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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輪椅為一套具有移位功能之輪椅，可直接

讓行動困難者不必起身，即可在原座椅上移位至馬
桶或浴缸上，提供最人性化的排泄方便功能與愉快
的沐浴過程，而建構出一項多功能輪椅輔具產品。
本輪椅在硬体方面分為兩大項目，第一項目輪椅與
移行至馬桶之機構設計製作，以及微處理機與電路
驅動之系統整合；第二項目浴缸的升降機構設計製
作，以及輪椅與浴缸升降機整合的系統組成。此兼
具衛浴功能的移位式輪椅確實依作者原先的設計理
念，完成本移位輪椅。

關鍵詞: 輪椅、移位、輔具、福祉科技。

一、緒論

1.1 前言

根據內政部主計處統計[1]，截至98年底止，我
國戶籍登記人口為2,312萬人，65歲以上老人計有
245萬7,648人，占總人口10.63％，老化指數65. 05
％，老化指數較去年增加3.54%，且98年底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者達107萬人，身心障礙人口以肢體障礙者
占37.0％最多，較去年肢體障礙者占38.2%雖略為下
降，不過整體身心障礙者卻持續增加；由上述資料
得知人口老化與肢體障礙者均呈持續增加現象，對
於不良於行且必須使用移位與行動輔具者，具移位
功能之輪椅是相當便利的輔助工具。不僅適用於肢
體障礙者，對於老年人或慢性病患等缺乏獨立行動
能力患者更是不可或缺的移動工具。隨著國內外高
齡人口的比率不斷上升，因此仰賴移位與行動輔具
生活的人，也將不斷攀高。因此，未來對於移位與
行動輔具的需求，將日益殷切。

1.2 研究動機

一個完善的移位與行動輔具除了能針對使用者
所要求功能外，並可提供老人疾病患者與肢體障礙
者更便利與舒適的輔具，進而改善其日常之生活功
能的獨立性，及提高生活品質。除了基本應具備的
功能外，使用安全性更為重要，尤其是最威脅老年
人健康的主要傷害就是跌倒[2.3]，在美國看似無障
礙空間完善的照護療養院，就有研究人員估計每年
有超過50%的被照護者因使用輔具跌倒，更有超過

40%發生跌倒狀況超過一次以上[4]。本移位輪椅特
別針對不良於行的老年人及肢體障礙族群之輪椅使
用者，提供一種「具移位功能之輪椅」，在使用輪
椅時轉換至衛浴之淋浴、馬桶與浴缸等設備時皆相
當困難。依研究人員了解現有輔具的使用狀況與市
場供應，可發現一個具有移位功能的輪椅系統並未
被研究開發，固開發一項具有移位至浴廁功能與電
動輪椅功能。

1.3研究目的

本研究為一套具移位功能之輪椅，可直接讓
行動困難者不必起身，即可在原座椅上移位至馬桶
或浴缸上，提供最人性化的排泄方便功能與愉快的
沐浴過程。綜觀目前輔具市場中，並未出現與本移
位輪椅功能的相似產品，藉由本研發團隊所著重創
新務實之潛力，開發此兼具衛浴功能的移位式輪椅
商品雛型，成品完成後再進行反覆的測試與設計改
良，以期在競爭產品的世界市場中推廣販售，以落
實學術研究轉移至產業需求的應用整合，進而提升
國內產業技術及培育技術人才。

二、設計程序
為滿足使用者需求設計考量，「具移位功能輪

椅」的研發，擬從創新研發與機構設計的程序來進
行設計。整個設計歸納出四個流程：需求的確認與
任務的界定、具體設計與建構、模型的細部設計與
動態模擬與原型機的實作與測試等。

(1)需求的確認與任務的界定
對於肢體障礙者、老年人或慢性病患等缺乏獨
立行動能力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須仰賴照護員
照顧，然而照護員最常發生的職業傷害有頸
部、肩部及下背部，有研究指出，在被照護人
搬運移位活動中，照護員最感費力的活動依序
是：搬運病人從馬桶到輪椅、從輪椅到病床、
從浴缸到輪椅、幫病人量體重、扶病人坐起
來、幫病人翻身、幫病人洗澡及更衣等[5]，
「具移位功能輪椅」主要針對肢體障礙者、老
年人或慢性病患等缺乏獨立行動能力患者，再
需要如廁與沐浴時提供不必起身，並移位至馬
桶與浴缸等設備，能有效減少照護員的負擔與
增加移位過程中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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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體設計與建構
在設計階段中，將總功能分解為驅動功能與
移位功能。整個驅動機構模組化，並確認系
統配置、重要零組件規格、重要功能組件
的設計參數和其供應來源，包括合成運動
尺寸、分析運動狀態、分析受力情形、設計
負荷尺寸如表1；並進行實體模型的建構工
作，其中含有零件建構、組合件裝配、與工
程圖製作。

