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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視書之製作與學習成效研究計畫構思 

杞昭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中文摘要 

    雙視書的製作和提供分成幾個類型，有的是將兒童繪本以膠膜點譯後黏貼上

去；有的直接以「乾隆方陣」軟體製作，直接列印國字和點字一體成形。前者因

只黏貼上點譯資料，感覺上外型美觀，後者因列印在白色列紙上面，外表稍嫌單

調，此外，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製作的地理圖冊等，多以手工製作，外觀精美 

但成本也相對的提高不少。究竟哪一種型式的雙視書比較具有學習成效；學習主

要在大腦、在教學策略和教學方式，學習成效和教科書精美與否是否有顯著相關，

一直令人想進一步探索。基於上述，本研究想探討雙視書的製作流程、製作人力、

合理的計價方式；雙視書的呈現方式和學習成效的相關性。 

以德爾惠法(Delphi Technique)，來彙整專家學者對於雙視書之製作之意見。

因此，本研究的參與者包括：1.啟(惠)明學校教師 6名、視障融合教育班教師 3

名、特殊教育學系研究生 3名、視障者家長協會理事 3名等共 15名；2.視障教

育專家學者 9名(如表  )；3.教科書專家學者 2名；4.大學全盲學生 2名、研究

所全盲生 2名共 4名；5.視障教育巡迴輔導教師 10名。預期成效為： 

一、擬定編製雙視書圖表製作之基本規範。 

二、訂定雙視書製作必要之經費標準。 

三、逐步完成各種圖表腳本之撰寫。 

四、雙視書使用之教師手冊。 

關鍵詞：雙視書 

 

壹、緒論 

    近十幾年來融合教育盛行，視障

學生就讀於普通學校的人數遽增。全

盲學生就讀普通學校卻仍使用點字教

科書，惟普通班教師、同學或家長多

不懂點字，影響了全盲學生的人際互

動。政府有鑑於此乃推行雙視書，將

原本只把教科書點譯成點字的課本上

同時印製國字，國字和點字上下對齊，

讓全盲學生的教師、同學或家長，可

以和全盲學生一起學習一起討論，這

算是視障教育百年來的一大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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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視書的製作和提供分成幾個類

型，有的是將兒童繪本以膠膜點譯後

黏貼上去；有的直接以「乾隆方陣」

軟體製作，直接列印國字和點字一體

成形。前者因只黏貼上點譯資料，感

覺上外型美觀，後者因列印在白色列

紙上面，外表稍嫌單調，此外，台北

市視障者家長協會製作的地理圖冊等，

多以手工製作，外觀精美但成本也相

對的提高不少。目前據愛盲基金會

(2014)指出，國家圖書館館藏圖書約

有 300萬冊，而各個視障服務相關單

位所提供的有聲書、點字書等，視障

者可以選擇閱讀的書籍竟然不到 3萬

種，其中視障兒童可以自行閱讀的書

籍更少於 6,000種。因此，愛盲基金

會將針對 3-12歲視障兒童閱讀特性與

需求，籌設專屬圖書館，預定募集經

費籌設兒童故事屋、線上圖書館等，

分別透過實體的故事屋為弱視兒童及

家長製作典藏點字膠膜雙視書，並且

為全盲兒童與家長製作親子共同閱讀

之國字、點字雙視書。 

    至於雙視書方面，楊聖弘(2013)

