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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民國 79 年落實無障礙設施以來，多數無障礙電梯尚未符合法規與相關規

範，特別是無障礙電梯點字各研究個案並未統一。為落實法規精神與人道主義並

因應臺中市行動不便者使用需求增加。本研究範圍定為臺中地區，目的在於了解

比較並分析各項無障礙電梯規範落實結果，分别針對台中地區火車站進行盲人電

梯點字鍵通用調查分析，以一站多部電梯(22站) 22站內總計共 53部電梯為調查

對象。主要在於調查臺中火車站點字貼片之現況研擬出適用於電梯點字貼片系統,

其目的:一、了解臺中火車站電梯點字現況。二、了解點字貼片位置各按鍵健功能

字義。三、比較建物之點字系統是否合乎比例和有所提升。 

經由調查統計比較分析發現:一、點字內容安裝錯誤有 tel鍵(英文點字)為

表示正確，但以呼鍵(ㄏㄨ)和關鍵(ㄍㄨㄢ)點字表示不正確分別為(M0-04)與

(O4-02)電梯，約 10%。。二、 樓層鍵未以數字點字表示而字義錯誤為 23%。三、

開關鍵中符合位於按鍵左側為臺中地區鐵路(22站內總計共 53部電梯符合)。 

 

關鍵詞：臺中鐵路、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 

 

Research on the Barrier-Free Word System of 

Elevator in Taichung City Railwa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areas have begun to develop elevated systems and the 

Taichung Railway Station has been newly built, which has brought a large number of 

passengers, and various faciliti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added to meet 

the needs of passengers. As far as the elevator Braille barrier-free standards are 

concerned, Taichung Railway Station should meet barrier-free standards. Although 

there are specifications for reference,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settings and 

standards of some facilities. This research conducted a general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elevator braille keys for blind people at the railway stations in Taichung area,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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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tation and multiple elevators (22 stations) as the survey object. The main purpose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raille board placement in Taichung Railway 

Station and develop a Braille placement system suitable for elevators. The purpose is: 

1.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elevator Braille in Taichung Railway Station. 2.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each key function in the Braille patch position. 3. Compare 

whether the Braille system of buildings is in proportion and has improv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statistical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1. 

Braille content is installed incorrectly. The tel key (English braille) is correct, but the 

call key (ㄏㄨ) and cloes key (ㄍㄨㄢ) are incorrectly represented as (M0-04) And 

(O4-02) elevator, about 10%. . 2. The floor key is not expressed in braille and the 

meaning error is 23%. 3. The key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53 elevators locat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button. 

一、前言 

1-1 動機與目的 

視障者因視覺缺陷所產生的最大因擾即在於失眼人所具有的閱讀及行動的

能力,視障者的行動不便並非來自於下肢或軀幹障礙所形成的移動因難,而是由於

無法接收到周遭的訊息,因此不易辦識環境狀況以至於造成移動困難。不論是先天

性的視障者或是後天性的視障者,都必需學習與熟悉以非視覺為主的行動模式。尤

其是對於後天性視障者而言,研究顯示視覺損害後普遍呈現沮喪的大量增加及日

常生活能力的大幅減少(Horowitz, 1995) 。為了協助視障者有效地開拓生活活動

空間,行動技能的訓練係極為重要的課題(劉信雄,1981)其目的:一、了解臺中火車

站電梯點字現況。二、了解點字貼片位置各按鍵健功能字義。三、比較建物之點

字系統是否合乎比例和有所提升。 

1-2 調查範圍及對象 

研究對象為臺中交通運輸的火車站主要分為山線(后里車站、豐原車站、栗林

車站、潭子車站、頭家厝車站、松竹車站、太原車站、精武車站、臺中車站、五

權車站、大慶車站、烏日車站、新烏日車站)以開頭編號M表示與海線(日南車站、

大甲車站、臺中港車站、清水車站、沙鹿車站、龍井車站、大肚車站、追分車站、

成功車站) 以開頭編號O表示為共計22站且周圍多為商業區且發展較為發達，探

討研究點字系統上是否有所提升(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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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中地區鐵路圖(本研究繪製) 

