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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視障教育最終的目的是培養學生具有足夠的能力以便將來能在競爭的社
會中獨立且有尊嚴的生活著，而這些能力中又以『文字讀寫的能力』最為基本，
也是未來成功的重要關鍵。良好讀寫能力的培養首先必須選擇合適的主要學習
媒介。學習媒介評量（Learning media assessment）是有系統的為視障生選取學
習和讀寫媒介的一個過程。學習媒介的選擇必須遵循著一個有系統、有結構的
過程，同時對於評量後所做的決定必須不斷的依學生的發展而加以做調適，使
其能有效的學習（Koenig, 1995）
，因此學習媒介的評量一直是視障教育界所關
注的核心議題。
近年來各專家學者對於視障兒童，該提供什麼樣的學習媒介，已有相當充
分的討論（Council of Executive of American Residential School for the Visually
Handicapped，1990；Koenig ＆ Holbrook，1989，1991；Mangold ＆ Mangold，
1989；Rex，1989；Schroeder，1989；Stephens，1989）
。但大多數的討論，多
半著重於是否該用點字或一般印刷字體。然而，有個重要的研究主題卻往往被
乎略了，那就是，如果決定提供印刷式教材給弱視生，在多種閱讀媒介中，包
括：c放大印刷字體（large print）d一般印刷字體（regular）e印刷體配合光
學 輔 助 工 具 （ print with low vision device ） f 印 刷 體 配 合 電 子 輔 助 工 具
（electronic device）該如何選擇呢？
上述四種形式中，又以放大印刷字體所製成的大字課本，最被中外弱視學
生普遍使用。大字體課本從 1913 年由 Irwin 在美國克利夫蘭立學校製作使用，
至今已有八〸餘年，期間一直頗受視障教師的推薦和弱視學生的採用，且對其
適用性與價值毫無質疑。然而，隨著電腦科技的推廣與使用，很多學者專家開
始質疑大字課本的適用性及價值，並建議重新評估，以確立大字課本在弱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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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閱讀所佔的地位（Sykes，1971：Sloan ＆ Habel，1973；Corn ＆ Ryser，
1989；Gardner ＆Corn，1984；Barraga ＆ Erin，1992；Koenig ＆ Holbrook，
1993；Koenig，1996）。
近年來，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各種電腦軟體不斷推陳出新，讓一般使用
者以最快的速度獲取最新的資訊外，在學習方面亦有相當的助益。弱視生對於
電腦的使用與學習幾乎可以與一般人一樣，祇要調整一下現有的軟硬體（如：
螢幕介面）
，就可跟一般人一樣於 e 世代中同步學習。 更有許多視障教育人員
與行政主管認為電腦弱視放大軟體在不久的將來即將全面取代大字印刷字體
的地位。有鑑於此，筆者認為實有必要針對大字課本與電腦弱視放大閱讀軟體
的優缺點加以說明，提供有關人員在教學，行政及輔導時的參考。

