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分享　眼睛不只是眼睛
◢特教分享　在微光與愛之間啟程
◢資源分享　有料的視覺障礙特殊圖書

資源應援你我的線上教學
◢特教采風　走讀最美圖書館，視障生

很有感！
◢童畫童話

～臺灣圖書館～繪本口述影像有聲書

線上閱讀

1封面故事

特教風
發行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發 行 人：鄭新輝

總 策 劃：王崑源

執行策劃：楊智雄

行政策劃：許婉馨、陳妍樺、蔡幸彤

主　　編：吳忠政

執行編輯：陳雅苓

行政編輯：邱于真、黃雅蘭、李惠萍、侯書慈

          廖盈鈺、吳繡珠、蔡佩

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民治辦公室)

地　　址：73009臺南市新營區公誠街5-1號

電　　話：06-6337740　傳　　真：06-6337741

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永華辦公室)

地　　址：70048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2段86號

電　　話：06-2412734　傳　　真：06-2284785

E-mail:tainanse@gmail.com

創　　刊：2000年5月1日

78
T H

2022 08~11月

黑白的視界成就世界的色彩

盧懷宇同學畫畫作品

2022年總統教育獎
★永福國小畢業生盧懷宇
＃拿著放大鏡

  我就跟福爾摩斯偵探一樣

＃有你牽著我，我不會迷失方向

  但若放開手，我也不怕艱難持續前進

★南新國中畢業生方子晏
＃我只有一心室

  所以我要一心投入每一刻

＃追求夢想不設限，一心啟航全力築夢



2封面故事

　　南新國中畢業生方子晏出生時僅有單一心室，

患有先天性心臟病、腦性麻痺及發展遲緩等疾病，

在父母不放棄的照顧與努力復健下，子晏順利成長

，並積極嘗試與拓展各種生活面向；在學校子晏主

動服務走入人群，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校園清

潔志工、特教志工等職務，子晏不因生理障礙而設

限與他人的互動，且熱愛學習、認真上進，語文方

面尤其表現亮眼，參加校內語文競賽屢獲佳績，並

代表學校參加臺南市英語讀者劇場榮獲優等、英語

說故事比賽榮獲優等，還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劍橋

國際英語Flyers認證。在父母與學校師生的教導陪
伴下，子晏樂觀進取並勇於挑戰，子晏覺得自己是

幸運的，且喜歡學習，透過學習豐富了他的視野，

認為再辛苦都不會減低其對生命的熱情，他要盡情

揮灑自己，不能辜負生命，凡事盡力，並努力追求

夢想不設限，一心啟航全力築夢。

2022年總統教育獎

盧懷宇與同學一同參與體育活動，並獲得優異成績。

方子晏(右四)與同學一起組隊參與英語文競賽，勇敢追夢。

永福國小畢業生盧懷宇

南新國中畢業生方子晏

　　永福國小畢業生盧懷宇為先天性白化症病患，

並患有眼球震顫、畏光、弱視和斜視的症狀，視力

僅正常人的十分之一。儘管先天條件不佳，身體的

缺陷導致許多不便，但這些缺陷並沒有阻礙懷宇對

閱讀及繪畫的熱忱，他不斷克服視力的困難及身體

的不適，有時上課也須拿出放大鏡來看清楚書本上

的功課和題目，雖然和別人有些不一樣，但他覺得

