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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讀寫軟體相關功能之初探

摘要

本文探討教育上之語音應用軟體，

依目前主流的個人電腦與行動裝置上之

語音應用軟體功能，區分為語音報讀和

語音辨識兩大部分，探討國外身心障礙

者常用的應用軟體，包括支援的能力、

功能及限制等。最後筆者針對學習障礙

者的語音軟體研發與功能規劃，提出相

關建議，以作為日後為學習障礙者相關

應用軟體研發之參考。

關鍵字：語音報讀、語音辨識、學習障

礙、應用軟體

壹、前言

近年來人工智慧與語音技術快速發

展，並普遍應用於生活中的各種應用。

而且大多是針對普遍性的身障者需求而

設計，面對種類繁多身障者的需求，仍

無法全面性的顧及各種用途。使得身心

障礙者被迫屈就於不便利的產品，造成

能力的限制，這樣的情況著實可惜。

本文主要目的為輔助讀寫軟體功能

作初探，筆者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

討論，並實際評估與使用國外的語音輔

助軟體，以作為日後研發相關軟體之建

議。

貳、文獻探討

坊間語音相關應用軟體選擇非

常 多， 如： 雅 婷 逐 字 稿、NVDA、

JAWS、導盲鼠與蝙蝠語音導覽系統

等。除此之外，現今主流的電腦與行動

裝置作業系統也都提供語音朗讀、語音

輸入等相關功能。這些軟體或技術並非

都是為了特殊教育或學習障礙所設計，

但仍被教學現場的教師應用於學障教學

上使用。

一、輔助讀寫軟體在特殊教育之應用 

根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的資

料顯示，國小至高中職階段的學習障礙

人數，從 2009 年 19,375 人成長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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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3,145 人，成長人數約 1.7 倍，為教

育階段中比例最高的一類族群。

學習障礙學生在進行評量時，語音

報讀對學習障礙者而言，也有實際的作

用，在學校教育中運用學習的輔助、考

試時的報讀等，使用人工報讀的對象多

以學習障礙學生為主，且需注意適當的

速度、避免不當的音調與考卷字的正確

發音（王淑惠，2011）。人工報讀目前

所遇到的困境分為三大點：1. 需大量人

力支援；2. 特殊符號和破音字報讀上有

限制；3. 重複報讀而增加答對機會（張

瑞娟，2011）。即使電腦報讀也仍有其

侷限，除了音調與破音字的問題（歐委

龍，2016），報讀操作常需要反白某些

文字，再點選報讀按鈕，這對於精細動

作較差的學生而言會有操作上的困難。

對於學習障礙學生的教學，許多專家學

者對利用多媒體輔助學習抱持正向的看

法，且數位教材對於學習障礙的學習是

具有成效的（孟瑛如，2016）。但在學

習障礙的領域中幾乎沒有專屬的華語應

用程式，筆者在博碩士論文系統搜尋與

本研究相關之關鍵字：「學習障礙」、

「輔助」、「語音報讀」等共六篇文獻。

（一）研究對象

關於此研究之相關研究對象，其中

以四篇為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王關皓，

2011；李安妮，2006；陳琬潔，2012；

歐委龍，2016），另外兩篇為國小中高

年級學習障礙學生（王淑瑩，2011；林

垂勳，2014），其中一篇為國中學習障

礙與非學習障礙學生，以對照組方式進

行研究。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運用寫作軟體、電腦語

音報讀、電腦多媒體教學、電腦輔助教

學四種為教學工具，其中一篇以寫作軟

體為主，提升文章流暢性與內容品質但

受個人因素及寫作次數有限的影響，並

不穩定；電腦語音報讀軟體改善人力的

問題、提供個別需求服務，在考試上提

供個別需求服務，但需養成學生善用電

腦語音報讀的習慣；電腦多媒體教學教

學介入對學習障礙學生有效提升其解題

能力。以輔助讀寫軟體相關研究尚屬少

數，但也有其探討之重要性。

綜合以上研究，研究對象以國小

至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為主，運用輔助教

學、多媒體教學模式，多數研究者探討

其解題能力、理解能力的類化與維持效

果，結果顯示具有立即、維持及類化成

效。運用輔助教學、多媒體教學，對於

研究者來說不僅增長自我專業知能且透

過多媒體管道學習，學生上課態度轉向

為積極，教學也獲得班級教師與研究對

象的肯定。

（三）小結

為因應融合教育趨勢下，提供身心

障礙學生相關輔助軟體，不僅能促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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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荷蘭語、法語、德語等），也

