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kinect 為基礎之特教互動禮儀訓練系統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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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資訊技術投入智能障礙學生
社交技巧訓練課程的可行性，並透過 Kinect 人機互
動的學習歷程，開發能提升智能障礙學生學習效果
的教學策略及訓練系統，初步實驗顯示所提系統可
有效偵測四種打招呼的動作，正確動作偵測率可達
95%以上。
關鍵詞：智能障礙、社交技巧、Kinect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applying Kinect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a training system for students
with mil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o learn social skills.
Through the proposed system,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nhance their social skills, and teachers to reduce the
teaching loa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ur types of social behaviors can be efficiently
detected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system is
over 95%.
Keywords: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Social Skills,
Kinect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社交技巧是一種屬於個體的能力，使個體能在
各種人際互動的情境中，自在無礙地表達自身的感
受，而不會因為失去社會增強(Social reinforcement)
而感到困擾。若由互動性的角度來看，社交技巧應
該以個人與他人的互動溝通為主，在表達個人的權
利、需求、滿足、義務的同時，也能顧及他人感受
的一種理性態度與作為。因此有學者將人際關係視
為由一系列的”技巧”所組成，這些技巧包括語言
與非語言兩種類別，同時也與情境有關。簡單的
說，社交技巧是指個人能在社交場合中表現適當的
行為舉止，且能得到他人的接納和贊同，是社會適
應的一項重要元素。
對於心智健康的個體而言，透過學習與演練，
通常都可以發展出合宜的社交技巧，並且參與互動
及應用於團體中。但另一方面，對於想要融入社會
的智能障礙者而言，社交技巧的需求依舊，但在學
習與演練則顯得困難。依據美國智能障礙學會
(AAIDD)的定義與解釋，智力功能較差者其在適應
技能上，常會伴隨社交技巧受限的狀況。同時學會
也定義智能障礙者的九個需要支持的領域中，社交
即為其中之一；在診斷向度中則列有”參與、互動
及社會角色”。這些都顯示社交技巧是智能障礙者

融入社會生活時，亟需要學得的重要技能。
根據我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資料統
計 ， 2013 年 第 二 季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數 約 為
1,128,032 人，智能障礙者(Mentally Disability)約為
100,380 人；在 101 年 7 月 11 日開始實施之身心障
礙者之分級與鑑定標準中區分智能障礙者為以下
四級：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其中極重度、
重度智能障礙者是無自謀生活能力，須賴人長期養
護；輕度智能障礙者則在特殊教育下可部份獨立自
理生活，及從事半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作，因此
在融入社會生活之門檻相對較低，目前大都可以進
入一般學校特教班學習；而中度智能障礙者則是於
他人庇護下可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也就是說，他
們在生活上是可以不需全部仰賴他人，是可以進入
職場，但目前可以進入職場的中度智能障礙者人數
仍有限，因此若能讓他們擁有好的職業能力，他們
是可以融入社會，這對於他個人自信心、親人負
擔、社會福利資源運用等都會有很大助益。
對於提升中度智能障礙者的職業能力可從三
個面向來著手，第一是職業技能的學習，第二是社
交禮儀的訓練，第三是職業體能的提升。目前已有
許多研究提出不同的方法來幫助中度智能障礙者
的職業技能，在林秋每與林坤燦的研究中提出以
「圖示-自我教導方案」之方式介入學習，可增進高
職中重度智能障礙學生在清潔類工作技能上之學
習成效。在職業體能的提升方面也有許多的研究，
本論文將採 AR 的技術來協助中度智能障礙者的社
交禮儀訓練。
本論文以訓練中度智能障礙者打招呼為研究
主軸，在傳統的教學中，老師會以書面、圖片、多
媒體等教材來教導中度智能障礙者遇到不同對象
時需以不同的方式來打招呼，如遇到同學要打招呼
時，可用揮手或點頭的方式即可，當遇到師長或長
輩時，進行鞠躬禮會較適宜，而在職場上，有些公
司會要求以九十度鞠躬禮來表達對客戶的重視，因
為中度智能障礙者通常需要不斷的重複才能學
會，這造成老師教學上的負擔，特別若是一個班級
有多名智能障礙者，老師的負擔將會非常的大，因
此本論文提出一以 AR 為基礎的互動學習系統，當
老師講解完打招呼禮儀後來輔助中度智能障礙者
學習。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期待能提供智能障礙學生對於辨識人群，以及
打招呼的方式能有更好的練習環境，透過電腦多媒

