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份 篇名 作者 科系分類 

民國69年 三民主義視障教育之研究  黃順金 三民主義研究 

民國71年 我國視覺殘障者的職業重建  陳泓州 勞工研究 

民國73年 國民小學視覺障礙學生自我觀念、成就動機與

生活適應之研究  

劉佑星 教育研究 

民國75年 國民中小學師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之研

究  

吳麗君 教育研究 

民國77年 視覺障礙學生點字速讀教學效果之研究  杞昭安 特殊教育 

民國78年 台北市國小學生對弱視學生接納態度及其影響

因素之研究  

李永昌 特殊教育 

民國78年 臺北地區運輸障礙者旅次潛在需求之研究  曾平寬 交通運輸工程 

民國79年 眼鏡公司形象定位策略之研究  白先智 工業工程 

民國80年 成年後失明者的適應歷程及影響因素之研究  陳秀雅 特殊教育 

民國80年 視覺障礙學生休閒生活現況之研究 傅惠珍 特殊教育 

民國80年 視障學生之空間認知與環境行為之初探  顏杏砡 建築工程 

民國81年 視覺障礙兒童家庭動力之研究  張秋珍 特殊教育 

民國82年 視覺障礙學生創造傾向、認知風格、創造動

機、創造表現及其關係之研究  

郭秀枝 特殊教育 

民國82年 啟明學校國中生福利需求之研究  岳美蘭 兒童福利 

民國82年 臺灣視障人士無障礙社會之理想與現實  黃世昌 新聞研究 

民國83年 臺灣視障者的職業困境─以按摩業為例的分析  王育瑜 社會學 

民國83年 師範學院學生對視覺障礙兒童態度之研究  杞昭安 特殊教育 

民國84年 臺北市木柵線捷運系統無障礙設施滿意度之調

查研究  

洪維強 交通運輸研究 

民國84年 網版發泡技術應用於視障凸體圖文媒體製作與

效果之研究  

呂克一 工業科技教育 

民國84年 國中輕度智障及學障學生技藝教育班實施問題

與改進方向  

宋明君 工業科技教育 

民國84年 臺北市國民中學普通班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回

歸主流的態度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饒敏 特殊教育 

民國84年 幼兒家長與幼教工作者對實施融合式幼兒教育

意見之探討  

郭秀鳳 特殊教育 

民國84年 觸覺符號輔助視障者辨認產品操作功能的研究:

以收錄音機的操作功能為例  

陳文誌 工業設計 

民國85年 點字錯誤的語音與動作分析  林香均 語言學 

民國85年 盲用電腦輸出入設備之人因工程研究  林慧懿 工業設計 

民國85年 國中特殊體育實施現況與意見調查研究  施大立 特殊教育 

民國85年 啄木鳥之歌－視障音樂家生涯發展歷程之詮釋

性研究  

林福雄 特殊教育 

民國86年 視障者以多重知覺處理資訊之模式探討與設計

應用  

劉俊甫 工業設計 

民國86年 視障產品之人因工程安全控制器操作界面研究  吳志堯 工業設計 

民國86年 大台北地區大學生對特殊教育學程認知、態度 簡瑞美 生活應用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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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需求之研究  

