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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視學生的閱讀
國立台中師院 特殊教育學系 莊素貞

壹、弱視教育服務發展階段
㆒、第㆒階段：1950 之前
盲童的教育史已歷經好幾個世紀，而弱視兒童的教育延至二十世紀初才開
始發展。1908 年哈曼 ( N. Bishop Harman) 在倫敦設立第一所低視力學校。
1913 年艾倫 ( Edward E. Allen) 於波士頓設立美國第一個低視力班，最初稱為
「半盲班級」，後來改為「眼睛保留班級」，後又再改為「視力保存班級」
(sight-saving class)。「視力保存班級」的教學理念為「避免費力閱讀印刷字，
以保存視力」。這個時期教育弱視兒童與盲童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弱視學童跟
盲童一樣學習點字摸讀，有些老師為了不讓弱視學童用眼睛辨識點字符號，點
字教學時就故意把教室光線調暗，或用布條矇著學生的眼睛，形成相當有趣的
教學景象（Burritt, 1916）
。同年，艾溫 ( Robert B. Irwin) 於克立蘭（Cleveland）
成立第二個低視力班。艾溫認為弱視學生與盲童學習的教材是不同的，所以主
張將弱視兒童與盲童分開教學。在 Waverly 學校，弱視學童儘可能跟一般視
力正常的學童一起上課學習。在 1925 年，Cincinnati 大學成立第一所弱視教
育師資培育計劃班，開設 30 小時課程，包含教材教法、教學實習、與眼科學
等科目。在 1943 年，由 Hathway 執筆第一本弱視教育教科書正式出版。在
1947 年，美國盲人出版屋（American Printing House for the Blind, 簡稱 APH）
正式印製大字課本給就讀學校的弱視學生。

㆓、第㆓階段：1950－1970s
在這個時期，弱視學生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友越來越多的趨勢（Hanninesn,
1979），也讓學校教育工作者開始探索思考教育這群學童的方法與策略。
Barraga（1964）研究發現指出：弱視兒童的視力很少會因使用受到損害；反
之，應在各種情境盡量使用殘存視力，以提昇視覺效能。此項重大的研究發現
改變了長久以來視障教育工作者對弱視兒童視力使用的看法。爾後 Ashcr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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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iday 與 Barraga（1965） 複製 Barraga 的研究設計，所得到的研究結果是
一樣的。 Holmes （1970）以成年弱視者為研究對象複製 Barraga 的研究設計，
結果亦是相同。於是在 1970 年美國盲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Barraga 所研編的
弱視兒童視覺效能發展與教師指導手冊。至此以後閱讀印刷放大文字的弱視兒
童人數大為激增。

㆔、第㆔階段：1970－1980 ㆗期
美國 1975 年身心障礙兒童教育法案( P.L. 94-142) 明文規定：所有美國身
心障礙兒童都有接受免費、適當的公立學校教育。因為這個重要法案的通過，
越來有越多的弱視學童進入公立學校就讀，越來有越多的相關的教育與研究人
員談論與探討如何提供適當的印刷文字閱讀媒介、光學輔助器材的使用等議
題。這個時期也是視力復健服務擴展的階段。隨著科技的提昇，遠距與近距光
學輔助器材的功能越來越多，品質越來越好，讓弱視學生可以利用傳統的光學
輔助器材讀取電腦螢幕的文字。在 1980 後期，電腦擴視軟體（large-print access
