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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虛擬實境(VR)近年逐漸被應用在各領域，過去研究也顯示利用VR訓
練身心障礙者的職業技能有不錯的成效，可以提升動機，讓身心障
礙者在安全的環境中學習，也不會造成嚴重的後遺症。如何利用新
興科技，促進智能障礙者職業技能的學習，協助他們未來自立生活
是特殊教育的重點。因此，本研究之目的為將現有之「廚房助手
VR系統」，改良成適合智能障礙學生使用的系統，並探討其可用性
以及改良前後操作表現之差異。此外，並以科技接受模式來探討智
能障礙學生利用VR系統學習之相關因素。
本研究共招募37位智能障礙高職生，男生17位，女生20位，平均年
齡17.7歲，全智商平均為52.89。本研究以「廚房助手VR系統」為工
具，並依據智能障礙學生的困難與特質，設計「廚房助手VR系統」
易用版，主要為增加語音提示、操控系統簡單化及加入影片示範。
本研究結果如下:
1.根據系統可用性量表，約有50%的學生認為這套系統的可用性是可
接受的，其他學生認為系統使用不那麼簡單易用。主要原因在於使
用VR遊戲前，需要針對VR的環境進行設定，因此，智能障礙學生認
為需要別人協助才能進行。但實際觀察學生的表現可以發現，大部
分學生在經過初步指導後，皆可以獨立進行遊戲，完成的時並沒有
較一般生長，且準確率也可達到70%以上。比較受試者在不同版本的
操作表現，發現受試者在易用版中完成任務所花的時間較少，準確
率也較高，但兩者並未達顯著差異。根據受試者表示，系統提供的
語音讓他們更直覺的去操作，不需要花時間去看文字提示，對於易
用版的接受度相當高。比較受試者前後兩次操作的表現，發現受試
者在第二次操作的各項指標皆優於第一次，所需的時間比較短，且
準確率較高，達顯著差異，從這可以發現，透過練習可以提升智能
障礙學生操作表現。
此外，本研究以Smart PLS 2.0.來驗證智能障礙學生使用VR之因素
模型。結果發現視覺動作整合與精細動作靈巧度可以預測科技接受
模式中的可用性，解釋量為9.9%；智力與精細動作靈巧度可以預測
科技接受模式中的易
用性，解釋量為9.2%。可用性與易用性可以預測使用意圖，解釋量
為76.6%。智力、視覺動作整合及使用意圖可解釋智能障礙學生完成
VR任務的時間，解釋量為26.28%。
由於本研究樣本數過小，造成結構方程式模型建置受限，未來，本
研究團隊將持續收集更多受試者，以建構較穩定的學習模式。本研
究團隊也將持續收集不同障礙類型個案的資料，以了解不同障礙類
型的學生的VR學習模式。從結果中也可看到，智能障礙學生在經過
練習之後在VR的表現有顯著的提升，然而，智能障礙從虛擬的環境
中所習得的技巧，是否能轉移至現實環境中，仍有待探討。因此
，未來本研究團隊預計未來將比較一般傳統(實物)技能訓練方式及
混成學習(虛擬實境合併實物)技能訓練模式對於智能障礙者的學習
差異。
中 文 關 鍵 詞 ： 智能障礙學生、職業技能訓練、虛擬實境
英 文 摘 要 ： Virtual reality (VR) has been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recently, past studies haveshown that VR can improve
vocational skill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ow to

apply new technologies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vocational skills for person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D) is the focus of speci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sign an
easy-to-use version of the "Kitchen Assistant-Vegetable VR
system” for students with ID, and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between tradition version and the easy-to-use
one. We also explored a learning model for students with ID
using VR system to learn vocational skills.
37 students with ID, with the average WISC-Ⅳ score 52.89,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17 were males and 20 were
females, and the age between 17 and 19 with a mean of 17.7.
The easy-to-use version of the VR system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with ID, and it has the
following adaptions, including adding verbal cues,
simplifying the operation, and providing video.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bout 50% students evaluated
this VR system is usable by using the 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 However, the other 50% students did not
consider the VR system is easy to use. The main reason may
due to the VR system needs to be setup before entering the
game, the students with ID hav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setting up process. Therefore, they gave the lower scores
in the SUS. When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with ID in two VR versions, the students spent less time
and had higher accuracy rates in the easy-to-use version ,
but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2
versions.We also compar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in these 2 trail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had
better accuracy rates and spent less time in the second
trails.
In addition, A VR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TAM, for
students with ID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can explain
76.6% of intention to use the VR system. The IQ, movement
dexterity, visual motor integration of students with ID and
the intention to use can explain 26.8% of the operation
time.
Since the sample of this study was too small, the
construct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limited.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team will continue to recruit subjects
to collect more data to construct a more stable learning
model.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team will continue to
collect different diagnosis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o understand the VR learning mode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iagnosis From this stud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with ID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practice. However, whether the

