的困難，以及目前可以利用的可及性調整策略，進而發展出
肢體障礙者操作行動載具的評估工具以及介入策略流程，期待提供
未來相關研究之基礎以及身心障礙服務的參考。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來瞭解肢體障礙者操作行動載具的困難以及目前
可及性的調整策略，共訪談了4位職能治療師以及20位肢體障礙或腦
性麻痺者。根據訪談結果發現，目前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操作
行動載具的困難主要顯現在幾個方面，包括：操作的姿勢、行動載
具的擺放、基本按鍵的開關、基本的行動載具操控、文字的輸入以
及文字的輸出等方面。而目前他們所使用的調整策略與文獻上大致
相同。然而，有許多重度肢體障礙者，在目前現在的支持策略以及
輔具的發展中，仍很難有效的操作平板裝置。
從上述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操作行動載具顯現的困難，並結合
治療師提供的調整策略，本研究編制了「身心障礙學生使用行動載
具可及性評估及介入表」，詳細提供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者行動載
具評估流程，評估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四大部份：操作姿勢的調整及
行動載具的擺放、輸入的調整（基本行動載具操控以及文字輸入
）、輸出的調整、以及操控部份的評量。
本研究未來將開發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者行動載具評估流程APP，利
用平板的評估來收集更多的樣本資料。此外，由於每一個肢體障礙
及腦性麻痺個案的需求皆有很大的獨特性，其所需要的調整設備可
能都不一樣，本研究團隊未來將以先以目前有的輔具為主，利用此
次的所設計出來的評估流程表，嘗試為個案搭配出最適用的行動載
具輔具以及調整模式，並期望經由後續個案試用以及調整的過程持
續修正此評量流程。

中文關鍵詞： 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行動載具；可及性

英 文 摘 要 ： With the popularity of mobile devices, education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as begun to use mobile devices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However, the operation of the
mobile devices usually requires high skills of visual and
motor control and coordination, and there is still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difficulty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y of operating mobile de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accessibility adjustm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develop an
assessment tool to evaluate the mobile devices operation of
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rsons.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accessibility adjustment strategies of
mobile devices and develop an intervention plan.
This study used in-depth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y of operating a mobile devices for physical
disabilities and the current accessibility adjustment



strategy. A total of 4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and 20
student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or with cerebral palsy
were interview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results,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mobile device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posture of
operation, placement of mobile devices, basic button
switch, basiccontrol, text input, and text output. At
present, the adjustment strategies they use are roughly the
same as those in the literature. However, for people with
severe physical disabilities, using current support
strategies is still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operate the
tablet device.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difficul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mobile device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djustment
strategies provided by the therapists, this study has
compiled a “Accessibility of Mobile Device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valuation form”. The evaluation conten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adjustment of the
operation posture and the placement of the mobile devices,
input adjustment (basic mobile devices control and text
input), output adjustments,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of
the body anatomical control part.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will develop an evaluation
process APP for people with physical disorders and cerebral
palsy, using plate assessment to collect more sample data.
In addition, because the needs of each person with physical
disorder or cerebral palsy cases are very unique, the
adjustment equipment required may be different. The
designed evaluation process sheet is designed to match the
most suitable mobile vehicle aids and adjustment models for
the case,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evaluation process
will be continuously revised through subsequent trials and
adjustments.

英文關鍵詞： person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cerebral palsy,  mobile
devices,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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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2016）的報告，由於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近年來全球智慧型手機和網

路使用激增。這份報告指出，21 個開發中國家成人網路使用率的中位數從 2013 年的 45％，2015 年
增加為 54％，其中主要發生在馬來西亞、巴西和中國。雖然增幅很大，但於先進國家相比，先進國

家網路（包括美國、加拿大、西歐、澳洲、日本、南韓等）則為 87％。網路普及的情形和智慧型手機

普及的情形雷同，先進國家中，南韓手機普及率為 88％ 澳大利亞為 77 以色列為 74，美國為 72％。而

普及率低的主要為非洲國家，最低的為烏干達的 4％和衣索比亞 4％（Poushter， 2016）。這份報告雖

未有台灣相關數據，但台灣手機成長的趨勢應與科技先進國家雷同，另一份報告中則呈現出台灣類似的

數據。 
根據 eMarket 的調查，亞太區為使用智慧型手機比率最高的地區。相較於新加坡的 71.8% 以及南韓 

70.4%的使用率，台灣使用智慧型手機人口佔總人口的 73.4%，此比率高居全球之冠。Google Consumer 
Barometer 調查顯示，台灣約有 39% 智慧型手機使用人口比起桌機或是平板，更常使用手機上網。

由上述資訊我們可得知，在台灣地區，行動裝置普及率高，甚至可以說是生活必需品，人們已習慣

運用行動載具從事上網等作業（Sodano， 2016）。 
隨著行動載具的普及，身心障礙教育也開始運用此便捷的操作方式來促進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

成效。尤其是近幾年廣為流行的 Apple iPad、iPod、iPod touch 及 iPhone，在教育與復健的領域中也

開始出現相關的應用程式，像是日常生活、學業、就業、溝通、自我提示和休閒方面等應用（柯惠菁

、陳弈君，2013；Kagohara et al.， 2010；Stephenson & Limbrick， 2015)。而研究也指出，相較於傳統

電腦操作界面，iPod 或 iPad 直覺式操作模式，可以提供一個更有效與效率佳的教學與學習方式（

Manuguerra & Petocz， 2011）。Newton & Dell (2011)也提到， 過去身心障礙學生輔具使用的兩大障礙

，費用高以及棄用率高。由於行動載具是主流的產品，費用相較於客製化的輔具低以外，身心障礙學生覺

得和一般人使用相同的裝置，比較容易接受而使用，這都是行動載具的優勢。 

雖然，行動載具在身心障礙教育中已有許多研究，然而，是否所有的身心障礙者，都可以從這

樣的發展中獲得效益，還是有些身心障礙者因為行動載具使用的困難反而擴大了他們與一般人的數

位落差？尤其是肢體障礙者，由於上肢動作控制困難是否影響他們在行動載具的操作？ 
Rehabilit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Wireless Technologies 2012 到 2013 的「使用者需求調