貳、大字課本的優點與限制
談到弱視生的閱讀媒介，大家自然就想到大字課本。無形中，弱視生和大
字課本幾乎畫上等號。Corn ＆ Ryser（1989）指出大字印刷教材有下列優點：
c使用時不需太多的教學指導；d政府編有大字印刷教材預算；e使用不需經
弱視生所評估；f弱視生如同班上每一位學生一樣，攜帶課本上學。然而 Stokes
（1976）認為在下列三種情況下才考慮使用大字課本：c不能使用光學輔助工
具；d視力非常低下，可使用大字課本配合光學輔具；e或在閱讀距離需增加
的情況，如打字或閱讀樂譜。Stokes 同時也指出大字印刷體的使用，除非經過
有系統的評估，否則醫生或學校教師不可盲目推薦使用。
數〸年來，各國政府與出版機構投入相當金錢大量製作大字課本，視障教
育教師也都認為弱視生使用大字課本眼睛較不吃力，且姿勢亦較舒服，而極推
崇使用。然而大字課本真能滿足所有弱視生在學習上的需求嗎？Barraga 和
Erin（1992）指出，大字課本具有下列幾項缺點：c體積大，造成空間上的不
方便；d資料重；e製作成本高；f較多空間上的不方便；g外型特殊，常令
使用者尷尬而不敢使用；h看放大圖片比看一般圖片來得困難；i製作成本
高，使得大字課本策數有限且不太具有一定時效性。Corn 與 Ryer（1989）也
指出大字課本具有：n影印放大後的字母模糊不清；o只有黑白顏色而且有灰
色陰影；p分數、地圖與圖形標誌之說明最大不超過 18 號字體；q資料重、
體積大；r學校畢業後，大字課本取得不易。此外，Sykes（1997）的研究指
出弱視生使用一般印刷體與大字體在閱讀速度與理解度上並無差異。
Corn ＆ Ryser（1989）研究報告顯示弱視生使用光學輔助工具與放大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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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疲倦度方面，亦無顯著差異。Corn ＆ Ryser 兩位學者曾對「視障生使
用放大字體教材」做過調查，在 109 位老師問卷中，有 81﹪的老師使用功能
性視覺評量來評估是否要用印刷大字體教材；而有 74﹪的老師（有些與先前
81﹪重複）表示，他們根據專業判斷來作決定；51﹪的受訪者表示，若有學童
要求，他們會提供大字體教材；有五位老師（約 5﹪）表示，學區提供所有弱
視生印刷大字體教材。上述資料顯示，教師決定弱視生需要印刷大字體教材的
過程是不一致的。在 1970 年代或稍早以前，有些學者努力想了解各種字體對
於弱視生閱讀效率所造成的影響（McNamara，Paterson，＆ Tinker，1953；
Morris，1973；Sloan ＆ Hable，1973；Sykes，1971）。其中 McNamara 認為
閱讀速度並無法完全決定國小弱視兒童所使用的印刷字體太小，但字體大小卻
可幫助他們區分許多看似相同的單字。Sloan ＆ Hable（1973）研究報告顯示，
5 年級（含）以上的國小學生，如果能將適當的光學放大輔助工具提供給他們，
則他們即可學著去閱讀一般印刷字體。 Koenig ＆ Ross（1991）的個案研究
報告中顯示，六位弱視生在閱讀一般印刷字與放大印刷體教材時，所呈現出來
的閱讀速度並無顯著差異。

參、我國視覺障礙學生大字體課本使用現況與限制
（一）中小學視覺障礙生
民國八〸七年度以前，國中小弱視生所使用的大字課本，乃由國立編譯館
以一般學生所使用的課本將之黑白影印放大 1.5 倍使用，但因黑白印製，屢遭
受學生家長與民意代表的質疑，因此八〸七年度起，由教育部補助國立編譯館
印製彩色放大課本，並要求出版商免費提供彩色放大印刷教科書，以滿足視障
學生學習上的需求。雖然政府有此規定，但並非每一家出版商皆能密切配合。
除了上述印刷問題外，由放大印刷教科書體積大、資料重，部分家長為了
減輕子女的負擔與攜帶不方便問題，所以常常準備二套相同的文字課本，一本
放置於學校供上課時使用，另一本則放置於家中作為課後學習之用，這種方式
故可減輕視障學生攜帶大字課本不方便的問題，但無形中也形成了資源重複浪
費。（李永昌，民 89）。
李永昌 （民 89）研究指出：我國國中小視覺障礙學生閱讀媒介大致可分
為三種包括：一般字體、放大字體、與使用光學輔助器材閱讀一般或大字課本，
其中以使用大字體課本閱讀的視覺障礙學生佔大多數，但卻有字體大小不適
合、非所有學科都有供應大字課本、收到課本時間太晚，及課本中的圖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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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圖表的清晰程度等問題。此外大部分使用大字體課本的視覺障礙學生在閱讀
一般字體的參考書時，有時用光學輔助器材閱讀、影印放大字體、找人報讀、
使用光學輔助器材閱讀或找人報讀、及使用錄音教材，其中以使用光學輔助器
材閱讀所佔比率最高。

肆、弱視電腦放大軟體 Nice View 功能及按鍵介紹
目前市面上已研發多種弱視電腦放大軟體，如 Zoomtext、Visability、
MAGic、Bigshot、Nice View 等, 種類繁多，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僅介紹目前
國內弱視生與視障教育相關人員較為熟悉與使用的軟體 “Nice View”

