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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序 
 

「視覺輔具評估工作手冊」是本署委託建置之溝通與資訊輔

具資源推廣中心所編撰，旨在說明視覺輔具之項目、適用對象、

相關服務及評估流程，另外也提供數個實際評估案例。編撰的過

程邀集了中央及地方輔具中心代表、視覺輔具方面的專家學者、

視覺輔具廠商、視覺輔具使用者等各方人士共同參與討論編輯。

並另請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審稿。相信本手冊對於相關專業人士而

言，是非常實用的參考工具。 

101 年「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修正施行，對於視

覺輔具補助的適用對象與補助機制有所調整，藉由評估制度的導

入及統一之評估報告書，應能讓輔具補助之給付，更切合民眾實

際需求，使有限的輔具補助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 

本手冊之發行，一方面可提升各地方輔具中心專業人員對於

視覺輔具之認識，另一方面也可以強化其對於視覺輔具的評估能

力，而達到提升專業服務品質之目標。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 簡慧娟 謹識 

 

  



 

 

II 

前言 
 

 

視覺功能障礙（以下簡稱視障）乃指視力方面的缺損，導致

其在學習、生活、工作上會有諸多的限制。由於人類獲取資訊的

方式有 80%是透過視覺，俗話說：「眼見為憑」，對於視障者來說，

無論是認識世界或建構知識，均受到極大的限制。大部分的視障

者除了視覺功能損傷外，其他功能均與常人無異，甚至可能發展

出比一般人更敏銳的觸覺、聽覺等能力。因此，若能輔以合適的

學習、生活與就業輔助器具，他們也能與正常人一樣地享有高品

質的生活。 

 

由於目前視障輔具申請的先決條件就是需要身心障礙手冊

（或證明），以下就符合視障的標準做簡單的說明。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2008）公告之「身心障礙等級」，將視

障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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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視障分

成輕度、中度、重度三個等級： 

 

（一）輕度： 

1. 兩眼視力優眼在 0.1（含）至 0.2 者（含）者。 

2. 兩眼視野各為 20 度以內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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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單眼全盲（無光覺）而另眼視力在 0.2（含）至 0.4（含）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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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度： 

1. 兩眼視力優眼在 0.1（不含）以下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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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單眼全盲（無光覺）而另眼視力 0.2 以下（不含）者。 

 

（三）重度： 

1. 兩眼視力優眼在 0.01（不含）以下者。 

2. 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0 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

20 dB（不含）者。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 2001 年

所修訂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重新看待什

麼是「身心障礙」，並正視環境因素與疾病/損傷後果的影響，將

焦點放在「障礙情境」，而不再只是「障礙者」本身的身心損傷。

國內為與世界接軌，依據 ICF 的標準，內政部將原本設計的十六

類認定標準重新分為八大類，於 2008 年公告之「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第五條重新修正身心障礙者之定義，為「各款身體系

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

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

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者」，身心障礙者鑑定與福利服務評估新制並於 2012 年 7 月 11

日正式上路。 

 

依據新的 ICF 鑑定標準，視覺障礙者屬於身心障礙者分類中

的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其障礙等級

0 為無損傷，1 為輕度損傷，2 為中度損傷，3 為重度損傷，相關

鑑定標準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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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0.0：未達下列基準。 

b210.1：（1）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3，或優眼視力為 0.3，另

眼視力小於 0.1（不含）時，或優眼視力 0.4，另眼視

力小於 0.05（不含）者。 

（2）兩眼視野各為 20 度以內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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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10.2：（1）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1 時，或優眼視力為 0.1，

另眼視力小於 0.05（不含）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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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10.3：（1）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01（或小於 50 公分辨指數）

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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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視障者之視功能損傷，除了會造成日常生活不便外，在

行動上也會受限，所以除提供合適的輔具之外，還必須有無障礙

環境的建置和定向行動的訓練。如此，才能讓視障者暢行無阻，

並且將所獲得之輔具發揮到最大之功用。 

 

本工作手冊的編撰主要是先從視覺輔具的需求面（視覺輔具

的適用對象）和供給面（視覺輔具的介紹與清潔）來探討，其次， 

再透過視覺輔具服務輸送（視覺輔具的評估）的說明，讓提供服

務的專業人員更加清楚地了解，如何為視障者與輔具提供者搭起

供需的橋樑。並且，知道如何從視覺功能缺損的理論連結到輔具

提供的實務，一步步為視覺輔具需求者找出合適的輔具。尤其是

視覺輔具的提供和設計需要許多專業人員的共同努力與合作，方

能創造出最佳的介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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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在成立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

中心後，多年來為了提供視障者更高品質的輔具服務，透過不斷

研發與創新，就是為了讓許多視障者及其主要照顧者，能更清楚

地了解視覺輔具服務的輸送流程。因此，在手冊中也特別加上評

估案例，讓視障者和服務人員更清楚地瞭解視覺輔具的評估流程。

最後，為整合視覺輔具的資源，亦將中央級和地方級的輔具中心，

以及視覺輔具廠商的資訊納入手冊之中。雖然在編撰過程中已邀

請多位學者專家、輔具中心評估人員、輔具廠商和視障者參與討

論，但疏失還是無法避免，敬祈輔助科技領域的學者專家或先進

們能提供這本手冊不足之處，以期使台灣的視覺輔具服務更能滿

足視障者的需求。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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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視覺輔具適用對象 

本章主要在說明視覺輔具適用對象，包括以下三節：第一節

視覺障礙者之定義、第二節視覺結構與系統、第三節視覺功能缺

損與需求。 

 

 

 

 

第一節 視覺障礙者之定義 

視障輔具的申請需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以下就從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的視障人口統計資料進行分析說明。 

 

表1-1是我國近十年半視障人口與其佔身障人口數比例統計

表，可發現，雖然國內近十年半身障人口比例逐年攀高（從 4.12%

到 4.87%），但視障人數佔身障人口數比例的變化不大，且有逐

年下降的趨勢（從 5.30%到 5.00%；最高為 2008 年的 5.34%，而

最低為 2014 年的 5.00%）。另，每年視障的人數變化從 2005 年每

年增加幅度 4.53%到 2014 年增加幅度 0.46%，其中又以 2007 年

增加幅度 4.95%最高。近年來，視障人口數雖有微幅的變動，其

實還是一直維持相當穩定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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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5~2014 年全國視障人口與其佔身障人口數比例統計表 

年度 全國人口總數 身障總人數 身障人口比例 視障人數 

視障人數佔

身障人口數

的百分比 

每年視障增加 

人數與百分比 

2005 22,770,383 937,944 4.12% 49,677 5.30%  

2006 22,876,527 981,015 4.29% 51,759 5.28% 2,082（4.19%） 

2007 22,958,360 1,020,760 4.45% 54,319 5.32% 2,560（4.95%） 

2008 23,037,031 1,040,585 4.52% 55,569 5.34% 1,250（2.30%） 

2009 23,119,772 1,071,073 4.63% 56,928 5.31% 1,359（2.45%） 

2010 23,162,123 1,076,293 4.65% 55,603 5.16% -1,325（-2.33%） 

2011 23,224,912 1,100,436 4.74% 56,373 5.12% 770 （1.38%） 

2012 23,315,822 1,117,518 4.79% 56,582 5.06% 209 （0.37%） 

2013 23,373,517 1,125,113 4.81% 56,840 5.05% 258 （0.46%） 

2014 23,433,753 1,141,677 4.87% 57,102 5.00% 262 （0.46%） 

2015 23,492,047 1,155,650 4.92% 57,319 4.96% 217（0.3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衛生福利統計專區（2015） 

就視障族群而言，全盲者其實只佔了其中的 3%，大部份視

障者的視力是可以改善的（Seligmann, 1990）；造成視覺功能不佳

的因素如高度近視、散光、眼球肌肉不協調、兩眼視差過大、眼

軸長度問題、聚焦困難、視野狹小、視網膜成像問題、或其他相

關的眼睛疾病。國內不論是衛福部（2012）依身心障礙鑑定類別、

鑑定向度、與程度分級所訂定的鑑定辦法，亦或是教育部（2013）

所頒訂的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主要都以視力與視

野為主要判定的依據。研究指出，提昇視障者的視力值或可辨識

的視覺功能，對其學習、定向行動（orientation and mobility）與

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都有正向的影響（鄭靜瑩，2010；鄭

靜瑩、蘇國禎、孫涵瑛、曾廣文、張集武，2009；Maberley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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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Xu et al., 2006; You, Xu, Yang, Wang, & Jonas, 2011）。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教育部，2013）對

視覺障礙學生的定義乃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

之構造缺損，或機能發生部份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對事物之

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其鑑定基準如下： 

 

（一）視力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測定優眼視力未達

0.3 或視野在 20 度以內者； 

（二）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由眼科醫師以其他方式測定後

認定者。 

 

此外，在 2007 年起將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正為「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採納 ICF之八大身心功能障礙類別為判別依據，

並自 2012 年起開始實施以 ICF 編碼方式取得身心障礙證明。「國

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依衛福部（2012）所制定的視覺功

能分級及鑑定標準如下表 1-2 所示。顯示教育與衛生兩大領域對

視覺功能鑑定的認知，視力值大約都是在『最佳矯正』優眼 0.3

左右。 

 

在視野方面，視野乃依據眼睛所在的位置來決定，以角度為

單位來表示大小；人類的視野是臉面向正前方而眼球可自主轉動

時，鼻側 60°、顳側 100°，左右共約 180°（正常眼球不轉動時的

左右視野約為 150 度），上視野 60°、下視野 75°（Jay, 1981; Smythies, 

1996）。視野的缺損狀況有很多種，在眼科醫師判斷病患有視野

缺損時，通常會先以自動視野計量測病患的視野缺損位置及缺損

的程度（如圖 1-1）。視野缺損的位置及程度不同，在學習及行動

上就會有所不同（鄭靜瑩，2011）；較常見的視野缺損有：週邊

視野缺損、偏盲、下視野缺損、中心視野缺損、或有偏好視野的

現象（沈姵妤，2001；Macnaught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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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2 視覺功能分級及鑑定標準 

類別 鑑定向度 
障礙

程度 
基準 

二、眼 

、耳及

相關構

造與感

官功能

及疼痛 

視覺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1 

1. 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3，或優眼視力為 0.3，

另眼視力小於 0.1（不含）時，或優眼視力

0.4，另眼視力小於 0.05（不含）者。 

2. 兩眼視野各為 20度以內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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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1 時，或優眼視力為 0.1，

另眼視力小於 0.05（不含）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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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01（或小於 50公分辨

指數）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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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dB 為自動視野計上，視網膜對光的敏感度之量測單位。 

 

整體而言，視力與視野是判定視覺障礙的兩個重要標準，任

一或兩者同時缺損的患者，即為視覺輔具的主要適用對象。另一

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同前述，在教育領域中，視覺障礙學生

的定義乃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

或機能發生部份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對事物之視覺辨認仍有

困難者……』，其中所指視覺辨識仍有困難者，除視力或視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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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之外，尚應包含視覺皮質損傷而導致視而不見的狀況，在教

育鑑定上可透過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的方式提供在學學生適當的

教育介入，然而在醫療上有關視覺皮質損傷的鑑定則無確切的鑑

定方法與鑑定標準。 

 

圖 1-1 自動視野計視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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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視覺結構與系統 

 

壹、 緒論 

視覺結構與視覺系統非常複雜，前端主要的構造包括瞳孔

（pupil）、角膜（cornea）、虹膜（iris）、水晶體（crystalline lens）、

玻璃體（vitreous humor）、視網膜（retina）和黃斑部（macular），

而其他視覺前端相關的構造尚有結膜（conjunctiva）、鞏膜（sclera）、

脈胳膜（choroid）、前房（anterior chamber）、與睫狀肌（ciliary muscle）

等。視覺系統後端則有視神經（optic nerve）、視交叉（optic chiasm）、

外側膝狀體（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視覺皮質（visual cortex）、

以及控制眼球六條肌肉的三對腦神經，分別為動眼神經

（Oculomotor）、滑車神經（Trochlear）、及外旋神經（Abduces）。

每一構造各司其職，但又與其他構造息息相關（Jackson & 

Wolffsohn, 2007; Jane, 2005）（見圖 1-2 和圖 1-3）。 

 

整體的視覺結構與系統提供人類下列六項重要的功能（Leat, 

& Lovie-Kitchin, 2008），包括： 

 

一、感光（light reception）與單眼（monocular）成像的功能 

二、雙眼融像（fusion）同時發展立體視覺（stereopsis）與深

度知覺（deep perception） 

三、物體辨識（identification）與視覺類化（categorization） 

四、空間、距離與動體速度之判斷 

五、眼動與身體平衡（eye and body movements）、手眼協調

（eye-hand coordination） 

六、縮瞳反應與生理時鐘（circadian rhythms）的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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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眼球解剖圖 

上述六項視覺功能分別由簡單的單眼成像到雙眼融像而形

成立體感與深度知覺，進入到整體視覺感受與視覺認知，高階的

視覺能力甚至與身體平衡、協調能力、以及生理睡眠時間的調整

有關。若以嚴格的角度審視衛福部與教育部對視覺功能缺損的標

準，僅觸及整體視覺功能的第一項---單眼成像，並無論及人類生

活真正體現的自覺式雙眼視覺。 

 

圖 1-3 眼球六條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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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視覺結構與視覺系統的功能 

基本上，整個視覺結構與視覺系統，以視覺輔具評估的角度

來看，可以簡單的分成視覺成像、光線調控、屈光功能、視覺訊

息傳導、與視覺辨識等五大功能。 

 

一、視覺成像 

就光學的角度來說，光線經人類瞳孔調控進入眼睛的光線量

後，在眼睛完全放鬆無任何調節作用的狀況下，光線由遠方無限

遠的位置投射進入，經過角膜、水晶體與玻璃體等介質抵達視網

膜神經上形成一倒立的影像，而其主要的聚焦位置稱之為正視眼

（如圖 1-4），倘若光線由遠方無限遠投射進入眼睛後沿著角膜、

水晶體在未抵達視網膜神經、或經過視網膜神經後形成聚焦，在

學理上稱為屈光不正（Refraction Error）（Cline, et al, 1997）。 

 

視覺的成像在光線傳導到視網膜的過程中，若眼睛傳導的介

質有問題、雙眼成像不對等、或視網膜成像功能變異等，都可能

產生影像糢糊、視線不完全清澈、複視、色覺異常、與明暗適應

等問題；嚴重者甚至有對焦與注視困難、距離感與立體感偏差、

暈眩頭痛、與眼球震顫等臨床的症狀。大部份的視覺障礙者都會

有視覺成像方面的問題，因為光線傳導過程的阻礙以及視網膜功

能病變或退化，臨床上最明顯的症狀即為視力值不佳，較常見的

疾病如白內障、角膜霧化、飛蚊症、黄斑部病變、糖尿病視網膜

病變、早產兒視網膜病變、與色素性視網膜病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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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視覺成像 

 

二、光線調控 

眼球對入光量的調控最主要的構造是瞳孔，瞳孔大小可控制

光線進入眼球的量，同時保護眼球內部的構造。瞳孔對光反射的

中樞位於中腦，而控制瞳孔收縮的則是虹膜與動眼神經上端的縮

瞳核（Burde, 1983; Parelman, Fay, & Burde, 1985）。這個調節機制

可以控制光線進入眼睛內部的多寡，同時也控制視網膜的曝光量，

當外界光線較強時，則反射性引起瞳孔縮小，成為瞳孔對光反射。

若光線量過高，視網膜的成像會有過量的光干擾，但若光線不足，

則影像則會變暗無法分辨。 

 

一般而言，以光刺激一眼時，另一眼亦同時會有縮瞳的現象，

因此瞳孔的光反射收縮經常被臨床用來進行初步的問題推估，例

如單一側瞳孔擴大可能為動眼神經麻痹或交感神經受刺激、眼睛

疾患、或腦幹損傷等所致。在縮瞳能力異常的情況下，病患除了

自覺畏光（photophobia）外，因過量的光線進入眼球到達視網膜，

而導致視網膜有過度曝光的現象，因而導致視力值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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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屈光功能 

屈光度（Diopter）是量度透鏡屈光能力的單位；眼球構造中，

角膜與水晶體負責所有的屈光功能，角膜佔整體的屈光度數的三

分之二，水晶體則佔三分之一；因此以直接眼底鏡檢查視網膜的

狀態，角膜和水晶體就提供了 54-60 倍的放大功率。如同前述，

光線由遠方無限遠的位置投射進入，經過角膜與水晶體的折射後，

在視網膜神經上形成一倒立的影像，因此角膜和水晶體的病變將

導致眼睛屈光度的改變（圖 1-5）。 

 

 

 

圖 1-5 眼球屈光狀態 

 

此外，角膜和水晶體也扮演吸收紫外線角色，角膜可阻擋大

部份 UVB 光線進到眼球內部，且可以吸收將近全部的紫外線

UVA，但是對於較長波長的紫外線光波，穿透性將會急速增加；

而水晶體則可以進一步吸收大部份進入眼內的紫外線。過度或長

時間的紫外線接觸，可能導致的角膜與水晶體疾病，如乾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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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 eye）、角膜炎（photo-keratitis）、眼裂斑（pinguecula）、角膜

翼狀贅片（pterygium）、與白內障（cataract）等（Cline, Hofstetter, 

& Griffin, 1997）。因此角膜和水晶體的病變亦將導致眼睛對光線

敏感度的變異。 

 

You 等人（2011）針對中國北京地區的視障者所做的調查研

究指出，15%左右的視障者可以透過屈光矯正的方式提昇其視力

值，但是卻因為年齡、教育程度、性別、城鄉、與職業等因素而

未接受屈光矯正治療，且其中未完全矯正屈光差（under correction）

的人亦佔所有視障者的五成以上，You 等人的研究結果指出，最

簡單且有效的視力改善方式仍以配戴眼鏡為主要的方法。而相同

的研究結果亦同時出現在美國（Varma et al., 2010）、日本（Iwase 

et al., 2006）、與臺灣（Tsai et al., 2005; Cheng, Huang, et al., 2012；

Cheng, Sun, et al., 2012）；甚至聯合國衛生組織亦提出相同的警告

（Resnikoff, Pascolini, Mariotti, & Pokharel, 2008）；顯見視障者接受

屈光矯正的概念與必要性仍有待加強與宣導。 

 

四、視覺訊息傳導 

光進入瞳孔之後，會先被視網膜上面的光感受體

（photoreceptor）所吸收，接著驅動一連串化學反應而轉化成神

經電訊號開始往後傳遞，視網膜的光刺激轉換成神經訊號之後，

會延著視神經往後傳遞，左右眼睛的視神經分別會有部分先交叉，

接著進入外側膝狀體（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 LGN），外側膝狀

體相當於視網膜到初級視覺皮質的中繼站。外側膝狀體負責的功

能有注意力、與大腦區域回饋訊號的調節 （如圖 1-6）；此外，

在外側膝狀體也初步區分兩個路徑，通常稱為 M Pathway 和 P 

Pathway，分別是和「移動」及「形狀色彩」訊號有關的路徑，

而這兩種訊號在最後也會分別傳到不同的區域作處理。因此視覺

訊息傳導除了傳遞不同視野區域所得到的不同訊息外，同時與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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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覺、視覺認知、或視覺心理學等專業領域有很大的相關。 

 

五、視覺辨識 

視覺皮質（visual cortex）位於大腦枕葉皮質，是大腦皮質中

最薄的區域。負責視網膜所傳遞出來的視覺訊息；視覺訊息包含

形狀、顏色、大小、方向、空間對等關係、與動態速度（Dubner 

& Zeki, 1971），各項訊息由不同的視覺皮質層所負責，同時以平

行處理（Self & Zeki, 2005）的方式進行解讀，在傳遞與回饋的整

合之下，最後得到一個訊息統整後的視覺辨識（Self & Zeki, 

2005）。 

 

基本上，人類為了適當處理輸入的視覺訊息，在枕葉的初級

視覺區接收刺激之後，會將訊息依特性傳送到兩條獨立的功能性

皮質處理路徑，也就是視覺雙路徑：一條傳往下顳葉（腹側枕─

顳路徑），負責處理物體知覺和辨認等物體視覺（Object Vision），

一般稱為腹側流（Ventral stream）；腹側流起始於 V1，依次通過

V2 與 V4 區，進入下顳葉（Inferior temporal lobe），此一通路常被

稱為「內容通路」（What pathway），參與物體識別，例如顏色與

人臉識別；且該通路亦與人類的長期記憶有關，如形狀恆常、視

覺完形、背景形狀辨識等要素（曾廣文等，2009）。而視覺訊息

傳導的另一條路徑則傳往後頂葉上部（背側枕─頂路徑），負責

處理空間位置、深度知覺、地理空間定向等空間視覺（Spetital 

Vision），一般稱為背側流（Dorsal stream），背側流起始於 V1，

通過 V2 後，進入背內側區和中顳區（MT，亦稱 V5），然後抵達

頂下小葉。背側流常被稱為「空間通路」（Where pathway），參與

處理物體的空間位置訊息以及相關的運動控制等，例如眼跳

（saccade）和伸取（Reaching）（Mahon, Milleville, Negri, Rumiati, 

Caramazza, & Mart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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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小結： 

綜合上述，整個視覺結構與視覺系統擔負著視覺成像、光線

調控、屈光功能、視覺訊息傳導、與視覺辨識等五大責任，在五

大工作系統彼此相互合作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有完整的視覺品質。

例如：腦傷病人常出現視力與視野的缺損而影響其對焦與注視的

能力，此與眼動的功能退化，而導致病人的調節（accommodation）

內聚（convergence）掃視（saccades）與追視（pursuits）等雙眼視

覺功能缺損有極大的相關，評估人員應以全人全環境的評估來審

視輔具所須對應的視覺功能。 

 

圖 1-6 光反射之神經傳導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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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視覺功能缺損與需求 

本節依據所有視覺功能缺損的類型，分為畏光型或眩光型、

明暗適應困難型、眼球震顫型、視野縮限型、漸近惡化型與視覺

辨識困難型等六大項，以下分別說明： 

 

壹、 畏光型或眩光型 

與光線調控、光線折射或吸收紫外線有關的視覺構造有：瞳

孔、動眼神經上的縮瞳核、虹膜、角膜與水晶體，當上述任一組

織構造受損、不全或是病變，必定造成病患畏光的症狀。此外，

眩光又分為不適眩光（discomfort glare）與失能眩光（disability 

glare），在視障者身上所產生的眩光多數指的是失能眩光。失能

眩光乃由於散射光線在眼內使視網膜成像產生重疊，成像的對比

度下降，因而降低了視覺效能及清晰度（張朝凱，2005）。 

 

畏光與縮瞳及眼球的屈光功能有關，與光線調控有關的眼睛

疾病如：白化症、先天無虹膜症、虹膜發育不全或虹膜受損、葡

萄膜炎、貝西氏症與腦傷等疾病。而與屈光功能相關的眼睛疾病

如：白內障、青光眼、角膜病變、與馬凡氏症候群等疾病。此外，

眩光問題多起因於角膜或眼球表面異常，高度散光與乾眼症病患

都有可能有眩光方面的症狀。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般人身上最常見的畏光與眩光型疾病為

乾眼症，且此一症同時可能出現在許多視覺障礙者身上。乾眼症

是個由眼睛淚液層與眼球表面異常等多種因素導致眼睛不適和

視力障礙的疾病（DEWS, 2007）。淚液層（Tear film）是覆蓋在

眼睛表面的一層透明薄膜，主要分成三層，最內層為黏液層

（Mucin layer）是由杯狀細胞所分泌的，主要成分是醣蛋白，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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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在角結膜上（Cornea ＆ Conjunctiva）形成形成一層親水性的

表面，功能為黏附水漾層（Aqueous/Water layer），使得水漾層能

均勻散佈在眼睛的表面；淚液層的中間層是水漾層，主要由淚腺

（Lacrimal gland）和副淚腺分泌的，占了大部分的體積為最厚的

一層，提供了眼睛表面大部分所需要的氧氣和養分；淚液層的最

外層為油脂層（Lipid/Oil layer），主要由眼瞼的瞼板腺（Meibomian 

glands）和睫毛的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層與空氣接觸並防止淚液

的蒸發過於迅速。淚液層在眼睛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其功

能有防止眼球表面的乾燥、作為眼睛的保護屏障、清除眼睛表面

的異物雜質及提供眼球平滑的光學表面等（Bron et al., 2004；

Govindarajan et al., 2010； Montes-Mico et al., 2010）。嚴重的乾眼

症也有可能造成角膜病變，如角膜結構改變、角膜破皮及神經纖

維改變等，甚至是視力永久性損傷（Benitez del Castillo et al., 2004；

Zhang et al., 2005）。 

 

以偏光鏡及濾鏡片處理視障者畏光、眩光、及對比敏感方面

的問題，已經是國內外眼科醫師與視光專業人員常用的處方之一

（Frank, Colin, & Bruce, 2002; Rosenblum et al., 2000）；偏光鏡及濾

鏡片已被證實對視障者的視力值（鄭靜瑩等人，2013; Rosenblum 

et al., 2000; Zigman, 1990, 1992）、對比敏感度（Rosenblum et al., 

2000; Van den Berg, 1989）、光適應與色彩視覺（Lynch & Brilliant, 

1984; Van den Berg, 1989）、視野與電位檢查結果（Bremer, Regers, 

Leguire, & Figgs, 1987）等視覺表現（visual performance）有正向

的幫助（視覺功能評估參考第三章第一節、視覺功能檢查項目三、

四）。 

 

貳、 明暗適應困難型 

視網膜含有兩種不同形態的光感受器，由形狀分為桿狀細胞

（rod）和錐狀細胞（cone）。錐狀細胞對光較不敏感，於低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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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無法作用，錐狀細胞集中於視網膜的中央區域，可提供物體高

解析度的影像，同時錐狀細胞也能提供光線波長的訊息，讓人類

看到的色彩乃所是視網膜上藍、綠、紅三種光受體錐狀細胞產生

不同比例的衝動，缺乏其中一種即會造成色盲，而其中一種錐狀

細胞病變或退化，則可能造成色覺辨識上的困難，如色弱（沈姵

妤，2001；Macnaughton, 2005）。 

 

桿狀細胞與錐狀細胞的光色素被埋植於視網膜的色素層中，

桿狀細胞比錐狀細胞對於光線的刺激更加敏感，主要作用於低光

度或昏暗的照度之下。人類的視網膜含有超過一億個的桿狀細胞，

集中於視網膜周圍區域。桿狀細胞的感光度較大可提供夜間視覺

功能，但缺乏對色彩的敏銳度。當人從光亮的室外走入室內時，

原先只有對亮光起反應的錐狀細胞在作用，走入室內因亮度減少，

桿狀細胞的色素被原先的強光所抑制，約莫３～５秒後桿狀細胞

色素則會重新啟動，直到眼睛逐漸適應黑暗。 

 

一般而言，視網膜上光感受器會因所在環境的亮度調整錐桿

細胞的分工，因此絕大多數的視網膜疾病患者都有明暗適應上的

困難，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黃斑部病變、視網膜剝離與視網膜

失養等。一般的處理方式與上述畏光型疾病相同，利用透光度低

的濾鏡片，減少室外與室內光線的對比落差，進而加速病患錐桿

細胞的工作轉換速度（視覺功能評估參考第三章第一節、視覺功

能檢查項目四）。 

 

參、 眼球震顫型 

患有眼球震顫（nystagmus）臨床症狀的視障者，因長期視力

不良或是複視而導致眼球不自主的轉動（沈姵妤、林暐棠、許聖

民、楊家寧譯，2001）；一般斜視或弱視兒童身上，亦有３成的

機率會出現眼球震顫或隱性眼球震顫的症狀。而在視障患者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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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多出現在早發性視力不良與畏光的患者身上，如白化症、先天

性白內障、先天性青光眼、先天性黃斑部病變、與先天視神經發

育不全；而後天中毒、腦傷或中風的病患，也有可能出現眼球震

顫的症狀。 

 

眼球震顫的症狀也有可能以屈光矯正或濾鏡片的方式處理，

目的在提昇其視力值或調整光線進到眼睛的入光量後，降低其震

顫的頻率及幅度，協助視障者在視物與閱讀時更舒適、更持久（鄭

靜瑩等，2009；Biousse et al., 2004），有研究指出隱形眼鏡亦有協

助緩解震顫的頻率及幅度的功效（鄭靜瑩，2009；Cheng, et.al, 

2015）。除透過屈光矯正或濾鏡片的方式外，將視讀的材料放大

或是以閱讀規（typescope）協助定位亦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肆、 視野縮限型 

不同於視力值或左、右眼單眼全盲的狀況，視野受損的主因

多出現在視神經傳導過程中，兩眼個別的左視野訊息，在視交叉

後將傳達到右側枕葉；相反的，兩眼個別的右視野訊息，在視交

叉後將傳達到左側枕葉，有關的視野缺損定位如圖 1-7 所示。視

野縮限的相關的疾病如青光眼而導致的視神經問題、外傷、中風、

腫瘤、或感染等。此外，部份的視網膜疾病亦會出現視野缺損的

症狀，如色素性視網膜病變與黃斑部病變，週邊視野縮限與中心

視野缺損是常見的問題。 

 

視野的缺損經常影響病患的行動能力與搜尋能力，以行動能

力而言，棱鏡（prism）可補足部份缺損的視野並協助雙眼的融

像，但必須視個人適應棱鏡的狀況而定；較常用的方法有望遠鏡

反轉（僅適用視力不錯狀況）、手杖或徒手定向行動訓練、頭部

代償視覺訓練等等（Leat, & Lovie-Kitch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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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視野缺損定位 

 

伍、 漸近惡化型 

部份視覺相關疾病，病患的視覺功能會隨著身體狀況或是病

程而漸近惡化，最常見的疾病有色素性視網膜病變、青光眼、白

內障、視網膜剝離等；而化療、感染、中毒與外傷性的視神經萎

縮等，也都合併有視力或視野漸近惡化的可能；此外免疫系統或

中樞神經系統等慢性疾病所導致的視覺功能退化，如葡萄膜炎、

貝西氏症、紅斑性狼瘡、與多發性硬化症等，其視覺的整體品質

則會隨著病患身體狀況的不同而有差異（Cole & Rosenthal, 

1996）。 

 