指出主張點字書雙視化的朋友們的觀

點：1.雙視書可讓明眼老師了解視障

學生的閱讀狀況，並且適時的給予指

導；2.學生有問題，可以直接拿著點

字雙視書請教老師；3.在互動性提高

後，視障學生的受教品質將可大幅提

升。「雙視書」或許沒有那麼具關鍵性

的幫助，但總應該還是好的，至少單

就溝通的效率提高，也算得是一項正

面的進步。但他認為「雙視書的製作

經費會增加」。過去，製作點字書的成

本，主要可分為一般書籍輸入為電子

檔案、電腦轉譯為點字後由視障者校

對點字資料以及將點字列印裝訂成冊

等三部份的費用。以往聘用視障者校

正明眼字轉換點字後的破音字、語音、

讀音、甚至無法轉換的古字所產生的

問題，現在幾乎都交給了電腦，讓軟

體來完成，這樣的作法，是否會影響

書籍的品質，……缺乏多元的明眼字

自動轉換點字的測試，加上缺乏「懂

點字的人」最後的驗收把關，點字書

雙視化的政策，將是危險且令人擔心

的。 

近幾年印刷技術有新的突破，如

UV噴墨在經過光聚合硬化（Curing）

過後的印紋會有凸起的墨厚，如果能

簡單的從數位 UV噴墨機械的墨量控制

和紫外光線的特性調整，達到視障同

胞可感觸得到的凸字或凸紋，將可解

決圖文並茂的點字書在出版印刷過程

的繁瑣費時、耗費巨資的現況。而江

瑞璋等人採取創意的雙視書概念，讓

視障兒童的家長（明眼人）可以看到

正常視覺的彩色印刷品，當家長在唸

童書故事的同時，視障兒童也可以跟

著觸摸到點字（凸字）和物體的輪廓

（凸紋）。很幸運的，我們可以在目前

數位 UV噴墨印表機的設定參數，在可

調整的範圍內僅以二次的噴印流程就

達到視障同胞可以感觸得到的凸字和

凸紋（字和圖同時並茂）的滿意結果

(江瑞璋、張世錩，李祥棟、魏嘉萍，

2012) 

    總而言之，雙視書因同時呈現國

字和點字，因此製作成本提高，且可

以承接製作的廠商變少(台北市政府

教育局，2013a、2013b、2013c)。在

種種限制下，不禁讓人擔心雙視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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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具有攜帶和閱讀的方便性；封面和

內文是否具美觀性；在破音字、錯別

字、同音異字方面的正確性如何；是

否真正達到明盲溝通的目的；一套成

本平均在一萬元左右，政府是否有能

力承擔；是否可以和一般學生在開學

時拿到雙視書，哪一種型式的雙視書

比較具有學習成效，種種問題令人關

注；學習主要在大腦、在教學策略和

教學方式，學習成效和教科書精美與

否是否有顯著相關，一直令人想進一

步探索。 

    基於上述，本研究想探討雙視書

的製作流程、製作人力、合理的計價

方式；雙視書的呈現方式和學習成效

的相關性。 

 

貳、文獻探討 

    探討雙視書的製作和學習成效，

將從六方面來檢視，視障學生的心理

特質、學習理論、點字試題分析、圖

表報讀之研究、雙視書使用現況、雙

視書的製作等。 

 

一、視障學生的心理特質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擬訂，需要對

視障者的心理、生理等身心特質有所

瞭解。但視障者可能是先天盲，也可

能是後天失明，因此有不同的心理特

質。 

一)先天盲 

視障者給人的刻板印象是：自我

中心；退縮、沉默寡言、孤獨；自閉

性、愛幻想、缺乏與他人的協調性；

閉鎖性、團結；行動過分慎重；消極；

不喜歡行動；固執；依賴性；恐懼心；

憂慮、緊張、神經質；自卑感；忘卻

行動；猜疑心強；愛情的渴望、引人

注意的行動、渴望受讚美；攻擊性、

競爭性；易傷害對方或怨恨對方；情

緒上的不成熟；內向、膽小、自我意

識強（郭為藩，1998）。究竟果真如

此，或有個別差異，至於何以會如此，

有賴視障教育教師深入了解。 

二)後天盲 

王育瑜（1998）翻譯《迎接視茫

茫的世界》一書中指出，後天失明會

導致二十種「喪失」，如：心理安全

感的喪失，喪失生理的完整而焦慮、

恐懼、沮喪；喪失對其他感官的信賴；

喪失與環境現實接觸之能力；喪失視

覺背景；喪失光的安全感；喪失日常

生活的基本能力；喪失行動的能力；

喪失日常生活技能；喪失與人溝通的

能力；喪失文字溝通的能力；喪失口

語溝通的能力；喪失獲得資訊的能力； 

喪失欣賞令人愉悅事物的能力；喪失

欣賞美麗事物的能力；喪失從事休閒

娛樂的能力；喪失工作生涯﹑工作目

標以及工作機；喪失經濟安全；喪失

個人獨立性；喪失社會適當性；喪失

個人隱私；喪失自尊；喪失人格整合

等等。 

杞昭安（2012）以任職於台北啟

明學校、台中啟明學校以及台中惠明

學校的教師為對象，每校各抽取20 名

教師共60名，參考視障者心理特質之

相關文獻，編製「視障學生身心特質

調查問卷」，採用Likert 五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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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盲校教師實際感受程度。結果顯

