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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本研究以 Super 生命廣度理論，探討三位自僱型視障按摩師職

業生涯發展的過程，勾勒出視障者就業發展的樣貌與影響因素。本

研究選取三位自僱型視障按摩師、四位家人及六位重要同事，進行

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 

針對自僱型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歷程，分階段討論視障者

建構初期職業生涯方向、勇闖職場、職業探索、職業定向、未來規

劃。以三位研究參與的生涯歷程，瞭解視障者如何形成初期生涯目

標，進入職場面臨的挑戰，探索適合的行業，選定以自僱型態投入

經營按摩事業、從按摩工作中獲得經濟穩定與職業成就，並利用自

僱型的彈性工時投入其他活動，在收入穩定下持續發展職業生涯。

由三人的豐富就業與生活經驗，看到他們在生涯發展考慮下投入工

作，找到職業發展方向，持續自我滿足，達成自我設定的職業生涯

目標。 

關鍵詞: 視覺障礙、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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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areer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ree 

self-employed visually impaired masseurs under the Super’s life-span 

theory to outline the appearance and factors of visually impaired career 

development.  There were in-depth interviewed three self-employed 

visually impaired masseurs, four family members and six colleague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three self-employed visually 

impaired masseurs were structured five stages which a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 career direction, battles in workplace, career exploration, career- 

employment orientation, future career planning. In the course of three 

researchers involved in career, it’s to Learn how to form visually impaired 

early career goals, face the challenge in workplace, explore self-suitable 

career, operate massage business by self-employed, get economic stability, 

approach the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put the flexible working hours into 

other activities, sustai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in stable income. 

By the rich employment and life experience, they participate in 

workplace to consider th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find out career direction. 

They put efforts on massage business and get self-satisfied from career 

achievement which made them continue activities to develop their future. 

 

Keywords: visually impaired, masseurs,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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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四節，分別為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與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 99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中，職業勞工組的林復生是一位眼

盲的專業復健師。盲人按摩師很多，但 53 年次的林復生，同時也

是鋼琴師、大學生、歷經創業、倒閉，最近還主演了一部電影。…46

歲取得空中大學學士學位的他，正準備轉換職場，他的規劃是去

考公務員和律師，讓自己能有更多的力量助人。…，「永不設限」，

就是他克服人生逆境的座右銘。」 (何珮琪，2010)。 

「為什麼想瞭解自僱型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研究者接觸

重度視障者至今已 17 年，服務視障者超過 8 年，發現多數視障者

以按摩工作為主要職業，我也曾耳聞視障者從事其他行業的困難

處，也常見不同特質的視障朋友選擇或放棄按摩工作。研究者多

年前曾任職業訓練專案管理員，發現學員經歷就業經驗不同，思

考職業的角度也不相同。也從中發現訓練機構對職種與就業的看

法，影響學員面對職業的心態(花敬凱，2000；賴淑蘭、陳貴珍，

2009)。我從一位訓練員的角度出發，想要瞭解視障者到底在職業

生涯發展歷程中，除了面對視障特質外，又面臨哪些其他情況。

什麼樣的遭遇讓視障者轉換工作，什麼樣的理由讓視障者選擇按

摩工作。我好奇著視障者在以視覺為主的就業環境中，只有視覺

造成障礙嗎? 視障者從事的按摩職業，是否也與一般職場中面臨

著相同的困境? 例如：技術提升管道的侷限(胡名霞，2000)。、工

作機會獲得不易(張瓊方，1998)。、且收入不佳的窘境(萬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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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王育瑜，1995；行政院勞委會，2010)。 

正在思考著視障的就業困境時，我恰好閱讀到 99 年模範勞工林

復生全盲復健按摩師的報導，他的經驗與我過去服務經歷有些不

同。他是從事視障理療以復建工作為主的重度視障按摩師、喜歡嘗

試不同的體能活動、有參與按摩職業中其他角色，包括：按摩乙丙

級技術士監評、宣導視障按摩的公益按摩師、參與基礎課程教學(何

珮琪，2010)。從他的身上，我看到視障者並沒有因為按摩職業而限

制自己的職業生涯發展，他除了積極追求職業相關角色外，也掌握

嘗試其他社會參與的活動角色的機會。他的職業生涯發展，是與過

去研究視障按摩就業困境的議題大不相同，因此，更促使研究者想

探究自僱型視障按摩師是如何成就自己期待的職業生涯發展。期待

此研究結果，在職業重建人員媒合視障者選擇按摩工作時，除了進

一步瞭解視障者選擇該職業原因，另也協助視障者適性探索其他職

類，提供視障者更完善的職業生涯諮商服務。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僱型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探究」，故本研

究的目的要希望瞭解影響重度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的因素，想

瞭解選擇按摩就業前如何建構初期職業生涯方向、職場經歷為何影

響視障者選擇按摩就業、以自僱型從業型態的狀況與困境、職業生

涯發展期待…等，透過研究進一步瞭解重度視障按摩師是如何達成

設定的職業生涯目標。基於以上的目的，本研究的問題是自僱型視

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發展歷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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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中將提到的關鍵名詞：「視障按摩師」、「自僱型」、與「職業

生涯發展」，此節分別就三個項目描述如下: 

壹、「視障按摩師」： 

本研究之視障按摩師，指的是持有視覺障礙手冊者，並通過勞

委會職訓局之丙級或乙級按摩技術考核標準，取得丙級或乙級按摩

技術士證，並依據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或理療按摩資格認定及

管理辦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2008)，以按

摩丙級技術士在持有按摩執業許可證後進行按摩服務者，或以按摩

乙級技術士證在持有理療按摩執業許可證後，進行理療按摩服務者。 

貳、「自僱型」： 

近年來政府針對視障就業，曾辦理三次大規模就業調查，分別

為 98 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勞委會職訓局，2009)。、98 年 6

月各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視障按摩就業需求調查(行政院勞委會職訓

局，2009)。、與 99 年視覺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10)。此三份資料顯示按摩行業中，顯是視障行業存在著多元就業

職場(勞委會職訓局，2009；行政院勞委會，2010)，資料中也顯示出

視障按摩師多數選擇以自僱業型態經營事業(勞委會職訓局，2009；

行政院勞委會，2010)。 

「自僱型」之從業型態，指在人力資源調查統計資料標準週內，

年滿十五歲以上，合於下列規定者，均稱為自雇者(1)。在工作：從

事獲取個人利益或家庭利益的有酬工作(2)。擁有企業但不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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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企業者因傷病、業務不振或其他原因而暫時不在工作者。雇主、

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均視為自雇者(主計處，2010)。本研

究將探究為自僱型視障按摩師之職業生涯發展，所指自僱型視障按

摩師，是以不受雇按摩院中心，未被企業聘雇，且以按摩為主要經

濟收入之視障按摩師。 

叁、「職業生涯」 

本研究所稱職業生涯，係指符合上述條件之研究參與者之個人

從探索職業、決定職業、從事職業、發展至目前從業型態歷程。本

研究將透過訪談瞭解視障按摩師在選擇按摩職業前後，職業發展的

情況，與面臨按摩職場調適的過程。因此本研究使用「職業生涯發

展」一詞是想涵蓋視障按摩師，從面對視覺障礙、選擇職業、經歷

職場、轉換就業，進而發展成為自僱型從業者的整個歷程。將以自

僱型從業型態為主要經濟收入的視障者為本研究訪談對象，想瞭解

視障者在投入按摩職場前後職業生涯發展歷程，包括視障者在生

理、心理社會、職場或其他與工作有關的各項調適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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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僱型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本章共分為

二節，分別說明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之相關因素，與職業

生涯發展理論。以過去視障按摩相關研究，瞭解視障按摩師職業生

涯發展之相關個人與環境因素，加以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說明身心

障礙者構築職業樣貌的相關因素。  

第一節 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之相關因素 

本節將探究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的相關因素，將分三部分

探討影響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之個人因素、環境因素、及生涯

發展的其他議題。 

壹、 個人因素 

影響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的個人因素，涵蓋視障者特質、個人

背景與個人信念，以下將就這三項進行討論。 

一. 視障特質 

(一) 因為缺乏視覺，面臨觀察環境、接受訊息與傳遞訊息的困境。 

從視覺能力影響人類生活範圍中，來瞭解視覺障礙者的特質。

在人類生活中，主要以視覺感官作為主要資訊吸收管道。人類透過

視覺功能解讀影像資訊，瞭解人事物的大小、形狀、靜態與動態狀

況，透過視覺瞭解自己與其他人事物的相對位置與角色概念(柯明

期，2003)。視覺障礙特質是主要來自視覺感官障礙，造成視障者在

有限視覺或在嚴重視覺受損下，需要使用其他感官代償策略進行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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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訊息的接受與理解(廖涵儀，2007)，以便與明眼社會進行溝通，

順利進行所有生活、學習與工作內容。視覺障礙的特質就是受限於

視覺狀況，面臨觀察環境、接收訊息與傳遞訊息的困境，這種困境

是全面性影響一個人存在與環境互動的狀態(王育瑜譯，1998；余月

霞、花敬凱，2004；賴麗凌譯，2005)。視障者生存在以視覺規劃的

環境中，視覺能力喪失將嚴重影響到資訊理解與使用能力，視覺喪

失等於無法掌握環境、理解環境，更無法與社會進行溝通，視覺障

礙者逐漸與明眼世界疏離(萬明美，2000)。 

(二) 視障個人特質形成來自於個別對視覺環境適應需求。 

視覺障礙者對視覺環境適應需求來自於個別差異，影響個別化

需求的因素還可能包括致障病因、致障年齡、視覺喪失程度、視覺

治療或癒後歷程、性別、人格特質、天賦能力、努力程度、家庭因

素等複雜因素交互作用(柯明期，2003)。先天失明者缺乏視覺經驗，

對視覺情境較難以想像。後天失明者曾經擁有過視覺經驗，較先天

失明者有較好能力理解視覺情境。但後天失明者很可能持續使用明

眼操作方式面對視覺情境。以不適當策略持續使用明眼操作模式處

理情境時，難以解決視障遭遇生活困境時，造成對自我能力否定與

自我形象毀滅(王育瑜譯，1998；柯明期，2003)。而無論視障者是

哪一種原因失去視覺，都將因為個人因素不同，遭遇不同困境(花

敬凱，2004)。 

(三) 視障者是以其他感官知覺代償視覺功能。 

喪失視覺意謂著視覺訊息接收管道受阻，人類被迫放棄以視覺

為主的處理資訊方式，改以其他感官訊息做為視覺代償策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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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情境(王育瑜譯，1998；余月霞、花敬凱譯，2004；賴麗凌譯，

2005；廖涵儀，2007)。視覺障礙將嚴重阻礙人類在視覺社會中展現

能力的任何機會，因此要發揮視覺障礙者的能力，必要瞭解人類其

他感官功能應如何代償視覺功能缺損，綜合運作其他感官功能來解

決視障者生活困境，而感官功能來自於聽覺、嗅覺、味覺、觸覺、

本體覺、運動覺、障礙覺、平衡覺…等，(萬明美，2001；廖涵儀，

2007)。視障者透過其他感官知覺代償，建立起新的溝通機制。 

(四) 視障者能透過訓練而有效率綜合運用感官知覺。 

剩餘視覺者(又稱為低視力者)。以使用視覺為主，例如：眼鏡

與放大鏡。完全喪失視覺者以聽覺與觸覺為主，例如：點字、報讀。

大部分在設計視覺缺損之無障礙生活環境時，較常被提視覺、觸覺

與聽覺。一般人常誤以為視覺缺損或喪失後，聽覺與觸覺或其他感

官知覺會相對敏銳。事實上視覺外的感官能力並不是先天具有的，

而是後天練習、適應與經常使用其他感官作為資訊蒐集所致(廖涵

儀，2007)。視障者若未經常練習及習慣使用其他感官代償視覺，無

論是先天或後天視障者是不可能理所當然具備其他感官的敏銳度。 

迎接視茫茫世界(王育瑜譯，1998)。提到其他感官知覺代償使

用，僅有在訓練視障者時，才會被特別提及，例如：訓練視障者的

生活技能與定向行動技巧時，位移所需的本體覺、運動覺、障礙覺、

平衡覺，與定位所需嗅覺、味覺。若要完備視障的綜合感官來代償

視覺功能，非只於外在無障礙輔具或無障礙環境的提供，還要視障

者不斷地自我實踐生活經驗。視障者唯有自我心理能夠接受視覺缺

損，以實際行動面對困境，才能體會生活並重回社群(王育瑜譯，

1998)。由此可知，視障者建立代償策略的歷程，視覺缺損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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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建設與學習生活技能兩者需互相搭配。視障者獨立生活技巧完備