skills learned from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real environment remains to be explored.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team expects to compare the
learning effects among the different training modes,
including traditional skill training and blending
traditional and VR training.
英 文 關 鍵 詞 ：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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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智能障礙者的就業困難及其重要性】
工作是生活的核心，不僅因為它提供經濟的謀生，它更是個人自我實踐的舞台。工作使
人們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更是社會網絡中重要的一環（林幸台等譯，2013）
。然而，身
心障礙在工作上常常遇到各種的困難，當然也包括智能障礙者。因此，智能障礙的職業教育
課程越早越好，從小培養與職業相關的習慣與態度，在國中教育階段以職業陶冶和探索為主，
到了高職階段則以職業訓練與就業輔導為核心（鈕文英，2003）
，如何在高職階段，培養智能
障礙學生的工作技能與態度以利未來就業是特殊教育重要的工作。
根據特殊教育通報網，108 學年度在高中職階段就讀的智能障礙學生人數為 6,789，佔全
體高中職特殊教育（身障類）學生 24,779 的 27.4%，僅次於學習障礙，為學生人數第二多之
特殊教育類別（特殊教育通報網，2018）
。為數如此眾多的學生，目前 4,974 人就讀於一般學
校，其中 4,022 人安置在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也就是綜合職能科，其餘就讀特殊學校的智能障
礙者，也是安置於綜合職能科（特殊教育通報網，2018）
。高中職綜合職能科是一種以就業為
導向的特殊教育安置方式，其成立的目的是希望以多元的職訓課程，讓學生能適應未來的就
業環境，並培養學生認識職業世界，培養職業道德，建立工作技能，以增進就業及社會的服
務適應能力(教育部，2000)。希望透過綜合職能科的訓練，讓智能障礙的學生在高職畢業後，
能擁有就業相關的技能，可以順利就業。然而 15 歲以上的智能障礙者的就業率僅有 29%，如
何在高中職階段培養他們就業相關的技能就是特殊教育重要的一環。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以「自發」
、
「互動」及「共好」為基礎，以適性
揚才、成就每一個孩子為願景，當然也包含智能障礙學生。為因應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含特殊
教育學校)學生之學習需求，培養就讀於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學生具備務
實致用及終身學習的能力，以達至自立生活與社會參與之最終目標，特研訂《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課程綱要》(簡稱服務群課程綱要) (教育部，
2019)。服務群下設置汽車美容服務科、門市服務科、包裝服務科、農園藝整理服務科、居家
生活服務科、餐飲服務科、旅館服務科、保健按摩服務科以及綜合職能科等，以培養智能障
礙學生相關的工作技能，達到未來自立生活之目標。其教育目標為培養學生具備服務群科共
同核心素養，獲得專業職能之學習，俾利學生未來職涯適性發展、自立生活，進而參與社會。
培育身心障礙學生服務相關產業之基層從業人員，能擔任服務產業中半技術或非技術性助理
等相關工作(教育部，2019)。其中餐飲服務科應傳授餐飲服務之基本知識，包括：訓練食材處
理、基礎速食製備及飲料調製技能；進行生活用品整理、家電使用與維護及家事處理等基本
技能；汽車美容服務科則教授汽車美容之基本知識，包括：訓練車輛內裝、外部之清潔及美
容技能；進行基礎設備操作、櫃檯及收銀等基本技能。而本研究將以上述兩種智能障礙學生
畢業後在職場經常從事的職種，來加以訓練，也是本研究鎖定要訓練的職業技能。
然而，智能障礙學生由於身體協調度與體耐力欠佳、認知能力低落、記憶功能缺損以及
學習能力較差（Falvo & Holland, 2018；鈕文英，2003）。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職業能力的學
習，如何利用各種方式，包括 VR 等各種新興科技，促進智能障礙者職業技能的學習，對於
他們未來的自立生活將有重大的幫助。
【應用虛擬科技進行職業訓練之可行性】
工業 4.0（industry 4.0）的浪潮來臨，當科技為人們創造更多的可能性，教育也將面臨巨
大的改變，教育 4.0（education 4.0）因應而生。教育 4.0 將為教育發展帶來制度、教學環境、
課程與教學、學生學習等方面的改變，朝向更具科技化、智慧化和數位化的教育，以利 21 世
記得學生更有效地學習(Hussin, 2018)。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 ）是經由電腦產生