自己就跟福爾摩斯偵探一樣，並不斷的在閱讀的世

界裡拓展自己，除了學業表現優異，他在布可星球

閱讀認證平臺更榮獲班上第一，也熱衷參與文化創

作體驗活動，包含臺南市無形文化資產創作、普濟

殿和臺南市議長盃燈籠創作等，繪畫方面榮獲多項

佳績，表現相當優異。

　　此次的得獎，懷宇也感謝著自己能有最棒的

爸爸媽媽給予最有耐心的陪伴與照顧，自己才能

勇敢面對困難，不間斷的學習；而學校裡的老師

和同學，則是自己最好的夥伴，在學校裡學到許

多豐富的知識，也交到許多知心好友，懷宇覺得

自己是幸運的，而這些種種都會是他能更勇敢的

基石，也是自己滿滿的幸福回憶，未來也會繼續

不怕艱難勇敢前進。



壹、視覺與視知覺
　　在人類日常生活的視覺任務中，運用視覺功能

與雙眼視覺執行任務的頻率非常的高。光線通過眼

角膜並經過中間介質水晶體、玻璃體後抵達視網膜

，並有幾種光接受器將訊號投射到大腦視覺皮質：

三種錐細胞、桿細胞、本質性感光視網膜神經節細

胞，這些感光細胞不單純只有形成影像的視覺功能

，也包含影響或控制了其他的非視覺功能，如晝夜

節律、睡眠、與警覺性等。

　　視覺功能較廣為人知的內容包括視力、視野、

色彩視覺與對比敏感度；而雙眼視覺功能則強調雙

眼共動協作的能力，如：調節、聚散、眼動、與立

體視等。其中調節能力（Accommodation）為注視
時調整焦點的能力、聚散能力（Vergence）為雙眼
視軸共動對齊注視物體的能力、眼動能力是隨注視

物移動視軸的能力、立體視（Stereopsis）則是雙眼
感受個別眼球影像差異的能力。以立體視覺為例，

斜視或斜位、不等視或調節不對等、大腦經驗或腦

傷等因素，都足以影響立體視覺的表現；長期處於

立體視覺不佳的人，走路容易絆倒、球類表現或精

細動作不佳、平衡感差、方向感差、而且容易迷路

。具體來說，前端的視覺功能與後端的視覺感知相

互牽動，大腦控制眼睛，而眼睛也影響了大腦的整

合（如圖1）。

　　Warren M. 1993的視覺知覺金字塔中，可以將
視覺知覺功能由最低階到最高階，依照階級劃分為

以下幾階功能：（一）眼動控制、視野與視力、（

二）注意力：警覺與注意，如視覺忽略、（三）掃

視、（四）形狀辨認、（五）視覺記憶、（六）視

覺認知：感統合、（七）透過視覺適應。上述各項

能力間含有階層關係，越上層的能力越需要下層功

能的正常協同運作。例如第二層的注意力，需要第

一層中功能正常的眼動控制力、沒有缺損且健康完

整的視野與良好的視力。若是下層功能一旦產生問

題，就有可能導致上層功能障礙甚至失能。由此可

知，視覺知覺並不僅僅存在於知覺、感知層面，也

包含了對器質性功能、神經生理等功能的依賴與要

求。

　　我們可以從失智症（Dementia）或是輕微認知
功能缺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患者的
視覺與視知覺表現，來回推特殊需求學生的訓練方

案；失智症或MCI患者經歷過功能正常的階段，因
此很容易從臨床的癥兆或症狀，與其日常生活的行

為表現，得知各項退化功能之間的關聯。以圖2為例
，失智症或MCI患者除了有較差的眼生理（視網膜
厚度較薄、黃斑色素密度較低）外，其視覺功能（

眼位、眼動，如追視與躍視、與立體視覺）與視覺

知覺（週邊意識與空間關係）的表現與對照組相比

，都明顯來得差；此外，失智症或MCI患者的平衡
測試（擺動速率與重心）也都相對的比較差【註1】
。因此，訓練視覺功能與視覺知覺，是否對認知的

穩定與增進有所助益，仍待進一步驗證。

眼 睛 不 只 是 眼 睛
Eyes are Actually an Extension of the Brain.