programs）的研發，讓弱視學童可以依照個別視覺狀況與需求，將電腦螢幕文
字放大、反白使用。 Corn 和 Koenig (1992) 聯合發表聲明大字印刷課本的使
用限制，並呼籲全國上下給予所有弱視學童有接受使用光學輔助器材評估的機
會。
西密西根大學於 1972 年成立第一個弱視者定向行動的訓練課程（Apple,
Apple, & Blash, 1980）
。爾後，賓州學院視光學碩士班於 1983 年成立，弱視者
視力復健服務從此逐漸擴展。

㆕、第㆕階段：1980－1990 ㆗期
在這個時期，跨領域專業團隊服務模式逐漸受到重視。一些有關倫理議題
慢慢浮現（如視障者是否可考駕照）並受到廣泛的討論。大字課本的存在價值
再度受到嚴重質疑。美國特殊教育年會（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簡
稱 CEC）所屬的視覺障礙組於 1991 年發表了一份立場聲明書，倡導弱視學童
善用適當的光學輔助器材閱讀印刷文字，以提昇視覺功能。 Corn 和 Koenig
(1992) 聯合發表聲明大字印刷課本的使用限制，並呼籲全國上下給予所有弱
視學童有接受使用光學輔助器材評估的機會。

㈤、第㈤階段：現階段
弱視教育在這階段進入各領域整合與合作的階段。美國視障教育學術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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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全盲與弱視教育期刊（Journal of Visual Impairment & Blindness，簡稱
JVIB）－刊登內容取自不同領域的論述與研究。每年有超過 350 篇與弱視專
業領域有關的文章被發表出來。在 1993 年，有來自 60 多個國家 600 多位相
關專業人員前往紐西蘭參加國際弱視會議，討論如何提昇弱視教育及弱視者視
力重建的相關問題。

貳、閱讀的重要性
「閱讀是一切教育與學習的核心」。對國小階段學童而言，閱讀不但是學
校佔時最多的教學科目，也是其它學科學習的基礎 (謝雯鈴，黃秀霜，民 86)。
根據研究，如果兒童在三年級之前不能奠定好的讀寫能力，其它學科的學習也
將會遇到很多挫折，因為閱讀幾乎成為每一門學科知識學習的基礎 (引自齊若
蘭，民 91) 。林寶貴 (民 75) 亦曾指出國小階段兒童一但產生閱讀的問題，
則對其學業、社交即未職業生活等適應能力都會造成重大影響。
閱讀能跨越時空的限制，拓展人類的視野，透過大量閱讀累積許多常識、
知識後，就能增廣見聞，使一個人具有足夠的辨識能力，進行批判性的思考。
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證明，閱讀和聯想力、創造力、感受力、理解力、記憶力、
都有極大密切的關聯。由此推論，一個國家國民平均閱讀能力越高，其未來在
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力也越強，所謂「閱讀即未來」就是這個道理。有鑑於此，
世界各國無不重視與大力推動閱讀，為了帶動兒童閱讀，為小孩說故事也成了
各國部會首長與元首的必修課程。曾大力推動閱讀運動的前教育部長曾志朗指
出：「閱讀是教育的靈魂。」其任內積極推動兒童閱讀運動，並且提撥二億幼
教經費及一億國教經費推動閱讀。同時編列預算推動親子閱讀與培訓三百多位
種子教師，希望三年內全國至少有一千多所國小將閱讀列為課程學習的一部
份。啟動英國閱讀年的英國教育部長布朗奇 David Blunkett 也指出：
「每當我
們翻開書頁，等於開啟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石。在我們所
作的事情中，最能解放我們心靈的，莫過於學習閱讀。」在閱讀年，英國政府
借助各種傳播工具，鼓吹閱讀的訊息。同時政府提撥了一億多英鎊購書經費，