模擬真實環境的景物，使用者可以透過 VR 裝置觀看和互動。VR 並非新的科技，然而由於設
備之進步，這幾年逐漸被應用在各種領域，包括軍事、醫學、護理、教育與娛樂（謝旻儕、林
語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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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en 與 Low （1996）記錄 18 名智障青少年利用虛擬實境進行重複練習後的行為表
現，發現在重複練習之後，智能障礙者自我導向與電腦互動的次數增加，需要老師的幫助量
減少。研究者認為對智能障礙的學生來說，虛擬環境是一種有效且安全的培訓和教育媒體，
並建議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以了解他們的全部潛力。此外，VR 實驗的參與者可以犯下錯誤，
而不會遭受在真實情境中危險的後果。Tam 等人(2005)利用 2-D 虛擬實境的電腦輔助課程訓
練 17-23 歲，中度智能障礙者商店購物的技能，以準實驗研究法比較傳統教學方式與 2-D 的
VR 系統的訓練成效，結果發現，兩組學生皆有進步，然，利用 VR 系統訓練組進步幅度大些。
VR 系統可以安全的訓練環境、客製化介面、及時提示系統、重複的訓練，以及自動化記
錄，並且可以減少交通或環境的轉換，因此，非常適合用來訓練身心障礙者的各種技能，包
括職業的相關技能（Bozgeyikli, et al, 2017）
。綜合以上，VR 提供了一個安全的、有趣味性的、
重複練習的、無嚴重後遺症的技能學習環境，非常適合智能障礙學生學習的特性。
【系統的可用性測試】
可用性（Usability）是人機界面設計中重要且基本的概念，是指人機界面使用性的整體評
價。不同作者常有不同定義，Flavián 等人(2006)將網站的可用性定義為「在瀏覽網站或透過
Internet 購買商品時所感覺的便捷性」。Baber (2005)指出可用性的關鍵要素是使用情境以及使
用者的人機互動經驗。Shackel (1984) 定義可用性為「在特定情境中為滿足特定目的，對使用
者給予訓練與支持下，科技被簡單和有效使用的程度」
。整體而言，可用性指的是可用性通常
是指電腦設計或網站人機界面的優雅和清晰程度。本研究將採用以使用者為中心的紀錄與測
量系統改良前後使用效益上的差別，將由認知障礙學生分別使用 VR 一般版及改良後易用版
並比較兩者在時間與正確率上的差異。同時，將輔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由使用者填寫主觀性
感受問卷，作為 VR 的可用性測試。
【虛擬實境學習之相關因素】
以虛擬實境來學習可能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尤其虛擬實境是一種新興的科技，對新科
技的接受程度也可能影響使用者對虛擬實境的接受程度，進而影響學習成效。在探討對科技
的接受度，許多研究常以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 TAM）來進行探
討。Lee 等人 (2010)的研究以 232 位 15 到 17 歲的科學領域的高中生為研究對象，以桌上型
的虛擬實境系統提供青蛙解剖的科學課程，透過 1.5 小時左右的虛擬實境課程，以前後測瞭
解學習成效、探討相關因素，並以結構方程式建立模式。虛擬實境的特徵（VR features）是系
統有用性（usability）、使用者的存在感（presence）、以及控制與主動學習（control and active
learning）的前趨因子。而系統有用性是動機、認知效益、控制與主動學習及反思性思維的前
趨因子。所有的心理學習因素（使用者的存在感、動機、認知效益、控制與主動學習及反思
性思維）都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此模式可以解釋 97％的學習成效以及 59％的系統有用性。
本研究將以沉浸式的虛擬實境來協助智能障礙高職生職業技能的學習，並以科技接受模式之
雛形來瞭解影響智能障礙學生虛擬實境學習的相關因素。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1）
將現有之「廚房助手 VR 系統」
，設計改良成適合智能障礙學生使用之有提示支持的
系統，並探討其之可用性以及改良前後操作表現之差異
（2）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智能障礙學生使用 VR 學習職業技能之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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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招募 37 位智能障礙高職生，其中男生 17 位，女生 20 位。學生平均年齡為 17.7
歲，年級分布如下:一年級有 5 人(13.5%)，二年級有 25 人(67.6%)，三年級有 7 人(18.9%)。37
位學生全智商平均為 52.89，各指數的平均為，語言理解 59.29，知覺推理 55.24，工作記憶
56.89，處理速度 59.24。
二、研究工具
1、Acer Windows Mix Reality 頭戴裝置與控制器
本研究以 Acer AH101 型號之頭戴裝置進行研究，此建有 2.89" Impulse BL LCD x2 顯示
