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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視障者先天上受視覺障礙之限制，在資訊的接觸上，原本已極為不足，而
在現今日趨影像化的傳播趨勢下，無法完整地獲取「影像資訊」，更使其在知識
學習上居於弱勢的地位。
我國視障教育工作的推動，長期以來受限於研究人力、資源，相關技術的
研發和配合等因素，一直面臨許多不易突破的瓶頸，其中「視覺圖像輔具不足」
的問題，更是目前視障教育工作者與家長所共同關注的問題。
在「視覺圖像輔具」中加入「語文描述」
（verbal description）
的方式，使得「視覺圖像輔具」的製作，不僅能具有文字語言「製作簡易、方便
易懂」的「便利性」
，也可讓「視覺圖像輔具」的使用，藉由「語文描述」的協
助，引導視障者更有效地利用「其他形式」的輔具，因為在「視覺圖像」的學習
歷程上，
「語文」無疑地提供了人類共同經驗中最豐富的溝通基礎。
本研究從「認知」觀點出發，主要採取「文獻蒐集、深度訪談與實驗法」
三種方式進行，透過資訊處理理論的相關概念，並以自製之「視覺圖像輔具」
，
針對國小三至六年級的單一障礙之全盲兒童進行相關實驗調查，來探討其對圖像
素材認知學習之歷程與效果。
本計畫主要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調查與探討「視覺圖像」轉製成「視覺圖像輔具」的過程中，
「語文溝通」
對建立完整之心像（images）的關鍵性角色。
二、了解與分析「語文溝通」（語文溝通）的介入，對視障生在各種學習歷程中
的影響。
三、設計與建立「視覺圖像輔具」之「有效性」(effectiveness)的評量標準與
原則。

關鍵字：視障者；視覺圖像輔具；語文溝通；心像；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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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le of Ver bal Communication in Creating Visual Image Aids:
An Explor ator y Study
People who are visually impaired suffer inadequacy in accessing information
because of their congenital limitation of vision. As the trend toward image-saturated
media environment,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are often in extremely disadvantaged
position when it comes to knowledge acquisition because they cannot completely
attain visual images.
The widespread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s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have long been constrained by limited research personnel,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Taiwan. The insufficiency of visual image aids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concerned issues for educators and family
members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Because verbal symbols provide the communicative basis of human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visual images, attaching verbal descriptions to visual image
aids may yield two benefits. First, it offers ease of prod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written languages in the production of visual image aids. Second, it facilitates visual
impaired people to use other forms of aids efficiently when they are using visual
image aids with verbal descriptions.
The proposed project will employ three research methods: collection of
documentation, in-depth interview and experimentation. Drawing from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the proposed project will conduct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o learn about the cognitive and learning processe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self-created visual image aids for visually impaired children. Research subjects will
be composed of visually impaired children of three to six grades.
The main research goal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s:
(1)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verbal communication play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al
images when visual images are transformed to visual image aids.
(2) 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on the learning
processes of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3) To design and establish a standard and a set of principles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visual image aids.

Key words: the visually impaired, visual image aids, printed communication, image,
cognition

3

壹、研究緣由與目的
長久以來，視障生因視力喪失，無法以文字閱讀和書寫，除藉由點字圖書及
有聲教材外，無法獨立學習，因而在資訊的接收與知識的學習途徑上相當封閉，
只能靠觸覺、聽覺與嗅覺來學習與接受外界資訊。通說，人類的資訊有 80%是靠
視覺得來；然而，視障者先天上受視覺障礙之限制，無法隨時接觸與獲取外界資
訊的動態，在資訊的獲取上，原本極為不足，而在現今日趨影像化的傳播趨勢下，
無法完整地獲取「影像資訊」
，更使其在知識學習上居於弱勢的地位。
「影像資訊
障礙」
，無疑地，是視障教育中亟待突破的瓶頸。
視覺障礙兒童在基礎教育的過程中，無論教育科目與學習內容乃至教育目標
都與正常學生一樣︰「獲得運用語言、文字及數量、形的基本知能」
。但事實上，
我國視障教育工作的推動，長期以來受限於研究人力、資源，相關技術的研發和
配合等因素，一直面臨許多不易突破的瓶頸；例如教材數量貧乏，欠缺相關之圖
像教材與輔具等，而就整體情形觀之，
「影像障礙」在視障教育上最迫切與企待
解決的問題，莫過於「圖像教具」的嚴重缺乏；
「圖像教具」的欠缺，造成視障
者學習與生活上的諸多限制，這不僅導致視障基礎教育之教學品質無法有效提
升，也進而影響了視障者的社會適應能力，使其基本就業職能不足，就業新職種
也不易開發。
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在進行製作「視覺圖像輔具」的過程中，曾指出了目
前國內視障基礎教育中，與「圖形教具」相關的幾點問題（視障服務工作知能研
習營輔員訓練手冊，1999：12-13）
：
第一，「圖形教具」的嚴重缺乏，教學課程無法完整呈現。目前國內視障生
所使用的課本與一般明眼人相同，但過去製作點字課本時，往往以「圖省略」一
詞替代課本中的圖片與圖表，由於視障生只能片面經由點字獲得課本中的知識，
導致原先教材設計中，需經由圖片學習的內容無法呈現，而造成視障生學習概念
破碎，對教材的內容「一知半解」或「完全誤解」
，進而影響視障生的學習效果