民國86年 國中視覺障礙學生生涯輔導之研究  曾仁美 國民教育 

民國86年 國中教師對特殊體育的態度與適性教學實施方

式之調查研究  

李偉清 教育學 

民國86年 身體障礙青少年休閒自由、休閒偏好及休閒阻

礙之研究  

孫孟君 教育學 

民國86年 視覺障礙者大學畢業後工作壓力來源與因應方

式之研究  

柏廣法 特殊教育 

民國87年 盲用電腦觸摸顯示器的控制鍵和周邊系統訊號

顯示之設計研究─金點一號觸摸顯示器之探討 

陳思韻 工業設計 

民國87年 台灣視障兒童與青少年在平面上的空間表現發

展  

徐春江 工程技術研究 

民國87年 視障者衛星導引系統之研發  陳商銜 電機工程 

民國87年 適用於殘障者之語音控制器  杜立群 電機工程 

民國87年 點聲源影像特性之實驗與分析  傅振鑫 機械工程 

民國87年 盲用點字印表機控制系統之規劃與實作  徐瑞文 機械工程 

民國87年 高中職以上視障學生未來適性職類及其工作輔

助研究  

鄭靜瑩 特殊教育 

民國87年 中文盲用電腦使用者之使用現況暨使用需求調

查研究  

張嘉桓 特殊教育 

民國88年 盲人的問題與梅洛龐蒂的解決方案  周掌宇 哲學研究 

民國88年 盲用電腦點字顯示方之電腦輔助設計與力學分

析  

陳展昭 機械工程 

民國88年 非視覺感官之空間經驗-以一位視障者上學路徑

為例 

李怡君  建築學 

民國88年 幼稚園融合班中幼兒社會互動之探討-- 一個學

前融合班的觀察 

洪馨徽 幼兒教育 

民國88年 普通高中職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資源服務之現況

調查研究  

蔡瑞美 特殊教育 

民國88年 國小弱視學生歸因方式、成就動機與學業成就

關係之研究  

趙佳文 國民教育 

民國88年 觸摸式數位板的可用性評估  趙清順 工業管理 

民國88年 無障礙行人號誌使用者需求及控制績效評估之

研究 

兵界力  交通管理研究 

民國88年 國小弱視學童完形圖像認知歷程之研究 ─ 以

「圖與地」、「群化原則」為例  

林庭如 應用藝術 

民國89年 九０年代台灣少年小說中的身心障礙兒童形塑

研究  

廖素珠 兒童文學 

民國89年 以品質機能展開進行盲人點字機之改良研究  陳慧鴻 工業工程 

民國89年 聲音虛擬實境於聽覺影像顯示系統之研究 莊介棠  機械工程 

民國89年 發聲球系統之研製與聲音影像顯示技術之研究 邱振璋  機械工程 

民國89年 視障電腦輔具軟硬體製作研究 鄭儒鴻  電機工程 

民國89年 視障凸點圖形顯示界面之研發  魏新智 電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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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9年 視障資訊無障礙理念之推廣:視障者資訊網路服

務系統之社會行銷策略研擬  

蔡怡真 大眾傳播 

民國89年 從盲生移動特性探討盲校設計  邱慧雯 建築學 

民國89年 無障礙全球資訊網建置準則之驗證分析 陳郁仁  工業科技教育 

民國89年 台南縣國民中小學視覺障礙混合教育計畫實施

現況之調查研究  

莊慶文 國民教育 

民國89年 看見／看不見∼視障學生的生活實體建構  曾凡慈 社會學 

民國89年 視覺障礙者視力評估與影像強化補償  俞能方 醫學工程 

民國89年 弱視者電子閱讀輔助系統之研發─根據 HVS 特

性之可適性影像強化處理  

林鑫志 醫學工程 

民國89年 台灣視障兒童至青少年階段立體表現策略之發

展  

徐慧芳 設計 

民國90年 捷運系統殘障設施較適量與質之研究 林百鍊  土木工程 

民國90年 視覺障礙者對於公共設施使用需求調查與觸覺

符碼之人因評估  

呂昀諺 工業工程與管理 

民國90年 視障劇團社會行銷策略研擬─以炸蝦捲劇團為

例 

葉俊甫  大眾傳播 

民國90年 身心障礙大學生壓力因應歷程之探討 林真平  特殊教育 

民國90年 雇主對視覺障礙者非專業技能的職業能力需求

之研究  

范秀妹 特殊教育 

民國90年 視覺障礙學生就讀普通學校的學習經驗與需求 周桂鈴  特殊教育 

民國90年 台中市國民小學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

之研究 

涂添旺  特殊教育 

民國90年 高中（職）階段視覺障礙學生自我概念與相關

家庭因素之研究 

黃素貞  特殊教育 

民國90年 從社會正義看身心障礙者工作權相關法規之保

障  

李國隆 社會工作 

民國90年 視障使用者介面之研究  張國瑞 資訊工程 

民國90年 視障者網路新聞轉譯輔助系統的開發  邱佳煜 醫學工程 

民國90年 可適性弱視者彩色電子影像系統之研發─利用

小波轉換之影像強化處理 

林啟明  醫學工程 

民國90年 再現角度與表現模式對於視障者辨認3D 物體轉

換成2D 圖形之影響 

陳玟秀  設計研究 

民國90年 高齡者在直式編排設計之視覺搜索績效 蔡百澐  設計研究 

民國90年 造形之視覺與觸覺意象研究─以塑膠容器形態

為例 

林寶蓮  設計管理 

民國90年 台北市成年視障者休閒運動現況之研究  曹菁菱 運動休閒與管理 

民國91年 視障者家用飲水機之介面操作研究  林淑卿 工業設計 

民國91年 視窗導盲鼠系統與無障礙網頁之研究  林柏榮 電機工程 

民國91年 視障兒童影像理解之探索─以電視卡通「神

筆」為例  

謝青樺 大眾傳播 

民國91年 視障者作品文本中感官經驗的結構分析  楊宜甄 大眾傳播 

民國91年 視障大學生下肢動態肌肉勁度調節能力與肌電 黃韻靜 運動教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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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之研究  