增加小學閱讀課程、結合學校、家庭、圖書館、企業、媒體等，共同推動閱讀
運動，讓全國都沐浴在喜愛閱讀的氣氛中。美國布希總統上任後提出「不讓任
何孩子落在後面」 (No Child Left Behind) 的教育改革方案，並將「閱讀優先」
作為政策的主軸，提撥五十億美元的經費，希望在五年內讓美國所有學童 (包
括弱勢學生) 在小學三年級以前具備基本閱讀能力。不管是柯林頓的「美國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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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挑戰」運動或現任總統布希的「閱讀優先」方案，美國每位總統上任後皆大
力提倡閱讀。為了讓未來的世代在全球競爭中贏在起跑點，加拿大也提昌「培
養閱讀人」 (Raise a Reader) 的計劃並且致力打破先天與後天的不平等。除了
幫助經濟較差的家庭外，也關心先天就有障礙的孩子，譬如贊助加拿大全國失
明學會，分送盲童許多會說話的泰迪熊，藉由藏在小熊肚子內的錄音機，讓盲
童用耳朵收聽喜愛的有聲讀物，進而培養與提昇其閱讀能力。

㆒、弱視生的閱讀能力
(㆒) 閱讀速度
弱視生獲取外界資訊的方式通常有三種：1、將目標物體或影像放大；2、
將眼睛貼近目標化影像；3、使用光學輔助觀察目標物 (Barraga & Erin，1992)，
因此大部分的弱視生閱讀時會遇到因使用印刷放大文字，或者使用光學輔助工
具而造成閱讀範圍縮小的情況 (一次注視下能看見的文字數)，因此閱讀時就
需要比一般視力正常者更多的注視和掃讀動作，相對的在閱讀速度就會較慢，
又因弱視生因不同的病因、視力程度、視覺特質、及視覺經驗，其閱讀速度差
異亦很大。佐藤 (1975) 研究發現弱視生的閱讀速度比正常學生要緩慢 (引自
張勝成，民 79)。李永昌、陳文雄和朱淑玲 (民 90) 研究結果顯示：以閱讀大
字課本來說，弱視生每分鐘速度從 298~12 個字不等；平均每分鐘閱讀速度為
120 個字；以光學輔助器材閱讀一般印刷文字者每分鐘約 298~20 個字不等。
杞昭安 (民 79) 為了解弱視生所需字體級數大小，從台北啟明學校 147
名學生中，挑出 39 名具國字閱讀能力者 (高職 15 名、國中 17 名、國小 7
名) ，參與研究。在閱讀速度方面，高中職弱視學生平均每分鐘 145 個字；
國中弱視生每分鐘 97 個字；國小弱視生每分鐘 47 個字。弱視生的平均閱讀
速度每分鐘 64 個字，僅為明眼人的六分之一。
Whittaker 和 Lovie-kitchen (1993) 指出一些嚴重影響弱視生閱讀速度的視
覺因素包括：
1、視力保留度 (acuity reserve) ，係指印刷字體大小與視力閾限之比率。
對於弱視者而言，當視力保留度降至 2：1 以下後，閱讀便會受到阻礙。
2、對比保留度 (contrast reserve)，係指印刷體之對比值與對比值閾限之比
率。對比保留度小於 20：1 後，閱讀速度會產生比率遞減。
3、視野：係指週邊視野能看見的字數。閱讀時，眼睛一次能看見四個字
情況下可獲得最順暢的閱讀率。
4、中心盲點大小 (針對黃斑部功能喪失者)。眼底盲點直徑小於 8 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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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得最佳的閱讀速率。
閱讀速度過低會影響對文章內容的理解。弱視生在閱讀時若能改善視力與
對比保留度並增加視野，對於閱讀速度的提昇有很大的幫助(Carver，1990；
Gibson & Levin，1975)。
(㆓) 閱讀正確度
一般視力正常人所用的閱讀技巧有三種包括：注視、掃讀、眼球左右掃視
並自然的向下移至下一行。在注視的時候，正常視力的人的眼睛會停留在一個
