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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文獻與教育部統計資料探討

原住民教育、原住民特殊教育與花蓮縣

原住民特殊教育現況。

研究結果如下：一、原住民特殊生

出現率高於非原住民學生出現率。二、

花蓮縣特殊生出現率高於全國出現率。

三、花蓮縣原住民特殊生國小階段低於

全國原住民特殊生出現率。但國中與高

中職階段高於全國原住民特殊生出現

率。四、全國與花蓮縣原住民學習障礙

生出現率在國中小階段高於非原住民學

生，但高中職階段低於非原住民學生。

五、原住民智能障礙生出現率在高中

職、國中小階段皆高於非原住民學生。

六、花蓮縣原住民智能障礙生出現率在

國中小階段高於全國原住民現率，但高

中職階段較低。七、花蓮縣 17 所全原

住民國小特殊生出現率高於全縣及全國

原住民特殊生出現率。

關鍵字：原住民、特殊教育、學習障礙、

智能障礙

壹、前言

台灣目前原住民族有 16 族 46 種方

言。教育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力量，

我國與英、美、加等國皆以「積極性的

差異原則」提供教育資源來改善原住民

學生在教育學習的不利。澳洲政府為改

善原住民長期學業低成就，也試著從政

策面支持學校和家庭互相合作（Lowe, 

et al., 2019）。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從教育著手，

屏東縣用「前瞻計畫」1 億元經費，將

在「新來義部落」打造「排灣族實驗教

育學校」，以排灣族知識為核心結合現

代知識，混齡教學（潘建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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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也有一所太魯閣族實驗小學在花

蓮縣立萬榮國小（陳宛茜、蔡翼謙，

2018）。萬榮國小也是中區特教資源中

心，目前有 3 個巡迴輔導班及 5 位原住

民特殊生，3 名學障學生，2 名智障學

生。學校的課程在地化，落實族語與文

化傳承，兼具提供優質特教服務。

花蓮縣原住民人口 9.3 萬人（占全

縣人口 28.4％）為全國之冠。隨著少子

化影響 107 學年度中小學減少 17 班、

605人，鶴岡、舞鶴、奇美與靜浦國小，

都只有 1 名新生，港口國小新生人數 0

人（王燕華，2018）。這些皆是原住民

重點小學。學生數減少造成教育規模變

小教師超額嚴重，城鄉資源不均，專業

教師聘任不足是當前原住民教育的嚴峻

問題。

花蓮縣行政區狹長交通不便。原鄉

部落行政資源與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在

原鄉部落隔代教養，單親家庭及經濟弱

勢使特殊生就醫與就學資源不足。

因教師員額管控造成偏鄉代理教師

1 年 1 聘，教師對學校歸屬感不強，若

教師非特教專業在輔導與鑑定特殊學生

與書寫個案 IEP 及授課方面可能都會有

困難。留住合格特教教師，降低教師流

動率依舊是努力的目標。

本文從文獻與教育部統計資料探討

原住民教育、原住民特殊教育與花蓮縣

原住民特殊教育現況。

貳、原住民教育現況

一、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法規

1998 年制定《原住民族教育法》， 

2019 年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4

條第 5 款：「原住民重點學校：指原住

民學生達一定人數或比率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其人數或比例於本法施行細則

定之。」2004 年《原住民教育法施行

細則》第三條：原住民學生達一定人數

或比例之中小學，在原住民族地區，指

該校原住民學生人數達學生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者；在非原住民族地區，指該校

原住民學生人數達一百人以上或達學生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經各該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視實際需要擇一認定者。」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11 條規定：

「中央政府應寬列預算，專款辦理原住

民族教育；其比率合計不得少於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預算總額百分之一點九。」

經費的編列應以原住民人口比例（依

2018 內政部統計約 2.37%）作為基礎

目標與需求。第 31 條規定：「為保障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之來源，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應協調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保留一