與學習成就；此一現象尤其在視障生對「自然科學」的學習上最為嚴重。目前啟
明學校高職部便沒有數學科，而視障生即使考入某些科系後，對有數學的科目，
比如教育統計之類的科目也無法適應，這也是造成各大專院校已紛紛開放科系之
後，視障生仍無法進入就讀的主要原因（張勝成，1992）
。
第二，閱讀媒介缺乏變化，視障生學習動機低落。
「多媒體」形式的學習教
材，能有效刺激學生的學習慾望，已獲得高度的肯定，因此，目前一般課本在設
計上莫不透過「圖文並茂」的方式，以提升教材的學習效果，但反觀目前視障基
礎教育在「圖形輔具」嚴重缺乏的情況下，一般視障生所使用的課本，幾乎只能
接觸「點字」
、閱讀「點字」
，這將造成視障生因閱讀媒介缺乏變化，而致學習動
機低落的現象，這個現象又以對幼齡視障兒童的學習影響最為顯著。
第三，現有圖形教具缺乏「導讀圖說」
，視障生無法自行瞭解圖像意義。觀
看圖像為一種「面」的閱讀形式，而視障生的摸讀方式卻是透過「線」的移動來
進行，因此，視障生能「自行理解」一份圖像教具的程度其實相當有限，這將造
成視障生與一般生在「圖像使用」上極大的差異。過去視障生使用圖形教具多半
需經由老師或家長在旁說明，但此一作法常受限於「時效性」與「專業性」，而
無法深入描述與解說，導致圖像教具使用效果不彰。因此，如何撰寫圖像教具的
「導讀圖說」
，也就是進行「圖像導讀」
，即透過「口語」或「文字」溝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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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充分地導引視障生閱讀圖像，同時藉由各種「摸讀動線的整合」
，逐漸形成對
圖像「全面」的理解，並與課本內容相互佐證，讓視障生如同閱讀點字一般，可
「自行」獨立閱讀理解圖像教具，便成為圖像教具製作時關鍵性的設計。
第四、現有圖形教具與現行版本之課本內容不合，實用性不高。由於在現階
段，學校教育中能讓學生以手來操作或觸摸而得到具體感覺的教具數量極為有
限，且與有效現行版本之課本內容大多不合，視障生或視障輔導員使用時，往往
需要再加以「修正說明」或「想像轉換」
，才能與現行版本之課本內容相互對照，
此將增加視障生研讀時的困擾，進而影響到視障生學習時的動機與效果。
此外，近來在教育改革的呼聲下，一般教材都大量透過「影像化」的方式
來呈現與輔助課程內容的講授，以提升其教學效果；尤其在「回歸主流」的趨勢
下，各式審定教本的「多元化」
，勢必更加重「視障生」學習的壓力，而這種教
學的趨勢更將造成以下問題：一、一般眼明學生的學習品質將因「影像化」的教
材製作而更有效地提升，與視障學生之差距日漸擴大；二、教材中將有比例更高
的教學內容藉由「圖像」來呈現，視障學生吸收不易；三、相對於「影像化」的
教材製作趨勢，視障生能由「純文字」所獲取的教學內容將「不增反減」
。
上述這些問題皆使得視障生在教育資源上相對的顯得「更為弱勢」
，也使得
視障生在影像資訊的需求上更為迫切。
「視障圖像教具」製作的目的，在於提供
視障生一個更精確，或印象更深刻的影像資訊，而圖像的呈現也可以具體表達文
字敘述難以陳述之抽象內容，因此，圖像的提供對於知識建構的過程，自然極為
重要，尤其是在「數理」與「科教」項目的學習上。
根據研究者過去三年來從事視障口述影像研究（趙雅麗，1999）的結果與發
現，進行口述影像時的文字溝通技巧明顯地主導了視障研究對象對影片之視覺元
素的理解，而藉由正確地口述視覺成份，更可幫助視障者檢驗其過去所建立之心
像的完整性與正確性，同時賦予其視覺意象的豐富性；而此研究更證明了，語文
溝通是為視障者建立視覺心像的有力輔具。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口述影像時，
文字使用上的清晰性、正確性與豐富性是影響口述影像理解效果的主要因素。
由於視障生無法透過視覺系統吸收外界資訊，因此，如何將教材轉換成觸覺
或聽覺系統來學習是一件高難度與挑戰性的任務。上述資料顯示，學校教育階段
中，可供盲生使用的觸摸教具並不多，且大都要靠老師自行製作與蒐集，但是各
類視覺圖像教具製作的本身極為費時，加上「視覺圖像輔具」的成品，對視障者
而言，尚需透過眼明者的進一步轉換處理，才得以呈現，也就是說，視障者必須
藉助眼明者對其進行「圖像導讀」
，以就是「文字溝通」
（verbal communication ）
的「轉述」過程，方能對圖像素材有所理解；因此，在教學的過程中，複雜、抽
象等數理或自然科學的視訊，往往由於教師欠缺輔具或難以進行語文描述，而遭
忽略。
這種教具製作與教學的整體過程不僅嚴重佔用了視障輔導員或啟明老師的
工作時間，而視障輔導員或啟明老師也因而大量降低與視障生之間「互動輔導」
或「精緻輔導」的時間，遑論進一步針對「個別差異」或「深入概念」進行溝通
討論，導致輔導瓶頸不易突破，甚至造成視障輔導員或啟明老師沈重的工作壓力
與挫折感，在輔導人力資源的使用上相當不經濟，也大量減損輔導人力資源使用
的效能。因此，圖像教具的製作，可說是目前視障基礎教育最大的「盲點」與「困
境」
，也是極為迫切與急待解決的問題。
「視覺圖像輔具」的製作精神在於，如何協助視障者「繞過視覺圖像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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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視覺圖像」的知識內容，因此「視覺圖像輔具」的形式，可依照「教材內
容、教材形式、視障者個別差異」等，而有「實體模型、半立體模型、文字解說、
語言解說」等不同形式之變化。在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1999）製作「視覺圖
像輔具」的經驗中顯示，若單獨以「語文描述」或「半立體圖形」的型式呈現的
「視覺圖像」
，
「語文」呈現之方式的理解效果約可達 50%，而「半立體圖形」約
只達 10%或更低；也就是說，視覺圖像單獨以「半立體圖形」呈現，除非經過大
幅簡化，否則，其效果約只達 10% ，或者更低。但若單以「語文」的方式加以
介紹，則大致均可達 50%的理解效果，剩餘 50% ，則是圖形中較為「複雜、細緻」
之關係的理解與掌握。
由此可見，「語文描述」不但具有文字語言「製作簡易、方便易懂」的「便
利性」
，
「語文描述」也可協助引導視障者進行「其他形式」的輔具使用，
「語文」
更可在人類共同經驗的豐富基礎下，
「有效地」協助視障生「繞過視覺圖像障礙」
；
因此，「語文描述」可說在「視覺圖像輔具」製作的過程中，扮演著「詮釋」與
「引導」之關鍵性角色，可惜目前視障輔導人員均缺乏「語文描述技能」的相關
訓練，而目前「視障教育輔導」中也未見相關作法，這也就是何以過去視障教育
中，幾乎大部分的模型或圖形輔具都需要輔導人員在旁解說的原因，但這種作法
大幅降低了視障生「獨立」學習的機會，而個別輔導人員的表達技巧，往往也同
時左右了視障生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認知科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就是語言（language）在思考過程所扮演的
角色，然而，除了作為一種溝通工具外，
「語言」到底還可能扮演什麼其他角色，
則尚無定論，有待發掘（Geminiani, Bisiach & Berti,1995）
。本研究即由「認
知」的觀點出發，針對國內視障基礎教育中「圖形教具」製作的相關問題進行探
索，尤其著重於對「圖形教具」進行「語文溝通」轉化的策略與原則的建立。具
體而言，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建立一套在「視覺圖像輔具」設計時，使用「語文
描述」的系統性原則。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了解「語文」完全將「圖像素材」轉化成文字或口語（oral or written）
描述的過程？它如何與圖像中的「幾何特徵」與「知識內容」緊密的結合？
（二）了解「語文」搭配「其他形式」的圖形輔具進行「圖像素材」的介紹時，
該如何展現其「引導」與「詮釋」的效果？
（三）「語文」的使用，是否能「呈現」或「替代」感官知覺刺激所產生的「外
加心像」？（此即本研究中，所謂「外加心像」的「知覺特性」
。）
（四）「語文」的使用與介入，對「視障生」與「一般生」之間，在學習歷程或
認知歷程所分別產生的影響為何？
（五）建立一套在「視覺圖像輔具」設計時，
「語文使用」的系統性原則。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套在「視覺圖像輔具」設計時，使用「語文描述」
的系統性原則。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視覺素養」和「世界知識」之間有何關連？
（二） 能否藉由聯覺的機制，如聽覺、觸覺等，達成相互補充的效果，而相互
補充的效果如何達成？
（三） 這些聯覺的機制，在平常如何引導與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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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敘事結構下，
「心像」如何被加強？情感的介入是否會強化視障者對心
像的使用？
（五） 視障者如何自行陳述？其字彙使用、敘事安排和明眼人有何不同？從言
辭到圖形到模型，其心像效果上的差異為何？這些問題主要是為了瞭解：
1. 「言辭的敘述」如何更有效果？
2. 凹凸版「教具的製作」如何更具實用性？
3. 視障者如何建構「視覺心像」
，其視覺心像有美感嗎？