器、可視角度 95 度、兩眼瞳距 63mm，並內建有陀螺儀、加速度感應器、磁力計以及接近感
應器。並搭配 Acer AR/VR 遙控器使用。
2、廚房助手 VR 系統一般版與易用版
本研究利用臺師大工教系洪榮昭教授開發之「廚房助手 VR 系統」作為訓練智能障礙學生
學習職業技能之工具。此系統共有切高麗菜、削紅蘿蔔皮等 8 種蔬果備料的訓練八個單元，
皆為廚房助手常見的工作。每一個單元都經過工作分析，將所需執行的任務分析成小步驟，
讓學習者可以依照 VR 系統中的提示根據步驟學習。並且在系統建置過程中考量安全性，例
如：切菜時必須將手指遠端關節縮起。本研究所採用的任務為切小黃瓜，此任務共有 8 個步
驟，包括:戴手套、拿砧板、拿小黃瓜並清洗、小黃瓜放在砧板、小黃瓜去頭尾、小黃瓜切成
5 塊、切好的小黃瓜放入備菜盤、備菜盤放到指定位置。
另外，本研究依據智能障礙學生的困難與特質，設置「廚房助手 VR 系統」易用版，以
一般版為雛形，並增加支持系統:
(1). 增加語音提示系統:在原本的系統中，所有的步驟皆僅提供文字的提示，然智能障礙
學生常有識字困難，因此在原有的系統中增加語音的提示。
(2). 操控系統簡單化:在原有的系統中個案必須以大拇指操控雷射線，用以瞄準物品，同
時大拇指必須長壓一直到食指按壓操控鍵確認選取，由於智能障礙者的動作協調性不佳，常
常造成誤觸，或無法完成動作。因此，在修改後易用版系統中取消以大拇指操控雷射線選取
的功能，受試者僅需要將手把直接靠近目標物即可選取
(3).影片示範：在執行任務前先提供影片讓受試者觀賞整個任務進行的流程，提供受試者
整體的操作概念，期望可增進受試者操作時的表現。
3、第二版布魯茵克斯－歐西瑞斯基動作精練度評量工具（Bruininks-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2nd edition, 簡稱 BOT-2）(Bruininks, & Bruininks, 2005).：
本研究選用精細動作操作靈巧性(5 項)、精細動作整合、上肢動作協調能力三個分測驗成
績，代表受試者上肢動作協調能力及視覺動作整合能力。
4、系統可用性量表（System Usability Scale ，簡稱 SUS）
System Usability Scale 是 Brooke(1996)所設計的，是一個快速的可用性測試問卷，廣泛運
用在測試電腦程式、系統及網站頁面。本研究採用此量表為雛形，根據本研究所用之系統在
問題與語句上做調整，並請三位專家進行專家效度。SUS 量表為李克特氏五點量表，分數透
過計算後可得 SUS 的總分，總分越高代表使用者認為系統的可用性越佳。研究者將 SUS 分
數分為 6 個等級，分別為 90-100 為 A 級，80~89 為 B 級，70~79 為 C 級，60~69 為 D 級，
0~59 為 F 級(Bangor et al, 2009)。
5、科技接受模式量表
本研究採用賴宜弘等人（2015）以科技接受模式理論架構為基礎所發展的中文版科技接
受模式量表，量表共 11 題，分為「知覺有用」、「知覺易用」及「行為意圖」三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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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研究對象篩選條件招募 37 之智能障礙者，由研究助理至台北市與新北市高職綜
合職能科招募個案，在說明研究目的，並且告知參與之權利後，取得家長同意，進行相關資
料之收集。以單一組別重複測量之方式比較智能障礙在一般版以及易用版之操作表現。在執
行技能任務時，系統將同時記錄高職智能障礙學生完成任務的時間、準確率、動作錯誤次數、
以及動作重複次數。各項指標的定義如下:
完成任務時間:從任務開始到任務完成所花的時間
準確率:作對的任務步驟數/總任務步驟數
動作錯誤次數:任務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動作錯誤，包括:輔助手未彎曲、未按指示現切等
動作重複次數:在任務執行過程中重複回到上一步驟的次數
為避免學生因不了解操作方式而影響實驗結果，在測試前皆先確定學生已熟悉握把的操作
及了解整個遊戲的流程。此外，為避免練習效應，學生測試的順序採平衡抗衡(counter balance)，
編號 1 學生先使用一般版，再使用易用版；編號 2 學生的施測順序則相反。在學生結束 VR
的操作試驗之後，進行上肢動作及視覺動作能力的測試，以及填寫相關問卷。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利用 SPSS 23 版本中的相依樣本 T 檢定來分析學生在 VR 一般版與易用版操作效能
之差異，利用 Pearson 相關探討智能障礙學生的 VR 表現與動作能力及智力的相關性，並使
用 Smart PLS 2.0 探討影響智能障礙學生操作 VR 的因子。
肆、研究結果
一、系統之可用性測試
根據受試者所填的系統可用性量表分數（如表一）
，整體平均數為 59.6。約有一半的學生
(50%)認為這套系統的可用性是可接受的，但仍有一半(50%)的學生不認為這套 VR 系統簡單
易用，原因在於真正進入 VR 遊戲之前，需要針對 VR 的環境進行設定，因此，智能障礙學生
認為在這個部分對他們而言是複雜、不容易操作的，他需要別人的協助或是他需要學習很多
東西他才能進行這個系統。另外，受認為 VR 設備並不是學校或是家中方便可得，因此未來
再使用的機率不高。
表一 智能障礙學生 SUS 量表分數
90-100
80~89
SUS 分數
1(3.3%)
3(10%)
人數分配

