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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斯碼輸入模擬訓練系統開發

本系統以加速訓練身心障礙患者，快速學習摩
斯碼，並有效輸入於電腦上，摩斯碼訓練系統是以
鍵盤、滑鼠、單一按鍵、微控開關或麥克風作輸入，
辨識長短音，組合成一般字元，予以顯示。實驗時，
以二十分鐘為記憶時間，再進行輸入測試，透過本
系統之練習，使用者可有效縮短記憶摩斯碼所需時
間，可使身障者快速學習，減輕學習時的負擔。

1.、前言
近年來電腦的輸入方式不斷的改變，但系統依
然離不開鍵盤的多按鍵輸入方式，例如英數、注

圖一 輸入模擬訓練模組方塊圖

音、倉頡、無蝦米等等輸入法，但這對身障者來說

摩斯碼輸入模擬訓練系統，是專為身心障礙人

並非方便的輸入方式，而摩斯輸入法在 1995 年以

士開發的系統 (圖一)，為了使系統適用於各種不

後，便有利用適應性(adaptive)訊號處理理論，以

同的身障使用者，所以須增加各種便於輸入的介

Adaptive Unstable-Speed Prediction(AUSP)[1] 、

面。

Least Mean Square and Matching(LMS&M) [2]、

2.1 輸入介面

Threshold

輸入介面分別以滑鼠、鍵盤及微控開關等單

Prediction(AVRTP) [3,4] and the back propagation

鍵設計，麥克風則是以使用者可造成的聲響，利用

neural network (BPN)等訊號處理的方法來辨識摩

時間長短之差別，作為使用的輸入訊號。

斯字元，其辨識率從 AUSP 演算法(專家資料辨識

2.2. 電腦接收模組

Adaptive

Variable-Ratio

率 86.7%，身心障礙人士資料辨識率 29.1%)、

電腦接收模組即記憶每次訊號的時間長短和

LMS&M 演算法(專家資料辨識率 94.9%、身心障

訊號間的間隔時間長短，最後以訊號時間長短分辨

礙人士資料辨識率 81.6%)到 AVRTP 演算法(專家

長音短音，並顯示在螢幕上，以供使用者查看是否

資料辨識率 99.2%、身心障礙人 士資料辨識率

為預期中要輸入之長短音，使人員可提前知道是否

94.0%)及倒傳遞類神經網路(BPN)。本研究目的在

有輸入錯誤，是否需要從新輸入，判定間隔時間是

於協助身障礙者及一般使用者，作為摩斯碼輸入的

否為字元結束之訊號，如為結束訊號則宣告結束單

訓練，本軟體以 LABVIEW 作為開發平台，以簡易

一字元輸入，等待下一次(字元)輸入。收到結束訊

式的輸入工具，如滑鼠或一般鍵盤的單一按鍵做輸

號後，再次確認長短音，並加以組合，比對內部存

入，亦可配合其他的輸入方式，讓身障礙者使用，

在字元資料，找出相對應字元。將對應字元顯示在

使用者因而藉由本系統可以加速學會摩斯碼，並有

螢幕上，讓使用者看是否為所需字母，如果不是則

效的將文字輸入電腦中使身障者更為便利的使用

重新輸入。在完成輸入模組後，使用者即可在電腦

電腦，或使一般人在學習摩斯碼上可達到快速有效

下輸入內建已有的字元，但是未經過訓練的使用者

的學習。

往往會因為不習慣或時間長短無法精準的掌握，形

成電腦判讀的長短音，而非使用者所要的音，所以

憶並非難事，而實際在輸入摩斯碼時，卻因為身體

要需藉由訓練系統，對使用者加以訓練，以提高電

的協調度，造成每個人的速度不一樣，所以訓練模

腦之判讀準確率。

組上有多種模式可以選擇。

2.3. 記憶的分類
記憶可分為三個子系統或歷程，分別是感覺

2.4.1 學習方法
設定音節，可指定練習哪些音節，在摩斯碼

(a.)

儲 存 (sensory storge) 、 活 性 記 憶 ( 或 短 期 記 憶 ，

的訓練上為加速使用者的學習，而將摩斯碼

working or short-term memory) 與 長 期 記 憶

區分為單音、雙音、三音、四音(表一)。

(long-tem memory)三種[5]。感覺儲存快速消失並由

表一 摩斯碼音節表

新的輸入取代，即為殘像儲存(iconic storage)，而

音節

單音

雙音

三音

四音

聽覺則稱為餘音儲存(echoic storage)，即在刺激消

字母

E, T

M, N,

O, G, K,

Q, Z, Y,

A, I

D, W,

C, X, B,

R, U, S

J, P, L,

失後的四分之ㄧ秒至兩秒間，人類大腦能有視覺之
認知。活性記憶裡的資訊係以三種型態與以編碼，
及視像符碼(visual codes)、聲音符碼(phonetic code)
和語意符碼(semantic codes) ，可自由對應刺激類

F, V, H
(b.) 隨機產生可設定由電腦隨機產生字母，練習

或內部的長期記憶所產生。活性記憶中會隨時間而

後記錄查看是否正確。

慢慢消退。長期記憶是一種永久記憶，而所謂學

(c.)

習，事實上與記憶有極深的關係，因為學習的結果

(d.) 字母下去練習，練習後查看結果。

須加深記憶才能累積。

2.5. 學習模組

學習指定字母，針對不熟悉的

2.4.2 設定方向
系統可以設定學習時所需要的方法，如傳統模
式只顯示字元和摩斯碼在螢幕上，視覺感受學習。
聽音學習模式由系統發出聲音，聽覺感受學習。由
螢幕顯示搭配聲音報音，視覺及聽覺同時感受學
習。

2.4.3 設定節拍
設定字元在銀幕上顯示停留的時間，定義摩斯
碼發出聲音的速度比例如(表二)，也有自訂模組。
使不同的使用著可以依照自己的學習狀況，定義自
己的速度以利於學習，有聲的部份以用於分辨長短
音，無聲的部份用於分辨間隔或字元結束。
表二摩斯碼有聲無聲之辨識區間
一

二

三

四

五

自訂

模式

有聲

100

150

300

360

400

自訂

Ms

無聲

150

250

500

560

600

自訂

Ms

發出聲音的部份因頻也可因使用者調整，但是
本軟體以最接近大家所習慣的滴答聲作為預設
圖二 學習模組
在學習模組上(圖二)，人員是從不認識摩斯碼
開始學習，所以須從摩斯碼記憶開始，摩斯碼的記

值，預設值為 783.99Hz-G5。

碼，但卻在發送輸入摩斯碼時，因身體的不習慣，

3〃摩斯碼訓練系統測試

使得無法讓電腦進行辯認，但在經過本訓練系統透
過文字、符號、聲音及練習下，可使使用者快速熟
悉輸入的節拍，達到快速學習摩斯碼的並熟悉發
信。微控開關及麥克風輸入的部份尚在實驗中所以
並未在本論文提起，未來將會繼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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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學習及訓練系統。一般學習時是電腦隨機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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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討論與結論
本訓練系統確實可有效提昇使用者在摩斯碼
的訓練，使用者可快速學會摩斯碼的輸入，在使用
本系統學習摩斯碼時，可使使用者達到約 70%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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