查」，調查了 780 位美國民眾，其中 659 位有一種以上的障礙，包括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認知障

礙、語言障礙、焦慮緊張。結果發現美國一般民眾手機普及率（包括智慧型手機）為 91％，障礙者為 
84％，兩者之間和差別不大。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肢體障礙者（包括行動障礙、上肢動作障礙、手部使

用困難）大約 4 成都是擁有一般簡單手機，而非智慧型手機。這原因可能因為一般非智慧型手機使

用按鍵撥打電話，按鍵的設計可能手指就不易誤觸，或可以提供觸覺回饋。智慧型手機的觸控式設

計對肢體障礙族群而言，操作可能較為不便。由此可知，肢體障礙者使用行動載具可能存在許多的障礙（Morris
， Mueller， Jones，＆Lippincott ， 2014）。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了解目

前肢體障礙者在使用行動載具上的困難，並以此發展行動載具可及性評估流程並建置相關評估表。 
 
貳、 重要文獻 

(一) 、肢體障礙者的特質與使用行動載具的困難 

肢體障礙者常由於動作能力的缺失或動作品質不佳，而無法順利操作行動載具。肢體障礙有各

種不同的診斷，其中常以腦性麻痺、脊髓損傷、與肌肉萎縮者常常需要電腦相關輔具的調整。以下

將簡述各類型肢體障礙的特質，以及他們操作行動載具可能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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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性麻痺者特質及使用行動載具可能的困難 

腦性麻痺是指在胎兒或幼兒時期，大腦動作區受到損傷，而在造成動作控制的困難（Bax， Flodmark
， & Tydeman， 2007）。由於上肢功能的缺陷，造成無法使用手部觸控螢幕的困境。因此，必須藉助

各種科技及輔具來降低肢體障礙者使用電腦的困難，提升平板電腦使用的效能。對痙攣型腦性麻痺者來說，因

為大腦皮質運動中樞受損，造成肌肉張力過高，動作僵硬不平順，這類使用者在平板電腦使用上，常會因動作

的僵硬而無法控制手部肌肉，可能無法觸及整個螢幕的圖示選項。徐動型腦性麻痺張力忽高忽低，常常無法正

確點選平版的選項。對於上肢控制極差的個案，則可能需要提供其他部份非直接點選的方式，以外接特殊開關

搭配掃瞄的方式來點選。再者，腦性麻痺者常合併視覺困難，除了輸入端的考量外，往往必須同時考量輸出端

的困難，例如：加大字體或圖示，以語音輸出，或輔以點字輸入或輸出。腦性麻痺患者的問題十分複雜，必須

透過詳細評估，瞭解動作控制的範圍以及精確度，才能提供合適的輔具。 
• 脊髓損傷者特質及使用行動載具可能的困難 
脊髓損傷是指脊髓因外傷、疾病或先天的缺陷而導致不同程度的運動及感覺的障礙或麻痺（林

淑美等，1996）。一旦脊髓受到損傷，患者的四肢及軀幹就會失去腦部控制，產生完全或不完全的麻痺。由

於受傷的部位不同，功能喪失的程度亦不同。就損傷部位來說，若損傷部位在第一至三節頸椎則可控制的

肌肉相當少，只包括頭頸部的肌肉。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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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的動作。因此高位頸椎受傷之患者往往必須依靠剩餘的頭部動作，利用頭部控制或眼球控制等高科技

輔具或傳統的口杖、頭杖等才能進行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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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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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部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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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往往需要藉助手杖、萬用套等輔具來增加點選的準確度。因次，在提

供脊髓損傷患者電腦或行動載具相關輔具或調整時，必須先評估所剩餘的動作能力，才能依據動作

能力，提供相關的操作輔具。 

• 肌肉萎縮者特質及使用行動載具可能的困難 

肌肉萎縮症則是因為肌肉細胞表面和內膜的生化物質和構造改變，以致於造成某些肌肉群進行性

的肌肉退化、衰耗、失能、以及變形，甚至造成死亡(Roger， Gordon， Schanzenbacher， & Case-Smith
， 2001)。肌肉萎縮症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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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常常因為力量不足無法手持行動載具、無法按壓物理按鍵（開關和調整音量鍵）、或由於

關節活動度的受限，無法點選整個螢幕的圖示。由於疾病的進行，個案的肌力常常日益惡化，往往需要多

次重新評量以及調整個案的需求。 

(二)、肢體障礙者使用行動載具之相關文獻 

Duff 等人的研究發現，肢體障礙者在螢幕鍵盤輸入數字的任務中，錯誤率較沒有肢體障礙者高

。而不同位置也會影響輸入的正確性，從前面比從旁邊輸入正確率較高（Duff， Irwin， Skye， Sesto
， & Wiegmann， 2010）。另一篇研究也顯示肢體障礙者相較於非肢體障礙者在觸控螢幕的輸入上

有較高的錯誤，速度較慢，停留時間（dwell times）也較長(Irwin， & Sesto， 2012)。 
Kane 等人以問卷和日常生活觀察方式了解肢體障礙和視覺障礙者行動載具的使用和探討可及性

的議題，接受訪談者都提到行動載具可以增加他們在生活的獨立性，然而可及性仍是他們使用的行

動載具的阻礙。其中的八位肢體障礙者都有使用各式行動載具包含手機，但僅一位使用智慧型手機

，並且談到使用的困難。這八位肢體障礙者談到他們使用行動載具的方式可能和一般人不同，由於

力量或手部精細動作不佳，常常是放在大腿或掛在輪椅旁。此外他們大多傾向使用主流的行動載具

，因此行動載具設計的全方位考量，讓不同能力使用者都能使用就更形重要(Kane， Jayant， Wobbrock 
＆Ladn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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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ftai & Findlater (2014)調查 16 位肢體障礙者，包括各種不同的診斷腦性麻痺、神經病變、脊髓損

