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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教科書的點譯規則與觸讀指導
黃毓雯
新北市立林口國民小學視障巡迴輔導教師

壹、前言
盲生由於無法以視覺閱讀印刷文字，

貳、淺談點字教科書的點譯
規則

觸讀點字成了盲生閱讀書籍的管道之一。
學會點字之後，盲生便可以自行閱讀一般

為提升點字教科書的品質並統一點譯

明眼人所閱讀的文章，也能融合在普通班

格式與方法，教育部於 1982 年委託國立臺

級中和明眼同學使用同樣內容的教科書一

南師範專科學校「視覺障礙兒童混合教育

起學習。

師資訓練班」(今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

一般孩子在開學第一天拿到新教科書

重建中心)研擬我國點字教科書點譯規

時，往往興奮又好奇的翻閱各科教科書。

則，並於 1984 年公佈實施，規範點字教科

然而，對於使用手指觸讀的盲生而言，不

書的點譯格式與方法(古萬喜、林慶仁、吳

但無法像明眼同學一樣迅速瀏覽各科教科

慧芬與劉佑星，2006)。其後為因應現今國

書，恣意徜徉在新奇的教科書內容與圖片

民中小學教科書多元出版制度及電腦化點

中；反之，分成好幾卷且厚重的點字教科

譯工具之發展，教育部於民國 94 學年度再

書往往讓盲生不知從何讀起，感到無助又

度委託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困惑。

重新修訂點字教科書點譯規則，做為點字

教導盲生讀懂點字教科書、找得到老

教科書點譯單位製作點字教科書的遵循依

師上課內容所在的教科書頁面、跟隨老師

據。本文就部分點譯規則說明如下。

的上課進度觸讀教科書，讓他們能夠在普

一、點字教科書分卷原則

通班級的課堂中得到成就感，進而喜歡觸
讀教科書，是增進盲生點字閱讀能力的第
一步。

國語點字係以國語注音符號拼讀而
成，每個字均由二至三方的點字記號所組

本文將淺談點字教科書的點譯規則，

成(劉佑星，1982)。以標準大小的點字為

藉以瞭解盲生觸讀點字教科書的困難，以

例，一方點字約佔 0.6 cm×0.4 cm 的面積

及如何指導盲生觸讀點字教科書。

(徐文志，2005)，加上方與方之間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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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譯一個國字需用去 1.2 cm—1.8 cm 的長
度空間。反觀一般印刷文字，若以標楷體
字型的 18 號字級而言，印刷一個國字僅需
約 0.4 cm 的長度空間。由於列印點字需要
較多的版面空間，因此，點字教科書的頁
數與一般教科書的頁數並不相同。此外，
為了避免點字教科書過厚、不便翻閱與攜
帶，點譯時常將點字教科書分為好幾冊裝
訂，我們稱之為「卷」
，每卷點字頁最多以
50 張 點 字 頁 裝 訂 為 原 則 ( 古 萬 喜 等 ，
2006)。點字教科書的各單元之間如果不換
新點字頁而連續點寫時，篇與篇之間，章、
節、課之間，以及小標題之間，依照點字
教科書點譯規則，必須以不同的間隔線加
以間隔(古萬喜等，2006)，以做為區分。

二、讀音與語音
國語點字係以國語注音符號拼讀而
成，只有字音，沒有字形；然而一字多音
卻是漢字最大的特色之一。一字多音可以
依照不同的使用時機分為「語音」和「讀
音」
，
「語音」用在說話，又叫「白話音」；
「讀音」用在讀書，又叫「文言音」(張孝
裕，1990)。點字教科書原則上採語音點
譯，文言文採讀音點譯；於一篇文章中，
文言文與白話文夾雜，同一個字亦採讀音
點譯。國語教科書如原文文句之旁已標示
注音符號者，按照原文之注音點譯(古萬喜
等，2006)。