漸近惡化型的病患因為視覺的不穩定性，在輔具評估或是教

育復健的過程中，評估人員除了提醒病患與相關專科醫師配合外，

在視覺輔具評估時亦需提醒病患目前所申請的輔具在未來的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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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此外聽覺與觸覺輔具的考量，亦或是點字與定向行動師資

的轉介等，都是評估人員在全人服務架構下的責任。 

 

陸、 視覺認知困難型 

視覺皮質損傷（Cortical Visual Impairment, CVI）又稱皮質盲

（cortical blindness）；視覺中樞在大腦枕葉，物體的光線刺激，

經眼球視網膜傳遞到大腦枕葉，兩側枕葉因病變、受傷或發育不

全等因素，可能在導致病患在眼球構造完好的情況下，還是看不

到物體的存在，這就稱為「皮質性視盲」（蔡子同，2011）。 

 

初級視覺皮質的輸出信息分別成為背側流（Dorsal stream ）

和腹側流（Ventral stream）。背側流被視為提供空間位置、大小、

形狀等重要資訊、以做出適當動作反應的視覺處理過程，而腹側

流則參與物體識別及部份長期記憶的功能，例如面孔識別。部分

研究發現，當個體處理單純物體視覺任務時，除了腹側流（Ventral 

stream）外，與背側流有關的頂葉區亦有所活化（Rao et al., 2003）。

由此可知，視覺皮質背側流與腹側流所負責的視覺辨識與視覺行

為並不能完全的被分離。大腦枕葉發育不全或受損的病患，其臨

床的症狀除了對於有生命（比如：臉孔和動物）和無生命（比如：

工具和房屋）兩種不同類別物體的辨識有困難外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 2009, August 14），尚有在行動上無法辨識車子的來速、

樓梯的深度、手眼協調或視動協調差、甚至無法閃避前方障礙物

等現象（Shabbott, & Sainburg, 2010; van Der Velde, ＆ de Kamps, 

2001）。 

 

整體而言，視覺皮質損傷的病患會有視覺反應差或沒有反應，

部份有正常的瞳孔反應和正常的眼部功能（Jackel et al., 2010）、

視力不穩定（variable vision），尤其在疲勞或生理狀態不佳的時

候視力更差（Morse, 1990; Whiting et al., 1985）、深度知覺（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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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或判斷遠近距離的能力差其至是零或無、眼動不協調、

比較容易發現動態的東西或無法追視快速移動的物體（Jan, 

Groenveld, Sykanda, & Hoyt, 1987）、視野（field of view）限制

（Alexander, 1990）、眩光困難、畏光（photophobia）、對鮮艷顏色

（尤其是黃色與紅色）和對比色較有反應，且辨別物體顏色比辨

別物體形狀容易（Groenveld, Jan, & Leader, 1990; Jan, Groenveld, 

Sykanda & Hoyt, 1987） 、注意力不集中（林鈜宇、張文典、洪

福源，2011; Alexander, 1990）、對新的事務辨識困難、放大字體

與簡單或間隔大的文字較容易閱讀、對於複雜背景的環境有辨識

上的困難、注視（fixation or eye contact）困難、手眼協調困難

（Children's Hospital Boston, 2011; Sandra, 2010）等特徵；僅有極

少數的視覺皮質損傷患者有所謂盲視（Blindsight）的存在；臨床

上目前僅能在處理前端的視覺問題後，以教育和復健的方式進行

調整，如改善環境的顏色對比、簡化環境中的視覺訊息、強化視

覺的刺激強度、利用其他感官輔助辨識、或訓練病患視覺辨識的

策略等。 

 

本節小結： 

綜合上述，視覺方面的缺損型態可分為畏光型或眩光型、明

暗適應困難型、眼球震顫型、視野縮限型、與漸近惡化型與視覺

辨識困難型等六大類，同一病患身上可能同時出現 3-4 種缺損類

型，評估人員應全面了解其缺損的部位與缺損的功能，依其主訴

需求與生活必須來審視輔具對病患的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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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視覺輔具介紹及清潔保養 

 

視覺輔具在補助項目中共有 28 個項次，本章依補助與否分

成兩個節次，第一節介紹現行補助基準表內的輔具項目、第二節

則介紹未列入補助、但詢問度高、需求度也高的常用輔具。 

 

在第一節中、為便於讀者查詢及了解輔具輔助的方法，將打

散原有輔具補助標準表的項目，透過感官需求、將輔具分成四類：

視覺輔助型、聽覺輔助型、觸覺輔助型及其他類輔助，讀者可快

速理解輔具的操作與助益。 

 

第二節內容所介紹的常用輔具，雖不在補助範圍內，因使用

者眾詢問度高，其內容將有助於評估人員對此類輔具有更多認識，

也能提供輔具申請者更完整的的諮詢回饋方向。 

 

視覺輔具最常見有光學類與電子類，一般使用者可進行簡易

的清潔保養。文中會針對輔具需要保養或注意之處予以提醒，但

評估人員關心的基本故障排除部分，由於電子設備涉及拆機或充

電組件、校準等設定，則會建議交由原廠進行檢測與維修。而每

個輔具的清潔保養將直接附於該輔具項次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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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行補助基準表內之輔具項目 

視障者可申請補助的輔具項目共計有 28 項次，以現行輔具

分類來說，遍佈在第一大類「個人行動輔具」（視障用白手杖）；

第二大類「溝通及資訊輔具-視覺相關輔具」（含收錄音機或隨身

聽、點字手錶、語音報時器、特製眼鏡、包覆式濾光眼鏡、手持

望遠鏡、放大鏡、點字板、點字機、點字觸摸顯示器、擴視機、

螢幕報讀軟體、視訊放大軟體、語音手機）；第八大類「身體、

生理及生化試驗設備及材料」（含語音血壓計）；第十二大類「個

人照顧及保護輔具」（語音體溫計、語音體重計）；和第十四大類

「矯具及義具」（義眼）等類別中。為加快查詢方式，可參考本

手冊之附錄資料。 

針對輔具項目及內容的了解，在這一節中，將以視覺輔助型、

聽覺輔助型、觸覺輔助型及其他類輔助等四種類型分別敘述。為

詳述各輔具的單項內容，將使用下列項目一一介紹特色及功能，

此外在 Q&A 中列出實務上經常遇到的詢問內容，以利參考： 

一、補助項目：輔具名稱及補助項次；當輔具款式有 A、B、或

C 等分類時，請參考 187 頁之補助基準表內容標示。 

二、最高補助金額（元）：此項標示的是低收入戶的最高補助金

額。若案主為中低收入戶，則補助金額為表內「最高補助金

額」之百分之七十五；若為一般戶，則補助金額為表內「最

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三、輔助功能：該輔具的基本功能，除了輔具補助基準表所列的

規格外，需了解的必備功能內容、或能具體提供使用者協助

的項目說明。 

四、注意事項：使用前的考慮、使用中必須考慮的狀況、或特殊

情形，以及其他替代品。 

五、清潔維護：該輔具的清潔維護方式。 

六、Ｑ&Ａ：該輔具常見的提問與回答。 



 

29 

壹、 視覺輔助型輔具 

視覺輔助型輔具，適用於還有視覺功能、依賴視覺訊號、或

需藉由視覺訊息輔助的視障者。包含了七個項次計有特製眼鏡

（補助項次 47）、包覆式濾光眼鏡（補助項次 48）、手持望遠鏡

（補助項次 49）、放大鏡（補助項次 50）、可攜式擴視機（補助

項次 55、56）A 及 B 款、桌上型擴視機（補助項次 57、58）A

及 B 款、和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補助項次 62）等七種，逐項

介紹如下。 

 

一、補助項目：特製眼鏡（補助項次 47） 

   

圖 2-1 特製近用眼鏡圖 2-2 高倍率閱讀眼鏡 

 

圖 2-3 望遠功能的特製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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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高補助金額：6,000 元 

 

(二) 輔助功能：屈光矯正（圖 2-1）、斜視矯正、放大（圖 2-2）、

望遠（圖 2-3）、延伸視野、防眩光、遮光及增強對比等功能。 

 

(三) 注意事項：特製眼鏡除了屈光矯正、防眩光、遮光及增強對

比可一副眼鏡同時用於近、中、遠距離，其他有特定功能者

（如放大、望遠）多為定點使用，使用效果會受到使用距離

影響，不一定能在不同距離使用，必須注意。 

 

(四) 清潔維護： 

1. 鏡片易有水漬、指紋或灰塵，髒污未清理時會產生油霧狀；

使用不當或正常耗損產生刮痕、脫膜、泛黃。鼻墊與鼻架易

沾附汗水與皮膚的油脂、化妝品等，有些金屬鼻架的螺絲等

零件因氧化而形成綠色銅鏽（圖 2-4），因清洗不易，累積後

容易有侵蝕情形。鏡腳因與皮膚接觸，易附著油脂、化妝品

等容易有髒汙。 

 

圖 2-4 鼻墊堆積綠色銅鏽、泛黃 

2. 清潔步驟：使用中性清潔劑（洗碗精）、面紙或較軟的布、

牙刷，先用水沖去整副眼鏡表面的灰塵，再將清潔劑起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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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搓洗鏡片和鏡框，可用牙刷清潔鼻架的部分。最後用水

將清潔劑沖洗乾淨、使用面紙或乾布將鏡片上的水吸乾、鏡

框擦乾。 

3. 其他事項： 

(1) 不可直接用布或面紙乾擦，因表面灰塵會刮傷鏡片。 

(2) 若擔心細部無法自行清潔，可至眼鏡行使用超音波機器

清洗。 

(3) 若鏡片已刮傷、脫膜，鏡架、鼻架已生鏽，建議更新。 

(4) 以兩手扶著兩邊鏡腳戴上和摘下（圖 2-5），擺放時鏡面

朝上（尤其是凸透鏡片）或收至眼鏡盒（袋）內，可避

免鏡架變型和鏡片磨損（圖 2-6）。 

 

圖 2-5 以雙手摘戴眼鏡 

圖 2-6 正確與錯誤的擺放方式（左圖為正確的放置方式：鏡片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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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特製眼鏡可以改善視力嗎？ 

Ａ：特製眼鏡可達到的目標有很多種，舉凡屈光矯正、斜視

矯正、放大、望遠、延伸視野、防眩光、遮光及增強對

比等功能均有機會透過特製眼鏡獲得調整，一般來說可

適度的調整視力，但會因個人的眼疾原因和損傷部位而

影響視覺功能提升的幅度。 

 

Ｑ：可以使用熱水清潔鏡片嗎？ 

Ａ：不可以。「熱」會破壞鏡片表面的鍍膜，所以也要避免

眼鏡接觸高溫。 

 

Ｑ：有近視又有老花，可以配一副特製眼鏡一起改善嗎？（同

類型問題：特製眼鏡可以配成多焦點鏡片（或雙焦點鏡

片）嗎？） 

Ａ：同時矯正近視與老花（同時要看遠和看近），可以配一

副雙焦點眼鏡改善，但如果使用者的視野較有縮小的情

形，有可能在使用此種特製眼鏡時犧牲了可用的視野，

需考量適宜性。 

 

Ｑ：特製眼鏡可以配成全視線眼鏡，同時改善畏光情形嗎？ 

Ａ：全視線眼鏡的變色原理如果是依據紫外線而變色的款式，

在充滿紫外線的環境、眼鏡就會迅速變色形成遮光保護；

但如身處於無紫外線的環境（如室內、在已貼了隔熱隔

紫外線的貼膜車內、或夜間）則無法提供遮光保護。是

否適用該款全視線眼鏡應視個人對眩光、強光的來源和

敏感度做考量。 

 

Ｑ：想在現有的眼鏡前面加上放大鏡幫助行走和看書，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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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Ａ：特製眼鏡是否需要配戴放大鏡會牽涉個人的屈光情形和

使用距離而定，尤其在行走部分容易造成危險，建議不

要輕易自行加放大鏡。 

 

Ｑ：特製眼鏡和放大鏡可以一起搭配選用嗎？ 

Ａ：特製眼鏡有遠用、近用和其他用途，當然可以和放大鏡

一起搭配使用，建議應經過評估與試用，才會知道搭配

哪一種倍率和款式的放大鏡才能發揮效果。 

 

Ｑ：視野缺損的人可以透過特製眼鏡擴大視野嗎？ 

Ａ：有機會。最常用於擴大視野（或將視野位置偏移）的是

偏盲的視障者（例如中風後偏盲），需經過嚴密的評估、

試用和訓練，才能確認是否能發揮效果。 

 

Ｑ：戴了特製眼鏡之後，是不是就不需要使用其他的輔具？ 

Ａ：特製眼鏡解決第一步的視覺需求，但會因為使用者想要

達成的目標而須另加其他輔具，建議經評估後確認。 

 

Ｑ：老花眼鏡和放大鏡在功能上的差異？ 

Ａ：兩者雖同有放大功能，但老花眼鏡還會依照個人的屈光

度做調整，因此能滿足個人的特別需求；放大鏡的適用

性較廣，個人可依使用的目標試用其有效性。 

 

Ｑ：是否有眼鏡式的放大鏡可以配用？ 

Ａ：放大鏡可以配置在眼鏡上，以利騰出雙手；但放大鏡的

倍率必須經過專業的評估（確認使用目標、距離和使用

效能）才能發揮效果。 

 

Ｑ：配戴高倍率的閱讀眼鏡為什麼只能使用單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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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高倍率的閱讀眼鏡因為倍率過高，使用的距離變短（例

如 5 公分），雙眼視物時的融像功能（形成立體視覺）

無法在這麼短的距離內發揮，因此只能借助較好的那隻

眼睛（單眼）來閱讀。 

 

Ｑ：高倍率的閱讀眼鏡可以輔助行走和看公車嗎？ 

Ａ：高倍率的閱讀眼鏡、其功能在於近距離使用，鏡片的設

計原理只能用在特定距離（通常距離相當短，例如 10

公分、5 公分），不可用於遠距離。 

 

Ｑ：特製眼鏡和包覆式濾光眼鏡的差異。 

Ａ：特製眼鏡由視光人員協助驗配，有個人的屈光度數（近

視、遠視、散光、老花）和建議，有其輔助獨特性；包

覆式濾光眼鏡多是現成的產品，視障者可依據個別需求

試用後選擇。如果同樣要選擇遮光用的眼鏡，因個別需

求染色的眼鏡可申請特製眼鏡；直接選配顏色的包覆式

濾光眼鏡則可以選擇申請包覆式濾光眼鏡。 

 

2. 輔具來源 

Ｑ：應該去什麼地方驗配特製眼鏡？ 

Ａ：特製眼鏡的驗配，應找有口碑或可信任的眼鏡行/公司。

衛福部已培訓具備戊類輔具評估資格的視光人員，或具

視光專業的大專院校也已陸續開辦低視能輔具評估學

分班，建議可優先選擇此類視光人員進駐的眼鏡行。（相

關專業人員資料可就近諮詢各直轄市、縣（市）輔具資

源中心、或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 

 

3. 輔具教育訓練 

Ｑ：配戴特製眼鏡需要經過訓練嗎？ 

Ａ：一般性屈光矯正不太需要訓練，如果是針對斜弱視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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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配戴棱鏡、偏盲擴大視野、望遠鏡式眼鏡、多焦點眼

鏡或特殊功能的鏡片，可能需要訓練後才能使使用效果

提升。 

 

4. 輔具補助規定相關諮詢 

Ｑ：特製眼鏡的處方應如何取得？ 

Ａ：可向眼科、眼鏡行、備有驗光設備的低視能中心、或任

一已與視光人員合作的輔具中心聯繫，經評估後取得。 

 

Ｑ：特製眼鏡的衛署字號如何取得？ 

Ａ：眼鏡行依執業規定販售矯正鏡片均須取得衛署字號，因

此可直接請其提供鏡片的衛署字號。 

 

Ｑ：老花眼鏡可以申請補助嗎？ 

Ａ：老花眼鏡的功能為放大、矯正近距離的屈光，因此屬於

特製眼鏡的補助範圍；但如果自行於夜市或路邊攤選購

的老花眼鏡，無法出示衛署字號及保固書時，仍無法適

用於補助性的輔具。 

 

Ｑ：使用棱鏡貼膜的眼鏡是不是可以申請補助？ 

Ａ：棱鏡貼膜雖是「貼膜」，但因為貼膜的棱鏡度需要有視

光人員或眼科醫師給予處方，因此如配置在有屈光矯正

的眼鏡上，可屬於特製眼鏡的附加物範圍，可以搭配原

特製眼鏡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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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項目：包覆式濾光眼鏡（補助項次 48） 

 

圖 2-7 包覆式濾光眼鏡可直接戴在原有的眼鏡上達到遮光保護效果 

(一) 最高補助金額：4,000 元 

 

(二) 輔助功能：防眩光、遮光及增強對比等功能。 

 

(三) 注意事項：包覆式眼鏡框（圖 2-7）會受到有無配戴眼鏡、

原有眼鏡框型（尤其是寬度）、臉型等不同而影響遮光的完

整度，不宜與他人共用。濾光眼鏡受到有無偏光、顏色種類、

透光度等不同影響，對使用者產生不同的效果，需先試用。

在戶外與室內、晴天與陰天、夏天與冬天等氣候環境的差異

也會影響光感需求，須就使用環境試用。 

 

(四) 清潔維護：參考特製眼鏡項目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濾光眼鏡和太陽眼鏡有何差異？ 

Ａ：太陽眼鏡一般指的是有抗紫外線的染色鏡片，衛福部補

助的濾光眼鏡除了達到抗紫外線的功能外，還需有阻擋

藍光的功能；在原理上太陽眼鏡是所有的光線都有遮擋

作用、而濾光眼鏡是濾除特定波段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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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使用抗藍光的濾光眼鏡就可以百分之百減少人工光源的

傷害嗎？ 

Ａ：濾光眼鏡標示的抗藍光指數均不同（如 20%、45%、70%），

並非百分之百抗藍光，購買前需確認遮擋係數。 

 

Ｑ：濾光眼鏡可以濾除紫外線嗎？ 

Ａ：衛福部補助的濾光眼鏡必須抗紫外線及藍光功能，因此

必須吻合此規定。如果染色鏡片無法濾除紫外線時，就

只有遮擋光線的作用，不建議在陽光下使用。 

 

Ｑ：哪一種顏色的濾光眼鏡最好？ 

Ａ：濾光眼鏡因為透光度差異而有不同的顏色，最好的顏色

會因個人對光敏感度、使用環境及使用目的而有不同。 

 

Ｑ：哪一種濾光眼鏡配戴之後不會改變影像的顏色、可正常

辨識影像色彩？ 

Ａ：灰黑色、綠色的濾光眼鏡較能維持正常的影像顏色，但

須注意市面上的灰黑色鏡片不一定具備有阻擋藍光的

功能。 

 

Ｑ：增加對比度的濾光眼鏡要選哪一種？ 

Ａ：黃色及橘色的濾光眼鏡對許多人來說有增強對比的效果，

但並非絕對，室內外或光源強度差異也會造成影響，建

議需經評估與試用。 

 

Ｑ：除了濾光眼鏡以外，還有什麼方式可以改善畏光困擾？ 

Ａ：有帽緣的帽子、太陽眼鏡、夾式遮光鏡片、或環境中使

用窗簾、照明遮罩、減光等均可有效改善畏光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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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選擇濾光眼鏡應該要考量的因素？（同類問題：室內外

的濾光眼鏡應該如何選用？） 

Ａ：濾光眼鏡會因為透光度（如 5%透光較暗、80%透光較

亮）、顏色（如黃色、橘色、咖啡色）、使用環境（如晴

天、陰天、室內戶外）與是否有矯正眼鏡（需將原有鏡

框包覆）有關；使用者個人對光線的明暗適應度也是重

要的考量，購置時均需注意。 

 

Ｑ：濾光眼鏡的使用能延緩視力退化嗎？ 

Ａ：濾光眼鏡的主要功能是遮光、抗藍光，目的是保護視力，

或減少眩光的刺激不適，並非醫療用品，並無延緩視力

退化的功能。 

 

Ｑ：戴上濾光眼鏡後有無需要特別注意的項目？ 

Ａ：部分濾光眼鏡會改變影像顏色（如橘紅色、紅色、黃色

系列），從事與色彩相關的工作與任務（如購買衣服顏

色穿搭）時，需注意色彩改變的影響。部分濾光眼鏡（如

黃色、橘色）會有增光作用，在強光下要避免造成眩光

不適；部分濾光眼鏡（如黑色、深咖啡色）在照明不足

處會造成視線不良，需適度配合環境使用。 

 

Ｑ：包覆式濾光眼鏡可以改善乾眼症狀嗎？ 

Ａ：主要是包覆式鏡框對遮擋強風提供保護作用。 

 

2. 輔具來源 

Ｑ：包覆式濾光眼鏡的購買地點？ 

Ａ：一般眼鏡行、眼鏡公司、及視覺輔具廠商。 

 

3. 輔具補助規定相關諮詢 

Ｑ：有沒有補助有度數的包覆式濾光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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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市面上的矯正眼鏡（矯正近視、遠視、散光或老花度數

等）配上有包覆功能的鏡框，可同時符合包覆式濾光眼

鏡及特製眼鏡的申請項目，但僅能擇一申請；但如果矯

正眼鏡只有染色而無使用包覆式鏡框，則只能以特製眼

鏡項目申請補助。 

 

Ｑ：一般的太陽眼鏡可不可以申請包覆式濾光眼鏡的補助？ 

Ａ：包覆式的定義維上緣、下緣、左右兩側的包覆保護，目

的是遮擋散射的光源，如無包覆功能無法申請此項輔具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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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項目：手持望遠鏡（補助項次 49） 

 

圖 2-8 手持式望遠鏡         圖 2-9 前掛式望遠鏡 

 

     圖 2-10 雙筒望遠鏡      圖 2-11 有輔助立架之望遠鏡 

(一) 最高補助金額：4,000 元 

 

(二) 輔助功能：將較遠處的影像達到拉近、放大的功能。手持式

透過調焦視物彈性大（圖 2-8），前掛式望遠鏡可定點騰出雙

手（圖 2-9），雙筒望遠鏡可增加看遠的視野（圖 2-10），有

輔助立架可使看遠時降低晃動感（圖 2-11）。此外也有其他

類別的望遠鏡如雙光式（眼鏡式）望遠鏡（圖 2-12）或看近

型望遠鏡（圖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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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雙光式（眼鏡式）望遠鏡       圖 2-13 看近望遠鏡 

(三) 注意事項：單筒望遠鏡主要由接目鏡、鏡筒和接物鏡組成（圖

2-14），望遠鏡上的倍率與視野的標示，如：4×12 12.5°表示

此望遠鏡能將物體放大 4 倍，接物鏡的直徑為 12mm，看出

去最大視野為 12.5 度。一般目標為提供 0.5 的視力值，但也

視狀況與需求而定。例如：遠距離視力為 0.1 者，可能需要

的望遠鏡倍率為 5 倍（0.5÷0.1）。 

用望遠鏡看到的影像會比實際上暗一些，所以接物鏡的直徑

大小是選擇時的考量之一，因為若以相同倍率來看，接物鏡

直徑較大者，能讓較多的光進入鏡筒，看到的影像會較亮，

但有個缺點是當接物鏡越大，相對的就會越重。 

望遠鏡的缺點是看出去的視野會縮小，所以有視野缺損者較

難成功地使用。以相同款式來看，倍率越大視野越窄，且移

動時產生的影像晃動程度也會越明顯。 

在使用方式部分，要視屈光異常狀況與使用的望遠鏡款式

（如克普勒式或伽利略式）來決定是否需配戴眼鏡，才能讓

望遠鏡達到最佳功能；此外要盡可能將望遠鏡靠近眼睛，因

為可使視野較大。因低視能者的視覺功能影響，不一定第一

次使用就能上手，建議需經專業人員的指導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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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潔維護： 

1. 接目鏡片、接物鏡片易有水漬、灰塵砂礫、指印、睫毛油脂

等沾附，最怕濕氣導致鏡片起霧、發霉。鏡筒部分的接目端

（軟橡皮端）因需接觸眼部周圍皮膚，故容易沾到油脂或灰

塵毛屑。而鏡筒部份則是會因手部的清潔程度所影響。 

 

圖 2-14 望遠鏡的部位說明 

2. 清潔步驟：常用的相機清潔組（圖 2-15）如吹球或氣刷、光

學鏡片專用拭鏡液或清水、拭鏡紙、棉花棒等工具可於網路、

3C 賣場或照相器材行購得；或使用拭鏡布（眼鏡布）、絨布

或軟布。 

  

圖 2-15 清潔工具組 

清潔時，先用吹球或氣刷把鏡片上的灰塵顆粒吹掉（直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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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鏡紙擦拭附有灰塵顆粒的鏡片時容易造成鏡片鍍膜刮傷）。

使用沾上拭鏡液或清水的拭鏡紙、棉花棒從中心往外以畫圓

的方式擦拭，直到鏡片清潔為止（圖 2-16）。 

 

  

圖 2-16 擦拭鏡片的方式 

亦可對鏡片呵氣，再用拭鏡紙或棉花棒、拭鏡布從中心往外

以畫圓的方式擦拭，到鏡片清潔為止。鏡筒則以絨布或軟布

沾清水擦拭即可，勿使用酒精或其他有機溶劑，避免腐蝕表

面塗漆或橡膠結構。 

清潔前後最大的差異在鏡片的乾淨程度，會直接影響進光量

和影像的清晰度（圖 2-17、圖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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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接物鏡清潔前（左）後（右） 

  

圖 2-18 接目鏡清潔前（左）後（右）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望遠鏡淋濕了該怎麼辦？ 

Ａ：望遠鏡常於戶外使用，弄髒弄濕難免。當鏡片、鏡筒上

有水滴時應立即吸乾。在風沙大、灰塵多的環境下，請

儘量用保護蓋遮蓋鏡片。另外，如有到海邊使用望遠鏡，

使用後應須立即清潔保養，避免鹽分殘留。 

 

Ｑ：望遠鏡要如何收納？ 

Ａ：望遠鏡是精密儀器，在攜帶或移動時請裝入保護套中。

有些人習慣外出將單眼望遠鏡吊掛在胸前，建議行走中

或不使用時蓋上保護蓋放入胸前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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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遠鏡最怕潮濕，應存放在陰涼不受日曬且乾燥的地方，

如電子防潮箱、有乾燥劑的密閉袋子或盒子裡（需定期

更換乾燥劑）。收納時也需蓋上保護蓋，避免沾粘灰塵

異物，如使用環境的溫差大或在高濕度的地方使用，應

讓殘存在鏡筒和鏡片上的水氣蒸發掉後再收納。 

 

Ｑ：望遠鏡為什麼越來越看不清楚了？ 

Ａ：可能有兩大原因，一是鏡片磨損、起霧發霉造成，二是

使用者的視覺狀況改變。如察覺髒污是由望遠鏡內部所

產生，需送至原廠清洗；若因視覺狀況改變，建議儘快

就醫檢查、治療。 

 

Ｑ：望遠鏡可以使用多久？ 

Ａ：望遠鏡只要經常使用，且避免高溫、溼氣、撞擊及灰塵

等等，且勤於保養，使用十餘年是常有的情況。 

 

Ｑ：可以使用望遠鏡看公車嗎？倍率要如何挑選？ 

Ａ：望遠鏡可使用於看公車，但因為公車為動態物體，使用

技巧應已具備定點搜尋、掃描、不同距離物體的跳視、

物體追隨等技巧，且需能快速對焦，可經由訓練完成。

倍率的挑選則會因為使用目標的距離、使用者的視力值

及視野、對光敏感度、對比敏感度等視覺功能而不同，

建議評估試用。 

 

Ｑ：望遠鏡可以邊走邊輔助望遠嗎？ 

Ａ：使用望遠鏡時建議定點使用，因視野受限、焦點已固定，

邊走邊用易導致危險。 

 

Ｑ：聽說有人使用眼鏡型望遠鏡開車，台灣是否可取得該款

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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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在美國某些州，經過視光醫師評估、建議及訓練後，可

使用眼鏡型望遠鏡開車（但並非邊開車邊用，而是在看

路標等特定物體時作為輔助），且會規範可以使用的公

路型態，是針對個別視力評估後製作的；但國內目前並

無相關法規規範使用眼鏡型望遠鏡開車，購置前應審慎

考慮，。 

 

Ｑ：使用單筒望遠鏡時，另外一隻眼睛需要閉上嗎？ 

Ａ：另一隻眼不閉上的好處是可以協助觀看環境全貌，但並

非所有人都能雙眼使用。閉上另一隻眼並無壞處，也沒

有不良影響，只是要定點使用望遠鏡避免危險。 

 

Ｑ：望遠鏡和望遠型擴視機用在教室裡哪一個比較好用？ 

Ａ：端視使用環境是否為固定（望遠型擴視機）、或使用者

常需移動（望遠鏡）而定；望遠鏡的機動性高、且攜帶

方便；望遠型擴視機的視野較寬、對焦略容易，需自行

考量。 

 

2. 輔具補助規定相關諮詢 

Ｑ：前掛式望遠鏡（非手持）可否申請補助？ 

Ａ：可申請手持式望遠鏡後改成掛式申請（改製費用並未在

補助範圍內）。 

 

Ｑ：雙筒望遠鏡可以申請補助嗎？ 

Ａ：可以。但須符合目前 2 倍以上、低於 300 公克重量的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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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項目：放大鏡（補助項次 50） 

 

圖 2-19 放大鏡有許多款式、各有不同功能 

(一) 最高補助金額： 2,500 元 

 

(二) 輔助功能：放大目標物影像，一般來說有以下常見的種類：

手持式（圖 2-19）、手持照明式（白光、黃光、綠光等不同

光源）（圖 2-22）、文鎮式（圖 2-20）、尺狀（圖 2-20）、站立

式（圖 2-21）、檯燈型、頸掛式等等。 

  

圖 2-20 文鎮式放大鏡（左）與尺狀放大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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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封閉式站立放大鏡（左）與開放式站立放大鏡（右） 

 