中山醫學大學視光學系/鄭靜瑩副教授

【註1】在自然狀態下人體會有一個潛意識來維持姿勢
，稱作姿勢擺動（Postural sway），嚴謹定義是指圍
繞著人重心的水平擺動，如果一個人有比較大的姿勢

擺動，就表示在站立時會有更大的晃動量。而更大的擺

動量也常被認為是某些疾病或症狀的指標之一，如自

然老化、神經肌肉疾病、焦慮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3專業分享

圖2 失智症或MCI患者的眼生理、視覺功能與視覺知覺關係圖

圖1 眼動與大腦整合



貳、視覺與視知覺訓練
　　回到特殊教育的精神，輔具與訓練可以擴大

(augment)身心障礙者剩餘的能力、 繞過(bypass)其
無法發揮的能力、或補償 (compensate)其較為不足
或有待提昇之能力。視覺訓練必須整合前述視覺功

能、視知覺、與平衡。以下例舉兩個訓練案例：

參、總結
　　視覺與視知覺評量與訓練方案是非常個別化、

無法一體適用的，一旦個案看東西的方式與眾不同

、或者是視覺表現與同齡孩子有落差，經過家長與

教師一段時間的觀察與評量後，可連結相關專業團

隊，針孩子的狀況進行個別化訓練方案的擬定，而

訓練的精神除了對症下藥之外，融入課程與教材、

有趣的、訓練頻率高、以及貼近孩子生活與學習需

求的功能性訓練才是方案成功的關鍵，要記住，眼

睛絕對不只是眼睛。

案例二

　　小明（五歲），交替性內斜視患者，無法進行

立體視覺檢查，走路與上樓梯常絆倒而變得小心翼

翼，平衡感與空間知覺不佳、寫作業無法正確的寫

在正方格的中間（總是偏左下方）、經常被身邊的

人或車嚇一跳。

案例一  

　　小華（十二歲），自閉症個案，視力正常、無

明顯的屈光問題與斜視問題，總是用特殊的角度看

東西，粗大動作與精細動作都不是非常精確。

建議訓練方案：

1.改變知覺空間的認知：嘗試配戴Yoke 稜鏡(圖3)，
行走、上下樓梯、與拋接球。 

2.訓練注視與眼動能力：懸掛Marsden Ball(圖4)，左
右擺動用以訓練眼球運動

3.同時使用方案1與方案2，懸掛多組Marsden Ball，
擺動各組Marsden Ball，讓個案盡量在不被球打到
的情況下，穿越擺動中的Marsden Balls。

 

4.訓練雙眼融像能力：使用裂隙尺（圖6），請個案
嘗試將兩個影像合為一個影像。

5.濾片訓練：濾片搭配平衡板擴增視野感知【註2】

建議訓練方案：

1.改變斜視及知覺問題：嘗試binasal貼膜（圖8）
改善交替性內斜視的問題。

2.訓練雙眼協作：懸掛Marsden Ball（圖4），
請個案拍打前後擺動的球（同時使用方案1）
。另外也可用圖7 與圖9的方式訓練眼手協調
的能力。

3.平衡板訓練：請個案站在平衡板（圖5）上拍打
前後擺動的球（同時使用方案1與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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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Yoke 稜鏡
圖片來源：www.bernell.com

圖5 平衡板
圖片來源：www.bernell.com

圖6 裂隙尺
圖片來源：www.bernell.com

圖7 Wolff 棒
圖片來源：www.goodlite.com

圖8 Binasal 貼膜
圖片來源：謝錫寶驗光師

圖9 釣魚遊戲
圖片來源：謝錫寶驗光師

圖4 Marsden Ball
圖片來源：www.bernell.com

【註2】臨床鮮少被應用的方法是光治療法（syntonic 
phototherapy），曾有研究指出在進行視力訓練時，
若是搭配光治療作為搭配的介入措施時可以使訓練效
果提升。有研究提出光治療其療效包含擴大原本有限
縮的視野或消除特定癥狀等。特定波長的光線抵達視
網膜感光受器後，會使自律神經系統受刺激（即交感
神經與副交感神經），這些反應被認為是因為重新平
衡調整視覺系統中Magnocellular路徑與Parvocellular
路徑所造成。擁有功能健全的視覺知覺能力，是需要
正常且健康的Magnocellular路徑與Parvocellular路徑
才得以發揮正常功能。