支援 31 種不同的發聲聲調。朗讀時可

做速度、朗讀文字與背景顏色等設定，

也可以針對詞、行、句子或段落進行朗

讀。

朗 讀 內 容 可 來 自 Word、PDF、

ePub、RTF、Diasy 等檔案的內容，或

Google 雲端與網頁上的內容。此軟體

也整合了 ABBYY 公司的影像轉文字

（OCR）技術，可將紙本內容拍照後

轉為數位化的文字，後續可做編輯或朗

讀。軟體中內建了超過 1800 篇的英語

經典文學文章，可供學生做研讀與學

習。朗讀的聲音也可以直接轉為聲音檔

以便於重複播放、聆聽。

2. 學習輔助

Kurzweil 3000 的另一個重要功能

是語文學習，支援的是英語、法語與西

班牙語。學生點擊單詞後，可以察看字

典的解釋與說明，軟體中內建多種字

典，包括第五版的美國傳統英語字典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ifth Edition）、

圖片字典、發音字典與同義詞字典等。

閱讀輔助工具方面，提供包括語音

筆記、文字註解、書籤與文字標記等功

能。此軟體提供了多語言對照學習的支

援，可將指定的詞句翻譯成超過 70 國

語言文字。使用者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字

典，並指定這些自建的字詞如何做發

音。

3. 寫作輔助

Kurzweil 3000 提供了基本的文字

編輯功能，可做字體、排版等基本變

化。除此之外，軟體中也提供了心智

圖、流程圖及寫作大綱等功能，輔助使

用者在寫作前預先整理思緒。

使用者寫作時，可以從現成大綱

範本開始撰寫，軟體中內建了多種常用

的寫作範本，如：讀書心得報告、描述

心情感受等，範本包含了文章的段落草

稿、內容建議等，以作為寫作的基礎。

使用者可匯入文章來進行文字預

測的訓練。撰寫過程中，提供了拼字檢

查、語音回饋、語音輸入等輔助功能。

4. 測驗、作業輔助

Kurzweil 3000 提供教師編寫測驗

或作業的功能。學生可以回答單選、複

選、填空、簡答、是非等題型，也可以

透過朗讀功能來唸出考卷的內容或自己

撰寫的內容。Kurzweil 3000 提供了完

整的閱讀學習功能，且擴展至教師編寫

教材、作業、考試及 Google 雲端等支

援，有助於課堂上的學習使用。內建的

經典文學有助於學生的自主學習。內建

的字典、翻譯等功能也可幫助學生進行

其他語言的學習。由於功能豐富，操作

介面雖有經過一番設計，但仍稍嫌複

雜。若要真正應用於教學現場時，可能

需要對學生做額外訓練。對於年齡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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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預測支援並提供更佳的詞彙選