表 1 電梯總表 

 

根據初步調查結果，如表 1 所示電梯部數為 53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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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2-1  無障礙相關文獻 

針對臺灣無障礙設施設計點字標準之『論文及期刊』，主要以逢甲大學建築曾亮副教

授研究室之主題，論文包括: 

(一) 江嘉泓。臺北市捷運系統視障者無障礙環境競施之研究與探討,大同大學工業

(2007) 

(二)、葉淑芬。大眾捷運系統之無障礙設施使用(2008) 

(三)、汪明諒 臺灣鐵路車站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之研究。(2012) 

(四)、葉淑芳 臺灣地區特殊教育學校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之研究 (2014)，及相關

無障礙設施電梯點字系統期刊 

表 2  無障礙設施設計點字期刊表 

作者 論文/期刊名稱 內容說明 

許萍夙

(2011) 

臺灣大眾運輸系

統無障礙電梯點

字系統之研究－

以臺北捷運、臺灣

高鐵及高雄捷運

為例 

本研究現況調查臺北捷運50站；臺灣高鐵8站；高雄捷運36站進行調

查及探討電梯點字課題，並以電梯點字位置、點字系統與點字字義之

混淆現象提出相關對策，試圖重從結果中發現可作為未來建築法規修

訂參考。 

汪明諒、

曾亮

(2013) 

臺灣鐵路車站無

障礙電梯點字系

統之研究 

為臺灣鐵路車站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探討以其點字系統的設計、施

作與現況，分別就電梯設備之上下鍵、開關鍵、樓層鍵、警示鍵以及

未規範之按鍵進行實地現況調查及比較分析，並就過程中得到初步資

料及結論。設計出「臺灣鐵路車站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各層面應用之

探討」。 

唐真真、

曾 亮

（2008） 

建築師對電梯點

字設施應有的專

業認識 

提供建築師電梯點字系統的基本專業認知與概念，針對設計、施作、

管理單位，對於電梯設施之點字貼片所發生之規劃不當、施工錯誤、

管理疏失等錯誤原因之探討。 

2.2  無障礙電梯點字法規 

我國有關『電梯點字』設置之標準規範係依據內政部營建署訂頒之『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摘錄部分現行條文如后： 1.『昇降機呼叫鈕』：梯廳及門

廳內應設置 2組呼叫鈕，呼叫鈕最小的尺寸應為長、寬各 2公分以上，或直徑 2

公分以上，上組呼叫鈕左邊應設置點字。2.『按鈕』：按鈕應為長、寬各 2公分以

上，或直徑 2 公分以上，按鈕間之距離不得小於 1公分，且不得使用觸控式按鈕。

3.『點字標示』：點字標示應設置於一般操作盤之上、下、開、關、樓層數、緊急

鈴、緊急電話等按鈕左側。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jExto/record?r1=8&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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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點字法規圖 

三、調查計畫 

3-1調查內容 

以臺中車站建築物為調查對象，進行無障礙電梯點字系統調查作業，內容

包括: （一）上下篇（二）開關篇（三）樓層篇（四）警示篇等四主題。 

（一）上下篇:上、下按鍵，調查無障礙電梯機箱外【上、下】按鍵點字貼片，

採用點字語言系統、字義、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二）開關篇:開、關按鍵，調查無障礙電梯機箱內【開、關】按鍵點字貼片，

採用點字語言系統、字義、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三）樓層篇:各樓層按鍵，調查無障礙電梯機箱內【樓層數字】按鍵點字貼

片，採用點字字義、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四）警示篇:鈴、tel 等按鍵，調查無障礙電梯內【鈴、tel】按鍵，點字

語言系統、字義、位置、施工正確與否? 