　　生命裡總有些特別的機緣，讓人發現自己

的能量能夠傳遞給需要者，也讓人醒覺於自

己的責任。與視障教育結緣，陪伴視障兒童

及其家庭共同成長，歷經悠悠歲月卻彷若昨

日初遇視障教育。這是一片用心耕耘便會充

滿各種可能性的教育園地，同時感謝上蒼讓

我有機會行走這一段充滿省思的自我旅程。

　　早期視障者受教不易，通常至集中式特

殊學校就讀，直至民國五十六年開始，政府

推行盲生走讀計畫，在臺南師院設立視障師

資培訓班，讓視障學生能夠有機會就近在居

家附近的學校就讀，並且享受與家人共處的

美好。盲生走讀計畫後來演變成為現在的視

覺障礙巡迴教育。

　　個人有幸在千禧年與視障教育結緣，開

啟了視障巡迴的大門，每天睜開眼，便要在

不同的學校之間穿梭，也在不同學生之間重

整教學方式及心情。記得在視障新手階段，

每天要準備三至四個書包，分裝個別學生的

教材及輔導資料，騎著老舊摩托車穿越不同

地形尋找偏遠學校的蹤跡，尤其那個年代只

有紙本地圖可用，「找路」成了每天的功課

，「迷路」更是我的日常，也因此「墓仔埔

也敢去」，更練就出長繭的鐵砂掌。雖然巡

迴之路耗費了許多空堂時間，但是沿路的鄉

野風光、校邊美食及可愛的學生們讓我懷念

至今，那年帶的孩子們，有幾個至今還常找

我聊工作、生活及感情，就像二十多年的親

人一樣。

　　視障教育的內容及面向既多且廣，深浸

其中的我自覺仍有需要成長的地方，總是想

要學習更多的方法來幫助視障孩子。經過多

年教學互動的體會，有緣長期教導的視障學

生們，除了視力困難無解之外，其他的適應

狀況及發展能力皆能達到與同儕類似，也幫

助孩子們找到他們的興趣或強項，例如歷年

來我曾幫助過多位視障生參加全國點字比賽

、全國視障學生作文比賽、市內外音樂比賽

、校內市內朗讀比賽、校內演講比賽、全國

視障生美術比賽、體育競賽等等皆獲得佳績

，更有多位獲得全市特殊模範兒童、市長獎

及總統教育獎等等。

　　這學期我教了八、九年的二位孩子從國

小畢業了，其中小美（化名）是白化症，外

表的特殊讓家人很擔心，加上低視力及眼睛

震顫造成對讀書、寫字容易疲累而不喜歡讀

書，但是在視巡系統的輔導及視覺應用技巧

訓練之下，小美漸漸對自己充滿信心，家長

及師長們對她非常關懷，我們共同營造出友

善接納的環境，小美在畢業前終於發展出自

己的才華，獲得校內作文第一名、演講第一

名的好成績，也得到市長獎的肯定。另一位

小帥（化名）是位天性執著且中途失明的孩

子，在跟他相處的這些年，陪伴他的家人面

對他視力喪失時的心理轉變，學習盲生的點

字、摸讀、定向行動等技巧，以及學會點字

機和盲用電腦輔助日常的學習及評量，家人

也為他利用假日找我學習盲用試卷的製作，

與我分工合作，讓小帥能跟上班級的學習進

度；另外小帥的記憶力極佳，剛接觸鋼琴不

久便能參加比賽且得獎。幸運的小帥有用心

的家人及學校師長們共同包容關心，讓他漸

漸上軌道，也獲得本市的特殊模範兒童，讓

家人非常欣慰。從視障孩子們的表現中，我

感悟到視障生的潛能需要有系統的訓練及激

發，更要引導他們了解他們能獲獎，除了自

身的努力更是周遭許多人的付出，在過程中

培養他們的感恩心及謙虛心，讓視障孩子能

更融入團體中。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小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吳宥靚老師