示，盲校教師眼中視覺障礙學生的身

心特質有十六項，可分為四方面： 

一)生理方面：使用視覺以外的感官去

學習、太大太小東西的知覺困難、聽

知覺優於明眼人、有聲音認知之優越

感、使用殘存視力其視覺性行動獲得

改善、運動狀態的知覺困難、視覺辨

別力（長度、角度、大小）比明眼兒

童差、感官有補償作用。 

二)心理方面：低視力學生具邊緣性格、

有依賴性的性格。 

三)學習方面：觸覺花的時間比視覺多、

閱讀速度緩慢（尤其是以點字為主的

全盲兒童）、只會做老師指定的功課、

對視覺性的東西無法反應無法模仿。 

四)人際方面：與任課教師關係良好、

和同學之間相處感情融洽。 

 

二、學習理論 

行為學派認為學習是行為的改變，

是透過練習的結果，是學習者和

他們的 

行為是來自於環境刺激的結果；認知

學派則認為學習是學習者的學習是來

自於對知識經驗刺激，透過計畫注意

目標想法，記憶種種活動進而建構意

義。 

    一般認為學習是記憶的累積，遺

忘就沒有學習，如果以大腦來看，大

腦包括四葉：Occipital lobes(枕葉)

屬於視覺/視覺系統中的各個小區域

碼上分辨、整合所收到的刺激；

Temporal lobes(顳葉)掌管聽覺(聽覺，

而且主管語言與長期記憶，尤其是語

言的長期記憶)；Parietal lobes(頂

葉)專司體覺 (前半部叫感覺運動區，

主要工作是接收從身體各部位傳來的

訊息，如皮膚的觸覺、肢體的姿勢變

化。後半部的頂葉，繼續分析、整合

傳送進來的訊息)；Frontal lobes(額

葉)是精神和思維(腦內的行政、策劃、

思考與決策中心，隨時隨地做著重要

的決定)。若看東西有缺損，可能枕葉

有小血管阻塞；顳葉功能異常，也會

影響說話額葉表現。若英文字母的 E，

看成左右相反、開口向左，或數字 3

的開口向右，書寫為英文字母 E，可能

是頂葉的感官接收扭曲訊號所致。 

    至於多重感官的教學方法，如視

聽觸動(VAKT法)，Visual（視覺）、

Auditory（聽覺）、Kinesthetic（運

動覺）、Tactile（觸覺），以語文課為

例，例如教師先讓兒童說故事給教師

聽，然後老師把故事中的單字寫出來，

當作兒童閱讀材料；在學習單字時 ，

兒童首先看字（視覺），再聽教師唸這

個字（聽覺），最後兒童用觸寫這個字

（運動覺和觸覺）。經由多種感官把外

界訊息傳遞到大腦處理。 

 