體教學環境來學習辨識師長、朋友、長輩以及做出
相對應禮貌性的寒暄，運用 Kincet 之輔佐提升人際
間互動的訓練，讓智能障礙學生用身體記住社交禮
儀的方式，利用多媒體教材、非接觸式感測、及人
機互動提升整體學習的效果。
以下介紹本論文其餘章節的結構，第二節介紹
所提的初步系統，第三節介紹所初步實驗結果，第
四節討論此系統改善與提升之方針，結論在第五節
描述。

2. 所提系統介紹

圖 3 展示所提系統的架構圖，其中包含 Kinect
感應器與投影機，所提系統有兩大功能，第一是打
招呼動作之校正，本論文將使用 Kinect 來擷取使用
者的動作，經由所提的演算法判斷所擷取動作是否
正確、哪一個肢體動作不確實，以即時的方式來教
導使用者改進；第二是打招呼動作之模擬測試，本
系統將以虛擬的方式透過投影機投影出不同的人
物，所提系統會判斷使用者是否以正確的動作來打
招呼，除此之外，本系統也會模擬出不同的情境來
測試使用者是否以正確的動作來打招呼，藉此幫助
中度智能障礙者學習遷移的能力。

2.1 Kincet 介紹

圖 1 Kinect 設備介紹示意圖
「Kinect」為 kinetics（動力學）加上 connection
（連接）兩字所自創的新詞彙。Kinect for Xbox
360，簡稱 Kinect，是由微軟開發，應用於 Xbox 360
主機的周邊設備。它讓玩家不需要手持或踩踏控制
器，而是使用語音指令或手勢來操作 Xbox360 的
系統界面。它也能捕捉玩家全身上下的動作，用身
體來進行遊戲。
Kinect 有三個鏡頭，中間的鏡頭是 RGB 彩色
攝影機，用來錄製彩色圖像，左右兩邊鏡頭則分別
為紅外線發射器和紅外線 CMOS 攝影機所構成的
3D 結構光深度感應器，用來擷取深度數據（場景
中物體到攝影機的距離）。彩色攝影機的最高解析
度為 1280*960，紅外攝影機的最高解析度則為
640*480 成像。Kinect 還搭配了追焦技術，底座馬
達會隨著對焦物體移動跟著轉動。
Kinect 也 內 建 陣 列 式 麥 克 風 (Microphone
Array)，由四個麥克風同時收音，比對後消除雜音，
並透過其採集聲音，進行語音識別和聲源定位。

圖 3 系統流程圖

2.3 打招呼動作介紹
目前程式暫時建立了三種情境，分別為看到長
輩、同學及老闆，待程式新增其他功能更加完善，
會加入其他情境，讓模擬更真實，以下為各個情境
需做出動應動作的介紹。

2.3.1 看到長輩:稍微點頭鞠躬

2.2 系統架構

圖 4 微微點頭鞠躬示意圖
希望智能障礙的學生們在遇到年長人士或長
輩時，能夠有禮貌的打聲招呼，因此當程式出現長
輩的圖片時，使用者必須微微的點頭示意，標準動
作如上圖所示。
圖 2 所提系統之架構圖

2.3.2 看到同學:僅揮手示好

倘若 Kinect 攝影機無法正常擷取到使用者，或
使用者未站在鏡頭前並保持適當距離，則程式會無
法偵測到使用者，此時必須藉由調整鏡頭位置或使
用者移動到適當距離，使鏡頭能正常地偵測使用
者。

圖 5 彎腰鞠躬示意圖
智能障礙者在遇到老闆或上司時，必須要有禮
貌的彎腰鞠躬打招呼以表尊敬，因此當程式出現老
闆的圖片時，使用者要鞠躬示意，其標準動作見上
圖。

3. 實驗初步結果

圖 8 系統偵測到使用者示意圖
當鏡頭偵測出使用者時，右下便會出現訊息提
示，程式畫面也會出現 Kinect 所擷取到的影像畫
面，一旦成功偵測到使用者，使用者即可開始進行
模擬測試。

以下將會介紹此系統的操作方式和過程，目前
程式會自動隨機顯示一張圖片，使用者依照出現的
圖片做出相對應的動作，系統判定動作正確後即會
顯示成功的畫面，之後繼續顯示下一張圖片。