圖 2-22 手持照明式放大鏡 

有關放大鏡的特性以及使用方法，有 3 段內容活潑有趣、簡

單易懂的影片，請上 Youtube 輸入下列關鍵字欣賞：（一）

放大鏡的種類（二）放大鏡的倍率（三）放大鏡的使用方式。 

 

(三) 注意事項：放大鏡的規格數據標示方式為「倍率/度數」，如

一個 5 倍 20D 的放大鏡標示為 5x/20 D（圖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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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放大鏡的規格標示 

1. 光學特性： 

(1) 倍率越高，可以把字放得越大。 

(2) 因為放大鏡是凸透鏡，倍率越高表示鏡片的度數越高，

所以外觀會越凸，且相對的放大鏡鏡面直徑較小，一次

能夠容納的字數也比較少，因此閱讀一篇文章須要多次

移動鏡面。 

(3) 倍率越高的鏡片焦距越短，使用時要越靠近文字，而且

移動時影像晃動越大，有些人會感覺頭暈。 

2. 選擇放大鏡的倍率並非越高越好，而是要找到最適合的倍率，

考量能看清楚文字且盡量不必頻繁地移動放大鏡；「效率」

及「舒適度」均達時，可提升使用意願。 

3. 使用技巧教學：將放大鏡平貼在文件上，慢慢提高，當看到

放大鏡將文件內容放大到最大時停止（控制放大鏡與文件的

距離）；接著將頭部（眼睛）慢慢地調整與放大鏡的距離（通

常是往放大鏡方向靠），此時能看到被放大的文件呈現出最

清楚的狀態（控制放大鏡與眼睛的距離）。這就是該支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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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與個案最適合的距離。 

 

(四) 清潔維護： 

1. 鏡片易有汗斑、唾沫漬、指紋、油漬…等污垢；握把與電源

開關在長時間手握或開關所造成的黃斑、汗漬、污垢、油漬

等；電池槽易因灰塵、髒污或因潮濕而產生之鏽斑與霉斑。 

2. 清潔步驟：所需工具（拭鏡布或 3M 魔布-精密擦拭布、濕

紙巾、沙拉脫或活性界面劑、酒精（棉）與棉花棒等） 可

於賣場、超市或藥妝店購買取得。 

(1) 清潔鏡片（圖 2-24）：將擦拭布利用微量清水或活性界

面劑沾濕，自鏡片中心以螺旋形向外輕拭鏡片，若鏡片

上油漬或指紋無法拭去，可利用少量沙拉脫清潔並水洗

後，再使用衛生紙將多餘水分吸乾即可，不可使用乾布

或衛生紙直接擦拭鏡面，以避免落塵刮傷鏡面。 

(2) 清潔握把（圖 2-24）：握把上汙垢可先利用濕紙巾擦拭，

無法拭去之汙垢可利用沙拉脫清洗後擦乾即可；附燈放

大鏡因有電池槽，可直接利用微量沙拉脫以乾擦方式將

髒污拭去，不建議以水洗方式清潔！ 

 

圖 2-24 圖左為鏡片清潔示意、圖右為把手清潔示意 

(3) 清潔電池槽（圖 2-25）：（無電池槽者，可省略此步驟）

將電池取出後，以棉花棒沾取酒精擦拭電極板，完成後，

將電池裝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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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電池槽清潔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電池不用時需取出嗎？ 

Ａ：超過一週不使用時、建議取出電池；若僅是短時間不用

則可持續擺放。 

 

Ｑ：原本常用的放大鏡已無法協助看清楚時、該怎麼辦？ 

Ａ：如鏡片刮痕磨損嚴重建議更換新的放大鏡，若為倍率不

足或其他因素，建議回診眼科檢查。 

 

Ｑ：若光源燈泡閃爍，該如何處理？ 

Ａ：請先檢查電池是否電力充足，電力不足易造成燈泡閃爍，

更換電池後若未改善閃爍情況，請送回廠商修理。 

 

Ｑ：為什麼透過放大鏡看東西時，都是倒像？看起來物體都

顛倒？ 

Ａ：不同倍率的放大鏡會有特定的使用距離，通常看起來物

體顛倒是因為操作距離太遠的緣故（如 5x20 D 的放大

鏡對焦距離為 5 公分、但使用者卻將放大鏡遠離目標物

20 公分的距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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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使用放大鏡時會暈眩，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Ａ：放大鏡有倍率區分的，不同的視力針對不同大小的目標

物各有適合使用的倍率。如果使用倍率不適合的放大鏡、

又在錯誤的距離下操作，就容易發生暈眩情形（常發生

在使用了過大倍率的放大鏡）。 

 

Ｑ：使用放大鏡時，鏡面會有天花板燈光的反光，如何解決？ 

Ａ：建議使用閱讀架調整閱讀角度，避開燈源直射；或使用

立燈不要直射目標物，選用具備照明的放大鏡閱讀。 

 

Ｑ：方型和圓型的放大鏡有什麼不同？ 

Ａ：同一倍率、但方型和圓型的放大鏡主要的差異在於一次

看到的視野範圍不同（感覺上方型的可看得較廣、圓型

的視野較為受限），但實際上放大鏡真正可以清晰放大

的範圍都在中間，周邊會有變形的問題。如果以鏡片中

間的放大倍率和清晰度來說，通常差異性不是很大。 

 

Ｑ：是否有頭戴式的放大鏡？ 

Ａ：頭戴式放大鏡提供手臂距離的空間以利雙手操作，倍率

較低，通常在 2 倍以下。 

 

Ｑ：坊間有許多放大鏡，倍率相同、但是清晰度和看的實際

大小卻不同，是何原因？ 

Ａ：放大鏡的倍率其實是以屈光度（D）來計算的，倍率（x）

是經廠商換算後的標示法，一般人比較熟悉。所以不同

的廠商有可能計算標示方式略有不同，可能造成些微的

放大效果差異；另外放大鏡的材質（如玻璃、或壓克力）

呈現的透光度也有不同，這些都會影響放大鏡的清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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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放大鏡和擴視機有何差異？ 

Ａ：擴視機可以說是電子式放大鏡，可透過按鈕自行調整放

大倍率、而放大鏡是單一倍率，無法調整。 

 

2. 輔具來源 

Ｑ：哪裡可以找到看電視用的放大鏡？ 

Ａ：放大鏡有其物理光學原理，一般型的放大鏡的有效範圍

是近距離（40 公分內），超過此一距離比較建議使用望

遠鏡原理的輔具。 

 

3. 輔具補助規定相關諮詢 

Ｑ：放大鏡燈可以列為補助嗎？ 

Ａ：其標示之規格符合衛福部放大鏡規格者均可列為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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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項目：可攜式擴視機（補助項次 55、56）A、B

款 

 

圖 2-26 可攜式擴視機 

 

圖 2-27 可攜式擴視機包括主機、充

電器、支架（部分）、皮套及拭鏡布 

(一) 最高補助金額：Ａ款 20,000 元、Ｂ款 40,000 元 

（參考 187、188 頁 A、B 款規格） 

 

(二) 輔助功能：利用影像投射放大的原理（就像使用投影機一樣），

將目標物放大並在顯示器（螢幕）上呈現，配備有充電座和

擦拭布（圖 2-27）；也附帶有改變顏色（圖 2-26）、對比模式、

增減亮度等功能可提供協助（圖 2-28、2-29）。可攜式擴視

機體積小，外出使用方便，因螢幕小，一次能見的字數少，

較適合短暫的閱讀。附支架功能的可以用於書寫。 

 

 圖 2-28 以彩色模式觀看      圖 2-29 以黑底白字模式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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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注意事項： 

1. 操作擴視機時必須把文字對準到鏡頭，然後可自在地閱讀螢

幕，因此手眼協調能力是基本考量。 

2. 不同廠牌的鏡頭能力、螢幕解析度、文字縮放尺寸、顏色、

亮度呈現等都有差異，實際試用才能確認最適合自己視覺的

機型。 

3. 選用時建議須配合要看的目標物、使用環境、手持輕鬆度、

鏡頭位置（中間、側邊）、移動時的殘影、電池續航力等各

種因素，試用時最好帶自己常看的物品或文件。 

4. 可攜式擴視機最容易耗損的部位是電池及常用的按鈕，此外

螢幕要小心外力傷害。 

 

(四) 清潔維護： 

1. 螢幕、開關、按鍵、旋鈕、鏡頭，在有煙塵或粉塵的地方如

佛堂、廚房、工廠等地的使用者，更易發生油垢等髒污沾附

的情形；延長線與連接線常有觸地機會，沾染灰塵及毛屑的

機會多（圖 2-30）。 

  

圖 2-30 灰塵很容易沾在螢幕上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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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每一種擴視機鏡頭的位置不同，但都要定時清潔 

2. 清潔維護：關閉電源後，螢幕部分先用軟性刷子將表面上的

灰塵輕輕掃除，再使用細纖維的眼鏡布沾水或螢幕用濕紙巾

輕輕擦拭即可（圖 2-32）。（需注意：擦布一旦髒了必須清洗

或更換，避免附著的灰塵在下次使用時摩擦螢幕）鏡頭部分

（圖 2-31）則是以擦布沾水擦拭、較小的鏡頭可使用棉花棒

沾水擦拭（圖 2-33）；機身表面與旋鈕可直接擦拭或掃除灰

塵（圖 2-34）。 

  

圖 2-32 螢幕部分用軟性刷子掃除灰塵後以螢幕濕紙巾或擦布沾水擦拭表面 

  

圖 2-33 擴視機的鏡頭較小（精細），以擦布或棉花棒沾水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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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機身與旋鈕直接擦拭或掃除灰塵即可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清潔螢幕的時候，可以將水霧噴在螢幕上，再用衛生紙

擦拭嗎？ 

Ａ：不建議這麼做。最好使用細纖維的眼鏡布沾水擦拭，避

免在噴霧過程中有多餘的水分浸濕螢幕。 

 

Ｑ：家裡有現成的擦玻璃用魔術靈，請問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嗎？ 

Ａ：不建議。液晶螢幕最怕使用含有氨或酒精的化學品，會

破壞螢幕表層的塗裝，盡量使用中性清潔劑或液晶螢幕

專用清潔液。 

 

Ｑ：使用可攜式擴視機閱讀，閱讀速度是否會變慢？ 

Ａ：大字體的閱讀會幫助看得更容易、更輕鬆，在臨時辨識

（例如看價格標籤）時可以增加辨識速度；但是用來閱

讀時，因為字體經過放大，就需更頻繁移動畫面，會增

加閱讀時間，速度相對地會變慢。 

 

Ｑ：擴視機一定要搭配電腦使用嗎？ 

Ａ：擴視機是獨立的器材，有自己的螢幕、無須搭配電腦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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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可攜式擴視機可用來放大電腦螢幕或手機的字體嗎？ 

Ａ：可攜式擴視機的鏡頭旁通常有一、兩個補充光源，如果

把擴視機對準電腦螢幕，會有反光點、甚至形成大範圍

的眩光，反而看不清楚；少數擴視機可以關閉光源。不

建議使用擴視機辨識電子螢幕，電腦和手機都各有放大

模式，可諮詢各直轄市、縣（市）委辦的視障重建中心。 

 

Ｑ：可攜式擴視機的畫面可否連接到電視螢幕、或電腦螢幕

放大使用？  

Ａ：部分的可攜式擴視機備有連接孔，可連接電腦螢幕或電

視螢幕使用。但因為使用的線路是數位、或類比訊號，

會牽涉電腦/電視螢幕的訊號接收來源，所以在購置前

必須先確認清楚。 

 

Ｑ：可攜式擴視機連接到電腦螢幕可否當桌上型擴視機使

用？ 

Ａ：部分有特定設計作為可轉換為桌上型擴視機使用的機型，

但一般的可攜式擴視機如果連接電腦或電視螢幕，就是

把 3.5 吋螢幕換成 24 吋螢幕的意思。可攜式擴視機螢

幕呈現的放大字體只有兩個字時，在同一放大倍率下、

傳輸到電腦螢幕上的字也只有兩個字，並不會因此而呈

現比較多的畫面內容；但因為整體畫面放大後（3.5 吋

放大至 24 吋）、有助於增加畫面的尺寸，因此在稍微降

低倍率的情形下可看到更多字。 

 

Ｑ：如何使用可攜式擴視機寫字？ 

Ａ：可攜式擴視機部分附有支架、把手架，小腳架，可以騰

高主機、或斜架主機，在鏡頭下方就會形成一個空間，

可供寫字。需經書寫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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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助項目：桌上型擴視機（補助項次 57、58）A、B

款 

 

圖 2-35 A 款桌上型擴視機      圖 2-36 B 款桌上型擴視機 

(一) 最高補助金額：Ａ款 50,000 元（圖 2-35）、Ｂ款 75,000 元（圖

2-36）（參考 188、189 頁 A、B 款規格） 

 

(二) 輔助功能：利用影像投射放大的原理（就像使用投影機一樣），

將目標物放大並在顯示器（螢幕）上呈現；也附帶有改變顏

色、對比模式、增減亮度等功能可提供協助。桌上型擴視機

體積稍大，需有特定桌面置放，主要在固定區域使用。螢幕

大，一次能呈現的畫面也較多，適合長時間的搜尋、閱讀和

書寫。同時也會因為需求而有一體成形或手臂式望遠等不同

功能的機型。（圖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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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 不同款式的桌上型擴視機（左一體成形、右為手臂式） 

(三) 注意事項： 

1. 操作擴視機時必須把文字對準到鏡頭，然後可自在地閱讀螢

幕，因此手眼協調能力是基本考量。 

2. 不同廠牌的鏡頭能力、螢幕解析度、文字縮放尺寸、顏色、

亮度呈現等都有差異，實際試用才能確認最適合自己視覺的

機型。 

3. 選用時建議須配合要看的目標物、使用環境、使用舒適度、

鏡頭與螢幕的空間配置（中間、側邊）、移動時的殘影、手

控目標物的順暢度等各種因素，試用時最好帶自己常看的物

品或文件。 

4. 桌上型擴視機最容易耗損的部位是補充光源的燈泡、常用的

按鈕，隨著使用時間愈來愈久、顯示器色彩會逐漸失真、鏡

頭呈現出的聚焦點也會模糊。 

 

(四) 清潔維護：請參考可攜式擴視機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如何決定自己該使用桌上型擴視機或可攜式擴視機？ 

Ａ：可攜式擴視機的設計是用來做臨時辨識的（如看價格標

籤、看電話號碼、短時間看文件）；桌上型擴視機因為

畫面較大，可提供較多文字的辨識，適於長時間閱讀。 

 

Ｑ：實物投影機和桌上型擴視機有何差別？ 

Ａ：實物投影機和桌上型擴視機有類似的功能，均可放大平

面及立體物件。桌上型擴視機為了符合視障者常遇到的

對比敏感度下降、過大的放大級數、長時間閱讀厚重的

書籍內容等需求，已設計了色彩模組、即時放大（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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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拍照、鎖定焦點、輔助線、及 XY 托盤等，這些功能

讓桌上型擴視機非常方便使用，且長時間使用也不容易

過熱。實物投影機的設計為短時間針對單一物件使用，

因此並無針對視障者的需求做硬體改善，放大倍率之後

的清晰度也是不同的。 

 

Ｑ：厚重書籍攤開後、中線弧度造成閱讀不易，應如何解決。 

Ａ：因為弧度的影響，靠近書背中間的字句可能會因距離變

化、弧度引起的變形、燈光照射不均、紙質反光影響而

不易辨識，可使用手壓平來輔助閱讀，或利用較不反光

的透明壓克力板來壓平書籍。 

 

Ｑ：請問桌上型擴視機可否用來看電視（或電腦）？ 

Ａ：望遠型的桌上型擴視機確實可以將電視畫面放大、但是

只能放大其中一部分的畫面，如果只是定點看特定的畫

面（如字幕、跑馬燈），可以幫助看得更容易些；如果

看電視時希望看到螢幕全貌，會需要不時地移動鏡頭，

看電視應該會更累、更辛苦。 

 

Ｑ：桌上型擴視機的尺寸都這麼大嗎？是否可單買鏡頭自行

外接螢幕？ 

Ａ：桌上型擴視機為了因應許多小家庭、或空間不大的使用

環境，已有越來越多的小尺寸上市，可自行購買主機、

選擇外接螢幕。大台的多為一體成形的款式，常備有托

盤，可輔助挪移書籍等資料。 

 

2. 輔具教育訓練 

Ｑ：為何使用桌上型擴視機常有暈眩或找不到目標的情形？ 

Ａ：有可能是移動時的殘影、放大倍率過高、或使用不適宜

的機型，可諮詢輔具中心或視障重建中心，或提出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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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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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助項目：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補助項次 62） 

  

圖 2-38 視訊放大軟體調整電腦閱讀模式案例 

(一) 最高補助金額：18,000 元 

 

(二) 輔助功能： 

1. 在 3C 產品（電腦、平板、手機等）上改變字體尺寸、對比

模式、游標放大、顏色調整、及其他輔助功能（圖 2-38）。 

2. APP 版，如行動裝置 iOS 系統可安裝 ZoomReader 軟體；

Android 系統可安裝放大鏡 Magnifier 軟體。 

3. 某些版本連結 HD 視訊鏡頭可增加簡易的桌上型擴視機功

能。 

4. 提供語音報讀功能（目前中文字無法全面辨識閱讀）。 

 

(三) 注意事項： 

1. 試用放大軟體前，建議應就以下的電腦內建功能試用： 

(1) 免費下載 Google Chrome 瀏覽器搭配 Clearly, High 

Contrast 工具。 

(2) 螢幕解析度調整、放大字體圖示比例、改變游標尺寸、

改變對比功能（免費）。 

(3) 放大滑鼠（限微軟滑鼠系列）。 

(4) 建議多採用快捷按鍵或以鍵盤操作，避免游標移動時造

成不當的影像暈眩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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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購置時須注意電腦系統的版本，如 WinXP、7、8 或 10

等。 

2. 有 USB 保護鎖（Keypro）版及序號版（光碟或檔案下載）

兩種：USB 保護鎖版可插在不同電腦使用，適用於職場、

學校或家裡等不同地區使用者，其作用如同鑰匙，如果忘了

帶則無法使用；序號版授權數有限，僅能在授權的電腦使用。

每安裝一台電腦會用掉一個授權，在電腦重灌前必須回收授

權，若忘了執行此步驟則會減少一個授權數，其優點是授權

電腦皆可獨立使用。 

 

(四) 清潔維護：目前常見的擴視軟體均需充裕的記憶體空間，比

較不會發生使用時畫面延遲或停滯的情形。建議購買前應先

注意及搭配記憶體和空間容量；由於是軟體輔具、故無清潔

問題。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買一套軟體，可同時在家裡、辦公室和學校三個地方使

用嗎？ 

Ａ：一個軟體序號可同時在三台電腦安裝使用，隨身攜帶的

USB 鎖適用於出差或臨時使用時隨插即用。 

 

Ｑ：使用擴視軟體（如 ZoomText）之後，放大滑鼠（如鯊

滑鼠）的功能就消失了，同時使用這兩種放大工具會有

衝突嗎？ 

Ａ：放大軟體常會使用類似的快捷按鍵，比較強大的擴視軟

體常會搶用其他軟體的功能按鍵（如微軟本身提供的滾

輪放大模式會被 ZoomText 搶用），因此偶有衝突發生、

或導致系統運作變慢的情形，建議先行試用。 

 



 

65 

Ｑ：擴視軟體標明可以同時使用語音報讀，是不是就可以替

代語音報讀軟體？ 

Ａ：需搭配中文語音庫使用。 

 

Ｑ：已經設定過電腦的放大、改變對比色等協助工具，還需

要買擴視軟體嗎？ 

Ａ：電腦內建的協助工具可以提供基本的輔助，如果這些功

能已經發揮輔助效果，不一定有需要購買擴視軟體，除

非要使用擴視軟體中的特定功能、或放大級數需很大，

否則不建議冒然購買。 

 

Ｑ：視野狹窄常找不到游標，可以使用擴視軟體嗎﹖ 

Ａ：擴視軟體的主要功能是放大，但放大之後狹窄的視野反

而會更不容易看到內容全貌，在搜尋上將更加困難；建

議先試用擴視軟體中的十字線（輔助搜尋）功能，有機

會幫助找到游標。其實、視野狹窄找不到游標，也意味

著不容易找到其他的資訊，建議應優先學習鍵盤操作慢

慢取代滑鼠操作。 

 

Ｑ：瀏覽網路時，容易產生跳行問題，該如何解決？ 

Ａ：字體放大及字體擁擠，很容易產生跳行問題，建議可利

用電腦螢幕的上下緣邊界作為閱讀規使用；或改用語音

輔助視覺。 

 

2. 輔具來源、輔具補助規定相關諮詢 

Ｑ：放大滑鼠（如鯊滑鼠）可以在哪裡購得？是否有補助﹖ 

Ａ：一般 3C 賣場和網路 3C 賣場（但須註明規格與款式）、

視覺輔具廠商均可購得。目前並無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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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有聲輔助型輔具 

有聲輔助型輔具，顧名思義就是會生出聲響、語音，用以提

示或報讀訊息內容。包含有七個項次如收錄音機或隨身聽（補助

項次 42、43）A 及 B 款、視障用語音報時器（補助項次 46）、視

障用螢幕報讀軟體（補助項次 59、60、61）-A 及 B 及 C 款、語

音手機（補助項次 63）、語音血壓計（補助項次 92）、語音體溫

計（補助項次 136）、及語音體重計（補助項次 137）等七種，逐

項介紹如下。 

 

一、補助項目：收錄音機或隨身聽（補助項次 43、44）

A、B 款 

  

 

圖 2-39 A 款（左圖為收錄音機、中圖為卡式隨身聽、右圖為光碟式隨身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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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0 B 款收錄音機及隨身聽（數位型） 

(一) 最高補助金額：A 款 1,000 元、B 款 2,500 元（參考 187 頁 A、

B 款規格） 

 

(二) 輔助功能： A 款（圖 2-39）和 B 款（圖 2-40）最大的差異

在於 B 款不僅是數位型、而且還具備文字轉語音（朗讀「電

子書」）功能，常稱為「聽書機」；由於聽書機牽涉儲存的容

量，因此價格會受到記憶體容量的影響。電子書功能除了能

讀出語音檔案（音訊格式檔如 mp3、wmv、wav 等）、還包

含可讀出文字檔案，支援哪一類的電子書格式（如 txt、htm、

doc、pdf 等）視機種而定。 

 

(三) 注意事項：由於按鈕設計、按鍵內目錄層級不同，考量對按

鈕操控的便利度，建議試用後再購置；電子書檔案的取得，

詳見本章附錄之有聲圖書資源。 

 

(四) 清潔維護：讀寫頭是容易有汙損的部位，如果是卡式或光碟

式隨身聽，請使用市面上的濕式或乾式的清潔工具（卡式清

潔液和 CD 清潔片），啟動 Play 按鍵即可完成清潔讀寫頭；



 

 

68 

其他按鈕、旋鈕及電池槽請參考擴視機或放大鏡。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國內有聲書圖書館的書籍都是以什麼方式呈現的呢？  

Ａ：有聲圖書館的書籍以電子檔案（如 mp3 格式）、傳統式

錄音帶、ＣＤ光碟片等方式呈現，多數書籍幾乎都已轉

檔成電子檔，有圖書證後可在網路上下載，十分方便。

如一般坊間販售的有聲圖書，購置型態為網路下載檔案

或隨書附贈ＣＤ光碟片。 

 

Ｑ：收錄音機或隨身聽要如何維護及保存？ 

Ａ：此類電子產品在一般環境下使用無需特殊保養，但儘量

避免在潮濕、高溫及磁場下保存置放（如接觸水受潮、

放置在高溫車內及有磁場的微波爐旁均不妥），如超過

二週不使用時，須將內部充電電池取出，避免電池故障

漏液而造成機器故障；如使用的是數位型，多為充電鋰

電池，應維持正常充放電運作。 

 

Ｑ：智慧型手機或平板等裝置也可以達到聽書機的功能嗎？ 

Ａ：Android 裝置可以安裝應用軟體（如大聲朗讀、訊飛語

音+等）達到類似的功能。 

 

2. 輔具來源 

Ｑ：可以在何處購買 A 款的隨身聽？ 

Ａ：一般３Ｃ賣場、或電子商行、多元經營之文具書局。 

 

Ｑ：聽書機的價位？ 

Ａ：A 款基本款收錄音機約在台幣 3~5 百元的價位，B 款約

在台幣 3~4 千五百元左右。依功能不同價位也不一樣。  



 

69 

二、補助項目：視障用語音報時器（補助項次 46） 

 

圖 2-41 語音報時器，左圖為桌上型、右圖為鑰匙圈型 

  

圖 2-42 語音報時器，左圖、中圖為手錶型、右圖為桌上型 

(一) 最高補助金額：300 元 

 

(二) 輔助功能： 

1. 依生活需求、環境場域而有手錶、桌上、鑰匙圈型等不同產

品可選擇（圖 2-41、圖 2-42）。 

2. 語音報時器的簡易功能有時間顯示、報時、及鬧鈴設定。 

3. 多段式的倒數計時功能是按摩業者常詢問的需求，有特定的

報時器可滿足。 

4. 語音選擇有中、英文、台語，使用者可按需求自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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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注意事項： 

1. 語音選項有男性、女性，聲音頻率也有不同；如使用者為高

齡者、同時有聽力等問題時，需慎選發音。 

2. 簡易的語音報時器多無法外接耳機，因此在封閉空間（如會

議室）、或較需安靜的環境需注意因報時對他人帶來的干

擾。 

3. 語音報時器的價差非常大（一、兩百元至數千元不等），主

要的差異在於品牌、晶片設計、外觀設計與時間的精確度，

語音功能大同小異。 

 

(四) 清潔維護：錶型語音報時器請參考點字手錶；桌上型請參考

收錄音機或隨身聽。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語音報時器和語音手錶有何差異？ 

Ａ：語音報時器有鬧鐘型、手錶型、牆掛式時鐘等形式，語

音手錶為其中一種款式。 

 

2. 輔具來源 

Ｑ：何處可購買語音報時器？ 

Ａ：網路、及視覺輔具公司，網路搜尋關鍵字為「語音手錶」、

或「語音報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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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項目：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補助項次 59、

60、61）A、B、C 款 

 

圖 2-43 B 款螢幕報讀軟體（陽光） 

   

 

圖 2-44 C 款螢幕報讀軟體（上左為導盲鼠、上右為晴光、下為 JAWS） 

https://www.tfb8000.com/wsale/?mode=dbview&sysid=0060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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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高補助金額：A 款 3,000 元、B 款 6,000 元、C 款 12,000 元

（參考 194 頁 A、B、C 款規格） 

 

(二) 輔助功能： 

1. 報讀軟體在衛福部的補助內共有三款，B 款為陽光（圖 2-43）、

C 款為導盲鼠、晴光與 JAWS（圖 2-44）；原有的 A 款導盲

鼠因版本升級已晉升為 C 款，因此目前市面上已無 A 款。 

(1) 視窗導盲鼠系統 /視窗蝙蝠語音導覽系統：視窗導盲鼠

是由中華電信和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前身為淡江大

學盲生資源中心）於 2002 年研發成功並發表，其軟體

特色包含國字點字即時轉譯系統，字形字義輔助系統及

無字天書輸入法等功能，並可搭配國內自製研發的點字

觸摸顯示器，非常適合慣用點字的使用者。由於操作介

面簡易並可憑視覺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以較優惠的價

格取得，因此也是目前廣為國內多數視障者使用的螢幕

閱讀軟體。 

(2) 視窗蝙蝠語音導覽系統與視窗導盲鼠系統功能大致相

同，唯一區別在於蝙蝠語音導覽系統針對低視能的使用

者操作介面進行調整、並取消點字輸出功能，以符合其

操作習慣；而視窗導盲鼠系統則提供點字介面，較適合

點字使用者使用。 

(3) 陽光中英文視窗軟體，為愛盲基金會於 2003 年自大陸

中國盲文出版社引進，介面繁體化後更名為「大眼睛一

號」；2009 年重新引進陽光語音讀屏 5.5 版，汰換大眼

睛一號後為現有的陽光系統，其操作方式與軟體設定之

組合鍵也有相當多不同之處。目前陽光已更新到 6.4版，

能在 32 位元的 win7 系統下運作。系統穩定、提供自行

更換中英文語音引擎 T TS 的功能，簡體、繁體系統下

都能順利執行，提供現行盲文、雙拼盲文與國語點字的

六點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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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晴光中英文資訊系統為宇崝公司在 2006 年研發，操作

介面與導盲鼠極為相似；晴光最大的不同是軟體附帶的

音庫，可用客製化的方式來調整，例如付費加裝日文語

音、德文語音或其它國家語音。晴光可連接的顯示器，

有超點、光點、盲用隨身助理等，如需連接其它指定的

顯示器，也適用於客製化解決。 

(5) Jaws for Windows 系統是 1995 年美國 Freedom Scientific

公司，開發的螢幕閱讀軟體，早在微軟的 Windows3.1

版本，就可提供語音的輔助，使視障者操作電腦，於

2007 年起與香港看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出

JAWS8.0 中文版，至今也是國外最流行的螢幕閱讀軟體，

其主要特色是支援全世界 90%以上的點字觸摸顯示器，

十種多國語言，對微軟的 Windows 作業系統有良好的

相容性。 

2. 報讀軟體的主要功能為報讀電腦中文字（包含中、英文、數

字、符號及點字碼等），不包含圖片。依據各軟體的強項及

功能而有差異，例如有的軟體報讀各類網站都沒有問題、有

的軟體可報讀特定的應用程式、或有的軟體使用的方式較為

簡單。 

 

(三) 注意事項： 

1. 試用之前，宜先試用免費軟體 NVDA（自由軟體），可自行

下載使用（關鍵字為 NVDA）。其操作方式及更新狀況簡易，

語音模式清晰易懂，建議先試用，如功能不足時再行購置。

因其開放原始碼之特性，任何人皆可修改加入程式碼，因此

必須注意僅由官網下載，勿隨意使用來路不明的版本。 

2. 購買須注意作業系統的版本（例如 Win XP、7、8 或 10 等），

不同的版本適用報讀軟體會有差異，必須留意。 

3. 報讀軟體是否要配搭點字觸摸顯示器、輸入法是否使用點字

輸入法（而非一般的嘸蝦米、倉頡等）、還是單純使用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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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是購置前需考量的重點。 