固定的字或字的某個部分上一段時間並仔細地檢視眼球所停留的文字，有時候
會稍微移動眼球看看下一個字，以解讀該字，這種稍微移動眼球的運動稱為掃
讀。正常視力的讀者會以矩形垂直方向看下一行文字，在他眼球做矩形垂直位
移時，將下一行的文字帶入視線內。在新的一行，眼睛會重新固定一次，整個
過程週而復始的進行，直到看完整頁為止。如果注視和掃讀的動作進行恨順
利，那就表示在第一次閱讀時讀者便能抓取大部分的資訊，也就勿須多做回頭
掃讀的動作，閱讀速度便不會太慢。假若閱讀者無法很平順地做眼球注視與掃
讀的動作，閱讀時可能就會發生漏字跳行，或同一行讀兩遍的情況發生，閱讀
精確度也就會受到影響。
岡田在 1972 所做的研究結果發現：弱視生在字形類似之文字較易錯誤，
但整體而言，弱視生與正常學生並未達到顯著水準 (引自張勝成，民 79) 。
張勝成 (民 84) 指出弱視生間視覺狀況個別差異甚大，文字認知能力亦有所
不同，其閱讀狀況大致可分下列四種：1、文字看不清楚而無法閱讀；2、文字
看不清楚而閱讀錯誤；3、不會讀—因為看不見；4、不會讀—因為看見了但不
會讀。閱讀包括文字認知與理解兩個主要成分，而文字認知更是理解的基礎，
假若學生在最初的文字認知學習發生了困難，往後各項有關閱讀理解的學習也
會受到影響。國小階段的學生，隨著學年的增加，不但國字字數增加，筆劃較
多的國字也逐漸增加，因此國字的學習是相當重要的。教師應掌握弱視生文字
認知與閱讀狀況後，才能對症下藥，選擇適合的教學策略輔導學生。可行之方
法如下：
1、文字整體形狀的掌握。藉由反覆練習，加強辨識文字整體的特徵，以
提昇認字能力。
2、部首與偏旁分類練習。為了讓弱視生徹底記住國字，應把國字分成部
首與偏旁來教學；並把弱視生容易錯誤的傾向分成類型以讓其確實記
住。老師可準備若干國字卡片，讓學生把部首與偏旁分類，或把部首
與偏旁結合，作為國字的練習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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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利用速讀機讓弱視生盡快認知各類文字及大小不同的國字。
（㆔）閱讀理解力
Peck (1933) 以 234 弱視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弱視生與正常學生的理解力
並無差異。Bateman (1962) 以 131 名為對象，結果發現弱視生的平均閱讀年
齡比生理年齡低六個月。佐藤 (1974) 以弱視生為研究對象，分析其理解力，
結果發現如果給予等同時間來施測，小學弱視生理解力較正常學生差，但如果
給予二倍時間來施測，則兩者的理解力沒有差異(引自張勝成，民 79)。
理解是閱讀的最終目標。如果對於閱讀內容不瞭解，即使弱視生具有比一
般人有更快的閱讀速度，整個閱讀價值也就大大減低。在認知心理學中訊息處
理取向可分為二種模式：
1、由下往上的處理 (bottom-up model) ：
「由下往上的模式」又稱資料導
向 (data-driven) 的處理，主張文意的理解是建立在認字的基礎上。持
這種主張的學者 (Gough，1972；La Berge & Samuels，1974) 認為，
理解文意的過程中，文章內容所提供的訊息遠比先前所擁有的知識重
要。
2、由上往下的處理 (top-down model) ：「由上而下的模式」強調儲存在
記憶中的知識對於閱讀理解的引導。當個體受到外界刺激時，大腦會
主動詮釋所接受的外來訊息，這種訊息處理的方式經常依據既有的知
識或期望，協助詮釋資訊不足或不完整的感官輸入，所以又稱「概念
導向處理」 (conceptually driven model)。
一般人閱讀時通常會由上下文猜出所想要認知文字的意思，雖然無法看清
文字到底是什麼，還是能夠藉由句子其它的字義來推敲該字的涵義，這種訊息
處理效應稱為「脈絡效果」。換言之，閱讀時，若常停留在某處，即會失去脈
絡效果，而減緩閱讀速度；反之，若能善用脈絡效果，不但可提升辨認文字的
