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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將電腦辨識技術導入中小學評量系
統計，透過攝影機擷取使用者的手姿動作，經由電
腦辨識技術將手姿操作動作，轉化成有效的互動資
訊，再將此資訊應用於數位評量系統，期望設計新
型態互動方式以推進學習者與資訊系統之溝通模
式。使用者不需接觸任何互動裝置，只需透過手姿
來與系統溝通，依據手姿所示之不同信息，透過影
像處理方式，判別、比對來得知手姿意涵，進而來
操控系統之互動。本研究與評量系統整合，使教育
的普及性更往前一步。台灣學術網路(TANet)是使用
者最多的網路，網路上提供的學習服務也非常多
樣，經由本研究手姿辨識融入評量系統的建置，期
待能提供線上評量系統新的參考架構。
關鍵詞：手姿辨識、人機互動、電腦視覺

1. 前言
近年來由於科技媒體的進步，突破「人－滑鼠
－機器」間的互動模式，不需要額外的硬體，單純
以人體的姿態或手姿，將使的操控更為簡單，例如
wii 遊戲機。又隨著電腦運算速度的快速進步，需
要大量運算的辨識技術，在今日均可即時運算及互
動，因此若導入手姿的辨識技術融入數位評量系統
[1]，以直覺的操作介面增加使用者對數位評量系統
的接受度，將使學習容易且樂趣。本研究探討如何
將手姿辨識技術導入人機互動設計，期望能以及時
的電腦的視覺辨識技術捕捉使用者手姿動作，並轉
化成有效資訊與數位評量系統作互動，依此新型態
互動方式突破傳統互動方式的限制，達成使用者不
需按鍵盤、滑鼠或是接觸任何互動裝置即可進入指
定的評量系統，進行線上測驗，所有的作答活動都
可以透過手部姿勢來完成，將能使得學生更樂意參
與數位評量系統。
本研究共同評量系統的設計上參考學者的建
議，設計測驗編製功能及施測的介面，並依據目前
國中小現有的教學環境，配合學科能力指標，提供
詴題難易度的設計，採取以常規型態與綜合型態的
測驗方式來進行網頁的介面設計及詴題資料庫的
製作。
其次，為了讓學生在使用過成中，避免因為內
容的嚴肅性與單調性，可以使用外接設影設備的結
合，預先辨識使用者以手指的筆劃判斷答案，再以

USB 連線作為資料輸入源，成為滑鼠以外的另一個
輸入，增添評量過程使用的趣味性，也為本系統附
加推廣使用的價值加分。

2. 系統互動發展架構
2.1 系統設計理念
(1)遊戲中測驗，學習有意義
本系統透人體手指姿勢的動作表達數字
(1,2,3,4)與(對,錯)的影像辨識[2, 3]，過或是以滑鼠
與鍵盤的操作能夠經由網際網路進入測驗系統，完
成指定的評量作業，以測驗遊戲化為設計主軸，同
時達到學習目的。
(2)開放空間，上網看得到
經由線上評量系統與數位攝影系統兩者的結
合，可以把小朋友在學校的學習路線延伸到各自的
住家，家長們隨時可了解子女上網的活動，不會局
限在電腦房中的封閉空間，讓家長無從輔助與加入
其學習的活動。
(3)手指比一比，看對錯
系 統 設計 以人 體手 指姿 勢的 動作 表達 數字
(1,2,3,4)與(對,錯)的影像辨識，讓使用者有其他的方
式可以表現所選擇的答案，因此設計系統結合攝影
元件來達成測驗目標，讓原本枯燥單調的互動過程
有了新的學習樂趣！
(4)學習分享，測驗遊戲化的親子互動：
本系統可以結合簡單的網際網路設備與攝影
功能，讓家長與學生共同參與學習測驗的過程，分
享測驗後成果，提供親子寓教於樂的互動環境。
(5)回饋曲線，進退自知
學生上登入系統，挑選試卷參加考試，測驗完
畢後可立即獲得成績並觀看試題詳解與相關教材
連結。測驗的結果經由系統的回饋分析，家長在家
可以觀看參與子女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歷程，了解子
女的學習狀況。子女亦可透過成績回饋資訊了解自
己的學習狀況，以適時的調整自己學習狀況，調整
自己的學習方式。
(6)提供教育決策平台，資源公平分配
本研究後端開發的評量系統[1]是以現有教材
重組，結合題庫與學習者成就分析。以評量回饋系
統，實現適性化學習及差異化教學，並掌握系統使
用概況及反應學習回饋，強化學習引導使用能力。
而行政單位主管可以藉著本系統的學習回饋分析
之圖表，明確了解本縣市裡各學校的學習成效差異
狀況，挑出學習落差的區域，公平分配教學資源，
針對學習弱勢的學校給予妥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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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設計概念圖