時，此時的視障者將習慣使用其他感官代償技術適應生活細節，學

習專業職業技能，重回就業職場。 

(五) 思考職業生涯發展時，受到視障特質的影響。 

視障特質左右著視障者選擇工作；有些人認為按摩工作不使用

視覺，所以選擇按摩(賴麗凌譯，2005)；有些人堅持興趣，持續嘗

試不同職業(陳舜協，2010)，有些人最後在面臨視覺喪失造成的工

作困境(花敬凱、彭淑青，2004)，放棄自我興趣選擇按摩工作。有

些視障按摩師進入職場後，瞭解自我特質與能力後，轉變按摩職場

工作角色，例如:經理、店長、教師…等(王育瑜，2004；柯明期，

2008)。視障特質的覺察力與社會互動能力，將是影響視障按摩師

的職業生涯發展的重要因素。 

(六) 視障者面臨覺察力低落與社會互動障礙的困境。 

視障者社會互動障礙在於難以使用視覺解讀環境資訊 (廖涵

儀，2007)，導致覺察力降低，無法立即回應，或是誤判環境訊息，

而造成錯誤回應(王育瑜譯，1998)。面對覺察力與社會互動障礙的

困境時，視障者能否意識到整個世界主要是以視覺溝通訊息(王育

瑜譯，1995；曾秀玲譯，2000) 但視障者僅能以聲音、觸覺以及其

他感官認知，來處理工作所需的訊息(廖涵儀，2007)，造成視障者

在一般職場壓力。 

有研究指出視障者在社會互動行為，多數表現較為消極且被

動，有些甚或有社會孤立現象(萬明美，1991；花敬凱，2000；王

寶宗、張開衍，2003；李菁華，2008)。研究指出視障者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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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不高(李永昌 2003)，視障按摩師較不會主動接觸與關懷客戶、

不願參加社區推廣，原因來自於視障按摩師表示推廣是宣導視障按

摩形象，卻無法實質吸引客源消費。視障按摩師認為打電話關懷客

戶，會覺得是拜託客戶來消費，不願意主動打電話聯繫客戶(李菁

華，2008)。另有由此可知，視障者社會互動感受，和一般職場與

按摩職場上的社會互動需求，有很大差異。  

從按摩工作中看出視障者覺察力與社會互動能力低落，對工作

造成的影響。按摩是與客戶肌膚接觸的工作，按摩師以手技照護客

戶的身體與心理感受。按摩工作特質是與客戶近距離密切互動的工

作型態，工作者需要對環境中的人、事、物要有相當程度的觀察力

與互動能力(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2008)。

研究指出視障按摩師在工作上的觀察力與社會互動能力不佳，讓按

摩工作收入較難提升(李菁華，2008)。 

研究指出一般明眼雇主聘僱視障者的想法時，發現除了工作技

術外，會考慮視障者互動性，發現視障者進入一般職場時，面對「概

念推廣」、「同濟關係」兩項社會互動的問題(花敬凱、彭淑青，2004)。

針對成功視障者聘僱經驗的研究就指出若要成功就業，視障者必須

要與同事主動互動，以確定工作訊息正確傳達(Golub，2006)。 

因此，不論是從事按摩或非按摩工作，視障者受到視障特質的

影響處處可見，是視障者職業生涯發展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 個人背景 

個人背景的影響項目，包含按摩專業培育背景、個人自主管理與

經濟知識認知、工作經歷、性別、工作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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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摩專業培育是以技術為主的職業訓練。    

台灣的視障按摩專業培育，僅有少數人來自主流教育，絕大

多數人以職業訓練為主要培育管道。主流教育中的按摩最高學

歷，以啟明學校取得高職學歷，教學目標是輔導學生考取按摩丙

級技術士。台灣以勞政系統提供的按摩職業訓練為主，並沒有提

供學歷認證，訓練目標以考取丙級與乙級技術士證的職業技術檢

定考試。目前台灣視障按摩師的專業培育背景包括，日本高等理

療教育結業者、視障職業重建機構按摩職訓結業者、視障特殊教

育高職畢業生和師徒制之從業者(柯明期，2009；孫迺翊、張桐

銳，2010)。李永昌(2003)指出教育程度越高者，其工作職類也較

具專業性；教育程度越低者，則較偏向操作性或勞力性質的職

類。但此說法在視障按摩中無法獲得證實，因為台灣視障按摩師

的教育背景涵蓋不識字到碩士學歷者(行政院勞委會，2008)。 

(二)  個人自主管理與經濟知識認知。 

視障者按摩師就業困境研究中，發現個人自主管理與經濟知

識認知，影響著視障者職業生涯發展(王育瑜，2004；李菁華，

2008)。個人自主管理包含項目有，包括時間管理、資金管理、環

境管理、資訊管理。經濟知識認知的項目，包括：經營管理、財

務收支、成本控管與回收…等經濟概念。自主管理與經濟知識認

知對職業生涯影響，從另一份研究獲得證實，針對明眼一般行業

雇主瞭解聘僱時公司要求的勞動條件，指出明眼一般行業雇主把

「管理」、「成本」、「創造利潤」概念，作為人員競爭力選項，是

決定優先聘僱條件(花敬凱、彭淑青，2004)。從研究看來，不論是

從視障按摩師困境，或雇主聘僱需求來看，自主管理與經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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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的兩項能力，確實會影響視障職業生涯發展。  

(三) 經歷累積影響視障者的職業生涯轉變。 

生活經驗與工作經驗缺乏影響工作發展。針對自僱型視障按

摩師行銷困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全盲視障按摩師，若年輕時

因障礙缺乏機會獨立行動、除了工作外很少與外界聯繫，會形成

生活圈狹小，與明眼社會嚴重脫節，造成個人較難以接受社會型

態改變的事實，以致腳步無法跟上時代趨勢，造成工作機會驟

減，雖有按摩師職稱亦形同失業(李菁華，2008)。應 98 年 6 月各

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視障按摩就業需求調查(行政院勞委會職訓

局，2009) 指出多數重度視障按摩師沒有從事過按摩以外的其他

行業、難以取得按摩以外的工作機會，既使按摩工作收入不多仍

繼續從事，面臨難以轉業的事實。證了當障礙者生活範圍狹窄，

加上障礙後缺少職業探索經驗，導致其職業生涯發展歷程會比一

般人受到更多限制（林幸台，2004）。 

視障按摩師可依據工作經歷與需求，轉變個人按摩職業樣

貌。按摩有多元工作場域可供選擇，包括，觀光飯店、固定室內

按摩院、視障福利團體經營按摩中心、合夥經營按摩中心、火車

站、醫院、大賣場按摩小棧、企業聘僱、戶外設攤按摩師、公園

夜市戶外流動攤販。視障按摩師因應工作場域，延伸多元按摩服

務，包括：外出服務、定點服務、臥式服務、座式服務、開放空

間服務、封閉空間服務。視障按摩師隨著工作場域與服務內容，

發展出雇主、自僱、他僱、兼職，共四種從業型態(王育瑜，1995；

李菁華，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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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別影響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發展。 

視障按摩師的性別人數從業比例，視障男性按摩師遠多於女

性按摩師。從業人數在性別上差異，不代表視障男性較容易取得

工作機會。一般而言，視障女性按摩師較容易取得飯店的按摩工

作。性騷擾議題也影響視障女性是否選擇按摩工作的型態，視障

女性視障按摩師會擔心被顧客性騷擾，相對男性按摩師較有心理

壓力。視障女性的家庭角色，也會讓視障女性改變工作型態，女

性視障按摩師在結婚之後，女性負擔經濟收入與照顧家庭小孩的

雙重責任。視障女性會受到社會道德的規範的限制，例如:女性

按摩師擔心主動打電話關懷客戶，會被客戶誤解，反而會引起不

必要誤解(王育瑜，1995；李菁華，2008)。 

(五) 工作體能影響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 

按摩是高度勞力工作，按摩師可能因為體能緣故，導致面臨

職業生涯轉換。按摩從業人員肌肉骨骼疾病盛行率即成因調查

(張彧，2007)，發現手指腹力、工作年資、年齡、直接與客戶接

觸的時間，與按摩師常見職業傷害骨骼肉疾病相關。不正確工作

姿勢，讓按摩師造成骨骼肌肉傷害，因而縮短視障按摩師的工作

年限，轉其他職業時，因為手部職業傷害，造成按摩師轉業上困

難(張彧，2007)。由此可知，體能狀況會是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

轉換的考量因素之一。 

三. 個人信念 

由文獻中看到視障按摩師的信念形成與轉變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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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信念是個人在過往經驗下，形成職業生涯的想法和期待，

而個人抉擇所依據的因素，Krumboltz 是認為受到個人信念影響

(Krumboltz，1983)。無論是選擇職業或適應工作，人們持續對自己

的任何狀況作出抉擇，也從抉擇中不斷轉換擔任各種職業角色

(Szymanski & Hershenson，1998)，依經驗累積而形成自我與世界的

信念，造成現在的自己及對未來的自己的看法，而導致影響個人表

現、成就期待與計畫行動的看法。Krumboltz(1983)。指出形成信念

背後因素，會造成抉擇時推論的方向，若個人曾有不當的經驗及處

遇方式，就會採取錯誤的推論與處理方式，例如：過大誇大、災難

性思考、極端化、過度概念化、具有強制性、自我設限與自我貶抑。 

Mitchell & Krumbotlz(1996)提到不適切的信念，會產生決擇問

題，包括未能覺察問題的存在、未能運用所需的能力做決定或解決

問題、因不當的理由排除可能是有利的選擇、因不當的理由選擇不

適合的解決方式、自覺能力不足而感到悲傷或焦慮以致無法達成目

標。由此可知，個人情緒反應與事件處遇、個人挫折忍受度會成為

職業生涯發展阻力。 

(一) 視力限制讓按摩工作被認為是視障者的唯一選擇。 

視覺限制是影響視障者從事按摩的最大主因(萬明美，1991；

王育瑜，1995；邱睿儀，2004)。許多視障者與視障者的家屬認為

從事按摩，是一條不得不的選擇，是在走投無路與迫於無奈下決

定的工作，而面臨職業選擇的無奈與無力，來自於視障者自小到

大在社會化養成過程中受排斥的經驗。（王育瑜，1995）視障者從

事其他工作時，工時與薪資不一定比較優厚，所以有些視障者轉

行投入按摩後，反而認為按摩最適合視障者從事的工作(李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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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Ilana & Reuven，2005)，按摩由最初不得不的選擇，轉變成

最適合視障者的工作。 

(二) 缺乏視力無法主導環境，以技術至上為生存競爭優勢。 

研究指出視障按摩師對環境與資訊的覺察力相對低落，包括:

對工作場所的裝潢、設備與衛生清潔的觀察力、對市場特色與客

人需求的洞察力、個人形象與職業形象的交互影響力…等。由視

障按摩師對於空間配置、打掃清理、資金管理、客戶資料處理，

在缺乏視覺而造成操作主導性低，造成視障按摩師認為以視力無

法掌控外在環境，若要生存只能靠技術迎戰新興按摩院競爭，故

將焦點全放在技術。（萬明美，1991；王育瑜，1995；李菁華，2008）。 

(三) 追求技術實力，提升職場競爭力。 

視障按摩師對手技能力信念有正向肯定，表示手技是視障者

的專長，視障者不需要依賴任何設備，就可以主導進行工作(黃坤

祥、李宜樺 2009)，視障按摩師認為視障者要確保工作機會，就是

要提供治療效果的按摩，就是要按的讓人家覺得有效，下次就會

找你，不是說會按摩就可以。(李永昌，2003；Norimah，2009）。

因此視障按摩師會想要瞭解日漸多樣化的文明病，學習新徒手療

法知識、專業病因與處理方式(Aktivo，2010；LASMEDA，2010)。 

有些視障按摩師會透過多張證照，取得專業認證來證明按摩

能力與功效(胡名霞，2000；Yun C.C.，2008)。視障按摩師在台灣

以取得乙級證照後，換發理療執業許可證照為策略，來提升自己

的專業形象(李菁華，2008）。目前台灣仍缺乏按摩高等教育進修

管道，極少數的視障按摩會透過台灣盲人重建院推薦，遠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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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針、灸及指壓的三療日本執業證照(孫迺翊、張桐銳，2010)。 

(四) 因工作信念發展出不同的從業型態。 

視障者因工作信念發展出不同的從業型態(黃坤祥、李宜樺，

2009；李菁華，2008)。視障按摩師從業型態分為擔任雇主、被聘

僱、自僱型、兼職型的四大類。擔任雇主者是以經營管理為主，

肩負經營收支平衡壓力。被聘僱者，以遵從公司要求規定定點或

外派工作，多為拆帳制度，工時長又不見得賺得到錢。自僱型者，

由多數由個人、夫妻及朋友共同經營，在居住場所設立按摩工作

室，以彈性工時為特色，經常面臨客源流失與客源開發不易狀況，

自僱型之視障按摩師會尋找其他按摩打工機會，如：醫院、休息

站、火車站、航空站、夜市、百貨公司、溫泉飯店…等，以坐式

按摩提供服務。兼職者則原有主要工作，以經濟補貼為由從事按

摩，作為副業收入(李菁華，2008)。 

貳、 環境因素 

影響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之環境因素，分為四部分進行討論，

分別以社會觀感、重要他人、輔具支持、職業教育。 

一、 社會觀感 

(一) 社會觀感與法令的轉變，影響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轉變。 

社會觀感影響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來自社會對按摩的認

同程度。在日據時代，以治療為主的日式按摩在未被台灣社會認

同，視障者無法靠按摩獨立生存，技術無法被社會認同，無法獲

取收入，極少數視障理療師為人提供治療服務。根據片岡嚴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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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灣風俗誌所紀載，拿龍(台語按摩)。歸屬於下九流行業(陳金

