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看見 就業無礙
第17屆金展獎暨第 6屆職務再設計創意競賽頒獎典禮

超過法定應進用人數 43%，勞動部積極推動身

心障礙者定額進用、職業訓練、就業服務等措

施，呼籲並鼓勵用人單位多加運用政府資源，

並強調在職場上只要適才適所、用對方法，身

心障礙朋友與一般人的就業表現並無二致，還

能創造勞資雙贏。金展獎表揚今年是第 17 屆、

職務再設計競賽為第 6 屆，感謝所有得獎的機

關（構）、團體與隊伍積極協助身心障礙者就

業的慧眼及用心，更希望將積極進用、創造友

善職場的正向能量散播到各個角落，讓更多單

位見賢思齊。

勞動部於今（108）年 11 月 6 日假集思交通

部會議中心舉辦「第 17 屆金展獎暨第 6 屆職務

再設計創意競賽頒獎典禮」，由勞動部長許銘

春親自頒獎，表揚 49 個金展獎績優機關（構）

及 23 組職務再設計創意競賽優秀得獎隊伍對協

助身心障礙者就業的努力。

頒獎典禮結合聲光影像由身心障礙運動好手

現場表演，秀出虛實交錯的「超越想像」為典

禮揭開序幕。部長許銘春致詞表示，今年身心

障礙者定額進用人數持續穩定成長，全國義務

機關（構）有 1 萬 7,500 餘家，實際進用人數

第17屆金展獎暨第6屆職務再設計創意競賽頒獎典禮圓滿落幕大合影。

整理撰文 黃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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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儀式在部長許銘春的帶領下，企業、得

獎團隊及評審代表共同點亮今年金展獎主視覺

意象，象徵政府及社會各界用心看見不同需求，

身心障礙朋友也能在各種職場上發光發熱，實

現社會共好精神。今年金展獎計頒發楷模獎、

優等獎、一等獎、二等獎及優良事蹟獎等獎項。

獲得一等獎並代表本屆績優單位致詞的晨揚國

際事業有限公司，主要經營洗衣、醫材零售及

織品製作等業務，創辦人邱奕田致詞時直言，

身心障礙員工對於工作的熱愛及投入是有些一

般員工也比不上的，員工像自己的孩子，只要

有心，瞭解每位員工的個性，透過多元分工將

他們安排在合適的崗位，互相合作提升效率，

就能克服所有障礙。

為打造身心障礙者及中高齡者更友善的工作

環境，勞動部推廣職務再設計讓更多社會大眾

瞭解，每 2 年舉辦 1 次的職務再設計創意競賽

正是以「用心看見 就業無礙」為主題，分為「感

官障礙設計組」、「動作障礙設計組」、「認

知學習障礙設計組」及「中高齡者及高齡者通

用設計組」4 大組別，吸引全國 175 件創意作

品參賽，經過初、決審的激烈競爭，評選出 20

組在掌握設計理念與主題契合度、表現手法兼

具創新美觀，並具備有推廣應用效益的優秀作

品，另外為鼓勵參與及避免遺珠之憾，並擇優

選出兼具新意及發展潛力的 3 組潛力獎作品，

各組首獎獎金 20 萬元，總獎金高達 159 萬元。

頒獎典禮當日下午 2 時並同時發表職務再設

計創意競賽得獎作品，特別邀請職務再設計專

家及得獎優勝作品隊伍代表，針對得獎作品創

作和來賓進行精闢的互動對談與分享，並於臺

灣就業通臉書粉絲頁全程直播，讓更多企業、

團體及社會各界關注身心障礙就業議題的朋

友，瞭解本屆得獎作品原創構想及應用，共同

參與建構友善職場。

相關活動典禮花絮可至「第 17 屆金展獎暨

第 6 屆職務再設計創意競賽」活動官網 ( http://

www.2019jobaccommodationcontest.com/ ) 查

詢。

有起點就沒有終點　

永遠做視障者逆光翱翔的燈塔

金展獎楷模獎—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視障者最大的障礙不是看不見，而是缺少一

個友善便利的生活環境。有鑑於 20 多年前政府

只提供視障學齡兒童教育及輔導，尚未考量成

年視障朋友在就業及社會適應上的問題，為了

彌補當時視障福利與軟體推動的不足，財團法

人愛盲基金會於 80 年以文教基金會之名成立，

為擴展服務層面，更於 96 年正式改制為全國性

福利基金會，為國內第一個為視覺障礙朋友及

其他身障朋友，在文教、職訓與視障福利政策

方面，提供全面性服務與前瞻性規劃的基金會。

成立初期，愛盲基金會著力於視障有聲出版

資訊系統，發行「講義雜誌有聲版」與「心橋

有聲月刊」，是國內第一套專為視障者發行的

綜合性有聲刊物，供視障朋友訂閱與主動學習。

然而，社會福利服務只要一開始，就沒有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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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聲學習開始，愛盲全方位展開協助視障教