二、名詞釋義
（一）視障者：本研究中的視障者乃指「全盲者」且為單一視障生，也就是
並未伴隨其他障礙者。根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規定（教育部，1987），
所謂「全盲者」係指優眼視力測定值未達 0.03，須經由視覺以外之感官接受教
育，並以點字為學習工具者。
（二）視覺圖像輔具：「視覺圖像輔具」的形式，可依照「教材內容、教材
形式、視障者個別差異」等，而有「實體模型、凸起圖形、文字解說、語言解說」
等不同形式之變化，其中。
（三）導讀圖說：本研究中之「導讀圖說」是指一種協助視障生使用的說明
文字，以引導視障生瞭解「實體模型」或「凸面圖形」的「完整輪廓」與「細部
訊息」
，並可適度的與學習課文產生關連，已加強學習的效果。語文描述
（四）語文描述乃指透過語言或文字的溝通方式，對「視覺圖像輔具」所進
行的導讀。
（五）語文溝通：屬西方「語藝傳播/溝通」
（Speech Communication）領域
的研究範疇，包含了「口語」及「文字」的傳播與溝通等相關主題，國內一般亦
將其譯為「口語溝通」或「語藝傳播/溝通」
。
「傳播與溝通」雖均意指英文字的
communication，但「傳播」一詞，通常指涉一種單向行為，也就是單純的將訊
息傳遞出去，且含有對較廣的對象進行資訊散播之意；而「溝通」則著重於訊息
在「傳」之外，尚需求「通」
，也就是懷有設想讓對象接收並「通解」的意圖，
故通常指針對較少數或個別單一對象進行的人際互動行為。本文使用「語文溝通」
一詞，旨在強調圖像輔具的製作與理解乃是一項必須透過「口語」或「文字」的
互動形式，才得以達成理解與「雙向」
「溝通」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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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文獻探討
檢視國內外有關視障者之文獻時才發現，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與論述極
為有限，且寥寥可數。美國自七十年代起，多著重於視障者智力和感官、知覺能
力、情緒發展與教育方面的探討，其中在圖形與空間知覺方面的研究也頗為豐
富，但對視障教育中「圖形素材輔具」之教育與學習方面的討論則較為欠缺，而
在如何對「圖像輔具」進行「語文轉述」之溝通策略與過程的相關討論則是闕如。
反觀國內，由於視障研究之人力不足，加上國外可供參考的研究資料亦十分
缺乏，導致國內對視障者的研究明顯欠缺。近十年有關視障者的研究文獻中，多
以教育與就業問題為主，也就是著重於視障者之心理特質的分析、情緒、認知的
發展、概念的形成、學業的成就與技能訓練輔導（如點字閱讀），或者是一般基
礎學科教育的啟示、以及生活適應等主題，尤其是在定向行動上的探討更為豐
富。對於視障者認知學習歷程之相關論述原本有限，而對圖像素材之認知學習行
為的相關系統性研究則更為欠缺。以下摘要說明國內外研究現況與相關理論。
一、相關領域之研究現況
（一）視障者的感官知覺與圖像認知
在現有的研究中，有關視障兒童之感官知覺的探討可說非常豐富，包含其視
知覺（指弱視者）、觸知覺、聽知覺以及空間知覺，其中又以空間知覺的研究最
為豐富。就視障者對圖像認知的角度而言，觸知覺與空間知覺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張勝成（1992）將觸覺作廣義解，包含了觸壓覺、皮膚感覺、運動感覺，且
指與對象物體直接接觸而認知的過程（p.5）
。視障兒童（本研究中指全盲生）的
觸覺認知除受這四點間的相互影響外，也受到智力因素、視覺經驗的有無、記憶、
思考的優劣（參見陳英三譯，1991；陳英三譯，1994；張勝成，1992）以及觸覺
的學習經驗等影響（Miller, 1975）
。
佐籐泰正（1991）將視障兒童的觸知覺分為四項︰(1)觸覺辨別能力；(2)
圖形的認知；(3)立體表現；(4)重量辨別與重量錯覺（陳英三譯，1991︰32-48）
。
其中在圖形認知方面，他的實驗報告指出，後天盲對圖形的再生（以單手觸摸圖
形，再於紙上繪出）與語言報告（觸摸後，以語言或書寫出圖形之名稱）的表現
皆比先天盲優異；其次，失明年齡與再生和語言報告間存在極高的相關性；此外，
在空間關係之想像的操作上，後天盲則優於先天盲，這意味有過視覺經驗的視障
者，處於有利的地位，因其尚存有的視覺意象可幫助其觸覺的認知。
而在現有之國內外有關視障者之空間認知，也就是定向研究的文獻尤其豐
富，且來自許多不同的領域。顏杏砡（1992）在探討視障生之空間認知與環境行
為之初探性研究中指出：(1)全盲生的空間具體知覺部份，其個別的認知差異可
由學習來修正及增進；(2)空間抽象概念部份，先天盲的概念形成較為困難，後
天盲則較為完整；(3)心理地圖部份，先天盲的空間組織呈平面化，並以路徑作
為訊息的串聯，後天盲則能藉視覺記憶形成三度空間的形象組織概念。
陳仁政（1996）從人類感覺特性來探討盲人人因設計的研究中發現，盲人對
距離有相當程度的認知判斷能力；其次，盲生學習障礙較明顯的部份包含色彩與
造形，全盲者中又以先天盲者的障礙比例最高；此外，他們對於地理課程所經常
提及之各地地名間之相關位置、方位等，也是在學習上較感困難的部份，至於數
學、理化這類經常須應用到公式運算、圖形求解的課程，更令全盲生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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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tzky 等人（1995）研究先天盲、後天盲以及明眼人關於空間活動的表現，
任務分為三種：操作模型板（桌上平面活動）、簡單移動、複雜移動。研究結果
發現部份證據顯示，各類型的空間活動過程皆有賴於過去的視覺經驗。
Cahill 等人（1996）曾針對愛爾蘭及比利時的弱視及全盲生進行研究，探
討視障生對於數學及電腦學科的接受程度，結果發現：盲生對於數學最感困難的
項目有圖形（graphs）
、對數（logarithms）
、數學符號（set notation）、圖表
（tables）及三角學（trigonometry）等；而對於代數（algebra）及標點法
（punctuation）則最不覺困難，由此可知盲人對於圖形的學習較感到困難，也
無法理解其意義（轉引自陳仁政，1996：89）
。
Karlsson(1996)探討先天性全盲者的空間經驗，將之區分為三個主題：
（1）
圖像經驗的理解；
（2）觀念的理解；
（3）知識的理解，研究結果顯示，在圖像經
驗的理解部份，盲人的圖像經驗與明眼人截然不同，它具有以下特性：整體性的
經驗(experience of the whole)、綜合/協調性、對於整體事物的立即呈現。此
外，先天全盲者圖像經驗的形成多來自於觸覺經驗，當建立圖像經驗前，必須對
於欲觸摸物體的大小與範圍有相當程度的理解，而觸摸的物體與實體必須有一定
程度的相似度，更重要的是對於此物體需要有情感性的投入，才能有利於建立此
物體的圖像經驗。
其次，在觀念理解部份，對先天性全盲者而言，即感官經驗與精確認知過程
的結合。第三是先天性全盲者對於知識的理解主要來自於他人的描述與經驗傳
遞，而非經由本身感官精確的經驗；因此，其對於知識的理解只是一個概略性的
描述，也並不具有情境性的理解能力，但具有固定與刻板的理解形式。
Vecchi(1998)針對二十位年齡在十八歲到五十七歲的先天全盲受試者及二
十位明眼人，進行視覺空間心像的實驗，結果發現：全盲受試者相較於明眼人，
由於缺乏視覺經驗，因此對於空間的認知過程產生極大的影響。然而，全盲者卻
可藉由來自其他感官精密豐富的訊息產生視覺空間的心像，此外，他們對各類型
的空間活動過程皆有賴於過去的視覺經驗。
Espinosa 等人（1998）針對三十位先天全盲受試者進行空間知識的測試，
研究中受試者使用：直接經驗、觸摸式地圖以及口語敘述三種方法來學習一條複
雜的路線圖，結果顯示，受試者藉由使用觸摸式地圖者，在實際空間知識的表現
上最好，且優於使用其他兩種方式。
Edwards 等人（1998）比較視覺障礙學童與眼明學童，在藉由自身記憶和地
圖（書面或觸摸式）兩種方式敘述學校周圍路線時，其敘述的品質與內容有何不
同，研究指出，使用自身記憶的學童在敘述的質與內容上皆優於使用地圖的學
童，而視覺障礙學童所敘述的內容，在資訊量上明顯多於眼明學童，且資訊種類
也與眼眼學童有很大的不同；此外，較年長的視覺障礙學童與眼明學童所敘述的
路線，也較年幼的視覺障礙學童表現更好。
其實美日兩國亦有研究顯示，盲童的圖形知覺能力並不比正常兒童為劣，全
盲者又比弱視及正常者為優異。相關研究也發現，圖形的大小及複雜性才是造成
盲童與正常兒童間之差異的原因（參見張勝成，1992）。佐籐泰正，1991）也指
出，就形態知覺能力的正確性而言，實驗圖形的複雜性較低時，盲童的反應比正
常兒童為快，但隨著圖形愈趨複雜，兩者間的差距也隨之降低。
Urgar 等人（1995）針對二十九位視覺障礙兒童進行心理旋轉（mental
rotation）實驗，他們認為，視障生對外在刺激進行解碼或身體移動時，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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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明眼人不同，特別是先天全盲者會使用以身體為中心的解碼系統，而忽略這個
刺激所提供的外在參考架構，然而，可藉由邊緣與關係性的
（edge-and-relational）策略，訓練兒童注意使用身體和本身行動以外的線索。
前述原則可應用在視覺障礙兒童教育上，特別是觸摸式圖解教具，如圖片、凸面
圖形、地圖等；研究也建議在製作時，必須要求圖形提供架構的參照性、整體性
以及廣度，以鼓勵視覺障礙兒童在使用教具時能注意到圖片中事物彼此的相關性
和所呈現出的整體架構（Urgar，1994）
。
無論如何，上述的研究結果以及 Griffith 等（1984）都認為視障生由觸覺
管道來學習各種符號是有可行性的，而 Kennedy（1980, 1982a, 1982b）針對盲
人的一系列描繪研究，也顯示出，視障者可以把三次元的物體以二次元的方式表
達（引自張勝成，1992）
。誠然，圖像認知對正常人而言，透過視覺與實物可輕
易的辨識與認知，但對於視障生而言，因視覺喪失，無法了解圖形的構造，尤其
是立體的圖形與空間概念，一般可以實物觸摸方式習得者較無困難，至於複雜的
