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特殊教育通則（許天威、徐享良、張勝成） 

˙特殊教育法（民國 103年 06月 18日修正） 

第 3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第 4 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指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

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如下：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 

五、領導能力資賦優異。 

六、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CH9視覺障礙者教育 

壹、教育知發展 

一、歐美視覺障礙者教育 

盲童教育 低視力兒童教育 

˙阿宇（Valentin Haüy）於 1784年在法國創設世界第一所盲校

（L'Institution Nationale des Jeunes Aveugies）。 

˙美國 1832-1833年在波士頓、紐約、費城創辦三所私立盲校。 

- 波士頓的帕金斯盲校（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為早期的

新英格蘭盲人收容所。 

 →在柯奧（Samuel Howe）的帶領校，成為有名的柏金斯盲校。 

˙蘇格蘭，1872年《教育法案》：盲童可就讀普通學校和明眼兒

童混合教育。 

˙1908年，哈曼（N. Bishop Harman）在倫

敦開設第一所低視力學校。 

˙1913年艾倫（Edward E. Allen）於波士頓

設立美國第一個低視力班級「全盲班級」

→「眼睛保留班級」→「視力保存班級」。 

二、我國視覺障礙者教育 

啟明學校教育 

˙民國前 42年，英國長老會牧師穆˙威廉（Pastor William Moore）在北京甘雨胡同教會設立《瞽

叟通文館》。 

˙民國前 22年，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甘雨霖（Willam Cambel）在台南教會設訓盲院，招收盲

人教以聖書、點字、手藝等。 

˙國立台中啟明學校、台北市立啟明學校、私立惠明盲校為台灣地區現有的三所啟明學校。 

北部台北盲啞學校 私立學校私立惠明盲童育幼院 

˙民國 17年改制為州立台北盲啞學校。 

˙光復翌年改為台灣省立台北盲聾學校。 

˙民國 56年改名為台北省立盲聾學校。 

˙民國 64年盲聾分別設校，盲生就讀於台

北市立啟明學校。 

˙民國 45年在台北市成立「盲童育幼院」。 

˙民國 50年遷至台中，命名為「台中縣盲

童育幼院」。 

˙民國 61年獲省政府教育廳准予立案，定

名為「私立惠明學校」。 
 

臺北啟明學校 臺中啟明學校 惠明學校 

幼稚部、國小、國中、

高中及高職五部 

幼稚部、國小、 

國中、高職四部 

國小、國中二部，近年更以盲及多重障礙

學生的教學為主。 
 

融合教育 
˙民國 56年開始實施，將視覺障礙學生安排在普通班級中受教，由受過專業訓練的巡迴輔導

教師定期前往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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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6年，在臺北市立師範學院附屬實驗小學設置「視障幼兒教學實驗班」，使視覺障礙學

生從幼稚教育、小學、國中、高中(職)，得以銜接。 

˙順應回歸主流，目前有多數視覺障礙學生回歸到普通班就讀。 

高等教育 

˙入學制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民國 102年 08月 22日）。 

˙輔導制度：民國 79年，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就學獎助要點 

民國 81年，大專院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學習輔具：主要目的在於資訊的獲得及定向行動。 

- 視障輔具：放大鏡、擴視機、點字觸摸顯示器、電腦語音合成系統、視訊放大系統、視障

電腦資訊系統。 

貳、定義 

˙視覺損害（visual impairment）：視覺機構的基本功能發生可鑑定的缺損，醫學專業人員經常採用此為定義。 

˙視覺傷殘（visual disability）：因視覺損害，致視覺功能受到限制（健康、社交－態度、行動、認知－智能、溝

通能力）和不利。 

˙視覺障礙（visual handicap）：由於個人或社會對視覺損害有不當的期望與態度，致正常生活功能的表現處於不

利的地位。 

一、教育部規定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民國 102年 09月 02日） 

第 4 條   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稱視覺障礙，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機能

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其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 

前項所定視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視力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所測定優眼視力未達○．三或視野在二十度以內。 

二、視力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以其他經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二、內政部規定：身心障礙者之分級與鑑定標準（鑑定新制 ICF已於 101年 7月 11日開始實施） 

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眼球、視覺神經、視覺徑路、大腦視覺中心）之構造或機能發生部