育及就業輔導、視覺功能及輔具評估、護眼預

防社會教育、營運庇護工場，到推動視障朋友

休閒活動與社會參與，愛盲以視障朋友的終身

服務為宗旨，提升其整體生活品質。為了能讓

視障同仁安心、專心工作，工作活動所需的軟

硬體設施，如放大軟體、大眼睛、導盲鼠、E

化系統或是盲用電腦、擴視機、點字觸摸顯示

器、白手杖等是基本配備。外部環境上，除了

導盲磚、語音引導外，同仁常使用的電梯、洗

手間等設施都設有點字、無障礙扶手等輔助設

施。

提升生活品質，視障服務沒有終點

愛盲服務 30 年，獲楷模獎實至名歸

思屏在愛盲基金會服務多年，負責擔任盲

用電腦老師的工作，雖然年輕，個性沉穩、細

心，很快的便擔任主要教學老師，為增加自己

的教學經驗，思屏還會利用假日做教學工作或

進修相關技能，期望以自己的能力，協助更多

視力不便的朋友，以身作則便是最好的範例。

身為服務視障者的機構，能看到工作崗位上的

視障同仁適才適所，發揮工作潛能並能樂在工

作，是愛盲基金會最大的支持與鼓勵，也是持

續前進最大的動力。同時，也感謝勞動力發展

署一直致力於推廣身障者就業，與基金會理念

不謀而合，公部門提供多元的補助與協助方案，

對於基金會招募及輔導身障者進入職場助益良

多。愛盲身心障礙同仁從事的職務十分廣泛，

包括就業服務、盲用電腦教學、無障礙 資訊平

臺管理、樂團經營、錄音、櫃臺服務、有聲書

製作、志工管理等，透過改善工作環境、提供

適當輔具、個別化教育訓練等，支持身障同仁

適才發揮、與愛盲一同成長。

「行動自主」是視障朋友重建尊嚴與自信心

的首要關鍵。國際公認盲人專用識別手杖─「白

手杖」，則是促成視障朋友達成「行動自主」，

進而生活自立及獲得教育、工作等機會，在愛

盲服務的同仁只要有需求均可申請「白手杖」。

為此，愛盲基金會以一己棉薄之力，希望其他

相關團體也能共同推廣公益活動，共同督促政

府及激發社會大眾對視障朋友的關懷與協助，

讓視障朋友能夠從獨立行動、自我肯定、自我

實現中逐步積極的融入社會的脈動中。愛盲陪

伴視障朋友近 30 年，近年更將服務跨足海外，

與亞太地區視障福利與社會工作組織積極交

流，獲得今年金展獎楷模獎實至名歸。

身心障礙員工帶給社會的正向能量　

再多金錢也買不到

金展獎優等獎—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
會陽光加油站

你是否曾經受到用心的服務或陌生人一個友

善舉動而發現生活如此美好，一整天心情愉悅、

滿懷感恩呢？這樣的美好體驗在陽光加油站你

一定有機會感受得到。陽光加油站長王顧婷表

示：「身心障礙員工有許多特點是他們的優勢，

這群孩子就業穩定度及指令服從度高，從事重

複性工作比一般人有耐心，在現今職場中更顯

得難得可貴。」王站長和員工們相處多年，不

僅溝通沒有阻礙，回顧陽光從 92 年建南加油站

設立到今天臺北市已有３間分店，由於這些身

障員工的參與，加油站每日都持續進步、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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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新的收穫與驚喜。