民國91年 不同視覺障礙程度學生身體組成、肌力肌耐力

與柔軟度之比較研究  

賴建志 體育學 

民國91年 視障學生與正常學生下坡行走步態之研究 吳世峰  體育學 

民國91年 不同視力值視障生步行距離、步行速率與偏離

方向之影響  

黃雪芳 體育學 

民國91年 定向行動訓練對高中盲生搭公車成效之行動研

究  

魏國峰 特殊教育 

民國91年 低視力兒童美術造形之研究  徐詩媛 幼兒教育 

民國91年 視覺障礙教育教師電腦素養研究  蔡佳茹 特殊教育 

民國91年 視障與非視障青少年心理及社會適應之比較研

究  

柯俊銘 特殊教育 

民國91年 啟明學校高中職視覺障礙學生性別角色發展研

究 

車薇  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 

民國91年 重度視覺障礙者婚姻觀之研究  黃忠賢 特殊教育 

民國91年 重度視覺障礙教師教學問題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張寶珠 特殊教育 

民國91年 普通高中職視覺障礙學生學校生活適應及學校

支持系統之研究  

張照明 特殊教育 

民國91年 重度視覺障礙大學生資訊搜尋行為之研究  陳仕祐 特殊教育 

民國91年 重度視覺障礙者在一般職場 適應歷程之研究  黃俊憲 特殊教育 

民國91年 視覺障礙成人參與休閒社團活動之研究  陳雪燕 特殊教育 

民國91年 政府網站的無障礙空間-行政院部會網站視覺障

礙評估  

林家如 行政管理 

民國91年 視障者步行環境之基礎研究  張龍生 土地管理與開發 

民國91年 雲林縣居家照顧服務合理計費之初探性研究─

以資源耗用群分析為例  

謝淑慧 社會福利 

民國91年 生產與保護──台北市中、重度視覺障礙者庇

護性就業服務之探究 

藍介洲  社會工作 

民國91年 在黑暗中飛翔-從恐懼飛向陽光之歷程 鄒婉玲  心理學 

民國91年 視障輔具之研發  黃柏翰 醫學工程 

民國92年 視覺障礙教師生命史之研究 何麗敏  生死學 

民國92年 巴耶荷作品“燃燒的暗夜”之基本架構 陳蘊蘭  西班牙語文學 

民國92年 公共場所觸摸導引地圖之圖像研究與設計  張丞翔 工業設計 

民國92年 為視障人士所設計之智慧型觸覺替代視覺系統

雛型  

胡晉誠 電機工程 

民國92年 針對以 SCORM CAM 為基礎之互動式語音學習

系統且以 EIML 及 VoiceXML 為基礎之對話學習

閘道器之設計 

吳國瑋  電機工程 

民國92年 屏東地區無障礙坡道調查與案例設計之研究

（以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無障礙設

計環境為應用實例） 

曾順正  土木工程 

民國92年 盲人圖樣感知輔助裝置之研發設計 陳永晞  機械工程 

民國92年 應用 USB 與藍芽介面技術於嵌入式中文盲用電 蘇威碩 機械與機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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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軟硬體之研發  