圖像要完全藉助觸覺來認知，則是非常困難，此時，對圖像輔具之口語的轉述或
文字的導讀註解（導讀圖說），對抽象圖形概念的理解而言，即非常重要，也扮
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事實上，有關記憶的理論即指出「雙重編碼」的記憶術。許多記憶策略涉及
使用心像（imagery）和語文表徵（verbal representation）。這種方式就是用
兩種不同編碼的方式來代表同一材料，使人可以有較多的方法從從記憶中找到資
訊。就此看來，對視障生而言，資訊經由雙重編碼所建立之心像與習得的記憶，
應有更具體與加強的學習效果。
其次，在圖形知覺方面，研究以觸覺辨別或知覺幾何圖形的報告也不少，首
先，許銘澤（1979）指出，某些學習經由觸覺學習之準確性要比聽覺、視覺為大。
陳英三（1986）的研究也顯示，就觸覺知覺之單純圖形方面的能力而言，視障兒
童與正常兒童間並無差異存在。而杞昭安則針對視障生的圖形認知情況進行了一
系列的調查（1996；1998a; 1998b; 1999），此系列性研究主要在進行圖形認知
發展測驗工具的編製，並透過三個階段性的測驗，針對不同對象，包含普通生、
視障生和智能障礙學生進行工具的檢驗，最後再根據調查結果，大量製作立體之
圖形認知發展的測驗工具，建立視障生的常模，以提供視障教育教師分析視障生
圖形認知能力的參考。
杞昭安的研究（1992）發現，視障兒童的圖形認知均低於一般兒童，但聽障
兒童卻又低於視障兒童；視障兒童的圖形認知能力和視力、年級有顯著相關；幾
何圖形的認知，視障生雖然不如一般眼明的學生，但其表現卻比聽障生好；由此
可見，視覺並不是學習的唯一管道，基於此一動機與以往之研究結果（1992）
，
杞昭安（1999）再度以圖形發展測驗為工具，配合「口述影像」的技巧，進行了
另一項有關視障生之圖形認知能力的研究，並指出了兩項值得重視的訊息與結
果：(1)視障生的圖形認知發展雖然比一般生遲緩，但只要提供足夠的資訊和文
化刺激，依然可以隨年齡之增加而獲得良好的發展；(2)透過「口述影像」方式
來說明實物圖形的認知測驗結果顯示，視覺上的缺陷可以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而
獲得改善。這項研果也與研究者在口述影像研究中的發現相互呼應（趙雅麗，
1997-2000）
。此研究強調了，教師應儘可能的提供外在的圖像資訊，以促進視障
生對圖形的認知發展，尤其是早期介入之實施更有其必要性。
然而，研究者過去三年在進行口述影像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一般未受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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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口語傳播/溝通」訓練（Speech Communication）的口述影像工作者，在對
影像內容進行口述腳本撰寫的工作時，其所遭遇之各種困難極多，其中涉及的多
是文字口述時的「清晰性」
、
「正確性」的問題，而即使文字「素養」也顯著地影
響了實驗對象對影片之整體觀感與理解效果。因此，未來視障教育工作者尤應透
過系統性的教育訓練方式，取得良好之口語溝通的技巧，以幫助視障者更正確與
清晰地建立對抽象之視覺圖像輔具較完整心像。
杞昭安（1999）在此研究中具體地建議視障教育的老師應自我訓練「口述影
像」之技能，並以「口述影像」來彌補視障生視覺之限制所導致之資訊質與量吸
收上的困擾，並促使視障生能在腦海中形成更完整的圖像，以助於事物之掌握與
記憶之儲存。這項研究結果無疑地指出了目前視障教育上的「不足」與相關研究
上的「盲點」，明確地揭示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與研究發展的必要方向：也就
是由「心像」建構的角度來探索視障者對圖形的認知，充分瞭解視障者之心像建
立 的 本 質 與 管 道 （ 即 資 訊 來 源 ）， 並 發 掘 語 文 轉 述 / 語 文 再 現 （ verbal
representation）在心像建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探索視障者在經由口語
轉述而對圖像輔具而建立之心像，與直接由第一手感官知覺所建立的心像之間是
否存有差異？
（二）視覺障礙教材的編製與效果的評量
張勝成（1992）翻譯了日本國立特殊教育總合研究所開發之診斷、訓練教材，
並依照本土國情修訂後，對啟明學校國小部中、高年級生進行圖形觸覺之實驗教
學效果的評量調查。這份教材為本研究未來在圖形測試上提供了參考的依據。然
而其研究結果也揭露了一些值得正視的問題：首先，實驗組與教學組在教學前的
前測成績上並無差異，但教學後的後測則有顯著差異，顯示了實驗教學有其成
效，但是在智力、前後測及各學科間之相關性方面，卻又呈現出受試對象在前後
測與各學科間並沒有相關性的存在，這種現象是否表示，實驗教學效果並無法實
際落實至學科的學習上？
對這項脫節的教學結果，張勝成（1992）以為，可能是受限於實驗教學實施
的時間長度不足，然而，由其研究報告中可見，研究者並未將觸覺教學的原則直
接應用到學科中之圖像的學習，也就是並未將兩者間作緊密的結合，但這可能又
點出了另一個未來在視障生視覺圖像教學上值得努力的方向；由於這種與學科緊
密結合的觸覺學習教材的設計與實施方式，主要仍須依賴老師從旁解說，缺乏對
圖像輔具之圖像導讀，可能也是導致目前圖形觸覺教學效果無法實際落實到提升
學科學習效果的另一個因素，值得關注與進一步探討。
張勝成（1992）在這項研究中建議，未來各相關學科除需配合圖形教學外，
亦應開發或設計有關圖形觸查能力的教材教具，以加強圖形教學的成果；他同時
指出，對製圖的教學，雖然常會發現所繪製之圖形不夠精確，但若從製作圖形的
目的來說，只是能透過製作圖形來了解圖形的意象，能掌握圖形的概念即可，至
於圖形的精密度則非圖形教學的本質（p. 12）
，這項建議無異更凸顯了，在圖形
的精密度無法考究的情況下，教師從旁協助視障者進行圖像認知過程中所扮演之
「口述者」角色的重要性。
就實際情況而言，「實體模型」或「實地教學」在目前視障教育中既無法隨
時可得，此外尚須老師從旁「口述」指導，因而視障生並無法反覆、隨時與任意
地觸讀「圖像輔具」
，這無形的將剝奪視障生自行摸索學習的「精緻化」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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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的學習歷程，而視障生建構的「心像」，也可能因無法反覆任意地觸讀，
而隨時間「淡忘」與「模糊」。因此，如何如何讓視障生在沒有老師輔助解說的
情形下，得以透過系統化研究所規劃之圖像導讀的協助，獨立學習，可能才是觸
覺圖像教學之理想，也更是發展圖形觸查能力之教材教具最終致力的目標。
另外，萬明美（1993）探討了影響視障生統整科學過程之技能的因素，並修
訂測驗的內容。蕭金土（1996）針對國小三年級上學期的數學科成就進行評量測
驗的編製。而國立台南師範學院視障師訓班（1993）則編製了一本國民中小學數
學點字較學手冊。本手冊乃配合國民小學數學課程，列舉之數與量計算與實測圖
形與圖表、集合與關係等領域，分若干單元，並將各年級之教材歸納集中編寫，
每個單元包括單元名稱、教學重點、教學資源、教學指導以及教學評量等，以協
助教師教學輔導之參考，其中符號與術語則分別在相關內容隨機指導。
這份手冊的編製對數學科教師的教學提供了各單元教學指導時的要項與原
則，但對於教師在教導抽象圖形與概念時，如何給予正確及適當之「口述圖像」
的輔助方面，卻並未作進一步清晰具體的提示與說明，這可能造成教師在實際教
學與進行口語溝通之過程中遭遇困難時，因無法正確描述圖像輔具而放棄的現象
與問題。
（三）圖像製作技術層面
單文經（1996）針對插圖的種類與設計提出了原則。他將插圖依照功能提出
了不同的分類，分別是裝飾類、象徵類、組織類、解釋類以及轉化類等。這份報
告對本研究日後進行教科書之插圖的分類，以及未來在自製實驗圖像輔具上，提
供了極有用的分類與設計原則上參考依據。
再者，張勝成（1992）引述文部省的報告指出︰指導認知圖形，應把視障生
過去的經驗加以整理並組織化，同時須配合觸覺運動知覺的特性一部份的、斷續
的知覺，把整體圖形「意象化」
。此處，研究者已然點出了，
「心像」的建立，在
抽象圖形，比如立體圖形認知上的重要性。此外，他也明確地建議，實際教導圖
形時，不只是透過觸覺運動來觀察圖形，也須指導視障生來描繪圖形，製作圖形，
實地操作以讓其更了解圖形。而對立體圖形的教學則須考慮到視障生無法閱讀或
描繪概略圖形，可以用展開圖或投影片的方法來把立體圖形變成平面化，相反
地，也可以把繪成平面圖的圖形，來想像成立體圖形的意象（p. 12）
。這項建議
也反應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建立圖形輔具之檢測標準的急迫性。
另外，大陸的盲童教師陳嵐（1999），分析了上海盲校視障生觸摸探索生物
學具（即輔具）時的學習心理，在他呈現的研究資料中可見，多位受試受者在觸
摸輔具之過程中，對其心理的語言描述：「有註解，能摸懂；突起明顯，又有註
解，好摸；能摸懂，有註解更好摸；能摸懂，需要老師幫助解釋… 」等等。這份
資料也具體地支持了視障生在觸摸的過程中，對圖像輔具之「文字註解」與教師
從旁進行「語文描述告知」之輔助形式的需求；由此可見，在圖像的學習過程中，
語言與文字溝通對視障者之圖像觸摸的理解過程與學習效果具有關鍵性的助
益。因此，未來運用「語文的描述」配合圖像輔具之認知的學習方式，應正是陳
嵐（1999）所謂的，根據視障生的學習心理來「優化」各種學具的意涵。
二、相關理論基礎
每一個初探性的研究，都可能遭遇到一些無法避免的困難。儘管國內外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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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直接相關之著作數量極為有限；然而，根據過去三年來從事視障口述影
像研究（國科會專題計畫編號：NSC 87-2412-N032-002）過程中，與視障者接觸
