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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輸出模式促進視障與學障學生閱讀理解成效之研究

The effects of multimedia output mode to enhance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r stud 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and learning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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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人：張千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蘇俊鴻   台灣省特殊教育網路中心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原係以台灣師大何榮桂教授為

首的特教科技整合研究小組研究計劃之
一，研究重點在於建立「身心障礙學生電
腦化學習環境」。本子計劃原預計以三年
時間完成「中文化語音多媒體輸出對增進
視障和學障學生閱讀理解的成效」比較研
究。結果僅核定一年。在一年的初步研究
中完成蒐集中文環境中的語音合成器和文
字轉語音軟體，並且調查其在我國視障與
學障教育應用現況；同時設計適合視障學
生應用該項單一媒體輸出的接受度。研究
結果顯示國內急需開發適合視覺障礙與學
習障礙語音「輔助閱讀」的工具。
關鍵詞：電腦多媒體；文字轉語音；閱讀
理解；視覺障礙；學習障礙

Abstract
This project was one component of an 
integrating research project to establish 
computer-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we attempted to evaluate speech 
synthesizers and text to speech software in 
Chinese. We already surveyed the software 
on the shelf and revealed the fact that we 
have to develop a speech output system for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and 
learning disabilities. It’s anticipated that 
more experimental studies request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a variety of multimedia output 
modes. 
Keywords:  

multimedia， text-to-speech， reading 
comprehension ， visual impairment ，
learning disabilities

二、緣由與目的
數位化時代來臨，網際網路方興未艾，

人類對於訊息的取得已經朝向多管道的方
式邁進。此一趨勢使得視障者逐漸得以和
明眼人一般在第一時間取得第一手的資
訊，進而成為獨立的生產者。傳統上，視
覺障礙學生（含弱視或全盲者）因為視覺
功能的缺損，無法以閱讀為吸收知識的主
要管道。透過點字摸讀、收聽廣播或明眼
人的報讀服務，是視障者最主要接收訊息
的來源。某些學習障礙學生如同視障學生
一般，因為對文字材料解碼難以自動化，
造成閱讀的困難，因此，特殊教育工作者
也嘗試以替代性的方法,提供學障學生另
類的學習管道以吸收資訊，達到功能化
「聽」讀的境界。

拜科技之所賜，在數位化的時代裡，訊
息的傳播透過網路而無遠弗屆，其傳送的
速度是傳統媒體時代所望塵莫及的。對於
視障與學障者而言，數位化的文字材料得
以經由電腦程式與硬體轉換成不同的輸出
格式提供其運用。這種轉換以文字符號轉
換為點字符號和語音材料（語音合成技術）
為主，或直接將文字材料由專人進行錄音
（數位化錄音）。這種直接進行輸出格式
轉換的訊息傳播方式，對視障者而言是劃
時代的轉變。在英美等西語系國家中，透
過文字轉語音提供視障者使用網路上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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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是讓視障者融合在一般社會中的重要
關鍵，也是特殊教育、社會福利推動單位
的重責大任。

就當前的技術水準來看，數位化錄音與
語音合成兩種輸出模式各有其優缺點。就
經濟性而言，語音合成輸出是最佳的選
擇；然而，就其輸出效果與使用者的接受
度而言，數位化錄音更佔上風。在英文的
環境下，已經有若干研究針對視障者及其
他閱讀困難者（如閱讀障礙）進行兩種不
同輸出模式的比較研究。在中文環境下則
未見相關系統性的研究。本研究旨在瞭解
視覺障礙者與閱讀障礙者對以中文語音合
成輸出或數位化錄音結合文字材料的多媒
體輸出模式的接受度。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理由，本計劃之目的如下：調查
中文化語音輸出軟、硬體發展現況並初步
發展適用在視障與聽障學生輔助閱讀的可
能性。
三、結果與討論
（一）語音輸出軟體比較：

本研究調查中文化語音輸出軟體方面
的成果如下：以中文視窗為基礎的中文發
音軟體包括 IBM、蒙恬筆、音舞、我唸你聽
（大陸）、小文殊、小漢書、聲碩、網際
語音導覽、語音箱，其中最具有競爭力的
產品為「自然輸入法」所附帶的
text-to-speech 功能和「Dr. eye 譯典通
2001－即時語音」兩種市售產品。其優缺
點簡述如下：
  ☆自然輸入法－整篇發音