民國92年 視覺障礙者觸覺地圖之人因工程評估  丁嘉寬 工業工程與管理 

民國92年 博物館舉辦視覺障礙教育活動之研究~以國立臺

灣博物館為例 

高敏瑛  博物館學研究 

民國92年 去高度感的空間形式─從盲人感知經驗差異著

手 

蘇榮富  建築學 

民國92年 視覺障礙學生家庭需求之研究 呂婌華  國民教育 

民國92年 一位後天失明者於失明前後的生命轉折及其在

從事心理治療的自我展現 

蘇建銘  特殊教育 

民國92年 成年視障者對輔助科技需求程度、輔具使用狀

況暨相關服務取得狀況調查研究  

賴淑蘭 特殊教育 

民國92年 視覺障礙學童對空間概念的認知研究  蘇淑紅 特殊教育 

民國92年 台灣重度視覺障礙者之生涯發展研究  林宜樺 教育研究 

民國92年 國小無障礙設施現況調查研究 洪得祥  教育研究 

民國92年 影響傑出視覺障礙者職業生涯發展因素之研究  邱睿儀 工業教育科技 

民國92年 探討全盲生處理國中基測數學題表現的外在因

素及內在因素 

陳蓓蓉  科學教育研究 

民國92年 大學視障學生生活品質之研究 顏倩霞  特殊教育 

民國92年 笨拙的抵抗與壓制的憤怒─實踐所照映出的自

己 

阮文瑞 心理學 

民國93年 虛擬實境技術應用於視障者定向行動輔助之研

究 

林重宏  機械 

民國93年 盲人圖文顯示觸摸系統  林明典 機械工程 

民國93年 高教學歷視障者網路資訊行為之研究  劉嘉馨 資訊與圖書 

民國93年 臺北市視學障礙大學生休閒生活質性研究  陳冠米 體育學 

民國93年 視障者引導設施系統之建構實驗及效益探討  王雅慧 空間設計  

民國93年 視覺障礙學生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相關問題之研

究  

朱啟華 特殊教育 

民國93年 輔助科技 MPT 模式應用於弱視學童現況與成效

之研究  

陳明德 特殊教育 

民國93年 視覺障礙學生網路使用現況及其相關因素研究  蔡惠如 特殊教育 

民國93年 視覺障礙教育輔導教師工作滿意度調查研究  李菊 教育研究 

民國93年 自我教導策略對視障生固著行為實施成效之研

究  

邱麗榕 特殊教育 

民國93年 視障教育巡迴輔導教師工作滿意度研究  張弘昌 特殊教育 

民國93年 國民中學學生對視覺障礙同儕態度之研究  曾月琴 特殊教育 

民國93年 非營利特殊教育學校發展策略之研究－以台中

縣私立惠明學校為例  

賴弘毅 經營管理 

民國93年 低價位之導盲系統  孫中麒 資訊工程 

民國94年 蒲公英的故事--後天失明者之女性配偶照顧的心

路歷程分析  

陳淑汝 生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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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4年 視障者對3C 產品階層式選單系統之最佳介面參

數設計研究  

吳佳育 工業設計 

民國94年 公共場所觸摸導引地圖之圖像研究與設計  張丞翔 工業設計 

民國94年 網頁表格無障礙之研究  蘇聖煌 電機工程 

民國94年 QR 碼之編碼及解碼器平台設計  莫俊鴻 電機工程 

民國94年 視障者用搜尋網站之設計 楊以凡 工業工程與管理 

民國94年 新型點字印表機之控制系統與傳輸介面整合設

計  

程威得 機械與機電工程 

民國94年 電腦輔助盲用電腦壓電式點字方模組動態模擬

與最佳化設計  

黃泰鈞 機械與機電工程 

民國94年 視覺障礙者行動中障礙物偵測裝置之人因評估 陳智勇  工業工程與管理 

民國94年 台灣主要報紙呈現視覺障礙者形象之研究～以

中國時報、聯合報為例  

蔡欣哲 傳播學 

民國94年 視覺障礙觀眾之博物館經驗：以「樂透－可見

與不可見」特展為例  

傅莉雯 博物館學 

民國94年 國小視障學生家庭氣氛與情緒智力相關之研究  劉盛男 特殊教育 

民國94年 台北市國中學生對視覺障礙學生接納態度之研

究  

黃金美歡 特殊教育 

民國94年 國小視覺障礙學生數學能力及其相關因素之研

究  

鄭靜瑩 特殊教育 

民國94年 國高中階段視覺障礙學生生涯成熟與職業興趣

之相關研究  

王雅麗 特殊教育 

民國94年 臺灣導盲犬使用者之經驗與問題研究  林萃蘋 特殊教育 

民國94年 音樂系畢業之視覺障礙者的就業狀況以及工作

滿意度調查研究  

連苡涵 特殊教育 

民國94年 視覺障礙學生色彩知識教學成效之研究  徐佩玲 特殊教育 

民國94年 我國特殊教育支持服務經費補助制度之研究  孫綿凰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 