傷、肌肉萎縮、脊柱裂、多發性硬化症等。這 16 位接受訪談者 15 位擁有智慧型手機，1 位擁有平板

電腦。這 16 位肢體障礙者同時伴有其他障礙，包括語言障礙（7 位）、聽覺障礙（6 位）以及視覺

障礙（3 位）。關於肢體障礙影響他們使用行動載具的困難，7 位表示影響不大或沒有影響，3 位表

示有些影響，但有 6 位表示影響非常大。他們使用行動載具。他們使用行動載具的用途十分多元，

包括收發 email，傳送收發訊息，玩遊戲，線上購物、個人行事曆以及地圖等。由於手部力量或動

作困難，使用行動載具通常是直接放在桌上（7），或擺在大腿上（5）在家中的時候，但外出時會反

過來，大多放在腿上（7 位），才是放在輪椅桌板（3 位）不論在家中或外出，他們表示最困難為多

觸控手勢（multitouch gestures）、文字輸入、文字修正。其他的困難還包括手持載具、縮放（zooming 
in and out）、輕觸（tapping）按壓開關、和語音輸入。16 位中目前所使用的可及性的調整，有 9 位

用語音輸入（speech- to-text），1 位使用螢幕閱讀（screen reader）。上述文獻顯示目前肢體障礙者使

用行動載具仍是存在諸多的困難。 
    針對身心障礙者使用行動載具的困難，目前已有一些已開發的 APP 提供與身心障礙者，目前已有的調

整模式說明如下: 
A. 行動載具輸入系統的調整 

        對於無法以手指精確點選行動載具的個案，提供增強上肢動作控制的設備、或對觸控方式進行適度的

調整、或以語音輸入。然而上述標準設備仍無法滿足個案需求，則再以外接實體鍵盤或特殊開關以因

應重度肢體障礙並且語音輸入有困難者。 

a . 行動載具的固定 

部份肢體障礙者由於上肢控制差，無法手持行動載具或將置於桌面的行動載具推倒，或按壓時行

動載具滑動，因此提供行動載具的固定可以增加操作的準確性（Rahman， 2012）。 

b. 提供增強上肢動作控制的設備（control enhancers） 

  加強控制設備即藉由提供輔具來增加個案上肢動作控制的能力，以提升個案輸入的速度及正確率。

加強控制設備包括前臂／手腕支撐器（arm/wrist supports）、點選輔助設備（pointing aids）（吳亭芳、陳

明聰，2016）。  

(a) 前臂／手腕支撐器:當個案在使用操控觸控面板時，提供前臂／手腕穩定與支撐的設 
備，以提供個案手臂支撐效果，減少個案手臂疲憊或疼痛的情形，或增加個案手臂促進操作表現（吳

亭芳、陳明聰，2016）。例如：Reharo 公司發展的 MOMO 手臂支撐系統可以提供上肢穩定度，可以調

整高度，協助手肘彎曲和伸直。對於需要上肢支撐的肢體障礙者，如：肌肉萎縮、部份脊髓損傷、漸

凍人等，非常有幫助。 

 (b) 點選輔助設備:當個案無法靈巧使用手指，必須用其他的身體部位來替代手部精細動作時，可

考慮使用點選輔助設備。點選輔助設備是一個棒子或是桿子的形狀，用於敲擊螢幕上的按鍵，可以戴

在頭上（頭杖）、用嘴咬住（口杖）、固定在下巴或是固定在上臂、手腕（吳亭芳、陳明聰，2016）。 

(c)護框:對於無法準確按壓螢幕按鍵的肢體障礙學生，可以提供螢幕護框，此護框將配合螢幕大

小，提供外在的框架，讓上肢動作控制不佳的學生，較不容易誤觸(吳亭芳、陳明聰，2016;  Lasered Pics 
Assistive Technologies， 2016)。 

c. 對觸控方式進行調整 

目前 iOS 與 Android 系統多點觸控螢幕可以配合身心障礙者的肢體需求，建立自己適用的點選系

統。例如:將雙指撥合的手勢改成只用一指輕點就可操作。此外，若使用者無法使用手指點選，亦可改

http://www.laseredpics.biz/keyguards-for-ipads/
http://www.laseredpics.biz/keyguards-for-ip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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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頭部或手部晃動的方式。目前 iOS 有內建的 AssistiveTouch APP 可以與對觸控方式進行調整，

Android 系統也可以下載免費的 AssistiveTouch。以下說明幾種常見的調整方式： 

（a） 改以螢幕操控開關鍵：iOS 的 AssistiveTouch 的主畫面即有 Home 鍵的設定，適用於無法以

手指按壓回到主畫面按鍵者(Apple， 2017)。 
（b） 觸控方式的調整：調整螢幕感應到觸控的時間長度；選擇將多重觸控視為單一觸控的持續時

間；選擇回應所觸碰第一下或最後一下的位置(Apple， 2017)。 
（c） 觸控手勢的調整：如果個案在使用手指觸碰螢幕或按下按鈕有困難， iOS 系統中的

AssistiveTouch 可以讓使用者建立自己適用的手勢，如使用頭部左右搖晃的動作取代手指點

選。 
d. 語音輸入 

對於使用螢幕鍵盤輸入文字有困難的個案，行動載具目前亦有聽寫的功能，使用者只要在鍵盤上

點選麥克風按鈕，說出想要寫的內容，行動載具 就會將你所講出的字詞、數字和字元轉換成文字

(Apple， 2017; Rahman，2012)。 

e. 使用外接鍵盤（alternative keyboard）或外接滑鼠 

若利用上述方式對觸控方式進行調整後，個案仍無法使用觸控進行點選或輸入，則考慮使用外接

鍵盤或外接滑鼠。  

（a）外接鍵盤:行動載具可以使用藍芽與實體鍵盤連接時，使用者可以使用「按鍵暫留」，這樣可

以讓使用者一次只按一個按鍵，而不用同時按下按鍵組合；或者使用「慢速按鍵」，調整從按下按鍵到

功能啟動之間的時間長短(Apple， 2017)。 

(b) 使用外接滑鼠、藍芽單鍵開關、或搖桿:對於無法直接點選螢幕上選項或操控觸控螢幕鍵盤的

個案，可以外接滑鼠、單鍵開關、或搖桿，輔以掃瞄的方式來點選。啟用單鍵開關或搖桿時必須開啟

iOS 有內建的切換控制 （switch control）並且需要搭配使用「項目掃描」，項目掃描可以依序掃瞄螢幕

上的項目或群組來使用，掃瞄的方式以及時間的長短都可以是個案需求來調整。Android 系統也有相同

免費的 Air Switch 和 Tecla Access 供下載使用（如圖 1 所示）。此外，Inclusive technology 公司出品的

SimplyWorks 系統中，APPlicator for iPad 提供介面可以連結搖桿或藍芽單鍵開關至 iPad。該公司亦有

出品搭配的藍芽搖桿 J-Pad Joystick 和藍芽單鍵開關 iSwitch。 

 
圖 1a. iPAD 內建「定點模式」

以粗十字線協助點選 

 