2.2 互動設計原則
經 由 文獻 分析 探討 手姿 互動 相關 之案 例得
知，人機互動之互動模式除了傳統的鍵盤、滑鼠互
動裝置之外，已有其他互動裝置的研究設計，如感
應器、攝影機、觸控板…等都是可運用於人機互動
設計之裝置。本研究將運用手姿觸發資訊系統作為
互動，使用攝影機當作系統之輸入裝置，擷取使用
者之手姿資料，並經由個人電腦之中央處理器做電
腦視覺運算並透過電腦螢幕輸出，已完成本作品之
人機系統互動示意圖(圖 2)。本系統之設計原則整理
如下：
1. 使用攝影機當作輸入裝置，螢幕當作輸出裝
置，取代傳統之互動裝置。
2. 使用者需使用雙手操作本系統，不需接觸任
何互動裝置，透過攝影機的影像擷取。
3. 使用者不需配戴任何裝置即可和系統互動，
將來可將此系統運用於公共場所。

圖 2. 系統互動示意圖

2.3 辨識流程及方法
主要是以攝影機擷取手部影像後經由個人電
腦分析出手姿指令，透過代理程式將辨識結果轉換
成鍵盤輸入資訊，通過瀏覽器傳回伺服主機處理，
達到控制的目的。此信號分成兩類[4]，分別用於答
題與控制兩種類型:
a.答題類:分別以手姿 1、2、3、4 代表選擇題答
案；是非題則使用 1、2 代表對或者錯，如圖(3)所
示。
b.控制類:分別有送出、更正、往前、往後手姿
如圖(4)所示。

圖 3，手姿對照答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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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控制類手姿
本系統僅需使用者手姿操作符合上述所列之
兩種類型範圍之內，就可達成資訊互動之目的。攝
影機連續擷取使用者影像，藉由電腦視覺技術取出
使用者之手姿位置，再判斷該手姿所表答之資訊即
可。
圖(5),說明互動系統之流程，起始於影像之擷取
後，先進行靜態處理包括(a)雜訊去除，(b)背景相
減，(c)人臉辨識與(d)膚色偵測；爾後接續進行相關
動態處理包括(e)形態學處理之閉合，(f)邊緣偵測與
輪廓搜尋，(g)切割出手姿圖，(h)進行手指數辨識後
所求得結果經由代理程式協助轉成相對應的使用
者輸入值進行評量系統之運作。以下說明相關處理
之方法。
影像截取

雜訊去除

去除背景

人臉辨識

型態學處理
切出手姿圖

膚色偵測

邊緣偵測
(斷開&閉合)

辨識手姿

傳給資訊系統

圖 5 ，互動系統操作流程圖

1

3

2.3.1 雜訊去除
平滑濾波器用於模糊化和減少雜訊，模糊化用
於預處理的工作，例如：在抽取物體之前從影像中
移除小的細節；把直線或曲線上的小間隙連接起來
等。因此減少雜訊可以使用一個線性濾波器[5-7]使
影像來模糊來完成。
高斯模糊通常用它來減小影像噪聲以及降低
細節層次。這種模糊技術生成的影像的視覺效果是

好像經過一個半透明的螢幕觀察影像，這與鏡頭焦
外成像效果以及普通照明陰影中的效果都明顯不
同。高斯平滑也用於電腦視覺演算法中的預處理階
段以增強影像在不同尺寸下的影像效果。從數學的
角度來看，影像的高斯模糊過程就是影像與常態分
佈做卷積。由於常態分佈又叫作高斯分布，亦稱作
高斯模糊。由於高斯函式的傅立葉變換是另外一個
高斯函式，所以高斯模糊對於影像來說就是低通濾
波器的效果。下面的例子展示了高斯模糊的效果；
圖(6a) 是圖 6(b)經過高斯模糊濾波器（σ = 2）處
理之後的結果。

取出變動的區域，如下式所示：
I=255, if (abs(Inow - Iback) < 10)
I=0,
else
其中數值 255 為灰階之白色，數值 0 為黑色；
數值 10 為參考之閥值(Threshold)。圖(7a)與圖(7b)
分別為背景與背景相減法所得的結果。