民國94年 視障教育教師定向行動教學實施現況之研究  黃韻如 身心障礙教育 

民國94年 一位先天性全盲幼兒母親的生命經驗  蘇湘芬 教育研究 

民國94年 大學畢業之視覺障礙者的求職過程研究  陳世芸 社會工作 

民國94年 以立體視覺實作盲人輔具系統  謝易錚 資訊工程 

民國94年 臺灣全盲生圖像資訊應用之現況  蕭嘉銘 設計研究 

民國94年 從“妙音樂集國樂團”的例證探討視障音樂團

體之發展  

林秀鄉 表演藝術 

民國94年 紀錄片【天若光】創作理念與製作說明  呂登貴 應用媒體藝術 

民國95年 視障者行動電話階層式選單之軟硬體操作介面

分析研究  

黃聖翔 工業設計 

民國95年 視覺障礙者行動中電子偵測手杖之人因設計研

究  

梁譽瀞 工業設計 

民國95年 盲用冷氣遙控器之研究  姚彥廷 工業設計 

民國95年 體驗式觀察法應用於產品概念發展研究—以視

障者手機為例  

宋隆勛 創新設計 

民國95年 基於嵌入式之可攜式盲用系統  張藝騰 電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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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5年 視障者的線上新聞友好介面  郭子瑜 工業工程與工業管理 

民國95年 併用電子感測器與機械爪輪之電子導盲輔具之

研發  

趙若妤 機械工程 

民國95年 視障者人行交通號誌辨識輔具之研發  曹舜賢 電機工程 

民國95年 視障者與明眼者空間記憶建構能力差異之探討  黃敬凱 工業工程與管理 

民國95年 中文點字觸摸顯示器之驅動器設計與分析  梁世豪 機械與機電工程 

民國95年 視障選手江志忠標槍技術分析－個案分析  郭采佩 運動教練研究 

民國95年 視障學生對學習空間認知之探討  陳芃郡 建築與都市設計 

民國95年 女性視覺障礙者婚戀經驗之敘說研究  廖涵儀 特殊教育 

民國95年 後天性視障者視覺損傷事件經驗知覺與適應之

研究  

施欣玫 輔導與諮詢 

民國95年 國小視障融合班教師教學困境及支援服務需求

之研究  

王韻淑 特殊教育 

民國95年 視覺障礙學生需求及教師提供服務之研究  劉芷晴 特殊教育 

民國95年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專業知能調查之研究  何世芸 特殊教育 

民國95年 高中資源班視覺障礙學生圖書資訊利用之研究  李生雄 社會教育 

民國95年 大學校院視覺障礙學生學習態度之研究  劉于菱 特殊教育 

民國95年 發展國小全盲生電腦輔助評量系統之行動研究  魏淑玲 特殊教育 

民國95年 視障學生認知能力測驗的編製與其相關因素之

研究  

林詠晴 特殊教育 

民國95年 身心障礙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決策之研

究  

蔡慧玲 特殊教育 

民國95年 視障者參與盲人棒球阻礙因素之研究  邱若堯 經營管理 

民國95年 DIF 分析在小樣本情境中的效果—以視障生和普

通生在國中基測數學科之 DIF 為例  

蘇旭琳 教育心理與輔導 

民國95年 RFID 於室內定位暨語音提示之應用 許翔承  電腦與通訊 

民國95年 應用 RFID 於建構視障者3D 情境系統之研究  吳正宇 資訊管理 

民國95年 研發結合聲覺圖像與超音波測距之電子導盲輔

具  

林彥廷 資訊工程 

民國95年 各國無障礙網站推動之研究─以視覺障礙人士

為例  

張惠貞 資訊管理 

民國95年 應用客戶端 JavaScript 於改善視障者專用搜尋引

擎之介面  

方忠和 資訊工程 

民國95年 利用手機為盲人偵測及指出特異移動物件  江俊賢 資訊工程 

民國95年 解析度與點排列方式對觸覺顯示點圖形特徵表

現之影響  

林佑瑄 復建科技輔具 

民國95年 視障者搭乘公車輔具之研發  王曉嵐 復建科技輔具 

民國95年 應用健康信念模式探討影響新竹縣視力篩檢結

果異常的社區老人就醫複檢之相關因素研究  

莊彩莉 社區護理 

民國95年 兒童的手部觸覺形體辨識與認知學習之研究  廖冠棱 應用藝術與設計 

民國95年 廣告文本與肖像符號、語言符號的運用—以商

業廣告影片為例  

黃漢宗 商業設計 

民國95年 點字樂譜使用狀況之研究  梁柏禧 音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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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5年 兩位視障二胡音樂家華彥鈞、孫文明的研究─