（一）目錄及檔名
本軟體為針對閱讀課本設計，在目錄及檔名設計上採下列原則：
一、目錄：即為課本名稱，為方便管理，目錄後加註出版社。
二、檔名即原課本頁碼：但為方面閱讀及電腦特性，稍作修改如下：
1 .附檔名規則
a.附檔名為「gif」者為單色檔（黑白圖）
，極適合弱視生閱讀，因此，
目前所有大字光碟幾乎以本方式處理。
b.附檔名為「jpg」為彩色檔（彩色圖）。
c.附檔名為「tif」者筆記檔。
2 .主檔名：本軟體將頁碼編排規則作以下規定，否則會有閱讀及換頁方
面的困擾，建議若在自製教材時，盡量採用本規則。
a.原書目錄區頁碼：原書的目錄頁碼一律設定 4 或 5 碼。例如：0001
0002…………0009，000a，000b…….以此類推。
b.原書頁碼：原書中之頁碼設定 3 碼。例如：001，002，…..009，010，
011，….099，100，101…以此類推。

（二）開黨及存檔
一、按鍵介紹：
1 .大字開啟模式「Ctrl＋Enter」
點選（按兩下）或以上下鍵選擇，「Enter」鍵確定
看書中「Ctrl＋Enter」亦可
2 .在看書中

放大印刷字體課本與弱視電腦放大軟體優缺點之比較 莊素貞、汪叔勳 139

按「Ctrl＋向左鍵」
，即可翻到上一頁，
「Ctrl＋向右鍵」
，即可翻到下一頁（實際的書頁碼）
「Ctrl＋N」直接輸入頁碼
「Ctrl＋Home」回到該冊書的第一頁
「Ctrl＋End」回到該冊書的最後一頁
一般軟體在開啟舊檔時，都採用標準模式，由於字體太小，弱視生無法正
確操作，因此本軟體設計了一個大字開啟模式，其畫面說明如下（圖一）：

圖一
1 .磁碟機欄（左上）：可更改磁碟機如硬碟或光碟。
2 .目錄欄（左下）：即書名。
3 .檔名欄（右邊）：即頁碼。
4.頁碼輸入欄（中上）
：可以直接輸入想要閱讀的頁碼後按 ENTER 鍵即可。
頁碼規則必須遵守，如第 29 頁為「029」
，否則會找不到資料而停在最後
一頁。為方便操作，本欄在取得控制權後，會自動取消所有文字。
一、大字開啟：直接點選「檔案/大字開啟」（或按 Ctrl＋Enter），直接以滑鼠
點選科目，頁碼即可。
二、開啟舊檔：如一般軟體的開啟舊檔。
三、如需直接輸入頁碼時直接點選「翻頁/輸入頁碼」即可。
下圖中的白色方框為直接輸入頁碼欄，如要翻開 100 頁時，可直接在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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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中輸入 100 後按 Enter 鍵，控制權會在轉移至頁碼框，再按一次 Enter 鍵即
可。

（三）放大縮小
本軟體在放大或縮小閱讀時有以下幾種方式：
1 .點選功能表「檢視」中各種功能。
2「Ctrl＋向上鍵」放大
3「Ctrl＋向下鍵」縮小
4 .數字鍵區中
＋放大－縮小*全圖/原圖大小
一般而言，弱視生弱視生會以較大倍率的方式閱讀，但目前教科書以開放
為審定本，教科書在編排上較具有多樣性，如多欄、插圖多的特性，在大倍率
的閱讀下，常有不知讀到何處，找不到閱讀資料的困擾，因此本軟體特別設計
按右鍵即出現全圖於螢幕中左上方的位置，如下圖，以滑鼠於全圖中任何一個
位置點選想閱讀的區域，即可以原倍率閱讀。再全圖模式中有方的頁碼區亦可
換頁。

（四）移動
一、基本按鍵
1 .上、下、左、右鍵：資料項上、下、左、右方向移動。
2 .空白鍵：下一頁螢幕，配合「Alt＋F1」使用，效果較佳。
3 .Enter 鍵：回到一行的行首。
4.Home 回前一面
End 到下一面
PageUp 回上一面
PageDown 到下一面
5 .ALT＋Home 回首頁（橫式為左上角、直式為右上角）
6 .Ctrl＋Alt＋上、下、左、右鍵 精密微調
7. Alt＋上、下、左、右鍵 根據所設的水平、垂直移動大小來移動，若
未設定水平、垂直移動大小，則無此功能。