定名額予原住民學生，並得依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之原住民族教育及

族語師資需求，提供原住民公費生名額

或設師資培育專班。其族語專長應與分

發任教學校之需求相符。原住民公費生

畢業前，應取得中高級以上之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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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證明書。」

雖師資培育以主流文化為主，但為

落實保留原住民文化故原住民公費生仍

應修習族語與文化課程並到部落服務來

體驗與傳承傳統文化。這些法規修訂代

表國家重視原住民文化的保存並以立法

進行保障其教育、經濟、文化及土地發

展。故在師資的培育上也希望原住民教

師能了解族語及文化。

二、原住民學生經濟不利，休、退學

比率高

從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資

料 106 學年度國小原住民學生來自單

親家庭（原住民 18.62% vs. 非原住民

9.66%）、依親教養（原住民 1.21 % vs. 

非原住民 0.49%）和隔代教養（原住

民 5.61% vs. 非原住民 2.05%）的比率

皆較全體國小學生高。大專以上原住民

學生退學率高於全體學生退學率，國中

小原住民學生輟學率比全體高。原住民

學生家庭屬於低收入戶和屬於中低收入

戶比率高於全體學生（教育部統計處，

2018）。

國中小 104 與 105 學年原住民生

為 0.8%，非原住民學生 0.2%。104 學

年高中職原住民生為 4.5%，非原住民

學生 2.1%；喪失學籍比率原住民生為

3.8%，非原住民學生 1.6%（教育部統

計處，2018）。

106 學年度原住民重點國小實施課

後輔導的比率占 87.04%，原住民重點

國中占 87.50%，原住民重點高級中等

學校實施課後輔導的比率占 64.51%。

實施課後輔導課程的困難包含學生學習

成效有限、師資困難、學生學習意願不

高（教育部統計處，2018）。

特教教師要提昇特殊生學習動機，

增進學習成效，並協助他們獲得相關資

源，使他們成為終身學習者。

參、原住民族人口與學生數現況

一、原住民族人口數

我國法定原住民族至目前計16族，

107 年底原住民人口數 56.6 萬人，其中

以阿美族 211,031 人占 37.31％最多，

排灣族 101,472 人占 17.94％次之，泰

雅族 90,884 人占 16.07％居第 3，三者

合計占逾原住民總人數 7 成（內政部，

2019）。原住民戶籍登記於花蓮縣有

93,178 最多，臺東縣 79,235 人次之，

桃園市 73,874 人位居第三（內政部，

2019）。107 學年各縣市國中小原住民

族學生人數桃園市 9,927 人最多，花蓮

縣 8,881 人次之、臺東縣 7,087 人第三

位（教育部統計處，2018）。花蓮縣主

要的原住民族為阿美族、太魯閣族、布

農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及噶瑪蘭

族。

二、全國特殊生與原住民族特殊生分析

依通報網 107 學年度資料原住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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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生學前 626 人、國小 1,899 人、國中

1,320 人、高中職 3,845 人。原住民特

殊生國小 211 人、國中 238 人、高中職

1,079 人。因為學習障礙（簡稱學障）

與智能障礙（簡稱智障）是特殊生人數

最多的二大障別，以下僅就原住民和一

般學生的特殊生出現率及學障和智障的

出現率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1、表 2、

圖 1
107 學年度學習障礙生佔特殊生比率

圖 2
107 學年度智能障礙生佔特殊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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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和圖 2。

 （一） 全國特殊生出現率

全國國小 1,158,557 人，特殊生

40,166 人（3.0%）。國中 624,407 人，

特 殊 生 25,466 人（4.1%）。 高 中 職

629,672人，特殊生 21,150人（3.4%）。

國中階段特殊生比率最高，國小階段最

低。

表 1
107 學年度原住民與一般學生數、特殊生、學障、智障人數及比率

國小 國小
原住民

國中 國中
原住民

高中職 高中職
原住民

學障生人數

學障佔特殊生比率

原住民學障佔原住

民特殊生比率

13440

(33.5%)