田，1985)，社會地位較低的職業。在社會風氣尚未開放，視障按

摩師因客人需要而出入飯店，故被誤認為色情按摩，或社會地位

不高的行業(王育瑜，1995；張瓊方，1998；蔡明富，2000；楊齡

媛，2008)。視障按摩負面的社會印象，使得視障者選擇按摩時

有所猶豫。 

日據時代為了管理漢醫，明定非視障者不得從事按摩(邱大

昕，2009)，國民政府為了照顧視障者生計，以法令禁止非視障者

不得從事按摩行業(柯明期，2009)，長期管制下，造成按摩為盲人

的唯一出路的社會印象(張梅蘭，2002；蔡明砡，2004)，影響視障

者選擇與從事該按摩的想法。因為法令管制緣故，有的人將按摩

定位為視障庇護就業角色(王育瑜，2004；吳敏菁，2005)，有人將

按摩暫時維持經濟安全，視為按摩為轉業的跳板(陳舜協，2000；

柯明期，2008)。 

(二) 視障按摩師認為有治療技術者能獲得較好的社會觀感 

1971 年以前有能力執行針灸的視障理療師，收入較豐厚，職

業地位相對受到尊重(邱大昕，2009)，視障按摩師對職業角色有較

高期待，認為按摩要有治療效果，才會留住客人(李永昌，2003)，

國外文獻也指出，視障按摩師具有治療專業，較能取得社會認同

(胡名霞，2000；Ilana & Reuven，2005；Yun，2008；Young-il，

2008；Pecharat，2009；Norimah，2009；Mingli，2010；Yoshikawai ，

2010)，有助就業機會的取得與就業穩定。在英國，視障物理治療

師歷經 100 年的努力後，才得到一般民眾與醫療專業的接納與肯

定(胡名霞，2000)。台灣視障按摩師為了矯正社會對視障者從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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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的偏見，也以新式按摩中心推動「健康」形象，提昇顧客對待

按摩師的態度，使按摩師感覺教被尊重(王育瑜，2004；健生按摩

院，2010)，而按摩師在手技專業被社會尊重下，較能持續以按摩

職業發展職業生涯。可見社會對於視障按摩師職務角色的觀點，

足以影響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的情況。 

二、 重要他人 

影響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的重要他人，包括服務相關人員、

按摩教師、和視障同儕。最先影響視障按摩師的是服務相關人員，

包括：諮商員、社工、定向行動師、重建教師、機構負責人…等諮

商(Frances，2008；Amy & Sandra，2008)。 

(一) 技術養成期的相關服務人員，影響視障者對職業生涯期待。 

從台灣、英國、泰國、馬來西亞及中國看到，技術養成期的

相關服務人員對於按摩職業的期待，影響視障者按摩職業生涯發

展。台灣視障理療按摩教育發展，源起於日據時代，由木村謹吾

醫師將視障理療按摩引入台灣，因為是木村醫自己父親是一位視

障理療師，在日本從事按摩理療治療並兼任為視障理療教育老

師，在日本社會備受尊重 (蔡龍雄，2006；健身按摩院，2010)。

視障理療師在日本擁有被尊重的社會地位，木村醫師想將此視障

印象帶到台灣社會，引進獲得日本政府認可的理療按摩訓練課程

(柯明期，2009)。 

英國視障物理治療教育指出視障者在職業生涯上，能有專業

成就，是技術養成時期，視障服務相關人員對視障者學習能力的

肯定(胡名霞，2000)。英國視障按摩師推動，是由中途失明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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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Dr. Pearso 倡議，並成立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ssage by the 

Blind 朝向專業人員培育課程推動，後來隨著物理治療發展，其

培訓課程標準與一般物理治療師的標準相同，故視障物理治療師

能得到社會認同，甚至有不少視障物理治療師，在英國大學物理

治療系內擔任教職。從英國視障服務相關人員，從專業教育環境

建制到就業機會開發，包括視障教材研發、學習空間改善、輔助

與輔具資源開發，隨職業專業的發展，改善課程內容。可見，視

障服務相關人員認同視障者專業能力，擁有相同的職業專業期

待，所以視障服務人員投入透過社會宣導及制度與法令倡議，積

極排除保護環境、爭取平等學習與就業環境(Lougheed，1999)。 

泰國、馬來西亞與中國視障機構服務經驗，從剛開始提供視

障就業職種，轉變為培育視障者在醫學制度與法令規範下，擔任

醫療按摩 (Mingli，2010；Norimah，2009；Pecharat，2009)。從

就業政策與教育訓練內容的轉變，可見視障服務相關人員，對於

視障者能力瞭解與肯定，將影響視障者職業生涯發展(花敬凱，

2000)。 

(三) 服務相關人員對視障者能力認知影響視障者職業生涯發展。 

視障服務相關人員提供服務與傳達的職業形象，會引導視障

者對職業的認知，足以影響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期待。視障服

務相關人員，從職業養成到就業發展，從個人學習到大環境就業

倡議，無不時刻伴隨視障者的各職業生涯需求，提供諮詢與協助

(Bagley，1985；Phillip & Richard，1999；胡名霞，2000；花敬凱，

2000)。視障服務相關人員對視障者能力沒有正確認知，也有可能

造成視障者職業生涯無法順利發展的窘境(花敬凱，2000；S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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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len，2010)。台灣針對視障者從事物理治療議題，看出教育課

程規劃者與教學者，未能積極針對視障學習者特質、能力與生活

型態，提出具體短程、中程與遠程的課程規劃，使得視障者進修

物理治療推動困難(胡名霞，2000；張梅蘭，2002)。 

(四) 按摩技術老師的職業技術認知將影響學生職業生涯期待 

按摩技術老師對於職業技術認知、對於學生發展期待、

對於視障學習特質的瞭解，都會影響視障者職業生涯發

展。日據時代，會將表現優秀的畢業生，留下來當按摩教

師 (邱大昕，2009)。日本筑波大學以理療科教員養成專攻科

培育師資 (日本筑波大學， 2010)，針對視覺障礙所需的教材

教法進行師資培訓。台灣早期聘用按摩教師，啟明學校與

臺灣盲人重建院是以優秀校友留任教學 (蔡龍雄，2006；柯

明期，2009)，視障按摩師得以自身經驗，分享視障學習方

式、視障生活的型態，及就業市場的狀況。目前台灣依據

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行政院勞委會，1997)，聘任持有按摩

乙級技術士證者進行教學，以視障者傳承視障者方式進行

教學，可見視障按摩教育中，視障按摩教師以本身障礙特

色，進行同儕輔導的特色，同時傳承就業市場的資訊，在

職業訓練過程中，建構視障按摩師對職業生涯的期待。  

視障按摩教育隨著醫學知識變革，開始聘僱明眼按摩技

術教師與醫學教學者，明眼教師面對視障者學習能力與制

作視障教材，成為視障按摩師早期職前準備經驗的關鍵人

物。研究指出，早期經驗的成功與否，將會影響個人後續

職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花敬凱，2000)，由此可知按摩師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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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養成期一定要建立職業成功經驗與印象，無論是由視障

按摩教師或明眼醫學教師進行知識與技術的教導時，他們

是擔任著協助視障按摩師形成職業專業印象的重要他人，

他們所傳遞的訊息，都將深刻影響視障按摩師對職業發展

的期待。  

(五 ) 培育與執照認證體制影響視障按摩師對技術的看法。  

台灣相較於日本，較不重視按摩教師培育。日本以高

等教育有系統培訓按摩教師，而台灣至今未有系統的培育

視障按摩教師，按摩職類也未有高等教育或辦理甲級技術

士證考核。主流教育的啟明技職教育，聘任教師是以其他

科系學士學位持有乙級技術士證者，為高職班專任技藝教

師。早期按摩職訓聘請持有日本理療證照者進行教學 (蔡龍

雄，2006；柯明期，2009)，後因持有日本理療證照教學者

少，而改以職訓師法聘任乙級技術士。  

台灣按摩技術士檢定的題庫制定，影響技術培育方

向。目前按摩技術士檢定考題庫，是以早期從事理療教師

為主要的題庫製定者，題庫內容沿襲日本理療教育架構，

是以治療技術為目標的理療教育內容。視障按摩老師與視

障學習者均以通過檢定考為學習目標。這就不難理解為何

視障按摩師堅持所學技術是具治療效果，唯有治療效果才

能保障視障者就業 (李永昌，2003)。  

(六 ) 視障同儕建構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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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同儕對視障者職業生涯發展影響，從初期分享視障特

質、到之後分享視障協助資源、分享生活經驗…等，範圍涵蓋廣

大。視障同儕包括：視障按摩教師、視障同學、視障同事、視障

社工、或不同生活或不同行業的視障朋友，都是影響視障按摩師

的重要人物。多數視障者都願意嘗試自我能力的極限，絕大多數

來自於視障同儕鼓勵與支持，從嘗試中獲得其他人的肯定，視障

同儕的鼓勵能有效協助視障者踏出重建職業生涯的第一步 (柯明

期，2009；健生按摩院，2010)。 

許多視障按摩師表示，接觸按摩職訓之後，讓自己瞭解視覺

障礙限制中，自己還能夠做到什麼，也瞭解視障老師與同學們怎

麼作到的，開始學習與發展解決困難的策略(Frances G.，2008；柯

明期，2009；健生按摩院，2010)。視障同儕互相交流視覺環境下

的困境與處遇、資訊與解決策略，將更有助於縮短視障者解決困

境的時間，視障同儕是職業生涯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夥伴。 

三、 輔具支持 

輔具支持影響視障者的職業生涯發展，由文獻可發現閱讀技巧

與輔具使用狀況能力較好者，工作成就會相對較好(Bonnie，1992；

McDonnall & Crudden，2009)。弱視視障者會輔以擴視輔具來擷取訊

息，而重度視障者以點字、有聲軟體、錄放音設備來擷取訊息(喬慧

玲、周富美，2008；柯明期，2009)。多數後天失明者，通常無法摸

得太快，較難以使用點字作為主要閱讀工具，聽讀設備與聽讀技巧

相對較先天失明者來得重要(喬慧玲、周富美，2008；柯明期，2009)。

視障者學習需要有多樣性的輔具支持，從柯明期就讀台師大特教碩

士與尹蔭芬就讀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復健諮商所的求學經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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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實輔具支持需要整須有統整性提供(喬慧玲、周富美，2008；柯

明期，2009)。 

視障按摩師想透過輔具瞭解按摩的進修管道(張瀚文，2000)，透

過輔具支持滿足視障按摩師的學習需求，從台灣與英國對於視障者

理療教育的議題，可略知一二。在台灣視障者就讀物理治療的困境，

包括：物理治療學界對於視障者所需的無障礙環境與輔具陌生、物

理治療知識與技術之視障教材缺乏、師資缺乏針對視障學習特質者

認知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零活度的考量、環境中缺乏視障學習無障

礙 (張梅蘭，2002；胡名霞，2000)。胡名霞(2000)指出視障按摩師

從事物理治療的困難，來自於視障者能否克服醫療專業教育所需的

課程與臨床實習，並取得證照。困境是來自於平等受教機會的取得、

視障生活相關無障礙環境、視障學習相關無障礙環境設置、明眼人

對於視障者之硬體環境與溝通方式的調整、與平等的實習與就業機

會的提供。缺乏充分輔具環境支持下，台灣視障按摩師難以取得進

修完整物理治療課程的機會，難以無法取得物理治療執照。 

相較於英國視障物理治療師養成訓練，須學習物理治療師證照

規定所有內容並完成實習。實習輔具包括:儀器操作與課程學習。儀

器操作上，除了熟悉設備操作流程，如:醫用電療儀器操作，還有為

紫外線照射儀器加裝盲用輔助設施。課程學習中，視障者要使用讀

寫設備閱讀文件、完成實習並通過職業考試，取得正式物理治療師

執照(胡名霞，2000)。從英國視障者學習物理治療過程來看，視障者

因應學習的需求，在各種不同輔具支持，達成學習與職業生涯目標。

由此台灣與英國經驗推論，無論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選擇為何，必

須要考慮個別學習上需求，提供整合性的輔具支持(Loux，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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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職業教育 

(一) 職業教育課程目標是期待視障成為哪一種工作者。 

日據時代引入鍼按科與按摩科兩種技藝，其中四年制鍼按專

業課程，即是理療(蔡龍雄，2006)。課程目標是期待台灣視障者能

成為受到尊重按摩師、理療師(蔡龍雄，2006；健身按摩院，2010)。

啟明學校課程，民國 60 年醫師法禁止視障者從事醫療按摩後，停

止針灸與電療之理療課程，改制三年制復健按摩科。 

民國 50 年代後，慕光盲人重建中心與臺灣盲人重建院相繼成

立，提供中途失明者學習按摩技術，為期兩年住宿型職業重建課

程，包括:生活自理、定向行動、點字、按摩職訓課程，期待重建

視障者的生活及工作能力，從家庭的依賴者，轉而成為家庭的支

持者、生產者(慕光盲人重建中心，2010；健身按摩院，2010)。張

茂隆資深按摩老師表示兩年課程，按摩師技術扎實，視障者必須

學會基本解剖學、經絡、基本中醫理論(蔡明砡，2004)。 

住宿型與社區型提供視障基礎按摩職訓班，從兩年縮至一

年，職訓局為求提升就業率，甚至最短縮至三個月一期，近似短

期補習班方式以考取丙級按摩技術士證為目標辦理課程，逐漸將

視障按摩定位為低階入門職業的工作者(柯明期，2009)。台灣以

保健按摩實施 3-6 個月短期課程同時，職業養成時數過短，

造成視障按摩師技術不成熟，職訓局縮短訓練時數，使得按摩師

技術生澀，把客人嚇跑(楊齡媛，2008)。 

(二) 職業課程與輔導視障按摩師職場期待就業表現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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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韓國、泰國、立陶宛、芬蘭、以色列…等國以輔