圖 1b iPAD 內建掃瞄模式可

以搭配特殊開關使用 

 

 

圖 1c 安卓系統的 Air Switch
可以結合特殊開關操作、點

擊、打字。 

                                      

B. 行動載具輸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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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弱視者的替代性視覺顯示 

（a）改變顯示器色彩：對於弱視者，使用者可以使用反相顏色、降低白點值、啟用灰階，或從一

系列顏色濾鏡中進行選擇，訂定出適合自己的顯示器色調，以適合各種不同視覺需求的視覺障礙者

(Apple， 2017; Rahman， 2012)。  

(b) 改變字體大小：使用者可以設定字體大小，將字體設定為更大、更易於閱讀的字級大小，或選

擇採用粗體文字，便可讓一系列內建應用程式中的文字更加醒目(Apple， 2017; Rahman， 2012)。 

   (c) 改變畫面大小：使用者可以將整個螢幕畫面放大 100％到 1500％，且使用者亦可以在獨立視窗

中看到縮放區域的內容，同時讓螢幕其他部分內容保持原本的大小，讓視覺障礙者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螢幕上正在進行的一切(Apple， 2017; Rahman， 2012)。 

b. 全盲者的替代性視覺顯示 

全盲者使用的替代性視覺顯示，包括點字顯示、語音報讀等。  

(a)   點字顯示器：視障使用者可以搭配藍牙無線點字顯示器，讀取螢幕報讀器的輸出內容，其中

包括收縮及未收縮點字法，以及使用奈美斯代碼的方程式內容。而配有輸入按鍵的點字顯示器也能在

螢幕報讀器啟用時，用來控制你的行動載具(Apple， 2017)。 
(b)螢幕報讀器：有以手勢為基礎的語音螢幕報讀器，如 iOS 系統下的 VoiceOver，讓視障者即使看

不見螢幕，也能使用行動載具。視障者只要連按三下「主畫面」按鈕，螢幕報讀器會將螢幕上所進行

的一切，從電池電力到是誰來電，以至於手指所輕點的是哪個 App，都能聽見報讀描述。此外，行動

載具亦有螢幕閱讀的功能，可以幫使用者朗讀電子郵件、訊息、網頁、書籍等內容，且使用者還能調

整適合使用者的朗讀速度和音調。iOS 系統也有備有口述影像內容的電影，為視障者仔細描述電影畫

面(Apple， 2017; Rahman， 2012)。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之方式訪談身心障礙學生以及專業人員，瞭解身心障礙學生使用行動載具的

現況與困難，以及目前專業人員在提供身心障礙者行動載具可及性相關輔具或調整策略時的評估模

式及方法。並透過相關文獻的蒐集與閱讀，發展出「身心障礙學生使用行動載具可及性評估及介入

表」。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共訪談21位肢體障礙學生以及4位提供身心障礙評估的專業人員。參與訪談的身心障礙學生

基本資料如表一，參與訪談之學生皆有使用行動載具之相關經驗，其中 15 位診斷為腦性麻痺，其他則

有脊髓損傷、肌肉萎縮等診斷。所訪談的 4 位專業人員皆為職能治療師，並具有多年身心障礙者輔

具評估之經驗 

表一、身心障礙學生之基本資料一覽表 

編號 診斷 目前或曾使用過

的行動載具 
年齡 參與者上肢功能簡述 

001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23 右邊半側偏癱，右手抓握的肌力較一般人為差 
002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21 右邊半側偏癱，右手完全無法抓握 
003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平

板電腦 
22 左手張力比較強，左手無法抓握 



 7 

004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23 右手完全無法抓握及操作，左手可抓握但靈活

度不佳 
005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23 右手無法抓握僅能靠手臂及手腕壓住物品，左

手可操作 
006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26 右手抓握的肌力較一般人為差，在出力動作時

會出現抖動的現象 
007 腦性麻痺 平板電腦 14 雙手手部無法抓握，手臂可以在平面小範圍移

動 
008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25 右手靈活動較不佳，慣用左手 
009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平

板電腦 
22 為僵直性腦性麻痺，雙手皆無法抓握，亦皆無

法執行較精細的動作 
010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21 右邊半側偏癱，右手抓握的肌力較一般人為

差，右手靈活度較不佳 
011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32 右邊半側偏癱，右手抓握的肌力較一般人為

差，右手靈活度較不佳 
012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23 左邊半側偏癱，左手可抓握但伸手以及舉高的

動作角度受限 
013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21 雙手皆可抓握及操作 
014 肢體障礙 智慧型手機、平

板電腦 
25 手部萎縮，無法抓握，僅能做按壓的動作 

015 肢體障礙 智慧型手機、平

板電腦 
25 因腦傷導致有不自主的反射動作影響，頭部控

制能力不佳，且頭部位置影響手部動作 
016 臂神經叢

損傷 
智慧型手機 23 左手神經損傷，左手完全無法抓握及沒有自主

性動作，僅靠右手 
017 脊髓損傷 智慧型手機 26 脊髓神經受損，左手較無法抓握，右手抓握尚

可，雙手向前取物以及手臂抬高等動作皆無法

做到 
018 腦性麻痺 智慧型手機 22 雙手皆可操作 
019 急性脊髓

鞘神經元

損傷 

智慧型手機 22 右手只有手指頭可以稍微動一下，皆靠左手操

作 

020 脊髓肌肉

萎縮症

(SMA) 