4. 電腦配備的等級會影響報讀軟體的速度，需注意最低配備需

求。 

5. 與他人（如家人）共用電腦時，須注意明眼人與視障者的操

作模式略有不同，宜使用個人帳號登入或使用快速鍵 （如

ALT+CTRL+G） 啟動盲用系統方式，避免開機直接啟動而

影響他人；且建議桌面圖示盡量不要調整位置順序，因視障

者的使用為上下左右移動報讀，若移動順序有可能不容易找

到應用程式或檔案。 

 

(四) 清潔維護：報讀軟體多使用軟體保護鎖，宜小心保管。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Q：如何選擇要使用哪一種報讀軟體？ 

A：建議先以免費軟體優先試用，當不敷使用時再行購置。

搭配使用會與作業系統和常用應用軟體有關，建議經由

轉介資源就教重建教師（盲用電腦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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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項目：語音手機 （補助項次 63） 

 

圖 2-45 左圖為傳統型按鍵式語音手機、右圖為智慧型手機 

(一) 最高補助金額：4,000 元 

 

(二) 輔助功能：能夠將基本功能如來電顯示、文字訊息、各選單

訊息等以語音報讀之手機均稱為語音手機；視障者常用的語

音手機有傳統按鍵型及智慧型手機兩種（圖 2-45）。 

 

(三) 注意事項： 

1. 申請者如無上網需求，只需接聽電話、撥打電話者（尤其為

年長者），建議可先考慮傳統按鍵型手機，使用簡易、無須

花費太多時間學習指法。購置時須留意以下重點： 

(1) 數字按鍵的大小是否吻合手指按壓觸感。 

(2) 數字按鍵如果過平可能不好摸讀辨識（如有滑蓋、或開

闔蓋功能者） 

(3) 須留意舊式傳統按鍵型手機是否可適用 3G 以上系統。 

2. 申請者如有上網需求，建議使用智慧型手機，購置時須留意

以下重點： 

(1) 智慧型手機目前有三個系統，iOS、Android 和 Windows 

Phone。系統的友善度以 iOS 最佳，Android 使用至少需

4.3 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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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 Android 智慧型手機時勿選擇沒聽過的品牌，其設

定及操作方式可能會較少人可提供諮詢，極可能會因為

缺乏 Google 服務框架而無法正常使用。 

(3) 如須要大量在手機上進行輸入時，以 iPhone 的操作較

優。 

(4) 低視能使用者須考量對比度與螢幕尺寸，建議到門市親

自試用。 

(5) 購買資訊如能就教有經驗的使用者最好，因為使用經驗

對視障者的建議相當重要。 

(6) 剛入手者建議要有熟悉者協助設定。 

(7) 相關使用教學建議聯繫各地重建中心的電腦/手機教學

服務。 

3. 補助規定語音手機須提供國家通訊主管機關（NCC）認證審

驗合格之標籤號碼，標籤為一張銀色貼紙，尺寸約

1.2cmX0.5cm，數字前方的英文字為 CCAI。可在以下位置發

現： 

(1) 可開蓋換電池者，貼在手機電池插槽處。 

(2) 無法開蓋者，貼在手機背面。 

 

(四) 清潔維護：易汙損位置是螢幕及按鍵，清潔步驟是以乾布將

機身上的灰塵輕輕除去，螢幕則以軟布或眼鏡布沾清水或螢

幕清潔劑擦拭，定期清潔即可；勿使用含酒精溶劑，易造成

螢幕侵蝕、紙巾乾擦也容易刮花面板。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哪一個廠牌的語音手機比較好用？ 

Ａ：每個人使用手機的重點項目不同，有無上網或只需要單

純接聽電話的選擇都不盡相同，建議參酌有經驗的使用

者提供建議、或由評估人員轉介重建中心的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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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後再行確認。 

2. 輔具來源 

Ｑ：購買傳統按鍵型的語音手機要去哪裡買？ 

Ａ：視覺輔具公司。 

 

3. 輔具教育訓練 

Ｑ：智慧型手機想要安裝或啟動語音系統，該如何處理？ 

Ａ：初次使用時，包含手勢操作及語音設定等功能，建議可

向各地重建中心諮詢或申請免費的手機操作教學。 

 

4. 輔具補助規定相關諮詢 

Ｑ：如何請廠商提供語音手機的 NCC 認證標示？ 

Ａ：詳參上述第 3 點說明，拷貝該貼紙或抄錄其號碼即可。 

 

Ｑ：iPhone 是否屬於語音手機的一種？ 

Ａ：是。為避免行政人員不了解，敬請評估人員協助向縣市

政府內的承辦人員宣導。 

 

Ｑ：購買一般的手機安裝語音軟體，可以申請語音手機的補

助嗎？ 

Ａ：可以。只要安裝語音後，能達到補助規定的語音報讀功

能即可。 

 

Ｑ：智慧型手機算是語音手機嗎？一般通訊行發票沒有[語

音手機]四個字怎麼辦？ 

Ａ：請評估人員及輔具中心向縣市政府承辦人員說明及宣導，

智慧型手機符合語音手機範圍。 



 

 

78 

五、補助項目：語音血壓計 （補助項次 92） 

 

圖 2-46 語音血壓計 

(一) 最高補助金額：2,000 元（以共同生活戶為單位） 

 

(二) 輔助功能：報讀量測血壓的數據（圖 2-46） 

 

(三) 注意事項： 

1. 開始使用時，需經指導。 

2. 使用後電力一旦下降、量測數據會不準確，須注意電池續航

力。 

3. 隔一段時間需送回原廠或代理商校正。 

4. 血壓計的螢幕多為黑白 LED 螢幕，即使有些顯示文字強調

大字體，但其對比仍會造成視覺辨識困擾，因此與其用看、

不如建議嘗試用聽。 

 

(四) 清潔維護： 

1. 以儲存盒攜帶或存放，避免使機身受到碰撞。 

2. 維持螢幕、腕帶的清潔，以沾水的濕布或柔和的清潔劑擦拭

表面髒污，再以軟質布料將其擦乾、勿直接以水沖洗。 

3. 長時間（如三個月）不使用將電池取出，電池槽清潔方式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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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放大鏡。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語音血壓計要如何使用？ 

Ａ：語音血壓計與一般血壓器的使用方式相同，唯一不同的

只有測量完畢後會有語音報出舒張壓、收縮壓及心跳等

數據。但設定時間、日期及語音模式是沒有語音輔助的、

須由廠商或明眼人協助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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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助項目：語音體溫計 （補助項次 136） 

 

圖 2-47 語音體溫計 

(一) 最高補助金額：300 元（以共同生活戶為單位） 

 

(二) 輔助功能：報讀量測耳溫或額溫的數據（圖 2-47） 

 

(三) 注意事項： 

1. 開始使用時，需經說明。 

2. 使用後電力一旦下降、量測數據會不準確，須注意電池續航

力。 

3. 耳溫槍系列如有不同的使用者時、建議更換耳溫槍套。 

 

(四) 清潔維護： 

1. 以儲存盒攜帶或存放，避免使機身受到碰撞。 

2. 維持機身的清潔，以沾水的濕布或柔和的清潔劑擦拭表面髒

污，再以軟質布料將其擦乾、勿直接以水沖洗。 

3. 長時間（如三個月）不使用將電池取出，電池槽清潔方式參

考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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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助項目：語音體重計 （補助項次 137） 

 

圖 2-48 語音體重計 

(一) 最高補助金額：1,000 元（以共同生活戶為單位） 

 

(二) 輔助功能：報讀量測體重的數據（圖 2-48） 

 

(三) 注意事項： 

1. 電力一旦下降時、量測數據就會不準確。 

2. 如長時間不使用時，宜將電池取出、避免發生漏液。 

3. 放置的地板必須維持平穩，如地板有凹陷或不平（常發生在

木質地板或磁磚的連接縫中），容易發生量測失準情形。 

4. 避免放置在浴室、因濕氣過重易損害電路設備。 

 

(四) 清潔維護： 

1. 與地板接觸之底座、底盤易積灰塵或髮屑，需定期清潔。 

2. 與腳掌接觸之踏板容易有皮屑、髒污，需定期擦拭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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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觸覺輔助型輔具 

許多人以為觸覺為主的使用對象就是全盲無光覺，但其實視

障者的遠距離視覺多半不好、許多低視能者除了視力低下外、視

野缺損也可能會造成視覺使用效能不彰，而需要借助觸覺輔助。

此類輔具包含有五個項次如視障用白手杖（補助項次 42）、視障

用點字手錶（補助項次 45）、點字版（補助項次 51）、點字機（打

字機）（補助項次 52）、及點字觸摸顯示器（補助項次 53、54）A、

B 款等五種，逐項介紹如下。 

 

一、補助項目：視障用白手杖 （補助項次 42） 

 

圖 2-49 視障者使用白手杖情境 

(一) 最高補助金額：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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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助功能： 

1. 在國際上、白手杖共通特色是白色、具反光及低亮度的特性；

常見的白手杖區分為直杖式（圖 2-50）、摺疊式（圖 2-51）、

矯正杖及支撐式（圖 2-52）等手杖。 

 

圖 2-50：直杖式白手杖 

 

圖 2-51 摺疊式白手杖 

 

圖 2-52 支撐式白手杖 

2. 白手杖除了杖身為主要幹體外，杖頭（尖）是相當重要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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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為視障者是依賴杖頭敲擊或滾動地面的回應來判斷地

面狀況，也因此其傳導品質非常重要。杖頭因應不同的地面

或個案需求有菇形眼孔式、鉛筆形眼孔式、蘑菇形眼孔式、

滾形眼孔式、巨滾形眼孔式、車輪式、夜行及金屬滾輪（圖

2-53）等型式。 

  

圖 2-53 左圖為各式杖頭、右圖為兩種不同杖頭的示意 

(三) 注意事項： 

1. 手杖的長度：手杖是手的延伸工具，依據不同的身高會需要

不同的長度，一般來說手杖長度大約是使用者的心窩高度。

相關專業建議由定向老師提供。 

2. 指導者：定向行動老師。 

3. 定向行動訓練：使用手杖最好透過訓練，才能達到安全使用

的效果（圖 2-49）。 

4. 定向行動訓練資源：洽各直轄市、縣（市）視障重建中心、

社會處/局。 

5. 使用白手杖的評估與建議（包括手杖種類的使用）應由專業

定向行動老師提供，無證照之其他人員不宜提供意見。 

6. 手杖的免費領取資源：國內目前有愛盲基金會、新北市輔具

中心、及雙連基金會免費提供視障者白手杖使用，有需要者

可持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向上述單位領取，不一定需要使

用補助資源。 

(四) 清潔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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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握柄（圖 2-54）易留有汗漬、油脂或雨水、灰塵；而杖身（圖

2-55）在持杖行走中難免摩擦、碰撞物體，造成反光材質剝

落、或產生摩擦刮痕；杖頭（圖 2-56）本身為耗材，隨著使

用日久會有磨損，行進間亦有沾裹到污物的可能。 

 

圖 2-54 握柄 

  

圖 2-55 杖身    圖 2-56 杖頭 

2. 每日最終使用後或需收納至提袋時，可依喜好使用乾/濕布

做局部重點擦拭（如：握柄、杖頭）；如不小心沾裹到污物，

可直接以清水沖洗或用乾/濕布擦拭。 

 

(五) Ｑ&Ａ： 



 

 

86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手杖有使用期限嗎？ 

Ａ：手杖是視障、低視能朋友身體觸覺的延伸，輔助行走的

基本工具，除了使用正確的方式持杖之外，手杖本身的

傳導性是否良好也相當重要。因此手杖並無所謂的使用

期限，若手杖因故造成變形時就必須立即更換，以維護

行的安全。 

 

Ｑ：幼兒手杖合適的長度與重量？ 

Ａ：不管幼兒或成人、手杖的長度都與個人的身高有關，一

般來說手杖的高度直立時約略在使用者心窩處，才能達

到延伸身體觸覺的功能。幼兒還牽涉手部功能與持杖的

力量，建議由定向行動老師建議。 

 

Ｑ：手杖和拐杖有何差異？ 

Ａ：視障者使用的手杖主要功能為觸覺延伸、地面探測，無

法支撐身體的重量；拐杖主要功能為支撐身體、輔助行

走。其作用區完全不同。 

 

Ｑ：家人除了眼睛不好、還因中風行動不便，有適合使用的

手杖嗎？ 

Ａ：有一種支持杖是結合白手杖的警示作用、同時有拐杖的

支撐作用。通常以身體的支撐為主、不進行探測用。宜

由定向行動老師評估建議。 

 

Ｑ：是否有比三摺還要多的手杖？ 

Ａ：有。摺數可依個人需求選擇，通常摺數愈多，可收納得

愈短便於攜帶，但摺數愈多也會受到手杖震動回饋的影

響（較輕、彈力較大）而不容易判斷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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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所有的手杖頭都可自行更換嗎？ 

Ａ：並非所有杖頭都可由使用者自行更換。杖頭的嵌入方式

有崁入式及勾扣式兩種，崁入式杖頭是直接用膠水黏死、

使用者無法自行更換，須由專業的輔具廠商來更換；而

勾扣式杖頭就可以自行更換，但更換時須注意固定手杖

內的彈性拉繩，避免拉繩縮入杖內造成安裝上的困擾。 

 

2. 輔具來源 

Ｑ：手杖的滾輪（杖頭）該去哪裡購買？ 

Ａ：視覺輔具廠商均有販售。杖頭的使用考量與手部功能、

行動穩定度有關，須經定向行動老師評估後再選購，或

經定向老師評估後向愛盲基金會申請。 

 

Ｑ：免費申請的手杖與一般自購的手杖有很大的差別嗎？ 

Ａ：白手杖必須符合安全、穩定的設計，免費申請或自購的

手杖均須能維護使用者的安全，唯如有特殊需求（強調

材質輕、彈性良好、不同收納的摺數、手持握把觸感等）

者須依需求自購。 

 

Ｑ：白手杖的價格？ 

Ａ：簡易的從 250 元左右起至材質功能不同，價格可上千元

不等。 

 

3. 輔具教育訓練 

Ｑ：使用白手杖有特殊技巧嗎？ 

Ａ：使用白手杖必須學習定向和行走的技巧，手杖遇到不同

的地形（如上樓、下樓、平面面行走、上下公車等）都

有不同的技巧，需經由定向行動老師指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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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項目：視障用點字手錶 （補助項次 45） 

 

圖 2-57 傳統的點字手錶圖    2-58 較為創新設計的點字手錶 

(一) 最高補助金額：3,000 元 

 

(二) 輔助功能： 

1. 點字錶的外觀與一般指針型手錶差異不大，唯一不同的是透

明錶蓋可以打開。 

2. 點字錶的錶面並沒有真正的點字，只是有凸點記號（圖 2-57，

如 12 點方向為 3 凸點、3 點鐘、6 點鐘及 9 點鐘方向為 2 凸

點，其他方位均為 1 凸點；或主要的四個方位為凸線、而其

他方位為凸點），方便觸摸與辨識。 

3. 點字錶僅有時針與分針，並無秒針。 

4. 利用凸點、記號等各種提示達到盲人可摸讀出正確時間者，

均屬點字錶範圍。 

 

(三) 注意事項： 

1. 使用前須確認是否可辨識凸點及時針與分針。 

2. 開始使用時，時針與分針很容易經手指腹觸摸而移動，導致

時間錯誤，需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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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傳統型的點字錶可能會以不同的觸凸點來取代時針和分

針的概念，需多測試才會知道是否得使用合宜（圖 2-58）。 

4. 注意防水功能及錶蓋內集結水氣問題。 

5. 有抗水（壓）裝置的手錶仍不宜浸水或游泳使用，不代表可

長時間浸泡無損害。 

6. 點字手錶與一般手錶的維護方式大同小異，因此相關的維修

或保養均可委請鐘錶行協助。 

 

(四) 清潔維護： 

1. 錶殼錶帶容易因為排汗、皮膚皮屑剝落、接觸性髒汙而累積

汙垢，造成不鏽鋼部分腐蝕或錶帶發臭；而錶面則因點字手

錶在經常性的觸摸下，容易累積細菌或髒汙。 

2. 清潔時以乾布清潔錶蓋及錶身、以清水沾拭錶蓋、錶殼、錶

面及錶身；不鏽鋼錶帶及錶殼部分，可使用軟毛牙刷輕刷去

除髒污。清潔錶面時小心時針與分針。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點字錶和錶帶有哪些種類可選擇？ 

Ａ：點字錶一般以男錶、女錶方式區分（除造型外也有尺寸

大小的差異）。依觸讀功能又分掀蓋凸點及點字顯示觸

讀兩種，掀蓋式分上下掀蓋或左右掀蓋；點字顯示觸讀

款產品尚未量產、但其他創新型的產品逐年增加。錶帶

部分有金屬伸縮錶帶、皮錶帶及一般金屬錶帶的選擇。 

 

2. 輔具來源 

Ｑ：市售點字錶有哪些產地及廠牌？價位又如何？ 

Ａ：點字錶大概有分為美製、日製、瑞士製及大陸製；價位

約在 1,500~7,000 元台幣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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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項目：點字板 （補助項次 51） 

  

圖 2-59 左圖 4 行點字板含木質底座、右圖為 9 行點字板 

(一) 最高補助金額：1,800 元 

 

(二) 輔助功能：點字板和點字筆（筆尖為筆、後端的鈍形器為橡

擦功能）為一組（圖 2-59），設有活頁功能可以讓使用者將

記錄用紙（可以是便條紙格式、或筆記本格式）放入，作為

紀錄用。 

 

(三) 注意事項： 

1. 製成材質比較不會影響使用的穩定度、但會影響耗損（如金

屬板或塑膠板）情形。 

2. 如無點字概念者應協助其連結重建單位提供點字訓練。 

3. 點字時為打凹點、摸讀時需翻過紙張才能摸到凸點；點字板

使用者必須熟悉點字，打字時要將點字顛倒才能打出正確的

點字。 

 

(四) 清潔維護：點字板因為有凹洞，所以久不使用或因攜帶關係

較容易有塵埃或污物附著，可沾水擦拭、務必擦乾後才能再

次使用。 

  



 

91 

四、補助項目：點字機（打字機） （補助項次 52） 

  

圖 2-60 左圖為柏金斯點字機、右圖為德製點字機 

(一) 最高補助金額：32,000 元 

 

(二) 輔助功能： 

1. 提供使用點字使用者記錄之用（即筆的功能）（圖 2-60）。 

2. 使用於作業記錄、標示記錄、電話聯絡簿記錄，輔具公司販

售不同的紙張（如點字紙、膠膜等）可供不同功能使用。 

 

圖 2-61 點字機操作示意圖 

(三) 注意事項： 

1. 使用前須經指導訓練。 

2. 使用者如對點字不熟悉，可轉介重建單位接受訓練（圖

2-61）。 

3. 打點字時會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將點打入紙張），因此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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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時須考量使用者的施力狀況（點字機的重量會隨著穩定度

而略有不同）。 

4. 點字機打字時會發出重擊聲、使用環境需留意。 

5. 需絕對防水、維修不易。 

 

(四) 清潔維護： 

1. 不用時應披覆保護套/布防塵埃異物。 

2. 平時宜定期以乾軟布將塵埃去除、因打字鍵常與手指接觸，

易沾油污，建議以濕布擦拭；紙張投送處偶有紙屑，宜清除。 

3. 使用有問題應與廠商聯繫送修或保養，不宜自行拆機。 

4. 補充說明：柏金斯點字機是目前台灣最普遍使用的點字打字

機，由於它金屬外殼及機械結構的設計，使得它非常堅固及

耐操；不過也因此它需要時常上油保養、清潔及調整，以下

為專業維修人員在服務過程中列出柏金斯點字機經常發生

的問題： 

(1) 異物入侵，造成卡鍵：維修柏金斯點字機時，常在點字

機內部發現像髮夾、硬幣、玩具、膠膜及昆蟲等物體，

造成點字機無法正常運作；通常將異物取出及清潔保養

後，點字機就恢復正常。 

(2) 久未使用，按鍵失效：學校經寒暑假後，很容易就報修

點字機，經檢修後發現許多都是因為久未使用而導致按

鍵失效的問題，如倒退鍵、換行鍵及警示鈴等，因此平

常點字機不使用時（或放置一個禮拜），建議應定期取

出活動一下按鍵；如有工具及機械概念的話，不妨可拆

下外殼在其按鍵關節及彈簧處上加點針車油，防止按鍵

失效的問題再次發生。 

(3) 嚴重摔傷，導致按鍵及旋鈕破裂：在搬動點字機時，不

小心將點字機摔壞，按鍵及旋鈕破裂最好送回廠處理。 

(4) 元件鬆脫，造成操作異常：柏金斯點字機是由許多機械

元件組成，其中如螺絲、卡榫、彈簧及齒輪等為關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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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可能因摔落、操作方式、元件老舊、使用頻率及

不明原因等因素，造成上述元件脫落及崩裂，將導致機

器無法正常運作；此時脫落的元件通常會掉在機器的底

部，所以當機器發生故障時，不妨搖動一下機器、並檢

查機器底部，如發現像彈簧或螺絲等元件，可比對其他

正常的點字機，再將脫落的元件裝回原處，有機會將故

障排除。 

(5) 惡劣的使用環境：不良環境中對點字機最常造成的故障

問題就是「灰塵」，數量多的灰塵會阻塞各元件結合的

密度，導致運作不流暢，再加上暴力強制使用必定會對

元件產生傷害，所以當長時間不使用時，建議將機器確

實用防塵套蓋起收納，會減少此類的損害。 

(6) 不當之操作：使用者操作點字機時，如鍵入速度過快、

簧片尚未定位又立即加速鍵入下一字元，易造成卡鍵、

軸承變形、簧片斷裂、擋紙器崩牙等狀況，所以建立正

確的使用觀念，是可以預防點字機發生故障，延長其使

用壽命。 

 

(五)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點字機的紙張是專用紙嗎？可否使用一般的影印紙。 

Ａ：點字機有固定的寬度、符合寬度規範者均可使用。但使

用較薄（磅數較低）的紙張必須留意點字打壓紙張後可

能會發生破裂、或摸讀時效短（容易撫平）的問題，可

購置點字專用紙張使用。 

 

2. 輔具補助規定相關諮詢 

Ｑ：購買點字機需要先學會點字嗎？ 

Ａ：不需要，但須事前經過評估、或確認是否有學習管道，

必要時提供轉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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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助項目：點字觸摸顯示器 （補助項次 53、54） 

 

圖 2-62 A 款點字觸摸顯示器，機身體積較大及重量較重 

 

圖 2-63 B 款點字觸摸顯示器，機身輕適合外出 

(一) 最高補助金額：A 款 50,000 元（圖 2-62）、B 款 70,000 元（圖

2-63）（參考 190 頁 A、B 款規格） 

 

(二) 輔助功能：連接電腦、以點字顯現電腦資訊（為全盲者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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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種電腦螢幕）。 

 

(三) 注意事項： 

1. 電腦點字與一般點字略有不同，因此會協助民眾確認 1.是否

具備點字摸讀能力 2.如不熟悉點字，是否有就近資源可協助

教學 3.案主使用點字觸摸顯示器（以下均簡稱點顯器）的用

途 

2. 購買點顯器，請留意其軟體的支援性；如果使用不適用的軟

體可能會需要複雜的設定，影響操作便利。 

3. 點顯器在家使用時可建議購置一般性的機器，特點是體積較

大、重量較重，這就是 A 款規格；如有外出需求，會講究

質輕、攜帶方便，也就是低於 2 公斤的 B 款格式；當然，

價格也就貴很多。 

4. 每一種點顯器的跳點多少會有聲音，須注意自己對跳點噪音

的忍耐度。 

5. 案主想學所謂的盲用電腦但是卻不會點字時，可建議案主從

螢幕報讀軟體的輔助開始，再視需求學習點字摸讀使用點字

觸摸顯示器。 

6. 一般來說，除了點字書籍（畫面看起來是亂碼）外，純文字

檔、WORD 檔、PDF 等可呈現文字的電腦檔案均可透過點

字摸讀出，也可經由語音報讀；目前圖片等影像會受限。 

 

(四) 清潔維護： 

1. 機身表面、開關、按鍵及旋扭等與手經常碰觸，久了易有油

脂及指紋；點字方（含凸點）有小縫易塞灰塵與手垢、油脂

（圖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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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4 點字方細縫易藏污納垢 

2. 雙手不乾淨最好先清潔再使用，否則長時間易會累積髒汙，

卡在顯示器上；摸讀時發現有漏點，勿自行使用尖銳物品試

圖挖出髒汙，容易導致損壞點顯器；易流手汗者，可在顯示

器上鋪一張薄布，避免汗水滲透。清潔時、使用跳點程式讓

凸點全面性突出跳躍並盡量使凸點保持在突起位置，關閉電

源後用衛生紙或紙巾先把點顯器的表面擦拭過（圖 2-65），

清潔表面的灰塵與附著物，再以刷子將點字方的灰塵及碎屑

刷去，也可利用乾燥的菜瓜布輕擦點字方，如為頑固的污漬

可使用舊牙刷輕刷（圖 2-66）。另外點顯器收納包也要記得

清潔，經常有布棉的碎屑、毛髮等髒污也可能會由此而來。 

  

圖 2-65 左圖盡量使得凸點保持在突起位置、右圖使用衛生紙或濕紙巾擦拭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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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6 利用菜瓜布或牙刷輕刷點字方 

 

(五) Ｑ&Ａ： 

1. 輔具教育訓練 

Ｑ：在輔具中心可以申請點顯器的教學嗎？或應由評估人員

負責？ 

Ａ：輔具中心可協助轉介各直轄市、縣（市）視障重建中心，

由具備專業的電腦老師提供訓練。 

 

2. 輔具補助規定相關諮詢 

Ｑ：同時申請點顯器和驅動用的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是算

作一項補助或兩項？ 

Ａ：同時申請時、視為一項；不同時間分開申請視為二項。 

 

Ｑ：摸讀點字能力不佳可以申請點顯器嗎？ 

Ａ：如有確切需求仍可申請；唯摸讀點字不佳時建議接受點

字訓練或強化，重建中心備有點字觸摸顯示器可提供訓

練或練習，加強過程中將更可清楚自己的需求；當摸讀

能力更好時會更有信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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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其他類輔助型輔具 

其他類型的輔助共有居家無障礙設施-反光貼條或消光處理

（補助項次 131）、義眼（補助項次 164）、和混和義眼-人造眼窩

（補助項次 170）等三種。一般來說，反光貼條或消光處理比較

少施作，居家的無障礙設施除了需與案主密切討論外，也需慎重

參考重建教學中生活自理老師的協助與建議；另外由於義眼與混

和義眼需由眼科醫師施作，輔具中心專業人員對此會較為陌生。

逐項介紹如下。 

 

 

一、補助項目：居家無障礙設施-反光貼條或消光處理

（單處）（補助項次 130） 

 

圖 2-67 各式反光及止滑貼條 

(一) 最高補助金額：3,000 元（說明：本項次經費指的是包含所

有居家改裝費用的最高限制、非單指反光貼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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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助功能：無特定規格、但貼在地面上時須符合止滑功能。

貼條有強調反光者、亦有止滑作用（無反光材質），或以施

工方式進行原地磚防滑處理。 

 

(三) 注意事項： 

1. 自行購置之反光貼條或止滑貼條（圖 2-67）可於文具店、家

居商品店或材料行購得。 

2. 在路面起伏、高低落差、特定牆面空間等須注意處均可以貼

條方式達到警示及提醒作用。 

 

(四) 清潔維護：具止滑功能之貼條容易沾附髮屑，比照地板路面、

維持清潔即可。 

 

(五) Ｑ&Ａ： 

1. 輔具來源 

Ｑ：何處可購得相關的工具？ 

Ａ：文具店、家居商品店或材料行。 

 

2. 輔具補助規定相關諮詢 

Ｑ：可以貼在學校、辦公室等公共空間嗎？ 

Ａ：公共空間的反光、止滑及消光處理建議以無障礙環境處

理模式請特定單位施作。 

 

Ｑ：可以施工在社區環境嗎（如大門外的樓梯間）？ 

Ａ：因居住環境需要可在大門外、個案須經常出入的空間施

作，注意取得共同居住戶或社區管理委員會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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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項目：義眼 （補助項次 164） 

 

圖 2-68 義眼 

1. 最高補助金額：單眼 10,000 元 

 

(一) 補助功能： 

2. 避免眼球與眼皮之間的磨擦，減少生分泌物產生；或避免睫

毛倒插，減少因異物刺激引起的流淚，紓緩病患不適。 

3. 修復外觀、維持雙眼美觀。 

 

(二) 注意事項： 

1. 須經醫師診斷。 

2. 義眼（圖 2-68）與義眼片均在補助範圍內，義眼指的是類似

眼球立體物、而義眼片主要裝置在眼球未摘除者（如眼球萎

縮）的原眼睛上。 

 

(三) 清潔維護：如無分泌物產生，義眼可長久配戴；只需每 1-2

週取出用清水清洗即可。 

 

(四) Ｑ&Ａ： 

1. 輔具使用問題（含功能及種類） 

Ｑ：睡覺時義眼需取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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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無須取出。 

 

2. 輔具來源 

Ｑ：可在何處裝置義眼輔具？ 

Ａ：義眼裝置有些涉及摘除眼球等醫療行為，眼科醫師會給

予較詳盡的說明與解釋，使用者除可自行蒐尋有關義眼

的輔具公司外、亦可諮詢醫師相關資源與注意事項。 

 

 

三、補助項目：混和義臉-人造眼窩 （補助項次 170） 

 

圖 2-69 人造眼窩 

(一) 最高補助金額：20,000 元（單側） 

 

(二) 輔助功能：以替代物修復眼窩缺損、增加外觀美觀，保護原

有眼部組織構造（圖 2-69）。 

 

(三) 注意事項：須經醫師診斷。 

 

(四) 清潔維護：用清水清潔、不可用酒精或消毒水；與組織接觸

部分使用生理食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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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列入補助之常用輔具 