在微光與愛之間啟程
～紀念這段為視障而行走的美好～

Experience Sharing about Educating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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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障孩子們常常難以直面自己的視覺困難

，有的孩子會呈現逃避學習、有的孩子會自卑

於此而產生心理與社會適應問題、有的孩子甚

至會自我否定而出現自傷行為。儘管經過長期

的引導，視覺障礙彷若厚重的心結落在他們的

內心，需要旁人細心的觀察及建立起信任的關

係，才能協助他們慢慢梳理解開這個結。我以

為視覺障礙真的不是生命的障礙，真正的困難

在於孩子及孩子的家庭如何看待這個生命課題

。因此，我總是會跟有緣的家長們說：「請別

一直關注及提醒孩子視力的問題，將來會造成

親子關係的緊張及孩子的藉口。請告訴孩子，

你們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樣，凡事都要學著自己

動手做，慢慢來沒關係，做不好也沒關係，多

嘗試幾次一定學得會。」 在家庭中提供按部就
班的教養方式及正向積極面對各種問題，如同

卡內基所說「不批評、不責備、不抱怨」，我

認為還要「不比較」，讓視障孩子們養成健康

的心態。

　　值得一提的是，長期以來政府補助盲生點

字教科書，但是盲生極度需求的課後作業簿、

補充教材、評量及月考試卷等等與學習相關的

重要項目，一直是由視巡老師或家長各自處理

。回想起來，二十多年來自己投入大量的下班

時間製作盲生的學習輔助教材及試卷，也不斷

地傳授盲用教材製作技術給短期志工們，希望

讓盲生們能穩定的跟上班級進度，但一己之力

終歸有限，感謝教育局與特教中心對於視障生

的重視與關懷，讓視巡老師們慢慢建立起共識

，並投入共同為市內的盲生製作盲用試卷，讓

教學成效更能呈現，這讓我感念在心。

　　當上天丟給了我們一顆檸檬，我們要笑著

感謝祂，因為檸檬的用途超級多，更有清新的

芬芳。換個角度思考，雖然是視覺障礙，但是

只有自己才會障礙自己，如果我們不以為意，

那麼它就不會障礙到我們，甚至透過不同的學

習方式還能磨鍊出更傑出的精神力。行在此路

二十多年，陪同視障生家庭建立起家庭復原力

，更見證到視障孩童的各種潛力。在這條巡迴

路上我會繼續傳播「感恩、感謝、感受愛」的

精神，讓盲教情感源遠流長，努力點亮微光孩

童們及其家庭的生命希望。

＊多年前指導學前盲童學習觸覺圖形、觸覺字形、點字機、盲用電腦課程，家長長期陪同在側學習教導孩子的

方法，該生後來更獲得總統教育獎。桌上陳列的即為相關的視障輔具及自製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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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11月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兒童權利公約》（T h e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t h e  R i g h t s  o f  
Chi ldren，縮寫CRC）並於隔年 (1990)年生效；臺灣於2017年公布《兒童權利公約》並依據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溯自2014年生效。從20世紀進入21世紀，以「兒童」為主體觀點，正深
深影響著公民、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及社會等各個領域；在特教領域，「障礙」已不再是學習

的阻礙，探究特殊學童的「需求」，才是親師最關注的焦點。

　　疫情時代的催化下，親師猶如坐上太空火箭直線推進，對於線上學習的資訊能力，一夜間都必

須從嘗試學習到熟習上手。

　　要從浩瀚的資訊宇宙，選擇符合「需求」的線上資源，肯定非常不容易。以下將概略介紹有別

於特教資源網絡外，有料的線上圖書資源，期盼能夠應援數位學習，成為親師教學的好夥伴。

　　近年有聲書在數位浪潮下，出版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成長，除了民間出版，各公共圖書館典藏的線上資源

及實體資源，更是豐厚。以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例，有聲資源就占特殊資源整體80%，其中數位格式樣貌多元
：有說故事型態的有聲書(朗讀型)、口述影像型態的有聲書、含文字格式類型的有聲書(如含有聲的EPUB或
DASIY有聲書)及有聲劇方式呈現等各類型有聲書，十分多元。

有料的視覺障礙特殊圖書資源 
應援你我的線上教學
 Library Resources for Visual Impairment.