70~79
5(16.7%)

60~69
6(20%)

0~59
15(50%)

比較受試者在不同版本的操作表現發現，受試者在易用版中完成任務所花的時間較一般
版為少，準確率也較高，但兩者並未達顯著差異。但根據學生使用後的陳述，易用版所提供
的語音可讓他們更直覺的去進行系統要求的任務，不需要花時間去看文字提示。此外，比較
受試者進行兩次 VR 任務時的表現發現，受試者在第二次操作的各項指標皆優於第一次，第二
次操作的所需的時間比較短，且準確率較高，且達顯著差異；動作錯誤次數、動作重複次數
雖較少，但未達顯著差異。
表二

智能障礙學生在不同版本 VR 系統之操作表現
普通版(N=37)
易用版(N=37)
334.2±158.1
308.4±187.6
完成任務時間(秒)
75.7±4.1
86.9±4.4
準確率(%)
16.7±17.0
21.0±25.4
動作錯誤次數(次)
2.6±3.7
2.8±5.3
動作重複次數(次)

p
0.543
0.242
0.21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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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智能障礙學生前後兩次 VR 系統之操作表現
第一次(N=37)
第二次(N=37)
407±183.9
235.6±95.6
所花時間(秒)
75±2.9
77.6±5
準確率(%)
18.9±17.6
18.8±25.2
動作錯誤次數(次)
3.4±5.8
2±2.9
動作重複次數(次)

p
<0.01
0.011
0.969
0.141

二、智能障礙學生 VR 系統使用相關因素探討
本研究探討智能障礙學生完成切小黃瓜任務的總時間、準確率與魏氏智力測驗、動作測驗
的表現相關性發現，受試者完成任務的時間與他的智力表現皆無相關，但在任務的準確率與
其工作記憶具顯著相關(p<.05)，顯示工作記憶越佳的學生越能夠記住切菜的步驟順序，因此
準確率越高。
比較智能障礙學生動作能力以及任務完成時間與準確率發現，受試者的視覺動作整合能力
與完成時間呈現負相關(p<.05)，與精細動作精確度及上肢協調能力皆無顯著相關。任務的準
確率則與動作能力皆無顯著相關。
根據學生所填寫科技接受模式問卷並分析與 VR 表現的相關發現，智能障礙學生對於 VR
系統的使用意圖以及 VR 的可用性及易用性與 VR 任務的完成時間呈現負相關(p<.05)，亦即
對於 VR 系統接受度越高者在 VR 的表現越好。
表四 智能障礙學生肢體動作協調與 VR 操作表現的相關
知覺推 工作記
全量表 語文理解

