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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盲人輔導會 

復康中心 

認識視障人士 
溝通與協助技巧 

胡崇平 Wallace   高級定向行走導師 

 
鄺迪軒 Dickin   復康中心學員 

香港盲人輔導會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48號 

東翼大樓 西翼大樓 

香港盲人輔導會，自1956年成立，為

視障人士提供其所需服務，並不斷創新

及拓展，以增加服務之全面性，現今服

務範圍包括：眼科及低視能服務、復康

及職業訓練、教育支援、就業輔導、輔

助儀器諮詢服務、資訊科技應用、多重

殘疾視障人士復康及視障長者院舍服務

等。 

培訓內容 

1. 何謂視障 

2. 視障常見的成因 

3. 視障人士分享 

4. 與視障人士溝通提示 

5. 領路法技巧講解及示範 

6. 基本輔助工具 

7. 無障礙設施的應用 

8. 答問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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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系統任何部位出現問題，經過

治療（藥物、手術或一般光學鏡片）

後視力/ 視野不能回復正常，統稱視

障。 

 

何謂視障 
1. 全失明 

沒有視覺功能，對光線沒有感覺。 

2. 低視能 
        嚴重低視能 – 視覺敏銳度（指視力較佳的眼睛戴

上矯正眼鏡後的視力）為6/120(0.05)或更差，或

視野縮窄，最闊的視野直徑對向20度或以下； 

        中度低視能 — 視覺敏銳度為6/60(0.1)或更差，但

未達 6/120(0.05)；和 

        輕度低視能 — 視覺敏銳度為6/18(0.33)或更差，

但未達6/60(0.1)。 

       

何謂視障 

視障常見成因 

白內障 

  白內障是常見會導致視障的眼疾。 
  水晶體出現混濁。 
 視力模糊、有黑影、感覺眼前有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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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球壓力過高 
 視神經細胞受損，令視力下降和視野縮窄 

青光眼 
  失去中央視力 
 變形，直線會變成曲線，或是一條直線中段

忽然中斷，或中間有黑點。 

黃斑點退化 

 視網膜微絲血管受到破壞出血 
 視力受阻 

糖尿眼 視網色素變性 
 視網膜感光細胞（視桿細胞）變性 
 黑暗環境視力減退（夜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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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人士分享 ~ 
 

鄺迪軒  Dickin    

 

與視障人士溝通提示 

與視障人士溝通提示 

1. 每個視障人士也有不同的、屬於他

自己的個性。切勿以單一標籤的態

度去看對所有視障人士。 
 

2. 採取主動介紹自己及跟你一起的朋

友，若不知道視障人士的名字，可

輕拍他的肩膊，讓他知道你要跟他

說話，離開前先告訴他讓他知道。  

3. 先問他是否需要，才提供適切

的幫助。 
 

4. 直接與他交談，毋需由他身旁

的人代你轉述；也毋需特意提

高聲量。 
 

5. 毌需因他是視障而故意避免使用

「看見」等與視力有關的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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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外出時，主動介紹途經的環境，

如街道名稱、大廈名稱等。 
 

7. 使用具體的形容詞來描述方向，

告訴他物件在他的右或左邊，不

要用手指「這邊」或「那邊」，

他未必能看見你指那一邊。描述

距 離 時 用 量 詞 來 表 達 ， 例 ： 

「兩米距離」，不說「很近」，

不要籠統說「很近」。   

8. 描述位置時，可用時鐘方位，

例：「水杯在檯面上你的十二

點位置、酒在十一點位置。」 

  

9.  門戶不應半開半關。通道要保

持暢通無阻。讓他知道傢俬、

雜物改變了位置。  

 

10. 與低視能人士外出時，最好穿著一些顏

色比較鮮艷的衣服，讓低視能人士容易

看到你。 

11. 帶領低視能人士時，你應站在他視力較

弱的那一邊，讓他能發揮良好剩餘視力。  

 

 

 

目的：透過一套有系統、安全的方法，讓視

障人士有效地跟隨帶領者行走。 

領路法 

Sighted Guide.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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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步接觸 

接觸 
 帶領者以手背輕碰視障人士的手，

並告訴視障人士將會被帶領。 

 
 

握法 
1) 視障人士可藉手背的接觸，循著帶領者前

臂上移到手肘對上的位置，四隻手指在手

臂內側，大姆指在外側。 

2) 視障人士的前臂與上臂形成約九十度，同

時輕貼著自己的身體。 

 

 
位置 
 
1) 帶領者應該站在視障人士前方約半步的

距離。 

2) 雙方應面對著同一個方向 

 