三、點字試題分析 

    依據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 99

年度工作計畫：1.分析 99年度第 1次

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點字試卷

（含圖、表等）點譯方式並提供基測

中心建議報告。2.使從事視障教學工

作的老師（含特殊學校與融合學校）



溝通障礙教育半年刊 第二卷第一期 

2015(1),1-13 頁 

5 

能與基測中心闈場委員有意見交流的

機會。3.第一線從事點譯工作的老師

能掌握現行基測點字試題的點譯及圖

表表現方式，並融入教學中。聘請相

關專業從事盲生視障教育的老師逐科

分析試卷。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在國

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中心推動工作委

員會與從事視障教學工作的第一線教

師們之間建構一個關於「點字試卷」

的意見交流平台。藉此讓從事視障點

譯工作的第一線教師們能瞭解現行基

本學力測驗點字試卷的點譯規則與圖

表的表示方式等，並將這些概念融入

平時的教學與點譯工作中。在分析內

容上，為了讓各科點譯有疑義的部份

能更清楚的呈現，我們將各科分析的

建議要點化整為零，並歸納整理為下

列九大項目：1 「國字卷標點符號轉

點字卷點字符號」、2 「點字符號」、 3 

「國字卷文字轉點字卷文字」、4 「國

字卷圖表轉點字卷文字說明」、  5 

「國字卷圖表轉點字卷圖表」、6 「國

字卷框文轉點字卷表示方式」、7 「國

字卷文體的轉換」、8 「點字卷刪題」

及 9 「點字卷同音異字」等。從其中，

得出各科在點譯項目上的處理方式及

分析的建議方式。除此之外，不同於

以往的，將各科處理的優點，也分項

一一分析歸納在上述分項內容中。「將

點譯處理的優點分析出」將是往後分

析的重要方向之一；希望這些適當的

點譯處理方式能持續下去，也希望藉

由這樣的分項整理，讓初從事點譯工

作的教師們能很快速的學習到該如何

處理點譯問題及應注意事項。 

四、圖表報讀之研究 

    目前在數學教材方面，政府規範

採用雙視課本，讓明眼人和視障學生

可以同時有效的使用該課本。此外，

更為全盲學生備有數學圖冊，多種學

習管道的使用，對於視障學生的學習

確實有所幫助，但數學圖冊方面，究

竟要如何協助說明，才能讓全盲生掌

握圖表的精華，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視障學生的數學教學一直困擾著任課

教師，例如圖表如何說明，目前除了

製作立體的教材，更研發語音系統以

電腦報讀，至於圖表方面目前仍無法

藉由電腦作出有效的圖形或語音的呈

現。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2004)指出

視障學生的數學科表現不如一般的學

生，在視覺障礙學生升高中職甄試的

數學成績就傳達了視覺障礙學生數學

成績有待加強的訊息，且盲生的數學

成績有略遜於弱視學生的跡象。對多

數的視障學生而言，數學仍是困難的，

視覺障礙學生和一般學生相較之下，

只有少數的盲生和弱視生有不錯的數

學成就

(Cahill,Linehan,McCarthy,Bormans

＆Engelen，1996)。 

萬明美(2001)認為在數學學習中，

運算、概念、符號、與幾何圖形是視

障學生學習數學時最困難的領域，特

別是對全盲學生而言，有關形象、數

位與文字計算式的題目是較難掌握整

體概念的。Cahill 等人(1996)以愛爾

蘭和比利時的弱視生與盲生為研究物

件進行比較，發現盲生最有問題的數

學題型是數學圖形、表格資料、三角

幾何；而弱視生最感困難的是則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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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三角幾何。另外，在圖形認知方