國立臺灣圖書館採訪編目組研究助理/闕詩穎

帶有口述影像技巧的口述繪本有聲書

　　圖為國立臺灣圖書館出版的口述繪本有聲書系

列，利用口述技巧，著重描繪圖片及結合說故事技

巧製作，搭配雙視圖書觸讀，帶給孩子不一樣的閱

讀體驗。

含文字格式的有聲書

　　圖為一刻鯨選有聲課程，邀請各領域業界專家

、作家及知名人士獻聲。每項課程均有人聲錄音

MP3檔及課程內容逐字文稿EPUB檔。

免費線上資源 (依據著作權法第53條利用)

市售精彩有聲出版(為數眾多，僅列舉)

有料的有聲資源：

說故事型態的有聲書

　　圖為出版社自行開發的有聲書APP，知名的繪本融入活潑生動

的說故事技巧，各家出版社皆推出吸引聽眾的優質內容，提供教師

、家長豐富選擇。(圖片擷取自親子天下網站)

7資源分享



免費的網路資源（依據著作權法53條利用）

無障礙閱讀資源整合查詢
系統(https://viis.ntl.
edu.tw)
　　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建置維

護，可一鍵搜尋國臺圖、國資

圖、臺北市圖、新北市圖、臺

南市圖、高雄市圖、彰師大、

清大、陽明交大、華文及愛盲

有聲點字等單位製作典藏的無

障礙格式圖書資源。

教育部華文視障圖書網
(https://elib.batol.net)

　　由教育部委託淡江大學視

障資源中心建置維護，扮演大

學視覺障礙學生獲取圖書資訊

重要的管道，是課堂專業學習

不可或缺的利器！(圖片擷取自

該網站首頁)

雲 端 千 眼 視 障 閱 讀
平台( h t t p s : / / w w w .
edocumentservice.org)
　　由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

家長學會建置維護，透過網路

的力量，聚集線上無數志工的

努力，回應讀者的閱讀需求，

提供即時、精彩的圖書資源。(

圖片擷取自該網站首頁)

有聲劇方式呈現的有聲書

　　圖為透過聲音編劇形式精心製作的有聲劇作品，優質配樂

加上模擬戲劇表演的人聲，非常引人入勝，適合大小朋友一起

聆賞。(圖片擷取自博客來網路書店銷售網頁)

有料的網站資源：

有料的教學資源：

　　免費的網路資源，除了大大縮短城鄉差距外，藉由無障礙介面設計，使視覺障礙及感知著作有困難的學

童，透過輔具協助－如盲用軟體、點字觸摸顯示器等即能暢快閱讀，有效提高教學效能。

　　市售的教學資源專書，亦可利用公共圖書館資源借閱，同時也有非營利組織用心經營的學習平臺，更有

特教領域教師建置平台，無私地分享教學方法及策略。從設計教案開始，網路資源的選材收集到如何搭配輔

具，輔具操作利用及教學策略，都能找到好用的線上資源。

均一教育平台
(https://www.junyiacademy.org)
　　由非營利教育組織經營，提供從國小到高中的數學、自

然、電腦科學、語文等科目免費學習資源，共計有5萬部教學

影片與練習題，讓學生、家長及教師線上就能享受優質的學

習資源。(圖片擷取自該網站首頁)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筆記本
(https://class.kh.edu.tw/19061/fpage/view/1)

為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啟明巡迴教師黃偉豪，自行編寫視

覺障礙輔助科技相關之訊息，內容深入淺出，提供教學現場

常遇見的大小新知詳解。

(圖片擷取自該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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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精彩出版(為數眾多，僅列舉)