平板電腦 21 雙手可抓握，但皆無法舉高，僅能在平面移動 

021 腦性麻痺 平板電腦 20 雙手無法抓握，視野缺損 
 
表二專業人員基本資料一覽表 
編號 專業類別 經歷 
治療師１ 職能治療師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團隊專任治療師 

 台大輔具中心兼任治療師 
治療師２ 職能治療師  視障者家長協會治療師 

 台大輔具中心專任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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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師３ 職能治療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輔具中心治療師 
 內政部矯具義具與行動輔具資源中心治療師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第一輔具中心治療師 
 中華科技輔具協會破冰專案治療師 

治療師４ 職能治療師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復健組長 
 中華科技輔具協會破冰專案治療師 

 
肆、研究結果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在操作行動載具的現況 
1.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使用操作行動載具的目的多以社交為居多 
根據訪談學生之結果，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使用操作行動載具的目的以傳 LINE 居多，在 20 位學

生之中有使用行動載具傳 LINE 
2.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操作行動載具的基本能力 
  在基本操作部分，包括:開關、點選一個 icon、長按或拖曳等等，大多表示會使用較靈活的那隻手去

操作，或是使用手部其他部位，例如使用指節或是手掌邊緣去敲擊等等，但即使如此仍有受訪者表示

因手部功能不佳，在操作上遇到困難，包括: 
  2.1 因手功能不佳，無法手持載具 
   大多數人在使用行動載具時會使用一手持行動載具，一手操控的模式，但對於肢體障礙的個案來

說，其可能因為上肢功能受到損傷，故兩手或是有單手是完全無法握住物體的，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

下，個案就無法利用手持的方式將行動載具拿起，必須將行動載具放在桌面上，再利用較靈活的那隻

手或是其他身體部位去操控載具。 
 
 
 
 
 
 
 
 
 
 
 
    圖 2a. 個案左手無法手持，只能放在手臂上    圖 2b.個案用右手手持，左手只能用指節控制螢幕 
 
2.2 因手功能不佳，螢幕太大或太小影響影響操作 
    對肢體障礙來說因為張力或是肌肉力量的問題，導致無法穩定的控制上肢動作或是上肢可移動的

動作範圍受到限制，因此若行動載具的螢幕太小，螢幕上所顯示的 icon 太小或是排列較緊密，則個案

便常常會因此點選到錯誤的表情符號或注音符號。此外，亦有受訪者表示因為手部僅手腕的動作功能

較好，其能移動的範圍較侷限，當他在操作平板時會因為平板的螢幕太寬或太大，無法按到所有的 icon。    
3.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使用操作行動載具時文字輸入方式仍以打字為居多 

雖然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可能因為疾病導致上肢功能動作不佳，但他們若需要做文字輸入時

仍習慣使用手指打字的方式，其原因包括:因為咬字不清楚，造成語音輸入無法辨識、拿觸控筆手吃力、

用手指頭比較方便等等。然而，因為他們手部動作可能因為張力或萎縮等問題，造成他們在使用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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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字輸入時會出現如速度過慢或是常打錯標點符號或注音符號等問題。而為因應這樣的困境，除有些

說話清晰度較佳的個案會使用語音輸入之外，另亦有個案則是使用外接滑鼠，使用滑鼠作為點選的媒

介，而其他的個案則只能選擇重打或是僅能慢慢打。 
4.肢體障礙學生目前所使用的調整策略 
4.1 使用語音輸入或外接滑鼠或外接搖桿控制 
   在輸入部分，有些個案選擇使用語音輸入或是外接滑鼠作為文字輸入或是點選輸入的模式，然而，即使如

此腦性痲痺患者其可能因為張力問題，因此在操控時可能會因為突然的張力影響操控的穩定度，例如個案在按

按鍵的時候，因為張力及幅度過大，而把全部的東西都掃到地上，因此在擺位上就必須要有一定的空間，且所

有的輔具和平板電腦也必須事先固定好，以免上。如附圖。 

 
 

此外，針對抓握能力不足的個案，即使給予外接搖桿或外接滑鼠仍因手部抓握能力不足，導致無法順利抓握搖

桿或滑鼠來操控，仍必須改變搖桿或滑鼠的抓握形式或使用身體其他部位操控，個案才能順利使用。 

 

 
4.2 使用 assistive touch 
   許多肢體障礙學生因為手部功能不佳不能操控按鍵，例如無法按壓 home 鍵或是按壓調整音量的按鍵，會選

擇使用螢幕輔助按鍵(assistive touch)，所有需要操作 home 鍵或是按壓按鍵的操作功能例如螢幕截圖.調整音量

等等，皆可以使用 assistive touch 代替。 
二.專業人員看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在操作行動觸控設備會遇到的困難 
1. 擺位:肢體障礙學生如肌肉萎縮，因為手部動作範圍侷限，手臂無法抬高，因此只能在桌面上操作觸

控設備，但個案又為了能夠看清楚設備上的畫面，因此需要頭部或整個上半身趨近於桌面，導致學

生整個身體幾乎都趴在桌面上，而若為了讓學生能夠以較佳的身體姿勢看到觸控設備，則必須將觸

控設備直立或是架高至與學生視覺高度一致，但若設備架高之後，則學生的上肢便無法觸控。而對

於腦性麻痺個案而言，若將設備直立或架高，但因為學生的動作控制不佳，在手臂伸直出去觸控時，

容易因為力量控制不佳，而將觸控設備弄倒。 
2. 手部動作: 肢體障礙學生如肌肉萎縮，其手部動作在平面上移動的範圍侷限，只能點選小範圍內的

icon 或鍵盤字母，若選擇螢幕較大，則觸控設備 icon 分布範圍過大，恐導致個案無法點選;但若選

擇螢幕較小，雖然 icon 的分布範圍較小，有助於個案可以不需移動即可點選，但可能因為 icon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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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小範圍內，個案容易誤觸。而對於腦性麻痺個案來說，個案因為張力的問題，手部的按壓與拿

起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可能會造成兩次點擊間的時間過長，平板沒有感應，或是因為按壓時間過久，