面，杞昭安（1999）的研究中指出：

視覺障礙學生在圖形認知能力方面比

同年齡的普通班學生約落後三至四個

年齡。學者們認為視障學生的數學問

題為數與量、幾何（如幾何圖形、數

學圖形、與圖形認知）、代數和統計與

機率（如繪製圖表、表格資料、比率、

與表）。 

鄭靜瑩 2006年以國小六年級普通

班學生及視障學生為研究物件，探求

視障學生的數學能力及其數學之錯誤

題型。研究結果顯示，視障學生的數

學能力是偏低的，在國民小學數學測

驗中，文字組學生在四個範疇的數學

能力由較好至較差依序為統計與機率、

幾何、代數、及數與量；而點字組學

生則為代數、數與量、幾何、統計與

機率。在錯誤題型部份，文字組學生

在體積與容積的計算與換算、內角和、

體積倍數的概念與比例尺；點字組學

生在簡單的計算題、對稱圖形、圓形

圖的概念題、機率題、統計圖與折線

圖等題項與普通班學生相較是較差

的。 

    目前台南大學國中數學盲用圖表

審查委員提出的意見中，優點方面如：

傳神逼真；但缺失為：圖形似乎大了

點,不易掌握、格子大小前後不一致、

左右線條視覺上不對稱、圖上面沒標

示、圖表裝訂順序錯誤、獎牌的立體

圖不夠逼真、圖形太大,不易掌握、圖

和原稿方向不同、省道和縣道不易區

別、點的間隔太遠、 

點和點字的點不易區別等等。 

數學平面幾何與立體幾何的圖表

問題；製作者和教學者用意不同；以

生態評量的觀點來看，任課教師、圖

形製作者、學生、專家學者、口述影

像專家等人的意見應多加考慮。整體

而言，目前視障學生數學圖表製作方

面歸納為：1.盲用圖表製作傳神逼真、

讓全盲生可以藉觸覺替代視覺。2.數

學盲用圖表的製作，應有該任課數學

教師參與。3.各個圖表的主要用途未

必相同，應抓住其目的作為該圖的重

點。4.圖的大小比例問題值得探討。

5.如果沒有充份理由，應依原稿繪製，

不宜擅自更改方向。6.圖的紋路問題

有許多種，如果僅以朔膠紙為唯一考

慮，將會受限制。7.圖的點狀大小是

否也會影響圖的判讀亦需注意。8.目

前國內立體印刷技術不錯，可以考慮

以拷凸方式製作，成本未必比目前人

工繪圖貴。 

謝曼莉提出，要讓考生公平展現

實力，而非追求形式上的公平。報讀

圖表 弱勢生聽不懂，個人化的應考服

務是大考中心需要面對的課題，目前

大考中心提供給身障生的各項服務太

過標準化，無法切合每位考生的需求，

以報讀服務為例，完全由報讀者朗讀

題目，甚至連圖形表格都報讀，對盲

生或弱視生來說，不是最好的方法。

每位視障生的狀況不同，有些可以看

到圖形，有些可以分辨顏色，有些只

要放大字體就可閱讀。由特教老師先

對視障生做視覺功能性評估，再針對

需要做適性的應考服務，例如點字、

報讀、放大字體等。這樣的方式可以

克服圖形無法報讀的問題，文字的部

分還是使用報讀。對後天失明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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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心裡已有圖形概念，如：曲線

圖、捷運路線圖，報讀再提供圖形給

考生觸摸，有助臨時申請報讀的考生

提升答題速度。現行的輔助措施，報

讀只是其中的一項，特殊考生還有很

多不同的狀況，大考中心應該納入不

同領域的特教老師參與會議，提供專

業意見，給予身障考生最適合的應考

服務，多準備人力，以面對突發狀況。

讓特教老師參與入闈，為特殊試卷的

製作提供更多意見，甚至提早製作輔

具，以備不時之需(嚴文廷，2007)。 

趙雅麗認為(2002)口述影像旨在

如何為視障者解說我們所看見的世界；

探討影像與文字兩種符號系統的差異，

以及符號系統間如何相互轉換的方式。

其應用在靜態圖像、電影畫面、文化

展演、空間設計等方面。口述影像是

在引導視障者時，能將眼前所見作簡

要的說明，但在電影欣賞時，口述影

像變得十分困難，因為要將導演或電

影原意傳達給視障者，需要經過一番

的自我訓練，如何去「解碼」、「再編

碼」，且不失導演的原意並不容易，因

為一般人再編碼時，往往已非導演的

原意，而是另一種創意。 

綜合上述，口述影像 (audio 

description，或稱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廣義的口述影像是

將光影以言辭表達。狹義的為轉換他

人作品中的光影。一般的口述：1. 聲

音方面要簡其語、齊其句、諧其音、

悠揚頓挫；2.、 影像方面要簡短明晰；

3.特寫方面要筆調輕鬆、有事實根據、

用事實來感動人。口述的基本要領則

須有起承轉合，例如提綱挈領、說明、

結論；由小而大、由輕而重、漸入高

潮；口述的內含包括完整說明、充份

資料、深入意義、正確的解說。 

本人於 2010年嘗試以視障學生最

感困擾的數學科目來探討，邀請啟明

學校數學教師、視障教育資源班數學

教師、普通學校數學教師以及特殊教

育研究所學生共四名，將國中數學課

本內的圖表以文字敘述。然後採德爾

惠法(Delphi)邀請視障教育專家學者

六名、數學教育專家一名、大學視障

學生四名、國中視障學生二名等，一

起來將討論數學圖表最合適的報讀方

式，最後邀請數學圖表報讀撰寫人員，

及臺北縣市視障教育巡迴輔導教師共

16位座談，試圖尋找最妥適的數學圖

表報讀的原則，供培訓報讀人員之參

考。專家學者的意見有 1.報讀內容範

圍：大多數隻將圖表報讀出來，而不

作基本解釋，少數的不只將圖表報不

出來，也作了基本解釋，但都沒有要

學生觸摸圖表;若報讀範圍，只包括讓

學生知道有這些圖表存在以及存在的

形式，可以敘述性為主;若要再加上機

本解釋，這會與圖表的先行課文內容

以及後續課文內容有很大的關聯;若

還要加上觸摸圖表之考慮，可使學生

學的更完整，但報讀要會冗長些。2.