以《聽松》、《流波曲》為例  

黄平君 民族音樂 

民國96年 台北市捷運系統視障者無障礙環境設施之研究

與探討  

江嘉泓 工業設計 

民國96年 公共場所觸摸導引地圖構成要素之研究與設計  梁惟修 工業設計 

民國96年 利用資訊標示提升觸覺地圖辨識績效研究  陳之穎 工業設計 

民國96年 我國盲用點字細胞尺寸研究  賴順祥 工業設計 

民國96年 視障用圓規之設計與使用績效評估  鍾宗叡 工業設計 

民國96年 視障用直尺之設計與使用績效評估  許光傑 工業設計 

民國96年 人工電子眼中無線傳輸元件之研製  吳奕賢 電機工程 

民國96年 Auditory Interface in On-line Meeting for Visually 

Impaired Users  

張哲偉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 

民國96年 盲多重障礙者頭控有聲溝通器之設計與製作  許庭豪 機械與機電工程 

民國96年 視覺障礙者穿越路口需求調查及引導系統建置  田正平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 

民國96年 視障者與明眼者空間能力差異之探討  葉信宏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 

民國96年 優秀視障運動教練領導行為之研究—以標槍、

柔道、游泳為例  

江志忠 運動教練研究 

民國96年 從微光裡看見豔彩 ─ 一位視覺障礙運動員的生

命故事  

王信凱 體育學 

民國96年 無線射頻辨識(RFID)於建築物門牌資訊系統建置

應用之研究  

鍾武翔 營建工程 

民國96年 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盲人點字符號

應用之探討－以台中市為例  

李永崇 建築 

民國96年 英文二級點字對視覺障礙者教學效果之研究  周雅俐 特殊教育 

民國96年 高齡視覺障礙者生活壓力源與壓力因應策略之

研究  

陳明鎮 高齡者教育 

民國96年 供視覺障礙人士使用之再造數位學習系統  林欣儀 資訊教育研究 

民國96年 國小視覺障礙兒童家長與級任教師對巡迴輔導

服務滿意度之研究  

詹秀萍 特殊教育 

民國96年 國民中學教師對就讀普通班視障生支持服務滿

意度之研究  

劉玉君 特殊教育 

民國96年 結合電腦輔助軟體與中文部件分色策略於低視

力學生識字學習之研究  

紀乃勳 教育傳播與科技 

民國96年 我國國民中學特殊教育經費補助權重之研究  陳碧玉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 

民國96年 自雇型視障按摩師行銷困境與行銷需求調查研

究  

李菁華 特殊教育 

民國96年 視障者休閒體驗及無障礙休閒環境政策之研究-

以台中市中途視障者之自然科學博物館休閒體

驗為例  

鍾宛貞 管理學 

民國96年 圖像辨識應用於視障學習輔具之研究  吳建輝 電子與資訊工程 

民國96年 自動導引式視障輔具之研發  陳信彰 醫學工程 

民國96年 無線射頻於視障者定向與引導系統之研發  龔至宏 物理治療暨輔助科技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5NTNU575001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5NTNU575001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TTU0503800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TTU0503800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TTU05038009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TTU05038014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TTU05038041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TTU0503804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TTU0503805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CU05442104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HU5031084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HU5031084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TKU05489005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CYUT5031031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YUNT503005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PCCU041902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PCCU041902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NU5567070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NU5567070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US5512068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US5512068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FCU05222015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FCU05222015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PTT528400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CCU05782008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CCU05782008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KNU5395015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NU528400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NU528400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NU528401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NU5284012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PTC62001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TPTC62001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CYU5631035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CUE528403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NCUE528403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PU00502605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PU00502605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PU00502605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KUAS0393058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CYCU5530025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96YM005595032