助治療按摩而提供視障者基礎按摩訓練 1800 小時以上至三

年課程 (Young-il，2008；Yoshikawai 2010；Ilana & Reuven，

2005；Mingli，2010；Aktivo，2010；LASMEDA，2010)，

中國與泰國則以按摩分為保健按摩與醫療按摩兩種，實施

職業訓練與醫科教育訓練分制課程，以視障者為專業人力

提供職業教育。  

由課程編制可知，台灣與國外看待視障者職業生涯發展

是不相同的。若職訓目標是提高收入與社會地位為主，課

程時數較長 (Young-il，2008；  Yoshikawai 2010； Ilana & 

Reuven，2005；Mingli，2010；Aktivo，2010；LASMEDA，

2010)。若職訓目標是快速進入職場為導向，則課程時數較

短 (Cao，2009；Kongkeo，2010)。課程會長短直接影響視

障按摩師對按摩工作的就業機會的看法，也間接產生不同

的職業生涯發展期待。  

(三 ) 在職進修教育資源影響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  

有些視障按摩師希望證明自己工作能力，強調按摩以

技術取勝 (李永昌，2003)，豐富的臨床經驗和專業知識同等

重要，要求政府提供治療按摩手技課程，或輔導考取乙級

證照 (蔡明砡，2004)。、或到國外尋求專業教育並取得學歷 (蔡

龍雄，2006)，以證明自己工作專業程度。政府針對視障按

摩師收入過低的困境 (行政院勞委會，2010)，提出在職進修

方案，鼓勵視障按摩師藉由在職訓練，試圖改善視障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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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就業困境 (勞委會職訓局，2009)。勞委會職訓局是目前主

要視障按摩師在職進修資源管道。  

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需求不同，選擇其他進修管道，

或依賴自己的力量取得其他進修技術資源，例如 :組團參訪

中國大陸按摩院。視障者若無力取得進修資源者，只能改

變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 (柯明期，2009)。  

(四 ) 職業印象不明確阻礙視障按摩師者建構職業生涯。  

從促進視障者進修物理治療教育議題中，可看到職業印象不

明確，造成視障者職業生涯發展阻礙。研究中提到視障者從事按

摩的職務能力，僅能通過丙級按摩技術士，欠缺完備的按摩基礎

訓練。視障按摩師的乙級證照的訓練課程，僅涵蓋部分醫學基礎

與按摩技術，無法面對要求安全服務並兼顧按摩品質的消費市場

(張梅蘭，2002)。職業技術養成與在職進修內容的不明確，

使視障按摩師無法明確定位職業的印象，會使視障者對未

來就業不確定性，無從事先規劃職業生涯發展。  

視障按摩師爭取高等教育時，始終沒有結果。視障按摩

師的技術程度，因為課程內容未被主流技職教育體系認

定，既使視障按摩師有能力考取職業技術士證，也無法被

台灣教育當局認可，無法取得技職高等教育同等學歷。凸

顯視障按摩職業教育未被學界所信任，進而影響視障按摩

師取得高等教育的管道，顯示視障者在職進修管道侷限，

阻礙視障按摩師發展職業生涯發展。因此有些視障按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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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為在台灣教育資源取得困難，也不得不往國外發展 (柯

明期，2008)。  

參、 職業生涯發展的其他議題 

一. 職業生涯信念養成困難。 

身心障礙者在職業生涯信念養成的困難，花敬凱(2000)指出資

優障礙者面臨社會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與負面態度，障

礙本身造成的生理困難、環境設施造成狹隘的生活經驗與社會互

動經驗缺乏(花敬凱，2000；Talay, Akpinar & Belkayal，2010)，使

得資優障礙生被忽略智力上的潛能，造成職業生涯選擇和受高等

教育的限制。師長不鼓勵障礙資優生勇於追求期待中的職業生涯

目標。偏差的社會認知影響到身心障礙服務員對案主的態度、在

師長對於成就期待不高與障礙，未獲得支持而未能有機會證明自

己的能力(花敬凱，2000)。重要他人對待障礙者的態度，復建師、

老師、家人等等的態度與協助技巧，在忽略障礙者職業生涯的需

求下，成為影響職業生涯發展的重要環境因素。 

二. 自我效能影響職業生涯發展。  

花敬凱(2000)探討資優障礙學生自我效能對職業生涯發展影

響時，提到資優障礙者，由於無法接受合適的評估，無法像其他

資優生一樣接受進階挑戰。 資優障礙學生長期失敗造成無助感或

沮喪的負面情緒、造成對自我能力產生懷疑在面臨長期失敗和社

會低度支持的壓力下，感到懷才不遇、抑鬱不得志、自暴自棄。

最後影響其學習與就業動機低落，導致自我認同偏差，造成缺乏

職業生涯認同。王育瑜(1996)指出個人早期經驗，影響視障者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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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涯發展。視覺障礙者的早期障礙所形成的失敗經驗，不論是

在哪一個年齡層致障，職業生涯的選擇都會受到障礙的初期經驗

所影響。 

三. 正向經驗累積有助自我效能發展。 

影響職業生涯的個人因素，含括致障初期的障礙經驗，與致

障後的成功經驗。花敬凱(2000)提到自我效能的展現將對個案職業

生涯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若自我效能是以負面經驗發展，太多受

挫且失敗經驗，造成對環境不信任是必然的，若自我效能是以正

面經驗發展，成功經驗反而一次次增強對目標達成的自信心，有

可能造成障礙者較豐富的職業生涯樣貌產生。 

花敬凱(2000)提出不只要協助學生適應生活，還要看障礙者能

否透過教育歷程，找到自我從事該項工作的潛能，建立自信心。

讓障礙學生親自經歷或觀察他人的成功經驗，建立對未來職業生

涯的憧憬，藉由重要他人的支持與鼓勵，克服自身障礙，善用自

己的能力，對社會有所貢獻，這樣的重要經驗，與迎接視茫茫中

提到的協助視障者重建生活，累積正向生活經驗一致(王育瑜譯，

1998)。若能妥善引導障礙者練習情緒與事件的處遇技巧，有可能

化阻力為助力(花敬凱，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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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 

本節將依視覺障礙者的職業生涯發展歷程，說明選取 Super 職業生涯

發展理論作為研究架構，剖析自僱型視障按摩師職業生涯發展樣貌。 

本研究討論視障者的職業生涯發展是橫跨青少年與成年期，討

論選擇按摩職業前後，自僱型視障按摩師如何發展職業生涯。Super

指出職業生涯之生活廣度(Super、Savickas & Super，1996)，在生涯階

段大循環中，持續有成長、探索、建立、維續、衰退小循環進中。

視障者在不同年齡階段，面臨相同職業生涯階段，但因為視覺面對

不同就業議題。例如:先天視障者與一般青少年，相異的是視障青少

年相對缺乏接觸課業以外的活動機會。後天失明者與一般人相同，

想要工作但找不到工作，想保有工作無奈只能離開現職。一般人在

青年期找機會投入職場，至中壯年時期煩心著如何穩定事業，視障

者不論先天或後天的視障者，面對同樣人生階段，但卻因為視力而

面臨更多就業阻礙。視障者考量職業技能可否維繫家庭生計，賺取

生活費維持溫飽為目標，對人生的期待已難以想像而不敢提起，面

對 20 種喪失下，對職業生涯發展對更難以想像，讓視障者在生活窄

化與探索經驗侷限下，與現實環境脫節(王育瑜譯，1998)。 

視障者持續職業生涯發展歷程，近似於 Super 橫跨一生的發展歷

程，他以生涯發展之生活廣度是人從出生至死亡，要經歷的五個生

涯階段，完成一個人生循環。(Super ，1996)，分別為青年期（15-24

歲）、成年初期（25-44 歲）、中年期（45-64 歲）以及老年期（65 歲

以上），每階段還可能因為很多事件，產生一個小循環，又分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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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探索期、建立期、維續期與衰退期（Super、Savickas & Super，

1996）。Super 指出職業生涯的發展是持續動態的歷程，在不同的年

齡範圍所呈現的發展任務有其特殊性；大循環中的小循環也是依照

一定順序發展的概念，當環境或個人發生變化，會另外形成一個或

多個階段中的小循環。這樣不斷循環的概念，與視障重建服務概念

相似，因為視障重建服務是以建構實用且穩定是應技術為前提，致

力於健全基礎視障適應技能、增強社群經驗促進重返社會信心、維

持穩定職業與經濟收入、重返社交生活。  

視障重建歷程處於動態改變的狀態，從文獻中發現提到多是協

助面對視力喪失心理適應、生活技能與職業技能培訓 (王育瑜譯，

1998)，視障重建多以工作所需視力多寡來作為媒合職種的主要考

量，未提及視覺障礙者職業生涯發展。視障者在職業中遇到的困境，

未被討論過視覺障礙者對職業生涯期待(花敬凱，2000)。 視障重建

人員協助視覺障礙者勾勒職業生涯發展藍圖過程中，似乎沒有以生

涯概念協助視障者分析問題，而視障者僅能獨自面對職業生涯議題

(胡名霞，2000；柯明期，2009)。 

本研究引用 Super 理論是以就業經驗的時間與空間，瞭解視覺障

礙者在青年期(15-25)。與成年初期(25-45)。面臨就業、調適自我、維

持就業穩定、持續發展職業生涯的歷程，透過視障按摩師對於工作

規畫以及未來看法，釐清視障者職業生涯發展的樣貌。瞭解在未來

協助視障者選擇職業時，是否應將時間與空間納入整體考量，形成

符合個人職業生涯期待的職業重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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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分為五節討論，分別為研究設計，研究參與者，研究倫

理，研究工具，研究程序，研究資料蒐集、管理、分析與驗證。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此節將分三點說明研究取向、深度訪談、直接觀察筆記，各項

分別說明如下。  

壹、 研究取向 

本研究為探究自僱型視障按摩師的職業職業生涯發展，將以質

性研究為取向。質性研究是在特殊目的下，深入探討人與人和人與

事之間的互動關係，重視個人真實的感受及對事物的看法（簡春安、

鄒平儀，1998）。過去探討視障職業生涯發展相關因素的數篇文獻

中，以電訪與錄音帶訪問美國十一州共二十二位雇主成功聘僱視障

實習生經驗(Golub，2006)；以面訪十五名視障者討論工作場域中的

社會支持(Papakonstantinou & Papadopoulos，2009)；以團體訪談訪問

視障按摩師，探討障礙團體的按摩中心的充權效用評估(王育瑜，

2004)；以訪問十五間屏東視障按摩摩業者探究其經營模式與經營策

略(黃坤祥、李宜樺 2009)，這些文獻都以蒐集受訪者的主觀意識，

進而分析影響職業生涯發展的相關因素。本研究者想要瞭解自僱型

視障按摩師，在各生涯階段的職業選擇與適應歷程，討論其中影響

個人選擇與發展的因素，本研究者計畫以蒐集三位自僱型視障按摩

師的個人主觀看法與自我經驗回溯，瞭解受訪者的自述職業生涯發

展，因為難以量化研究窺探自僱型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發展樣

貌，故本研究選擇以質性研究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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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是有目的的談話過程，主要在於瞭解受訪者個人感受

與經驗的陳述，透過彼此對話，使研究者得以獲得、瞭解、並解釋

受訪者對研究議題的認知，有助於研究者對受訪者所處的環境、現

象與行動較全面性的資訊蒐集(Minichiello, Aroni, Timewell & 

Alexander ，1995）。本研究為深入瞭解自僱型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

涯發展，包括：選擇按摩、職業適應與個人職業生涯角色選擇，個

人各職業生涯階段所持的看法，個人與其所遭遇人、事、物的交互

影響的情況，試圖找出其中的個人與環境因素，得知影響其發展與

適應的相關因素，故選擇以深度訪談受訪者為進行主要蒐集資料的

方法。 

參、 敘事探究 

敘事探究的目標在於瞭解經驗並塑造經驗的意義，它是一種思

考經驗的方式，參與者以自身經驗敘事，研究者以文字轉載經驗時，

加以重新確認、修正、甚至建立新的故事。」(Clandinin & Connelly，

2000)。敘事探究是經驗的主體對經驗的意義建構, 而主體的「視框」

將決定他對經驗賦予的意義，研究者會「視框」，透過文字轉載與反

思，對該經驗重賦予新義(林香君，2004)，此時，研究者不只是瞭解

歷程研究歷程，而是要進一步希望以實際的行動，引發或起動某些

具體的轉變(蔡敏玲，2004)。在敘事探究中，會以互動、連續及情境

為敘說研究的三度探究空間，其中的互動指的是個人與社會的互

動，連續是指經驗發展的連續性，而空間是指事件發生當下的情境

(Clandinin & Connelly，2000)。本研究是想要瞭解自僱型視障按摩師

的職業生涯發展中的影響視障者的重要事件中人員與情境、視障者



 

 

 

33 

如何受到人事物的影響，接續職業生涯發展。故研究者選擇敘事探

究方法，藉由研究參與者的主觀敘事，瞭解研究參與者如何在自我

觀點下，表述自我職業生涯發展的過去經驗與現在活動。研究者將

透過研究參與者口述經驗以文字轉載並反覆閱讀的同時，思考影響

參與者個人與環境因素。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本節共三部分，分別就研究參與者與同儕成員加以說明。 

壹.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探討的是自僱型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以立