陽光加油站以提供身心障礙朋友平等、穩定

就業機會為宗旨，並貼心設想多元服務項目，

以提供每一位前來加油的車友超值的服務，而

社會大眾給與陽光加油站的回饋也出乎預料。

營運至今，已有一群固定忠實客群為每次都特

地繞路前來加油，經歷長年相處，已經和陽光

加油站所有員工成為朋友。陽光就像一個用愛

與笑容建構的溫暖大家庭，而這主要歸功於身

心障礙員工帶來的正能量，正如王站長所言：

「陽光讓每位車友帶著溫暖航向城市各個角落，

傳遞幸福感染力。」

翻轉社會刻板印象，王站長表示：「身心障

礙員工其實和一般員工沒有太多差異， 也許工

作初期較需要時間磨合，但適應後他們比一般

員工更珍惜機會與真心喜愛工作，穩定性自然

高。」也因此，陽光加油站支持身心障礙員工

升遷，也持續釋放行政管理類型的專業職缺，

以實際協助身心障礙員工薪資有所成長。

近幾年，陽光基金會更運用職場實作以推動

身心障礙朋友專業職能培訓，並將他們引薦至

大臺北地區各大連鎖加油站就近就業，這些經

由陽光培訓的身障朋友能專業細心地勝任加油

服務、汽車美容等工作，企業聘用後莫不給予

高度肯定。未來，陽光加油站除了持續保持市

場競爭力與多元化服務項目，也會努力提供更

優質的職業訓練服務和就業環境，為身心障礙

朋友融入社會及經濟自立盡一份心力。

我們用心服務，用愛行動，讓他們成

為我們的家人

金展獎一等獎—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62 年，早

期是生產建築五金製品，至今已有 50 幾年的歷

史，在董事長鐘連在先生的領導之下，不斷地

成長。因持續研發創新產品，推行品保制度，

對成本、品質、效率及士氣均投入諸多心力管

理，因此榮獲ISO9001、CNS、FM等驗證標誌，

堅持提供客戶最高的品質與服務。董事長鐘連

在用心經營，由當初 8 名員工的小工廠，成長

到現今員工人數 296 名，行銷全世界的國際化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在地服務30年，獲楷模獎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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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位居國內製閥業的領先地位。富山精機

廠一直秉持以精誠勤和之理念，提升企業品質、

服務社會、追求企業之永續經營。

富山精機廠不僅位居臺灣製閥業龍頭，產

品行銷至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市場更是遍

及世界各大洲，自創立以來堅持一流的研究發

展、合理化生產流程及嚴謹的品保制度。初期

由於未曾有過相關經驗，在任用身心障礙員工

時，主管與同仁們因心理的疑慮及溝通技巧的

生疏，遭遇諸多困難，因此公司特別針對身心

障礙員工，加強提供職前教育訓練、在職專業

訓練及特殊訓練，同時安排資深同仁擔任導師，

引導入廠後的身障同仁學習。同時，也提供操

作說明書，由資深身障同仁或懂得手語同仁協

助解說，並利用唇語、筆談方式引導協助。在

硬體部份則依其工作需求，增設及調整照明設

備和座椅等。

回饋社會的方式非常多元 

唯一不變的就是責任與使命

身心障礙剛進公司試用時，直屬主管先安排

他在組立線作業，因專注力不佳，效率與品質

狀況都不理想，幾經協商安排到其他單位，負

責試壓之單獨作業，經一段時間的觀察與衡量，

依然會有差錯，導致品質仍有疑慮。但主管及

阿傑並不氣餒，再與包裝單位主管協商，第 3

次安排協助裝箱，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衡量，

品質仍然會有疑慮，直到第 4 次再度協商安排

到產品組裝班，由資深女同仁耐心引領教導，

從陌生到熟練，直到效率與品質都符合需求，

目前阿傑已在公司服務十餘年，並多次榮獲工

作績效榮譽榜肯定與獎勵。在工作上得心應手

的阿傑，十分感謝主管幹部與同仁們付出的耐

心與用心培育。

管理部經理許楚炘表示：「給他們一根魚竿，

教他們釣魚，勝過給他們魚吃，我們用心服務，

用愛行動，讓他們成為我們的家人。」並表示

身心障礙員工的就業有其困難度，一方面要培

養其正確的工作態度與良好技術，另一方面則

要教育公司同仁懂得同理，接納並引導他們，

特別感謝董事長、各級主管與全體同仁的全力

支持，一起建立公司的完善制度，給予身心障

礙同仁最大肯定與鼓勵。

富山精機廠身心障礙員工樂於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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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及高齡者通用設計組第一名