導致平板重複反應 
3. 視覺及手眼協調:腦性麻痺學生常合併有視覺問題，包括偏盲.視野狹窄.眼球震顫等，其視覺搜尋範

圍可能只局限於螢幕中的一小部分，然現在目前在一些網頁或是自行設計的 AAC 軟體，並不一定

有考量到這部分.另外，雖然目前已經有一些外接介面可幫助身心障礙者操控平板電腦，例如利用

掃描的方式幫助學生點選，但對於腦性麻痺學生來說，因為眼球動作控制以及手部動作控制不佳，

可能無法跟上掃描的速度或是無法及時點選 
 
三.現有行動載具調整模式以及「身心障礙學生使用行動載具可及性評估及介入表」的初步建置 

本研究團隊根據訪談結果以及對於現今行動載具調整模式的調查結果，初步建置了「身心障礙學生

使用行動載具可及性評估及介入表」，評估內容包括:個案的基本資料、個案在使用行動載具時的姿

勢以及行動載具的擺放位置、操控行動載具的身體部位以及行動載具的輸出及輸入調整模式，相關

流程圖如圖 3。此表以流程表之方式編制，利用一連串的問題，引導使用者思考可以提供的輔具和

調整策略，調整的原則以簡單（內建功能或和一般使用原則接近者）至複雜（外加特殊開關或特殊

輔具），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四大部份(詳見附件一)： 
（1） 操作姿勢的調整及行動載具的擺放 

對動作控制困難者，姿勢的穩定與否將影響手部精細動作的操作。因此，第一步將評估操

作行動載具的姿勢。先以一般的坐姿操作為主，如果不行以坐姿操作，則將改以半躺或側

臥，並且在相關問題旁，提供搭配之輔具(例如:擺位椅或側臥墊)供選擇。 
除了操作姿勢及相關輔具的調整與提供外，應考量到行動載具的擺放，很多腦性麻痺由於

張力的影響，常按壓行動載具時將載具推開或撞擊，而肌肉萎縮或漸凍人由於肌肉力量的

不足，常無法手持行動載具，因此載具的擺放(使用支架固定)或固定(如:使用止滑墊)必須加

以考量。 

（2） 輸入的調整: 

輸入部分將以觸控介面的點選操作，以及文字輸入兩部分來分析。觸控介面操作，將透過

幾個問題的引導，例如：是否在螢幕上點選物件、連續點兩下、兩指縮放或拖曳是否有困

難? 可否藉由 iOS 內建的可及性調整或 Android 系統 APP 來協助改善表現?還是透過提供加

強手部控制的相關輔具（如平板支撐架、手杖、頭杖、外加鍵盤護框…..等）可以改善?是否

可以直接點選?如果無法直接點選是否搭配外接藍芽單鍵開關或搖桿以及相關配套設備可以

進行點選? 
而文字輸入部分，則考量螢幕鍵盤的輸入是否有困難?或外接實體鍵盤?或以語言輸入?還是

比須用單鍵開關搭配掃描來處理? 
（3） 輸出的調整: 

可以包括視覺輸出的放大調整（例如：放大鏡）或替代性的輸出（包括：語音輸出、點字

顯示）。是否以藉由 iOS 內建的可及性調整 Voiceover 可以改善表現？還是必須外接其他輔

具來做調整？ 

（4） 操控行動載具的部位 

          操作控行動載具的部位仍以一般手指操作為最優先的考量，如果手指的精細動作控制能力     

          不好，可否搭配相關輔具（手杖或萬用套）來操作？如果手指控制不好，是否可以考慮以  

頭？或腳？或手臂？或其他可以控制的身體部位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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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肢體障礙暨腦性麻痺者行動載具評估流程圖 

伍.結論 

（一）、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操作行動載具的現況與困難 
從訪談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和專業治療師後發現，目前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操作行動載具可

能顯現在幾個方面，包括操作的姿勢、行動載具的擺放、基本按鍵的開關、基本的行動載具操控、文

字的輸入以及文字的輸出等方面。而目前他們所使用的調整策略與文獻上大致相同。然而，有許多重

度肢體障礙者，在目前現在的支持策略以及輔具的發展中，仍很難有效的操作平板裝置。 
（二）、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者行動載具評估流程 
從上述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學生操作行動載具顯現的困難，並結合治療師提供的調整策略，本研究編

制了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者行動載具評估流程，包括四大部份：操作姿勢的調整及行動載具的擺放、 
輸入的調整（基本行動載具操控以及文字輸入）、輸出的調整、以及操控部份的評量。未來此評量工具

仍須收集更多的個案，來增加它的實用性。 
（三）、未來研究方向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未來開發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者行動載具評估流程 APP，利用平板的評估來收集更多的樣本資

料。此外，由於每一個肢體障礙及腦性麻痺個案的需求皆有很大的獨特性，其所需要的調整設備皆有

可能不一樣，本研究團隊未來將以先以目前有的輔具為主，利用此次的所設計出來的評估流程表，嘗

試為個案搭配出最適用的行動載具輔具以及調整模式，並期望經由後續個案試用以及調整的過程持續

修正此評量流程。礙於 Apple 系統設計採封閉策略，可能遭遇 iPad 系統功能設計受限，本計畫團隊未

來擬先針對 Android 平板系統開發，並同時會對 Apple 的 iOS 
及微軟的 Windows RT 二平台環境做研發, 以滿足主流市面流通平板系統之運用。 