　《全盲生好好玩數學：模組教學手冊》

　作者︱張千惠、林福來、謝佳叡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20/12/25

　ISBN︱9789865223809

　定價︱330元

以上免費資源，都可以透過關鍵字搜尋，另提供數個重要的視障服務單位及聯絡方式：

★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資料中心|無障礙閱讀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02)2926-1470
★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視障電子圖書館 (02)2514-8443
★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教育部華文視障電子圖書網 (02)7730-0606
★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學會|雲端千眼視障閱讀平台 (02)2717-7722

　　科技資訊的蓬勃發展，讓全盲及低視能的孩子能藉由輔具的幫忙，挑選符合「需求」的網路資源，一同

享受線上學習的樂趣，期盼以上簡短介紹，能為辛苦的教師、家長們帶來些許的幫助。

　　國內第一本以全盲學生為主體的遊戲式數學活動教學手冊，讓全盲學童透過多感官方式學習基礎數學概念

，透過認知學習理論的原則，以趣味的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增進先天全盲學生學習動機、建立他們學習數學的

自信心，進而能更有效地將數學概念具體化，以提升全盲學生數學的學習成效。

作品主題：創意彩繪紙磚杯墊

學　　校：白河國中　　　　

指導老師：王怡惠老師、游雯珊老師

學生姓名：特教班學生　　  

創作概念：使用水彩搭配自己設計的剪紙圖形，設計出個人獨一無二的紙磚杯墊。

黃俊瑜(八年級) 楊佳怡(七年級)

童
童

畫 話

作品主題：地球好起來

學　　校：中西區成功國小

指導老師：林佳靖老師

學生姓名：吳旻諺

　　　　（視障生，三年級）

創作概念：愛護地球，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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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知心》
多少次，在幽暗的被窩裡，默默地、無聲地啜泣；

多少次，在慢慢的長夜裡，無助地、困惑地拭去淚跡；

多少次，在喧鬧的環境裡，孤獨地、冷漠地看著受傷的痕跡，

是視而不見？還是不忍看見？

在茫茫的人海裡，憂鬱地尋找自己，有誰望見，

那孤傲的背影，有誰發現，

那泛紅的眼睛，有誰了解，

那脆弱的心……

我知道，自己即將飄離，

我清楚，那是為了壓力，

我明白，那是為了無情，

身為一顆雙子星，

能做的也只有壓抑，

默默的降臨，悄悄的別離，

沒有人注意，更沒有人在意，

除了拋棄自己，又有什麼途徑？

孤獨，已然成為必定。

學　　校：大灣高中

學生姓名：蘇漴瑋(視障生，國中部二年級，2019總統教育獎)