（五）使用滑鼠移動
在移動上沒有比滑鼠更方便的了，在此特別建議使用具有雙滾輪設計的滑
鼠，如 A4 4D＋滑鼠，以下就是以 A4 4D＋滑鼠為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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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滾輪：左滾輪控制上、下的移動、右滾輪控制左右的移動。
2 .左鍵按一下：下一畫面（功能和空白鍵相同）。
3 .左鍵按二下：和鍵盤的 Enter 相同，回行首。
4 .右鍵：顯示全圖模式。
5 .中鍵：區域放大。
6 .拇指鍵：自動閱讀模式，左鍵一下即可停止。
7 .拖曳：在按滑鼠左鍵不放後，移動滑鼠即可移動文件資料，且移動方
式採快速移動，文件移動速度為滑鼠移動的三倍。

（六）設定邊界及行距、字距
設定邊界（F3）
在閱讀部編本教科書或單欄式文件時，邊界只要設定一次即可，但若是兩
欄式文件或多欄式文件時，常需機動的設定邊界。
設定水平、垂直距離（行距、字距）
本軟體採用的是圖形檔，無法測知行距、字距，亦無行距、字距的概念，
僅有水平、垂直座標、距離，因此在設定上不用行距、字距方式說明，而改以
水平或垂直方式設定。
在設定水平、垂直移動距離時，為求精準不採用滑鼠方式設定，而改採輔
助線及鍵盤移動方式設定。
功能鍵的設定：
1. 顯示設定輔助線（F5）：設定完成再按一次即可隱藏。
2. 設定起始點（F6）：
3. 設定水平距離（「F7）：
4. 設定垂直距離（F8）：
5. 設定存檔（F2）：
6. 歸零：（F4）：邊界、水平、垂直距離全部歸為零。

（七）筆記功能
本軟體筆記功能有下列幾種：
一、畫直線（L）：可用滑鼠直接畫上直線。
二、畫字筆（W）：如螢光筆般在字的上面畫上顏色，作為重點標記，但不會
覆蓋字型。
三、自由畫（F）：可按住滑鼠自由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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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輸入筆記（Ins）
：可以用鍵盤輸入筆記，在直式、橫式中會自動判斷以直
式或橫式輸入中、英文筆記。
五、畫筆顏色（C）：內定為黃色，如果操作者對黃色反應不佳時，可改用其
他顏色顯示。
六、粗筆（B）：用粗筆劃線。
七、中筆（M）：用粗筆劃線，內定值。
八、細筆（N）：用細筆畫線，一般用在自由畫。
九、結束筆記（E）：要結束各種筆記功能，進入閱讀模式。
〸、選取筆記（S）：可以點選想要的筆記部分，以拖曳方式移動或刪除。
〸一、刪除筆記（Del）
：將要刪除的筆記先選定後，按「DEL」即可刪除筆記。

（八）各種設定
本軟體中所有設定皆為切換開關式設計，點選一次為設定，在一次為解
除。（按熱鍵的操作亦同）
一、直式、橫式的設定（Ctrl＋V）：設定成直式或橫式方式閱讀。
二、反白（Ctrl＋I）：
三、彩色（Ctrl＋ALT＋C）：
四、使用 MOUSE 移動（Ctrl＋M）：
五、拖曳（Ctrl＋D）：
六、預設為全圖顯示模式（Ctrl＋F2）
：本功能是專為審定本教科書設計。
七、設定輔助線顏色（Ctrl＋ALT＋F1）
：本功能內定輔助顏色為淡藍色。
八、顯示頁碼（SHIFT＋F1）：
九、顯示邊界線（ALT＋F1）：
〸、顯示輔助線（CTRL＋F1）：

伍、弱視電腦放大閱讀軟體（Nice View）之優缺點
（一）優點
a. 專為弱視生設計，弱視生可獨立掃描任何文件。
b. 所有介面都相當的大，方便弱視生操作。
c. 放大倍率由 4 倍至 32 倍。
d. 前景色、底色可自由組合更改。
e. 多種閱讀模式：如手動、自動捲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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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多種顯示模式：如全螢幕、區域、放大鏡等模式。
g. 可以滑鼠書寫及鍵入英文。
目前市面上所銷售的掃瞄軟體（Visability）
，除軟體價格昂貴約 3 萬多元，
尚需配合 HP 系列的掃描器：其支援的掃描器目前國內僅有 HP 系列相容。在
功能上雖能將螢幕的字體放大，但僅能看單色文字，無彩色；掃描時因操作關
係，紙張無法改正，及大小調整問題，有待改進。