圖 7a，背景

圖 6a，高斯濾波處理前 圖 6b，高斯濾波處理後
此外，為了改善光線變化對手姿辨識所造成的
影響，需要找一個方法來做亮度補償的工作，最簡
單的方式是直接調高亮度偏暗的手姿影像，但是這
樣的方式會使得原本影像中偏亮的部分，產生過亮
的情況。因此，採用直方圖等化法[8] (histogram
equalization)，藉由整張圖全域性的強度資訊來計算
轉移函數，再用轉移函數計算出適當的強度分配，
最後的結果就是整張圖的像素都擁有同樣的強度。
2.3.2 背景相減[9, 10]
以影像處理的方法偵測移動物件主要有兩種
方 法 :(1) 連 續 影 像 相 減 [11-13] （ Temporal
differencing）、(2)背景相減法[14-16]（Background
subtraction）。
連續影像相減（Temporal differencing）原理是
利用再時間上連續的影像做一對一的像素相減，若
是兩者差異為零，就表示此像素不屬於移動物件像
素，反之，則此像素為移動物件像素。此法對於環
境的改變適應性佳，但是偵測出的移動物件常常會
發生內部破碎的情形，如此一來，移動物件的形狀
較不完整，對於後續的移動物件追蹤與辨識將無法
提供完整的資訊。
背景相減法（Background subtraction）不會有
物件內部破碎的問題，原因是背景相減法會先建立
一背景模型，再將新影像與此背景模型作一對一的
像素亮度值相減，藉此偵測出移動物件像素，最後
偵測出完整的物件形狀。
上述兩種方法，又以背景相減法（Background
subtraction）是目前較受歡迎的方法，主因除了可以
擷取出移動物件的完整形狀，對雜訊也有相對較好
的容忍度，也可以減輕移動物件造成的陰影所產生
的影響。
本系統先從環境中擷取一張背景 Iback 為基底，
之後每次擷取的影像 Inow 再與基底 Iback 做比較，擷

圖 7b，背景相減的結果

2.3.3 人臉辨識[17]
我們使用 Haar-feature[18]為辨識特徵，再運用
AdaBoosting[19]演算法，先將輸入圖像切割為許多
小區塊，分辨每一個小區塊是否屬於人臉，再用
update weighting 的方式讓辨識率趨於準確，我們直
接採用 OpenCV(Open Computer Vision Library)[2]
已經建立好的 Cascade 分類器，將有人臉的部分標
示出來。圖(8)即為 AdaBoost 偵測器處理流程[19]。
人臉標示以後，主要作為隱性的背景相減，其
作用在於排除包含人臉所在位置的上下區域，方便
於下一階段進行膚色偵測後即可聚焦在手部區域
之型態學處理。圖(9a)顯示臉部偵測之結果，圖(9b)
說明經由臉部偵測後，並排除包含人臉所在位置的
上下區域。

圖 8. AdaBoost 偵測器

圖 9a.臉部偵測

圖 9b.排除人臉的上下區域

2.3.4 邊緣檢測
邊緣檢測是圖像處理和計算機視覺中的基本
問題，邊緣檢測的目的是標識圖像中亮度變化明顯
的點。圖像屬性中的顯著變化通常反映了屬性的重
要事件和變化。這些包括（i）深度上的不連續、
（ii）
表面方向不連續、
（iii）物質屬性變化和（iv）場景
照明變化。邊緣檢測是圖像處理和計算機視覺中，

尤其是特徵提取中的一個研究領域。
Canny[20] 演 算 法 是 目 前最 常 用 的方 法 ，而
Canny 的偵測方式還有兩個閥值必須決定[21]，配
合著這兩個閥值便可以解決上述的邊緣偵測的問
題，第一個門檻值的作用為，當一段邊緣受雜訊影
響的時候，會產生出波峰，因此如果將所有波峰所
在位置當成是邊緣的話，將會產生出誤判的情形，
所以第一個門檻值便是用來過濾這種情形，當某一
波峰的值大於此門檻值時才是真正的邊，其餘的波
峰則當成是雜訊。而第二個閥值則是要解決當一條
邊緣受雜訊影響，可能被斷成好幾斷的情形，解決
方式為一種遞回的做法，對影像中的每一點觀察其
8 方向的鄰點，看是否有邊的點存在，如果有且大
於這個門檻值，那麼此鄰點可能是跟此點是屬於條
一條線段，因此就將此鄰點加入同一條線段之中，
之後不斷的對影像中的每一點作同一偵測和判
斷，如此即可將影像中被截斷的線連接起來。
根據以上的介紹 Canny 的邊緣偵測具有以下
三個優點：
1. 良好的偵測：將所有具有灰階變化的邊線找
出，且不具有假邊界點存在。
2. 良好的定位：使得被偵測出的邊界位置能夠
貼近真實的邊界位置，距離越小表示定位越準確。
3. 良好的反應值：邊緣上的點都有唯一的反應
值，所以偵測出來的線段沒有過粗的問題。
2.3.5 形態學處理之閉合與斷開運算[22, 23]
閉合與斷開運算是通過對侵蝕和膨脹的另一
種不同次序的執行而得到的，閉合運算是先膨脹後
侵蝕的過程，其功能是用來填充物體內細小空洞，
同時不明顯改變其面積。先侵蝕後膨脹的過程就稱
為斷開運算。
本研究對上述經由臉部偵測後，並排除包含人
臉所在位置的上下區域如圖(10a)。進行邊緣偵測後
的影像做閉合運算，消除影像破損的小洞，再對運
算之後的影像做斷開運算，去除雜訊。經過閉合及
斷開運算之後，則能擷取出較為完整的手部區域，
如圖(10b)所示。