使用意

理

憶

處理速度

總時間

準確率

圖

動作精 上肢協調
可用性

易用性

確度

總時間

-.196

-.102

-.149

-.106

-.129

準確率

-.057

-.078

-.257

.406*

.034

-.140

使用意圖

.064

-.029

.060

-.142

.232

-.536**

0.000

可用性

.072

-.091

.039

-.006

.209

-.441**

0.000

.894**

易用性

.130

.008

.154

-.121

.192

-.578**

0.000

.857**

.800**

動作精確度

.533**

.398*

.456**

.376*

.316

-.269

-.067

-.017

.038

-.014

上肢協調

.462**

.330*

.345*

.088

.325*

-.177

-.249

.196

.179

.125

.408*

.134

.004

.285

-.073

.081

-.334*

-.199

.243

.277

.175

.309

視覺動作整
合

.308

* p <0.05, ** p<0.001
三、
智能障礙學生 VR 學習之模型
本研究使用 Smart PLS 2.0.以驗證智能障礙學生使用 VR 之因素模型。使用 bootstrap
procedure 以獲得 t 值並確認顯著性。模型路徑係數及顯著性如圖 1。視覺動作整合(β=0.287,
p<0.01)與精細動作靈巧度(β=-0.278, p<0.01)可以預測科技接受模式中的可用性，解釋量為
9.9%；智力(β=0.253, p<0.01) 與精細動作靈巧度(β=-0.323, p<0.01)可以預測科技接受模式中的
易用性，解釋量為 9.2%。可用性(β=0.569, p<0.01)與易用性(β=0.383, p<0.01)可以預測使用意
圖，解釋量為 76.6%。智力(β=0.287, p<0.01)、視覺動作整合(β=-0.234, p<0.01)及使用意圖(β=0.247, p<0.01)可解釋智能障礙學生完成 VR 任務的時間，解釋量為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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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智能障礙學生使用 VR 系統模式