在第二節介紹的未列入補助之常用輔具中，包含有閱讀規

（視覺類、觸覺類）、自動閱讀機/掃描器（有聲類）、語音標籤

筆（有聲類）、電腦相關輔具（放大滑鼠、對比度強化、放大游

標等視覺類及有聲類）、常用智慧型手機 app 應用工具（有聲類）

及電子行動輔具等六種。逐項介紹如下。 

一、閱讀規（視覺類、觸覺類） 

輔助功能及使用說明： 

(一) 閱讀或書寫/簽名用輔助工具（圖 2-70）。利用大範圍遮蔽原

理擋住其他圖文干擾，並運用純黑色霧面材質強化對比的方

式來凸顯想閱讀的文字。 

(二) 以下使用者適用閱讀規：1. 容易被多行文字干擾而影響閱

讀效率的人；2.閱讀時已出現跳行、漏字的人；3.需要輕微

加強閱讀目標物對比的人；4.患有眼球震顫、白內障、夜盲

症、青光眼、中風、視神經受損…等疾病，在閱讀上已出現

上述 1～3 項困難的人。 

(三) 閱讀規可在視覺輔具公司處購得，有較多尺寸可選擇，屬於

生活/閱讀用品類；亦可向愛盲基金會申請取得。 

(四) 閱讀規容易自行製作，注意選擇不反光材質或紙張即可。 

  

圖 2-70 左圖為寫字使用、右圖為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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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動閱讀機/掃描器（有聲類） 

輔助功能及使用說明： 

 

(一) 文字、表單及書籍可透過自動掃描朗讀（需搭配電腦）（圖

2-71）；依文本類別辨識及朗讀中、英文及日語（可代換為

其他語系）。 

 

(二) 朗讀正確性，因自動閱讀機搭配的光學掃描軟體功能不同、

所以表格內容會有不同比例的辨識正確性，如果內容中的文

字、特殊標號（各國語文、注音符號）、或圖片等參雑，會

嚴重影響辨識度；圖片則是無法辨識。直行與直行等多元排

版時，也容易降低正確性。 

 

(三) 一般來說、單一排版的文書，如同頁中全數為直行或橫式編

排（類似公文體、小說及散文類）；純粹文字類別的書籍辨

識度最高。 

 

  

圖 2-71 各種自動閱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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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音標籤筆（有聲類） 

輔助功能及使用說明： 

 

(一) 使用標籤來辨識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在需要辨識的物品（如

CD 收納、蔬果、食品、飲料、鋁箔罐及冷凍物品、藥物，

甚至衣物）貼上標籤，錄音記錄，之後以標籤筆探測標籤即

可讀出資訊（圖 2-72）。也可當作個人資料管理、記錄日記

及辨識重要文件。免除無法使用點字的困擾。 

 

(二) 其他因不會使用點字、但須做分類整理時，以下方式將適用

於分類輔助：1.使用語音標籤筆替代點字。2.使用凸點黏貼

用標籤。3.利用文件夾、塑膠盒、或紙盒。4.可連繫重建資

源，生活自理服務可協助教學。 

 

    

圖 2-72 語音標籤筆、語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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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腦相關輔具 

輔助功能及使用說明：利用電腦內建或既有免費下載的輔助

工具協助以視覺為導向的尺寸放大和對比強化。 

 

(一) 高對比調整：啟動高對比模式（Shift+Alt+Print Screen 按鍵）

選擇合適的高對比顏色模組。 

 

(二) 字體及圖示等放大：利用「顯示器解析度」調整、「螢幕及

其他項目大小」調整、「設定 DPI 設定」等一致性調整放大。 

 

(三) 滑鼠及游標放大：調整滑鼠內容的指標可將游標變更為較容

易辨識。 

 

(四) 微軟應用軟體畫面放大：使用 Ctrl+滑鼠滾輪可任意縮放。 

 

(五) 網路瀏覽器提升閱讀效能：利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安

裝Clearly, 及High Contrast等程式即可以高對比、字體放大、

自動過濾廣告等圖片的方式瀏覽網頁。 

 

(六) NVDA：NVDA（Non-Visual Desktop Access）非視覺桌面存

取系統為澳洲 NV access 非營利組織開發，有鑑於現有的螢

幕閱讀軟體的價格較高，開發者 Michael Curran 一位全盲的

視障者於 2006 年開始，以開放原始碼的方式開發 NVDA，

由於開放原始碼，迅速地搏得使用者青睞，已翻譯成 48 種

國家的語言，且免費提供使用。其特色為支援多國語言與多

種規格的點字顯示器。 

此軟體適用對象為會使用標準鍵盤輸入文字的視障者，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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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不支援台灣全盲者常用的點字輸入模式，不過對於電腦

作業系統與整體操作上較有彈性。需注意的是雖然本身

NVDA 有自己的文字轉語音引擎，但聲音過於機械化，建議

在安裝軟體時一併安裝可支援中文發音的文字轉語音引擎

搭配使用。 

 

(七) 視窗導盲鼠系統 /視窗蝙蝠語音導覽系統：此輔具軟體列於

補助項目內，詳參第 65 頁第貳點第三個補助項目（視障用

螢幕報讀軟體）。 

 

(八) JAWS：此輔具軟體列於補助項目內，詳參第 65 頁第貳點第

三個補助項目（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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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用智慧型手機 app 應用工具（有聲類） 

輔助功能及使用說明： 

(一) TalkBack：TalkBack 這是內建於搭載 Android 作業系統裝置

的螢幕閱讀軟體，可在操作裝置時提供震動、聲音與語音回

饋，使視障者瞭解裝置目前的狀態。例如，當使用者在螢幕

上觸碰了一個圖示時，TalkBack 會用語音說出該圖示的名稱，

並用震動與音效表示以處碰到一個可點選的圖示。若需要執

行手指觸碰的圖示功能時，則只要在螢幕任一位置連點兩下

即可。 

另外若使用者不清楚目前畫面的配置，TalkBack 也提供手勢

讓使用者可在不瞭解畫面配置的情況下瀏覽畫面上的項目。

如有需要開啟 TalkBack，請依照以下步驟操作： 

1. 進入「設定」 

2. 進入「協助工具」或「無障礙功能」 

3. 進入「TalkBack」 

4. 將 TalkBack 開啟。 

5. 在出現的對話方塊點選「確定」。 

 

 Ｑ&Ａ： 

Ｑ：Android 系統要能夠讓視障者容易使用，最低與建議的

系統版本為何？ 

Ａ：最低需要 Android 4.3 版（才同時具備有語音及放大手

勢功能）；建議使用的系統版本應與時俱進。 

 

Ｑ：為什麼開啟 TalkBack 後不會說話？ 

Ａ：（1）TalkBack 需要搭配可支援中文語言朗讀的文字轉語

音引擎（TTS）方可正常使用。（2）留意媒體音量是否

調到最小聲，試著將音量調大看看會不會發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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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為什麼開啟 TalkBack 後，操作的感覺就怪怪的，好像

壞掉一樣？ 

Ａ：因為 TalkBack 會在運作時改變裝置操作時的手勢。簡

易操作如下： 

（1） 若需要點選某一項目，請先點選該項目一次，然

後在快速點兩下該項目（不是連續點三下） 

（2） 若需要滑動或捲動畫面，請使用兩隻手指在螢幕

上拖曳。 

（3） 若需拉下通知欄，請用兩隻手指由螢幕上方快速

往下滑動。 

 

Ｑ：推薦給視障者使用的 Android 手機（或平板電腦）參考

何種建議為佳？ 

Ａ：建議諮詢周圍使用者或提供教學的機構進行選購裝置的

評估參考。 

 

(二) Voice Over：這是內建於搭載 IOS 作業系統裝置的螢幕閱讀

軟體，可在操作裝置時提供聲音與語音回饋，使視障者瞭解

裝置目前的狀態。例如，當使用者在螢幕上觸碰了一個圖示

時，Voice Over 會用語音說出該圖示的名稱，並用音效表示

以處碰到該圖示。若需要執行手指觸碰的圖示功能時，則只

要在螢幕任一位置連點兩下即可。 

另外若使用者不清楚目前畫面的配置，Voice Over 也提供手

勢讓使用者可在不瞭解畫面配置的情況下瀏覽畫面上的項

目。 

如有需要開啟 Voice Over，請依照以下步驟操作： 

1. 進入「設定」 

2. 進入「一般」 

3. 進入「輔助使用」 

4. 將 Voice Over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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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為首次開啟，在出現的對話方塊觸碰「好」，然後在連點

兩下。 

 

 Ｑ&Ａ： 

Ｑ：為什麼開啟 Voice Over 後不會說話？ 

Ａ：請留意音量是否調到最小聲，試著觸碰螢幕後然後將音

量調大後觀察是否發出聲音。 

 

Ｑ：該怎麼接聽與掛電話？ 

Ａ：當有來電時，先用一隻手指觸碰螢幕中央位置，在使用

兩隻手指在螢幕任何位置連點兩下；掛斷電話的方法與

接聽電話相同。 

 

Ｑ：為什麼開啟 Voice Over 後，操作的感覺就怪怪的，好像

壞掉一樣？ 

Ａ：因為 Voice Over 會在運作時改變裝置操作時的手勢。簡

易操作如下： 

（1） 若需要點選某一項目，請先點選該項目一次，然

後再快速點兩下該項目（不是連續點三下）。 

（2） 若需要滑動或捲動畫面，請使用三隻手指快速滑

過螢幕。 

（3） 若需開啟控制或通知中心，請先點選螢幕最上面

的「狀態列」，接著用三隻手指由螢幕快速往下或往上

滑動。 

 

Ｑ：通話時只要一把手機拿開耳朵就會擴音，請問有方法可

解決自動擴音的問題嗎？ 

Ａ：此為 Voice Over 本身的設計，無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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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電子行動輔具 

輔具功能及使用說明：視障者除了使用白手杖或導盲犬之外，

還可增加相關的電子配備、利用聽覺或觸覺回饋以輔助偵測環

境。 

(一) Sound Beacon：特別適合戶外活動及旅行中使用，為兩件一

組的設計。使用時將鑰匙環狀的發聲器裝在必要物件上，使

用主機搜尋（無線），可快速從發聲器的回饋中找到定位，

偵測距離達 20 公尺。 

(二) Miniguide、Miniguide US：利用超音波偵測環境以聲音或振

動方式回饋的電子儀器。 

(三) Mowat 聲波探測器：利用聲波偵測環境物體，使用者可以高

頻振動的回饋來了解物體的距離。 

(四) The BAT K-Sonar：類似一個小手電筒的裝置安裝在手杖上，

以聲納的方式讓使用者了解環境障礙、物體偵測及距離探

測。 

(五) 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從基本常用的 Google map 路線導覽、

周圍環境偵測等等，其他還有多種衛星定位應用程式，依據

操作複雜度不同，均能提供環境偵測的功能。 

 

視障者的輔具現在已開始走向多元功能的結合，例如智慧型

手機，只要語音回饋完整，對許多人來說就等於具備了簡易型擴

視機、簡易型望遠鏡、聽書機等三種輔具；而聽書機已結合攜帶

型擴視機、又或是擴視機結合光學掃描辨識系統（OCR）和語音

報讀系統。目前的補助規範是民眾可選擇單一項目申請補助，而

未來當視障輔具的發展愈趨多功能時，合併三項補助項目來支持

購買單項輔具，應有助於使用者取得更加實用的輔具，這將是未

來輔具發展和輔具補助政策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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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視覺輔具評估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組織改造前為「內政部社會司」）

因應 101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新制施行，在「身心障

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研修會議中規範了視覺輔具補助申請

時的各個評估細項，其中依照評估人員的專業分工，由甲類、丁

類、戊類等三類輔具評估人員、或眼科醫師出具診斷證明（2012，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在表

3-1 中可以相當清楚地了解各項輔具是否需要評估、或由哪一類

專業人員評估，須出具哪一份表格。 

 

任職於輔具服務單位的評估人員需要對點字機（打字機）、

點字觸摸顯示器、可攜式擴視機、桌上型擴視機、視障用螢幕報

讀軟體、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語音手機、居家無障礙設施（含

門、扶手、固定式斜坡道、可攜式斜坡板、水龍頭、防滑措施…

等等共計 21 個項目）等輔具有一定的熟悉程度，才能結合視覺

功能協助案主找到合適的輔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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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視覺障礙者申請輔具補助之評估規定簡表 

基準表 

之編號 
項目名稱 

不須

評估 

僅須

醫師

診斷 

須經評估 
評估報告書 

編號 
輔具服

務單位 
或 

醫療

院所 

42 視障用白手杖 ✔      

43-44 收錄音機或隨身聽 ✔      

45 視障用點字手錶 ✔      

46 視障用語音報時器 ✔      

47 特製眼鏡  
眼科醫師診斷證明書 

或 

輔具服務單位評估 

（7）、附件三 

48 包覆式濾光眼鏡  （7）、附件一 

49 手持望遠鏡  （7）、附件一 

50 放大鏡  （7）、附件一 

51 點字板 ✔      

52 點字機（打字機）   ✔   （7） 

53-54 點字觸摸顯示器   ✔   （7）、附件二 

55-56 可攜式擴視機   ✔   （7）、附件一 

57-58 桌上型擴視機   ✔   （7）、附件一 

59-61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   （7） 

62 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   ✔   （7）、附件一 

63 語音手機   ✔   （7） 

113-133 

居家無障礙設施 

（含門、扶手、固定式斜

坡道、可攜式斜坡板、水

龍頭、防滑措施…等等共

計 21個項目） 

  ✔   （19） 

164 義眼  ✔     

170 混和義臉-人造眼窩  ✔     

（表格摘自「2012 輔具資訊手冊－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資源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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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輔具評估的基本、首重個案需求與功能性視覺的確認，

一般來說具備評估資格的專業人員應該已有正確的概念、而普遍

的操作差異會存在於評估人員的專業度、和對個案觀察的細緻度。

進行輔具評估時，經驗不足的評估人員在進行評估時、比較無法

連結功能性視覺和輔具使用契機，也就很難貼合案主的生活需求、

並進行輔具媒合。 

 

有一個容易進行檢核的方式，那就是看一份評估報告時，可

否從報告中去還原一個個案的生活需求和視覺功能，如果可以從

報告中看到這兩個重點，就成功了一半。另一個重要的檢核方式

是，當個案要使用某一種輔具時，他的功能視覺表現是否能支持

他成功使用該項輔具！如果有確切需求、卻無使用技巧，是否評

估人員已為個案進行轉介、或予以訓練指導。輔具評估並不只是

幫個案的評估申請畫押、而是要幫助個案找到最適用的輔具，並

且促成他操作輔具時的成功經驗。 

 

為了使視覺輔具評估的基礎是建立在功能性視覺的應用與

效能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 101 年制定了標準化的「輔

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的內容架構包含基本資料、

使用評估、規格配置建議、總結、檢核與追蹤紀錄等共五大面向，

由輔具服務專業人員精確評估身心障礙者之輔具配置及後續檢

核追蹤，可於「輔具資源入口網」中下載。而視覺及相關輔具評

估報告的設計，是由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製表、經多功能輔具資

源整合推廣中心彙整各輔具服務專業單位之意見後修訂完成。 

 

格式編號為第七式的視障及相關輔具評估報告書（詳見附件

3-1），是輔具評估報告的主文件，敘明個案基本資料及評估結論，

尤其第四點補助建議可快速確認建議補助的輔具項目；輔具評估

報告書的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表）則可助於評估人員和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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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了解視覺功能現況，以及適用的原因和輔具建議；附件二

（點字辨識能力評估表），評估點字觸摸顯示器的補助時用來記

錄個案的點字摸讀（或看讀）結果；附件三（驗光報告）則是個

案有特製眼鏡需求時評估後的驗光處方。 

 

撰寫報告時，可參考評估報告中第二頁的視覺能力與摸讀能

力表（詳如表 3-2 ），評估人員依據補助項目，可快速確認衛福

部規範中的必備條件與該出具的評估報告內容。例如案主申請點

字機（打字機）時，僅需完成第七式的輔具評估報告書即可，特

別需在規格配置建議處勾選說明需求。又如案主申請特製眼鏡時，

除了完成第七式的輔具評估報告書外，另需附上正式的附件三驗

光表。如果案主申請的輔具是放大鏡時，除了完成第七式的輔具

評估報告書外，另需附上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如果案主

要申請點字觸摸顯示器時，除了完成第七式的輔具評估報告書外，

還要協助確認符合 6 歲以上、具點字辨識能力、和擁有電腦基本

配備的三種必備條件，此外需附上附件二點字摸讀評估報告。有

關報告內容的撰寫與應用，在衛福部辦理的戊類輔具評估培訓課

程中將有專門科目會進行詳盡的教學與說明。 

 

表 3-2 視覺及相關輔具評估報告書之視覺能力與摸讀能力表 

補助項目 必備條件 評估報告/評估日期 

點字機（打字機） □本報告 □詳見本報告『規格配置建議』 

特製眼鏡 □本報告 
□附件三驗光表 

日期：   年   月   日 

包覆式濾光眼鏡 □本報告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手持望遠鏡 
□8 倍以上需試用 

□本報告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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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鏡 □本報告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點字觸摸顯示器 

□6 歲以上 

□具點字辨識能力 

□個人電腦基本配備 

□附件二點字摸讀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擴視機 □視力具備指數視力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6 歲以上 

□個人電腦基本配備 

□本報告 

□詳見本報告『規格配置建議』 

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 
□6 歲以上 

□個人電腦基本配備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語音手機 □本報告 □詳見本報告『規格配置建議』 

 

在本章中所介紹輔具媒合需要的評量工具，考量了國人的施

測直覺反應，多以數字、通用圖示為主，避開了以英文為基礎可

能會造成的認知差異，其他也有相當好用的評估方式，或許不在

此章中載明，但評估人員可自行搜羅更多適用的評估工具。一般

來說，評估報告內所載明的評估工具都是較常見的工具，也可能

因為個案的需求或評估環境有異而使用不同的工具，只要據實記

錄即可。 

 

至於評估中相當重要的屈光矯正（也就是附件三驗光表），

評估人員必須接受過視光訓練（如大專校院之視光科系）才能提

供服務，非屬於甲類、丁類或戊類評估人員的專業範圍，因此不

在本手冊中敘明。另外點字摸讀評估報告涉及評估時所使用的施

測本或點字範例，也有他本手冊的說明（如可參考愛盲基金會出

版的「國語點字測驗題本」），評估方式不再此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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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視覺輔具需求評估 

此一節所介紹的評估工具是以視覺功能和功能性視覺評估

常用的工具為主，對輔具中心或評估人員來說、準備容易，部分

工具也容易攜帶。少數醫療使用的器材，由於價格高、設備體積

大需特殊訓練才能使用，除了地方性輔具中心並無設置外，其結

果也須經過訓練才能解讀，因此將不會特意介紹。施測後的數據

逐項記載於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中（文中將以附件一評估

表簡稱），以下分成視覺功能檢查、和功能性視覺評估與輔具媒

合的提醒進行說明，最後將可參考兩份需求不同的報告一覽施測

結果。 

 

壹、 視覺功能檢查 

視覺功能檢查中，視覺敏銳度、視野範圍、對比敏感度、色

彩辨識度等是相當基本的評估，這幾項視覺功能的交錯影響經常

就是造成視力低下重要的因素。掌握這些重要的數據，就能提供

輔具媒合時必要的參考。逐項說明如下。 

 

一、視覺敏銳度 （視力清晰度） 

視力清晰度是測量視覺能力最基本的指標，例如評定視覺障

礙手冊的標準之一就是視力值（如雙眼視力低於 0.3 符合領取視

覺障礙手冊的標準），因此測量視力值是了解案主視覺情形最簡

單和最基本的工作。 

 

視覺敏銳度要施測的項目計有遠距離視力值、和近距離視力

值；如有屈光問題又需施測其裸視及矯正視力；需注意低視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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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中心固視能力、允許使用偏心注視施測，但需記錄。常用工

具介紹如下： 

 

(一) 遠距離視力值 

遠距離視力值的施測結果會記錄於附件一評估表評估項目

的第 4 點遠距離視力中，一般人熟知的視力測量方法為投影

式視力、萬國視力表。以下介紹投影式視力表、和低視能評

估中常用的幾個施測工具。 

1. 投影式視力表（圖 3-1），常見的視標有藍道爾 C 視標（5 公

尺）或史奈倫 E 視標（6 公尺），適用於 0.05 或 0.1 以上的

視力值量測，因對比度較低、且距離較遠或，比較不適用於

多數低視能者。 

 

圖 3-1：投影式視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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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SV-1000 低視能視力表（圖 3-2），燈箱呈現、視標為 E 字、

適用於 0.1 以下的視力值；由於可以縮短距離施測，對低視

能者來說測試的過程較沒有壓力。類似的視力表有

ESV-3000、ET-DRS。 

 

 

圖 3-2：CSV-1000 低視能視力表及施測情境 



 

119 

3. Feinbloom 遠距離視力表（圖 3-3），紙本呈現、視標為阿拉

伯數字、適用於 0.1 以下視力值；可縮短距離施測、也適用

於畏光、容易受眩光影響的視障者；施測過程中加燈或減燈

的影響可更直接反映視障者在不同照明環境下的視覺表現。

類似的視力表有 Lea numbers low vison Chart, Lea numbers low 

vision Book，優點為攜帶便利，適合帶到案家評估。 

  

圖 3-3：Lea numbers low vison distance Book 

4. 評估人員（圖 3-4），量測指數或手動視力時。當一般視力表

無法在 1 公尺處量測出視力時，評估人員以自身為工具測量

手掌晃動或辨識手指數的方式。需注意評估人員手部與背景

造成的對比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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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指數視力量測 

5. 照明設備或筆燈（圖 3-5），當手動視力已無法量測視力時，

以評估室內的照明（打開開關或關閉）、手電筒（聚光或散

光）試探個案是否能感知環境光源改變，當視覺功能更低下

時，以筆燈直接照射眼睛確認其是否有對光反應。 

 

圖 3-5：光感測量 

 

(二) 近距離視力值 

近距離視力值量測的是 40 公分內的視覺能力，對視障者來

說，遠距離視覺能力普遍較低，近距離能力更是視覺能否發

揮的關鍵。如果有調節能力問題（如老花眼者）時，更應優

先請視光人員矯正屈光問題後施測。近距離視力值的施測結

果會記錄於附件一評估表評估項目的第2點近距離視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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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有標準性測量和功能性施測兩種，簡介如下： 

1. 標準性施測（如 Lea numbers / symbols Near Vision Card） （圖

3-6）：可測得準確的近距離視力值，針對低視能者可調整距

離，壓力較低。 

 

圖 3-6：Lea numbers Near Vision Card 及施測情境 

2. 功能性施測（如自製字卡）：功能性的目的是因時因地有彈

性地根據案主目標去釐清其功能性視覺的需求，可配合案主

的生活需求自行設計施測內容，型式不拘又便於製作。如圖

3-7 左圖為單張的 A4 紙張，設計成不同尺寸、不同字距與

行距的單個數字、或字串，可測得案主需要辨識的數字大小；

又如圖 3-7 右圖是一篇中文文章，從上至下漸次縮小國字尺

寸，在閱讀過程中可測得案主所需要的國字尺寸。 

  

圖 3-7：自製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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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野範圍 

視野包括周邊視野、及中心視野，完整的視野有助於移動安

全、物體掃描、搜尋和追跡的效能、以及閱讀順暢。需注意低視

能者有無中心固視能力、允許使用偏心注視施測，但需記錄。視

野的施測結果會記錄於附件一評估表評估項目的第 6 點視野項

目中，常用的量測工具如下所示： 

 

(一) 對坐法（圖 3-8）：量測周邊視野用，需有固視視標、及移動

目標物。視標及目標物需選擇合乎受測者視覺清晰度的物品，

注意尺寸、亮度、色彩飽和度，與背景對比度差異。通常選

擇小球、花棒（棒尖黏貼目標物）等物。 

 

圖 3-8：對坐法施測 

(二) 阿姆斯勒方格表（圖 3-9）：量測中心視野（黃斑部區塊）用，

必須以單眼施測，距離 30 公分處平視方格表上的中心點，

主觀表達餘光所見的表格完整度。許多低視能者無法看到標

準阿姆斯勒方格表上的格線（過細、對比度不佳），可適度

加租格線重製，但調整後的施測表做為功能性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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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阿姆斯勒方格表（白底黑字及黑底白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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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比敏感度 

一般在醫院量測視力，多以視力敏銳度及視野為主，但低視

能者受環境影響鉅細靡遺、因此必須更針對可能的影響因素進行

施測，對比敏感度就是其一。不良的對比度不僅讓視物更模糊（似

乎一片白霧）、也可能使得某些符合視力敏銳度的輔具失效（如

放大鏡）。對比敏感度的施測結果會記錄於附件一評估表評估項

目的第 2 點近距離視力（8）或第 4 點遠距離視力（5）中，常用

的工具說明如下： 

 

(一) 燈箱施測方式：如 CSV-1000E（圖 3-10）、施測距離 2.5 公尺，

可呈現個人的對比敏感度曲線，對照正常範圍值可了解差

異。 

 

圖 3-10：CSV-10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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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印刷本施測方式：如 Low vision Contrast Flip（圖 3-11）就是

以小冊子的方式裝訂，方便攜帶。每冊有 5 個頁面，各為一

等級（25%, 10%, 5%, 2.5%, 1.25%），在近距離處可輕鬆測得

對比敏感度的範圍，類似的有 PV Numbers Low Contrast Flip 

Book。 

 

圖 3-11：PV Numbers Low Contrast Flip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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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線敏銳度 

對直射光感到刺激或對反光覺得不適，是許多罹患眼疾者最

常發生的狀況。不當的環境照明或物體反光（眩光）可能會造成

視力下降、或眼睛感到刺激無法用眼的情形；在室內戶外出入的

光強烈改變環境中，甚至可能會因明暗適應不良而增加行動上的

風險，如果沒有優先找出問題和解決方式，個案可能會盡量避眼

而產生棄用視覺的負面效應。有關光線敏感度的記錄、設計在附

件一評估表評估項目中的第 2點、第 4點近與遠距離視力表格中，

常用的光線敏銳度施測工具如下說明： 

 

(一) 環境照明：環境照明指的是照亮大環境的照明，主要用來提

升亮度使週遭輪廓明顯（也包含日光）。使用照明全開、半

開或關（圖 3-12）的方式即可輕易測出主觀舒適度（是否有

畏光反應），在不同照明下施測視力值則可找出視力所需最

佳的照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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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全開與半開環境照明 

 

(二) 目標物照明（圖 3-13）：當從事一項工作、任務時，直接投

射在工作目標上的照明即稱為目標物照明，直射的目標是照

明容易造成眩光反應，需注意入射光的反射點不會進入個案

的眼睛範圍。 

 

圖 3-13：目標物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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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彩辨識度 

對顏色的辨識能力可能在罹患某些疾病後受到影響（如視神

經相關疾病、或視網膜類疾病），對顏色的敏感度反映出有下降

的情形，極少數真正影響到生活功能。有關色彩辨識度的施測結

果可填寫在附件一評估表評估項目中的第 5 點色覺中，有標準及

功能性的施測，以下是常用工具說明： 

 

(一) 功能性施測：如色票（圖 3-14），一般飽和度高、正色系的

色紙（如正紅色、正黑色、正黃色），可使用色票或色卡施

測，尺寸宜大不宜小。 

 

圖 3-14：色票 

 

(二) 標準性施測：應用在低視能領域中常見的如 PV-16（Panel 16 

Quantitative Color Vision Test），是由 16 顆漸層相近色的色盤

所組成（圖 3-15），可測得更為細緻的結果，找出紅色弱、

綠色弱或藍色弱的屬性。類似的色彩排序測試會隨評估目的

有不同數量的色盤系列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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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上圖為 PV-16、下圖為施測情境 

 

另一個常見的標準施測工具是石原氏色盲本（圖 3-16），也

是醫療院所最常用的色盲本，檢單易測，但低視能者施測容易有

挫折感，幾乎每一張圖都難以辨識，反而容易快速被歸類在色盲

中。較不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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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石原氏色盲本 

 

上述的視覺功能評估能提供非常基礎且相當重要的個案資

料，評估人員透過掌握這些數據可以快速篩選輔具規格（如光學

輔具的倍率、觸覺輔助型輔具或視覺輔助型輔具的選用），再配

合個別需求和任務目標的確認，就可進入下一個輔具媒合評估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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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功能性視覺評估與輔具媒合 

功能性視覺是與生活最為貼近的視覺，換句話說，就是個案

在生活中如何使用現有的視覺。最簡單的例子莫過於個案有 0.2

的視力，但是在照明過亮、充滿眩光的環境中，只能發揮 0.08

的視覺；當配戴適合的濾光眼鏡後，又能在生活中發揮 0.2 的視

力。這個案例說明了功能性視覺評估的重要性與輔具媒合的關係；

也表示輔具媒合必須奠基於個案在生活中是如何發揮功能性視

覺的基礎。輔具的介入在評估當下只是一個開端，如果無法到宅，

必須設計出一個流程，能讓評估現場合用的輔具借出試用，才能

真正符合居家社區所需、讓個案有機會確認輔具的適用性、之後

再行購置。這才是輔具評估的最終目的、專業協助、審核機制必

要存在之處。 

 

功能性視覺所涵蓋的內容從視覺敏銳度、視野範圍、對比敏

銳度、光線敏感度等四大關鍵出發，使用視覺視物時每個功能交

互影響，再加上環境因素、影響結果甚為複雜。受限於文本無法

在本手冊中提及的其他視覺功能（如斜視、優劣眼、偏心注視、

雙眼震顫等等），也應同時考量。 

 

進行評估時，在操作面上常將功能性視覺以視物的三個距離

區分（遠距離需求/6 公尺或低視能者以 3 公尺為參考值、中距離

需求和近距離需求/40 公分），第一階段評量的功能視覺結果須與

個案的需求緊緊相扣、才能確認現有視覺是否能有效發揮、以及

是否需要輔具的補償。 

 

大致上、檢核輔具媒合結果是否有意義，可套用以下的七大

檢核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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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主訴與視覺功能：檢核個案期待想完成的任務、和個案

需要完成這件任務所需視覺功能的落差。 

 