圖 10a.臉部偵測與處理.圖 10b. 閉合與斷開運算

圖 10c.膚色偵測與膨脹.圖 10d.手姿圖辨識結果

2.3.6 膚色偵測[24]
本研究使用 HSV 色彩空間來作為膚色偵測的
參考色彩空間，HSV 利用色度（Hue）、飽和度
（Saturation）、亮度（Value）來區分膚色及非膚色
區域，相較於 YCbCr [25]色彩空間對於各種人種膚
色偵測上有較準確的偵測結果，然而 HSV 的轉換
上並不是像 YCbCr 是線性轉換，HSV 轉換比較消
耗運算時間。HSV 轉換後的膚色偵測參考值範圍
為：0<H<20，30<S<150，80<V<255。本研究使用
膚色偵測後的結果進行 10 次膨脹處理後所得到的
影像如圖(10c)，用來輔助清除因邊緣偵測所產生的
其他非膚色產生的邊緣。
2.3.7 輪廓搜尋與切割出手姿圖
經由上述邊緣偵測與閉合運算之後的影像，再
與膚色偵測後進行之膨脹之影像進行合併處理，去
除非膚色之邊緣線段；然後進行輪廓搜尋嘗試找出
最大之邊緣輪廓，並藉以去除其他較小型的輪廓線
條以除去手形中分支的線段，而獲得較為乾淨的輪
廓曲線；最後進行最大輪廓的邊框範圍取得，值得
注意的是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手指的圖形有興趣而
不包含手掌以及手臂部份，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方式
即是以人臉偵測到的臉長為手姿高度參考範圍，藉
以截取相關範圍進行最後的手指數辨識，如圖(10d)
所示。
2.3.8 手指數辨識
圖(10d)，對於最後所得到的手姿圖進行手指數
的辨識方法，首先以掃描線方式進行畫面掃描，獲
得手形邊緣的點數統計量，然後利用眾數方法來進
行判讀。眾數是指一組數據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數
據。適合於數據量較多時使用，其特色在於不受極
端數據的影響，並且求法簡便。當數值或被觀察者
沒有明顯次序（常發生於非數值性資料）時特別有
用，由於可能無法良好定義算術平均數和中位數。
在高斯分佈中，眾數位於峰值。
在計算眾數時，首先初始一個 max 的矩陣來放
置交叉點數值 1~9 的個數，在某個 y 軸所得到的交
叉點數量先放進 temp 整數內，並且將 max[temp]
這個位置的數值加一，代表將此交叉點數值的個數
加一，掃描完指定範圍後，會得到一個 max 矩陣，
記綠著交叉點數值 1~9 的個數。
以變數 num 代表眾數，large_num 代表眾數的
數量，掃描 max 矩陣 1~9，進行 swap 的動作，若
從矩陣取出內交叉點的個數大於暫存的眾數，將眾
數設為此交叉點數量，並將此眾數的數量存入
large_num 內，即可得到眾數以及其出現的數量。
2.3.9 控制類手姿辨識
本研究以樣板比對為基礎之方法 (Template
matching methods)進行控制類手姿辨識，因為此類
手姿具有較高度鮮明的特徵，因此以樣板比對的成
功率相對提高而且運算效率也有很好的表演。如同