報讀的專業在對腳本忠實傳達，不一

定要數學本科老師，但寫腳本的人，

最好是數學教師，但其實有經驗的報

讀者，成效也可能超過專業師資。3.

任何圖表的報讀需先考慮學生的起點

行為，能力現況，再決定報讀的詳盡

程度，所以，即使是同一本數學教材，

同一張圖，都可有不同的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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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學生圖表的報讀涉及三個層

面：圖表內容的撰寫、報讀者的報讀

風格、視障學生的程度等，茲分述如

下： 

一)數學圖表內容的撰寫方面 

1.圖表報讀要能信、達、雅；文字敘

述要簡要，文字內文即等於圖表意

函。 

2.圖表報讀的腳本須依報讀內容逐字

寫出。圖表的標題應報讀，並配合

課本或講義原先的標題，方便搜尋

也避免錯誤。 

3.報讀應配合課文內容作增減之修正，

有的文章已經非常詳細，就不需要

再增加以免畫蛇添足，增加學生閱

讀上的負擔。 

4.報讀要合乎羅輯，尤其在圖表訊息

上的報讀順序，對腳本忠實傳達。 

二)報讀者的報讀風格方面 

1.逐字逐句念出課文或者念出書面資

料。 

2.當報讀是為了校對點字是否正確時，

任何一個標點符號、空行、換段、

換頁、……等，一字不漏照原稿念

出。 

三)視障學生的程度方面 

圖表報讀時似乎需先考慮到學生

的能力現況為何，因為課本在圖

表的前後內文中，都會針對圖表

加以解釋，學生的先備能力佳，

過多的解釋反而會是學生摸讀的

負擔，因此，任何圖表的報讀需

先考慮學生的起點行為，能力現

況，再決定報讀的詳盡程度，所

以，即使是同一本數學教材，同

一張圖，都可有不同的報讀方

式。 

 

五、雙視書使用現況 

本人曾以任職於台北啟明學校、

台中啟明學校以及台中惠明學校的教

師為對象，就 152位教師中隨機抽取

60名，問卷回收率為 98.33%：其中男

性教師 12位(20.3%)、女性教師 47位

(79.7%)；任教高中職階段者有 14位

(23.7%)、國民中學階段者 23位(39%)、

國民小學階段者 22位(37.3%)；盲校

服務年資方面，未滿 5年者 13 位

(22.0%)、5年～未滿 11年者 14 位

(23.7%)、11年～未滿 16年者 13位

(22.0%)、16年～未滿 21年者 8位

(13.6%)、21年～未滿 26年者 11位

(18.6%)。 

以自行編製「視障學生雙視書使

用現況調查問卷」，邀請視障教育專

家學者五名就問卷內容加以修正完成，

最後請任教啟/惠明學校教師協助填

寫。問卷回收後，利用電腦統計套裝

軟體視窗版SPSS for Windows 22.0版

進行各項統計與分析，以次數分配和

百分比呈現各題的填答情形。 

    最後將統計結果請教台北市視障

者家長協會、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彰化市視障者教長協會、台北市視障

資源班、新北市視障資源班等單位，

深入了解目前雙視書的使用現況。研

究結果顯示:在四等量表中，視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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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認為雙視書重要性的平均數為