擇。豐富的詞庫字典是 Co:Writer 的主

要特點，但朗讀等功能僅提供基本能力

而已。iOS 版提供清爽簡潔的介面，操

作順暢，同時整合也使用者的通訊錄作

為文字預測的詞庫內容。可惜的是 iOS

版程式有一些明顯的小瑕疵且從 2017

年中之後就沒有再推出更新版本。

針對國外輔助讀寫軟體評估結果如

下：

（一）Kurzweil 3000：

輔助閱讀、理解、寫作與朗讀等

功能，針對學校與課堂的語言學習而設

計，兼顧教師與學生的使用需求。

（二）TextAloud：

輔助朗讀，提供豐富的付費語調庫

可供選擇，適合大量產出朗讀聲音檔。

（三）Co:Writer：

輔助寫作，提供豐富的各式主題詞

庫字典。

雖然國外有Kurzweil 3000、TextAloud

及 Co:Writer 這樣的輔助讀寫軟體，可惜

的是這幾個軟體都是針對歐美語言而設

計，幾乎沒有任何華語支援。對於華語

的族群而言，並不合適直接使用。即使

如此，這些軟體的設計與功能仍有值得

作為開發華語相關軟體時的參考。

肆、功能與研究建議

根據本文的評估結果，筆者建議開

發華語輔助讀寫軟體可具備以下功能：

一、功能建議

（一）朗讀輔助

1. 提供多樣的語調選擇，除了男女聲之

外，也盡量提供各式語調選擇。若可

以支援粵語、閩南語等會更佳。

2. 針對全文或被選取的文字作朗讀，且 

可以調整語速、音調與音量設定。

3. 朗讀中的文字以顏色或反白作標示，

有助於聆聽同時對照朗讀文字進行學

習。

4. 朗讀替代功能，針對語音合成技術無

法正確朗讀的文字，於朗讀時以正確

的讀音進行替換。有助於解決破音

字、專有名詞等讀音朗讀錯誤的問

題。

5. 朗讀內容轉為聲音檔，並提供播放、

暫停與書籤等有聲書相關操作功能。

（二）寫作輔助

1. 提供語音輸入。

2. 提供文字預測，便於使用者從清單中

挑選適合的詞句，快速的進行寫作。

3. 自動學習使用者的慣用詞或分析使用

者匯入文章的用詞，並納入文字預測

詞庫。

4. 支援語音回饋，讓使用者聆聽所輸入

的文字內容。

5. 依照使用者的語言能力，提供不同層

級的文字預測字典。

6. 依照使用者的寫作主題，提供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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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字典。

7. 針對常用的寫作主題，提供範本與指

引，如：讀書心得、歷史作業、自我

介紹等。

8. 提供自建字典，針對特定主題的用詞

或者目前語文學習的重點生詞，供寫

作時做挑選與參考之用。

9. 提供同義詞、反義詞等的字典。

10.文字編輯器提供字體、排版等變化，

若可以插入附件、圖檔等更好。

（三）學習輔助：

1. 提供字典查詢功能，供使用者快速查

詢字詞的意義。

2. 提供各式古文、白話短文及華語學習

的課本內容，供使用者學習或教師教

學使用。

3. 提供筆記或註解功能。

（四）其他功能：

1. 支援 Google Drive、Dropbox、iCloud

等雲端服務。

2. 匯入多種常見的文件檔案的文字內

容。

3. 支援影像轉文字功能，透過照片將紙

本內容轉為數位化文字。

4. 考題設計與考試作答功能，可用於平

常的課堂學習或考試時使用。

5. 針對不同的對象，提供不同複雜程度

的軟體操作介面。如：對象是幼童時，

提供較簡易的使用介面。對象是成人

時，提供完整與複雜的使用介面。

二、研究建議

以上的功能建議，綜合了這幾個國

外輔助讀寫軟體的主要功能與特點。除

此之外，在真正的進行軟體開發與規劃

之前，可以針對以下五點建議，先進行

研究：

（一）分析使用者對應用軟體作業系統

平台的使用喜好，包括個人電

腦或者行動裝置作業系統等，

作為開發前的規劃參考。

（二）針對不同的語音朗讀技術，研究

特殊名詞與破音字等的朗讀表

現如何？如：“行政院長江宜

樺”、“樂雅樂餐廳”等。

（三）針對不同語音輸入技術的辨識

速度、破音字與專有名詞的辨

識正確度等進行研究，如 :“音

樂”、“快樂”、“口吃”、“給

予”、“補給”。

（四）針對不同的語音輸入技術，在不

同年齡、性別與口音等族群的

辨識表現進行研究。

（五）針對上述建議，開發軟體功能實

用性與迫切性進行評估，以作

為開發優先順序的參考。

伍、結語

面對國內日漸眾多的學習障礙族群

與龐大的華語人口，針對華語輔助讀寫

軟體的需求是十分急迫的，專為學習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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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設計的華語應用軟體，選擇確實很

少。面對學習障礙學生在聽、說、讀、

寫等各方面的學習需求，提供適當的語

音朗讀、語音輸入、文字預測、寫作輔

助等支援。除了可以提升學習障礙者的

學習效率，並支援教師的教學需求外，

也讓學障族群可與一般人享有同樣平等

的學習機會。

本文希望透過國外相關軟體的探

討，將有助於對此領域更深入的研究與

應用軟體的開發。並期盼能夠因此進一

步嘉惠更多學習障礙的族群，增進獨立

學習的能力，進而提升各學科的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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