分或全部之障礙，經治療仍對外界事物無法（或甚難）作視覺之辨識而言。身心障礙之核定標準，視力以矯正

視力為準，經治療而無法恢復者。 

輕度 中度 重度 

兩眼視力優眼在 0.1（含）至 0.2者

（含）者。 

兩眼視力優眼在 0.01（不含）以下

者。 

兩眼視力優眼在 0.1（不含）以下

者。 

兩眼視野各為 20度以內者。   

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0 度程式檢

查，平均缺損大於 10DB（不含）者。 

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0 度程式檢

查，平均缺損大於 15DB（不含）者。 

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0 度程式檢

查，平均缺損大於 20DB（不含）者。 

單眼全盲（無光覺）而另眼視力在

0.2（含）至 0.4（含）者。 

單眼全盲（無光覺）而另眼視力 0.2

以下（不含）者。 
 

參、出現率：特殊兒童出現率 10%，其中視障兒童出現率 0.08%。 

肆、成因 

一、視覺器官的構造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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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視覺器官）：人體獲取外界訊息最重要的感覺器官。 

眼球 

˙前腔：位於水晶體前面，由虹膜隔成前房及後房，內有清澈

的房水。 

˙後腔：為玻璃體腔，含有膠體狀的玻璃體液，可維持眼球的

型望和透明度，防止眼球凹陷。 

眼附屬器官：對眼

球產生保護。 

視路：視網膜到大腦視覺

中樞的徑路。 

眼球壁 眼球內容物 

眼瞼、結膜、淚器、

眼外肌、眼眶 

視網膜、視神經、視交

叉、視束、外膝狀體、視

放射、枕葉的視覺皮質 

纖維膜 

（鞏膜） 

葡萄膜 

（虹膜、脈絡

膜、睫狀體） 

視網膜 

（錐細胞、

桿細胞） 

房水、水晶體、

透明體，與角膜

合稱屈光系統。 

二、成因 

1. 屈光不正：進入眼睛的光線，無法在視網膜上形成清晰之影像。 

2. 弱視：視力降低，且不能以眼鏡矯正。 

3. 白內障：因眼內水晶體混濁而影響視力之疾病。 

4. 青光眼：因房水積存，而使眼壓增高，壓迫營養視神經的血管，使視神經萎縮，造成視野缺陷，視覺障礙，

甚至失明。 

5. 視網膜剝離 

6. 視網膜芽細胞瘤：是孩童時期最常見的眼內腫瘤，是極惡性而具遺傳性的疾病。 

- 臨床症狀為眼球突出、白瞳孔（俗稱貓眼）、畏光、眼痛、持續性青光眼。 

7. 早產兒視網膜病變（水晶體後纖維血管增殖症）：網膜血管痙攣、水腫、血管擴張和纖維血管性增殖到玻璃內

常致視網膜膜剝離。 

8. 網膜色素變性症：體染色體隱性遺傳方式傳遞的視網膜疾病，桿細胞受損。（夜盲症→盲聾雙障） 

9. 結膜疾病和角膜疾病：結膜炎、角膜炎、圓錐角膜、角膜變性。 

10. 眼外傷：灼傷、輻射能傷害、震傷、異物傷害、撕裂傷。 

伍、特徵 

動作發展 

˙嬰兒期最初幾個月，與一般嬰兒並無顯著差異。 

˙由靜止狀態移轉為動態的行動技能時，視障兒童顯然較同齡兒童落後。 

˙因素： 

1. 缺乏視覺刺激，以激發其移動。 

2. 環境和社會心理因素，如過份保護，致缺乏動作活動的機會。 

3. 身體的特性，如身體對空間位置的知覺較差。 

認知發展 ˙與環境交互太貧乏，因此無法獲得大量的知覺資訊。 



˙觸覺和聽覺未能提供和視覺相同的刺激，無法完全取代視覺。 

˙先天忙同的概念發展較困難；弱視兒童和後天盲童，利用殘餘的視覺來學習，較易形成概念。 

社會發展 
˙無法揣摩社會角色模式、遵循團體遊戲規則，或有效運用非語文溝通。 

˙社交能力受到限制，因而造成孤立、誤解、負面態度、消極的自我觀念。 

語言發展 

˙學習語言的程序和明眼兒童相同。 

˙早期自會發展階段並無顯著差異；但當是覺線索和社交經驗漸具影響力時，其語言模式就產生