能力，對於訊息記憶也非常有幫助。弱視生的閱讀理解力可經由增強文字辦識
力或善用句子脈絡效果而提昇 (Watson, Wright & Del’Aune，1992)。
(㆕) 閱讀距離
閱讀時眼睛與書本的標準距離為 30-40 公分；眼睛與書本的距離越接近
標 準 閱 讀 距 離 ， 眼 睛 較 不 易 疲 累 ， 閱 讀 持 久 度 就 能 越 長 (Mangold &
Mangold ,1989)。弱視生閱讀時，眼睛會極靠近閱讀的資料，以正常視力者的
觀點， 這是一種不標準，有害視力的閱讀姿勢，但對弱視生而言，這是一種
正常的閱讀行為 (張勝成，民 89)。
閱讀的持久度除了與視力受損的程度息息相關之外，與閱讀者在讀書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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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舒不舒服，心情放不放輕鬆有高度的相關性。人體工學所創造出來的舒適度
很重要，如果能為讀者創造一個舒適的閱讀空間，閱讀時也就不需要花時間在
調整舒適度上，自然可增長閱讀時間。其次，在閱讀時如能放鬆眼睛、頭部、
頸部和背部肌肉，也能延長閱讀持久度。

㆔、弱視生閱讀能力層面與發展階段
Koenig (1992) 將弱視生閱讀能力分為下列四個層面：
（一）一般稱沒有正式接受教育者為文盲，英文字為 illiterate，亦指沒有讀寫
能力者，因此讀寫能力 (literacy) 被視為學校教育的重要基礎乃是普遍
的共識。其中閱讀能力的發展又先於書寫能力，因此閱讀是一切教育的
基礎，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能力，雖然有些技能 (如，電腦操作技能、
數學、問題解決能力) 也被視為接受正式教育者應具備的能力，但是這
些技能的養成也是建立在閱讀能力基礎上。
（二）在閱讀溝通的過程中，假若寫作者與閱讀者使用的媒介不同 (如：點字
和印刷文字)，但在傳遞接收訊息的媒介需求上可以找到一個共同點，
雙方溝通就能順利無阻。譬如：盲人與明眼人所使用的閱讀媒介雖有不
同，但在書信往來溝通的過程中，盲人利用盲用電腦轉譯軟體，將點字
轉成視力正常者可閱讀的印刷文字；反之，視力正常的明眼人亦可利用
轉譯軟體將印刷文字轉成盲人可閱讀的點字，如此雙方之間的溝通障礙
可獲解決，整個溝通過程必會順利流暢。
（三）閱讀能力培養的最高境界是能將它有效地應用在日常生活的各項活動。
譬如：尋找朋友電話號碼；與親朋好友書信往來；上網查詢資料；閱讀
學 校教科書、入學申請表格、餐廳價目表、閱讀工作指導手冊等。
（四）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弱視生所需的閱讀能力亦不相同。Koenig (1992) 將
弱視學童所需發展的閱讀能力分為三個層級－早期閱讀能力、學科閱讀
寫能力、及功能性閱讀寫能力，茲分述如下：
1、早期閱讀能力
視覺是人類獲取資訊的主要感官，估計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
資訊是經由視覺獲取的 (Geruschat & Smith，1997)。根據皮亞傑
(Piaget，1964) 的觀點，視覺作用在兒童的認知發展過程中扮演非常
重要的角色；兒童早期視覺的喪失，會影響感覺動作期與運思前期
的認知功能。嬰幼兒經由對外界事物的感覺探索，發展知覺，形成
概念，此乃奠定抽象知識的基礎。弱視生因為無法接受外界充分的

74 ㈵殊教育叢書

視覺刺激，因此在概念和溝通領域的發展處於相當不利的情況。
視障學生由於視力與行動受限，無法像視力正常學童自由參與
各類活動，生活體驗的機會也就較為缺乏，間接影響閱讀先備能力
的建立，如：敘述發生的事件、辨識標誌符號、塗鴉畫畫等。
「行萬
里路，有如讀萬卷書」闡明生活體驗之於知識獲得的重要性。因此，