「省力 good 架」

設計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設計團隊：李倍甄、蔡明君、洪儷瑋、

          許淑秋、陳霈瑀瑀

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所組成的

設計團隊，為協助廠商進用之中高齡個案，改

善中高齡勞工因動作緩慢，無法快速準確將陶

瓷管固定的問題，設計團隊結合3D 列印機器，

繪製所需零件，組裝後即為成品「省力 GOOD

架」，使用支架固定陶瓷管，不改變工廠原有

的機具設備，並有效降低時間成本，適時地解

決中高齡員工工作效率落後難題。改善前綁 1

支陶瓷管須花 2.8 分鐘，完成 1 組機臺，須綁

120支陶瓷管，耗時5.6小時。改善後效率大增，

綁 1 支陶瓷管僅需 1.86 分鐘，完成 1 組機臺，

需綁 120 支陶瓷管，耗時 3.72 小時。改善前後

節省約 2 小時時間，且改善姿勢、穏定體力，

個案腰痛得以舒緩，傑出的工作效率，深獲得

廠長的肯定。

動作障礙設計組第一名  

「一手包剪」

設計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設計團隊：余佳澐、蔡怡庭、羅珮甄、

          洪儷瑋、劉斐方瑀

設計團隊是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

分署－特定對象及學員輔導科業務輔導員所組

成，組員們主要執行特定對象之職業訓練及就

業、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推動等相關服

務。從研究中發現適合肢體障礙者從事的職種

分析，肢障者較適任的職種有強調口語溝通、

技能訓練、在室內工作、不須尋常走動、不須

進行高難度肢體動作等特性，大多數的肢障者

適任之職類是技術性和半技術性相關工作，例

如辦公室事務人員、接待員及服務臺事務人員

等職種，所需的特性包含口語溝通、在室內工

作，而無須進行高難度肢體動作及高強度體能

工作，相當適合肢體障礙者就業。

然而，事務支援人員的工作內容繁瑣，諸多

工作內容需要雙手操作，由於設計團隊均是從

事該職種，故能同理肢體障礙者行政業務工作

之不便，因此從案主的分享及自身經驗為出發

點，了解到許多行政庶務中不乏使用剪刀的機

會，一般人使用剪刀剪裁是輕而易舉的動作，

「省力 good 架」5大特色
1. 線材長短隨手可得，長度適宜，不會

再浪費耗材。

2. 綁具便宜耐用，無需再找尋其他合適

工具。

3. 作業速度提高 150%，工作效率及精神

相對提升。

4. 可單手施作，坐著亦能輕鬆作業，能

有效改善中高齡者，因長期姿勢不良

所引起的不適感。

5. 任何場所地點皆能作業、綁線距離輕

鬆調整。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通用設計組第一名省力good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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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上肢障者是個困難的挑戰，因此設計團隊