的經驗，研究者同意日本學者五十嵐敬信等（陳英三譯，1994）學者之看法：視
障者與眼明者之間存在的共同點顯然多於相異點，因此，在從事視障研究時，我
們雖可大膽地忽視其彼此的相異點，發現其共同點，但仍應專注審慎地瞭解視障
者因視覺喪失所造成的行動與發展過程上的差異性，充分瞭解每一位視障者的個
別差異，方能給予其最適當的輔助。基於此一理念，本研究擬就共同點之一的「認
知行為」觀點出發，來探討訊息處理過程的相關概念，並說明其與知識學習間之
關聯，以及其對視障教育的啟示。以下摘要說明。
（一）訊息傳遞系統
認知研究取向對於教育與教學的最大啟示在於強調學習者在詮釋外來訊息
時的主動性。個人的知識與經驗在訊息詮釋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換言之，個
人的心智能力與新知識的吸收，受制於其既存的觀念與知識。外來訊息必須為經
驗與知識詮釋後，才能加以辨識（recognition）
，辨識後的訊息才具有意義，才
能進而轉化為另一種訊息的形式，為記憶系統所儲存與使用。具體而言，知識的
學習可被視作一訊息處理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從訊息由輸入至行為間的處理過
程。其相關概念包含訊息處理的路徑、感覺的登錄與訊息的辨認以及記憶的系
統。茲說明如下：
1.形狀辨識：論及人類對訊息的處理與注意時，首先要探索的便是其對圖
像感覺的登錄與辨認，就本研究對視覺圖像認知的問題而言，就是「形狀辨識」
（pattern recognition）的問題；「形狀辨識」
，簡言之，就是對外界的事物、
圖形與文字的辨識能力。形狀的辨識必須具備兩個要件︰第一是外界某些形狀的
刺激；第二是有關於此形狀的過去知識與經驗。此兩者交互作用的結果產生圖像
的辨識。但究竟什麼是過去的知識與經驗？其形式與內容為何？都是極難回答與
掌握的問題，而認知心理學至今也仍在探索中，尚無定論。但無可否認的，「辨
識」觸及了人類心智能力最根本的重要部份。目前有關「形狀辨識」的看法有：
a.「模板比對」（template-matching theory）理論：認為外界的所有事物只要
我們曾接觸過的，都會在腦海裡形成這類模板，當外界的圖像呈現時，它的形狀
便會與人們腦海裡的模板比對，當吻合時即生辨識效果；b.「範型比對」理論
（Prototype matching-theory）
：主張形狀辨識是基於腦海裡「範型」對外界事
物的比對，而非一模一樣的「模板」；c.特徵比對理論（feature-matching
theory）
：認為事物或圖形都有其各自組成的屬性或特徵，因此要辨識這些事物
或圖形，就是要先分析其屬性，再考慮其屬性的質量而進行辨識，屬性或特徵的
區辦能力來自經驗，而知識的獲得有大部分則是來自對事物的分辨（鄭昭明，
1997:139-159）
。
2.記憶的系統與本質：
「記憶」在訊息處理的過程中是一個基礎的核心問題，因為，無論人類的哪
種學習都要依靠「記憶」的能力。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是記憶的兩大系統。外界
訊息由感覺登錄至短期記憶階段，是由注意力所控制；而短期記憶則是由各種歷
程所控制，如複頌（rehearsal）
、編碼（coding）以及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資料。
「複頌」是為了增長保留訊息的時間，以免過早流失；而「譯碼」則是在改變訊
息的編碼形式，使其便於儲存，以及方便未來的提取使用；至於「提取」則是指
訊息可以是由長期記憶中被喚取進入短期記憶，以便與新訊息發生作用（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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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997 林青山，1997）
。
短期記憶即所謂的「工作記憶」
；任何時刻人們所覺知的事物都會發生在工
作記憶中，它的特性是保留時間短，若不加複頌，10 秒便會消失，此外，它的
容量有限，也是可意識的；短期記憶收錄訊息的方式是語音的，即使項目的呈現
是視覺的或聽覺的，也會被轉錄成語音形式，稱之語音的轉錄（phonological
recoding），另外一種 記憶系統是長期記憶 ，也就是經過「精緻 性的複頌」
（elaborative rehearsal）
，使一個字存在更深，如語意層次，則得以保存較久，
成為長期記憶（鄭昭明，1997 林青山，1997）
。
（二）知識的表徵與結構
1.基模
在談及最高層的知識結構模式時，必先描述的就是「基模」
（schema）的概
念。由於人類有傾向結合知識的事實，心理學因此發展出基模的概念。
「基模」
簡言之，就是有組織的知識架構。它是「陳述性知識」的整合單位，結合了陳述
性知識的三種基本形式：命題，心像與線性規則。就教育與學習的觀點而言，我
們可將基模視作知識的表徵單位，把基模形式的心理建構視為人類教育學習的一
個整合部份。事實上，近來的研究證據也支持，基摸是人類記憶的心理實體（轉
引自岳修平，1997:115）
。
2.命題
命題是訊息的基本單位，其約略等同於一個想法（idea）
；命題在記憶中會
結合成命題網路（propositional network）
。有數個共同主題的命題會比沒有共
同主題的命題較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命題所代表的知識係屬於陳述性知識
（declarative knowledge）
，也就是了解事件本身的知識，它是有關事實、理論、
事件及物體的知識，簡言之，就是事實性知識（岳修平，1998）
。
至於程序性知識（procedure knowledge）則是要了解事情該如何作的知識，
它包含了動作技能、認知技能以及認知策略等的知識，其所代表的知識形式就是
「提示」
；它係受條件法則所約束，即在某特殊情境下，便會有某特別反應行為，
也就是一種 「If… Then」的關係；提示本身也連結成提示系統，任何時候，只
要有一提示引起某一反應行為，該行為立刻產生出另一提示條件，如此，訊息得
以由一個命題移轉至另一個命題（劉信雄，1999：14）
。
3.心像
「心像」可視為心理的圖像或景物，但與實際的圖畫和景物不同；心像缺乏
細節的內容；此外，心像可以超越外界的真實性。基本上，心像是心理運作的一
個結果，個人可透過努力形成一幅與客觀外在世界不盡相符的心像，因此它也可
說是個人對外界所形成的一種主觀知識（鄭昭明，1997；林青山，1997）
。而由
心像所構成的知識形式，稱為「意象」（imagery）
。「意象」一詞常與 vision，
perception, 以及 comprehension 混為一談。事實上，意象（imagery）與知覺
（perception）不同，
「知覺」是指對實際出現之刺激的登錄（Arditi, Holtzman
& Kosslyn,1988）
，而「意象」則是指在沒有立即感官輸入的情況下，
「看見」或
「聽見」一個刺激項目，也就是所謂的視覺心理意象（visual mental imagery）
或聽覺心理意象（auditory mental imagery）
（Kosslyn, Behrmann & Jeannerod,
1995）
。
Arditi（1988）等人的研究指出，先天失明者與眼明者有不同的意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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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視覺性的視覺意象，在視障者的意象中並不存在，而眼明者的心像則有視覺的
本質，它能依目視的距離使角度的大小減少，而視障者的心像卻沒有這樣的本
質。然而，視障者的心像中確實包含空間範圍的概念，比如他們能指出大小不同
之物體的角度，然而他們卻沒有透視的效果。由這些研究發現可見，意象有些方
面是由感官經驗的本質所形成的，而事實上，僅對一個視像（vision）非常抽象
的了解是不足以讓視障者模擬透視的效果（perspective effects）
；在研究者之
口述影像的研究中也發現了相同的結果（趙雅麗，1997-2000）
。
因此，即使視障者能畫出透視效果，但它所呈現的意義也可能只是陳述性知
識的表徵，而如何使其心像的建構更加完整，並進而豐富其知識的內涵才是未來
視障研究的重點。
Paivio（1971）發現，語文項目的記憶如果以心像的方式收錄，則其記憶的
效果遠優於以語文的方式收錄所得的結果。無論如何，過去的實驗皆支持，心像
的建構有助於記憶的功能（Bower, 1972）
。基本上，心像有整合配對項目而成為
一個整體的功能，因此在回憶時，刺激項的出現將觸發整體的心像，再由心像的
回憶產生反應項的回應。
檢視既有之文獻中有關「心像」的特性可歸納如下：(1)心像可以把大量的
空間訊息壓裝成簡潔的單位來減輕記憶的負擔；(2)心像可作為敘述性知識的一
種形式，也就是把敘述性知識的單位想成某些以知覺為基礎的單位如「心像」
，
在記憶與學習上會更有用；(3)記憶歷程可經由心像（imagery）和語言表徵(verba
representation)雙重編碼的關係而增強記憶效果；(4)心像可在「保留空間」
、
「工
作記憶」與「抽象思考」上呈現記憶中的訊息，而「抽象思考」和數理科目的學
習有極大的關係（參見林青山，1997；岳修平，1998；鄭昭明，1997）
。
至於心像的類別，就「形成的方式」而言，可分成「外加心像」（imposed
imagery）與「誘發心像」(induced imagery)兩類，「外加心像」是指直接由外
界給予「知覺刺激」而得到的圖像，
「誘發心像」則是指藉由「回憶、冥想」
，經
過記憶中「知覺印象」的捕捉所自行產生的圖像。而若以「使用的方式」而言，
「誘發心像」又可分成「複製心像」(reproductive imagery)與「預想心像」
（anticipatory imagery）兩類，其中「複製心像」是指沒有經過自行操弄變化
的「誘發心像」
，而「預想心像」則是指在心理自行操弄變化的「誘發心像」
（林
青山譯，1999）
。
Delin（1969）指出，使用心像亦有助於系列的學習（轉引自鄭昭明，1997）
。
因為心像也是一種「精緻性的訊息」收錄的方式。因此，
「心像」之相關理論對
本研究的具體啟示是：一、訊息的接收，透過建立心像的方式收錄，較可能成為
長期記憶，因而較有利於學習之效果；此處也引發了本研究對文字在視障者「模