D’andrea 和 Farrenkopf (2000) 建議視障幼童早期閱讀能力的培養
可遵循 Lowenfeld (1973) 所提出的三大教學原則：（1）從做中學的
經驗；（2）提供具體的經驗；（3）統整經驗，讓弱視生利用具體的
操作學習，增強概念的建立，進而統整所有片斷的經驗，以提昇其
早期閱讀能力。
2、學科閱讀能力
Koenig (1996a) 認為弱視生教學與評量都是必須透過其使用的
主要閱讀媒介來進行，譬如：使用印刷放大或點字課本教學或使用
放大字體或點字試卷進行期中學習評量，所以學齡階段弱視生的閱
讀訓練重點應放在學科閱讀能力的培養，並達到精熟使用主要閱讀
媒介，及至少八年級生平均閱讀能力水準的目標。要達到上述目標
必須落實下以三項重要工作：
（1）善用各類的輔助器材與科技產品；
（2）改善學習環境；
（3）及提昇視覺效能，有效利用視覺從事遠端
或近距工作。隨著弱視生年級的遞增，課本字體越小，所學內容越
高深，所需的參考資料越多，必須完成更複雜的報告，因此在這階
段，善用各種輔助工具提昇閱讀能力，以應付目前與未來在學業上
的需求對學齡弱視生是相對的重要。譬如：使用放大鏡、擴視機、
大字課本閱讀學校教科書。
3、功能性閱讀能力
功能性閱讀能力有別於傳統學科閱讀能力，其強調藉由環境的
改善 (燈光明暗的調節) 、各種輔助工具 (放大鏡、望眼鏡、語音合
成器、報讀服務) 的善用，以完成一連串日常活動與工作，而所使
用的輔助工具可能隨著地點與活動性質改變而有所不同，譬如：一
個人使用望眼鏡找到特定餐廳的招牌；取出放大鏡閱讀午餐價目
表；用完午餐回到工作崗位使用電腦擴視軟體系統從事文書工作。

㆕、弱視生㈻科閱讀能力的培養
（㆒）視覺效能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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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童的教育史已歷經好幾個世紀，而弱視兒童的教育延至二十世紀初才開
始發展。1908 年哈曼 ( N. Bishop Harman) 在倫敦設立第一所低視力學校。
1913 年艾倫 ( Edward E. Allen) 於波士頓設立美國第一個低視力班，最初稱為
「半盲班級」，後來改為「眼睛保留班級」，後又再改為「視力保存班級」
(sight-saving class)。「視力保存班級」的教學理念為「避免費力閱讀印刷字，
以保存視力」。這個時期教育弱視兒童與盲童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弱視學童跟
盲童一樣學習點字摸讀，有些老師為了不讓弱視學童用眼睛辨識點字符號，點
字教學時就故意把教室光線調暗，或用布條矇著學生的眼睛，形成相當有趣的
教學景象（Burritt, 1916）
。Barraga（1964）研究發現指出：弱視兒童的視力很
少會因使用受到損害；反之，應在各種情境盡量使用殘存視力，以提昇視覺效
能。此項重大的研究發現改變了長久以來視障教育工作者對弱視兒童視力使用
的看法。爾後 Ashcroft, Halliday 與 Barraga（1965） 複製 Barraga 的研究設計，
所得到的研究結果是一樣的。 Holmes （1970）以成年弱視者為研究對象複
製 Barraga 的研究設計，結果亦是相同。
Corn (1986) 提出三種提昇弱視生視覺效能的教學模式，茲分述如下：
1、視覺刺激模式 (vision stimulation)
視覺刺激模式強調利用外在的環境與刺激物，提昇弱視生的視覺功
能，其訓練的技巧著重於對燈光源、物品的注視 (attending)、物品的
追視 (tracking)、視覺的轉換 (shifting)、及物品的拿取 (reaching)。此
種模式適合重度弱視生或剛在發展基本視覺技能且年紀較小的視障學
生。
2、視覺效能模式 (visual efficiency)
視覺效能模式主要目的是教導學生更有效的使用剩餘視力。譬如：設
