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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交通意外發生時，車內人員可以安全逃生是維護生命的首要條件。以往裝置於車內用的玻
璃擊破器，其操作過程需要合適的施力距與足夠的操作力量，才能使玻璃擊破進而達到逃生的目
的。不過，一般人在遭遇發生緊急狀況的當下，不易冷靜處理危急場面，又或是事故車體受到擠壓
變形，以致沒有足夠操作玻璃擊破器的空間，以致於錯失逃生的第一時間。
有鑒於改善上述問題，本研究透過焦點小組進行概念創新設計提案討論。提出一款結合玻璃擊
破器於自用小客車排檔桿設計。本研究所設計之玻璃擊破器操作符通用設計原則，透過使用者以觸
發啟動機制，即可藉由壓縮氣瓶所產生之壓力源來驅動裝置內的撞針產生作動，以發揮最大撞擊力
來擊破玻璃。此項設計不但將有效擊破玻璃，更能大幅縮短逃生時間，也不需要花費使用者太多的
力氣，空間運用上也不像傳統擊破器般需要一定的施力空間。裝置只要觸碰車窗玻璃即可立即觸發
衝頭，壓縮氣瓶的替換方式與裝置本體的解拆/重組也相當簡易，無需使用時即是排檔桿。此概念
設計未來能廣泛應用於自小客車中，亦將是一件安全又放心的概念應用。

關鍵詞：擊破器、氣壓、創新、排檔桿

一、前言

十分重要和關鍵(王藝霖、周勇，2007）
。然而，設

當交通意外發生時安全逃生是相當重要的。傳

計給人們使用的機械化產品，仍是必需考量各不同

統的車窗擊破工具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使玻璃擊

的族群或不同年齡的使用者以及在任何時間都可

破從而達逃生的目的。但是一般人在遇到緊急狀況

以通用的原則。Ronald L. Mace 於 1974 年提出通用

發生的當下，通常很難冷靜地處理事件，遇到如此

設計概念，指產品無須改良或特別設計就能讓所有

危急場面的反應，又或是事故車體受到擠壓變形，

人使用。換言之，男女老幼、行動便利或是困難者

以致沒有揮動破窗工具的間距，導致錯失逃生的黃

皆可使用，亦稱之為「通用性設計」。理念是以盡

金時間。另一方面，現有的緊急逃生工具存在一定

可能不進行特殊改造或特殊設計為前提，使工業設

的收納問題，又或是被設置在意外發生時不甚順手

計對象具有共用性的機能，為盡可能多數使用者提

的位置。本設計即是針對上述問題的解決。

供平等的使用機會，是以安全方便為前題的設計基
礎。因而訂定了通用設計的七項原則：1.公平使

二、文獻探討

用：這種設計對任何使用著都不會造成傷害或使其

由蘇格蘭經濟學家 Adam Smith 在 1784 年提出

受窘。2.彈性使用：這種設計涵蓋了廣泛的個人喜

創新概念，他認為促使改善人們的勞動能力，轉而

好及能力。3.簡易及直覺使用：不論使用者的經

由機械的改進是與技術進步是創新的手法之一。透

驗、知識、語言能力或集中力如何，這種設計的使

過機械技術進步來補強人們在勞動力上的不足是

用都很容易瞭解。4.明顯的資訊：不論周圍狀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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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著感官能力如何，這種設計有效地對使用者傳

摘要表，如表 1 所示。

達了必要的資訊。5.容許錯誤：這種設計將危險及
因意外或不經意的動作所導致的不利後果降至最

表1

專利編號

低。6.省力：這種設計可以有效、舒適及不費力地
使用。7.適當的尺寸及空間供使用：不論使用者體

公告/
公開日

專利名稱

固 M502480 20150611 車窗擊破器

型、姿勢或移動性如何，這種設計提供了適當的大
小及空間供操作及使用。

玻璃擊破器專利摘要表

M501270

定 I442953

20150521 敲擊式玻璃擊碎裝置

M439487

20140701 擊破器
20121021 擊破器

M417930

20111211 玻璃擊破器改良結構

型 M304342 20070111 強化玻璃擊破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現有的十三項擊破器專利作為本
概念參考及評估準則，並提出玻璃擊破器之創新設
計改良。為使目標概念達到理想的使用性，本研究
透過專利檢索，找出有關玻璃擊破器的專利。同時
進行專利分析，並從中分析出可創新設計的可能