三、插圖與表格
點字教科書的插圖包含照片、地圖、
圖形等(古萬喜等，2006)，早年點字教科
書遇有插圖時，經常以「圖省略」的方式
未將插圖製作成觸圖供盲生觸讀(張弘
昌，2007)。幸而教育部於 94 學年度重新
修訂點字教科書點譯規則明示點譯單位對
課文的插圖應盡量設法以適當方式重新製
作，不便製作的插圖，應先請教相關教師
之教學意見，瞭解實際教學需求後，再進
行點譯，如果無法製作，亦應盡量改以點
譯說明替代(古萬喜等，2006)。由於各種
版本教科書之插圖編號不太一致，如有
2.1、2-1 等，點譯時一律以連字號點寫(古
萬喜等，2006)，避免造成盲生觸讀的混
淆。另外，為了盲生學習之便，框邊或表
格資料應設法點寫在同一點字頁，盡量不
分為 2 頁或 2 頁以上點譯（古萬喜等，
2006）
。對於內容複雜或標題冗長的表格資
料，可以阿拉伯數字之連續編號或縮短詞
句，代替表格內較長的文句，但應於該表
格之前以點譯者註釋之方式，說明其所代
表之文句(古萬喜等，2006)。
由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多元出版制度
及電腦化點譯工具之發展，以及點字教科
書點譯規則之訂定，提供了點譯單位製作
點字教科書的參考依據，加上相關單位對
點字教科書製作品質的努力和重視，點字
教科書的品質已日益改善。然而盲生在觸
讀點字教科書時，仍然遭遇許多困難與問
題，筆者試列舉部分說明如後。

24

點字教科書的點譯規則與觸讀指導

參、盲生觸讀點字教科書的
困難與問題
雖然點字教科書的製作已力求顧慮盲
生閱讀與攜帶方便，將之分卷裝訂，但點
字教科書仍較一般教科書厚重許多。例如
一般學生使用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
習作加上活動紀錄本，三本共僅 700 公
克，同樣的內容製作成點字教科書，卻多
達七卷，共 6.5 公斤(薛荷玉，2009)。若以
單卷點字教科書來看，點字教科書點譯規
則規範每卷點字頁最多以 50 張點字頁裝
訂為原則，但仍有使用者認為太厚，不便
攜帶(古萬喜、呂建志、李芃娟、李宜晉、
張弘昌，2008)。
另外，點字教科書的頁面上除了一般
教科書的內容與頁碼之外，還會有做為間

者註釋以及點字教科書的頁碼等。如果課
文內容有插圖與表格(以下簡稱圖表)，還
會加上說明圖表內容的文字敘述，或是以
「圖省略」、「此處可請教老師或同學」的
字樣取代圖表內容。許多圖表製作成觸圖
之後，由於版面限制，大多單獨成頁，盲
生還需找尋觸圖的頁面所在。並且，點字
教科書中的圖表點譯有些並未按照一般教
科書的課文內容依序點譯，圖片內容與圖
例說明也往往不在同一頁面；許多圖表製
作成觸圖之後，由於版面空間不足，亦常
分成兩頁或多頁呈現(古萬喜等，2008)。
另外，由於點字教科書的頁碼與一般教科
書的頁碼不同，為配合一般教科書的換
頁，常造成點字教科書內容產生文句中斷
的情形(如圖 1)。

隔線的特殊符號、科目、冊數說明、點譯

圖 1. 配合一般教科書換頁造成文句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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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複雜的點字教科書頁面內容及編

一、國語科

排方式，著實使得盲生不易觸讀與理解。

漢字是「形、音、義」的學習，包含

特別是初次接觸點字教科書的國小一年級

字音、字形、字義、筆畫、部首等概念，

盲生，往往在拿到教科書之後，困惑的不

然國語點字係以國語注音符號拼讀而成，

知從何讀起；加上初學點字符號，觸讀的

只有字音，沒有字形，而點譯單位因必須

速度與流暢性不足，更增添了小一盲生觸

詳實點譯一般教科書內容，因此關於多音

讀點字教科書的困難與挫折。除此之外，

字、相似字形、筆畫、部首等內容，國語

不同科目的點字教科書，尚有各不相同的

點字教科書亦需以注音符號拼讀方式來呈

點譯規則與問題，茲概略說明如下。

現，如圖 2，此時若缺乏教師說明與教導，
盲生在觸讀相關內容時，將難以理解。此
外，國中的國文點字教科書，則因為課文
中夾雜註釋編號，造成觸讀時文句中斷，
容易造成理解困難，如圖 3。

圖 2. 國語點字教科書中的生字筆畫、部首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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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課文中的註釋編號造成文句中斷。