圖 9 程式執行畫面

圖 6 為初始系統執行畫面

當使用者看到顯示的圖片後，做出相對應的動
作，系統會判定其動作使否正確，倘若正確，系統
會給予正確的回饋，如圖所示，做出正確的動作
後，會在畫面上顯示一個大勾勾，並進入下一題。

上圖為程式一開始執行的畫面，會有些許簡單
的使用說明文字，點擊右上方的開始按鈕後，模擬
系統即開始運作。

圖 10 系統判定使用者動作正確

圖 7 系統未偵測到使用者示意圖

必須依照系統所隨機給予的題目，做出不同的
對應動作，上圖為看到老闆時，必須要做出的彎腰
鞠躬示意圖。

圖 11 系統判定使用者動作錯誤
依照系統所隨機給予的題目，做出不同的對應
動作，上圖為看到長輩時，必須要做出微微的點頭
鞠躬，如果使用者必未做出任何反應或是動作與系
統不一致，系統就會出現錯誤並提示正確動作以及
糾正使用者。

圖 12 提供使用者動作錯誤回饋

4. 所遇問題之改善與提升
題目圖片改為影片方式呈現增加程式與使用
者間的互動性，更能吸引使用者注意。可以用錄影
片的方式來取代圖片，影片中隨機出現同儕、長輩
或老闆等人物迎面而來，因為影片為事先錄製，所
以在固定秒數要做特定動作(例如:影片開始時的第
五秒，影片中的老闆走到面前，學生要鞠躬)。動作
判斷寫法為在特定時間判斷使用者目前動作，某一
秒需要使用者做出某個動作，判斷其當前動作是否
符合要求動作，如此一來，也能夠改善只要點頭但
即使彎腰也會判定正確的情況(因為彎腰過程中頭
會向下，導致判定為點頭)。
利用增加深度判斷加強動作判斷正確性原本
只用到 Kinect 內建節點截取，若只判斷頭與腰之間
的距離來做不同動作間的判斷，導致容易誤判，但
增加深度辨識的應用，可大幅提升判斷準確度。
而透過增加聲音辨識功能，可以判斷打招呼時
用語使用的正確性，除了要做出正確的動作之外，
此外，過程中程式在判斷鞠躬角度時不一定要精確
的 90 度，在 45 度到 90 度的區間內也可接受，但
系統要提示使用者可以再彎下去一點等等的訊
息。最後可以加入錯誤回饋訊息，希望使用者未達
到正確動作時，顯示提醒訊息告知正確動作為何或
是哪裡不對。

4.1 增加錯誤訊息回饋
動作與正確動作有誤差或不標準，程式旁出現
提示告知，並且告知錯誤的地方，例如:題目要求
90 度鞠躬，但使用者只鞠躬 45 度，程式會提示需
再低一點。

4.2 增加程式時間概念判斷
限制回答動作的時間，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作
出標準動作，並且維持正確動作 2~3 秒，才算達對。

圖 13 新增時間概念程式動作判斷流程圖

4.3 增加深度判斷加強動作判斷正確性
原本程式只判斷頭節點及腰節點的相對位置
(圖 19 紅色線)，導致程式判斷條件重複，出現動作
錯誤但程式卻判斷為正確的程式漏洞。所以若加入
深度判斷(圖 19 黃色線)，將可設定更嚴謹的判斷條
件，使程式能更精準判斷使用者動作是否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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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節點深度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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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題目圖片改為影片方式呈現
增加程式與使用者間的互動性，更能吸引使用
者注意，同時人物走到定點時開始秒數倒數。利用
Visual Studio 內建 MediaElement 元件來讀取影片。

4.5 受測者專注度之偵測
眼睛是否一直注視對方在社交上是一項非常
重要的禮儀，然而特教生經常注意力無法集中，在
一般的人與人互動上眼睛會飄來飄去，本系統規劃
設計眼睛偵測與追蹤功能，當受測者眼睛沒有注視
系統提供之模擬互動對象時，系統將會提出糾正。

5. 結論
本論文使用 Kinect 技術提出一個用於特教生社
交禮儀上的資訊訓練系統，本論文目前可以有效偵
測四種打招呼的動作，但還是有許多問題需要深入
研究，也需要大量的實驗來證明所提系統的實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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