欲設計一項輔具能夠替代上肢障者的另一隻

手，使剪裁東西對上肢障者是輕鬆、安全又方

便的，透過「一手包剪」輔具，僅靠單手即可

完成操作剪裁這項動作，增加案主穩定就業度，

突破其職場上的阻礙，期望解決行政作業困難，

提升案主的自信心。

以阿正為例，他是一名上肢體障礙個案，大

學時因車禍而失去右手，原本是右撇子，得重

新學習用手習慣，多年後，阿正目前已經能使

用左手寫字，並且順利地進入嘉義市衛生局擔

任行政助理。在職場上，他可以自行完成電腦

輸入作業、文書印製及資料整理工作，常常需

要做的工作就是協助民眾更換執照，將民眾拿

來的大頭貼剪裁到一定大小，並且黏貼到特定

用紙上並進行護貝，完成後當場將新執照發放

給民眾。

上述工作流程阿正已能自行完成 9 成，唯獨

在使用剪刀上有明顯困難，因為一般人使用剪

刀時，須一手拿紙張一手拿剪刀進行剪裁作業，

但阿正僅剩下左手，若是遇到需要裁剪相片紙

時，會請民眾自行完成裁剪或是拜託同事幫忙，

若民眾有事情不在現場或是同事非常忙碌時，

就會面臨到無法請他人協助裁剪相片的窘境。

而辦公室有一組專門裁剪相片紙的工具，但使

用年限已長，外表均生鏽，裁剪也不容易，故

考量時間性及方便性，阿正鮮少使用裁切相片

紙的工具，且表示用左手拿取剪刀剪相片紙或

紙張時，會因為無法固定而不易剪裁，若用重

物協助壓著剪裁，也要常常調整剪裁的方向或

重新拿重物壓好紙張，較耗費工作時間，若相

片太小張根本無法用重物壓著剪裁時，就會需

要請他人協助幫忙，恐造成同事及民眾的困擾

及不便。

透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所研發

的「一手包剪」輔具，即可單手進行剪裁的行

「一手包剪」７大特色
1.可單手操作剪裁，無須仰賴他人幫忙，

有助於提升作業效率及工作獨立性，

提升案主自信心，降低工作挫敗感。

2. 設計為可攜式輔具，可隨意移動，提

升便利性。

3. 可自行調整高度及方向，讓案主選擇

自己最順手的剪裁方向及高度。

4.具有收納功能，不因體積大而占空間，

方便收納。

5. 非常容易上手，初次使用時即可順利

裁剪各種形狀。

6. 適用對象年齡不限，安全性高，適用

所有上肢障者，能輕鬆又安全剪裁紙

張。

7. 有效提升社會正向觀感，讓社會大眾

了解身心障礙職務再設計的必要性及

支持性，進而肯定身心障礙者的工作

能力。

動作障礙設計組第一名一手包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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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作業，平常自己剪裁東西需靠另一支上臂壓

著才能剪裁，但要剪裁照片紙或是小紙張，並

無法能單靠另一支上臂壓好即可剪裁，相片紙

或紙張容易因移動而誤剪，而「一手包剪」輔

具無需靠另一支上臂壓著，就可以用單手準確

剪裁所需的形狀或大小，再小的紙張自己都能

剪裁，對自己的工作非常有幫助，主管以及同

事看到這項輔具也都更能認同自己的能力。

感官障礙設計組第一名

「聽障智慧安全背心」

設計單位：智能耳聰團隊

設計團隊：黃光渠、陳信嘉、謝文欽、

          黃靜微

智能耳聰團隊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

花金馬分署創客基地進駐團隊，具有創客精神，

喜愛動腦、動手解決問題。黃光渠去年帶領團

隊應用人工智慧辨識臺灣鳥類、蛙類等聲音，

透過動物所發出的鳴叫聲就能得知是何種動

物。陳信嘉則為多功型創客，看到任何物件總

是忍不住動手修改、製造生活用品，焊接這條

電線、拆除這個多餘物，讓生活更便利。謝文

欽擅長寫程式與演算法，嚴謹調整好程式的每

一部分，讓電腦程式更流暢。萬綠叢中一點紅

的黃靜微則是手工藝的愛好者，喜歡探索各種

手工藝技巧，總是不停縫縫補補，想到需要甚

麼，就運用手邊材料把它做出來。

團隊成員們曾觀察到在高噪音的倉庫、工廠，

聽障人士因為聽不見，可以適應這嘈雜環境。

但聽障人士在倉庫、工廠工作時，因爲聽不到

推高機與天車等機具移動的聲音，或是警示聲

音等，曾經發生聽障人士被移動的機具碰撞造

成肢體障礙。因此引發團隊成員們思考，該如

何透過科技的協助，保障聽障人士在工廠與倉

庫工作的安全。

然而，尋找適當的材料本身就是個挑戰。智

慧背心的製作前牽涉到微控版、超音波距離感

測器、麥克風、振動器、光條的組合及後續的

穿戴和清洗的方便性。團隊在感應器的選擇曾

遭遇到成效不符合預期的困難，需要逐一測試

後，才找到價位合宜並能發揮功效的感應器。

此外控制硬體的軟體開發也需要不斷的測試改

進，才能確保裝置順利的運作。背心的設計與

製作也一再更新數個版本，逐步將美觀、便利

性與容易清洗的特色加諸在作品之中。經由團

隊成員細心研發的智慧安全背心上配置了麥克

感官障礙設計組第一名-聽障智慧安全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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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超音波距離感測模組，能幫助聽障人士偵

測環境聲音與背後的移動物，結合微處理器驅

動振動、警示燈的方式提醒聽障者與機具操控

人員，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穿著安全背心人

員的安全，達到提供聽障人員安全的工作環境。

多傾聽、多體察需求 才能完成最好

的設計

團隊成員們藉由本次競賽了解到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包括了解、信任與互相尊重，是能完

成目標的重要因素。完成作品期間最大的收穫

便是聽障人士的笑容，從一開始時了解他們的

需求與期待的輔具，一直到試用時的喜悅，讓

團隊成員們更確知這正是他們需要的輔具，讓

團隊成員們更有動力，繼續尋找更好的解決方

案。

另外在工廠實測時，發現有更多潛在需要，

像是聽障智慧安全背心可以幫助許多在高噪音

工廠的員工，避免聽力損傷。然而現今科技發

展，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是能實際應用在生

活上，讓人們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團隊成員

表示對於服務對象的了解越深入，才能設計出

更符合需要的作品，多傾聽服務對象的聲音，

實際體察他們的需求，才能完成最好的設計。

成員們表示每個領域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同樣的，不是單一領域的技能就可以解決所有