二、英語科
現行英語教科書的課文內容許多都以
插圖方式來輔助呈現，用以增添學習樂

字教科書顯得單調而枯燥乏味，也讓盲生
難以掌握教科書中欲呈現的重點。

三、數學科、社會科與自然科

趣，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英語文法的概

數學、社會與自然等點字教科書的共

念，則使用表格加以統整，並將文法重點

同問題在於大量的圖表，雖然近年來盲生

輔以字元網底、底線、不同顏色的文字或

的觸圖教材製作品質已有許多進步，國民

粗體文字、斜體文字，幫助學生標示出學

教育階段點字教科書的圖形已全面採用立

習重點。點譯為點字教科書之後，插圖內

體材料手工浮貼(賀夏梅，2009)，但大量

容以文字敘述代替；表格中的文字則常因

的圖表交錯出現於課文之中，仍然會造成

為過長，造成點譯的困難，而將文字以代

盲生閱讀上的困擾。另外，許多圖表製作

號替代，或將表格分成兩頁甚至多頁點

成觸圖之後，不僅未能幫助盲生理解圖

譯。而以字元網底、底線、不同顏色的文

表，反而容易造成混淆，例如體積、顯微

字、粗體字、斜體字標示的學習重點，則

鏡構造圖等實物圖形。而數學科與自然

僅以一般點字符號點譯，未能採特別的方

科，更有許多繁雜的數學與科學點字符

式加以標示。上述點譯方式，使得英語點

號，加深盲生辨識與觸讀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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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點字教科書的觸讀指導

點字教科書的編排內容中，最重要的
是一般教科書的頁碼，因為在普通班課堂

點字教科書的點譯規則與編排方式如

上老師所講的都是一般教科書的頁碼，而

此複雜，教師與家長應該如何協助盲生讀

不是點字教科書的頁碼。通常一般教科書

懂點字教科書呢？本文提出下列建議以供

的頁碼點譯在頁面右下角的內側，有時為

參考。

不連續的阿拉伯數字；頁面右下角的外側

一、認識點字教科書的編排方式

則是點字教科書的頁碼，為連續的阿拉伯
數字。此外，一般教科書的頁碼通常標示

教師與家長可以在開學初拿到點字教

於一般教科書頁面的頁尾，點譯成點字教

科書的時候，從書名頁開始逐頁介紹，讓

科書後，為配合盲人的觸讀特性，該頁的

盲生充分瞭解點字教科書的編排內容，包

內容起始於頁碼之後，並於頁碼同行加註

含書名頁、編輯大意、點譯者註釋、目次、

引導點，如圖 5。

點字教科書頁碼、一般教科書頁碼、間隔

對於小學一年級初學點字、初次接觸

符號、引導點等。書名頁包含該書的點譯

點字教科書的盲生，教師及家長應先教導

卷數、該卷所屬卷次、該卷之一般教科書

其認識線條、頁首、頁緣、首行、末行等，

起迄頁數、該卷之點字教科書起迄頁數等

並確認盲生已具備上下左右、下一個以及

重要資訊(古萬喜等，2006)，如圖 4，教師

翻頁等概念(Smith, 2009)。

應教導盲生認識書名頁內容，使盲生能依
照上課進度拿取正確的卷次。

圖 4. 書名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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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點字教科書頁碼的呈現方式。

二、預習與標記
盲生國語點字閱讀速度平均每分鐘
98 個字，約為一般人的五分之一(杞昭安，
1988)。並且由於點字閱讀的方式是以手指
頭逐行觸讀，無法像視覺閱讀一樣「一目
十行」
，也無法如同視覺閱讀者一般快速的
瀏覽與搜尋教科書頁面內容；因此，預習
對於盲生來說便顯得格外重要。預習教科
書內容可以幫助盲生概略瞭解課程內容，
預先知道課程內容在點字教科書的編排位
置，對於重要的內容或圖表，可以使用便
利貼加以標記，以便上課時能夠較快的找
到老師正在講解之處。