363426

19990701 逃生用玻璃窗擊破器

攜 M531297 20161101 玻璃擊破器
M475968
帶 D163188
M277471
性 M244099
499960

20140411
20140921
20051011
20040921
20020821

車輛用車窗玻璃擊破器
擊破器筆具
強化玻璃擊破器
強化玻璃擊破器
強化玻璃擊破器

性，導入通用設計的七大原則來使產品更能符合大
本研究透過三人焦點小組依據相關性進行現

眾化的實用性，本研究流程圖，參考圖 1 所示。

有十三項專利進行分析其功能及技術，藉以瞭解玻
璃擊破器的發展現狀。最終提出結合汽車排檔桿之
玻璃擊破器概念創新設計，與其他的十三項專利完
全不同，屬於一創新概念的設計提案。

四、玻璃擊破器的創新改良
本設計主要以結合汽車排檔桿之玻璃擊破器
進行概念創新設計。依據通用設計的七項原則思考
出玻璃擊破器雛形後，再利用現有玻璃擊破器專利
來對本概念進行修改，整合，最後得出本研究的創
新設計概念是否能有貢獻性。
圖 1 研究流程

（一）創新概念
透過專利檢索分析，由四人焦點小組依據創

依據確認的主題，本研究鎖定搜索檢索範圍為
玻璃擊破器，進一步瞭解玻璃擊破器中所包含的技
術與特徵，用以作為後續相關概念設計或申請專利
等重要參考資料、本研究以「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
索系統」作為檢索工具以發明、新型專利為檢索關
鍵字為「玻璃擊破器」。本研究透過四人焦點小組
為討論，篩選出相關的十三種專利資料繪製成專利

新的七項原則進行玻璃擊破器的評估，本研究選出
最具相關性的三件現有專利進行功能分析，分述如
下：
專利 M277471(圖 2)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能夠
擊破強化玻璃並兼具切斷安全帶、及體積小又便於
攜帶的擊破器。技術方面，擊破器構造是一撓性垂
向長條直板，其一端設置橫向突出擊鎚，另端則增
設具有切割用的刀刃；藉由長條直板插入窗縫內，
2

2017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暨論文競賽
再以外力拉引長條直板使其與強化玻璃形成一夾
角，而在外力釋除後藉由長條直板本身還原產生的
彈力，使突出擊鎚敲擊在強化玻璃表面使其分解破
裂；而位在長條直板側緣的彎弧形凹口切刃，能將
安全帶導入凹口內而藉切刃予以迅速切斷者。其專
利技術符合簡易及直覺使用與省力的特性。但其專
利對於彈性使用與適當的尺寸及空間供使用方面
的做法可能未有實質的擊破效力。

圖3

M439487 專利技術展示

專利 499960(圖 4) 係關於一種強化玻璃擊破
器，主要是有鑑於習用強化玻璃擊破器，存在有擊
破力道不足及擊破時間過長等缺點；乃設計以一動
力源驅動破壞筒來壓縮強力彈簧，並經由釋放壓縮
彈簧之瞬間回彈力，而驅動破壞筒來強力敲擊強化
圖2

M277471 專利技術展示

專利 M439487(圖 3)，該創作之目的在於提供
一種能夠擊破強化玻璃並兼具切斷安全帶、及體積
小又便於攜帶的擊破器。技術方面，擊破器構造是

玻璃形成破碎，以此達到快速且有效擊破強化玻璃
逃生之目的。其專利技術符合省力的特性。但其專
利對於彈性使用、容許錯誤與適當的尺寸及空間供
使用方面的做法不夠妥當。進而給予本研究更大的
修改及構想空間。

一撓性垂向長條直板，其一端設置橫向突出擊鎚，
另端則增設具有切割用的刀刃；藉由長條直板插入
窗縫內，再以外力拉引長條直板使其與強化玻璃形
成一夾角，而在外力釋除後藉由長條直板本身還原
產生的彈力，使突出擊鎚敲擊在強化玻璃表面使其
分解破裂；而位在長條直板側緣的彎弧形凹口切
刃，能將安全帶導入凹口內而藉切刃予以迅速切斷
者。其專利技術符合簡易及直覺使用與省力的特
性。但其專利對於彈性使用與容許錯誤方面可能未
有明顯的功能改善。
圖4

499960 專利技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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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構圖與使用說明圖解
本研究主要結合創新的七項原則與了解十
三項專利中的優缺點，進行創新改良的概念構想。
因而提出一款 3D 概念圖，以及整合型車用玻璃擊
破器的使用說明圖解。