意取樣的方式徵求視障參與者，以找尋適合本研究目的之訪談對

象。本研究會將案例個別分析與綜合討論型式呈現，故預計選取三

位受訪者。以下分別說明訪談對象的選取標準及招募與選取過程。 

一、 訪談對象的選取標準為 

(一) 視障者為領有按摩技術士證照之視障按摩師，目前以自僱型

態從業者，且工作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 

(二) 視障按摩師，在從事按摩業前有按摩以外職場的工作經驗，

曾參與社團或其他活動，並在從事按摩後仍維持活動參與。 

(三) 對本研究感興趣，且願意在本研究中坦露自我相關經驗者。 

二、 招募過程 

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原則招募受訪者，因考量研究者面訪交通

往返時間與交通經費，研究者以電話徵詢研究者居住地所在地的台

北市按摩工會推薦，招募符合本研究內容的研究參與者。工會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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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願意表達意見的視障按摩師，但無法告知研究者該視障按摩師

是否曾擔任過其他按摩以外工作，請研究者以電話親自聯繫釐清資

訊，並同時說明進一步說明研究目的與進行方式。 

研究者在聯繫視障按摩師後，初步詢問受訪者對按摩前就業經

驗分享的意願。最後研究者依據受訪者的就業經驗、受訪分享資訊

的意願、訪談後仍接受研究者持續釐清資訊的意願、並同意讓研究

者透過其他管道或透過其他人蒐集與該受訪者的相關訊息，在考量

以上受訪者條件後，最後選出視障按摩師來進行深度訪談。 

三、 研究參與者簡介 

參 與

者 

編號 

代

號 

性

別 

年

齡 

致障時間/目前障礙程度 

學歷 

婚姻狀況 

重要他人 

(編號) 

 

A 
阿

宗 
男 35 

先天全盲/重度視障者 

大學音樂系畢 

未婚，與母親同住 

同事(a,aw,az) 

姐姐(as) 

母親(am) 

B 
阿

宏 
男 39 

先天低視/重度視障者 

普通高中畢業/ 

已婚，無子女 

同事(b, be) 

妻子(bw) 

C 
阿

義 
男 46 

18 歲漸盲/重度視障者 

普通高職畢業 

已婚育一女，與母同住 

同事(c,ct) 

姐姐(cs) 

貳. 同儕成員 

本研究者邀請兩位同儕擔任協同分析者，此兩位同儕成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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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他障礙別的專業服務人員，具備有資深就業輔導經驗、豐富職

務媒合經歷與職務現場經驗。兩位皆為復建諮商研究所畢業生，修

習過職務再設計，瞭解職務分析方法與質性研究方法，協助研究者

檢視資料，避免研究者受到視覺障礙服務經歷影響資料分析結果。 

第三節 研究倫理 

為了保護本研究參與者，研究者恪守研究倫理的方式，(一)先告

知本次訪問目的再取得參與者同意：研究者向研究參與者說明身分

及本次研究目的與流程、資料匿名與保密、研究參與者的權利(例如:

可以中途停止訪談…等)，同時表明本訪問內容會錄音記錄。為了更

確實記錄研究對象的訪談內容並同時尊重受訪者感受，研究者將在

取得研究參與者同意書後才進行訪談錄音(二)尊重表達意願：研究者

將以和緩輕鬆語氣提出問題，積極傾聽研究參與者意見，不加以批

評，若是因講起過去事件而造成情緒起伏(如：震怒、悲傷…等)，研

究者會支持研究參與者度過情緒危機，並尊重其表達意願(三)研究者

與參與者關係是平等互惠，除了準備訪問小禮物致謝外，也將關懷

研究參與者目前職業生涯現況，主動交流最新職業重建服務資訊，

並主動為其連結所需相關服務與資訊。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節共三部份，分別說明研究者、訪談大綱、及觀察記錄：  

壹. 研究者 

    研究者為視障重建服務提供者，服務對象包含先天失明與中途

失明者，曾辦理視障鋼琴調音職訓課程，現任視障生活指導員與定



 

 

 

36 

向行動師。研究者從高中時期開始工作，經驗包括：早餐販售、幼

教助理、家庭教師、外銷業務員、業務秘書、專案規劃員…等，至

今轉換過多種職業。依據研究者過去轉換工作的經驗，得知工作變

動的因素眾多，投入視障職業復建工作時，關切視障者就業轉換時

的心理狀態。研究者接觸視障按摩師後，發現多數視障者認定的按

摩服務，明顯與明眼人提供的服務不同(黃坤祥、李宜樺，2009)。研

究者因服務或生活與視障按摩師長期接觸，以視障家屬及重建員雙

重身分，以關懷視障者為前提下進行資料蒐集，讓受訪者能以輕鬆

閒聊方式談論視障生活與按摩工作的話題，在互信關係下進行資料

蒐集。研究者接受過 4 年視障服務專業課程與 3 年復健諮商專業課

程訓練，秉持服務專業倫理下，能保持自我反思的態度，檢視自己

提供服務的適切性，並且在長達 7 年定向行動與生活重建工作經

驗，著眼於視障者職業能力建構與環境支持系統的課題，故研究者

在資訊蒐集時，對於事件與個人交互影響會有較多關注。由於研究

者對視障者抱持關懷情感與工作經驗，對於選擇受訪者、擬定研究

問題、蒐集資料與分析資料，難免受到過去經驗與知識的影響。為

避免研究偏頗，於研究進行中，將定期與指導老師與同儕成員進行

討論，避免研究者主觀意識，造成研究工作的偏頗。 

貳. 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取開放式的訪談大綱進行研究對象之深度訪談。本研

究的訪談大綱是在研究者閱讀相關文獻資料後，針對本研究目的擬

題目後，與指導老師討論題目並且修正內容後，先試訪二名視障按

摩師，瞭解題目能否讓視障按摩師簡易好懂，針對題目流暢度與理

解度進行題目修正。修正題號一、(2)刪除「請您談談作為一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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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改為『請您談談所您在一般就業環境中，遭遇的就業困擾?』。

修正題號二、(1)「當時您對按摩職業的看法是什麼? 與現在對按摩

職業看法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改為『您當初選擇按摩職業的原因?』。 

修正題號二(2)「從事按摩工作分別遇到阻礙是什麼?」刪除，改為『請

問您經營按摩事業時遇到的困境 』。  

以下為本研究的訪談大綱，包括：選擇按摩職業前的狀況、按摩

就業後的狀況與人生未來規劃。其訪談大綱如下： 

一、 選擇按摩職業前的狀況 

(1)、 請您談談當時對自己就業能力的看法。 

(2)、 請您談談您在一般就業環境中，遭遇的就業困擾。 

(3)、 請您談談您如何適應一般職場。 

(4)、 請您談談當時如何探索適合視覺障礙者的工作。 

二、 選擇視障按摩後的狀況 

(1)、 請問您當初選擇按摩職業的原因。 

(2)、 請問您經營按摩事業遇到的困境。 

(3)、 請談談您期待的工作成就。 

三、 未來人生規劃 

(1)、 請您談談除了工作外，還有參與哪些活動? 

(2)、 請您談談自己未來規劃為何? 

参、觀察記錄 

觀察記錄將紀錄訪談時發生的狀況。一方面提醒研究者注意訪

談提問態度，避免造成視障者不舒服的問話，另一方面提醒研究者

避免個人的主觀偏誤，資料蒐集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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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先進行文獻探討，對相關資料有初步概念後，編製訪談

大綱，接著進入取樣、預試等程序，再修正訪談大綱內容，進行取

樣與訪談，最後進行訪談錄音逐字稿及編碼，最後分析與討論資料

並撰寫成論文。研究程序流程如圖示: 

 

 

 

 

 

 

 

 

 

 

 

 

 

 

研究程序流程圖 

1.確定研究問題 

2.閱讀相關文件 

4.招募受訪者、排定受訪時間 

3.編制訪問大綱 

5.蒐集資料 

6.管理資料、資料分析 

7.同儕討論、資料驗證 

8.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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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蒐集、管理、分析與驗證 

   本節將提到資料蒐集、資料管理、資料分析與資料驗證，以下將

分別就四個項目進行說明。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蒐集方式，主要以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為主，由深度

訪談與觀察記錄兩種方式，針對研究目的進行資料蒐集。 

訪談大綱是在研究者閱讀相關文獻資料後，針對本研究目的擬

題目，與指導老師討論題目並且修正內容後。預先試訪二名視障按

摩師，瞭解題目能否讓視障按摩師易懂， 再針對題目流暢度與理解

度進行修正。 

研究者採用深度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當場使用錄音機錄音

訪談內容，之後依據錄音檔案作成訪談逐字稿。採用深度訪談主要

是因為研究者認為，受訪者需要在被尊重狀況下，瞭解研究者搜集

資料動機，對研究者產生信任感，受訪者才能真實表達出自我看法。

所以研究者在接觸受訪者時，會先說明自己研究目的，為讓受訪者

在感受友善氣氛下自在表達意見。研究者除了專注聆聽受訪者表達

意見外，並依據訪談互動氣氛，將彈性地調整訪談大綱的訪問順序，

希望讓受訪者感受到研究者並不只完成一項研究目的而已，是真正

關懷視障者的需求，並希望能夠透過本研究呈現視障按摩師的職業

生涯發展案例，找出影響職業生涯發展的因素。 

研究者使用觀察記錄，目的是紀錄訪談時發生的不愉快、突發

事件或受訪者談論重要議題時的情緒變化，此紀錄將用於輔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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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審視錄音檔與閱讀訪談逐字稿，將有助於研究者理解資料與分析

資料。 

    為取得受訪者信任，順利進行資料蒐集，研究者將會事先以電

話邀約，在電話中說明研究者身分與研究目的，也會分享研究者過

去參與視障按摩議題討論的經驗。約定受訪時間時，將以視障按摩

師工作以外的休憩時間優先選擇，盡量避開按摩師工作排班尖峰時

間，以避免訪談造成視障按摩師感受到額外受訪壓力。 

二、資料管理 

本研究的資料管理內容有三類，分別為訪談錄音檔、錄音之訪

談逐字稿、與觀察記錄。資料管理方式如下：第一類為訪問錄音檔，

研究者在檔案上標上參與者化名、訪談時間(人名代號-年月日)。例

如以「阿宗代號 A」「A130120」來表研究參與者阿宗在 2013 年 1

月 20 日接受訪談。錄音檔以人工聽寫繕打成訪談逐字稿後，即刻銷

毀錄音檔，以尊重研究參與者的隱私。研究者將訪談逐字稿命名

「A130120.doc」，此與錄音檔檔名相符。類資料為錄音檔之訪談逐

字稿，研究者把訪談逐字稿內容，以個別研究參與者為單位，使用

電腦軟體 NVivo10，將逐字稿資料輸入電腦進行編號，例如：「阿宏

代號 B」, (B130125-0110)，是指該段引言是出自於阿宏 2013 年 1 月

25 日的訪談逐字稿 01:10 處。第三類為觀察記錄，研究者將訪談紀

錄表，依據訪談時間編號檔案例如：「阿義代號 C」「C130330 訪.doc」, 

指出觀察記錄為研究者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訪談阿義。 

研究者並研究以參與者代碼為命名電腦資料夾,例如：「阿宗代

號 A」資料夾代號「A」儲存訪談錄音檔(待訪談逐字稿繕打完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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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訪談逐字稿、觀察記錄。研究者以資料夾代號管理資料，方

便研究者交叉比對資料進行研究分析。 

三、資料分析 

以下將敘述研究資料分析之步驟，包含：反覆閱讀原始資料，

型成編碼及範疇，與綜合歸納。首先研究者要反覆閱讀原始之訪談

逐字稿等原始資料，並與同儕成員討論，提醒研究者自身要依照研

究參與者的角度來瞭解內容，同時，注意研究者自身如何理解資料，

才能盡力排除主觀及誤解。接著為了形成編碼及範疇，研究者根據

研究問題，統整原始資料，找出關鍵字與關鍵事件，並進行編碼。

剛開始編碼命名時，先使用研究參與者的語言，以真實反應研究參

與者的想法(陳向明，2002)。例如：要留住客戶，我自己的方式是建

立客戶電話預約的習慣，痠痛急性期的客戶建議短期數次的療程，

慢性痠痛鼓勵客戶長期保養(阿宗，A130120-008-011)。研究者以「客

戶預約制度」與「客戶復健療程」命名編碼。之後再比較前後編碼，

整併相似者，形成範疇並加以 a 命名，例如，將「客戶預約」及「客

戶復健療程」，合併為「客戶服務管理」。此時的命名則用比較概括

的詞語，以精練意義。再由初步規劃的範疇，歸納出和新範疇，例

如：「參訓目的」、「就業瓶頸」，兩者歸納成「職業生涯轉換」。在歸

納新範疇的同時，若有發現更適合的範疇，將視狀況更動範疇與編

碼，盡可能真實反應研究參與者的觀點。最後，再形成數個核心範

疇後，本研究者將進一步思索各範疇間的關聯性，並綜合歸納成主

題，以求合乎邏輯及研究參與者的觀點。例如：「決定按摩就業的因

素」，與「按摩就業轉銜歷程」，將合併為「按摩就業目標」。 

四、 資料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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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驗證的方式有以下六點： 