三、插圖導讀
一般明眼教科書經常以插圖(包含照
片、地圖、圖形)來呈現某些概念，讓學生
透過視覺理解與視覺記憶增加學習的效
益。然而，當這些插圖以發泡紙或其他觸
覺材料製作成盲生可以觸讀的教材之後，
如果沒有經過指導與導讀，反而容易產生
混淆。指導盲生觸讀點字教科書中的地圖
與圖形，可以掌握「由整體到部分」的原
則，也就是由「面」而「線」
，最後是「點」
(張弘昌，2007)。首先，教導盲生認識圖
形名稱，例如「埔里鎮市區街道圖」
；接著，
以掃瞄的方式概略瀏覽全圖；再依序觸讀
圖形中的線條與點。瞭解圖形的全貌之
後，若有圖例說明，也要仔細的觸讀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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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因為圖例往往是該圖的重點所在，

以語言說明，除了圖形全貌之外，對於圖

如圖 6。讀完圖例之後，再次觸讀整張圖

形細部內容也要一一提示與講解(鳥山由

形，以加深印象。對於複雜的圖形，需輔

子，2009)。

圖 6. 立體圖形。
三次元(three-dimensional)的物體要以

表示，關於生物理科的相關知識，其教學

二次元(two-dimensional)的觸摸教材來呈

模式應從觸摸實物開始，進而觸摸模型，

現是非常困難的(Masin & Arter, 2003)，特

最後才是觸圖。

別是實物圖形方面，雖然已製作成觸圖，

點字教科書中的觸圖非常多樣，若觸

但盲生觸摸起來還是屬於平面層次(杞昭

圖內容是一種取代自身經驗的方式，如照

安，1999)。此等圖形若以實物取代，更能

片，則可以直接以「語言」來表現即可(趙

增加學習效益且有助於盲生的理解，例如

雅麗，2004)，意即以文字敘述或口述影像

顯微鏡構造、體積、電路圖、植物等。曾

來呈現照片內容。

怡惇、廖焜熙(2011)指出，在提供觸圖之

視覺並不是學習的唯一管道，除了觸

前，如果有實物可提供講解，則應先以實

讀觸圖之外，若能善用口述影像的技能，

物讓盲生實際觸摸，瞭解實物的質地、氣

必能較明確的將插圖內容與影像傳遞給盲

味、紋路及特徵，進而再提供觸圖，如此

生。教師應以口述影像幫助盲生在腦海中

方能發揮觸圖的功效。鳥山由子(2010)亦

形成完整的圖像，以利於對事物的掌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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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憶 之 儲 存 ( 杞 昭 安 ， 1999 ； 曾 怡 惇 ，

育論壇手冊。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

2009)。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Masin 與 Arter (2003)指出，一般明
眼孩子在閱讀圖表時，可以透過視覺立即

古萬喜、林慶仁、吳慧芬與劉佑星(2006)。

獲得整體的視覺印象，接著掃描圖表來認

點字教科書製作規則。臺南市：國立

識細節的部份；盲生吸收資訊卻是顛倒的

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順序，他們必須逐漸的搜尋及掃描觸圖來
建立整體的心像。因此，在學生尚未能有

杞昭安(1999)。視覺障礙學生圖形認知能

意義的使用觸圖之前，教師與家長應從旁

力之研究。特殊教育研究學刊，17，

加以解釋和介紹，教師也要給盲生足夠的

139—162。

時間認識與理解觸圖，亦可提供盲生文字
敘述的書面資料或口述影像錄音等補充訊
息，幫助學生瞭解觸圖內容(Masin & Arter,

徐文志(2005)。點字學習面面觀。 特殊教

育季刊，96，16—22。

2003)。

伍、結語
點字教科書是盲生賴以習得課業內容

鳥山由子(2010)。 視障生化學實驗課工作

坊講義。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視障
教育與重建中心。

的重要工具，然而由於點字符號的種種限
制以及點字教科書之點譯和編排方式，使
得點字教科書常另盲生望之卻步。若能教
導盲生讀懂點字教科書，使他們不再畏懼
與排斥觸讀點字教科書，或許能增加盲生
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期盼經由本文的
說明，能幫助家長與教師瞭解盲生觸讀點
字教科書的困難，進而重視教導盲生讀懂
點字教科書的重要性。

鳥山由子(2009)。觸圖之多種製作方式以
及在科學教育上之應用。2009 視覺障

礙教學與評量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
臺南市：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
建中心。
張弘昌(2007)。 如何指導盲生摸讀立體圖

形 。 取 自 http://new-vision.freebbs.
tw/viewthread.php?tid=671&extra=pag
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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