擬外加心像」上可能產生那些「心像操弄」之功能的思考：比如，在心像的形成
上，文字是否是一種最方便的「輔助形式」或其本身即為一種最豐富的「輔助素
材」
。
近年來，心理掃描（mental scanning）的實驗顯示，受試者能經由語文描
述 （ verbal descriptions） 的 方 式 建 構 心 像 ， 而 這 些 心 像 和 那 些 由 知 覺
（perception）建立之心像具有相似之結構的特性。此外，描述的特定順序也會
影響所描述物體之心象的內部結構，尤其是它們在測量上的特質。描述停止時仍
需要額外的暴露以達成與連續描述一致的心像結構。因此，心像能否正確反應所
描述之實體的能力，並非「有或沒有」描述的問題，而是由於逐步詳細的描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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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Denis, Goncalves & Memmi,1995）
。
綜合上述所言，心像可提供具體理解圖像的基礎：如空間、地形、姿勢、結
構等實驗操作，透過具體的圖像，提供「外加心像」
（imposed imagery）的訊息，
讓學習者能充分的理解相關教材中的真正含意，並進一步「建立、強化」其「誘
發心像」(induced imagery)的架構；此外，心像也可提供統整性的知識內容：
圖形可提供圖中各種「單元物件」所代表的「知識訊息」間，各種可能的連結關
係，而這種情形通常較無法以文字逐一敘述。
在目前視障教育之學習環境中，一般而言，視障者對「外加心像」知識的
學習，幾乎完全倚賴「實體模型」或「實地教學」
，它們可說是提供視障者「外
加心像」刺激的有限管道，然而，對視障者而言，
「外加心像」不應只侷限於視
覺圖像，其他感官的刺激所形成的「知覺元素」
，在視障者的學習歷程中應該比
一般人更受重視。
就此看來，
「實體模型」或「實地教學」雖能提供視障者具體明確的「知覺
元素」，但若與一般正常生之教育中「心像」所提供的功能相較，視障生在學習
過程中的「心像建立」之歷程可能會有以下的不足處：(1)「實體模型」
、「實地
教學」與實際課本教材內容仍有一段差距，視障生可能無法直接轉換吸收；(2)
「實體模型」與「實地教學」無法提供視障生反覆往返於「教材文字」與「圖形
心像」訊息間的學習歷程，以及讓其自行摸索學習的「精緻化複頌」的學習歷程；
(3)「實體模型」或「實地教學」無法隨時可得，因而也無法讓視障者在學習過
程中，透過具體的圖像，提供「外加心像」
（imposed imagery）的訊息，以充分
地理解相關教材中的真正含意，並進一步「建立、強化」其「誘發心像」(induced
imagery)的架構；(4)「實體模型」或「實地教學」
，無法隨時可得，因此視障者
建構的心像，也可能因時間而「淡忘」與逐漸「模糊」
。
此外，一般學習者可藉由「畫輔助圖」等解題過程自行將「誘發心像」轉換
成「外加心像」以加強心像操弄的效率，但由於視障者無法直接使用「視覺外加
心像」
（也就是圖像）進行思考，因此有關視障者的「誘發心像」中，
「預想心像」
、
「複製心像」的使用方式與比例，就成為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方向。
綜而言之，探索視障者對圖像認知的問題兼具理論與實用的雙重意義與目
的。就理論層次而言，它涉及的問題包括：了解視障者如何獲得對世界的知識、
如何儲存與組織這些知識，以及如何運用這些知識去認識新的訊息？也就是他們
如何運用圖像之「陳述性」知識（事實知識），並將其轉化為程序性知識，以實
際解決問題，即本研究中所謂之「解題策略」與過程為何？而就實用的層次而言，
則可更有效地幫助視障者建立更完整與正確之對視覺圖像的「心理地圖」
。
傳統上，一般研究都大量的探討對圖像的「觸覺」辨識與認知，但並未深
入了解其他讓視障者獲取知識的來源與管道；由上述相關研究的結果清晰可見，
視知覺對視障者而言，並非圖像辨識與學習的唯一管道，因此，對於視障者如何
透過其他多元管道獲得知識與經驗的本質，及其相關問題，應是視障研究積極探
索的核心，也是本研究所欲探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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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蒐集、深度訪談與實驗調查三種方法進行研究。「文獻
蒐集」的目標在於充分的了解與掌握現階國內外各研究領域中，與視障者的「心
像歷程」
、
「認知結構」以及「語文溝通」相關的資料，以作為實證研究之基礎依
據。而「深度訪談」則主要是希望瞭解現階段我國視障教育環境下，「視覺圖像
障礙」的現況以及因應方式。茲將三種研究方法及進行方式詳述如下：
一、文獻資料(documentation) 蒐集：
本研究檢視了目前現有之文獻，並未見任何針對在「視覺經驗的障礙」下，
進行「語文」與「覺知歷程」的傳播效度直接相關文獻。因此，文獻蒐集、分析、
比對，在本研究工作中佔了相當比重。國內外相關之研究文獻資料檢索的內容主
要分成以下三大主題：
1.視障教育領域：包含視障者與「圖像學習」的相關研究；
「視覺圖像障礙」
對視障者在學習型態；學校適應能力之影響；視障教師對視障學生的態度；視障
家長對視障生學習的期待、障輔導員對「視覺圖像障礙」所研擬的輔導策略；視
障者「視覺圖像障礙」在教室學習環境下產生的同儕互動研究等。
2.認知心理領域：包含「兒童心理認知歷程」
、
「完形心理學」
、
「電生理學」
等多元領域。特別是電生理學領域中，透過腦皮質的心像誘發電位測量以瞭解視
障者，進行其「心像歷程」的相關研究。
3.語文溝通領域：包含口語傳播/溝通中之「告知類傳播/溝通」視障者的傳
播行為與形態等、視障日常生活中，在語文使用上形成之次文化視障者的語言發
展、學習與運用的相關論述；各類「智力以及非語文（nonverbal）
」的相關測驗
量表之比較與彙整
二、深度訪談：
本研究訪談對象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國內從事教育以及視障巡迴輔導工作的
相關人員。此部份的受訪對象包括：啟明學校老師（10 位）
、走讀學校之視障巡
迴輔導員（8 位）
、一般學校之視障資源班教師（2 位）
。第二類的訪談對象為國
內設有特殊教育系的大專院校中，從事視障教育與研究的相關人員與視障服務歸
廣者（2 位）。針對從事視障教育工作者的訪談目的，主要在了解與吸取視障教
育者的相關寶貴經驗與觀察，訪談問題與方向包括：
1.視障教育教師在教學時，面對班上視障學生所遭遇之「視覺圖像障礙」而
擬定的「教學策略」與「教案設計」為何，特別是在「語文溝通」模式上的使用，
以及所遭遇的困難。
2.視障教育教師在輔導班上視障學生克服「視覺圖像障礙」時，在「語文溝
通/描述」上的作法。
3.視障教育教師在進行「教學評量」時，針對考題中有關「視覺圖像」之內
容而進行調整的相關作法，如「轉譯、口語或文字的轉述方式」
、
「考試時間」
、
「計
分方式」等。
4.視障教學的過程中，是否曾為視障者安排任何相關之「視覺基礎能力」的
課程，其實施狀況與成效以及所遭遇的困難為何。
5.視障教師過去「使用」與「製作」
「視覺圖像輔具」的相關經驗與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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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
6.提供本研究實驗實施之「圖像分類」的建議。
第二類的受訪對象為國內從事視障教育研究與推廣的相關人員，此部份的訪
談主要在了解：
1.瞭解有關視障者的語言發展、學習與運用的經驗。
2.瞭解視障師資訓練，對「視覺圖形障礙」的教學設計與設計原則。
3.瞭解目前視障教育課程規劃，對「視覺圖形障礙」的處理原則
4.瞭解「視覺圖像輔具」的分類概念。
5.瞭解視障教育課程規劃，對「視覺圖形障礙」的處理原則。
6.提供第二階段實驗進行時「圖像分類」的建議。
第四類的受訪對象為相關的政府輔導機關與單位之直屬人員，以及民間相關
組織，包括：1.考選部、國家考試中心行政人員；2.教育部的社教司等相關人員；
3.職訓局之視障輔導員；4.政府相關機構含教育部、內政部、文建會、勞委會等
相關單位直屬人員；5.視障協會的社工人員等。此部份的訪談重點在了解：
1.國家考試政策對視障者參與的公平性作法。
2.「圖像試題」的處理原則與計分方式。
3.目前考試制度在「圖像試題」上所遭遇的困難。
4.研擬中的相關作法。
5.其他視障者可能遇到的「視覺圖像障礙」
，對其在「社會適應」
、「就業輔
導」上的影響。
採行深度訪談法預期可達成之工作項目：
1.探討與了解視障者使用「視覺圖像」的行為與形態，包含知識內容的學科差異、
輔導資源上的差異、輔導對象之意願與困境。
2.查國內相關機構在視覺圖像障礙工作上的認知，以及未來推動視障傳播服務可
能遭遇之困難與問題。
3.「語文溝通/傳播」在協助視障者克服「視覺圖像障礙」的視障服務工作現況，
以及需要加強的方向。
三、實驗調查：
(一) 實驗目的：本研究之實驗調查的目的主要如下：
1. 瞭解有無提供「視覺圖像輔具」，在學習過程中對「理解」、「記憶」
等學習效果的影響。
2. 瞭解有無提供「視覺圖像輔具」
，對不同文本類型（敘述性、知識性）
之接收效果上的影響。
3. 瞭解語言敘述、凹凸版圖形、模型、實體四階段的輔具之間，在「心
像」之「具象精準」（與真實物件形體上契合的程度）度以及「意象
精準」度（對抽象事物與關係之概念上的掌握程度）兩個面向上的差
異。
4. 瞭解「語文傳播」在各類輔具製作時的應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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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瞭解各類「視覺圖像輔具」，其「輔助性功能」與「替代性功能」的
分類原則。
6. 建立「語文」在各類「視覺圖像輔具」的「輔助性功能」與「替代性
功能」使用上的「敘述原則」
。
7. 瞭解各類「視覺圖像輔具」在針對「各階段視障者經驗範疇」上的表
現原則。
8. 瞭解視障者不同之經驗範疇,建立「語文溝通」上的「敘述原則」
。
(二) 研究架構：
依據上述之實驗目的，本實驗的研究架構設計如下：
記憶效果