872

(45.9%)

10888

(42.8%)

671

(50.8%)

8817

(41.7%)

385

(35.7%)

智障生人數

智障佔特殊生比率

原住民智障生佔原

住民特殊生比率

8754

(21.8%)

541

(28.5%)

5816

(22.8%)

405

(30.7%)

5246

(24.8%)

457

(42.4%)

原住民特殊生數

原住民特殊生佔全

國原住民學生比率

1899

(4.7%)

1320

(5.2%)

1079

(5.1%)

全國特殊生人數

全國特殊生佔

全國學生比率

40166

(3.0%)

25466

(4.1%)

21150

(3.4%)

原住民學生數 42584 22728 22804
全國學生數 1158557 624407 629672
資料來源： 1.https://stats.moe.gov.tw/files/main_statistics/student.xls
                    2.https://www.set.edu.tw/Stastic_WEB/sta2/doc/stuNative_city_edulev/

stuNative_city_edulev_20190320.asp
                    3.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1B58E0B73663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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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障是特殊生出現人數最多的障

別，學障出現率國中階段（42.8%）最

高，國小階段（33.5%）最低。智障出

現率高中職階段（24.8%）最高，國小

階段（21.8%）最低。

 （二） 全國原住民特殊生出現率

全國原住民國小 42,584 人，特殊

生 1,899人（佔 4.7%）。國中 22,728人，

特殊生 1,320 人（佔 5.2%）。高中職

22,804人，特殊生1,079人 （佔5.1%）。

不同教育階段原住民特殊生的出現率皆

較非原住民學生高。

（三）全國原住民學障生分析

學障佔原住民與一般特殊生比率

最高。學障佔原住民特殊生比率最高

在國中（50.8%）階段，最低在高中職

表 2
107 學年度花蓮縣原住民與一般學生數、特殊生、學障、智障人數及比率

國小 國小
原住民

國中 國中
原住民

高中職 高中職原
住民

花蓮縣學障生數
花學障生佔花特殊生
比率
原住民學障佔花原住
民特殊生比率

250
(37.4%)

96

(40.3%)

262
(50.1%)

107

(50.7%)

187
(44.3%)

81

(37.2%)

花蓮縣智障生數
花智障生佔花特殊生
比率
原住民智障佔花原住
民特殊生比率

158
(23.7%)

71

(29.8%)

107
(20.5%)

68

(32.2%)

111
(26.3%)

90

(41.3%)

花蓮縣特殊生人數
花特殊生佔學生比率
花原住民特殊生佔花
原住民比率

668
(4.4%)

238

(4.2%)

523
(5.7%)

211

(6.6%)

422
(4.2%)

218

(6.4%)

花原住民學生數 5663 3218 3433
花非原住民學生數 15235 9102 10043
資料來源： 1. https://stats.moe.gov.tw/files/main_statistics/student.xls
                    2. https://www.set.edu.tw/Stastic_WEB/sta2/doc/stuNative_city_edulev/

stuNative_city_edulev_20190320.asp
                    3. 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1B58E0B73663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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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階段。但非原住民學生國中