優點：能判斷破音字、數字的不同念
法。
缺點：只能以中文發音，遇英文部分
時則無法正確讀出。

  ☆Dr. eye 譯典通 2001－即時語音
優點：文中參雜中、英文時能正確讀
出（數字部分能選擇中、英、日文發
音）。
缺點：無法判斷中文字的破音字、及
分辨數字的不同念法。

（二）軟體介面整合：
為了使視障和學障學生能夠利用語

音輸出軟體作為「閱讀」的工具，本研究
整合中文語音輸出與英文語音輸出編訂文
書編輯器，由國立台中啟明學校鄭明芳老
師負責開發，完成之介面稱為 ANDY 小鸚
鵡。茲就其功能說明如下：
Andy 小鸚鵡主要功能介紹：
1. 是一個簡易完整的編輯器：文書處理

功能不亞於 WIN98 中的記事本。
2. 具有完整的語音功能：中英文皆可發

音，並具有各種發音的模式。
3. 簡體與繁體中文互通：可手動或自動

將台灣的 BIG5 繁體中文與大陸的 GB
簡體碼互換。

4. 自動唸剪貼簿功能：在任何一個軟體
中，只要剪貼簿一有變化，自動會以
語音回饋所複製的內容。

5. 具有弱視生專用的介面設計：除大圖
示外，所有功能表皆有熱鍵使用，並
有多項專為視力不方便（弱視、老花
眼）的操作者設計。

6. 最佳的語音品質：本軟體採用的文字
轉語音核心（TTS），中文為中研院許
聞廉博士的語音核心，英文則為全世
界一致使用的微軟公司的
SPEECH4.0，以目前 TTS 語音系統，本
軟體的發音品質為目前最好的。若是
以語音品質而言，目前本軟體可以說
是最好的，實際請多位視障者及語文
教育工作者比較 IBM、蒙恬筆、音舞、
我唸你聽（大陸）、小文殊、小漢書、
聲碩、網際語音導覽、語音箱… … .等
軟體，若以語音功能而言，除淡大語
音箱（英文字母發音）外，本軟體亦
為最完善。

7. 全盲生的閱讀機：所有功能皆有熱鍵
及語音回饋，全盲生亦可操作。尤其
是英文文章，本軟體可說是全盲生學
習英文的最佳輔具之一。

8. 具有英漢字典功能：本軟體含有 13 萬
個字的英漢字典，使用者在需要字典
時，按一下熱鍵即可查出大字體加語
音的英漢字典。（目前為全世界唯一
的大字體及全語音功能之英漢字典）

Andy 小鸚鵡適用對象
1. 弱視生：本軟體一開始是專為弱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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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設計，因此所有功能皆考慮弱視生
使用而設計。

2. 全盲生：全盲生可用本軟體來閱讀文
章（免語音箱），尤其是閱讀英文文
章者。但盲人無法靠本軟體上網。

3. 老花眼：凡視力不佳或看螢幕會累者
皆可適用。

4. 半文盲：喜歡上網但又識字不多者，
如國小一、二年級或失學者。

5. 國字學習者：本軟體可以逐字發音，
因此適合初學國字或學習國字緩慢者
（如學習障礙者）。目前正和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接洽國語字典，若接
洽成功則本軟體會含有國語字、辭典
功能。

6. 英文學習者：本軟體會以自然語音方
式唸出中、英文，並有英漢字典，一
般人可以以本軟體學習英文、訓練英
文聽力。

7. 後天盲之盲人：因點字輸入法無法校
對同音異字，因此後天盲具有字型概
念者，只要稍加訓練，本軟體可成為
其有聲的編輯器，且全盲生可以打出
幾乎 99.9％以上正確的文章，而非像
目前無法自己校對的困境。

8. 文字校對或輸入者：因具有同步發
音，可以直接校對，減少錯誤的輸入。

9. 上大陸網站者：大陸因不管智慧財產
權，因而有相當多的資料，小說、散
文、童話故事少說也有上萬本，只要
你會蒐尋，大部份的資料都可以在網
站中找到。找到的資料或網頁可以直
接在本軟體中轉成 BIG5 碼。