計有效的教學活動教導學生辦識圖片內容的細部、區分圖案的不同形
狀、辦識圖案的輪廓、辦別明暗度、及視覺技能轉換的能力 (如：辦
別書本上的籃球的圖片與辦識印刷文字‘籃球’二個字)。
3. 視覺運用模式 (visual utilization)
傳統視覺技巧訓練模式偏重在隔離、非自然的情境訓練學生，因此其
有效性受到許多專家學者的質疑。有別於傳統訓練的方式，視覺運用
模式教學重點強調教導學生如何改善學習環境，及如何使用適宜的弱
視輔助器材與科技產品完成一項工作。譬如：教導學生使用放大鏡尋
找紀錄在筆記本內的電話號碼。對國小階段學童而言，閱讀是學校佔
時最多的教學科目，因此視覺技巧的訓練活動與重點應放在提昇閱讀

76 ㈵殊教育叢書

能力上面。
診斷教學是一個結合評量 (assessment) 和教學 (instruction) (Koenig &
Holbrook，1989，1991) 的過程。教師從教學當中觀察學生學習行為與反應，
藉此瞭解其水準，找出學習困難點與錯誤後，根據評量結果在教學上作適度地
調整，以提高教學成效。弱視生視覺效能的教學亦應遵循相同的原則與方法，
教學前必須進行功能性視覺評量 (莊素貞，民 90) 以瞭解學生目前視覺功能
實際運用情形後，針對不足的地方再選擇適當的教學策略來補救它。
功能性視覺評量 (Funtional Vision Assessment) 最主要目的是要從日常生
活中去了解弱視生使用剩餘視力的情形，藉此訂定適合學生的個別化教學計
劃，以符合其能力及學習特性，並針對學生能力不足的地方加以補強。以美國
德州為例，德州教育董事會 (Board of Education) 規訂所有視覺障礙兒童於接
受特殊教育服務之前必須由合格視覺教育教師或定向行動師評估學生的功能
性視覺，其結果將作為安置學生的重要依據。
功能性視覺評量的方式，包含觀察、測量與紀錄兒童所有表現出來的視覺
功能訊息。藉由簡單的觀察兒童在多種情境下的反應，如教室中、遊戲中、或
進食中，皆可得知很多有關兒童視覺功能的訊息。觀察時要注意兒童對於聽
覺、視覺、觸覺上的任何刺激是否有行為反應的改變；然後尋找兒童是否有具
備功能視覺的表現。觀察的行為包括：脖子和臉部的緊張扭曲，頭部偏斜的姿
勢變化，注視光線及顫動等不同的視覺行為。此外，觀察孩子的動作亦是重要
的，例如：移動的快慢；是否表現出穩定的移動？走路時是否拖著腳步？是否
低著頭？會避開障礙物或直接撞上它？若撞上了，常是固定一邊或低於膝下
嗎？
美國德州教育局 (Texas Education Agency, 1984) 所規定的評量範圍包括
以下四大部分 (詳見附錄一)：
1、身體的/視覺的範圍：(1) 視覺的敏銳度 (2) 視野 (3) 辨色異常。
2、視知覺：(1) 覺知/注意 (2) 辨別 (3) 遮蔽 (4) 記憶 (5) 背景 (6) 深
度的知覺 (7) 眼睛的優勢 (8) 理解 (9) 手眼協調。
3、室內的視覺功能：(1) 近距離的工作 (2) 遠距的工作 (3) 室內的行進。
4、室外的覺知功能：(1) 一般的 (2) 室外的行進。
功能性視覺評估幫助家長、教師增進對視障學生在日常生活上實際使用視
力情況的了解，並根據評量結果訂定適合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劃。在實施功能
性視覺評估應注意下列幾項（莊素貞編著，民 90）：
1、當學童無法專心配合時，必須另外選擇適當的機會在做評估，否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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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無法反應學童真正的視覺功能。
2、若和學童不熟悉時，可以請家長或和學童熟悉的老師做評估，自己在
旁紀錄。
3、評估時，要預留充裕的時間給學生反應，要求學生趕快回答或做動作，
會增加學生的心理壓力而影響真正的視覺功能。
4、在評估時，要佈置一個輕鬆愉快的情境，並以遊戲方式進行評估。