伍、討論
一、系統可用性
本研究利用系統可用性量表（SUS）以了解智能障礙學生對於此套 VR 系統的可用性的看法。
從結果來看，有 30%的學生認為這套系統的可用性是可接受的(SUS>=70)，有 20%的學生認
為這套系統的可用性在邊緣，但仍有 50%的學生沒有認為這套系統可用。主要在於 VR 系統
的硬體設備對於智能障礙學生而言並不是容易取得的，因此智能障礙學生認為未來並不會持
續使用這套系統。再者，智能障礙學生認為 VR 硬體設備的設定是複雜的，因此在使用上是
需要許多協助的，因此認為這套系統對他們而言是複雜不容易使用。
然在整體遊戲操作上，根據研究者事後與參與者的訪談結果可知，參與者認為遊戲的操
作方式是簡單可理解的。
二、智能障礙學生在不同版本表現的差異
根據相依樣本 t 檢定之統計分析，智能障礙學生在一般版與易用版的表現上並無顯著的差
異，主要是因為在一般版中雖然沒有語音指示的協助，但系統中仍有指示線等視覺線索，讓
學生可直覺式的根據視覺線索完成 VR 任務。再者，根據比較智能障礙學生在第一次與第二
次 VR 任務的表現上來看，智能障礙學生在第二次的完成時間顯著較第一次為低，且第二次
的準確率顯著較第二次為高。過去 Standen 與 Low（1996）的研究也顯示，在重複練習之後，
智能障礙者自我導向與電腦互動的次數增加，需要老師的幫助量減少。本 VR 系統透過動畫
形式的視覺呈現方式，引導學生運用互動性的程序操作，讓學生可以在模擬情境中依據特定
工作項目的流程，形成情節性的記憶，且這情節性記憶有助於整合片段的、非連續性的語意
性記憶，使文字概念轉換成連續性的情節，讓智能障礙學生在習得內隱性知識的同時也習得
了理論性的知識。過去研究者認為程序性的知識在透過反覆的練習後，能夠達到自動化精熟，
而成為自動化記憶(引自鍾佳惠，2011 譯)。從本研究結果也顯示，智能障礙學生在經過練習
之後，對於切菜的步驟會隨著一次一次的練習越來越熟練，因此在 VR 環境中任務完成的時
間會越來越短，而準確率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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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障礙學生使用 VR 系統之相關因素探討
根據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智能障礙學生完成 VR 任務的總時間與其視覺動作能力
具有正相關，而準確率則與工作記憶有關。其主要原因在於在此 VR 任務中，學生會用到許
多視覺動作的能力，包括如:向前抓取砧板、對其指示線切小黃瓜以及將切好的小黃瓜放入備
菜盤中，學生必須所有工作皆完成時間才會停止計時，因此若學生視覺動作整合能力不佳，
導致在虛擬的環境中一直無法準確抓取到物品，都會增加他完成操作的時間。
根據相關分析結果得知，智能障礙學生完成 VR 任務的準確率與它們的工作記憶具顯著相
關。主要在於在本研究的 VR 任務是運用工作分析法將切菜的技能解析至最小且容易教學的
步驟，完成的準確率是依據學生正確完成的步驟，因此也可從學生的表現中看到學生的工作
記憶能力。
四、智能障礙學生 VR 系統模式探討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之雛形，以智力以及視覺動作協調能力作為外部因子來瞭解影響
智能障礙學生使用 VR 系統的相關因素。結果發現，智能障礙學生對於 VR 系統的易用性及
可用性可解釋 76.6%的使用意圖，過去研究也顯示，學生對於系統的易用性與可用性會影響
學生對於 VR 系統的使用意圖(Huang & Liaw, 2018; Majid & Shamsudin,2019)。對於 VR 的操
作時間則發現，全智商、動作靈巧度、視覺動作整合與使用意圖可解釋 26.8%的操作時間，顯
示以智能障礙學生來說，智力以及動作能力對於他們在 VR 表現有直接的影響。
陸、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研究限制
由於身心障礙學生本就屬於少數，且因本研究需要能夠執行 VR 任務的動作能力以及能
夠理解問卷的語言理解能力，因此符合收案標準的個案數過小，造成結構方程式建置相關模
型受限。
未來研究
1. 此次研究因為樣本數過小，造成結構方程式模型建置受限，未來，本研究團隊將持續收集
受試者資料，以期能夠有更多的樣本，以建構較穩定的學習模式。
2. 本研究團隊也將持續收集不同障礙類型的樣本資料，以了解不同障礙類型的學生的 VR 學
習模式
3. 從此次研究中可看到，智能障礙學生在經過練習之後在 VR 的表現有顯著的提升，然而，
智能障礙從虛擬的環境中所習得的技巧，是否能轉移至現實環境中，仍有待探討。因此，
未來本研究團隊預計比較一般傳統(實物)技能訓練方式、虛擬實境訓練、以及混成學習(虛
擬實境合併實物)技能訓練三種訓練模式對於智能障礙者的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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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 Computing
Developing an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Mobile Devices.

一、 參加會議經過
2020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 Computing 國際會議為一年一次
的會議，2020 年原定於新加坡舉辦，但因為 COVID-19 疫情之影響，故今年
會議改成線上會議。此會議於 2010 年首次在 IET 執行會議上提出，本會議
主要在提供一個開放的論壇，以全面了解近年來在訊息技術、科學和工程學
的最新進展和興起，其主題在於通訊技術與應用、商業智能和知識管理、人
工智能以及任何促進訊息技術發展的相關領域。
此次的 Keynote speaker 為東北大學教授，Chong Fu。Chong Fu 在此次的會議
中主要討論的是如何使用計算方法提供網路圖像傳輸的加密技術。

二、 與會心得
在此次的研討會中可看到許多新的科技技術與新的演算法，促進了科技的進
步，然這些新進的演算法或是技術是否有助於身心障礙學生使用科技設備仍
有待討論。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Developing an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Mobile Devices
Abstract: Throug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he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mobile

devices have been used in a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intuitional operational layout
and less physical efforts in operating touchscreen, most people find it is easier for us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input devices, such as keyboards and mice. However, person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ma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accessing or operating those
mobile devices due to poor control of movements and dexter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application to help the research team to build, test, maintain,
update, and scale the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s of mobile phones. The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was designed as a cloud-based application, and its design is
taskoriented, including tapping, sliding and dragging. The time of completion of all
tasks, error rate of manipulations, correctness of usage and the size of the finger press
area were recorded.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the assessments would be automatically
uploaded to the cloud database for further analysis. Through the three functional
evaluation tasks of the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we w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proper icon sizes, and the controllable area of touch screen on their
mobile devices for the individual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For further studies, we
will test AAS within different diagnoses of person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including cerebral palsy, spinal cord injury, and muscular dystrophy to look at their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n the mobile devices