故事閱讀
心像行為：
具體化程度
精緻化程度
豐富性

世界知識、
個人變項

理解效果

表現方式：語言、凹凸
版、模型、實體。
掌握範疇：雙手以內、雙
手打開、行走以內。

(三) 實驗設計：
1. 選定主題：從上文所述，圖形之分類、範疇之劃分，有「親身掌握
程度」、
「構造複雜程度」
、
「插圖功能類型」等諸多分類方式，每項
實驗施測均即為耗力費時，因此在綜合考量「調查宗旨」、
「實驗限
制」以及「執行可行性」下，選定「ET」
、
「消防車」兩種實驗素材，
恰可提供不同之「空間大小掌握範疇」、
「親身經驗掌握範疇」以及
「構造複雜掌握範疇」之差異，以供實驗施測結果進行比較。
此兩種實驗素材間之比較如下：
ET

消防車

空間大小掌握範疇

實體較小

實體較大

親身經驗掌握範疇

虛構想像

具體存在

構造複雜掌握範疇

構造簡單

構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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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素材：實驗素材共分成兩部分：
(1) 故事內容：這部分相當於課本中的「課文」
，或故事書中由文字
敘述所呈現的「故事」
。
(2) 圖形：這部分相當於課本或故事本中的「插圖」。「插圖」的呈
現方式，共計有「語言陳述、凹凸版圖形、模型、實體」四類。
(四) 測試方式：
實驗共分成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
1. 閱讀「正文」
（不提供任何圖形線索）
，並進行相關問卷測試。
2. 進行「四階段心像歷程測試」
，分兩組，透過「正、逆」兩種程序，
進行操作觀察。
一星期干擾與淡忘效果後接著實施第二階段的測試。
第二階段：
1. 閱讀「正文」與「語言＋凹凸版」閱讀，並進行相關問卷測試。
2. 進行程序性知識測試。
詳細說明如下：
1. 正文設計內容：包含「敘事性」與「知識性」兩類。
2. 問卷設計：共分成以下兩大類目、範疇：
純命題內容

純心像內容

心像影響命題

視覺知識
視覺思維

3. 「四階段心像歷程」的調查主要在了解「視障者主動建構」
、「視障
者被告知學習」兩種經驗下的差異。而「四階段心像歷程」再分成
「正向操作組」與「逆向操作組」，並進行之間的比較。「正向操作
組」與「逆向操作組」之操作方式與差異，如下圖所示：

正向實驗操作：知識學習想像à意義比較還原

語言敘述

凹凸版圖形

模型

逆向實驗操作：意義主動建構à符號認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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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

(五) 正、逆向實驗操作之說明：
在各階段操作過程中，除了透過高解析度之數位攝影機進行「歷程紀錄」
外，同時亦透過「自由回想」
（free recall）
「放聲思考」(thinking aloud)
的調查方式，希望藉由受試者在「回答」或「敘述」的過程中，提供更為詳
細之比較與分析的線索。正、逆向實驗操作過程中，各階段的實施步驟與調
查內容說明如下：
甲、正向實驗操作步驟與執行方式：
1. 閱讀「口述影像」敘述：請其敘述其印象中的內容。
2. 摸讀「凹凸版」
：
(1) 紀錄其摸讀順序如何；在哪部分裡停留較久？
(2) 心像效果有何差異，和由口述影像敘述所得的想像有什麼不
同？比如在大小、形狀、方向上的差異為何？
(3) 「多」發現了什麼？
3. 比較「凹凸版」和「模型」的心像效果有何差異：同 2
4. 比較「模型」和「實體」的心像效果有何差異：同 3，並請受試者「再
敘述」一次其所知道的內容與印象。
乙、逆向實驗操作說明：
1. 「實體」階段的操作程序：
(1)除「基本定位敘述」外，不主動提供線索，以觀察其主動建構
的過程（攝影機記錄）
。
(2)紀錄其觸摸認識的順序，以及在哪部分裡停留較久等訊息。
請先用語言陳述一次對實務的印象（提示語：形狀、大小如何、有哪些
各種部位、其功能如何）
，以作為與後面口述影像描述之比較。
2. 「模型」階段的操作程序：
(1) 先請其觸摸模型，同樣只提供「基本定位敘述」
（放聲思考）。
(2) 請其邊觸摸，邊指出其觸摸之部位的名稱
(3) 請問受試者：如要向同學介紹這個模型時，會怎麼說？
(4) 請受試者比較「模型」與「實體」間的差異，如『少』掉了什
麼？哪一部份感覺不太對？大小、形狀有無差異？
3. 「凹凸版圖形」階段的操作程序：
(1) 先請受試者摸讀凹凸版，同樣只提供「基本定位敘述」
（放聲思考）
。
(2) 請受試者邊摸讀，邊指出其觸摸之部位的名稱。
(3) 請受試者比較「凹凸版」與「實體」的差異，如『少』
掉了什麼？
(4) 請受試者說明哪一部份的感覺不太對？大小、形狀？呈現的方
向？
4. 「語言描述」階段的操作程序：
(1) 請受試者比較、評論語文描述之內容與其本身「印象」的差異，
(2) 請請受試者再用其自己的語言陳述一次所聽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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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驗對象：
為全面瞭解「心像」行為對各階段之視障生之學習影響，本實驗對
象為國小四到六年級、國中一年級至三年級、高中一年級至三年級，平均
智力介於 85-110 間之視障生與一般學生。視障生為台北市啟明學校符合
該範圍之全部全盲視障生，共 27 名。
同時為顧及視障生之學齡差異而直接影響施測評量，除於文本撰述
時，針對不同學齡之視障生進行適當之語境轉換外。本實驗於文本選擇
時，亦特別採用「ET」
、
「消防車」此兩項少見於基礎教育一般教科書之內
容，以避免視障生之答題效果，係出自於其由教科書中「學過」的記憶，
如此方能兼顧「什麼是視障生使用心像的基本能力與認知要素」此一問題
的探討，同時亦能瞭解這些「認知要素」在學齡差異上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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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與討論
以下針對本研究之深度訪談的成果進行摘要與分析討論。
一、深度訪談
根據研究者之訪談記錄整理，第一線教學之特殊教育老師，包括於啟明學校
或視障資源班任教的老師。訪談的結果顯示，在視障教學過程中，教具的使用面
臨嚴重不足的問題。早年所使用的教具係由國外引進，但仍須因應教學的需要，
及個案的程度高低差異，教師必須自行改良或製作所需的教具（製作不同形式，
如立體、平面、字卡、鋁板的教具）
，搭配使用。這種教具製作與教學的整體過
程，常佔用老師們的工作時間，導致沈重的工作壓力與挫折感，在輔導人力資源
的使用上相當不經濟，也大量減損輔導人力資源使用的效能。
其次，以往在教學時多使用凸體教具，即將一般課本內容透過塑膠熱熔成凸
面。然而，在實際教學與使用的過程中，接受研究者訪談的老師指出，傳統凸體
教具的學習效果不佳，視障學生無法藉此類型教具達到圖像辨識的目標。以數學
科中對座標概念的學習為例，傳統凸體教具即為完全「翻印」一般明眼學生所使
用的教材，差別只在於其圖形的呈現為半立體式，視障學生可粗略分辨出凹凸之
差異，如下圖左。值得注意的是，此類教具所反映出的仍為明眼人的思考模式，
視障生透過摸讀，完全無法理解座標的「相對」關係及「整體」位置。因此，較
佳的做法為，使用不同材質的線條將 X 軸、Y 軸及每個縱軸橫軸交會點標示出來，
如下圖右。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亦必須加以考量個體的差異，通常視障學生的程
度及學習能力不同，所以必須視對象情形採不同的教學方式。但主要的教學原則
可歸納為「由簡單至複雜、基礎至進階」
。