第一部份
行動載具操
作姿勢評量

開始評量

個案個案在不需任何支
撐下可維持坐姿平衡

個案可在支撐下以坐
姿操作載具

個案必須以坐姿以外之
姿勢操作載具

是

否

是

否

是

  單手手持載具，不需利用

身體部位或桌面提供支撐

  單手手持載具，需利用身

體部位或桌面提供支撐

  雙手手持載具，不需使用

身體部位或桌面提供支撐

  雙手手持載具，需使用身

體部位或桌面提供支撐

 無法手持載具，需使用支

撐架

 1.必須使用有靠背或扶
手的一般座椅

 2.必須使用特殊座
（如：輪椅或擺位椅）,
請註明:何種座椅_______ 
尺寸_____

 3.必須使用身體固定帶
(如：頭靠、H帶)請註明:
何種身體固定_______ 

 4.個案以坐後倒的姿勢
操作載具

 5.其他（請註明：
     ________）

 1.個案以半坐臥的姿勢
操作載具

 2.個案以平躺的姿勢操
作載具

 3.個案以趴（俯趴）的
姿勢操作載具

 4.個案以側躺的姿勢操
作載具



第二部分                                 身體操控部位評量 

   註:填表說明：活動範圍、協調度、肌肉力量、耐力的評量分為三級： 

1.可以執行功能性動作：v  2. 功能部分限制：△   3. 完全無法執行功能性動作：Ｘ 

總結：請根據上述評量之結果，簡要摘述兩個以上最有效操控部位： 

  (1) □左側  □右側 身體操控部位：                    動作方向：                     

      (2) □左側  □右側 身體操控部位：                    動作方向：                    

身體操控 

部位 

動作方式 活動範圍 協調度 肌肉力量 耐力 

右側 左側 右側 左側 右側 左側 右側 左側 

□1.手指 

□ 彎曲 

□ 伸直 

□ 手指內收 

□ 手指外張 

        

□2.手掌 

與手腕 

□ 尺側偏移（小指側） 

□ 橈側偏移（拇指側） 

□ 翹手腕 

□ 彎手腕 

□  緊握鬆開 

        

□3.前臂 

與手肘 

□ 向身體外側（上臂外旋） 

□ 向身體中線（上臂內旋） 

□ 向上 

□ 向下 

□ 原位外轉 

□ 原位內轉 

        

□4.上臂 

 

□ 向身體外側 

□ 向身體中線 

□ 向身體前面 

□ 向身體後面 

 

 

 

 

 

 

 

 

 

 

 

 

 

 

 

 

 

 

 

 

 

 

 

 

□5.肩膀 

□ 向上抬（聳肩） 

□ 向前 

□ 向後 

        

□6.頭部 

□ 向前(額部) 

□ 向後(枕部) 

□ 向側邊 

□ 旋轉方向 

        

□7.口 

□ 吹 □  吸 

□ 舌頭動作(□上□下□左□右) 

  □  唇齒 

        

□8.臉頰 
□ 頰動作 

□ 舌頰動作 
        

□9.下頷 

□ 向前 

□ 向下 

□ 向側邊 

        

□10.腳趾 
□ 拇趾向上，其他趾向下 

□ 拇趾向下，其他趾向上 
        

□11.足踝 

 

 

 

□ 向上抬 

□ 向下壓 

□ 向身體外側 

□ 向身體中線 

□ 內翻 

□ 外翻 

        

□12.小腿 

 

□ 向身體外側 (大腿內旋)向下 

□ 向身體外側 

□ 向身體中線 

□ 內翻 

        

□13.大腿 

   與膝蓋 

 

□ 向身體外側 

□ 向身體中線 

□ 向上抬 

        

□14.眼睛  

、 眉、額 

□ 眨眼 

□ 眼球移動 

□ 凝視 

□ 眉額部動作 

        



開始評量

個案上肢動作協調
度佳，以手指觸控

為主

個案手指點擊困難，
但仍以手部為主操控

個案雙手控制極差，必
須使用其他手勢或身體

其他部位來操作

完全無法使用觸控
方式

 以一般單指觸控方式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行動載具輸入操作評量第四部分

 1.使用一般單指觸控

方式

 6.使用assistive 

touch

 2.需使用螢幕護框

 3.調整螢幕感應觸控

時間
 4.視多重觸控為單一

觸控

 5.選擇回應觸碰第一

下或最後一下的位置

 2.以其他部位替代，

（請註明 ：______）

 1.以其他手勢替代，

（請註明 ：______）

 3.使用口杖或頭杖

  替代性點選設備

  語音輸入

 1.外接滑鼠

 2.外接搖桿

 3.外接單鍵開關

  掃描器
 1.調整掃描速度

 2.調整掃描模式，請
註明模式:____



行動載具輸出評量

個案的視力沒有太大困
難，可以使用一般螢

幕，不需調整

個案可能有弱視、視野
缺損或主題背景區分困
難，但仍可以使用剩餘

之視力操控載具

個案視力幾乎喪失，必
須利用其他感官取代視

覺

是

是

 1.使用一般大小之字體與圖示

是

弱視

視野受損

否

主題背景
區分困難

是

是

是

否

開始評量

 2.限制螢幕的圖示總數量

 1.放大字距、行距

 3.調整字體粗細及大小

 4.提高主題背景之對比

 5.其他（請註明：＿＿＿＿）

 2.調整螢幕亮度（請註明調整成_______）

 3.調整螢幕的明暗對比（請註明調整成___）

 4.調整載具擺放位置（請註明調整成_____）

 5.使用高反差功能

 6.調整圖示大小

 7.搭配文字發音軟體

 1.調整字體粗細及大小（例如：Big Font）
    (請註明：倍率＿＿)

 8.其他（請註明：＿＿＿＿）

 1.調整載具擺放位置

 2.調整字體大小

 3.其他(請註明 )

 1.螢幕報讀系統

 2.螢幕即時點字顯示系統

 3.點字印表機



開始評量

個案有注音的拼
音能力

個案有基本的識
字能力

個案有清楚的口
語表達能力

 1.使用螢幕鍵盤，以注音輸入法輸入

 1.使用螢幕鍵盤以拆碼輸入法輸入
 （例如：大易、倉頡、無蝦米）

 1.使用語音輸入法

個案認知能力不
佳但具有基本識

圖能力

 1.圖形符號輸入系統，如
iCAN 

行動載具輸入法相關評量

是

是

是

是

 2.外接特殊鍵盤，以注音輸入法輸入

 3.以手寫輸入法輸入

 2.外接特殊鍵盤以拆碼輸入法輸入
 （例如：大易、倉頡、無蝦米）

個案有使用手語
的能力

 1.手語輸入法，如Sign Chat

是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年 7月 20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2018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Helping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國際會議為兩

年一次的會議，2018 年於奧地利，林茨，林茨大學舉辦，有來自各國輔助科技領域的研究者、實

務工作者、以及使用者共同參與盛會。ICCHP 提供了一個跨學科的平台和科學論壇，提供相關領

域溝通的良好平台。ICCHP 的包容和參與社會的使命是努力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更好的輔助科技支