二、現場環境是否影響視覺功能的發揮：檢核個案視覺功能受環

境影響的程度。 

 

三、個案如何能在各種影響下持續發揮應有的視覺功能：檢核個

案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後的結果，重點應放在受到影響後個案

是「偶爾」、「經常」或「持續」能發揮視覺功能（例如個案

在強光下偶爾可看到招牌、但經常看不到，那就表示並非永

遠有效的視覺功能）。 

 

四、選用可完成個案主訴需求、增加成功率的輔具：檢核重點為

是否已盡可能列出對個案有利的輔具，使其有選擇，並檢測

個案使用各種輔具時的有效性。 

 

五、個案操作輔具是否順利？是否需要透過訓練增加順暢度：檢

核輔具與功能視覺互相搭配時的最佳狀態，如果使用順暢度

不足應找出原因，必要時予以訓練強化其使用效能。 

 

六、個案是否能獨自操作輔具以完成主訴需求：此為輔具試用階

段，檢核個案是否可獨自在該環境下順利操作輔具，此階段

的成功率高有助於未來可長期使用該輔具。 

 

七、個案願不願意使用最後選用的輔具：檢核重點在個案能改變

原有的用眼習慣、或願意長時間選用該輔具，使用輔具時態

度趨近自在。 

 

以下將以三種主要的個案主訴（表 3-3、3-4 和 3-5）來說明

功能性視覺與輔具搭配的檢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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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遠距離需求： 

當評估人員了解個案可以看得多遠、多清楚之後，要有「個

案能在多遠看到多大的字」的概念，接著要問的是「個案要用這

個視力來做什麼？」這就是需求。常見的需求有「確認公車車頭

牌」、「搜尋公車站牌」、「看紅綠燈」、「搜尋門牌」、「確認路標」、

「看黑板/白板」、「看投影畫面」、「看家中較高的細節如冷氣溫

度標示」等等。 

 

要考量的因素甚多，套用七個步驟可提醒評估人員是否以做

到應有的檢測： 

 

表 3-3 遠距離需求與輔具媒合檢核表 

檢核步驟 個案需求 功能視覺檢測案例 

（一）個案主訴與視覺

功能 

目標物：公車車頭牌 

*個案須在 20公尺看到 25公分

高的數字 

遠距離視力值 

*個案距離 20 公尺能看到 75 公分

高的數字 

（二）現場環境是否影

響視覺功能的發揮 

逆光中的公車、被太陽直射的車

頭牌、夜間的 LED 眩光、過快

的車速等等 

對比敏銳度/光線敏銳度/色彩辨識

度 

*個案能看到車頭牌的燈號輪廓，

不受眩光影響 

（三）個案如何能在各

種影響下持續發揮

應有的視覺功能 

*過快的車速看不到 
*可完成速度較緩慢（準備進站停

靠）的公車（大範圍）追跡 

（四）選用可完成個案

主訴需求、增加成

功率的輔具 

眼鏡、望遠鏡、望遠型擴視機 

視野/對比敏感度 

*個案願意嘗試各種輔具，但眼鏡

幫助小 

（五）個案操作輔具是 *個案有中心暗點，需要訓練偏 應用視覺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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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順利？是否需要

透過訓練增加順暢

度？ 

心注視方式以準確地對準望遠

鏡鏡頭中心，並找到目標物 

*個案有中心暗點，操作望遠型

擴視機時，可快速看到靜態的

目標物，但放大後的畫面清晰

度略嫌不足 

*個案經學習偏心注視後，可順利

透過望遠鏡看到 20 公尺外移動

的目標物 

*個案使用望遠型擴視機放大後、

顯示螢幕的畫面晃動劇烈、讓搜

尋功能較為吃力 

（六）個案是否能獨自

操作輔具以完成主

訴需求 

個案可在2秒內將 4X望遠鏡對

焦完畢並且找到目標物。 

手眼協調 

*個案經訓練及試用後可以在 2 秒

內將4x望遠鏡對焦完畢並確認公

車車頭牌 

（七）個案願不願意使

用最後選用的輔具 

望遠型擴視機體積較大、個案不

願意帶出門 

個案願意使用 4x 望遠鏡看公車車

頭牌 

 

 

 

 

 

二、中距離需求 

中距離常見的需求有「看電視」、「看電腦」、「烹飪」、「清理

家務如掃地」、「撿拾掉落物」、「閃避障礙物」、「打麻將」、「彈琴

看譜」等等；而這個距離由於彈性最大（3 公尺至 40 公分），所

以無法量測出視力值，多是以功能性視覺來呈現。以下表 3-4 以

看電視的目標利用七個步驟進行案例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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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中距離需求與輔具媒合檢核表 

檢核步驟 個案需求 功能視覺檢測案例 

（一）個案主訴與視覺功

能 

目標物：42 吋電視中股市中

的各股股價 

*個案期待在 2 公尺處坐在沙

發上看到 2公分的數字 

中距離視力觀察/色彩辨識度 

*個案在距離2公尺處能看到 10公

分高的數字 

（二）現場環境是否影響

視覺功能的發揮 

*個案平時看電視時覺得環境

照明和電視的直射光讓他感

到非常不舒服而想閉上雙眼 

對比敏銳度/光線敏銳度/色彩辨識

度 

*個案受到環境嚴重影響使用視覺 

（三）個案如何能在各種

影響下持續發揮應有

的視覺功能 

*個案期待關上電燈看電視，

但家人抱怨 

*個案認為將電視的亮度調暗

可行，但家人不允許 

*個案在一般亮度的環境中降低視

覺功能 

*個案在螢幕直射光中失去視覺功

能、或感到異常疲憊 

（四）選用可完成個案主

訴需求、增加成功率

的輔具 

濾光：染色鏡片、濾光眼鏡 

看股價：眼鏡、望遠鏡、坐近 

視力敏銳度（遠）/視野/對比敏感

度/光線敏銳度 

*個案願意嘗試各種輔具 

（五）個案操作輔具是否

順利？是否需要透過

訓練增加順暢度？ 

*個案期待在家中愈輕鬆愈

好，可以騰出兩手作筆記 

*個案期待和家人一同看股

價、便於討論  

輔具與視覺搭配性 

*個案願意使用眼鏡的方式，減低

輔具使用的複雜性 

*當個案使用望遠鏡時看得最清

楚，但無法騰出雙手 

（六）個案是否能獨自操

作輔具以完成主訴需

求 

個案可邊找出目標股價並作

記錄 

手眼協調、搜尋能力 

*個案使用望遠鏡時手忙腳亂，遠

近協調能力較弱 

（七）個案願不願意使用

最後選用的輔具 

濾光：包覆式濾光眼鏡 

看股價：眼鏡 

*個案選擇坐在電視前 1 公尺處，

並依此距離配鏡獲得較佳的清晰

度；同時搭配包覆式濾光眼鏡克

服光線過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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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距離需求 

近距離常見的需求有「辦公室文書作業」、「閱讀」、「書寫」、

「坐手工藝如紙黏土」、「繪畫」、「批改作業」等等；而這個距離

（40 公分）會牽涉眼睛的調節力，因此必須更謹慎地確認屈光

矯正情形。近距離的用眼視力值會和個案要使用多遠的距離有關，

需與視光人員密切合作。以下表 3-5 以在教會處所讀聖經的目標

利用七個步驟進行案例檢測： 

 

表 3-5 近距離需求與輔具媒合檢核表 

檢核步驟 個案需求 功能視覺檢測案例 

（一）個案主訴與視覺功能 

目標物：聖經大字體 16 號

字 

*個案期待快速找到正確頁

碼並與他人一同讀經 

近距離視力值/近距離越讀最小字

體及舒適字體 

*個案在距離 40公分距離能順利閱

讀 32號字體 

（二）現場環境是否影響視

覺功能的發揮 

*個案在增加光源的環境中

可以提升辨識清晰度 

對比敏銳度/光線敏銳度/色彩辨識

度 

*個案在環境光源及目標物光源不

足時對比敏感度下降 

（三）個案如何能在各種影

響下持續發揮應有的

視覺功能 

個案需要在 2 小時的聚會

中斷斷續續閱讀聖經內文 

*個案在一般亮度的環境中無法發

揮最佳視覺功能 

*個案持續用眼（超過 20分鐘）會

感到非常疲憊 

（四）選用可完成個案主訴

需求、增加成功率的輔

具 

增強光源：坐在特定亮度

位置、使用隨身照明 

閱讀聖經：放大鏡、老花

眼鏡、拉近距離、可攜式

擴視機  

視力敏銳度（遠）/視野/對比敏感

度/光線敏銳度 

*個案可有效利用老花眼鏡、放大

鏡、拉近距離（但上述方式的照明

仍不足，對比度無法增強），可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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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擴視機看得最清晰但看句子的

面積過小 

（五）個案操作輔具是否順

利？是否需要透過訓

練增加順暢度？ 

均可 

輔具與視覺搭配性 

*個案願意使用有燈放大鏡閱讀，同

意縮減閱讀距離 

（六）個案是否能獨自操作

輔具以完成主訴需求 

個案對聖經已有熟悉度，

輔具操作不要太複雜就可

以快速搜尋及閱讀 

手眼協調/搜尋能力/光線敏銳度 

*個案使用有燈放大鏡閱讀時剛開

始速度較慢，經過練習能符合自己

的要求 

（七）個案願不願意使用最

後選用的輔具 
手持式 3x12D LED放大鏡 

*個案選擇 3x12D LED 放大鏡，且

攜帶方便 

 

運用上述的七大檢核步驟，可協助確認每一視覺功能是否已

仔細地檢查和找出提升視覺效能方式，逐項瞭解優勢劣勢的處境，

可以幫助評估人員更快發現個案在使用環境中的需求進而連結

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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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視覺輔助型輔具之媒合 

習慣以視覺為優先獲得生活訊息者，視覺使用效率是輔具評

估人員最需考慮的部分。「看得到」一詞極為模糊，究竟是看得

到細節或輪廓，需要視覺功能評估才能確認；「看得清楚」一詞

必須搭配上看的距離，並且要確認細節，例如「看得清楚電視」

是不明確的、而「看得清楚電視的字幕和跑馬燈」才是有依據的；

而使用視覺強調的是「看得有效率」，只有在有效率的搜尋、閱

覽或閱讀下，才能長時間發揮視覺能力。因此評估人員進行輔具

媒合時，需要小心地確認個案如何使用視覺最合適。 

 

當視覺功能低下時，就會以「看得有效率」、「看得清楚」、

和「看得到」這樣的順序予以確認輔具的適用度，也就是將視覺

底線一直往後退的意思。此時，為了彌補視覺功能的不足，開始

適度地加入觸覺輔助型（近距離）輔具、或聽覺輔助型輔具（多

為中、遠距離）。因此並非只有全盲的視障者才會使用非視覺輔

助型輔具。 

 

這些非視覺輔助型輔具，如點字機、點字觸摸顯示器、點字

錶等，由於需要學習另一種符號，需經過訓練及大量練習，並非

一蹴可及，媒合後需注意個案是否有訓練資源，才能確保能妥善

的使用該類輔具。一般性的聽覺輔助型輔具（如語音手錶、鬧鐘、

體重計等）都是很容易上手使用的，但與電子相關的輔具（如數

位型錄音機、語音手機、報讀軟體等）因為使用方式和按鍵非一

般用法，往往需要透過訓練才能熟悉。評估此類輔具時，也必須

留意個案是否有訓練資源（相關訓練資源可參考第四章第二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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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評估案例 

一、案例一（低視能個案） 

個案來源：經重建單位社工轉介 

個案需求：畏光嚴重，尋求解決方式（對輔具陌生） 

 

(一) 釐清案主需求（電話諮詢或現場詢問）： 

1. 案主需求：案主因視力明顯下降，已放棄使用視力，但平時

視物受畏光影響感到不適、已使用帽子及太陽眼鏡，但改善

有限，在社工建議下希望試用濾光眼鏡、解決畏光困擾（參

考第 149 頁，四、評估目的）。 

2. 社工轉介說明：案主獨立生活漸遭困難，外出與生活起居仰

賴他人愈來愈高，期待藉由重建訓練提升個人自主性。 

3. 結論：在畏光問題下已棄用視力，建議先解決畏光問題，維

持用眼舒適。 

 

(二) 評估重點（參考第 151-157 頁，二、評估項目）： 

1. 確認眼疾影響的視覺功能。 

2. 確認畏光問題影響：（1）視物清晰度；（2）舒適性的程度。 

3. 確認濾光眼鏡透光度對（1）視物清晰度、（2）舒適性程度

的影響。 

4. 返家試用。 

 

(三) 評估結果（參考第 149-150 頁，功能性視覺評估表，五、評

估結果） 

1. 適用輔具：E 黃色（71%）能感覺光源較為柔和、F 黃色（30%）

能提升舒適度，已使用包覆式濾光眼鏡前提下，兩者顏色均

無法遮蔽上緣刺眼光線，必須搭配帽子才能達到完整遮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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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適用三週後以 F 暗黃能維持較穩定的遮光效果。 

2. 其他輔具資源及輔具介紹：介紹桌上型擴視機及其他生活輔

具供其參考。 

3. 重建資源連結：說明定向行動訓練、及語音手機種類與使用

方式。 

 

(四) 評估追蹤： 

1. 103 年 10 月購置濾光眼鏡後，已達遮光效果。案主的畏光

不適感排除後，開始有意願用眼，於同年 12 月提出閱讀需

求申請，能直接向輔具中心登記評估。 

2. 案主期待使用擴視機或其他閱讀輔具，協助其達到臨時閱讀

帳單的功能，提升自主性。進行擴視機試用評估，當使用桌

上型擴視機時，可在 30 公分距離處閱讀拳頭大小的字；使

用可攜式擴視機時、拉近距離至 12 公分時可閱讀 3 公分高

的字，均需使用黑底白字模式。案主期待使用靈活度高、可

隨意攜帶的款式，平時需要閱讀的資料以信件、帳單及個人

金融等資料為主，建議購買時可考量 5 吋螢幕以上的機種，

利於一次看比較多的字，效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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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輔具評估報告書 

輔具評估報告格式編號：07 

輔具項目編號與名稱：視覺及相關輔具 

一、基本資料 

1. 姓名：李 OO                                   2. 性別：■男  □女 

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OOOOOOOOOO              4. 生日：48年 11月 15日 

5. 戶籍地：OOO  

6. 聯絡地址：■同戶籍地(下列免填)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7-1.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無■有 

7-2. (舊制)身心障礙手冊類別： 

□肢體障礙：□上肢(手)  □下肢(腳)  □軀幹  □四肢 

□視覺障礙  □聽覺機能障礙  □平衡機能障礙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智能障礙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顏面損傷者  □植物人  □失智症 

□自閉症  □慢性精神病患者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多重障礙者(須註明障礙類別與等級)：_______________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見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身心障礙類別：□染色體異常  □先天代謝異常 

□其他先天缺陷 

7-3. (新制)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神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8. 障礙等級：□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9. 聯絡人：姓名：OOO     與身心障礙者關係：親戚    聯絡電話：OOOO-OOOOOO 

10. 居住情況：□獨居  ■與親友同住  □安置機構  □其他：                

 

二、使用評估 

1. 驗光報告：□有，驗光單位：                           ■無 

2. 使用目的與活動需求(可複選)：■日常生活 □醫療 □就學 □就業 □休閒與運動 

3. 輔具使用環境(可複選)：■居家 □學校 ■社區 □職場 

4. 輔具使用情境(可複選)：□短訊息閱讀 □長時間閱讀 □資料蒐集 □筆記或記錄 

□特定物件辨識 □閱聽新聞 □一般溝通 ■其他：遮光      

5. 目前使用的視覺輔具：無 

(1)已使用：      年      月(尚未使用者免填) □使用年限不明 

(2)廠牌規格型號：                                                                  

(3)輔具來源：□自購 □社政 □教育 □勞政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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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使用情形：□已損壞不堪修復，需更新 

□規格或功能不符使用者現在的需求，需更換 

□適合繼續使用，但需要另行購置一部於不同場所使用 

□其他：                                         

6. 身體功能與構造： 

(1)相關診斷： 

□白內障(術前、後) □青光眼 □黃斑部病變 □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視神經萎縮 

□視網膜色素變性 ■視網膜剝離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白化症 □弱視 

□葡萄膜炎 □外傷 □中風偏癱(左/右) □腦性麻痺或發展遲緩 □腦外傷  

□其他：                                              

(2)屈光狀態：不詳 

□正常 □近視 □遠視 □散光 □老花眼  

(3)眼睛外觀： 

右眼：□正常 □角膜混濁 □鞏膜、結膜充血 □眼瞼閉合 ■其他瞳孔呈白色狀 

      □眼球震顫 □斜視(□上斜視 □下斜視 □內斜視 □外斜視) 

左眼：□正常 □角膜混濁 □鞏膜、結膜充血 □眼瞼閉合 ■其他瞳孔呈白色狀 

□眼球震顫 □斜視(□上斜視 □下斜視 □內斜視 □外斜視) 

7. 視覺能力與摸讀能力 

補助項目 必備條件 評估報告/評估日期 

點字機(打字機) □本報告 □詳見本報告『規格配置建議』 

特製眼鏡 □本報告 
□附件三驗光表 

日期：   年   月   日 

包覆式濾光眼鏡 ■本報告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103年 9月 27日 

手持望遠鏡 
□8 倍以上需試用 

□本報告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放大鏡 □本報告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點字觸摸顯示器 

□6 歲以上 

□具點字辨識能力 

□個人電腦基本配備 

□附件二點字摸讀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擴視機 □視力具備指數視力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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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必備條件 評估報告/評估日期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6 歲以上 

□個人電腦基本配備 

□本報告 

□詳見本報告『規格配置建議』 

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 
□6 歲以上 

□個人電腦基本配備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語音手機 □本報告 □詳見本報告『規格配置建議』 

 

三、規格配置建議 
1. 輔具規格配置： 

□點字機(打字機)之功用：□讀寫訓練 □訊息記錄 □標籤記號 □文書溝通 □其他：         

□特製眼鏡之功用：□近用 □中距離 □遠用 □戶外 □室內 □其他：               

內容：□屈光矯正 □斜視矯正 □放大 □望遠 □延伸視野 □防眩光  

□增強對比 □其他：                                         

■包覆式濾光眼鏡：■包覆式(顏色：暗黃色，□室內 ■戶外 □閱讀 □其他：      ) 

□其他如下兩款者(未列入補助範圍)： 

□內掛式(顏色：     色，□室內 □戶外 □閱讀 □其他：      ) 

□前夾式(顏色：     色，□室內 □戶外 □閱讀 □其他：      ) 

□手持望遠鏡：超過 8 倍者需進行以下試用 

       □試用規格     ×     mm，(                   ) 

□放大鏡：同時載明倍率與屈光度、非球面鏡片、倍率應高於 2 倍及屈光度高於 8 

□文鎮式：     ×     D，或     ×     mm 

□口袋型：     ×     D 

□手持式：     ×     D 

□站立式：     ×     D 

□手持照明：     ×     D 

□站立式照明：     ×     D 

□其他：                                                            

□點字觸摸顯示器 A 款：20 方以上且 8 點顯示、可支援 1 種以上視窗版中英文視障用電腦報讀 

軟體 

□點字觸摸顯示器 B 款：含 A 款所有功能及規格，且總重量 2 公斤以下 

□可攜式擴視機 A 款：螢幕尺寸 2.8 英吋以上、色彩模式 3 組(黑白、負片、彩色模式)以上、支 

援放大與縮小功能且倍率為 6 倍以上者 

□可攜式擴視機 B 款：螢幕尺寸 3.5 英吋以上、色彩模式 3 組(黑白、負片、彩色模式)以上、支 

援放大與縮小功能且倍率為 6 倍以上，經評估所需以下其他功能配備 3 

項以上者 

□亮度調整 □對比調整 □望遠 □記憶或儲存畫面 □6.5 吋以上螢幕 

□觸控螢幕 □螢幕角度調整 □連接電腦或電視 □書寫支架或把手 

□桌上型擴視機 A 款：色彩模式 3 組以上、支援放大與縮小功能且倍率在 30 倍以上、可自動對 

焦或可切換手動對焦者 

□桌上型擴視機 B 款：色彩模式 5 組(如增加藍黃、黑黃或其他組合)以上、支援放大與縮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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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倍率在 40 倍以上、可自動對焦及可切換自動手動對焦，經評估所需以 

下其他功能配備 5 項以上者 

□亮度調整 □對比調整 □望遠 □記憶 □儲存 □托盤 □導引線  

□定位指示 □焦距鎖定 □可旋轉鏡頭 □一體成型且螢幕可調整  

□與電腦畫面分割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A 款：具備中英文語音報讀功能、支援字形字義解釋功能、可使用無字 

天書輸入法、具朗讀點字檔案功能、可支援點字觸摸顯示器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B 款：具備中英文語音報讀功能、支援多語音方案朗讀功能、支援字形 

字義前後解釋詞彙功能、具模擬滑鼠座標導引功能、可支援觸摸 

點字顯示器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C 款：具備中英文語音報讀功能、支援圖形標記功能、完整支援 office 

系列軟體、具備閱讀 PDF 檔案功能、可支援觸摸點字顯示器。 

□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至少 6 倍以上之螢幕放大功能、滑鼠指標及文字編輯游標具多種放大提 

示調整之選擇、螢幕顯示色相可作多模式切換(含高反差、對比色、十 

字導引、平滑字形等)放大顯示視窗可選擇分割視窗、全螢幕顯示或區 

塊顯示 

□語音手機：具各層選單之語音報讀、文字簡訊播報、開關機聲音或震動提示、語音播報通訊錄 

內容及來電號碼等功能 

□其他電腦相關軟硬體或建議：                                                      

□其他：                                                                          

 

2. 是否需要接受使用訓練：□需要 ■不需要 

3. 是否需要安排追蹤時間：□需要 ■不需要 

4. 其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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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建議【本評估報告書建議之輔具需經主管機關核定通過後方可購置】 

 

視覺輔具之建議： 

■建議使用，補充說明：                                    

□點字機(打字機) 

□特製眼鏡 

■包覆式濾光眼鏡 

□手持望遠鏡 

□放大鏡 

□點字觸摸顯示器-A 款 

□點字觸摸顯示器-B 款 

□可攜式擴視機-A 款 

□可攜式擴視機-B 款 

□桌上型擴視機-A 款 

□桌上型擴視機-B 款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A 款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B 款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C 款 

□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 

□語音手機 

□不建議使用，理由：                                      

 

評估單位：OOO 

評估人員：OOO  職稱：OOO 

評估日期：103.9.27  

 
評估單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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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核與追蹤紀錄 
 

1. 輔具採購結果是否符合原處方輔具： 

□完全符合 

□功能、形式與原處方符合，部分規格及零配件略有出入，但大致符合 

□功能、形式或規格與原處方有顯著差異，不符原處方精神 

□其他：                                       

 

2. 修改、調整與使用訓練： 

□無須修改及調整 

□經修改調整後以符合使用需求 

□建議配合使用訓練以期能安全操作 

□其他：                              

 

3. 操作能力檢核(勾選)： 

輔具項目 順利操作 可執行 仍需訓練 無法操作 其他(說明) 

      

      

      

      

      

 

檢核單位：                                     

檢核人員：                職稱：               

檢核日期：                

 

  

 
檢核單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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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評估報告書 

附件一 功能性視覺評估表 

一、姓名：李 OO     性別：■男 □女     生日：48年 11月 15日( 55 歲 ) 

二、視覺障礙成因：(361.00)伴有視網膜破洞之視網膜剝離 

三、評估環境描述：評估日期/時間：103年 8月 25日 11:00 天候：晴 地點：OOO 

                   評估日期/時間：103年 9月 27日 14:00 天候：雨 地點：OOO 

四、評估目的：確認遮光輔具 

五、評估結果：(主要記錄「目前可能影響案主的生活和獨立性之視覺功能表現」) 

■視力方面：  

□近距離視力：                 

□中距離視力：                                                                 

■遠距離視力：裸視 0.02 

■視野方面：雙眼視野縮減約一半 

■對比敏感度：明顯下降 

■光線敏感度： 

■眩光(glare)耐受性：耐受性不足，些微反光容易造成明顯影響視力下降。施測視力時，案主

反映在右眼上緣會有許多刺眼透光的感覺。配戴包覆式濾光眼鏡能遮擋局部光線，搭配帽

子時才能完全阻隔不適強光。 

■照明：照明不足時視力辨識度下降；過強時造成刺眼不適也會形成晝盲 

■顏色辨識：正常 

□眼球動作  

□斜視：                                                           

□震颤：                                                                       

六、建議： 

□轉介眼科醫師做眼科特定項目檢查或治療 

□驗光配鏡之建議 

■輔具配適評估(含輔具試用結果) 

濾光眼鏡：案主後光線刺激敏感，尤其反映在眩光上，建議應優先進行遮光控制。在試用濾光

眼鏡過程中，E 黃色(71%)能感覺光源較為柔和、F 黃色(30%)能提升舒適度，兩者均無法遮蔽上

緣刺眼光線，必須搭配帽子才能達到完整遮光效果。適用三週後以 F 暗黃能維持較穩定的遮光

效果，便於行走於陰影與強光處。建議選購使用。 

□教導輔具操作  □視覺功能訓練  □居家、職場環境改善建議  □轉介生活重建服務 

■其他:介紹桌上型擴視機提供案主參考。 

評估單位：OOO 

評估人員：OOO  職稱：OOO  

評估日期：103.9.27  

  

 
評估單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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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視覺評估紀錄表 
製作單位：愛盲基金會 

彙整單位：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 

一、基本資料 
1. 姓名：李 OO     性別：■男 □女     生日：48年 11月 15日( 55 歲 ) 

2. 視覺功能退化的年齡：50 歲     身心障礙手冊鑑定日期： 101 年 10 月 6 日 

3. 醫療診斷書：未提供 

4. 視覺障礙之成因：(361.00)伴有視網膜破洞之視網膜剝離  

5. 左眼視力：不詳     右眼視力：全盲無光覺 

6. 施測環境的描述：評估日期/時間：103年 8月 25日 11:00 天候：晴 地點：OOO 

                   評估日期/時間：103年 9月 27日 14:00 天候：雨 地點：OOO  

二、評估項目 
1. 一般視力狀況： 

(1)說明自己視覺障礙的原因：(醫生說你的眼睛的病因是什麼?) 

     101年 3月因視網膜剝離接受手術、之後連續接受 3-4次的青光眼雷射手術，現左眼無光覺。101

年 9月於 OO醫院進行失能鑑定時，被告知雙眼白內障，醫師建議其雙眼不宜再接受任何治療，

以利保存現有剩餘光覺。  

(2)案主的視力是否時好時壞：(你的視力穩定嗎?) 