階段（42.8%）最高，國小階段（33.5%）

最低。

原住民學生被鑑定為學障的比率在

國中小比非原住民學生高，但高中職比

非原住民學生低。

（四）全國原住民智障生分析

原住民學生被鑑定為智障比率在國

小（28.5%）、國中（30.7%）與高中職

（42.4%）皆較非原住民學生（21.8%、

22.8%、24.8%）高。

非原住民學生與原住民智障生比率

最高皆在高中職階段，最低皆在國小階

段。

三、花蓮縣特殊生與原住民族特殊生

分析

 （一）花蓮縣特殊生分析

表 2 呈現結果。國小 15,235 人，

特殊生 668 人（佔 4.4%）。國中學生

9,102 人，特殊生 523 人（佔 5.7%）。

高中職 10,043 人，特殊生 422 人（佔

4.2%）。不同教育階段花蓮縣特殊生

的出現率皆高於全國出現率。

（二）花蓮縣原住民特殊生分析

原住民國小學生 5,663 人，原住民

特殊生 238 人（佔 4.2%）。國中原住

民 3,218人，特殊生 211人（佔 6.6%）。

高中職原住民 3,433 人，原住民特殊生

218 人（佔 6.4%）。

不同教育階段花蓮縣原住民特殊生

出現率皆較全國出現率高。國小階段低

於全國原住民特殊生出現率，國中與高

中職階段皆高於全國原住民特殊生出現

率。

（三）花蓮縣學障生出現率分析

國小特殊生 668 人，學障生 250 人

（佔 37.4%）。國中特殊生 523 人，學

障生 262 人（佔 50.1%）。高中職特殊

生 422 人，學障生 187 人佔（44.3%）。

不同教育階段花蓮縣學障生出現率皆高

於全國出現率。

（四）花蓮縣智障生分析

國小特殊生 668 人，智障生 158 人

（佔 23.7%）。國中特殊生 523 人，智

障生 107 人（20.5%）。高中職特殊生

422 人，智障生 111 人（佔 26.3%）。

國小與高中職花蓮縣智障生出現率皆高

於全國出現率。但國中階段低於全國出

現率。

（五）花蓮縣原住民學障生分析

花蓮縣原住民學障生比率在國

小（40.3%） 與 國 中（50.7%） 階 段

皆比花蓮縣非原住民學生（37.4%，

50.7%）高，但高中職（37.2%）階段

較非原住民學生（44.3%）低。

花蓮縣原住民學障生比率在國中小

階段皆低於全國原住民學生比率。但高

中職階段高於全國原住民學生比率。

（六）花蓮縣原住民智障生分析

花蓮縣原住民智障生佔原住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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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生的比率在國小（29.8%）、國中

（32.2%）與高中職（41.3%）階段皆

比花蓮縣非原住民學生比率高。

花蓮縣原住民智障生比率在國小和

國中皆高於全國原住民學生比率。但高

中職低於全國原住民學生比率。

四、花蓮縣原住民族學校與學生數與

特殊生數

107 學年度花蓮縣原住民重點學

校有 76 所小學，17 所國中，4 所高中

和 4 所高職（原住民族教育資訊網，

2019）。花蓮縣有 17 所全校皆原住民

學生的國小，共 755 位學生。有 12 所

（70.6%）50 人以下，5 所 50 人（含）

（29.4%）以上，皆為小校。分析資料

如表 3。

在 17 所學校共有 43 位特殊生

（5.7%），學障生 25 位（58%），智

障生 12 位（28%）。特殊生比率最高

的三所學校依序是明利國小（15.2%）、

景美國小（10%）和馬遠國小（7.9%）。

這 17所國小特殊生出現率（5.7%）

高於全縣國小原住民特殊生出現率

（4.2%）和全國國小原住民特殊生出

現率（4.7%）。

學障出現率（58%）高於全縣原住

民學障生出現率（37.4%）和全國原住

民學障生出現率（45.9%）。

這 17 所 學 校 智 障 生 出 現 率

（27.9%）低於全縣原住民智障生

（29.8%）和全國原住民智障生出現率

（28.5%）。

若社區和同儕皆原住民使用族語，

國語學習環境較不利，國語如同原住民

學生第二外語要掌握國字形音義及閱讀

理解困難需大量的教學介入。

這 17 所國小的特教服務除了景美

國小為資源班外，其餘皆為巡迴輔導教

師協助特殊生的輔導與教學。巡迴輔導

教師的工作包含提供學生教學與輔導、

鑑定與評量、專業團隊需求評估申請、

提供諮詢或資訊、行政協助、IEP 會議

等等。教師的困境包含往返不同校區交

通、排課、專業程度、安全與歸屬感、

服務個案量、支持系統、服務定位不清

與親師溝通等（蔡家惠，2017；賴怡君，

2006）。

巡迴輔導教師要在有限的時間內提

供有效的服務，除需具備特教相關專業

外，也要能依原住民文化與部落生態環

境特色編選適合學生生活經驗與難度適

中的教材，或對普通班教師提供適切的

教學建議。讓教學符合素養導向從生活

情境中達成培養學生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社會參與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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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7 學年度花蓮縣 17 所全校皆原住民學國小特殊生、學障、智障與其它比率

