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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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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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通用設計的觀
點，進行設計創新提案討論，提出以壓縮氣體為基礎的玻璃擊破器。透過使用者以按壓啟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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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內的同一隻氣瓶可以重複使用約八
次，壓縮氣瓶的替換方式也相當簡易，預估未來本產品可廣泛應用於自用小客車以及居家空間的
實用創意發明商品。
關鍵詞：玻璃擊破器、自用小客車、通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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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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al design
cri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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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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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s, Univers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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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二、 文獻探討

當交通意外發生時安全逃生是相當重要的。

以使用者為中心(User-Centered Design)的設

傳統的車窗擊破點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使玻璃擊

計即是通用設計的考量重點。Rubin(1994)認為以使

破已達逃生的目的。但是一般人在遇到緊急狀況發

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是以使用者為中心向外發展。

生的當下，通常很難冷靜地處理事件，更別說是老

在產品設計與開發程序中，使用者需求是最前端也

人和小孩遇到如此危急場面的反應，又或是事故車

是最重要考慮的因素，且越早確定設計需求越能降

體受到擠壓變形，以致沒有揮動破窗工具的間距，

低產品開發的成本和風險。透過從操作的便利性到

將會錯失逃生的黃金時間。例如 2015 年 9 月基隆

認知的介面，亦或操作之理解性與親和性到感性的

東防波堤，在晚間發生一起人車落海意外！兩位釣

介面，因而得到精神面的滿足，可知最後符合人性

客在完成釣魚作業並駕車離開時，因車輛暴衝，連

化的需求才是設計之重心，因此能讓產品操作簡

人帶車衝入海底，有專家指出因為車速過快使車子

易、減少錯誤、更加符合人的心智模式都是需進一

快速落入海裡。由於海底的水流氣壓造成車主無法

步探討與研究的目標(陳明石、曾映霖, 2010)。依

順利開啟車門逃生。類似案例可在新聞事件中聽

據 1998 年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通用設計中心

聞，本研究為考量自用小客車之車內，應設置玻璃

Ronald L Mace 教授提出的通用設計有七項準則。

擊破器之議題進行評估與提案設計。

1.平等使用(Equitable Use)：產品設計對任何使用著
都不會造成傷害或使其受窘。2.產品可靈活彈性的
使用(Flexibility in Use)：產品設計涵蓋了廣泛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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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喜 好及能力 。 3. 簡易及直 覺使用 (Simple and

璃擊破進而達到逃生的目的。不過，一般人在遭遇

Intuitive Use)：不論使用者的經驗、知識、語言能

發生緊急狀況的當下，不易冷靜處理危急場面，又

力或集中力如何，這種設計的使用都很容易了解。

或是事故車體受到擠壓變形，以致沒有足夠操作玻

4.明顯的資訊(Perceptible Information)：不論周圍狀

璃擊破器的空間，以致於錯失逃生的第一時間。因

況或使用著感官能力如何，這種設計有效地對使用

此引發本研究提出一款可用於狹小空間之玻璃擊

者傳達了必要的資訊。5.容許錯誤(Tolerance for

破器操作原則的設計動機。此項設計不但將有效擊

Error)：產品設計將危險及因意外或不經意的動作

破玻璃，更能大幅縮短逃生時間，也不需要花費使

所導致的不利後果降至最低。6.具省力操作(Low

用者太多的力氣，空間運用上也比傳統擊破器更具

Physical Effort)：產品設計可以有效、舒適及不費

有實際的效用性。

力地使用。7.適當的尺寸及空間供使用(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to use)：不論使用者體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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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上述七項原則進行自用小
客車車內使用之玻璃擊破器設計與開發評估。
三、 設計問題與研究動機

四、 設計目的與設計研究方法
依據本研究前述所提出之設計問題與動機，本
研究進一步擬訂設計目的為：1、提出一款可用於
狹小空間(以自用小客車為例)之玻璃擊破器；2、完
成玻璃擊破器之設計模型製作以提供後續之使用
性評估與設計改良。本研究以焦點小組討論方式，