(一) 與受訪者建立共融關係：研究者本身有多年視障就業與就學輔

導經驗，家以溫和友善的特質，容易與人建立共融關係。故受

訪者在了解本研究想要探討視障者職業生涯議題，能與研究者

有相同關切議題的感受，進而開放經驗分享意見。 

(二)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本研究將以半結構方式進行深度訪談，尊

重視障者願意受訪題目、受訪時間、訪問時間長度，在友善且

溫暖的談話環境，得到研究參與者觀點。 

(三) 研究參與者的資料確認：研究者閱讀逐字稿，將以不同的螢光

筆標出重要關鍵字，在反覆閱讀逐字稿，發現不確定研究參與

者意見之時，將針對有疑議之處，與研究參與者再次約定時

間，向研究參與者進行瞭解與澄清，以確定研究參與者的觀點。 

(四) 研究者自我檢視主觀：研究者書寫與同儕討論記錄時，藉此檢

核可能影響資料正確性的主觀因素。 

(五) 多方資料的核對。研究者將觀察記錄、逐字稿、與重要第三方

資料(例如:影片、新聞、重要他人)。互相比對，進一步釐清資

料的一致性。 

(六) 同儕檢核：研究者與同儕成員皆曾修習質性研究方法，研究者

將透過與指導老師和同儕成員討論資料分析內容，反覆檢視研

究者提出的分析結果，再次確認分析方向的正確性，避免分析

資料時出現缺失、遺漏、偏誤…等問題。例如:同儕成員會分

享自己過去曾以重建諮商人員角色進行資料分析時會遇到的

迷思，提醒研究者在分類資料時，須注意各階段的個人表現是

因為視障特質影響或是一般人就職的普遍現象，而現象不是障

礙者才會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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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綜合討論 

     本章將根據研究訪談所獲得的訪談內容，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

問題進行資料分析與歸納，共分為五節，第一節建構初期職業生涯

方向、第二節勇闖職場、第三節就業探索、第四節就業定向、第五

節對未來規劃。 

第一節 建構初期職業生涯方向 

本節討論三位研究參與者在按摩就業前建構初期職業生涯方

向，以下將分為六部分討論，分別為對視力障礙的知識影響面對生

涯方式、自我設限就業選項、嘗試朝向興趣發展、早期經驗影響三

位研究參與者發展出對自我能力的信心、因家庭責任感而抉擇就

業、職業形象考慮職業選擇。 

 

壹、 對視力障礙的知識影響面對生涯方式 

一、 家人面對視障態度影響視障者面對生涯的方式  

阿宗先天全盲，母親從國小送視障姊弟至啟明學校住校學習

獨立生活，宗母:覺得那很正常。(A13120601-0125)宗姐：學校從小念到高

中畢業。(as13121715-0039) 家人尊重阿宗選擇職業，宗姐:保康按摩一

年後，他到視障音樂基金會工作，從此就沒有在按摩領域了，後來又去勞委

會，(as13121717-0303) 視障姐姐從事按摩工作後，讓母親擔心姐弟

從事按摩工作職業傷害。宗母：做按摩我考慮，因為姐姐骨頭軟有受傷

給醫生看，醫生說最好不要做這一途。後來(姐姐)慢慢改變走芳療。

(A13120603-0110) 視障姐姐會支持阿宗從事按摩工作。宗姐：他有來

自於媽媽的壓力，他有姐姐的鼓勵，只要有我在想學甚麼隨時都有機會。

(as13121717-0505) 

阿宏讀國小就看不清楚黑板、讀書很慢、活動反應慢。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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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媽媽很清楚我不太好。(B13112905-0415) 他們沒有想過說要帶我去

好好檢查，不知道到底嚴重到什麼地步。(B13112905-0437) 你不是看不見，

你看得見哪! 只是看得沒那麼清楚呀!他們一直以為是近視眼，這近視眼比

較特別! 他們對於這種遺傳啦、醫療不了解(B13112904-0420)。家人以為

他是近視，眼科檢查、配眼鏡、營養品補充，該做都做了也沒見

改善。以前的人醫學觀點沒有，我阿公他頂多帶你去眼科、眼鏡行，也搞

不清楚找不到原因嘛，也不當一回事。(B13112904-0314) 我也去配過眼鏡

啦! 只是人家配眼鏡以後就看清楚，我配鏡還是看不那麼清楚。買個蛇膽呀! 

買魚肝油! (B13112904-0410) 他們可以做到的範圍就是有錢的時候買些東

西補一補，看看我眼睛會不會變好。 (B13112904-0420)。父母工作忙只

會看孩子成績，忽略注意到孩子狀況變化。阿宏:父母親都要忙於工

作，看的只是你成績好不好。(B13112905-0345)。他們本來還希望我是林家

第一個上大學的人，國中以前都還不錯，上高中成績越來越退步，他們就覺

得很不可思議。(B13112907-0206) 不瞭解視障的工作困擾。父親跟阿

嬤幫阿宏安排工作。阿宏:我爸的朋友，我爸跟他說等待當兵這段時間幫

忙一下。(B13112905-0500-0535) 他們知道我眼睛不好。(B13112905-0454) 

我還騎重型機車野狼 125送文件。(B13112905-0707) 阿宏:我阿嬤介紹就到

進到警察大學去當工友，因為比較不用花那麼多視力。(B13112901-0052)  

阿義父母帶視障孩子持續治療眼疾，憂心孩子的生活不便。

阿義:不是沒有想法啦，是不知所措啊! 我們知道什麼訊息媽媽就會帶我去

治療! (C13112504-0038) 家人看到阿義的獨立與能力。義姐:我比他不

好，他比我好，他帶我去看醫生，他的能力比較好。他是老么，他高中都還有在工

作、上學、上課。他從高一開始打工(cs13121701-0127) 他都做大夜班，也作小夜

班，下課後直接去上小夜班上到晚上。(cs13121701-0706) 高中的時候騎腳踏車上

班、賺錢，他都是獨立自己一個。(cs13121701-1035) 家人讓阿義決定自己

的生活。 義姐:他告訴我們他是可以，我們家本來就是這樣，你覺得你可

以，我們就不會強制你不可以(cs13121701-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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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宗阿義家人相信視障者能力，對兩人沒有提供任何意見，沒有

限制視障者的發展。阿宏的家人無法感受到他困境，也無力協助他

克服就業困難，無力幫助他解決工作困境。阿義讓家人認為他很獨

立，讓他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二、 自我面對視力障礙的態度影響生涯開展的積極度 

(一)  掌握機會積極開展生涯 

阿宗自知全盲者能參加的活動不多，他積極參與學校音樂

社團，玩遍各種樂器。阿宗:啟明學校會參加很多相關音樂的社團，我

在國中高中就什麼都玩，什麼都試，學校有樂團哪，我什麼樂器都試。

(A13112615-0024)，從國二開始參加學校合唱團。(A13112616-0451)一直

到我大三，跟一般明眼人同學一起唱喔!不是跟視障朋友。

(A13112616-0451) 積極練習主動參與表演機會。在學校辦的音樂會

裡面，我擔任四個節目的演出。 (A13112615-0040) 他照著老師教的

練習，他不與別人比較只跟自己比，每一天都要有進步。阿宗:

就是興趣，那個時候只知道認真練! (A13112616-0140)  

(二) 因不瞭解視力屢次遭遇挫折，自我否定影響生涯開展 

阿宏:當時的我還沒體會到眼睛問題，將帶給我未來痛苦折磨，因為

那時候我還沒有看不見。(B13112906-0213)。你看得見，只是看得沒那麼

清楚呀，一直以為是近視眼。(B13112904-0420)。我了解的是我能看多遠、

能看多小的字，其他的我也沒概念(B13112907-0519) 高中視力檢查表大

概只能看到 0.3~0.4，你戴眼鏡頂多看 0.5。(B13112905-0454) 根本無

法表達自己的視力。我自己覺得有點嚴重，最難就在不是看不見，是

看的見，對一個從小就不正常(視力)的孩子來說，如何去告訴別人。會不

敢講，不好意思不知道該怎麼講。(B13112905-0123)。小時候個性內向害

羞，一句話也不會說。現在很會講話，都不見得能夠很清楚告訴人家我到

底什麼程度，根本無法說清楚。(B13112905-0552) 怕主動講出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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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會成為別人的笑柄。因為眼睛的關係反應慢的時候，“你怎

麼那麼笨!”孩子會這樣笑你!(B13112905-0125)。你不敢講呀! 講了就被

人家笑，你怎麼反應那麼笨。(B13112905-0325)。無形中你會認為這是一

個笑柄，你怎麼好意思告訴人家“對不起啦!我看不到啦!” 講出來不是

給人家笑嗎? (B13112905-0200) 我心裡面會有一種感覺，就是當你講出

自己不足的時候，只是成為別人的笑柄。(B13112905-0343) 講出來讓

人覺得自己更沒用。 不認為說出來是可以讓別人去體諒你，不會這樣

想! 只是讓別人覺得自己更沒有用，會認為自己是個沒有用的人

(B13112905-0343)。 

跟視力正常者使用同樣方式競爭。用眼睛看你用眼睛看，你用

的都跟別人一樣的方法，可是因為你眼睛最弱，所以你怎麼努力你都輸人

家。別人看不出來視障者遭遇困境，無法介入協助。從來沒有被

任何一種輔導或者協助過的時候 (B13112905-0242) 國中以前的時候因

為視力還沒有那麼差，我高中考復興嘛!成績是還不錯的。

(B13112905-0253) 輔導老師他如果能看出你的端倪，好好去幫助你去引

導你去做一種你自己的一個了解(B13112905-0056)。累積挫折變得更

自卑，對自我能力產生懷疑在面臨長期失敗和社會低度支持的

壓力下，感到懷才不遇、抑鬱不得志、自暴自棄(花敬凱，2000)。

這過程中不斷累積，讓自己的一個變得更自卑，或者變得更走不出來

啦!(B13112905-0201)  

(三) 努力維持正常生活秩序，以嘗試與挑戰心態開展生涯。 

阿義自知醫療並無法阻擋視力退化，他決定維持正常上下

課。阿義：大部分都是自己面對自己障礙的一些想法，大部分是自己面

對自己。當然家人知道，也不曉得怎麼去協助。我們就是把自身身事情安

排好，能工作就是多工作。(C13112503-0025) 找出自己可以做的工

作。阿義：我也想找比較簡單的啊，都是要做細的工作，進進出出嘗試

看有沒有自己能做的工作。不是同一個地方，不同場合，不同公司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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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看看分配的工作能不能做。(C13112501-0634) 我比較容易去看說我

什麼事能做(C13112503-1357) 阿義讓家人覺得自己有能力獨立生

活。義姐:他都是獨立自己一個。(cs13121701-1035) 他的能力比較好，

而且他比較小，他高中都還有在工作和上學，他從高一開始打工。他騎腳

踏車騎到新店去，他的視力他覺得他還可以。(cs13121701-0127) 回來扛

到三樓來放，騎腳踏車上下學(cs13121701-0706) 不想讓家人為自己

感到焦慮與壓力。阿義：覺得我做的也不錯啊，他們覺得這樣也很好

啊，滿足啊! 讓他們安心，讓他們放心啦! 就覺得我的工作狀態應該是還

OK的。我的壓力不可能跟他們說(C13112504-0124)  

貳、 自我設限就業選項。 

一、  職業選擇機會侷限 

(一) 表現能力的機會很少。 

阿宗認為視障者被環境限制，能表現能力的選項很少。阿

宗:其實視障朋友，那時候還沒有很多活動，沒有運動項目可以拓展，這

當然是環境上的限制。(A13112615-0106)  

(二) 按摩是視障者的經濟來源 

阿宗：按摩是每一個視障者都會接觸到的一個工作。(A13112607-0012)。

視障者其他就業機會不多，按摩是多數視障者主要經濟來源(賴

麗凌譯，2005；張梅蘭，2002；蔡明砡，2004)，阿宗：我沒錢的

時候呢，我可能可以藉由按摩的工作我賺到一點錢(A13112607-0040)。他

知道法令保障按摩就業(柯明期，2009)，因為法令保障而成為視

障者主要從事職業 (邱大昕，2009)，因此他和家人都不排斥按

摩工作，認為按摩是視障者維生方法之一，技術是需要學習。

他在準備音樂升學時，同時選修按摩課程，在高中畢業時考取

丙級執照。阿宗：我不排斥按摩，念升學的時候一直保持有在上按摩的

相關課程。(A13112604-0124)  

二、 無法使用視力跟明眼人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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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適當策略持續使用明眼操作模式處理情境時，難以解決

視障遭遇生活困境時，造成對自我能力否定(王育瑜譯，1998；柯

明期，2003)。阿宏:別人都是這樣做，你就跟著這樣做，他用眼睛看你用眼睛

看。(B13112905-0242) 用的都跟別人一樣的方法，因為你眼睛最弱，你怎麼努力

你都輸人家。國中以前的時候因為視力還沒有那麼差，所以我以前成績都還不錯。

(B13112905-0242)。阿宏就讀高中後，視力快速減退，連黑板都無法

抄筆記、考卷都寫不完。阿宏:我明明要抄黑板的筆記本，我看我每次看沒

幾行，就已經看得眼花暸亂，就我的筆記本亂寫一通(B13112905-0123)。考卷一發

下來，人家一個鐘頭寫完考卷，半個鐘頭就交卷就出來，出去準備下一科，跑去玩

去。我一個鐘頭我連題目都看不完耶! 就知道我看的速度有多慢

(B13112905-0316)。 

三、 只找適合視障者的工作 

(一) 透過建教合作在同性質工廠嘗試找出能做的事 

高職期間，學校不知道阿義的視力狀況下，幫他安排建教

合作工作機會。為了要找到電子工廠內不需要視力的工作，在

同性質工作場所，嘗試不同工作內容，想辦法找出自己在職場

上生存的方式。 阿義：也想找比較簡單，但都是要做細的工作，例如:

繞線圈。進進出出離開又進去，都是去在嘗試，看有沒有自己能做的工

作。…不是同一個地方，不同場合，不同公司啊，有時候就是去嘗試看看

分配的工作能不能做。(C13112501-0634) 

(二)  挑戰剩餘視覺，觀察適合做的事。 

阿義:我比較容易去看什麼事能做。就像我送貨去倉庫，我就覺得要調來那

裏啊! 這個好像視力的部分，不需要用到這麼多。(C13112503-1357) 倉管應該

是自己的視力可以勝任啊，因為倉管的東西都是很大啊!那時候覺得很適

合做，搬大物體的東西!(C13112501-0755) 挑戰自己能力發揮到甚麼

程度。阿義：一些比較體力的工作我比較能勝任，搬那個一些材料啊，

運送一些成品啊! 需要勞力、耗體力的工作。(C13112501-0811)。 

(三)  尋找能發揮自己的能力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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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跟主管溝通內部工作機會，機緣巧合轉調到適合位

置。阿義：我就會想辦法談“有沒有缺人，我想調過去” (C13112503-1239)

幾個地方有嘗試過，但是沒有成功。最後剛好做烤箱那個人去當兵，換我

來接，那個工作男孩子接比較好，女孩子接太累。(C13112503-1337)  

 

他們受限於視覺狀況，面臨觀察環境、接收訊息與傳遞訊息的

困境(王育瑜譯，1998；余月霞、花敬凱，2004；賴麗凌譯，2005)，

而以視障為主考量活動，自我限縮就業選項。從他們在早期經驗的

態度，發現與他們在按摩職業時的就業態度是一致的，他們處理事

情的態度，不因視障有所不同，但會因為視障緣故而多一層考量。 

參、 嘗試朝向興趣發展 

一、 阿宗以音樂為生涯發展 

考入大學音樂系苦練技術。阿宗：就是興趣(A13112616-0100) 我

沒有那時候我都沒有去參加過比賽(A13112616-0115)， 就是很認真

練，那個時候只知道認真練(A13112616-0130)。初期曾將賺取足夠

生活所需納入生涯規劃，自認有錢才得以發展興趣。阿宗：我

想要找一份工作，我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在我的興趣上做提升。

(A13112604-0200)。 

 

二、 阿宏以歌唱興趣在挫敗中肯定自我，追求發展可能性。 

阿宏在同學下鼓勵練唱民歌，阿宏:高中同學教我唱，兩個女同學要

求我們每天要唱一首民歌給他們聽，我就每天學一首歌去唱給她們聽。 (B 

13120316-0100) 參加社區比賽得名獲得肯定。社區辨歌唱比賽，二十幾個人參

加，我第一次比賽我居然得第四名耶，我好開心喔! 雖然是個小比賽，可是我才十

七歲啊!就覺得很大的肯定! (B13120316-0130) 持續參加歌唱比賽，試圖在

歌唱闖出事業。那時候對家庭環境對各方面.都沒有自信。(B13120315-0729)

我的聲音真得還蠻好的，除了外表以外，我覺得有可能揚名立萬的東西有可能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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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所以我參加很多一般人的歌唱比賽!(B13120315-0018~0040) 

 

肆、 早期經驗影響三位研究參與者發展出對自我能力的信心 

一、 阿宗在他人肯定下充滿信心，持續探索能力 

校內表現獲得他人肯定，充滿自信心。阿宗：印象最深刻是我曾經

在學校音樂會擔任四個節目的演出。(A13112615-0040) 讀書時開始會想要做音樂

人，是以興趣為很重要的起始點，再加上學校環境的影響。(A13112615-0133) 那

時候我都沒有去參加過比賽，那個時候只知道認真練。(A3112616-0130) 我

從國二開始參加學校合唱團。(A13112616-0451) 我大三跟一般明眼人同學一起

唱，不是跟視障朋友。(A13112616-0451) 學校的合唱團的指揮，是之前台北愛樂

合唱團的指揮，他也覺得我唱得不錯，他想要推薦我去參加一般專業的合唱團。

(A13112616-0531) 阿宗在校內累積經驗，在支持下的發展能力。故

畢業後，依靠視障機構為主要媒合工作管道，在協助下取得適合

視障工作的環境。萬姐:會符合他各種不同方面的表演的特質幫他做安排。

(aw13121605-0329)阿宗:電話諮詢，勞委會它本身就是一個職訓單位，它當然也知

道說你必須在上任的時候使用電腦給你些基本資訊。(A13112604-0152) 

二、 阿宏喪失自信心，自我設限探索範圍。 

使用視力處理情境時，無法解決視覺障礙遭遇生活困境，對

自我能力否定與自我形象毀滅(王育瑜譯，1998；柯明期，2004)。 

(一) 學業受挫自信心低落 

阿宏:國中以前視力還沒有那麼差，高中考上復興! (B13112905-0242) 

高中開始視力嚴重，成績越來越退步。(B13112907-0206) 抄黑板的筆記

本，看沒幾行就看得眼花暸亂(B13112905-0123)，課業壓力因為考大學變

得越來越重，社會組東西那麼多，眼睛一直不斷的退化。(B13112905-0253) 

考卷一個鐘頭連題目都看不完，可見看的速度有多慢。(B13112905-0316) 

根本對自己不了解，這過程中不斷不斷的累積，讓自己變得更自卑，變得

更走不出來!(B13112905-0201) 

(二) 工作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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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宏靠家人介紹工作，他在環境中試圖生存，沒有主動求職

經驗，也不習慣求助他人。他等當兵前短暫的打工經驗，讓他初

次認知到視力對自己就業的影響。阿宏:他(老闆)跟我爸講很多，在

公司裡面工作那個地方沒做好 (B13112905-0750)。連當外務員都險象環生

了，很多事情都作不好，我還能做什麼?(B13112907-0302) 做社會地位

不高的工友職務讓他感到自卑。阿宏:一個普通高中畢業的學生，沒

有技藝，眼睛又有點問題 (B13112901-0052) (阿嬤)在那邊開縫紉部，介

紹我就到進到警察大學去當工友。那因為那比較不用花那麼多視力。

(B13112901-0052) 那時候我能說不嗎? 我總要有工作。(B13112907-0320) 

我又沒有什麼可以選擇，這是我不得不的一種生涯。(B13112901-0157) 這

種工作就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畢竟它還是一個正職工作在公家單位。

(B13112901-0104) 對視力的自卑，讓他沒想過尋求協助，沒有想

過可能的改變。社服機構視障機構，我從來沒有想過去找這些地

方!(B13112910-1627) 我不是很有計劃的說我要學習什麼，然後可以會在

未來帶來什麼改變。(B13112902-0046)。  

 

從從三位研究參與者各自成功經驗或失敗經驗中，看到早期經

驗影響對他們能力自信心、探索能力作法、與對學習與適應職務的

態度 (王育瑜，1996；花敬凱，2000)，看出早期經驗影響建構初期

職業生涯的就業自信心。 

 

三、 阿義找到適合工作獲得自信 

初期生涯規劃上，他在視力限制下，能獲取機會多寡，他願

意嘗試找出方法完成工作。 

(一) 挑戰大家不愛做的重度勞力、高危險性工作。 

在適合的工作中，獲得同事與主管肯定，被工廠升職做領

班。阿義:烤箱那是最嚴峻的，整個要送到 250度的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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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112503-1429) 阿義：從作業員到最後技術員啊!就一直升上來到領

班。(C13112501-0343) 站在同事的立場管理，深受同事喜愛。阿

義：數量不會讓他們做超過，站在他們立場嘛，我對人不錯啊，我不會讓

他們多做啊! (C13112503-1109) 與同事感情好，假日呼朋引伴加

班。阿義：公司假日就雙薪，我是領班，加班表第一個就是我，我會鼓

勵更多的員工，就阿姨們來加班! 雙十節，中秋節都是。(C13112503-0100) 

大家相處的是很好，有時候還會在外面聚一聚，感情都很好，雖然大家都

上了年紀了，但是一個年輕的領班在帶她們。(C13112503-1109) 

 

伍、 因家庭責任感而抉擇就業 

一、  阿宗要負擔家計改任電話諮詢工作。 

阿宗認為有錢才能發展興趣，他規劃一邊按摩一邊提升音樂

技術 阿宗：生涯規劃想要找一份養活自己的工作，然後可是又可以讓我在

我音樂工作上求一點我想要的進步。(A13112604-0200) 畢業後他並不是照

著規劃生涯樣貌進行。阿宗:畢業沒多久，有一段時間，我做音樂工作，

我做音樂行政，中間有一小段時間，是有從事按摩工作。(A13112604-0213)  

阿宗作音樂時並沒有考慮收入，他取得音樂企業晉用後，也沒有

因為賺錢少而從事按摩工作賺錢。他堅持音樂興趣，嘗試發展音

樂職業(陳舜協，2010) 後來因為家庭經濟，他轉業電話諮詢獲取

穩定收入。阿宗：家庭狀況前幾年是比較不穩定的，有勞委會的收入的部

分，對我跟對家庭來說是比較穩定，它是一個讓我不用操心的一份工作。

(A13112602-0102) 他選擇固定收入的電話諮詢，反而讓他沒時間練

樂器，嚴重影響他參與音樂演出機會。甚至在電話諮詢初期 3 年，

他完全放棄音樂工作發展，背離他最初的以賺錢輔佐音樂生涯發

展規劃(陳舜協，2010)。 

 

 



 

 

 

53 

二、  阿宏想分擔家計，選擇工友工作。 

阿宏面對工友工作機會，即使認為工友社會地會低落，但要

求自己支持家庭經濟的責任感，讓他選擇工友工作。阿宏:我不考慮

重考!家裡沒那個錢，我當然就是工作嘛! (B13112907-0057) 我是長子，弟

弟妹妹還在唸書，那家裡環境又不好，我說我總不能在家裡面吃閒飯

吧!(B13112907-0338) 

三、  阿義有固定工作讓家人安心。 

阿義不想讓家人為自己的事有壓力。阿義:也覺得我做的也不錯

啊，…當下的我他們覺得這樣也很好啊，滿足啊，…讓他們安心，讓他們放

心啦! 就覺得我的工作狀態應該是還 OK的。我們的壓力不可能跟他們說。

(C09010504-0124) 阿義面對自己的障礙，是把自己的事安排好，盡

量多接工作。阿義:大部分都是自己面對自己的障礙的一些想法，當然家

人知道，但可是也不曉得怎麼去協助嘛，我們就是把自身身事情安排好，那

時候只是想能工作就是多工作。(C09010503-0025) 

 

陸、 職業形象考慮職業選擇 

工作選擇原因，而是能夠取得展現實力的機會，讓自己在工作

中獲得尊重。 

一、 形象低落 

學生時期阿宗認為街藝工作要躲警察，社會地位低落，並沒

有投入時間經營。阿宗：早期它並不是被認可的行業。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就從事過街藝的工作，根本沒有所謂的執照。我就地下道擺了就唱。就是警

察趕，做街藝並不是社會上認可好的行業，大家還是同情居多，你要面對一

些比較另類或異樣的眼光。(A13112604-0152 ) 電話諮詢就業時期，因

為社會接受街頭表演為藝術工作者，他才開始嘗試假日街藝，得

到聽眾對自己音樂專業認同。阿宗：我街藝以歌唱為主，在做街藝的過程

當中，會有很多人去認同說你是的確會唱，有這樣的能力，做這樣的工作地位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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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提升。(A13112604-0152)  

由阿宗就業看到視障者將職業形象的納入職業選擇的考量。

過去文獻曾提及社會風氣保守，視障按摩師因客人需要出入飯

店，被誤認為色情按摩、社會地位不高的行業(王育瑜，1995；張

瓊方，1998；蔡明富，2000；楊齡媛，2008)，負面社會印象，使

得視障者與視障者家庭在選擇按摩時有所猶豫。可想見阿宗投入

按摩工作時，會在意視障者的按摩職業形象。 

二、 社會觀感差 

家人與阿宏自己，即使社會觀感差，是以機會獲取為選擇工

作前提。阿宏: 透過阿嬤的介紹就到進到警察大學去當工友，比較不用花那麼

多視力。(B13112901-0052) 社會觀念的想法，工友都認為是老頭子在當的，那

種很卑微，或是很沒有什麼的工作(B13112910-0126)。我這麼年青，別的工友都

是年紀大比較大。 (B13112910-0126) 

 

依 Super 生涯階段理論，青年期(14-24 歲)的成長期，此時期三

人經歷就學與就業，正在發展適切的自我概念，與開展初期職業能

力。他們的父母忙於生計，期待他們善盡學生本分負責自己就好。

阿宗就讀啟明高中升學班、阿宏就讀市立高中升學班，而阿義就讀

高職建教合作班。阿宗直到大學畢業後才正式投入工作，阿宏和阿

義高職畢業後直接投入就業職場。阿宏與阿義的取得工作機會的樣

貌中，發現他們只考慮機會獲取，並非考慮職業風險與職業形象。

例如:阿宏即使工友社會地位低落也要去做。阿宏認為只能出賣勞

力，賺錢才是工作選擇主要考量，他曾說按摩是普通人都可以做的，

薪資收入跟工友差不多，證實阿宏選擇職業時只考慮該行業收入，

沒有考慮行業別的職業形象。 

面臨職業選擇的無奈與無力，受到視障者自小到大在社會化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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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過程中受排斥的經驗（王育瑜，1995）。阿宏高中前信心滿滿，