民國96年 使用數位信號處理器實現可攜式視障輔具  吳健聞 醫學工程 

民國96年 以 FPGA 實現立體視覺系統並結合視障輔具之

硬體設計  

賴彥良 醫學工程 

民國96年 RO 逆滲透過濾三溫落地式飲水機設計探討  吳尚泰 設計研究 

民國96年 視障者對於行動電話外觀造形與材質觸感之偏

好研究  

郭盈良 設計研究 

民國96年 夢的顏色  楊光超 應用媒體藝術 

民國97年 視覺經驗與人我對待集體敘說初探  黃靖惠 生命學研究 

民國97年 弱勢族群對產品觸覺認知與設計評價之案例研

究  

陳昱丞 工業設計 

民國97年 應用即時影像處理於導盲磚辨識之自走車  鄭佳其 工程科學 

民國97年 凹槽對於觸覺符號辨識績效的影響研究  王宏坤 工業設計 

民國97年 視覺障礙辨識之機器人平滑路徑規劃及控制  葉昕翰 電機工程 

民國97年 觸覺錯覺研究-長度錯覺  陳莉卿 工業設計 

民國97年 資深定向行動師對定向行動教學問題與因應策

略之經驗探討  

楊玉儀 特殊教育 

民國97年 超音波與感測器整合於導盲手杖定位之應用  林子閔 機械工程 

民國97年 行動輔具設計與開發  洪建欣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 

民國97年 視覺障礙青年父母依附、同儕依附與自我認同

關係之研究  

顏倩霞 特殊教育 

民國97年 擊樂合奏對身心障礙者的影響－以極光打擊樂

團為例  

江心儀 音樂學 

民國97年 低社經視覺障礙者生活品質相關因素之探討-以

中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夏恆健 醫療機構管理 

民國97年 身心障礙音樂才能優異學生指導者教育信念之

研究  

吳舜文 特殊教育 

民國97年 國小視覺障礙學生身體活動與活動阻礙之研究  周品慧 公共衛生 

民國98年 視障者捷運電子導引地圖之研究與設計  葉尚元 工業設計 

民國98年 視障者行動觸覺地圖與導航訊息設計研究  杜明叡 工業設計 

民國98年 視障者對觸覺數字之辨識研究  江佩蓉 工業設計 

民國98年 視窗作業系統下三種圖形介面閱讀軟體對視障

者之適用性評估  

張雅惠 機械工程 

民國98年 視障音樂工作者的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行為  陳穆 圖書資訊 

民國98年 從意義建構取向探討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之視障服務  

張博雅 圖書資訊 

民國98年 視障者的審美價值觀:從藝術欣賞到藝術實踐  黃光旭 建築學 

民國98年 視障教育教師輔助科技服務專業知能之調查研

究  

陳忠勝 輔助科技 

民國98年 視障巡迴輔導教師離職傾向及其相關因素之研

究  

徐睿紳 特殊教育 

民國98年 共譜一曲生之悅－一位音樂才能優異視障兒童

家庭教養經驗之敘說探究  

吳宥靚 特殊教育 

民國98年 屏東縣視障按摩業者經營模式與因應策略之探 李宜樺 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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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民國98年 中途視障者家庭關係變化之研究 莊惠鈞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民國98年 輔助科技於視障學童之概念設計應用  林佳德 數位化產品設計產業