持續退化中(視力值有波動)  

(3)有無配戴眼鏡：□無 ■單焦 □雙焦 □多焦 □隱形眼鏡 □其他：                     

有無幫助：□有■無，原因：視力一直退化，已無改善 

眼鏡處方：OD 不詳   OS 不詳 

有無配戴太陽眼鏡：□無 ■有，顏色：扁框(淡灰黑色漸層)  

(4)有無偏好使用一眼：□無 □左眼 ■右眼 

(5)有無轉動眼球、頭、或身體來觀看物體：■無 □有，描述動作：                       

(6)有無瞇著眼睛看東西：■無 □有，形容情形：                                       

(7)眼睛外觀： 

右眼：□正常 □角膜混濁 □鞏膜、結膜充血 □眼瞼閉合 ■其他瞳孔呈白色狀 

左眼：□正常 □角膜混濁 □鞏膜、結膜充血 □眼瞼閉合■其他瞳孔呈白色狀 

 (8)案主有無使用輔具？ 

■無 

□有：(使用頻率或不用原因) 

□放大鏡：                            □擴視機：                            

□望遠鏡：                            □電腦週邊軟體：                      

□濾光鏡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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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距離視覺功能： 

(1)個案目前喜歡閱讀什麼：□報紙 □一般書籍 □雜誌 ■其他：無閱讀 

(2)個案是否必須轉動頭部來閱讀：■否 □固定轉某個角度 □無章法轉動 □其他：         

(3)個案寫的字清楚嗎：□是 □重疊 □寫不直 □大小不一 □其他：                      

書寫距離：□30 公分 □20 公分 □10 公分 □5 公分 □其他     公分 

(4)視力可見之最佳天候及最佳時段： 

天候：□無差別 □大晴天 □晴天 陰天(陰影、烏雲均會造成視力下降) □雨天 

時段：□無差別 清晨(刺眼) □上午 □下午 黃昏(刺眼) □晚上 

(5)個案有以下的問題嗎： 

□眼睛容易累，閱讀時間最長可持續：                     

■視力會受光線變化而變化(對光敏感，在戶外感到光影變化大、影響視覺影像) 

□身體容易累，脖子或肩背、手、維持閱讀姿勢有困難 

(6)個案有什麼手工嗜好：□編織 □畫畫 □書法 □捏陶 □其他：                        

(7)近距離視覺功能表現：未施測 

(8)近距離對比敏感度：以黑底白色物體等強化對比模式施測，案主對比敏感度下降明顯 

 

3. 中距離視覺功能： 

(1)個案最喜歡或必須做的中距離活動(個案與友人同住，無法處理部分多請友人協助) 

活動項目 執行情況 光線調整 顏色調整 其他改善 

操作電腦 

□順利執行 

□有困難：         

■已不使用 

合適光源方向：      

合適光源顏色：      

合適光源亮度：      

  

倒茶 
□順利執行 

□有困難：          

   

烹飪、備餐 

■順利執行:洗菜、切菜，均靠手感動作 

■有困難：刀具及廚具如位置遭移動則無法搜尋、冰箱內無法判定類似食材(如肉品部

位、在冰箱內無法確認及找到需要的食材) 

清潔打掃 
■順利執行:清潔自己房間的地板均使用以手觸地方式確認。 

■有困難：無法進行搜尋 

其他：搜尋掉

落物  

□順利執行 

■有困難：使用雙手觸摸，但仍無法搜尋 

 

(2)使用電腦軟硬體設備：已不使用 

(3)搜尋能力：□可，策略：                          ■不可，目視距離：無法依靠視覺 

補充說明：使用 Z型方式進行掃描，但仍難以搜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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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遠距離視力：(觀察或詢問、測量) 

(1)個案最喜歡或必須做的遠距離活動： 

□辨認人臉：□順利執行，距離：           ■有困難，1公尺距離無法辨識五官 

□看黑板/白板：□順利執行，距離：           □有困難，                          

■看電視：□順利執行，距離：           ■有困難，以聽音為主 

□看電影：□順利執行，距離：           □有困難，                               

■室內行走：□順利執行 ■有困難(■其他：能自行在社區持杖行走、但外出均需友人帶) 

■室外行走：□順利執行 ■有困難(■其他：能自行在社區持杖行走、但外出均需友人帶) 

□騎車/開車：□順利執行 □有困難，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順利執行(均由友人協助引導) 

■路標、招牌辨識：□順利執行■有困難，無法辨識 

□購物：□順利執行 □有困難，                                                   

□其他：               ：□順利執行 □有困難，                                  

(2)個案是否避免天黑後出門：■是，                □否 

(3)明/暗適應：□可 不佳(□戶外戶內 □人行道騎樓 大樓、行道樹陰影 

■夜間無路燈或較暗巷道 夜間路燈/車燈/招牌刺眼  

□其他：                    ) 

(4)遠距離視覺功能表現：左眼無光覺 

 自然燈光 加強光源 實際閱讀需求 

施測(閱讀)工具 ■Feinbloom □CSV-1000 □字卡 

施測視力時，案主反

映在右眼上緣會有許

多刺眼透光的感覺。

配戴包覆式濾光眼鏡

能遮擋局部，搭配帽

子時才能完全阻隔不

適強光。 

閱讀距離(公分) ■100公分 □     公分 □     公分 □     公分 

視力值 

□右眼：               

□左眼：               

■雙眼：0.02 

□右眼：               

□左眼：               

□雙眼：               

字型 

□標楷體 

□細明體 

□華康粗圓體 

□標楷體 

□細明體 

□華康粗圓體 

文字大小(pt) 
舒適：                 

最小：                 

舒適：                 

最小：                 

(5)遠距離對比敏感度： 

 

5. 色覺： 

■色票，結果：■正常 

□色弱(可辨識□黑 □白 □紅 □橙 □黃 □綠 □藍 □紫 □棕色) 

□PV-16，結果：□正常 

□紅色弱(盲) □綠色弱(盲) □藍色弱(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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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視野： 

 

 

 

 

 

 

 

 

 

 

 

 

 

 

 

 

 

 

 

 

 

 

 

  

一般視野範圍 

個案視野範圍 

40 

40 30 

30 40 

40 30 

30 

雙眼 

右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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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二（全盲無光覺個案） 

個案來源：個案直接致電輔具中心 

個案需求：詢問語音手機相關操作及型號問題 

 

(一) 釐清案主需求：案主視力為先天盲無光覺，已使用語音手機

多年，因 2G 手機逐步淘汰，開始有智慧型手機的使用需求，

希望了解型號或需求最符合盲人操作的機型。 

 

(二) 評估重點： 

1. 確認案主過去使用語音手機的型號與操作習慣。 

2. 說明智慧型手機與傳統型手機的差異。  

3. 說明兩大系統（iOS 及 Android）的不同及應用機種與價格。 

4. 確認案主有無意願接受重建訓練（手機操作訓練），必要時

提供轉介。 

 

(三) 評估結果 

1. 案主有意願使用 Android 系統的智慧型手機，但需要先接受

訓練，希望在訓練過程中參酌其他使用者經驗，配合自己的

經濟狀況購置。 

2. 重建資源連結：轉介重建中心進行手機操作訓練。 

 

(四) 評估追蹤：104 年 6 月參考友人使用經驗後，已選定幾款智

慧型手機，以 HTC 款接受操作訓練，第一階段訓練內容以

啟動語音、手勢使用、認識手機頁面內容及撥打、紀錄電話

功能為主，預計三週後結束課程時重新確認需求、購置手

機。 

 

(五) 評估報告詳見附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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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輔具評估報告書 
輔具評估報告格式編號：07 

輔具項目編號與名稱：視覺及相關輔具 

一、基本資料 

1. 姓名：陸小姐                                 2. 性別：□男  ■女 

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J22OOOOOOO             4. 生日：61 年 9 月 12 日 

5. 戶籍地：OOO 

6. 聯絡地址：OOO 

7-1.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無 ■有 

7-2. (舊制)身心障礙手冊類別： 

□肢體障礙：□上肢(手)  □下肢(腳)  □軀幹  □四肢 
■視覺障礙  □聽覺機能障礙  □平衡機能障礙  □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 

□智能障礙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顏面損傷者  □植物人  □失智症 

□自閉症  □慢性精神病患者  □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多重障礙者(須註明障礙類別與等級)：_______________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見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身心障礙類別：□染色體異常  □先天代謝異常 
□其他先天缺陷 

7-3. (新制)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神經系統構造及精神、心智功能  □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涉及聲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神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8. 障礙等級：□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9. 聯絡人：姓名：陸小姐          與身心障礙者關係：本人       聯絡電話：OOOOO 

10. 居住情況：■獨居  □與親友同住  □安置機構  □其他：                

 

二、使用評估 

1. 驗光報告：□有，驗光單位：                   ■無 

2. 使用目的與活動需求(可複選)：■日常生活 □醫療 □就學 □就業 □休閒與運動 

3. 輔具使用環境(可複選)：■居家 □學校 ■社區 □職場 

4. 輔具使用情境(可複選)：□短訊息閱讀 □長時間閱讀 □資料蒐集 □筆記或記錄 

□特定物件辨識 □閱聽新聞 ■一般溝通 □其他：                 

5. 目前使用的視覺輔具：  

(1)已使用：      年      月(尚未使用者免填) □使用年限不明 

(2)廠牌規格型號：                                                                  

(3)輔具來源：□自購 □社政 □教育 □勞政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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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使用情形：□已損壞不堪修復，需更新 

□規格或功能不符使用者現在的需求，需更換 

□適合繼續使用，但需要另行購置一部於不同場所使用 

■其他：從未申請過語音手機 

6. 身體功能與構造： 

(1)相關診斷： 

■白內障(術前、後) □青光眼 □黃斑部病變 □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視神經萎縮 

□視網膜色素變性 □視網膜剝離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白化症 □弱視 

□葡萄膜炎 □外傷 □中風偏癱(左/右) □腦性麻痺或發展遲緩 □腦外傷  

□其他： 

(2)屈光狀態： 

□正常 □近視 □遠視 □散光 □老花眼  

(3)眼睛外觀： 

右眼：□正常 □角膜混濁 □鞏膜、結膜充血 □眼瞼閉合 ■其他：眼瞼下垂 

      □眼球震顫 □斜視(□上斜視 □下斜視 □內斜視 □外斜視) 

左眼：□正常 ■角膜混濁 □鞏膜、結膜充血 □眼瞼閉合 ■其他：眼瞼下垂 

□眼球震顫 □斜視(□上斜視 □下斜視 □內斜視 □外斜視) 

7. 視覺能力與摸讀能力 

補助項目 必備條件 評估報告/評估日期 

點字機(打字機) □本報告 □詳見本報告『規格配置建議』 

特製眼鏡 □本報告 
□附件三驗光表 

日期：   年   月   日 

包覆式濾光眼鏡 □本報告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102年 9月 18日 

手持望遠鏡 
□8 倍以上需試用 

□本報告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放大鏡 □本報告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點字觸摸顯示器 

□6 歲以上 

□具點字辨識能力 

□個人電腦基本配備 

□附件二點字摸讀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擴視機 □視力具備指數視力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6 歲以上 

□個人電腦基本配備 

□本報告 

□詳見本報告『規格配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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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必備條件 評估報告/評估日期 

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 
□6 歲以上 

□個人電腦基本配備 

□附件一功能性視覺評估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語音手機 ■本報告 ■詳見本報告『規格配置建議』 

 

三、規格配置建議 
1. 輔具規格配置： 

□點字機(打字機)之功用：□讀寫訓練 □訊息記錄 □標籤記號 □文書溝通 □其他：         

□特製眼鏡之功用：□近用 □中距離 □遠用 □戶外 □室內 □其他：               

內容：□屈光矯正 □斜視矯正 □放大 □望遠 □延伸視野 □防眩光  

□增強對比 □其他：                                         

□包覆式濾光眼鏡：□包覆式(顏色：暗黃色，□室內 □戶外 □閱讀 □其他：      ) 

□其他如下兩款者(未列入補助範圍)： 

□內掛式(顏色：     色，□室內 □戶外 □閱讀 □其他：      ) 

□前夾式(顏色：     色，□室內 □戶外 □閱讀 □其他：      ) 

□手持望遠鏡：超過 8 倍者需進行以下試用 

       □試用規格     ×     mm，(                   ) 

□放大鏡：同時載明倍率與屈光度、非球面鏡片、倍率應高於 2 倍及屈光度高於 8 

□文鎮式：     ×     D，或     ×     mm 

□口袋型：     ×     D 

□手持式：     ×     D 

□站立式：     ×     D 

□手持照明：     ×     D 

□站立式照明：     ×     D 

□其他：                                                            

□點字觸摸顯示器 A 款：20 方以上且 8 點顯示、可支援 1 種以上視窗版中英文視障用電腦報讀 

軟體 

□點字觸摸顯示器 B 款：含 A 款所有功能及規格，且總重量 2 公斤以下 

□可攜式擴視機 A 款：螢幕尺寸 2.8 英吋以上、色彩模式 3 組(黑白、負片、彩色模式)以上、支 

援放大與縮小功能且倍率為 6 倍以上者 

□可攜式擴視機 B 款：螢幕尺寸 3.5 英吋以上、色彩模式 3 組(黑白、負片、彩色模式)以上、支 

援放大與縮小功能且倍率為 6 倍以上，經評估所需以下其他功能配備 3 

項以上者 

□亮度調整 □對比調整 □望遠 □記憶或儲存畫面 □6.5 吋以上螢幕 

□觸控螢幕 □螢幕角度調整 □連接電腦或電視 □書寫支架或把手 

□桌上型擴視機 A 款：色彩模式 3 組以上、支援放大與縮小功能且倍率在 30 倍以上、可自動對 

焦或可切換手動對焦者 

□桌上型擴視機 B 款：色彩模式 5 組(如增加藍黃、黑黃或其他組合)以上、支援放大與縮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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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倍率在 40 倍以上、可自動對焦及可切換自動手動對焦，經評估所需以 

下其他功能配備 5 項以上者 

□亮度調整 □對比調整 □望遠 □記憶 □儲存 □托盤 □導引線  

□定位指示 □焦距鎖定 □可旋轉鏡頭 □一體成型且螢幕可調整  

□與電腦畫面分割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A 款：具備中英文語音報讀功能、支援字形字義解釋功能、可使用無字 

天書輸入法、具朗讀點字檔案功能、可支援點字觸摸顯示器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B 款：具備中英文語音報讀功能、支援多語音方案朗讀功能、支援字形 

字義前後解釋詞彙功能、具模擬滑鼠座標導引功能、可支援觸摸 

點字顯示器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 C 款：具備中英文語音報讀功能、支援圖形標記功能、完整支援 office 

系列軟體、具備閱讀 PDF 檔案功能、可支援觸摸點字顯示器。 

□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至少 6 倍以上之螢幕放大功能、滑鼠指標及文字編輯游標具多種放大提 

示調整之選擇、螢幕顯示色相可作多模式切換(含高反差、對比色、十 

字導引、平滑字形等)放大顯示視窗可選擇分割視窗、全螢幕顯示或區 

塊顯示 

■語音手機：具各層選單之語音報讀、文字簡訊播報、開關機聲音或震動提示、語音播報通訊錄 

內容及來電號碼等功能 

□其他電腦相關軟硬體或建議：                                                      

□其他：                                                                          

 

2. 是否需要接受使用訓練：■需要 □不需要 

3. 是否需要安排追蹤時間：■需要 □不需要 

4. 其他建議事項：案主如購買語音手機為智慧型語音系列，已轉介視障服務機構接受操作訓練，學習語

音選擇及手勢操控的技巧、可提升使用順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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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建議【本評估報告書建議之輔具需經主管機關核定通過後方可購置】 

 

視覺輔具之建議： 

■建議使用，補充說明：語音手機除可選擇純語音手機(傳統型)、亦可選擇通訊行所販

售之智慧型手機，iOS系統的語音報讀穩定度優於 Android，Android 系統建議選擇

4.3版本以上，能提供較穩定的語音報讀。案主可自行選擇適用的機種。 

□點字機(打字機) 

□特製眼鏡 

□包覆式濾光眼鏡 

□手持望遠鏡 

□放大鏡 

□點字觸摸顯示器-A 款 

□點字觸摸顯示器-B 款 

□可攜式擴視機-A 款 

□可攜式擴視機-B 款 

□桌上型擴視機-A 款 

□桌上型擴視機-B 款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A 款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B 款 

□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C 款 

□視障用視訊放大軟體 

■語音手機 

□不建議使用，理由：                                      

 

評估單位：OOO 

評估人員：OOO          職稱：OOO 

評估日期：104.6.O  

 
評估單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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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核與追蹤紀錄 
 

1. 輔具採購結果是否符合原處方輔具： 

□完全符合 

□功能、形式與原處方符合，部分規格及零配件略有出入，但大致符合 

□功能、形式或規格與原處方有顯著差異，不符原處方精神 

□其他：                                       

 

2. 修改、調整與使用訓練： 

□無須修改及調整 

□經修改調整後以符合使用需求 

□建議配合使用訓練以期能安全操作 

□其他：                              

 

3. 操作能力檢核(勾選)： 

輔具項目 順利操作 可執行 仍需訓練 無法操作 其他(說明) 

      

      

      

      

      

 

檢核單位：                                     

檢核人員：                職稱：               

檢核日期：                

 

 

 

  

 
檢核單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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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2012 輔具資訊手冊－身

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資源手冊」。取自

http://repat.sfaa.gov.tw/09download/dow_c2_list.asp  

Rolf  Lund＆GaleR. Watson 著（徐裕龍 譯），擴視機的視界。臺北：聯郃國際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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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第四章 視覺輔具服務與相關資源 

對剛拿到身障證明的民眾而言，所有的服務都是陌生的，加

上還在醫療末端或康復期，通常不會在第一時間有意願使用輔具，

此時有賴於身障鑑定團隊給予充分資料與諮詢。部分醫療院所會

轉介或告知社會局處有重建服務，因此也有不少視障者是懷著視

覺康復的想法前往一試。無論從哪一個服務領域轉介，這一類的

視障者及家屬都渴望獲得更完整的資訊，此時擔任輔具評估人員

的專業工作者，即是重要窗口，須從個案的期待中去看到有需求

的服務。 

本章聚焦在視覺輔具服務的提供、及相關連結的資源，評估

人員須認識視障重建領域提供服務的內容，才能在與個案面對面

時發現其使用輔具背後的最終目的。 

 

所謂的視障服務，並不只是單純的輔具介入。還包含自立生

活和恢復生活機能，甚至是創造、重回職場的可能性。重建、就

是針對這樣的需求而建立的綜合性服務。 

重建需求涵蓋甚廣，現在大部份的縣市政府都設置（委託辦

理或公辦）了視障重建中心（或辦理視障重建方案），目的就是

要幫助視障者盡量恢復到應有的生活型態、滿足社會參與需求。

服務的內容簡述於下： 

一、獨立生活自理能力訓練：視力減退之後，原本熟悉的日常生

活變得需依賴他人，專業的生活自理老師會針對個人提供生

活自理訓練，讓自己逐步照顧自己。訓練內容包括有個人及

居家生活技巧、社區支持、社區資源之使用、個人金融處理、

居家清潔整理、烹煮技能、準備食物技能、自我倡議、詢問

技巧等等，依個人需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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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向行動訓練：獨立生活的重要關鍵在於可否自由行動。定

向行動訓練從居家環境開始熟悉，進而跨出家門、進入社區、

感知和判斷外在環境，最終目的是安全、獨立的行走，搭乘

交通工具。可計劃外出、有效率的行走、平安歸家。 

三、溝通訓練（如點字及文書）：當視力已經無法順利觀看一般

印刷字體時，會需要使用其他的策略（例如點字），透過輔

具或特定工具的輔助，可以更容易不依靠視力第記下電話號

碼、記帳、處理生活事物，也可以閱讀書籍、使用電腦、上

網學習與找尋資訊。視覺輔具即包含在此項評估與訓練中。 

四、盲用電腦與資訊技能：隨著視覺、觸覺及聽覺輔具的發展、

使用電腦早已不是問題、而是視障者生活的一部分；收發電

子郵件、透過通訊軟體與友人互動是人際維繫的常態，然而

要輕鬆自在地利用各類輔具操作電腦、網路、或手機卻是需

要學習的。重建教學中的相關電腦訓練可協助視障者在 3C

世界中維持活動力。 

五、就業服務：學習生活自理能力、發揮獨立能力，順利就業是

維持生活機能重要的經濟來源。搭配各直轄市、縣（市）勞

工（動）局及勞動部辦理的職業重建服務，協助視障者重回

職場。 

 

個案因申請輔具而至輔具中心尋求服務，輔具中心滿足基本

的輔具補助評估、獲得輔具實質的使用建議，但是其他部分的重

建需求卻是輔具中心無法提供的。如果個案的來源是從身障鑑定

流程而來、社工通常會協助轉介重建；然而多數個案可能經由朋

友介紹、輔具廠商轉介，對重建系統並不熟悉，輔具中心的社工

與評估人員有義務要了解這些資源。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與當地的重建中心保持密切聯繫，除了

轉介個案外並主動協助重建服務中的個案順利取得輔具資訊，以

圖完成全面性需求照顧。以下兩節將說明視覺輔具服務輸送模式

和視覺輔具相關資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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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視覺輔具服務資源及輸送模式 

視覺輔具的取得，有幾個主要的管道：（1）教育階段從學前

（幼兒園）到國中、小，視障學生的輔具資源可向所在縣市的教

育局（處）或所屬特教資源中心洽詢；高中職與大學階段以上的

輔具資源則來自於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視障教育輔具中心，教育體

系輔具均為評估後免費借用。（2）視障者在職場工作時，也可以

經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工相關局處【多為勞工（動）局，

少數為社會局】，透過「職務再設計」服務改善職場工作所需，

獲得視覺相關輔具及相關服務。（3）若為一般生活用途者，只要

領有視覺障礙手冊或證明的民眾，則可以透過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社會局（處）獲得補助，其轄下設有輔具資源中心，可以提

供視覺輔具的相關。 

 

若要透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取得輔具，

除了可以洽詢各直轄市、縣（市）戶籍所在地公所外，也可以向

輔具資源中心提出補助服務申請。其中身心障礙人口數較多的台

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更設有多間輔具資源中心分區辦理服務。

每個縣市政府辦理的方式略有差異，衛福部規定的評估服務流程

主要以輔具中心為窗口，而行政流程則是以公所為窗口，少數輔

具資源中心也可以直接受理申請補助。 

 

各直轄市、縣（市）會有部分流程及表件不同，可自行洽詢

社會局（處）；以下將補助及評估的手續、分階段說明（參見圖

4-1 輔具補助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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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階段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申請作業流

程 

作業 

期限 

準備 

階段 

 

收案 

辦理 

初審 

階段 
 

10 

日 

以 

內 

複審 

階段 
 

30 

日 

以 

內 核定 

階段 
 

備註： 

1.部分縣市亦可於輔具資源中心受理申請。  

2.須檢附評估報告者，可至各地輔具資源中心辦理評估。 

3.各直轄市、縣（市）的流程及表件不盡相同，需洽詢戶籍所在地社會局（處）。 

圖 4-1 輔具補助申請流程圖 

 

是 

 

 
補件 

申請人備齊相關文件並 

填具申請書向公所提出申請 

公所受理收件 

鄉鎮市區 

公所 
補件 

核定撥款 

縣（市）政府 

複審 

不符 

(函退公所) 

補件 

不符 

(函退申請人) 

民眾購買輔具檢附相關資料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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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階段： 

現階段的輔具補助申請可以至公所提出，亦可至部分縣市輔

具中心。輔具中心會針對個人給予服務建議，協助確認需求

與服務方向；需評估後補助的輔具給予評估與諮詢服務，不

須評估的輔具項目則可直接至完成送件申請；未達服務資格

者則提供其他資源。 

輔具評估依規定可由輔具中心專任或委託的甲、丁、戊類評

估人員進行，也可至醫療院所接受醫師診斷，以取得診斷證

明。 

 

二、初審、複審階段： 

完整資料備齊後，公所端進行資格審核，確認個人的輔具申

請情形（是否符合申請條件、欲購置的輔具是否到期、年度

申請件數是否用罄、個人經濟條件如是否為低收入戶等等），

後將相關資料轉呈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社會局待收齊相關評估報告後，進行行政及專業複審。 

 

三、核定階段：此階段以公文告知申請人申請結果，內容則敘明

是否通過申請及此次的補助項目及金額及注意事項。 

 

四、輔具取得：請注意自 101 年 7 月 11 日後，輔具補助皆需經

過事先申請，核定後始得購買輔具；目的希望透過需求評估

協助確認所購買輔具是否符合需求，也保障障礙者能真正得

到合適之輔具。 

因此，取得公文後再自行採購輔具，或有合適者經由輔具中

心媒合二手輔具。經由購置輔具者，後續再將發票、切結書

及輔具保固書等文件送至或寄至社會局（處）完成請款。 

 

五、撥款補助：社會局（處）確認發票等規定文件符合後，再將

補助金額匯入個人帳戶。而後續將由輔具中心協助後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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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及追蹤，可以讓輔具使用發揮至最大效益。 

 

申請輔具的流程有兩個重點，一是以輔具專業為主的評估面，

著重於個案的使用權益和輔具效益，由輔具中心主軸，民眾會接

觸社工與治療師；另一個是行政流程，主要為資格把關、行政文

件的備齊和補助金核發，由社會局（處）主責，民眾接觸的是區

公所的承辦人員。 

 

民眾比較容易搞混的部分為何時該去輔具中心、何時該去區

公所。與民眾接觸時，評估人員（治療師）盡可能告知下一步驟，

及預期完成時間，同時輔具中心的社工也會協助連貫所有流程，

必要的告知與關心都讓民眾較為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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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視覺輔具相關資源服務 

 

壹、 各直轄市、縣市輔具資源中心 

全國計有中央級別及地方級別的輔具中心提供相關服務，目

前中央級別提供視覺輔具服務的單位有兩個，一個是多功能輔具

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另一個為溝通與資訊輔具推廣中心，這兩個

中心扮演著推廣視障輔具、培訓專業人員、和支援地方輔具中心

等地任務；透過輔具中心或機構轉介困難個案時提供輔具評估等

服務。各直轄市、縣（市）的輔具中心主要職責為輔具評估、諮

詢、借用、維修及訓練等服務，辦理單位則依承接縣市政府的輔

具委辦計畫而每年會略有不同。本年度的輔具資源中心聯繫資源

見表 4-1。 

 

表 4-1 各直轄市、縣（市）輔具資源中心基本資料表 

區域 團體名稱 電話 地址 

全國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

整合推廣中心 

02-2874-3415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322 號 B1

（身障重建中心大樓地下一樓） 

全國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溝通與資訊輔具

資源推廣中心 

02-7729-7951 臺北市仁愛路三段 18-1號 5F-1 

北區 基隆市輔具資源中心 02-2466-2355#248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282-45 號 

北區 臺北市西區輔具中心 02-2523-7902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 5巷 2號 2樓 

北區 臺北市南區輔具中心 02-2720-7364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50 巷 310

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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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臺北市合宜輔具中心 02-7713-7760 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號 

北區 新北市輔具資源中心 02-8286-7045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245號 9 樓 

北區 桃園市輔具資源中心 03-368-3040 

03-373-2028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901 巷 49

弄 91號 

北區 新竹市輔具資源中心 03-562-3707#120

、308、138 

新竹市竹蓮街 6 號 1 樓（身心障礙福

利服務中心） 

北區 新竹縣輔具資源中心 03-555-1102#433 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 220 號（同心樓

服務中心） 

北區 苗栗縣輔具資源中心 037-268-463 苗栗縣苗栗市經國路 4 段 851 號（身

心障礙發展中心） 

中區 臺中市南區輔具資源

中心 

04-2471-3535#117

7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 號 

中區 臺中市北區輔具資源

中心 

04-2531-4200 

04-2532-2843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 241 巷 7 號

1樓（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中心） 

中區 臺中市海線區輔具資

源中心 

04-2658-1919＃

59272 

臺中市梧棲區文華街 28巷 153 號 

中區 彰化縣輔具資源服務

中心 

04-896-2178（總站） 

04-722-9767 

（北區據點） 

04-883-6311 

（田尾據點） 

彰化縣二林鎮中西里二城路 7 號（總

站）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134號1-2樓（北

區據點） 

彰化縣田尾鄉福德巷 343 號（田尾據

點） 

中區 南投縣輔具資源中心 049-242-0390 

049-242-0338 

南投縣埔里鎮八德路 17號 

中區 雲林縣輔助器具資源

中心 

05-533-9620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22號 1樓（身心

障礙福利服務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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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 嘉義市輔具資源中心 05-285-8215 

（西區服務站） 

05-225-4844 

（東區服務站） 

（西區）嘉義市玉康路 160號 

（東區）嘉義市體育路 2-3號 

南區 嘉義縣輔具資源中心 05-279-3350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38號2樓 

南區 臺南市輔具資源中心 06-209-8938（南區） 

06-579-0636（北區） 

（南區）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 500

號 

（北區）臺南市官田區隆田里中華路

一段 325號 

南區 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

中心 

07-841-6336 

07-815-1500#111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 392號 

南區 高雄市北區輔具資源

中心 

07-622-6730#142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 131號 

南區 屏東縣輔具資源中心 08-736-5455（總站） 

08-800-6189 

（屏中分站） 

（總站）屏東市建豐路 180巷 35號 5

樓（身障福利中心） 

（屏中分站）屏東縣潮州鎮天文街 34

號 

東區 宜蘭縣輔具資源中心 03-932-8822#500 

03-935-5583#21~

23 

03-965-1075 

宜蘭市同慶街95號5樓（社會福利館） 

東區 臺東縣輔具資源中心 089-232-263 臺東市仁七街 83號 

東區 花蓮縣輔具資源中心 03-823-7331 

03-822-7083#3190

~3198 

花蓮市順興路 3 號（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中心） 

東區 澎湖縣輔具資源中心 06-926-2740 澎湖縣馬公市同和路 33 號 B1（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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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 障礙福利服務中心） 

東區

離島 

金門縣輔具資源中心 082-333-629 金門縣金湖鎮瓊徑路 35號地下室（社

會福利館） 

東區

離島 

連江縣輔具資源中心 0836-23050（上午） 

0836-25022＃305

（下午）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7號地下 1樓 

 

 

貳、 視障重建中心 

大部份的縣市均有公（自）辦或委託辦理的視障重建中心（或

方案），除了生活自理及生活輔導外、在輔具相關服務面主要提

供訓練服務，多為定向行動訓練、盲用電腦教學、及語音手機等

教學，聘有專業老師負責訓練。由於視障重建中心的承辦單位會

因各直轄市、縣（市）規劃的視障服務方案略有所變動，有關各

直轄市、縣（市）負責的視障重建業務單位（視障重建中心），

可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區域 團體名稱 電話 地址 網址 

北區 

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基

隆中心） 

02-2466 

#2355 

基隆市信義

區 東 信 路

282-45號 

https://www.facebook.com/keelung

eden/posts/868914236567612 

 

北區 

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 

02-25775689 

#30 

台北市松山

區光復北路

60 巷 19-6

號 B1 

http://www.dosw.gov.taipei/ct.asp?xI

tem=89732513&ctNode=72361&m

p=1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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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團體名稱 電話 地址 網址 

 

北區 
新北市愛明

服務中心 

02-2963-686

6 

新北市板橋

區 廣 權 路

130號 3樓 

http://www.eden.org.tw/contact_ser

vice_detail.php?team_id=9&service_

id=52 

 

北區 

伊甸基金會

桃園分事務

所 

03-4947341 

#203、204  

中壢市環西

路 83號 3樓 

https://www.eden.org.tw/news_detai

l.php?bulletin=2&b_id=2313 

 

北區 

社團法人新

竹縣盲人福

利協進會 

03-6587002  

新竹縣竹北

市成功十街

91號 1樓 

http://www.hcbwa.artcom.tw/ap/ne

ws_view.aspx?bid=19&sn=072e0a28

-74cc-4732-80a0-3b707092f276 

 

北區 

社團法人新

竹市視障成

長協會 

03-5311968 

新竹市武陵

路 196 巷 1

弄 4號 4樓 

http://www.eyeslove99.org.tw/ap/in

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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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團體名稱 電話 地址 網址 

 

北區 

社團法人苗

栗縣視覺障

礙者福利協

進會 

037-279631  

苗栗縣苗栗

市嘉新里經

國 路 四 段

851號 2 樓 

http://www.miaoli.gov.tw/barrier/no

rmalSingle.php?frontTitleMenuID=4

358 

 

中區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視障

者家長協會 

04-23281051 

#2  

臺中市西區

博館路 117

號 5樓之 1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

section/index-1.asp?Parser=99,16,2

57,,,,3724,567,,,4,8,,4 

 

中區 
彰化縣視障

者關懷協會 
04-7636738 

彰化縣彰化

市南興里鄰

義興街 15號 

http://www.s45678104.bexweb.tw/?