3.62，在需要性的平均數為 3.55，均

屬於非常重要和非常需要的程度。獲

得下列幾點結論： 

1.大約有六成三的視障學生使用

過雙視書。2.視障教師有五成四知道

雙視書的價格。3.雙視書的版本以康

軒版、 翰林版、南一版以及佳音版為

主。4.視障教師認為視障學生使用雙

視書最適合的情境啟(惠)明學校和普

通學校各佔一半。5.有七成六視障教

師認為視障學生使用雙視書最需要的

階段是國小階段。6.有八成三視障教

師認為雙視書的價錢太高。7.雙視書

在開學就可以提供的視障生使用的佔

七成六。8.有九成視障教育教師，認

為雙視書一套平均在一萬元上下價錢

太高。9.視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破

音字方面的正確性的滿意度，五成一

認為滿意、但 

    不滿意的也佔四成一。10.視障教

育教師對雙視書在錯別字方面的正確

性滿意度，六成一滿意。11.有五成九

視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同音異字

方面的正確性滿意。12.有六成六視障

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在封面設計方

面滿意。13.視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

圖表呈現方面，六成六認為滿意。14.

視障教育教師對雙視書在攜帶或閱讀

方便性方面，三成九認為滿意；不滿

意的達五成三。15.視障教育教師對雙

視書在美觀方面，五成四認為滿意；

不滿意的有三成六。16.視障教育教師

對雙視書經費全部由政府負擔，七成

八認為滿意。17.視障教育教師對康軒

版的雙視書最滿意，其次為南一版和

翰林版。18.視障教育教師有五成四認

為政府提供雙視書，因採用電腦校對，

因此剝奪了視障者校對的工作機會，

但也有三成九不同意上述觀點。19.視

障教育教師有八成六同意雙視書，確

實達到和普通班教師、同學溝通的目

的。20.視障教育教師有八成八同意雙

視書規劃回收再利用。 

 

六、雙視書的製作 

    點字書的製作除將國字轉譯成點

字列印外，涉及圖形部分是否要使用

複製、變更、代替和省略之處理方式，

變成爭議點所在。愛盲基金會(2014)

指出圖書館點字書製作流程如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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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點字書製作流程(愛盲愛盲基金會，2014) 

     

何世芸(2014)在教育部中部辦公

室的「國中小視障書計價說明」中認

為，目前視障雙視書圖形製作成多樣

性，如一粒米也製成圖、把一般教科

書的附件給貼上、以三種材質來製作

圖形或以 tiger點字印表機列印圖形。

但雙視書點譯規則各行其事，易讓視

障生發生錯亂和不解(如圖 2)，並提出

點字書計價公式(如圖 3、圖 4、圖 5)。 

 

       圖 2點字書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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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教科書的計價方式 

 

   圖 4 點字書計價公式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雙視書

之製作與學習成效，研究者首先透過

文獻探討搜集有關視障學生的心理特

質、學習理論、點字試題分析、圖表

報讀之研究、雙視書使用現況、雙視

書的製作等相關文獻，做為雙視書之

製作與學習成效之理論依據，與編制

德懷術問卷之基礎，再經由德懷術問

卷過程得到相關資料。 

一、研究參與人員：本研究以德爾惠

法(Delphi Technique)，來彙整專家

學者對於雙視書之製作之意見。因此，

本研究的參與者包括： 

1.啟(惠)明學校教師 6名、視障融合

教育班教師 3名、特殊教育學系研究

生 3名、視障者家長協會理事 3名等

共 15名；2.視障教育專家學者 9名

(如表  )；3.教科書專家學者 2 名；

4.大學全盲學生 2名、研究所全盲生

2名共 4名；5.視障教育巡迴輔導教

師 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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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視障教育專家學者一覽表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李永昌 教授 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林慶仁 副教授 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曾怡惇 副教授 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莊素貞 教授 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賀夏梅 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鄭靜瑩 副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視光系 

吳純惠 助理教授 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張勝成 教授 台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黃國晏 副教授 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二、研究工具：請視障雙視書製作的

問題及學習成效逐一敘述，編制成「雙

視書之製作與學習成效問卷」。 

三、資料處理 

簡茂發、劉湘川認為 Delphi視研

究需要來決定所需的統計處理方式，

本研究採用眾數統計：計算專家對內

容評價之眾數，眾數愈高，相對重要

性越大。本研究針對專家對於各專案

適切性的意見，統計處理方式採取眾

數以瞭解各種製作方式的雙視書之妥

適性。 

肆、預期成效 

一、擬定編製雙視書圖表製作之基本

規範。 

二、訂定雙視書製作必要之經費標

準。 

三、逐步完成各種圖表腳本之撰寫。 

四、雙視書使用之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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