差異。 

˙容易有語意不合的現象發生。 

陸、教育評量 

˙綜合性的教育評量：視覺功能；智能、性向和認知發展；學業技能和概念發展；知覺動作技能；社交、情緒

和情感；功能的生活技能。 

學前階段 學齡階段 過渡階段 多重障礙者 

孩子與家人的關係、社會發展、動作發展、

語言運用能力、概念發展、遊戲技能 

診斷學業、 

非學科技能領域 

學業成就、獨立生活技能、

定向行動技能、生計技能 

評估各領域的 

功能水準 

美國標準化測驗   
AAMD 

社會適應量表 

柒、教育安置 

一、住宿學校模式 

優點 缺失 

˙特殊教育專業訓練的師資，設計最適合學生需要課程教材與活動。 

˙最完備的軟硬體設備及特殊設備器材。 

˙適合重度障礙或適應能力較差的學生就讀。 

˙家庭清寒或父母無力照顧的兒童可以妥善照顧。 

˙偏遠地區或輔導系統欠佳的學區可獲得實際的指導。 

˙定向行動/專門技能訓練。 

˙難提供家庭生活經驗。 

˙缺乏與明眼人相處/了解的機會。 

˙過份保護，生活技能及社會化技能

受限制。 

二、自足式班級 

三、資源班模式：最少限制的環境，並根據個別需求提供調整及補救教學。 

四、巡迴輔導/教師諮詢模式：在偏遠地區或是障生較少，不足以成立資源班的區域。 

五、早期教育模式（出生至 3歲）：以家庭為基礎，由輔導員定期到視障兒童家中與家長共同協商；並盡可能採

取融合教育。 

六、過渡階段模式：與職訓單位合作，讓學生在支持性的社區廠所工作，並作職業訓練和就業安置。 

捌、課程： 

早期教育

階段 

認知語言 
˙提供實物。 

˙讓孩子獲得正確的概念，並應用到語言功能。 

日常生活技能 
˙在實際生活中反覆練習，養成獨立的責任感。 

˙讓孩子體會觸覺和運動知覺，同時建立正確的與惠和符號辨識。 

定向行動 

˙協助孩子發展正確的姿勢、步態、空間知覺、大肌肉動作技能；尋物技能、追

跡技能、抓取技能。 

˙辨認精密的相同度和差異性，是學習點字的先前準備。 

社交技能 ˙和別人有想的合作和分享，才是為團體所接納。 

學齡教育

階段 
新課綱 

民國 88年修訂 

國民教育階段 

啟明學校（班） 

課程綱要 

國語科 

˙國語點字「注音符號點字」是盲生學果與文最重

要的工具。 

˙並無字型概念，同音異義字必須連貫前後文才能

判斷。 



˙製作大字體教科書。 

˙用擴視機（vantage）放大倍數閱讀。 

˙利用視訊放大系統（vista）將電腦螢幕資訊放大。 

˙盲用電腦處理點字資料和操作個人電腦。 

外國語文 

˙影像掃瞄機（OCR）可辨識印刷字體。 

˙光學閱讀機可將英文教材轉換成語音 

˙透過語音合成輸出系統，可閱讀全螢幕資訊。 

社會學科 
˙透過點字、錄音檔、放大字體來學習。 

˙立體影印機可讓印刷資料浮凸，製作觸覺地圖。 

數學科 

˙聶美茲數學點字（Nemeth Code）可學習高深的

數學符號。 

˙立體影印機、電腦繪圖軟體可製作立體圖形協助

辨認幾何圖形。 

自然學科 ˙利用多重感官學習。 

特殊需求 點字領域課程、定向行動領域課、程輔助科技應用領域課程 

高中/職 

教育階段 

普通科  

職業類科 復健按摩學程、資料應用學程、實用技術學程。 

玖、教育之展望 

一、加強混合教育之交流與聯繫 

二、擴展視障學生升學和就業管道 

˙特殊教育法（民國 103年 06月 18日） 

第 22 條  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入學或應試。 

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應提供考試適當服務措施，並由各試務單位公告之；其身心障礙學生

考試服務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建立無障礙學習環境 

1. 提供個別化的科技輔助系統。 2. 發展多元智能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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