Page=Bulletin&Guid=5bd936ee-3f2

9-1c13-0619-0906183fabea 

 

中區 

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南投

049-2220071 

南投市信義

街5巷 1號 3

樓 

http://www.eden.org.tw/contact_ser

vice_detail.php?team_id=9&service_

id=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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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團體名稱 電話 地址 網址 

服務中心 

 

中區 

社團法人雲

林縣輔助科

技服務協會 

05-5339600 

雲林縣斗六

市鎮西里鄰

府文路 22號

1樓 

 

南區 

嘉義縣生活

重建服務窗

口 

05-3620900#

2215 

嘉義縣太保

市祥和二路

東段一號 

http://www.cyhg.gov.tw/wSite/mp?

mp=11 

 

南區 

嘉義市政府

視障生活重

建窗口 

05-2220072  

嘉義市東區

中山路 199

號 

http://www.chiayi.gov.tw/web/social

/allpage.asp?sn=20061117163228 

 

南區 

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臺南

市視覺障礙

生活重建服

務中心 

06-2389948  

06-2389932 

臺南市東區

林森路二段

500號A樓1 

http://www.eden.org.tw/contact_ser

vice_detail.php?team_id=9&service_

id=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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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團體名稱 電話 地址 網址 

南區 

財團法人台

灣省私立台

灣盲人重建

院 

07-5507316 

高雄市左營

區博愛二路

198 號 4 樓

之 2 

http://socbu.kcg.gov.tw/?prog=2&b

_id=5&m_id=212&s_id=465 

 

南區 

社團法人屏

東縣脊髓損

傷者協會 

08-7380657 

屏東縣東港

鎮興農里鄰

興農路 34-8

號 

http://socmap.pthg.gov.tw/pt1w/sa

100/show/10154？mobile= 

 

東區 

財團法人宜

蘭縣私立慕

光盲人重建

中心 

03-9581001 

宜蘭縣冬山

鄉永美村鄰

冬山路三段

179號 

http://www.mukuang.org.tw/link8-1.

asp?gid=7 

 

東區 

花蓮縣弱勢

族群服務協

會 

03-8513290 

花蓮縣吉安

鄉東昌村東

海六街 185

號 

http://sa.hl.gov.tw/files/16-1037-444

12.php 

 

東區 

臺東縣政府

社會處社會

福利科 1 號 

089-340720 

#141 

臺東市桂林

北路 201 號 

http://taisoc.taitung.gov.tw/WebSite

/Service/servicelist.aspx?menuid=l

W%2bfKiAxClc%3d&cate=DzoGGqA

DLyo%3d&lista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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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團體名稱 電話 地址 網址 

 

東 區

離島 

澎湖縣視覺

障礙者生活

重建服務中

心 

06-9271025 

澎湖縣馬公

市同和路 33

號 3樓 

http://www.penghu.gov.tw/society/h

ome.jsp?mserno=201110140003&s

erno=201309130024&contlink=ap

%5C%5C%5C/unit1_view.jsp&datas

erno=201511030007 

 

東 區

離島 

金門縣政府

社會局個管

中心 

082-324648 

082-323019 

082-373291 

金門縣金城

鎮 民 權 路

173 號 

http://web.kinmen.gov.tw/Layout/su

b_F/AllInOne_Show.aspx?path=1569

9&guid=c7ff29c8-ad3c-4c02-a196-

8b10376b502e&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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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視障輔具廠商 

台灣的視障輔具廠商多分布於北部地區，各廠商視人力配置

會在中南部提供巡迴服務、或定點服務，服務對象除了視障者本

人及親友外、也包含輔具中心、特教老師等專業人員，相關資訊

見表 4-2。 

 

表 4-2 視障輔具廠商資訊表 

區域 廠商名稱 電話 地址 

北區 布萊爾視覺輔具中心 （02）2883-0798 
台北市承德路 4段 188號 3 樓 E 室 

（近捷運劍潭站、百齡高中） 

北區 宇崝企業有限公司 （02）2587-3206 台北市雙城街 21號 6樓 

北區 
常業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02）2397-0197 

台北市忠孝東路 2段 130號 9 樓之 7 

（捷運忠孝新生站 2號出口） 

北區 
華堂光學實業有限公

司 
（02）2976-9898 新北市三重區光明路 72巷 9號 

北區 
聯郃國際視覺輔具中

心 
（02）2596-1695 臺北市雙城街 46巷 11-2號 1 樓 

北區 龍泰視覺輔具中心 （02）2370-8988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50號14樓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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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視障者服務相關單位 

全國知名之視障者重建和資訊提供之相關資訊見表 4-3。 

 

表 4-3 視障者服務相關民間團體資訊表 

區域 團體名稱 電話 地址 網址 

北區 

社團法人台

灣盲人重建

協會 

（02）

2531-2129 

台北市林森

北路 409 號

9樓之 13 

http://www.abt.org.tw/ 

 

北區 

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視

障服務發展

處 

（02）

2577-5689 

台北市八德

路三段 199

巷 1 弄 4 號

B1 

http://light.eden.org.tw/page.php 

 

北區 

中華民國無

障礙科技發

展協會 

（02）

2599-4236 

台北市中山

區雙城街 21

號 5樓 

http://www.twacc.org/index.php 

 

北區 
財團法人愛

盲基金會 

（02）

7725-8000 

台北市中正

區忠孝西路

一段 50 號

13樓之 19 

http://www.tfb.org.tw/new/index.ht

ml 

 

http://www.abt.org.tw/
http://light.eden.org.tw/page.php
http://www.twacc.org/index.php
http://www.tfb.org.tw/new/index.html
http://www.tfb.org.tw/ne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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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團體名稱 電話 地址 網址 

北區 

財團法人台

灣盲人重建

院 

（02）

2998-5588 

新北市新莊

區 中 正 路

384號 

http://www.ibt.org.tw/index.php 

 

北區 

伊甸社會福

利 基 金

會 — 愛 明

發展中心 

（02）

2963-6866 

新北市板橋

區 廣 權 路

130號 3 樓 

http://light.eden.org.tw/love_intro.ht

m 

 

中區 

社團法人台

灣盲人福利

協進會全國

總會 

（04）

2211-4244 

台中市東區

進化路 170

號 3樓 

http://www.taiwanblind-ncc.org.tw/ 

 

南區 

高雄市視覺

障礙者社會

重建中心 

（07）

556-1563 

高雄市左營

區博愛二路

198 號 4 樓

之 2 

http://socbu.kcg.gov.tw/?prog=2&b

_id=5&m_id=30&s_id=465 

 

東區 
慕光盲人重

建中心 

（03）

958-1001 

宜蘭縣冬山

鄉冬山路三

段 179號 

http://www.mukuang.org.tw/link4-1.

asp 

 

 

http://www.ibt.org.tw/index.php
http://light.eden.org.tw/love_intro.htm
http://light.eden.org.tw/love_intro.htm
http://www.taiwanblind-ncc.org.tw/
http://socbu.kcg.gov.tw/?prog=2&b_id=5&m_id=30&s_id=465
http://socbu.kcg.gov.tw/?prog=2&b_id=5&m_id=30&s_id=465
http://www.mukuang.org.tw/link4-1.asp
http://www.mukuang.org.tw/link4-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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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國內有聲圖書資源 

根據著作權法 53 條[註]，視聽障等相關知覺有障礙者可取得

重製後的點字或有聲圖書資源，有需求者可憑身心障礙手冊（或

證明）向所屬圖書館登錄，日後則可以網路下載、去電或領用光

碟等方式獲取有聲資源。國內有聲書圖書館資源見表 4-4。 

表 4-4 國內有聲圖書資源表 

團體名稱 電話 網址 

愛盲基金會有聲書平

台 

（02）

77258000 

http://lib.blindness.org.tw/ 

 

國立台灣圖書館視障

資訊網頁 

（02）

29266888 

http://www.ntl.edu.tw/mp.asp？mp=10 

 

臺北市立圖書館視障

電子圖書館 

（02）

25148443 

http://blind.tpml.edu.tw/mp.asp?mp=10 

 

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 
（02）

26293337 

http://elib.batol.net/ 

 

http://www.ntl.edu.tw/mp.asp?mp=10
http://blind.tpml.edu.tw/mp.asp?mp=10
http://elib.bato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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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名稱 電話 網址 

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有聲悅讀服務 

（02）

23711867 

http://www.blind.org.tw/ky-catalog.htm 

 

交大數位愛盲有聲圖

書網 

（03）5712121

轉 52672 

http://blind.nctu.edu.tw/Magazine/login.php 

 

國立清華大學盲友會 （03）5721595 

http://blind.cs.nthu.edu.tw 

 

彰化師大圖書館視覺

障礙資料組 
（04）7261041 

http://visual.ncue.edu.tw/ 

 

[註]著作權法第 53 條：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或其他

視、聽覺認知有障礙者以點字、附加手語翻譯或文字重製之。以增進視覺障

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或其他視、聽覺認知有障礙者福利為目

的，經依法立案之非營利機構或團體，得以錄音、電腦、口述影像、附加手

語翻譯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專供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

聽覺機能障礙者或其他視、聽覺認知有障礙者使用。 

  

http://www.blind.org.tw/ky-catalog.htm
http://blind.nctu.edu.tw/Magazine/login.php
http://blind.cs.nthu.edu.tw/
http://visual.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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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視障輔具專業書籍 

為利視障者對本身之視障認識，以利媒合適當之輔具，本手

冊列出相關專業書籍，供視障者和評估人員參考，見表 4-5。 

 

表 4-5 視障輔具專業書籍資訊表 

書籍 作者 出版年 出版社 ISBN 

視障教育 萬明美 

2015 

（1 版 10

刷） 

五南圖書 
978-957-11-238

9-9 

視皮質損傷-評估、介入的方

向 

作者：克莉絲

汀．羅曼南茜 

譯者：蕭斐文 

2014 
私立惠明

盲校 

978-986-89259-

1-5 

視障者勞工職業評量工具

可適性評估 102 藍 M314 

王敏行、徐雅

媛 
2014 

勞動部勞

研所 
9789860407440 

眼科學/視障教育工學 萬明美 

2014 

（ 2 版 2

刷） 

五南圖書 957-11-3763-4 

功能性視覺 : 實務工作者

評估與介入指南 

作者：阿曼

達．霍路克 

譯者：林弘娟 

2012 
愛盲基金

會 
9789868817616 

低視能照護：以認識視覺障

礙與提升照護品質為目標 

作者：簗島謙

次 

譯者：林弘娟 

2012 

財團法人

愛盲基金

會 

9789868817623 

更好的改變，還是更多的限

制？─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

障礙分類系統（ICF）概念

與應用 

李英琪 2012 

財團法人

愛盲基金

會 

9789868817609 

視覺障礙輔導實務應用：低 作者：高橋広 2011 華騰文化 9789866654893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7%8E%8B%E6%95%8F%E8%A1%8C&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BE%90%E9%9B%85%E5%AA%9B&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BE%90%E9%9B%85%E5%AA%9B&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wunangov554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wunangov554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7%B0%97%E5%B3%B6%E8%AC%99%E6%AC%A1&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7%B0%97%E5%B3%B6%E8%AC%99%E6%AC%A1&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9E%97%E5%BC%98%E5%A8%9F&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fb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fb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fb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fb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fb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f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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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能管理與生活品質提升 譯者：賀夏梅 

應用先進技術輔助視障者

使用公共運輸服務之探討

[100 淺灰] 

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 
2011 

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 
9789860302592 

身心障礙者的輔助科技

（Assistive Technology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作者：D. P. 

Bryant & B. R. 

Bryant 

譯者：柯惠菁 

2009 
心理出版

社 
9789861912479 

視障輔具導覽手册  

Assistive technology for 

person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杞昭安主編 2009 
師大特教

系 
9789577524348 

教學視導-觀念、知能與實務 吳培源 2006 
心理出版

社 
957702856X 

弱視生閱讀媒介評量之研

究-以印刷放大文字與電腦

擴視文字為例 

莊素貞 2004 五南圖書 957-11-3733-2 

 

 

柒、相關網站 

國內視障輔具重要查詢之線上資源，見表 4-6。 

 

表 4-6 視障輔具相關網站資訊表 

網站名稱 簡介 服務說明/網址連結 

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

署－「輔具

資 源 入 口

「輔具資源入口網」為多功能輔具

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受託建置並管理

之全國性輔具相關資源整合平台。

自民國 96年 10月正式上線至今，

http://repat.sfaa.gov.tw/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4%BA%A4%E9%80%9A%E9%83%A8%E9%81%8B%E8%BC%B8%E7%A0%94%E7%A9%B6%E6%89%80&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4%BA%A4%E9%80%9A%E9%83%A8%E9%81%8B%E8%BC%B8%E7%A0%94%E7%A9%B6%E6%89%80&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4%BA%A4%E9%80%9A%E9%83%A8%E9%81%8B%E8%BC%B8%E7%A0%94%E7%A9%B6%E6%89%80&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4%BA%A4%E9%80%9A%E9%83%A8%E9%81%8B%E8%BC%B8%E7%A0%94%E7%A9%B6%E6%89%80&f=author
http://repat.sfa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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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已逾 5 億次點閱流量，並超過 3 萬

份電子報訂閱量。網站係以輔具使

用者與專業服務人員之需求為設置

出發點，涵蓋輔具相關法規、輔具

服務單位、輔具補助、輔具廠商、

輔具產品、輔具人才、輔具研究成

果…等等多元豐富的輔具資訊。 

 

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

署溝通與資

訊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 

內政部為達成『利用各項溝通與資

訊輔具，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就

學及就業之資訊，提升並促進其生

活與社會適應能力』，特委託民間機

構成立此中心，整合視覺功能障

礙、聽語功能障礙、資訊科技類等

輔具業務，以落實身心障 礙者溝通

與資訊無障礙的理想。 

視障服務部份提供地方輔具中心的評估

工具、技術及試用輔具的諮詢與支援。

網址：

http://repat.sfaa.gov.tw/ciat/page/ 

 

教育部大專

校院視障輔

具及高中職

視障學生教

育輔具中心 

教育部委託成立大專院校身心障礙

學生學習輔具中心，服務對象為大

專院校及高中職視障學生，輔具中

心會於新學期開始時聘請專家學者

與個案進行諮詢，具體建議適用的

學習輔具，幫助學生快速取得輔具。 

提供大專及高中職視障學生取得學習輔

具。盲用電腦相關軟體（含智慧型手機）

教育訓練。點字書籍製作出版。網址： 

http://assist.batol.net 

 

中華民國無

障礙科技發

展協會 

協會承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視障

職業重建中心，協助視障者就業服

務。 

提供有就業需求或在職中的視障者免費

的輔具諮詢與借用服務。盲用電腦相關

軟體（含智慧型手機）教育訓練。點字

書籍製作出版。網址：

http://www.twacc.org/ 

http://repat.sfaa.gov.tw/ciat/page/
http://assist.batol.net/index.asp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8tUwZhpR.tUbxMANQ9r1gt.;_ylu=X3oDMTE0MmswODNwBHNlYwNzcgRwb3MDNQRjb2xvA3R3MQR2dGlkA1NNRVRXOTNfMQ--/RV=2/RE=1424734185/RO=10/RU=http%3a%2f%2fwww.twacc.org%2fmenu.php%3fm_id%3d11%26root%3d2/RK=0/RS=03vZUvkVZ0yMzy8dXJlDhVrgN8Q-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8tUwZhpR.tUbxMANQ9r1gt.;_ylu=X3oDMTE0MmswODNwBHNlYwNzcgRwb3MDNQRjb2xvA3R3MQR2dGlkA1NNRVRXOTNfMQ--/RV=2/RE=1424734185/RO=10/RU=http%3a%2f%2fwww.twacc.org%2fmenu.php%3fm_id%3d11%26root%3d2/RK=0/RS=03vZUvkVZ0yMzy8dXJlDhVrgN8Q-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8tUwZhpR.tUbxMANQ9r1gt.;_ylu=X3oDMTE0MmswODNwBHNlYwNzcgRwb3MDNQRjb2xvA3R3MQR2dGlkA1NNRVRXOTNfMQ--/RV=2/RE=1424734185/RO=10/RU=http%3a%2f%2fwww.twacc.org%2fmenu.php%3fm_id%3d11%26root%3d2/RK=0/RS=03vZUvkVZ0yMzy8dXJlDhVrgN8Q-
http://www.twa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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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愛

盲基金會 

基金會正式成立於民國八十年

（1991 年）底，原隸屬台北市政府

教育局，八十六年（1997 年）底改

制為全國性的社會福利團體，九十

五年改隸於內政部，一 O 二年八月

主管機關改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是國內第一個為視覺障礙

朋友以及其他身障朋友，在文教、

職訓與視障福利政策方面，提供全

面性服務的基金會。 

低視能評估及輔具試用。低視能輔具免

費借用。盲用電腦相關軟體（含智慧型

手機）教育訓練。點字書籍製作出版。

網址：http://www.tfb.org.tw 

 

台灣數位有

聲書推廣學

會 

學會引進國際有聲書製作技術

（DAISY），推展方便閱讀的數位有

聲書之製作與流通，以嘉惠視障者

及閱讀有障礙者為宗旨。 

盲用電腦相關軟體（含智慧型手機）教

育訓練。網址：http://www.tdtb.org/ 

 

台北市視障

者家長協會 

基於視障家長需自我充實、視障家

庭須互相扶持的前提，於八十五年

七月成立「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

會」，以爭取視障者合法權益、促進

視障者福利、服務視障者，使之更

加適應社會生活為宗旨。 

針對待業及在職之視障者提供盲用電腦

相關軟體（含智慧型手機）教育訓練。

網址：http://www.forblind.org.tw/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8tUwZhpR.tUbxMALw9r1gt.;_ylu=X3oDMTE0OGt2YWFpBHNlYwNzcgRwb3MDMwRjb2xvA3R3MQR2dGlkA1NNRVRXOTNfMQ--/RV=2/RE=1424734185/RO=10/RU=http%3a%2f%2fwww.tfb.org.tw%2fnew%2fservice_04.html/RK=0/RS=lOIvgBqd0rnBJJUqfthxNs_DOVU-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8tUwZhpR.tUbxMALw9r1gt.;_ylu=X3oDMTE0OGt2YWFpBHNlYwNzcgRwb3MDMwRjb2xvA3R3MQR2dGlkA1NNRVRXOTNfMQ--/RV=2/RE=1424734185/RO=10/RU=http%3a%2f%2fwww.tfb.org.tw%2fnew%2fservice_04.html/RK=0/RS=lOIvgBqd0rnBJJUqfthxNs_DOVU-
http://www.tfb.org.tw/
http://www.tdt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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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 

（視覺相關輔具） 

內政部 101年 7月 10日內授中社字第 1015933764 號令發布 

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

行動

輔具 

四

二 

視障用

白手杖 
七○○ 二 

不須

評估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功能或規格要求： 

「收錄音機或隨身聽-B 款數位型」應具電子

書朗讀功能。 

三、其他規定： 

（一）視障用點字手錶及視障用語音報時器僅

能擇一申請。 

（二）「收錄音機或隨身聽」A 款及 B 款僅能

擇一申請。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四

三 

收錄音

機或隨

身聽-A

款（一

般型） 

一,○○○ 三 
不須

評估 

溝通

及資

訊-

四

四 

收錄音

機或隨

身聽-B

二,五○○ 五 
不須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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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視覺 款（數

位型） 

（三）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

（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

明產品規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

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

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

稱及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其他

必要資訊。語音血壓計、語音體溫計之保固書

並應標示經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許可證字號。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四

五 

視障用

點字手

錶 

三,○○○ 五 
不須

評估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四

六 

視障用

語音報

時器 

三○○ 三 
不須

評估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四

七 

特製眼

鏡 
六,○○○ 四 

甲、

丁、

戊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須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經眼科醫師開立診斷書 

（二）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

員）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

式編號七）。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特製眼鏡：針對屈光矯正、斜視矯正、

放大、遠用及近用、延伸視野、防眩光、增強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四

八 

包覆式

濾光眼

鏡 

四,○○○ 四 

甲、

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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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四

九 

手持望

遠鏡 
四,○○○ 五 

甲、

丁、

戊 

對比等功能須另製、加工、修改或染色者。 

（二）包覆式濾光眼鏡：鏡框於上緣、側緣及

下緣均應有遮擋光線之包覆設計、有濾光效

果、可阻隔藍光及紫外光。 

（三）手持望遠鏡：同時載明倍率及口徑、放

大倍率在二倍以上、重量三百公克（g）以下。 

（四）放大鏡：鏡片規格必須同時載明倍率及

屈光度、非球面鏡片、倍率應高於二倍及屈光

度高於八。菲涅爾透鏡（Fresnel Lens）不列

入補助範圍。 

四、其他規定： 

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

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

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

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迄日期（含

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及統一編

號及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其他必要資訊。

特製眼鏡之鏡片並應標示經醫療器材查驗合

格之許可證字號。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五

○ 
放大鏡 二,五○○ 五 

甲、

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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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五

一 
點字板 一,八○○ 一○ 

不須

評估 

一、補助對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點字機（打字機）之使用需經

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輔具評

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

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

七）。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點字機（打字機）：具六點鍵以及空白、倒退、

換行鍵，可調整邊界。 

四、其他規定： 

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

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

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

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迄日期（含

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及統一編

號及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其他必要資訊。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五

二 

點字機

（打字

機） 

三二,○○○ 七 

甲、

丁、

戊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五

三 

點字觸

摸顯示

器-A 款 

五○,○○○ 四 

甲、

丁、

戊 

一、補助對象：六歲以上且具點字辨識能力並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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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五

四 

點字觸

摸顯示

器-B 款 

七○,○○○ 四 

甲、

丁、

戊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

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

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

告書格式編號七）。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點字觸摸顯示器 A 款應符合以下所有規

格：二十方以上且八點顯示、可支援一種以上

視窗版中英文視障用電腦報讀軟體。 

（二）點字觸摸顯示器 B 款應含 A 款所有功

能及規格，且總重量二公斤以下。 

四、其他規定： 

（一）申請者須具備個人電腦基本配備（含電

腦主機、螢幕、鍵盤）。 

（二）觸摸顯示器及報讀軟體同時申請時，視

為補助一項次。 

（三）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

（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

明產品規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

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

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

稱及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其他

必要資訊。 

溝通

及資

五

五 

可攜式

擴視機
二○,○○○ 四 

甲、

丁、

一、補助對象：申請者限指數視力（CF-一五

公分）以上者（依診斷書或輔具輔具評估報告



 

189 

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訊-

視覺 

-A 款 戊 書認定），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

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

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

告書格式編號七）。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可攜式擴視機-A 款應符合以下所有規

格：螢幕尺寸二點八英吋以上、色彩模式三組

（黑白、負片、彩色模式）以上、支援放大及

縮小功能且倍率為六倍以上者。 

（二）可攜式擴視機-B 款應符合以下所有規

格： 

螢幕尺寸三點五英吋以上、色彩模式三組（黑

白、負片、彩色模式）以上、支援放大及縮小

功能且倍率為六倍以上；並提供經評估所需其

他功能配備（含亮度調整、對比調整、望遠、

記憶或儲存畫面、六點五吋以上螢幕、螢幕角

度調整、連接電腦或電視、書寫支架或把手、

觸控螢幕等）達任三項以上功能者。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五

六 

可攜式

擴視機

-B 款 

四○,○○○ 四 

甲、

丁、

戊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五

七 

桌上型

擴視機

-A 款 

五○,○○○ 六 

甲、

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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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五

八 

桌上型

擴視機

-B 款 

七五,○○○ 六 

甲、

丁、

戊 

（三）桌上型擴視機 A 款應符合以下所有規

格： 

色彩模式三組以上、支援放大及縮小功能且倍

率在三十倍以上、可自動對焦或可切換手動對

焦者。 

（四）桌上型擴視機 B 款應符合以下所有規

格： 

色彩模式五組（如增加藍黃、黑黃或其他組合）

以上、支援放大及縮小功能且倍率在四十倍以

上、可自動對焦及可切換自動手動對焦；並提

供經評估所需其他功能配備（含亮度調整、對

比調整、望遠、記憶、儲存、托盤、導引線、

定位指示、亮度調整、焦距鎖定、可旋轉鏡頭、

一體成型且螢幕可調整、及電腦畫面分割、等）

達任五項以上功能者。 

（五）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

（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

明產品規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

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

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

稱及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其他

必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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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五

九 

視障用

螢幕報

讀軟體

-A 款 

三,○○○ 六 

甲、

丁、

戊 

一、補助對象：六歲以上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

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

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

告書格式編號七）。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應符合以下規格 

（一）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A 款：具備中英

文語音報讀功能、支援字形字義解釋功能、可

使用無字天書輸入法、具朗讀點字檔案功能、

可支援點字觸摸顯示器。 

（二）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B 款：具備中英

文語音報讀功能、支援多語音方案朗讀功能、

支援字形字義前後解釋詞彙功能、具模擬滑鼠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六

○ 

視障用

螢幕報

讀軟體

-B 款 

六,○○○ 六 

甲、

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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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六

一 

視障用

螢幕報

讀軟體

-C 款 

一二,○○○ 六 

甲、

丁、

戊 

座標導引功能、可支援觸摸點字顯示器。 

（三）視障用螢幕報讀軟體-C 款：具備中英

文語音報讀功能、支援圖形標記功能、完整支

援 office 系列軟體、具備閱讀 pdf 檔案功能、

可支援觸摸點字顯示器。 

四、其他規定： 

（一）申請者須具電腦操作能力並已具備個人

電腦基本配備（含電腦主機、螢幕、鍵盤）。 

（二）觸摸顯示器及報讀軟體同時申請時，視

為補助一項次。 

（三）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

（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

明產品規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

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

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

稱及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其他

必要資訊。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六

二 

視障用

視訊放

大軟體 

一八,○○○ 六 

甲、

丁、

戊 

一、補助對象：六歲以上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

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

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

告書格式編號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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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至少六倍以上之螢幕放

大功能、滑鼠指標及文字編輯游標具多種放大

提示調整之選擇、螢幕顯示色相可作多模式切

換（含高反差、對比色、十字導引、平滑字形

等）放大顯示視窗可選擇分割視窗、全螢幕顯

示或區塊顯示。 

四、其他規定： 

（一）申請者須具電腦操作能力並已具備個人

電腦基本配備（含電腦主機、螢幕、鍵盤）。 

（二）限指數視力（CF-十五公分）以上者（依

診斷書或輔具輔具評估報告書認定）申請。 

（三）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

（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

明產品規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

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

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

稱及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及其他

必要資訊。 

溝通

及資

訊-

視覺 

六

三 

語音手

機 
四,○○○ 三 

甲、

丁、

戊 

一、補助對象：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

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

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

告書格式編號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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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具各層選單之語音報

讀、文字簡訊播報、開關機聲音或震動提示、

語音播報通訊錄內容及來電號碼等功能 

四、其他規定： 

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

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

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

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迄日期（含

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及統一編

號及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經國家通訊主管

機關型式認證審驗合格之標籤號碼及其他必

要資訊。 

身

體、

生理

及生

化試

驗設

備及

材料 

九

二 

語音血

壓計 
二,○○○ 三 

不須

評估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其他規定： 

（一）語音體溫計、語音血壓計、語音體重計

限身心障礙者本人具獨立操作能力者始得申

請，並以共同生活戶為補助單位，每戶限申請

一台。 

（二）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

（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

明產品規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

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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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

稱及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其他

必要資訊。語音血壓計、語音體溫計之保固書

並應標示經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許可證字號。 

住家

及其

他場

所之

家具

及改

裝組

件 

一

三

十 

居家無

障礙設

施-反光

貼條或

消光處

理（單

處） 

三,○○○ 三 

甲、

丁、

戊 

一、補助對象：須居住於設籍縣市並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一）植物人。 

（二）肢障者、視障者、失智症者、平衡障者、

重器障重度者、智障重度者。 

（三）具前款任一種障礙之多重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

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

評估人員）到宅進行環境及使用需求之評估，

並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

編號十九）。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四、其他規定： 

（五）居家無障礙設施，全戶最高補助金額低

收入戶最高補助六萬元，中低收入戶最高四萬

五千元，非低收入戶最高補助三萬元。戶內身

心障礙人數每增加一人，全戶可補助額度上限

按上列基準增加百分之三十，但全戶最高補助

額度不得逾上開基準一點五倍。 

（六）戶內有新增身心障礙人口時，於左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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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限內曾申請之項目仍得再度申請，全戶補助總

額比照（五）之基準。 

（七）每次申請之各項目併計為一項次之輔具

補助。 

（八）各項均以身心障礙者共同生活戶為申請

單位。 

（九）申請居家無障礙設施改善者，其改善部

分如須改變硬體結構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含施工前後照片、改善項目及規格說明）及

房屋所有權狀影本（非自有房屋者，須附租賃

契約書影本、房屋所有權狀影本及屋主出具之

施工同意書），補助單位得審查其施作及核銷

內容是否及輔具評估報告書吻合。 

個人

照顧

及保

護 

一

三

六 

語音體

溫計 
三○○ 三 

不須

評估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其他規定： 

（一）語音體溫計、語音體重計限身心障礙者

本人具獨立操作能力者始得申請，並以共同生

活戶為補助單位，每戶限申請一台。 

（二）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

（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

明產品規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

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

個人

照顧

及保

護 

一

三

七 

語音體

重計 
一,○○○ 三 

不須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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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

次 

補助項

目 

最高補助金

額（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

稱及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其他

必要資訊。語音血壓計、語音體溫計之保固書

並應標示經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許可證字號。 

矯具

及義

具 

一

六

四 

※義眼 一○,○○○  五 

依醫

師診

斷 

一、補助對象：顏面構造損傷及視覺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經整型外科、眼科、耳鼻喉科

或口腔外科等相關專科醫師診斷，並於診斷書

載明本項輔具需求者。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須為可接觸人體之矽膠或壓克力、樹脂

等材質製作，且外觀須自然並模擬實體之形狀

及色澤。 

（二）人造眼窩應包含眼球、眼瞼、睫毛、眼

窩週邊組織等部位。 

四、其他規定： 

（一）同時申請兩側補助者，其補助金額按左

列基準倍數計算。 

（二）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

（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

明產品規格（含本基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

功能規範內容）、保固年限及起迄日期（含年、

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及統一編號及

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及其他必要資訊。 

矯具

及義

具 

一

七

○ 

混和義

臉-人

造眼窩 

二○,○○○ 一 

依醫

師診

斷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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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具補助基準如下：（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二條規定） 

（一）低收入戶：本表「最高補助金額」之全額。 

（二）中低收入戶：本表「最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七十五。 

（三）一般戶：本表「最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二、本表之「補助項目」前加註「※」者，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一般戶均可接受「最高

補助金額」之全額補助。 

三、補助款之撥發，須按依第一點、第二點之最高補助金額為上限，並以實際購買金額為限。 

四、「評估人員」之資格，依「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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