上述方式切割出欲辨識的範圍 (ROI)進行縮小處
理，再與事先已經準備好的控制類樣板圖形比對，
根據回傳的機率值大於 0.85 即可認定為相似之圖
像。

3. 數位評量系統設計
根據中小學授課現場流程分析，制定出評量系
統各項的功能，系統架構圖如圖(11)所示，茲詳述
如下
(1)登入系統：使用者登入輸入帳號密碼，系統
透過 web service 與縣市網或相關單位進行網路身
份驗證，驗證成功後登入系統，登入程序始在確保
個人資料安全。
(2)公告系統：管理者公告系統最新動態與活動
相關消息。
(3)題庫系統：提供完整的試題新增、刪減、管
理介面，讓命題者及題庫管理者進行試題編擬。而
每個試題均有領域、試題章節和難易度…等試題屬
性，當作將來對於試卷編輯與題庫維護當作參考的
依據。
(4)出題系統：提供教師快速搜尋所需試題，以
及容易操作的試卷編輯功能，由系統協助出題機制
趨近自動化。
(5)測驗系統：提供教師建立測驗活動，測驗階
段記錄受試者活動，測驗試卷將隨機改變試題或選
項出現順序，以加強測驗公平性。與傳統的測驗方
式相較之下，能夠提升測驗的效率。
(6)討論區：教師與學生可在此發表文章進行討
論互動。
(7)測驗回饋系統：
本系統以單元課程為發展的架構，主要著重在
於回饋分析，依據學生多次參與線上驗，記錄學生
學習的過程。在受試者學生每次完成測驗後，系統
分析受試者該次測驗表現並且記錄下來。這些測驗
分析的結果在多次累積下可作為對題庫的回饋。根
據分析的結果，依適當的方式來判斷該試題選項是
否具有良好誘答力，來找出適用性低的試題，讓命
題者或是題庫管理者有效率的進行試題維護修正
的工作。除此之外，測驗分析的結果也可以給予學
生在學習上的建議，讓教師參考作為改善或加強該
所測驗範圍的教學方式與內容。

(1)開始測驗：如圖(12)(13)(14)(15)所示分別為
登入，選擇測驗或設定，進入測驗與開始測驗；
(2)若結果為不及格，依補考設定，可再考；
登入畫面中以年級、班級、座號所組合而成的
學生唯一碼為登入帳號及生日 4 碼為登入密碼。
畫面主選單中分別為(a)進入測驗→選擇科目
→選擇試卷→開始測驗；(b)機器設定：web cam 測
試、手姿校正…等。

5. 結論
本研究提供了一種新型態的人機互動介面，結
合電腦視覺互動技術及數位導覽之概念，發展出手
姿互動導覽系統，提升使用者直覺性的操作環境和
電腦之應用範圍，本文的結論如下：
1. 將手姿互動系統運用於櫥窗展示或是相關
戶外互動設計，將能改善目前單向的資訊傳達模
式，而朝向互動式資訊傳達模式邁進，以增加資訊
互動性。
2. 新型態的互動方式將能打破電腦的傳統應
用領域，以更生活化之操控方式期望達成無形的運
算(invisible computing)之概念，將電腦帶入人的生
活，讓使用者感覺不到電腦的存在。

4. 評估與應用
本系統為能適應使用者以攝影機傳回手姿影
像表現答案的互動狀態，以下說明自我練習使用流
程：
5.1 製作試卷:
(1)輸入考卷名稱、選擇考試類型、課程範圍選
擇；(2)設定難易度、題數配分；(3)確認。
5.2 建立評量
(1)選擇評量類型；(2)選擇試卷、設定配分比率
及格分數；(3)設定評量時間、時間限制、補考設定。
5.3 挑戰練習

圖11. 系統功能架構圖

圖12.登入畫面

圖13.主選單畫面

圖14.進入測驗圖

圖15.開始測驗

3. 電腦視覺技術雖然有著比傳統互動裝置更
有彈性之互動模式，但是仍有環境光線干擾及辨識
率之問題，期待能導入更新之辨識技術以提升互動
效果為最終目標。
本研究的數位評量系統是以專家學者對線上
評量的建議為準則，同時結合題庫與學習者成就分
析，建立評量回饋系統，協助老師評估學生學習狀
況，調整教學內容與進度，並提供學生學習後的反
思，以增進其學習的成效並獲致有意義的學習。
對於學生而言，透過本數位評量系統競賽活動
的推廣，由於本系統也提供試題的詳解與相關知識
連結，讓學生從活動中不僅獲取知識，也經歷簡意
的手姿評量系統增進學習樂趣，並藉由線上學習補
救系統，適時提供的回饋建議，修正自己的學習概
念，並增進自我學習的效益。更重要的是，本數位
評量系統因搭配簡單的攝影功能，讓家長與學生共
同參與學習測驗的過程，分享測驗後成果，提供親
子寓教於樂的互動環境。
台灣學術網路(TANet)是使用者最多的網路，網
路上提供的學習服務也非常多樣，經由本研究手姿
辨識融入評量系統的建置，期待能提供線上評量系
統新的參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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