圖 5 整合型車用玻璃擊破器使用流程
圖 7 整合型車用玻璃擊破器概念 3D 圖

本研究嘗試使用概念概新方法，在產品設計
初期能幫助設計師有組織、有系統的將零碎記憶
訊息組合成有意義的處理方法，經過分析及分類，
設計師能夠清楚地瞭解自己的思考架構和整合大
量繁雜的訊息來找出不同方向的問題，有助於歸納
統整、啟發延伸的效用。顯示概念構圖除了當作學
習工具之外，也可用來找尋問題。

五、結語
本研究應用通用設計中的七項原則檢視玻璃
擊破器相關案例，協助設計師藉由建議的創新法則
搭配玻璃擊破器參考案例，利用現有產品創新技術
有效率地拓展設計構思衍生創新概念。本研究提出
整合型車用玻璃擊破器概概念創新設計提出一款
結合玻璃擊破器於自用小客車排檔桿設計。本研究
所設計之玻璃擊破器操作符通用設計原則，透過使
用者以觸發啟動機制，即可藉由壓縮氣瓶所產生之
壓力源來驅動裝置內的撞針產生作動，以發揮最大
圖 6 整合型車用玻璃擊破器概念結構圖

撞擊力來擊破玻璃。此項設計不但將有效擊破玻
璃，更能大幅縮短逃生時間，也不需要花費使用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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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3 期，頁 23-34。

太多的力氣，空間運用上也不像傳統擊破器般需要
一定的施力空間。裝置只要觸碰車窗玻璃即可立即

4.

蔡佩君、謝宛霖、羅際鋐、郭炳宏(2016)。萃

觸發衝頭，壓縮氣瓶的替換方式與裝置本體的解拆

智(TRIZ)結合感性工學於蛋糕模創新開發之

/重組也相當簡易，無需使用時即是排檔桿。此概

研究。2016 大中華系統性創新研討會論文

念設計未來能廣泛應用於自小客車中，亦將是一件

集，健行科技大學，台北，台灣。

安全又放心的概念應用。

5.

蔡政旻、林勁亘、黃靖凱、王志慷(2015)，文
創商品之設計與開發-以八仙典故應用於文具

六、參考文獻

商品為例，2015 大中華系統性創新研討會論

1.

文集，台北科技大學，台北，台灣。

王藝霖、周勇（2007）
，關於技術創新的文獻
綜述，機電產品開發與創新，第 20 卷，第 6

2.

6.

Trachtman, L.H., Mace., R.L., Young,

L.C.

期，頁 18-19。

and Pace, R.J. (2000). The universal design

馬鋐閔、陳明石（2010）
，通用設計概念發展

home: Are we ready for it?, Physical &

之基礎研究，中華民國設計學會第五屆設計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Geriatrics, Vol. 16,

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論文集下冊，中華民國

No.3-4, pp. 1-18.

設計學會，臺北。
3.

鄧志堅、黃裕峰(2011)。TRIZ 創新設計運用
在衣架之改良。科學與工程技術期刊，第 7

5

2017 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暨論文競賽

AN INNOVATIVE DESIGN OF INTEGRATED GLASS BREAKER AND GEAR
LEVER FOR AUTOMOBILE
Cheng-Min Tsai 1*, Chen-Wei Lee2,Yu-Han, Lee 3, Pu-Jian Huang4
Department of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Management, Far East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s e-mail: ansel.tsai@gmail.com

ABSTRACT
When a traffic accident, the occupants can safely escape is to safeguard the life of the primary. The
conventional device in the car with the glass breaker, its operation requires an appropriate distance with
enough working urging force to break the glass. However, most people in the event of an emergency
situation of the moment, is not easy to calmly deal with the critical scenes, and the vehicle body by
extrusion or accident, so that there is no space enough to break the glass operations, so as to miss the first
time to escape. In this study, the gas-based glass break device was designed base on the car’s gear lever as
following the universal design rule. The user to press the start button that can be generated by the source of
compressed gas cylinders to drive the striker produced within the device actuation to break glass. This
design not only will effectively break the glass, more 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time to save life. The users do
not need to spend too much effort, the use of space unlike conventional devices typically require some break
urging space in car. Only within the same cylinder device can be reused about eight times, compressed gas
cylinders alternatives is quite simple, forecast the future of the product can be widely used for personal use
of small passenger cars and utility of the invention commodity creative home space.
Keywords: Glass breaker, Air Pressure, Innovation, Gear l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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