問題。對自己的領域越熟悉，越習慣用該領域

的思維方式找出解決方案，這時要練習跳脫習

慣的思維方式，欣賞與接納不同領域的處理方

法，再一起找出最佳方案。多元化成員組成的

團隊，團隊合作是完成目標的最重要因素，團

隊才能發揮更大功效。

另外，成員們特別感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的創客基地，基地規劃許多

創客課程與講座，團隊成員才有機會互相認識，

共同合作。同時，北分署也提供場地、資源，

讓大家能實現構想，參與競賽並完成作品。更

感謝勞動部辦理職務再設計活動，增加團隊創

作動能，也有機會服務更多有需要的聽障朋友

一起圓夢。

認知學習障礙設計組第一名

「幸福紅綠燈」

設計單位：齊普生鮮超市

設計團隊：吳敏華、張華玉、江長壽、

          吳宗駿、吳宗泰

齊普生鮮超市為社區型超市，其中聘請 1 位

認知學習障礙類的員工，該員工在執行生鮮和

其他商品包裝工作時，常因對數字辨識緩慢和

錯誤，導致工作效率低落。因此嘗試過多種方

法加以改善，但都無法達到明顯的成效。因此

團隊想設計出簡單、自動化、不改變工作模式，

且省錢省力的方式加以改善工作效率。設計重

點即針對分裝重量區間的認知，簡化輸入方式，

並減少對電子磅秤顯示的數字產生困惑，進而

提升工作效率，增加自信。

紅燈停、綠燈行，是臺灣小孩從小到大所受

的交通號誌訓練。利用紅、綠燈號的容易判斷，

將電子秤的功能加以改造。紅燈表示  不行 、

綠燈表示  可以 ，極易辨識，大大增進了認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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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者在包裝工作上的效率與精確度。因

重量的改變，燈號的數量也會做相對應的改變。

成品設計時有預留資訊孔，是標準的USB介面。

因開源分享的特性，只要有 Arduino 程式基礎

者，即可輕易地作二次開發，在架構上增加或

修改其功能，更符合不同行業別使用。

設計巧思低成本　

增強工作效率無遠弗屆

燈號電子秤是使用 Arduino 模組套件連結了

壓力感測器，加上程式的處理，在電子秤功能

上加以改良，增加了 LED 燈條來加以提示。燈

號電子磅秤會直接、簡單、清楚的的顯示目前

包裝的重量狀況，可簡易的判斷目前是重量是

否足夠或是在許可範圍內，即使是超重也會有

燈號提示。

當重量到達 10%~19% 時，燈條會亮一顆燈，

20%~29% 會亮二顆燈，以此類推。可由燈號

的數量或離綠燈區的遠近，輕易的知道要再加

多一點，或已經很接近了，再來不可以加太多。

超過綠燈區後的紅燈亮起來，代表超重了，要

拿一些起來。從燈號位置馬上知道目前重量的

狀況，下一步要如何做也了然於心。經由像遊

戲般的燈號明滅，和燈號位置可以馬上知道目

前重量的狀況。科學證實顏色燈號對人類的感

官刺激是很直接的，大腦可很快做出反應。將

3 位數或 4 位數的判讀，改變成僅僅 2 種顏色

燈號的判斷，對有認知學習障礙類者來說，效

益相當明顯

設計團隊成員們大多是利用下班後的時間研

發設計，雖然總研發時間僅花費 100 小時，但

因初期程式設計和整合測試，都是連結電腦，

那時燈號電子秤的電源都是電腦直接供應，重

量感測器的訊號非常穩定都沒有問題，但當設

計完成後安裝市售的電源轉換器，成員們發現

訊號非常的不穩定，為了找到價格合適品質又

穩定的電源轉換器，又更改了內部電路進行配

合，著實吃了一番苦頭才達到大家想要的品質，

所幸總花費成本僅 1,500 元，性價比極高。團

隊成員們表示若可以藉由競賽，讓作品給更多

人看見，進而推廣普及，可有效提高學習障礙

員工的工作效率，同時也是對團隊最大的鼓勵。

認知學習障礙設計組第一名 幸福紅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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