一般在公共運輸車輛或辦公大樓等公共空間

針對自用小客車車內使用玻璃擊破器可能之問題

中，皆會設置有可供逃生之緊急逃生窗或破窗工

點進行評估。由兩位機構設計專家，一位商品設計

具。其中，公共運輸車輛常見之破窗工具為鐵鎚

師進行焦點小組討論，透過 2 次反覆修正其可行之

型；公共空間之玻璃擊破器則大多數為斧頭型。然

方案，以及評估產品之外觀雛形與內部機構可能產

而，斧頭或鐵鎚之重量較重，且體積較大，在操作

生之問題。

上較為不易，尤其是婦女、高齡者或小孩，其臂力
較為不足，在操作上常有無法施予足夠之撞擊力，

五、 設計原理與設計提案

亦使玻璃無法順利地被擊破，進而喪失黃金逃生時
間之問題。 此外，由於目前許多以玻璃帷幕為基
礎的公共空間，其隔間或窗戶皆會採用強化玻璃。
雖然可利用撞擊強化玻璃之角落來碎裂強化玻
璃；但若無法施予適當之撞擊力道，反而會阻礙逃
生之慮。當發生緊急危難時，人們往往無法做出正
確的方式來使用擊破裝置。敲擊玻璃，特別是高齡
者甚至是一般婦人，也有可能因此錯失逃生的黃金
時間。同時上述之玻璃擊破器並不符合於自用小客
車車內使用之通用設計原則。

本研究之設計策略以通用設計為原則，進行
玻璃擊破器之設計提案。其玻璃擊破器除了改良目
前玻璃擊破器的操作問題，更主要是結合 CO2 氣壓
的方式進行擊破玻璃。目的是減少以往玻璃擊破器
之個體體積以及操作上的使用性問題。同時，本研
究所設計之自用小客車車內使用玻璃擊破器以通
用設計的七項準則來檢視設計成員之可行性。本研
究之焦點小組在 玻璃擊破器之設計提案草圖階
段，同時提出以壓縮氣體為基礎的玻璃擊破器，及
其使用何種壓力源來驅動裝置內的撞針產生作動

由於自用小客車在交通意外發生時，車內人

的方式(圖一)，經過多次的修正之後本研究提出可

員可以安全逃生是維護生命的首要條件。以往具有

能之設計方向的產品尺寸圖(圖二)。本研究以通用

配置於自用小客車車內用的玻璃擊破器，其操作過

設 計 之 七 項評 估 準則 進 行產 品 之 設計 探 討 (表

程需要合適的施力距與足夠的操作力量，才能使玻

一)。使用者以按壓啟動機制，即可藉由壓縮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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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之壓力源來驅動裝置內的撞針產生作動(圖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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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內的同一隻
氣瓶可以重複使用約八次，壓縮氣瓶的替換方式也
相當簡易，預估未來本產品可廣泛應用於自用小客
車以及居家空間的實用創意發明商品。
表一 通用設計之七項評估準則
評估準則

評估結果

平等使用

產品設計用於任何駕駛或乘客

圖一

玻璃擊破器之設計提案草圖

圖二

玻璃擊破器之產品尺寸圖

都不會造成傷害或使其受窘。
靈活使用

本玻璃擊破器之體積小，方便收
納於自用小客車內之前座操控
面板或後座扶手。

簡易及直覺

本玻璃擊破器只有一個起動鈕

使用

不論使用者的經驗、知識或體力
皆可容易了解與使用。

明顯的資訊

不論危急的狀況，使用者可有效
的傳達了必要的資訊，例如：於
第一時間擊破後以進行後續等
待救援。

容許錯誤

本玻璃擊破器平時不具危險
性，對於不當的操作亦無危害。

具省力操作

本產品設計之重點即具省力操
作，而且使用者可以有效、舒適
及不費力地使用。

適當的尺寸

不論使用者體型、姿勢或移動性

及空間供使

如何，本玻璃擊破器提供了適當

用

的大小及空間供操作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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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頭型式為尖頭，但擊發過多次後會有發現變形
之情況，所以未來改進的方向會朝向球型，不但
可以保持點對點的接觸，更可避免衝頭變形的產
生。本產品的設計方向針對自用型小客車安全措
施，此產品的操作方式快速簡單，無經驗者也能
快速上手，無誤觸之疑慮，雖說現在的自用型小
客車的安全措施以經半完善了，但是只能保護車
圖三 玻璃擊破器之操作三步驟

上的人員的安全，並無逃生的方式。本產品的設
計就是以此為導向本產品在市場的競爭優勢大，
因為目前市場上針對自用型小客車的安全逃生產
品種類不多，規模也不大，所以本產品在推出時
能夠在市場上更容易的搶占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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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該產品仍有兩項重點需要改進。1.增加氣瓶內
的容量：經過多次的測試，12g 的氣壓瓶大約只
能使用 8 次。未來可以進一步改良安裝 16g 的氣
壓瓶以提高使用次數；2.改良衝頭型式：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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