研發 

民國98年 視障者新型點字板之設計創作  黃軍強 設計研究 

民國98年 觸覺圖形之語音電腦輔助系統於數學教學與評

量之開發  

邵修君 系統工程 

民國99年 視障模擬器於眼科住院醫師體驗視障生活的功

效 

侯鈞賀 臨床醫學 

民國99年 刺激特性與呈現條件對視障者視覺績效影響之

研究 

竺芳夙 設計管理 

民國99年 刺激特性與呈現條件對視障者觸覺績效影響之

研究 

陳玟渝 設計管理 

民國99年 視障者與明眼人在背景噪音下的聽覺辨識能力 劉建杉 工業工程與管理 

民國99年 應用機械視覺於視障者行走指示系統之研究 邱柏榜 製造科技 

民國99年 視障者對網路即時通訊軟體之互動介面使用性

評估 

王君玲 創新設計 

民國99年 看見/看不見的城市：視障者在城市空間中的移

動經驗 

蘇怡帆 建築與城鄉 

民國99年 視障室外環境認知輔助系統之研究 曾聖棋 生物醫學資訊 

民國99年 視障者之電腦輔具即時自動安裝技術 林億昌 光電與材料科技 

民國99年 視障學童音樂律動學習輔助教具開發案例研究 曾昱銘 數位化產品設計產業

研發 

民國99年 視障高中生父母及教師的社會支持之探討 金慧珍 復健諮商 

民國99年 視障者空間表現繪圖教學初探 鄭素靜 設計 

民國99年 利用可攜式鏡頭輔助視障者即時辨識公車車號 陳勉光 機電科技 

民國99年 自主性機器人輔助視障者於自然環境下的字牌

偵測與辨識技術 

江文彬 資訊工程 

民國99年 行人行動導引裝置之介面設計研究－以視障者

為例 

范雪芹 工業設計 

民國99年 應用智慧型手機與 RFID 為視障者行動導引裝置

之設計研究 

洪子喬 工業設計 

民國99年 高雄縣特教教師對視障輔助性科技認知與態度

之研究 

林士堯 工業科技教育 

民國99年 大專視障學生自我決策、學校生活適應及職業

興趣廣度之研究 

林育毅 特殊教育 

民國99年 保障還是限制？－定額進用政策對視障者就業

的影響 

郭峰誠 應用社會學 

民國99年 視界有限，前景有光一位重度視障準諮商心理

師與僱主們互動經驗之敘說研究 

朱芯儀 教育心理與輔導 

民國99年 台北地區視障者代謝症候群的比例與其飲食生

活型態 

杜秀容 保健營養 

民國99年 視覺障礙者智慧型廚房空間 劉玫秀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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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0年 視覺障礙者的職業重建之功能探討–以台北市

為例 

王詠雯 勞工研究所 

民國100年 北部地區國中普通班視覺障礙學生學校生活適

應 

柳嘉玲 特殊教育 

民國100年 視障馬拉松跑者與陪跑員之合作關係 林丹紅 特殊教育 

民國100年 特殊勞動者的性別政治：以女性視障按摩師為

例 

呂思嫺 性別研究 

民國100年 網路無障礙研究：以台灣視覺障礙學生使用中

文雅虎奇摩搜尋入口網為例 

朱育佑 語言學 

民國100年 視障美術教育研究：從視障藝術家創作到視障

藝術欣賞資源 

趙欣怡 建築系 

民國100年 年齡、視覺條件、作業命題、教育與學習對全

盲者繪畫空間表現與發展之影響 

徐春江 設計 

民國100年 視障者教養機構避難設施與避難逃生速度之研

究-以北部地區視障者教養機構為例 

蘇宥銓 建築與都市計劃 

民國100年 以視覺為基礎之視障輔助導引系統 張筱苑 多媒體工程 

民國100年 設計與實作適合視障人士之 Android 應用程式框

架 

蔡淳宇 工程科學 

民國100年 應用機器視覺於視障者穿越道路輔助系統之研

究 

蔡宜哲 機電整合 

民國100年 利用可攜式眼鏡型微攝影機輔助視障人士即時

識別公車車號 

吳柏翰 機電科技 

民國100年 以 P.Z.B 缺口模型探究視障按摩師之服務品質 林勇佑 科技管理 

民國100年 輔助視障者辨識運動物件品牌及其主顏色 郭哲佑 資訊科學 

民國100年 透過敘說分析探討一位在數學探究教學情境的

普通班級之七年級視障生的數學學習經驗 

黃鈺荃 科學教育 

民國100年 適合本國視障者使用的電腦操作環境之研究 廖婉雅 資訊傳播工程 

民國100年 以電腦視覺為基礎之視障用虛擬鍵盤之研發 周昇樺 通訊工程 

民國100年 視障人士所使用之觸覺代替視覺系統的特徵擷

取研究 

謝承翰 電機工程 

民國100年 應用電腦視覺技術之視障者行進輔助系統 張岳閔 資訊管理 

民國100年 視障兒童國語點字教科書使用能力之研究 石翹蓁 特殊教育 

民國100年 全盲夫妻的家務勞動與家用科技使用的經驗：

以小家庭為例 

顏彩妮 性別研究 

     ※時間計算至民國100年12月止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LX8sZ/search?q=auc=%22王詠雯%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LX8sZ/search?q=dp=%22勞工研究所%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LX8sZ/search?q=auc=%22柳嘉玲%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8mY7W/search?q=auc=%22呂思嫺%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dx4.V/search?q=auc=%22朱育佑%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t1Xs5/search?q=auc=%22趙欣怡%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t1Xs5/search?q=dp=%22建築系%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t1Xs5/search?q=auc=%22徐春江%22.&searchmode=bas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