行走 
 
1) 行走時應該保持上述的握法和位置。 

2) 留意雙方的步速是否配合。 
 

2. 狹窄通道 

1) 當寛度不足以令兩人同時通過時，便要一前一後

的排成單行行走。 

2) 帶領者把被握著的手臂擺放在身體後，前臂與上

臂屈曲約成九十度。 

3) 視障人士將握著帶領者的手，從手肘順沿

而下，改為握著手腕的位置，然後把手臂

伸直，同時將身體移向帶領者的正後方，

排成單行。 

狹窄通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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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空間回復可以讓兩個人通過的時候，

帶領者祇需要把手臂放回身旁，表示窄

路已經完結，視障人士便可以回復原來

姿勢，繼續跟隨帶領者行走。 

狹窄通道（續） 3. 進出門口 

1) 兩人同時面向著門，視障人士應站在門鉸

的一邊，以便進出時能推拉著門。 

2) 帶領者用被握的手放在門鎖或門把的位置。 

3) 視障人士用另一隻手順沿帶領者開門的手

去找尋門鎖或門把，然後進行推或拉門的

動作，前進時速度要放慢，通過後請視障

人士把門關上。 

進出門口（續） 4. 上下樓梯 

1) 帶領者走到樓梯級邊緣前先停下來，告訴

視障人士行前約半步，與帶領者平排站立。 

2) 帶領者首先踏上或踏落一級，與視障人士

保持一級距離，然後視障人士跟著踏上或

踏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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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或下梯級完畢時，帶領者稍作停頓，讓

視障人士知道樓梯級已經走完，同時亦已

踏上路面，才一起繼續前行。 

上下樓梯（續）  5. 引領坐下  

1) 帶領者把被握的手放於椅背，視障人士將握著

帶領者的手，從手肘順沿而下，觸摸到椅背。 

2) 視障人士可循著椅背找到座位坐下。 

3) 如沒有椅背，帶領者可以把視障人士的一隻手

放在座位上，當視障人士的手接觸到座位便可

坐下。 

4) 如座位前有桌子，帶領者可把視障人士的

一隻手放在椅背上，另一隻手則放在桌子

邊緣，然後視障人士把椅子拉出來坐下。 

5) 視障人士坐下後，把手放在桌邊作參考，

以調整座位的位置。 

 引領坐下（續）  6. 乘搭汽車 
1) 帶領者把視障人士的一隻手放在門把上，而另一隻手

放在車門頂。 

2) 視障人士可用放在門把上的手開車門，而放在車門頂

的手判斷高度，避免進入車廂時頭部碰到車頂，然後

側身坐下，把按於車頂的手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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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輔助工具 

 

直杖 

杖摺 

基本輔助工具 

無障礙設施的應用 

警告塊 / 磚 ── 用以提示視障人士留意有障礙物或危

險，例如出入門口及梯級邊緣。 

 

 

位置塊 / 磚 ── 用以指示視障人士要改變方向，分岔

路口之所 在地或資訊點（如詢問處及

摸讀地圖）之位置。 

  
 
前進塊 / 磚 ── 用以指示視障人士前進之方向。 

引導徑 

Hazard Warning Tile 

Directional Tile 

Positional Tile 

引導徑的用途是引導視障人士以安全之途徑由身處地點到達目標地點  



2018/8/8 

10 

警告塊 

前進塊 

位置塊 

引導徑 

離開梯級邊緣
300mm 

警告塊 

Restaurant 

Information 

Registration 

Reception 

Restaurant 

字體大小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顏色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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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及摸讀標誌是以點字、摸讀圖形、向視障人士

提供所需之資料及訊息。  

點字及摸讀標誌 標誌 

43 

摸讀地圖的功用 

- 以凸起的圖形及點字向視障人士顯示周圍
環境之布局。 

- 地圖內可設有發聲裝置，以音樂向視障人
士顯示該地圖之所在位置 

- 亦備有語音簡介輔助視障人士使用地圖 

摸讀地圖 
 

圖例 

發聲系統 

點字說明 

語音簡介 
按鈕 

凸起圖案 

摸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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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讀走火地圖 
走火警設施 

查詢： 
 
復康中心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248號東翼4樓 

電話：3723 8332 

傳真：2778 8002 

 

復康中心(新界) 

地址：屯門蝴蝶邨蝶影樓地下119-122室 

電話：2466 3031 

傳真：2466 1007 

 

電郵：rc@hksb.org.hk 

網址：https://www.hksb.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