四、 建議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六、 其他 ：下圖為視訊會議影片畫面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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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Helping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發表題目

Usability of virtual reality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ystem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一、 參加會議經過
2020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Helping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國際
會議為兩年一次的會議，2020 年原定於義大利 via gaetano previati 舉辦，但因為
COVID-19 疫情之影響，故今年會議改成線上會議，但仍舊有來自各國輔助科技領域
的研究者、實務工作者、以及使用者共同線上參與盛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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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 Chiara Carrozza 是義大利生物機器人
(Biorobotics)研究所的教授，他的研究致力於研發生物訊號及科技的結合與轉譯。另外
一位 keynote 為 Jutta Treviranus，他是安大略藝術與設計大學的教授。他此次的演講主
要探討如何提升身心障礙者在 XR 的可用性。

二、 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為線上會議，參與者可選擇錄製影片或是線上直播方式參與會議，本人此次
因選擇錄製影片的方式參與會議。在此次的會議中可看到各國的研究者開始探討科技
如何融入於教學之中，以促進身心障礙者的學習及學校適應，例如其中一個 track 的主
題便是在探討 ICT 如何在融合教育中提供支持，另外對於身心障礙者對於各項科技的
近用性也仍是這次會議中的主題之一。本研究探討智能障礙者使用虛擬實境的近用性
以及使用虛擬實境於智能障礙者職業技能的教育訓練，也剛好利用此機會與各國學者
進行交流討論。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題目：Usability of virtual reality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ystem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摘要: Reality has been applied to education widely since technology developed quickly. In
order to apply the “Virtual Reality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ystem” to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his study simplify the operation of the original
system and develop an easy-to-use version to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test the usability of the easyto-use versio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and to compare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between the
easy-to-use version and the original one. Eight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ost students expressed that the easy-touse version had good usability, and reduced the operation time and the number of wrong
actions, as well as enhancedthe accuracy. Overall, this designed “Virtual Reality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ystem” can be applied to the training of vocational skills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四、 建議
目前對於科技應用於教育現場的相關論文已有許多，但這些科技是否適用於身心障礙
學生以及教材的內容是否是符合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模式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五、 其他：本次以錄影形式口頭報告，擷取錄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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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2020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 Computing 國際會議為一年一次的會議，
2020 年原定於新加坡舉辦，但因為 COVID-19 疫情之影響，故今年會議改成線上會
議。此會議於 2010 年首次在 IET 執行會議上提出，本會議主要在提供一個開放的論
壇，以全面了解近年來在訊息技術、科學和工程學的最新進展和興起，其主題在於通
訊技術與應用、商業智能和知識管理、人工智能以及任何促進訊息技術發展的相關領
域。此次的 Keynote speaker 為東北大學教授，Chong Fu。Chong Fu 在此次的會議中主
要討論的是如何使用計算方法提供網路圖像傳輸的加密技術。

二、 與會心得
在此次的研討會中可看到許多新的科技技術與新的演算法，促進了科技的進步，然這
些新進的演算法或是技術是否有助於身心障礙學生使用科技設備仍有待討論。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題目：Developing an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for Mobile Devices
摘要: Throug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he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mobile devices have been
used in a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intuitional operational layout and less physical efforts in
operating touchscreen, most people find it is easier for us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input devices,
such as keyboards and mice. However, person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ma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accessing or operating those mobile devices due to poor control of movements and
dexter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n application to help the research team to

build, test, maintain, update, and scale the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s of mobile phones. The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was designed as a cloud-based application, and its design is
task oriented, including tapping, sliding and dragging. The time of completion of all tasks, error
rate of manipulations, correctness of usage and the size of the finger press area were recorded.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the assessments would be automatically uploaded to the cloud
database for further analysis. Through the three functional evaluation tasks of the Accessi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we w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proper icon sizes, and the controllable
area of touch screen on their mobile devices for the individual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For
further studies, we will test AAS within different diagnoses of person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including cerebral palsy, spinal cord injury, and muscular dystrophy to look at their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n the mobile devices

四、 建議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六、 其他：
本次會議以錄影方式報告，圖為錄影檔擷取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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