（二）缺點：
a. 弱視放大掃瞄閱讀軟體雖多項功能優於大字印刷體，譬如：可將文字
迅速放大至所要的倍數，但在使用時，電腦可能隨時發生故障而無法
使用。
b. 手提電腦螢幕畫面太小，不利閱讀。
c. 電腦螢幕畫面光線太強，不利閱讀。
d. 操作手提電腦時，鍵盤辨識不易，不利操作。
e. 使用放大掃瞄閱讀軟體，掃描後深色字體或筆劃複雜的國字不易辨識
閱讀。
f. 手提電腦保管不易，容易失竊。

（三）電腦螢幕
弱視生使用的電腦配備和一般人使用的電腦配備是一樣的，但由於弱視生
必須貼近螢幕閱讀，因此在螢幕的選擇上需特別注意，除螢幕的大小外，螢幕
的品質、輻射的高低及螢幕的穩定更需注意。
a. 14 吋或 15 吋螢幕：中度弱視生學習較感吃力，並不適合弱視生用。
b. 17 吋或 20 吋之電腦螢幕：弱視生使用時反應普遍良好，是較好的選
擇（其實大螢幕並非弱視生專用，一般人在 win95 環境下，17 吋或
20 吋螢幕看起來也較舒服）。
c. 28 吋或更大的電腦螢幕：表面上電腦螢幕越大越好，但 28 吋以上則
不適合弱視生使用，因為弱視生使用 28 吋螢幕，由於螢幕範圍過大，
弱視生的焦距及視野都有限，無法較遠距離閱讀，因此弱視生必須左
看、右看、上看、下看，不停移動閱讀，實在不方便。
（筆者曾以 29
吋螢幕給弱視生操作，學生開玩笑的說：「上電腦課比上體育課還
累」，因為他要不斷的蹲下、站起來，也要左右移動。）
d.液晶螢幕：由於科技的進步，原屬筆記型電腦專用的 TFT 螢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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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單獨生產較大尺寸的電腦螢幕，而且價位也快速降低到一般人可
以接受的程度。由於 TFT 螢幕沒有輻射線及閱讀上較不易疲倦，因
此如果在經濟許可下，TFT 螢幕是弱視生最好的選擇。

（四）掃描器
掃描器必須與 HP 系列相容，而目前 HP 的 scanjet 介面，則無安裝上困
擾。如果電腦上沒有 USB 介面（約一年內的部分新電腦才有）
，則需選擇具有
SCSI 介面的 HP 掃描器（HP ScanJet 5P 相當好用，但已停產，其他機種為測
試，不知是否相容）。

（五）滑鼠
弱視生所用的滑鼠和一般人的滑鼠一樣，但其中有一種 A4 雙飛燕
4D＋ 滑鼠，它的功能針對視障生的缺點而設計，因此特別適合視障生使用。
這種滑鼠可大幅增進弱視生電腦操作的便利性，因為它具有下列功能：
a. 放大鏡功能：大部分的弱視生不需要全螢幕的放大，而是在需要時
才放大即可，而本滑鼠就是具有此一功能，想放大時按滑鼠中鍵，螢
幕上自動出現放大鏡，閱讀完後，按左鍵或右鍵即可恢復正常畫面。
b. 雙滾輪設計：傳統滑鼠在閱讀超過一頁資料時，必須將滑鼠移至捲
軸才能捲動畫面，一般人在操作上即感不便，而弱視生更是困擾，因
為弱視生常常找不到游標。本滑鼠卻只要滾動滾輪即可達到這樣的效
果。一般滑鼠並無滾輪設計，有的話僅有垂直滾動功能，而本滑鼠卻
同時擁有水平、垂直兩個滾輪，實在是非常適合弱視生使用，也非常
適合普通電腦操作者使用。
c. 自動捲動功能：本功能原設計在閱讀大量資料時，自動捲動螢幕以
利閱讀，功能不是很大，但如配合作者自行研發弱勢閱讀軟體，效果
更佳。
d. 在 WORD 中，可按 CTRL＋滾輪，可調整顯示比例。
e. 操控性極佳：本滑鼠的級數相當高，解析度及操控性極佳，就算沒
有以上功能，操控性也比普通滑鼠好很多，實在是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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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成本分析
1 .掃描單色課本每張約需 1 分鐘、彩色約 2 分鐘（視電腦掃瞄機種速度而定，
若有自動送紙器每分鐘可處理兩張以上）。
2 .每張處理成本以 5 元計算（含掃瞄、頁碼校對、單彩色處理、網頁編排），
一本書（150 頁）750 元即可（單色可以更省）。
3 .一個工讀生約 2-3 個小時可以處理一本書。.
4 .一片光碟（50 元）可以儲存約 6000 張的單色課本、彩色者約 400 張。一個
學生一學年的課本可以全部儲存在一片光碟中。
5 .以全部高中課本為例，總共約 80 冊，掃描成本 80¯750＝60,000 元；光碟
片 50¯150＝7500 元。150 個高中生的大字光碟不用 7 萬元即可完成。
6 .若是課本未改版的話，隔年連一萬元的不到就可解決中、重弱視生大字閱讀
問題，而且所有製作時間可在一週內完成。