上述無障礙電梯點字板之拍照、彚整、統計、分析、比較等作業，建立臺中

捷運『電梯點字系統』基礎資料。 

 

 

 

 

 

 

 

圖 3 調查內容圖 

3-2 調查流程 

先樣本選定研究對象後，進行資料收集、現場調查及拍照、資料整理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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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方法，再進行電梯點字問題之探討及研究流程，分別為三個層面(設計、使

用、施工層面)，選擇按鍵之（系統分類、內容字義、樓層定意）彙整分析後提出

對策與結論。流程如下: 

 

  研究對象
德國電梯點字

問題之探討

系統分類 內容字義 樓層定義

上下篇 開關篇 樓層篇 主鍵盤篇

對策之提供

結論

NO

Yes

設計層面 使用層面 施工層面

 
圖 4研究分析流程圖 

四、調查結果與比較 

將透過臺灣第三條主要大眾運輸系統無障礙電梯進行基本資料蒐集,分別針

對點字系統做 A:設計層面、B:使用層面及 C:施工層面分析。 

 

A.設計層面:針對一、【點字系統】二、【內容字義】等做分析。 

其各項內容:【上 (ㄕㄤ、)】、【下(ㄒ一ㄚ、)】、【開(ㄎㄞ)】、【關(ㄍ

ㄨㄢ)】【樓層】、【鈴(ㄌㄥˊ)】、【電話(tel)】等,共計

7項。 

 

B.使用層面:針對一、【貼片位置】二、【貼片認知】等問題做分析。 

由於視障者僅以食指指腹約一平方公分的面積,由左而右迅速的移 

動,利用觸覺來識字。因此在點字貼片位置上應考量其使用行為應確 

認電梯按鍵功能後再確認是否為使用者所需要。 

其各項內容:貼片位置位於【按鍵外左側】。 

 

因此本研究將依調查案例與使用行為比較,依據內政部規範點字貼片

研究對象 

臺中鐵路電梯點字 

 
警 示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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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在『按鍵左方』正確與否及比例做分析。 

 

C.施工層面:因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與建築技術規則施行後電靜必須作點字貼片,由

於電梯廠商購買點字板施作點字貼片,施工人員並無點字認知,經常

有點字貼片貼錯與貼片顛倒之情形。 

 

4-1 調查結果 

根據調查計畫中其調查內容（一）上下篇（二）開關篇（三）樓層篇（四）

警示篇等四主題調查出以下結果。 

表3 調查統計表 

站名 電梯編號 上下篇 開關篇 樓層篇 警示篇(鈴) 警示篇(tel) 

后里車站 M0-04 o o o 未施作 (⠗⠌⠄/呼) 

栗林車站 
M2-01 o o (字義錯誤) o o 

M2-03 o o (字義錯誤) o o 

頭家厝車

站 

M4-01 o o (字義錯誤) o o 

M4-03 o o (字義錯誤) o o 

松竹車站 
M5-01 o o (字義錯誤) o o 

M5-02 o o (字義錯誤) o o 

精武車站 
M7-01 o o (字義錯誤) o o 

M7-03 o o (字義錯誤) o o 

台中車站 

M8-01 o o (字義錯誤) o o 

M8-07 o o (字義錯誤) o o 

M9-02 o o (字義錯誤) o o 

M9-03 o o (字義錯誤) o o 

清水車站 O4-02 o o o o 字義錯誤(關) 

沙鹿車站 

O5-01 上鍵(未施作) (未施作) o o o 

O5-02 下鍵(未施作) o o o o 

O5-03 下鍵(未施作) o o o o 

依據上調查統計表(表 3)所示后里車站、栗林車站、頭家厝車站、松竹車站、

精武車站、台中車站、清水車站、沙鹿車站等八站出現電梯點字錯誤情形。 

 

 

4-2 調查比較 

根據以上拍照調查（一）上下鍵（二）開關鍵（三）樓層鍵（四）警示鍵的

結果進行分析比較。 

一、設計層面 

分析內容含:【上 (ㄕㄤ、)】、【下(ㄒ一ㄚ、)】、【開(ㄎㄞ)】、【關(ㄍㄨㄢ)】

【樓層】、【鈴(ㄌㄥˊ)】、【電話(te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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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臺中鐵路電梯按鍵點字語言系統統計表 

 圖示 語言系統 比例數量 樣本數量 百分比(%) 

上

下

鍵 

 

中文注音(ㄕㄤˋ) 52 53 98 

無施作 1 53 2 

 