原住民學校 原住民特殊生 學障 智障 其它 班級

富世國小 68

崇德國小 69

景美國小 50

佳民國小 44

水源國小 89

明利國小 46

馬遠國小 38

紅葉國小 52

卓溪國小 41

崙山國小 47

太平國小 41

卓清國小 24

卓樂國小 40

古風國小 46

卓楓國小 19

德武國小 27

港口國小 14

4(5.9%)

3(4.3%)

5(10%)

2(4.5%)

4(4.5%)

7(15.2%)

3(7.9%)

4(7.7%)

3(7.3%)

2(4.3%)

1(2.4%)

1(4.2%)

1(2.5%)

1(2.2%)

1(5.3%)

1(3.7%)

0(0%)

2(50%)

2(66.7%)

4(80%)

1(50%)

3(75%)

5(71.4%)

1(33.3%)

2(50%)

1(33.3%)

1(50%)

1(100%)

1(100%)

1(100%)

2(50%)

1(20%)

1(50%)

1(25%)

1(14.3%)

2(66.7%)

1(25%)

2(66.7%)

1(100%)

1( 語障 )(33.3%)

1( 自閉 )(14.3%)

1( 自閉 )(25%)

1( 自閉 ) (50%)

1( 視障 ) (100%)

1( 肢障 ) (100%)

巡迴

巡迴

資源

巡迴

巡迴

巡迴

巡迴

巡迴

巡迴

巡迴

巡迴

巡迴

巡迴

巡迴

巡迴

巡迴

    共   755
特殊生 /總人數 (%)
障別 / 特殊生 (%)

43

(5.7%)

25

(58%)

12

(28%)

6(14%)

自閉 3(7%)

資料來源 : 1. https://www.set.edu.tw/Stastic_WEB/sta2/doc/stuA_sch_spckind_C_22/
                        stuA_sch_spckind_C_22_20190320.asp
                    2. http://stats.moe.gov.tw/files/brief/ 國中小原住民族學生概況 .pdf

肆、結語

研究發現：（1）花蓮縣特殊生出

現率高於全國。（2）花蓮縣學障生出

現率高於全國。（3）花蓮縣智障生國

小與高中職出現率高於全國。國中出現

率低於全國。（4）花蓮縣原住民學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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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現率國中小階段低於全國原住民。

高中職出現率高於全國。（5）花蓮縣

原住民智障生出現率國中小階段高於全

國原住民。高中職出現率低於全國。

（6）花蓮縣 17 所原住民國小特殊生出

現率和學障生出現率皆高於全縣和全國

原住民特殊生出現率。智障生出現率低

於全縣國小和全國原住民智障生出現

率。

原住民特殊生比率較非原住民學

生高代表原住民特殊生需要更多的資源

與介入。因為學生數少資源不足，政府

應積極介入整合相關資源。提供專任特

教教師以專業的特教知能來進行特教服

務。針對特教教師培訓原住民文化課

程，讓教師能因應個別環境差異進行生

態評量進而設計符合學生能力和文化的

補救課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給予

學生舞台來激發其學習動機。原鄉特殊

教育需要教師長期的陪伴與支持，才能

將教學融入在地文化與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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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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作者：劉佑國 610786001@gms.ndhu.edu.tw

劉佑國  楊芸茹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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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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東華特教　民 108 年 7 月� 第六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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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