表1電動輪椅設計參數表

設計考量點 參數範圍

電動輪椅可乘載重量 80kg

移動速度 4.5~14 km/hr

迴轉半徑 36cm

爬坡度 12~15度

續航力 16~20km

輪椅總尺寸 L : 8 0 0 m m  W : 5 0 0 m m 
H:1020mm

(3)模型的細部設計與動態模擬
將實體模型零件與組合件建構完成後，確認
市場上現有標準尺寸品，實際對照設計尺寸
後，進行細部設計動作，並檢查錯誤、干
涉，消除設計缺點、降低成本。在機構動態
模擬方面，採用軟體Solid Works ，此軟體有
很便利的整合介面，並模擬機構運動模型。
除此之外，並利用有限元素分析功能進行尺
寸最佳化，以求得零件中各尺寸的最佳值。
「具移位功能輪椅」移位至馬桶動態模擬如
圖一至圖四，當輪椅在馬桶側邊時先放下支
撐臂，再以電動方式將座椅側滑至馬桶上
方，座墊中將設計具有自動中空開啟功能，
以利使用者排放大小便，使用後再依相反順
序回復至一般輪椅狀態；移位至浴缸動態模
擬如圖五至圖九，當使用者移位至浴缸側邊
時，放下延伸式支撐臂並與升降台對齊，以
電動方式將座椅移動至升降台上方，再藉由
浴缸中之升降台將使用者降至浴缸中進行沐
浴動作，使用後再依相反順序回復至一般輪
椅狀態。

圖一 輪椅移動至馬桶側邊 圖二 放下滑軌支撐臂

圖三 座墊中空自動開啟 圖四 移位至馬桶上方

圖五 輪椅移至升降台對齊 圖六 放下滑軌支撐臂

圖七 座椅移至升降台上方 圖八 收回滑軌支撐臂

圖九 升降台下降

(4) 原型機的實作與測試
實作將 Solid Works 軟體建構之實體模型的
所有零件製作成工程圖，進行加工、組裝。
首先就關鍵零組件—具移位功能之輪椅進行
實作，以改善其缺點，並製作具移位功能之
輪椅的原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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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輪椅與滑軌設計製作部分

首先進行輪椅結構體的設計、座椅移位機構設
計、馬達驅動與微處理機的系統整合等。驅動馬達
將利用輪鼓馬達其高運轉效率，減少齒輪之間傳動
熱能損失，與控制容易的優點，作為本輪椅之驅動
元件，因輪轂馬達為直流24V-350W，將採用直流
12V鉛蓄電池串連成24V，36安培小時，作為輪椅的
電力系統，以提供輪椅足夠的續航能力。輪椅本身
的結構以輕量化的鋁擠型材，利用Auto Cad 與Solid 
Works繪圖軟體進行結構的模擬，如圖十與圖十一，
完成評估後，確定機構動態模擬可行，再將組合圖
拆散成零件圖，利用本研究室現有的工作母機，進
行一連串的機械加工，完成各個零件後，以螺絲鎖
固的方式，將各零件結合成輪椅本身。座椅的滑動
機構，則巧妙的利用鋁擠型材本身的溝槽，加上自
製的培林軸承座，利用致動器，以齒輪齒條來導引
推動，達到滑動穩定的效果。而在內部機電控制部
分將以新式微控晶片處理整體系統控制，同時亦將
包含電源充電裝置管理以及低電力警示燈號功能。

圖十 以電腦模擬繪製的整體輪椅結構爆炸圖

圖十一 座椅移位機構之機械設計CAD圖

2-2  浴缸的升降機構設計製作及輪椅與浴缸升
降機整合的系統組成部分

為讓使用者移至浴缸側邊時，與升降台對齊，
以電動方式將座椅移動至升降台上方，經由浴缸中
之升降台將使用者降至浴缸中進行沐浴動作，固本
升降機構必須與輪椅配合，並調查市面上的浴缸規
格，以Auto Cad模擬2D圖面，如圖十二與圖十三，

確定其動態模擬可行性後，為考慮升降機構必
須予水中活動，且升降台須承受使用者的體重，故以
實心鋁材作為主結構，以少量的鋁擠型材作為輔助做
用，利用六角承窩頭不鏽鋼螺絲，作為結構上的結
合。升降機台動力傳動部分，將利用齒輪與齒條帶
動，以AC交流馬達做為動力來源，達到升降的功能。

圖十二 升降機構CAD圖

圖十三 升降台之整體機械CAD圖

三、研究結果與成效

本系統確實依研究目標發展出具有移位功能之
輪椅，為讓行動困難者在原座椅上可直接移位至馬
桶或浴缸上，針對不良於行的老年人及肢體障礙族
群的輪椅使用者，提供一種代步與浴廁功能之輪椅
系統，可直接讓行動困難者不必起身，即可在原座
椅上移位至馬桶或浴缸上，提供最人性化的排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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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功能與愉快的沐浴過程。研究中經過反覆測試，
整個系統的穩定度也都確實達到預期的功能，證明
整個研究的軟硬體系統皆已達到應有的成效。實體
成果如圖十四至十九。

圖十四 多功能移位輪椅系統

圖十五 輪椅與馬桶對齊

圖十六 輪椅移位至馬桶上方

圖十七 輪椅移位系統結合浴缸升降機構模擬圖

圖十八 輪椅移位至升降台

圖十九 升降台下降至浴缸底部

四、結論
實際完成一種具有移位功能之輪椅設計製作，

研究成果獲得一可靠穩定的運動方式並可於輪椅滑
動平台上進行移位功能，完成馬桶與衛浴設備的整
合，提供最人性化的排泄方便功能與愉快的沐浴過
程。整個研究著重於實際系統整合開發，此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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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效整合控制器與機械系統，將可落實在一般應
用或產學合作應用上；參與研究之人員藉由理論分
析至實際完成之完整訓練，獲得人才培育、經驗累
積之功效，奠定技職教育應用於工業升級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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