語音功能設定方法（熱鍵 ALT＋S）
   本項功能為本軟體最具特色的地方，功
能也最多如下圖：

語音功能除『字典』、『調整語音』外，
全部都僅有語音回饋，簡介如下：
1.逐句唸（熱鍵 F1）：以最接近自然的模

式發音，適合閱讀一般文章。（以句子
為單位，會自動判斷破音字）

2.教學模式唸法（熱鍵 F2）：中文字以句
子型態方式閱讀，英文字以單字（非字
母）方式閱讀，學習英文時使用。

3.逐字唸（熱鍵 F3）：中、英文皆以單字
方式唸出。大部份會配合『標點符號發
音』，作最仔細的閱讀，但破音字不會
判斷而全部以預設值唸出。

4.唸英文字母（熱鍵 F4）：：全盲生在聽
到生字時，無法從螢幕上讀出單字的拼
法時使用。在按下 F4 時，電腦會自動將
游標所在的英文單字以拼音方式讀出。

5.查字典（熱鍵 F5）：電腦會自動將游標
所在的英文單字查出中文解釋並以大字
體及語音方式同時呈現。

6.同步發音（熱鍵 F6）：設定在輸入文字
時要不要同步發音。

7.標點符號發音（熱鍵 F7）：設定標點符
號要不要發音，標點符號要不要發音，
電腦會以語音方式說明。

8.英文單字發音（熱鍵 F8）：設定英文單
字以字母或單字方式發音。在滑鼠點一
下左鍵時以字母或單字發音。

9.英文加速（熱鍵 F9）：英文以較快速的
方式讀出

『My name is Andy』。
10. 英文減速（熱鍵 F11）：英文以較慢速

的方式讀出
『My name is Andy』。
11. 調整語音（熱鍵 F12）：詳細的設定各

語音參數，但全盲者無法勝任。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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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ike（熱鍵 Shift+F9）：英文設定成
Mike 發音。

13. Mary（熱鍵 Shift+F11）：英文設定成
Mary 發音。

14.停止語音：只要按一下任意鍵或點選滑
鼠一下即可。

語音操作最困難者為全盲生，如果全盲生
在使用本軟體學習英文時，最好以『逐句
唸』方式進行，但如果本句有疑問時，可
按 ESC 鍵停止，TAB 鍵逐字唸，有不會拼的
字，按 F4 唸出字母，如果需要英漢字典時
按 F5 即可，聽完中文後，按 TAB 鍵繼續下
一個字。
五、設定：
1. 自動唸剪貼簿：（熱鍵：CRTL＋J）：

在執行本功能後，電腦會自動偵測剪貼
簿，剪貼簿一有任何變化，會自動將剪
貼簿中的資料轉移至小鸚鵡中，並直接
唸出內容。此功能亦為本軟體最受歡迎
的地方，因為不管在任何軟體中，只要
將資料標定後，按一下複製（CTRL＋C），
小鸚鵡就會唸出資料

2. 累積剪貼簿：（熱鍵：CRTL＋Ins）：
若不設定本功能時，小鸚鵡僅保留最後
一次的資料，但設定本功能後，所複製
的資料會累積下來。（適合寫報告或出
考題）。

3. 剪貼簿自動 GB 轉 BIG5（熱鍵 CTRL＋
Q）：在閱讀大陸簡體碼時，電腦會出現
一大堆亂碼（GB 碼），在設定完後電腦
會自動將 GB 碼轉成 BIG5 碼。

4. 文件中 GB 轉 BIG5（熱鍵 CTRL＋D）：
有些簡體碼的資料在小鸚鵡中出現時，
可點本功能，就可將 GB 碼轉成 BIG5 碼。

5. 文件中 BIG5 轉 GB（熱鍵 CTRL＋Y）：
有些簡體碼的資料在小鸚鵡中出現時，
可點本功能，就可將 BIG5 碼轉成 GB 碼。

6. 最上層顯示（熱鍵 CTRL＋U）：設定後，
小鸚鵡會自動以最上層方式呈現。本功

能對全盲者特別需要，因為有了本功
能，就算全盲者按了錯誤的按鍵，小鸚
鵡還是在最上層（具有控制權）。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劃原為三年期整合型計劃「身心

障礙學生電腦化學習環境之研究」子計劃
之一，原預計以三年時間完成。第一年的
重點蒐集中文環境中的語音合成器（speech 
synthesizer）或文字轉語音（text to speech ）
軟體，並且調查類似軟體在我國視障與學
障教育應用現況。第二年進行開發網路上
多媒體（文字、語音並存）教材並加入學
障學生應用評估。第三年則進行較大規模
研究以探討多媒體輸出模式對於不同障礙
類別與程度學生的閱讀理解成效。然而整
合型計劃並未獲得補助，且本計劃僅給予
一年之補助，使研究未能完全依照原計劃
順利進行。

原計劃中第一年所應完成的項目均已
達成，接下來原應進行介面整合以開發供
視障和學障學生補助閱讀之網頁，研究者
將繼續尋求適當資源，俾能開發適當軟體
造福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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