中文注音(ㄒㄧㄚˋ) 51 53 96 

無施作 2 53 4 

開

關

鍵 

 

中文注音(ㄎㄞ) 52 53 98 

無施作 1 53 2 

 

中文注音(ㄍㄨㄢ) 52 53 98 

無施作 1 53 2 

樓

層

建 

 

數字點字 41 53 77 

字義錯誤 12 53 23 

鈴

鍵 

 

鈴(ㄌㄧㄥ⸍) 52 53 98 

無施作 1 53 2 

tel

鍵 

 

英文拼音(tel) 18 20 90 

字義錯誤 2 20 10 

無施工 0 20 0 

   經過調查分析比較在點字語言系統中:(一)以『上下鍵』中上和下鍵分別各有

2%與 4%未施作(+站別)。(二)以『開關鍵』沙鹿車站(O5-01)未施作佔 1%。(三)

『樓層鍵』中未以數字點字表示高達 23%。(四) 『鈴鍵』后里車站(M5-04)未施

作佔 1%。(五)『tel 鍵』中字義錯誤分別為後里車站(M0-04)和清水車站(O4-02)

兩部電梯佔其 10%。 

二、使用層面 

視障者在使用電梯點字層面而言:係以食指由左而右觸摸點字貼片，確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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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義及內容，後再按下所需求之『按鍵』，故本文針對臺中鐵路22站建築物中，

無障礙電梯點字『設置位置』進行分析結果: 其整合調查結果『點字設置位置』

電梯53部都符合法規『按鍵外左側』。 

 

三、施工層面 

在使用電梯點字層面而言，點字貼片施作錯誤(照片)或內容字義不正確(照

片)、圖示與字義不符(照片)等現況(如表 5 所示)，造成視障者無法正確進行『定

位、行動』之行為。故本研究針對臺中鐵路 22 站棟建築物中，無障礙電梯點字『施

工與管理』進行分析結果:(一) 上下鍵因忽略而未施工有沙鹿車站(O5-01、

O5-02、O5-03)三部電梯(二)開關鍵未施工為沙鹿站(O5-02)電梯(三)樓層鍵字義

錯誤為栗林車站、頭家厝車站、松竹車站、精武車站、台中車站中共 12 部電梯。 

表 5 點字貼片錯誤態樣及修正表 

站名 錯誤態樣 正確態樣 

沙鹿車站   

  

后里車站 

  

清水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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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林車站、

頭家厝車

站、松竹車

站、精武車

站、台中車

站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現況現況調查及相關文獻蒐集後,加以整理、 分析、比較,依據

設、使用、施工,茲將本研究所獲得之相關結論與建議說明如下。 

5-1結論 

本研究之結論,包含臺中鐵路電梯點字視障者使用點字應用系統之分析,並針

對「設計」「使用」、「施工」三層面進行分析,比對,再根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來驗證其分析結果,統合出臺中捷運電梯點字系統之差異性。 

以臺中鐵路共 22站分析後結論及建議如下: 

一、設計層面 

1.樓層鍵未以數字點字表示而造成點字字義錯誤為 23%不符合點字規範

(+站別)。 

2.tel(英文點字)為表示正確，但經調查發現以呼鍵(ㄏㄨ)和關鍵(ㄍㄨ

ㄢ)點字表示不正確為(M0-04)與(O4-02)電梯，約 10%。 

二、使用層面 

贴片位置因考量祝障者之摸讀行為,因此貼片符合位於按鍵左側之其

臺中鐵路全站 53部電梯符合。 

三、施工層面(錯誤態樣) 

1.開關鍵未施工的沙鹿車站(O5-01)電梯。 

2.上鍵未施工沙鹿車站(O5-01)電梯。 

3.下鍵未施工沙鹿車站(O5-02、O5-03)兩部電梯。 

5-2建議 

根據結論結果,探討出以下建議: 

一、未來可以朝扶手點字系統為研究主題目標。 

二、未來可以自助買票服務區點字增加設置。 

三、是否於閘門處設置點字貼片為後續考量重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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