Y

Y

X

X

凸面模型

半立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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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生活中實際體驗，是學習效果最好的教學方式。倘若無法實際體
驗，則建議能以實際生活中的經驗為基礎來加以類推，如台北到高雄的距離，是
你由教室到宿舍的距離來回走幾趟。又如講解九大行星時，可由同學扮演不同星
球，模擬九大行星排列及運轉方式。另外，亦可藉由對象已知的事物為認知基礎，
來學習新的事物。如狗是視障小朋友了解的東西，所以在說明狐狸時，可說：
「狐
狸像狗一樣，是一種有四隻腳的動物，不過兩者的不同在於… . 」
。教學過程中，
視障學生雖有視覺功能的限制，但仍然可以經由多元管道傳遞訊息，以達到學習
的目的。比如透過聽覺、觸覺、溫度、壓力、空氣等（如將欲傳遞的資訊錄音，
重複放送，增加對象的記憶）。若無法實際體驗時，教師通常的做法是透過口語
溝通及模型觸摸的學習方式，其中口語敘述必須先於模型的觸摸。無論在敘述或
觸摸時，特別強調此物體的「明顯特徵」，如兔子有一對尖長的耳朵，圓球狀的
小尾巴，藉由「封閉性」
、
「類似性」
、
「接近性」原則的運用，以提供最佳的「完
形訊息」
，提升視障學生對視覺圖像輔具的正確辨認程度，達成學習的最終目標。
最後，由訪談的結果得知，現行所採用的教材輔具無法完全發揮其功效，使
得視障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特別是在數學科及自然科遭遇到許多困難。為解決教
材教具「量」之不足及「質」之不佳問題，視障學生家長及教師皆必須投注大量
人力、物力及時間，製作或改良教具，方能勉強提供足夠之教材輔具。在教育部
方面，現行採不定期、不定時撥款製作教材教具的做法，並未支持成立一個統籌
視障教具研究發展的中心或單位，因此第一線教學之教師常必須「自立救濟」
，
自行製作教學所需之教具，導致時間及教學資源的浪費。此外，國內缺乏完整的
視障教具資料庫，無法統整各校老師所自行研發之教具以及寶貴之教學經驗，殊
為可惜。
二、實驗調查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心像行為」
，著重於心像對視障者在學習知識上，
有關「傳遞、紀錄、記憶」以及「思考」
、
「創造力」等行為上的影響等，並探討
這些工作，如何經由語言的「中介」加以完成，進而發現「語言」和「心像」兩
者間在知識本質上的差異。經由實驗調查中對「語言、凹凸版圖形、模型、親身
經驗」四種情境之學習效果的比較，以及「推論、創作、解題」等實際操作所構
成之心智歷程的觀察。本研究的結果具體呈現出視障者所遭遇的「圖像障礙」
，
以及克服其「圖像障礙」的原則與方法。主要發現簡述如下：
第一：何謂「圖像」
（圖形與相片）的功能：
在任何一本教科書中，
「圖像」的展示一定是為了展示某些讀者所不知、或
不及的經驗。因此，圖像的內涵，除了從傳統「示意、組織、轉換、裝飾」等插
圖功能的類型來劃分，或以「觸覺辨識以內、雙手以內、… 、親身不可及」等視
障者之經驗範疇的劃分原則外，所有圖像所涉及的經驗其實都可以分成「日常經
驗可及」和「日常經驗不可及」兩類來思索：
一、日常經驗可及的器物：這些東西的出現，通常是要「強調介紹」某些日
常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文化事件」
，比如：
1. 凸顯：一種情境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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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歷：要透過圖像的效果，創造一種讓讀者「涉入其中」的感覺，
或是所謂的一種「角色」效果。
3. 標記：用來說明經驗可及的範疇中，
「文字」所不易清晰、精準說明
的「情境」
、
「事件」
。這類圖像具有「非語言」的功能。
二、日常經驗不可及的器物：
1. 國外（空間上的不可及）
。
2. 歷史（時間上的不可及）
。
3. 微小（感官上的不可及）
。
4. 虛構（實體上的不可及）
：經驗上的科幻、時空上的科幻。
5. 功能（使用上的不可及）
。日常器物，但以「不常使用」的方式使用
下的經驗（例如：用茶杯、吸管等器物作自然科學實驗）
。
6. 情境（角色上的不可及）
：事實上本類可以將第一類收入，也就是說，
即使讀者曾經處於相同的「時空背景」
，或「感官經驗」下，但因為
角色的差異，讀者並未產生「敘事」中所陳述、或隱涉的「人稱」
經驗；一般而言，
「電影」
（或愛情電影）就常常進行這種工作，大
部分電影中的時空，我們大都習以為常，但故事中主角的「角色經
驗」
，卻未必每個人都曾經經歷，或者清楚。
三、非關經驗的：是指純然透過「二維平面」
、
「繪畫媒材」所呈現的意涵，
這方面包含了：
1. 表現方式：如油畫、國畫、剪紙等表現方式的差異。
2. 繪畫風格：如西畫中寫實主義、印象派、立體派、野獸派的畫風表
現。
所以，影響心像掌握的重點因素，應該是在那個解讀圖像之「認識能
力」的經驗範疇，因為這個能力會涉及視障者理解圖像中「展示物」時所
需之相關的經驗範疇。
第二：圖形的「再現」原則
一般而言、由於親身經驗具有多重感官的刺激，因此，其訊息接收效果應是
優於「模型」
、
「圖片」等刻意特徵化的表現方式，但當許多圖形是一種「特徵化」
的表現方式時，則其圖形效果將優於親身經驗，甚或親身經驗所無法呈現。
「特
徵化」表現優於一般親身經驗的項目如下：
一、剖面圖：看到牙齒的實體，不一定知道其內部的構造。
二、透視呈現的山川：親身走山路，不一定知道山長得什麼樣子。
三、等高線圖：親身走山路，也不一定知道山的整體高低走勢。
這些都是特徵化的表現方式，優於「親身體驗」的圖形類型，因為這些圖形
中資訊的內涵，都不是「知覺當下」所能接收的，而必須經由某些加工的動作（如
解剖）
，或是經由特殊方式統合之後（例如數學符號的計算）才能呈現。所以，
在知識或意義的本質上，既然原來就不屬於「知覺當下」所可以得到的訊息，那
麼，
「親身經驗」所獲得的效果就要比「特徵化」的圖形來得差，因為這些意義
的本質都是在「特徵化」之後才發生的，而這些圖形特徵化後才表現出的知識，
其實就是「視覺思維」下的知識內涵。
在某些知識中，文字是重要的，而且是敘述的主體。這種敘述某一種現象、
關係時，涉及的是較為長期、複雜、抽象的概念，這些現象在大腦「資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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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限制下，必然是抽象的，也必須利用「特徵化的」
、
「集合每一部份的某一
特徵」所形成的一種「集合體」
，因為要在一瞬間說明「五年」這個概念，怎能
不用「五年」這個「文字」呢？；而要在一秒間說出包含了各種人際間應對進退
的互動現象，又怎能不用「人際」
、
「現象」這些字眼呢？即使在電影表現中常用
某些畫面來隱喻一段時間的過程，但當要清楚的區隔這段時間究竟是「五年後」
、
還是「六年後」時，我們仍不得不用「五年後」這個清晰的符號，所以，在這些
現象長期、複雜、抽象的描述上，我們「會用」
，而且「必然用」文字來表示。
但有一些知識，
「事物」的本身就是知識，那麼這些知識就必須用「圖像」
直接來呈現較為直接，因為和文字比較起來，它能較為直接的呈現出比較不「抽
象」與「特徵化」的東西，例如「剖面圖」
、
「實體照片」
、
「示意圖」等。
因此，當我們面臨教科書中大量出現的「圖形」時，首先必須思考這些「圖
形」究竟「要不要作」
、
「該如何作」等製作前之「編審」上的考量，並進一步區
分，這些圖形傳遞的知識本質，它們之所以被呈現，究竟是由於該圖形「方便表
現」
、還是圖形「較能表現」
，或是只有圖形「才能表現」
，如此對圖形的製作原
則才有具體的掌握，其中，
「方便表現」
、
「較能表現」與「才能表現」彼此間的
差異如下：
一、圖形「方便」表現：它仍是一種取代親身經驗的方式：如照片。
二、圖形「較能」表現：例如等高線圖、數學上的幾何關係。
三、圖形「才能」表現：如「繪畫」等視覺藝術作品。
所以在進行一個「圖形」
、
「照片」如何藉由「凹凸版」呈現的考量時，首先
要先劃定範圍，一定是「圖形」易於表現、或才能表現的「知識內涵」或「思維
形式」
，我們才需加以製作。至於涉及「方便表現」的圖形內涵時，則可以直接
以「語言」來表現即可。
第三：圖形中的「心像」與「思維」
「心像」這一個問題所涉及的，不只是「視覺知識的獲得」
，更涉及了一種
「視覺知識的形成」
，而「心像」或「圖像」行為障礙所引發的，可能不只是表
象的「視覺知識的不足」
，更可能涉及了「視覺思考的缺乏」
。這種思考包含了：
思考的方式、思考的型態、思考的過程、以及思考所形成的知識。
因此，當我們在思考視障者「圖文溝通」與「心像行為」此一研究主題時，
其實包含了四層的問題，分別是：
一、圖形定位的問題：圖形如何處理的問題，也就是圖形處理前的分類問題，釐
清圖形所傳達的內容與表現類型，究竟是屬於「知識」範疇、還是「思維」
範疇，或兩者皆是。
二、知識如何傳達的問題：如果圖形所涉及的是「知識」層面的問題，則問題本
身的焦點則在於圖形中的知識，如何「等效」與「有效」的傳達，這也是一
般視障者所面臨之「圖形障礙」所涉及的思索，而傳達的方式自然不需拘泥
於是否仍保留了「視覺」的本質，只要能「再現」知識的內涵即可。
三、思維養成的問題：當知識的本質本身即涉及一種「視覺思維」
，或者學習的
過程本身即是在進行一種「視覺思維」的學習時，則必須嚴肅的面對「視障
者如何學習視覺思維？」此一問題，也因此對有關圖形之「透視」
、
「空間」
等現象的瞭解，便成為視障圖形障礙處理工作中無可迴避的命題。
四、心像的問題：是指藉由「各種感官」所形成之「心像」機制，或將原本以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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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心像呈現的圖形，透過轉換成其他感官心像的方式，以強化視障者的心像
行為之策略與原則，讓視障者透過心像的機制，來增進其記憶、推論的能力，
並達成「精緻化學習」的效果。

第四：
「符號」與「語義」觀點的啟發
從符號結構、語義分析與敘事理論等觀點，來探討一幅「圖」究竟如何傳
播給視障者時？一個圖形的「意義」顯然可以分成以下幾個層次來加以探討：
一、 核心義：這是指圖形本身所傳遞的「物理」意義，例如：一個杯子的圖形，
它的「核心義」自然就是生活中的「一個杯子」
。一般而言，視障
者對圖形之「核心義」的瞭解程度，與該物體所屬之視障者的「經
驗範疇」較為相關。
二、 情境義：圖形在「文本論述」上的功能，例如：一個杯子在「自然課本」
中出現，其所要傳達的效果與意義，必然和一個杯子在「社會課本」
中、以及「數學課本」中出現的有所不同，這均屬於圖形之「情境
義」的內涵。
「不同科目」之圖形的處理原則、
「插圖種類」等圖形
分類的原則均屬此類。
三、 隱含義：圖形對思維所形成的影響，這屬於「隱函義」
，也就是涉及了所謂
「視覺素養」
、
「視覺思維」的範疇，它不僅涉及了當一個人看到一
個杯子時，他究竟「看到了什麼？」的問題，其實它更涉及了一個
杯子會讓一個人「想到什麼？」
、
「如何去想？」
、
「用什麼方式來
想？」的問題。
因此，符號結構、語義分析與敘事理論等這些理論內涵的應用，無疑的也可
協助視障克服圖像的「知識障礙」
、
「學習障礙」甚而「思維障礙」的工昨，具有
極大的啟發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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