5、在觀察紀錄時，像物體顏色和背景顏色很相近，或是燈光的明暗度，
都會干擾學童的辨識能力，皆必須詳細紀錄下來。
6、學童在夜晚的視力狀況也必須紀錄下來。
7、利用學童日常生活中易於用到的物體來評估其功能性視覺，所使用隻
物體鷹有大小、顏色之別。
8、觀察與紀錄學童於多種日常情境 (至少三至五種) 中，使用視力的情
況。
（㆓）改善㈻習環境
為提昇學習動機與增加閱讀效能，良好的閱讀學習環境安排是相當重要
的，所應注意事項如下：
1、選擇適當的文具用品。如使用容易看清楚的丈量工具、筆芯較軟的鉛
筆寫字；筆記簿的線條加粗。
2、照明的控制。如加裝檯燈並注意不要讓頭遮住光線；照明至少要保持
1000 燭光，但有些眼疾問題，如白子、無虹彩、全色盲的弱視生，光
線太明亮反而覺得刺眼，可建議其配戴淺色眼鏡或隱形眼鏡 (張勝
成，民 89)。
3、選擇適當的桌椅、窗簾。考慮弱視生的體格，使用可調整的桌椅，如
製圖桌、斜面桌，能在讀書時不用把姿勢往前傾斜太多；如直射日光
太刺眼，應裝設窗簾以調整光線。
4、教具與教材的選擇。過多的訊息會干擾弱視生的學習，例如地理課本
上錯綜複雜的中外地形、鐵路網等。因此提供給弱視生的訊息應儘量
單純化去除干擾，重要部分可加粗輪廓線以利閱讀。
5、注意背景顏色對比。除教具教材應儘量單純化去除干擾外，亦應注意
顏色對比 (莊素貞，民 88)。
6、教室內環境。教師上課時站的位置勿背對光源；在黑板上繪圖說明時，
要詳盡口頭解說該圖；黑板面的照明要比教室內稍亮，避免眩光；黑
板用左右為彎曲的；上課座位之安排，儘量配合弱視生個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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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輔助工具的應用
人類百分之八十的訊息是經由視覺而獲取的 (Geruschat & Smith，1997)。
一般人利用正常的視覺獲取來自書本、雜誌或電腦網路的訊息，並視之為當
然。然而弱視生因先天或後天的因素，獲取訊息就不那麼方便因而必須借助一
些輔助器材或特殊設備，解決因視覺功能喪失或不佳所帶來的問題與不便。
「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其先決條件就是所挑選使用的器具是適宜的，如
果選擇的器具是不適合的 (譬如：使用水果刀劈木材)，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費
力氣、徒勞無功。同樣的道理，培養弱視生良好閱讀能力的首要工作就是挑選
適當的閱讀媒介。多數弱視生跟一般視力正常的人一樣可以閱讀印刷字，但也
可能需借助一些輔助器材或特殊設備包括：影印機、擴視機、電腦擴視閱讀軟
體、放大鏡、閱讀遮蔽器、光桌、檯燈、具放大游標功能的滑鼠、中文視障資
訊系統軟體、網際網路、OCR 光學電腦掃描辨識文字軟體等。弱視生閱讀媒
介的選擇，是一個影響其未來發展相當重要的決定，因為不適宜、不客觀的決
定對弱視生日後學校學習、就業競爭力、與日常生活將產生極負面的影響。
視障教育重要目標之一是培養學生具有足夠的知識與技能，以便將來能在
競爭的職場中找到一份能帶來成就與自我實現的工作，而這些知能中又以文字
閱讀能力最為基本，也是未來成功的重要關鍵 (Koenig，1992；Koenig &
Holbrook，1995)。根據國際成人閱讀能力調查報告指出：閱讀能力強的人不
但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因此，視障學生閱讀能力的提昇是相當重要的，而提昇
學生閱讀能力需要多方面配合，包括視覺效能的提昇、學習環境的調整及科技
輔助工具的選用，三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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