柒、弱視者的閱讀
根據學者專家的研究結果顯示，弱視者的閱讀速度普遍比起正常人的速度
來得緩慢，而過低的閱讀速度也相對降低閱讀理解能力（Carver, 1990; Gibson
& Levin, 1975）。雖然閱讀對大多數的弱視者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很幸運的是
視障者的閱讀精確度和理解力可藉由科技輔具的使用句練習達到幾乎與正常
人一樣。閱讀可被區分為數個要素，包括：閱讀精確度、閱讀速度、閱讀理解
度、與閱讀持久性。

閱讀精確度
閱讀精確度是指讀者能認出並了解字的含義。一般讀者在閱讀進行順利時
是不會思考所使用的技能；事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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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檢視他的眼球所停留的文字，有時候為了需要解讀這個文字而稍微移動眼球
以看清下一個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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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順利，那就表示在第一次閱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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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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弱視者病理為何，一定會遇見因為放大文字或者使用弱視輔具而造成
閱讀視野（一次注視下能看見的文字數）變小的情況，因此弱視者在閱讀時就
需要更多的注視和掃讀動作。研究報告指出，弱視者在經過使用科技輔具和接
受指導閱讀視力技巧之後，可提升視覺能力，進而達到滿意的閱讀準確度
（Stelmack, et al., 1987）。

閱讀速度
對一般人而言，閱讀速度過低會影響對文字內容的理解，因為閱讀速度過
慢不容易看出一段話字句間的關聯性而看不懂其所含的意義。 弱視者的閱讀
速度受到下列因素影響：（Whittaker & Lovie-kitche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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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獲得最佳的閱讀速率。

閱讀持久力
很多弱視者在閱讀中不能持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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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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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理解力
如果對於閱讀內容不瞭解，即使弱視者具有與一般人同樣的閱讀速度，
整個閱讀價值也就大大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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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是一個資訊解讀的過程。在認知心理學中訊息處理取向可分為二種
模式：（一）由下往上的處理（二）由上往下的處理。
（一）由下往上的處理：由下往上的訊息處理模式是由感覺器官把接收到的訊
息，利用神經系統傳到神經中樞，然後進一步的分析。這種把訊息由感覺（下
層）傳到知覺（上層）的訊息處理方式，稱為「由下往上的處理」。
（二）由上往下的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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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視者閱讀時通常會由上
下文猜出字的意思，雖然無法看清此字到底是什麼，還是能夠藉由句子其它的
字義來推敲這個字的涵義。上述這種訊息處理效應稱為「脈絡效果」，弱視生
在閱讀時，若常停留在某處，即會失去利用脈絡效果，而減緩閱讀速度。
弱視者要如何將所看到的片斷文字加以組合並瞭解其中的涵義，以增進其
閱讀理解力。專家指出（WATSON Wright, Del’ Aune, 1992）
，弱視者的閱讀理
解力可經由視力重建與特殊的閱讀策略而提昇。

捌、結語
電腦弱視放大軟體 Nice View 適合重度弱視生使用，不管閱讀文章或觀看
地圖，效果不錯，若能搭配語音輸出系統，對重度弱視者閱讀時更有幫助。目
前由台中啟明鄭明芳老師設計的 Andy 軟體即具有上述優點。弱視電腦擴大
軟體雖然提供弱視生在閱讀上諸多的方便，但根據筆者研究的結果（莊素貞，
民 90），多數受測者仍偏好使用大字體課本為其主要的閱讀媒介。
教育部最近撥款採購百台手提電腦並搭配電子書包軟體（Nice View）提
供全國高中職弱視學生借用，試圖解決高中職弱視學生沒有大字課本使用所引
發的問題，更計畫將此模式進一步推展至國中小學齡階段，筆者認為相關主管
單位在弱視生電腦書包的經費補助時，應考慮弱視生之障礙程度，原因與年齡
並參考相關研究資料，俾將現有資源做最有效的分配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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