親愛的奶奶：

您還記得我是誰嗎?
您在天之靈可快樂嗎?
我時時惦記著您，

您給我的兩支手機雖已不能用，

但我仍然好好的收藏著，

我最難以忘記的，

就是您被放在擔架上抬進急診室
的身影，

是我在無知的小腦袋裡、淚光瀅
瀅的眼睛裡所看到的身影，

奶奶，您對我付出的愛我永遠不
會忘記，

即使只有短短的一年……。

      在我小時候，奶奶因為爸爸
去上班怕我在家無聊，所以騎車

帶我去爬山，我們沿途賞花，我

耳裡傳來悅耳的鳥叫聲，我雖不

太懂事，但奶奶辛苦的抱著我，

吃力的往上爬，我是可以清楚知

道的，因為，她的汗水浸濕了我

的衣裳，她粗重的喘息聲在我耳

邊響著，我滿臉堆歡，讓微風替

我梳頭，讓鳥兒為我而歌，我覺

得輕飄飄的，宛如登上了軟綿綿

的雲頂。

　　苦盡甘來，福盡「悲」來，

就在回程的路上，我們被貨車撞

上了……。

　　等我醒來的時候，耳邊只傳

來刺耳的鳴笛聲，奶奶因為騎車

，傷勢極重，她也和我一樣躺在

救護車上，只是還沒有清醒。

    「啊！好痛！」，奶奶終於醒
了，但是，聽得出她十分痛苦，

我只有一點擦傷，其實不怎麼要

緊，但奶奶卻因為腦出血得要開

刀，我「茫然」的看著她被送入

急診室，卻不知「啊！『好痛』

」，將是她說過的最後一句話。

　　手術失敗，奶奶雖沒有去世

，但經歷的痛苦卻遠遠超過了死

亡—她變成了植物人……。

　　我長大了，明白的事理越來

越多，我深刻的體會到奶奶是多

麼的愛我，她為了給我快樂，犧

牲了自己的時間，犧牲了自己享

受的權利：我每個月都會去探望

奶奶，看她躺在床上，動也不能

動，只是不停的打鼾，我一叫她

，她就立即醒來，但是，她只能

在那裡看我，不能跟我說話，只

能聽到我的聲音，我體會到了植

物人的痛苦，我知道有許多植物

人後來有恢復健康，真盼望奶奶

也能再度步出房門，看到這美好

的世界。

　　有一天，我去探望奶奶，她

已然不在床上，我高興得又叫又

跳，爸爸卻有點懷疑發生了什麼

事，一問爺爺，才知事與願違，

奶奶已然與世長辭了。

　　奶奶，我已經長大了，我知

道您有多麼的疼愛我，常常想起

您被抬去急診室的身影，我禁不

住的傷感，流下淚來。您給我的

手機，我永遠會好好的保存，就

像您的身影、您的愛，永遠都會

深深的印在我的心中。

《常常，我想起那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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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Go!
走讀最美圖書館，視障生很有感！

　　此次「視障學生Let´s Go!
走讀圖書館活動」由臺南市政府

教育局和臺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

合作辦理，透過走讀認識圖書館

，針對特殊教育個別化調整及視

障巡迴輔導教師引導學生參與沉

浸式學習，在真實情境下落實素

養學習，與會的視障學生、家長

及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團隊都獲得

滿滿的收穫。

　　走讀活動由圖書館員蘇詠茹

組長導覽開啟序幕，介紹館內視

障者圖書設施設備，並由視障巡

迴輔導教師吳宥靚及林家鴻透過

定向行動及專業引導介紹館內視

障設備應用，讓學生實際操作並

教導學生圖書館應注意禮儀，將

素養教學融入生活中。教育局也

特別用心，在活動前派員前往圖

書館場勘，並持續與館員積極洽

談，讓臺南視障學生獲得最佳的

圖書資源及友善無障礙閱讀環境

。

　　教育局局長鄭新輝表示，希

望透過視障學生走讀圖書館活動

，爭取更多視障者使用圖書館設

備，並持續努力協助視覺障礙學

生獨立生活與融入社會，公平參

與社會活動，善用社會資源，增

進社會適應能力，開展多元視野

及提升家庭與專業間相互合作之

關係。

　　市圖新總館表示，為提供友

善無礙的閱讀環境，新總館2樓設
置視障服務專區，除提供400多
冊雙視書，另設有3間獨立閱讀空
間「心視界」，心視界配備擴視

機及電腦設備，視障讀者可利用

擴視機放大書本文字、圖畫，細

細品味書本內的意涵，也可選擇

由機器自動唸讀內容，享受閱讀

的樂趣；另外，圖書館也提供5吋
可攜式擴視機，方便視障讀者借

閱以輔助閱讀，初次到訪新總館

的視障學生表示心視界這個獨立

空間非常棒，可以在空間內盡情

閱讀，也不會因為太接近螢幕，

引起旁人關注，可以幫助專心學

習，不受打擾。

視障學生體驗館內所提供的視障者圖書設施設備

圖書館提供點字平面圖供視障者使用

，友善無障礙閱讀環境。

家長和本市全盲教師林家鴻，學習使

用電腦語音系統操作。

圖書館員蘇詠茹組長帶領出席學員認

識圖書館環境與設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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