持，增強和恢復資源，並補償標準化人機介面（HCI）的局限性。 由於持續的 ICT 革命（互聯網

/物聯網/無所不在的計算/雲端服務），這一使命仍然變得更加重要。 
本次會議中的 Keynotes 都非常精彩，其中有兩位更是身心障礙朋友，Michael Curran 是一位視

障者，由於視覺障礙者要使用的電腦螢幕報讀系統相當昂貴，許多視覺障礙根本無法購買，以致

於他們獲得一般訊息以及學習的機會相對少於一般人。Michael Curran 於是開發了 NVDA
（NonVisual Desktop Access），這是免費軟體，可讓視障人士獨立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統，它的

存在改變了全球數十萬人的生活， Michael Curran 談論了 NVDA 的發展歷史，以及 NVDA 在全

球使用的情形。另一位 Gernot Müller-Putz 的演講也讓我印象深刻，他主要研究領域為利用腦波來

控制電腦，他的研究造福了非常多的肢體障礙者。 

 

二、與會心得 

這次的研討會有相當多的論文發表是來自歐盟 2020計畫，政府由上而下推動身心障礙者積極參

與社會，包括可以看到銀行業者開發視覺障礙者適用的軟體介面，各級學校打造的數位軟體與教

計畫編號 MOST 106-2511-S-003-014 

計畫名稱 身心障礙學生使用行動載具可及性評估與介入之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吳亭芳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7 年 7 月 11 日至

107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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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林茨，林茨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 16 屆電腦協助特殊需求者國際會議 

(英文)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Helping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發表題目 

(中文)利用多表徵系統改善學習障礙學生的閱讀理解 

(英文) Utilizing Multiple Representation System to Improve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材，在在都可以看到歐盟對於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各層面的努力，並且給予各種計畫及經費來支

持這類的研究。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Utilizing Multiple Representation System to Improve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1 Introduction 

Reading is an important ability for students， and students acquire knowledge through reading.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fo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D) to read effectively without any support. These difficulties prevent students with LD from acquiring 

knowledge through general curriculum [1]. LD is a group of disorders that affect comprehension， speech production， attention

， reading， writing， reasoning， and/or calculate. Children with LD represent 3%–5% of school-aged students， and there are 

over 80% of students with LD demonstrate reading difficulties[2]. 

Students with reading difficulties need extra cognitive support strategies to help them read. The cognitive support strategies 

include ‘bottom-up’ and ‘top-down’ approach [3]. The bottom-up approach provides supports to the specific word in order 

tocompensate readers’ limitations in decoding and accessing lexical meaning. The top-down approach provides concept mapping， 

text summarization， and background knowledge.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various effective strategies， such as word- 

recognition instruction methods [4]， reciprocal teaching [5]， and concept map drawing [6].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Multiple-representation Sys- tem’， which provides different kinds of cognitive supports for reading. In addition，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supports were examined through comparing the reading performance of LD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cognitive supports. 

 

2 Experiment 

2.1 Participants 

There were 22 participants with grade 5 and 6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with their parental conse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All participants attended regular class. 

Students with LD were diagnosed and identified by the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 based on the specific criteria below: 

(a) intellectual quotients were normal; (b) significant intra-individual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skills; (c) 

significant difficulties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such as hearing comprehension， oral expression， word recognition

， reading comprehension， writing， and calculation， were not improved after intervention provided in regular 

education. Meanwhile， no neurological deficits， intellectual delay， physical impairments， or cultural disadvantage 

were reported. 

 
2.2 Instrument 

A self-developed system ‘Multiple-representation system’ was used to provide individualized cognitive supports for 

special needs learners. The system of readers and editors adopt the same computer-based development tools programed 

with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and the file system is developed using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 XML 

provides a highly variable storage format that allows system designers to easily modify article settings. This system can 

create a reading environment suitable and the following cognitive support strategies were available. ① Text-to-speech 

function ② a video explanation of the key concept ③ pictures of the key concepts ④ an annotate of a key word ⑤ 



marked key point ⑥ a concept map of the  article. 

To exclude the effect of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authors chose the ‘Peculiar kind of animals of Taiwan’ as the 

reading topics. The articles would introduce the appearance， habits of peculiar kind of animals in Taiwan via word， 

picture， or video.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article and the length of article were similar. Each article was 

accompanied by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of ten or twelve single-choice questions focusing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 accuracy rate ranged from 0 to 100%. The higher rate means the better reading performance. 

2.3 Procedure 

Each participant was asked to read six articles， three without cognitive supports and three with cognitive supports. There 

was no time limit for reading the articles in both reading conditions. After every reading session， each participant is required 

to complete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SPSS 20.0 for Window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Paired-sample t test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accuracy rate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3 Results 

The accuracy rates of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are demonstrated in Table 1. The result showed the mean accuracy 

rate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without cognitive support and with cognitive support were 47.5% and 59.4%. The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when reading with cognitive supports (p < 0.001).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According the result， the students with LD can read effectively through appropriate cognitive support strategies. 

Among those cognitive support strategies， 63.6% (14/22) students chose the strategies of video explanation. Among 

those students， one of them chose video explanation indicated that using video explanation not only improv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but also increase attention span on reading. The other 4 stu- dents who chose the text-to-speech 

indicated that providing auditory feedback can help them keep on the track of reading. Only one student chose the 

concept mapping strategies and indicated that concept mapping make it easier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cle

， and it’s helpful for predicting the answers of the reading tests.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we found that each student with LD prefer their own strategies on supporting reading.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Multiple-representation System’ provides the students with LD an individualized cognitive 

supports adapted to their needs in digital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system provides a flexible system to suit the 

individual need of LD. In future study， we might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in integrating strategies of remedy and 

compensation into a system to improve reading skills of students with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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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國內過去也有許多研究計畫，但缺乏由上而下的規畫，宜統整規劃，方能展現整體成效。政府應積極

整合目前國內有的資源，以跨領域整合的方式，鼓勵輔助科技長期研究，使科技能真正為身心障礙者

所使用。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攜回大會手冊兩冊（電子版本） 

六、其他 

 

報告情形 

 

會議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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