高中後因視力退化造成課業表現低落，長期挫敗經驗讓他認為低視

者能力差，沒有能力嘗試其他工作，長期累積工作挫敗，讓他否定

自我，沒有信心主動探索工友以外的工作。阿宗與阿義不同於阿宏，

於就學期間就找到適合的工作，認為只要努力就能表現出最佳能

力。阿宗認為環境限制視障者發展，他專注於自己有興趣的活動，

掌握視障環境中的機會。阿義觀察環境找能做想做的事，堅信一定

有表現能力的工作。由三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能了解建構初期職

業生涯方向是會受到自己與家人影響。 

 

第二節 勇闖職場 

本節討論勇闖職場，將分成三部份討論從挫敗中學習、在選定領

域中起步、在困境中維續工作。以三位研究參與者的非按摩工作的

就業經驗，分析三人在青年期生涯階段經歷，如何面對困境與採取

應對策略，理解他們為何將按摩工作納入就業選項的過程。 

壹、 從挫敗中學習 

一、 學習工作與視障的關係 

(一)  視障影響工作效率 

使用點字樂譜影響工作效率 

阿宗參與校內合唱團是使用點字樂譜練唱，他清楚點字樂

譜製作時間長，使用點字樂譜讓他在參加一般專業合唱團時，

難以配合練唱進度。依據點字使用者在一般團體工作效率，他

決定放棄一般專業合唱團的工作機會。阿宗:我們(點字使用者)會

面臨問題，一個禮拜他(一般合唱團)就要排練一套曲目，一整套兩次排練

就你就要上台，你要唱一整個大的兩個小時的作品，我怕我應付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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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要相關的人力要協助啊! 他不是學校參加合唱團，打好譜可以讓你慢

慢背。(A13112616-0620) 

雇主須使用盲用輔具工作效率，方能達成與他人相同工作效率 

阿宗擔任電話諮詢員時，聘僱單位主動提供電腦輔具，讓

他順利取得工作資訊。阿宗：勞委會本身就是一個職訓單位，在上任

時給你些基本資訊，再透過對我們對電腦的操作，獲取在職場上需要的資

訊。(A13112604-0251) 

視力差要使用強記，背誦記憶工作內容與順序 

工友收送公文的困擾是收文者不在，工作順序會被干擾。

阿宏:送到某個單位他的收文者不一定在呀!我只好先送下一個，中間一個

亂掉以後呢，又得重新再來，再問別人一次(送公文路線) 

(B13112908-0455)。  

(二) 視覺障礙增加工作操作的風險性 

工友要到昏暗的地方搬物品。阿宏:學校裡面什麼事物要去搬的

時候，搬一些櫃子椅子，桌子椅子，到一些比較昏暗的地方! 樓梯間我經

常都是看不清楚，你要搬很重的東西，看不清楚常常踏空滑跤幹麼的，都

是險象環生。(B13112908-0035) 工友要在高處掛工作。阿宏:大門口

前面牌樓懸掛個匾額，那個沒有圍護，踩到就從兩三樓高掉下去，對看得

見的人來講，他們覺得還好! (B13112908-0055)。站在窗台擦窗戶，

看的見的人都危險，看不見的更危險。阿宏:站在窗台邊，底下就

是樓下，看得見的人都不見得是個很安全工作，看不清楚的話險象環生，

有時候你一個不小心，沒看清楚沒抓好啦! 踩空都有可能。

(B13112908-0141)。 

工廠烤箱操作員危險性高。阿義:是整個架子提進去烤箱，工作

級數比較高，相對得比較沒人做，要面對 250度溫度的烤箱，那一打開都

很熱耶! 常會有燙傷啊! 手套必須要戴到三層，就是作業手套兩層，最

後一層要戴那種石棉防火的那種手套。(C13112503-0513) 

(三) 瞭解視障的最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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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合剩餘視覺的任務 

阿義自認電子工廠領班工作做得很好。阿義：比方我拿架

子，讓他們去組裝，發那個橡膠手套給別人，都很能夠勝任啊，

發給我多少，我就給人家，還是人家沒有我就給人家，我把我

這條線上管好就好啦， (C13112503-0513) 

選擇適合剩餘視覺的環境在昏暗處有粗大影像 

阿義認為飯店環境光線昏暗適合他工作。阿義：可能比較

適合自己，都暗房啊，都走廊啊!.就覺得飯店環境比較適合! 不

是很亮。(C13112501-0207)  

二、 工作內容需要使用視覺 

阿宏阿義使用視覺解讀環境資訊 (Rev.Thomas.J.C.，1961；

廖涵儀，2007)，導致無法立即回應，或是誤判環境訊息而造成錯

誤回應(王育瑜譯，1998)。視障者不論是在一般職場或按摩職場，

環境與資訊的覺察力相對低落(萬明美，1991；王育瑜，1995；李

菁華，2008) 

(一) 工作內容要使用視力。 

騎乘交通工具送文件 

打字行業務員要騎車送文件，阿宏無照駕駛騎摩托車。阿

宏:(駕照)連考都不可能考，去檢查視力就不會過呀!因為他們(家人)知道

我眼睛不好，你戴了眼鏡頂多看到 0.5。(B13112905-0454) (送文件)騎

重型機車野狼 125那種。(B13112905-0707) 

飯店接待員工作要幫助客戶泊車。阿義：室外車子來你要知

道，你要指引他說車子放哪裡，車庫、停車場啊，要指引客人 check in。

(C13112508-0735) 

辨識手寫文字符號 

打字行業務員要進出暗房取件。阿宏:在暗房洗那個底片(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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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我進去幫忙看東西、拿稿子送，可是我都看不到。每次他們拿很多

稿子這個要送那邊，那個要送那邊，我常常搞不清楚，字好小我都看不

到!(B13112905-0631) 

工廠領班需要手寫報表。阿義：寫報表比較吃力啦! 視力狀況是

越來越差! (C13112501-0521) 

飯店接待員在大廳迎賓接送行李，以手寫行李吊牌紀錄資

訊。阿義：客人在大廳 check in，你要引導他到房間! 他的行李需要寄? 

還是要送?還要提? 要幫他注意到這個東西，結行李牌要寫上幾號!寄行李

要知道什麼時候來拿，什麼時候要送，你要寫給人家（住戶）。

(C13112508-0606)。 

辨識書面印刷文字 

工友取公文時無法找到公文。阿宏:我們會行文給別人，別人也

會行文給我們。要去秘書室拿公文，由各個單位來簽收自己拿，很多都是

公文一疊在那邊，秘書室一疊公文給各單位，你就自己找你自己處室。那

我當然沒辨法自己找，我都要請人家幫我看。(B13112908-0500) 取文簽

收時無法檢查拿幾份公文。阿宏:公文一疊拿了就簽名。有時候人一多

或東西一多，明明他(明眼同事)應該給我三份，他只拿兩份給我，他叫我

簽名我就簽名，簽完我帶回去。總管就問我說:“公文呢? 你連你自己簽了

什麼東西你都搞不清楚，因為別人叫你簽你就簽呀?”(B13112908-0520) 

飯店房務員時需要視力。房務員要放置房間使用手冊的服務

滿意度調查表或宣導品。阿義:因為那可能給的都是紙啊!條啊!一張一

張小小的，你要去夾啊。那你可能都要做很多的，就一個冊子裡面。

(C13112508-0445) 碰到需要視力閱讀時他不敢拿出放大鏡，怕別

人發現他視障。阿義：不敢啊，他還會讓你幹嗎？ 

(C13112508-0304)  

辨識機器上的數字  

工廠烤箱操作員要看機器(烤箱)數字。阿義：有一些機器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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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可能是黑底紅字啊! 它不是那種藍光，藍字啊，有些時候不是很暗的

地方，你必須稍為遮一下去看。 我們視力的狀況沒辦法，也是要去突破! 手

上會帶著放大鏡，就站高一點的拿椅子去看! 別人(視力正常)只要這樣看

就行，可是我們要站上去看。(C13112503-0025) 

辨識報表資料  

大夜班櫃台接待員使用視力閱讀報表。當時五星飯店轉換成

電子管理住戶資訊，他的視力無法閱讀櫃台電腦報表。阿義：飯

店電子 e化，客人名單都是透過電腦打出來的，字是非常的小 

(C13112507-0018)  

辨識卡片資訊 

大夜班櫃台接待員以卡片資訊管理房間鑰匙。阿義：他們(住

戶)有 Key card上面就有房號，住戶到了櫃檯就要露出。(C13112507-0110) 

客人回來不會跟你講房號。check in時櫃檯就給他一張名片，名片上面有

房號。每個人都拿一模一樣的名片給你看，你沒辦法去看哪! 你要問他說

是幾號房啊!上面寫 409，那你就要給他 409的鑰匙。五星飯店不用鑰匙，

(住客) 鑰匙會不會交回櫃檯我也不知道啊! (C13112507-0415)  

辨識圖形資訊  

櫃台要提供飯店附近旅遊諮詢。旅客拿一張紙來問路，阿義

無法閱讀圖形文字。阿義：櫃台挑戰性高啊，他(住戶)就是要問路啊! 要

問吃的在哪裡，久而久之我們也比較聽得懂。(C13112508-0239) 我最怕就

是來給你一張紙（地圖），他也不跟你說什麼。(C13112508-0250)  

辨識環境資訊 

飯店房務員要協助客戶送行李。阿義：兩部電梯中間有放置菸

灰缸，那是頭重腳輕，下面是空的上面它是一堆沙。行李輕輕一碰，它（菸

灰缸）就整個掉下來。有時候我沒有去注意到去撞倒，這種狀況就容易讓

自己覺得說，其實這種地方應該是不太適合。(C13112508-0952) 飯店房

務員要在明亮大廳環境迎賓，飯店大廳迎賓區玻璃帷幕光線太

亮，阿義看不清楚，無法得知室內室外來客狀態。阿義: 慶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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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五星級，整個玻璃帷幕他都擦得很亮。幾乎都透明的嘛，要知道室內跟

室外的狀況。(C13112508-0952) 越窗明几淨的地方對我就越是壓力，就是

看不到。不是說環境很不友善，只是說我自己要知道自己能不能獨當一面

啊! 客人一來可能會直接往玻璃門撞上去，我要像 Doorman一樣要開門，

不然就會有人直接就撞上去，因為它透明的! 行李要去接，那個地方不是

密閉、不是封閉的，我不可以一個一個慢慢去解決，而車子一下來是十幾

個。(C13112508-0800)  

三、 同事觀點與視覺  

(一) 害怕怕別人眼光，看輕自己的能力 

阿宗參加大學校內合唱社，因為使用點字樂譜，放棄進入

一般專業合唱團機會。阿宗自知會有短時間背譜的困境，但他

沒有向老師表達困境，也沒有主動尋求視力協助，直接放棄就

業機會。阿宗:台北愛樂合唱團的指揮他也覺得我唱得不錯，他本來也想

要推薦我去參加他們就是一般專業的合唱團，但後來我沒有去，我怕我應

付不來。(A13112616-0620) 

阿宏對工友感到自卑，公立高中畢業年紀輕輕去做工友，

他擔心別人怎麼看自己。阿宏:社會一個觀念下所產生的一種想法，

工友我們都認為是老頭子在當的嘛!做那種很卑微! 或是很沒有什麼的工

作(B13112910-0126)。我這麼年青，別的工友都是年紀大比較大 

(B13112910-0126) 面對長官質疑能力，他無法回應。阿宏: “有空

讀讀書呀! 多讀一點”長官的意思是我可以去考雇員啊，去考個試拿個公

務員。我有可能對每一個人解釋很清楚，因為我眼睛，我解釋得清楚嗎，

那別人他們也是好意呀!他們看我走路就還好。(B13112910-0203)  

阿義很怕被人發現視力不好。在電子工廠時，同齡都去當

兵，他怕被發現他是視障，趕快換工作。阿義：那個年紀同齡的都

要去當兵啦! 所以就要離開啊! 公司不知道(阿義是視障)啊 !有一些 QC

我還是得用到視力啊! …寫報表啊! …比較吃力啦，…那個要挑東西也是

要，還是得要做，…寫報表啊，寫什麼， …視力狀況也越來越差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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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112501-0521) 同事無法理解阿義的視力，誤以為阿義白天戴

墨鏡耍帥。阿義:去參加員工旅遊啦，那我不方便哪，而且我還戴墨鏡

呢!其實他們不知道我拿下來我就看不到啊! (C13112508-0958) 

 

三位研究參與者意識到視障者與明眼人差異，在於視覺感官

作為主要資訊吸收管道，資訊處理效率比較快速，包括:解讀影

像資訊，瞭解人事物的大小、形狀、靜態與動態狀況，瞭解自己

與其他人事物的相對位置與角色概念(柯明期，2003)。阿宗在合

唱團背譜遇到的困境，以靜態圖型、符號或文字進行實體或抽象

概念的溝通、紀錄並傳遞知識，以視覺獲得訊息的社會中完全沒

有表現能力的機會(柯明期，2003) 阿宏工友工作是遭遇無法使用

視覺確認與溝通資訊，造成工作效率與品質低落，有時讓自己置

身危險的工作環境中(廖涵儀，2007)。阿義的飯店接待工作有時

效性，需要大量視覺擷取影像資訊，環境資訊只要用眼一看，在

很短時間透過視覺吸收的影像資訊，瞭解環境、定位人與環境，

在最短時間內，作出符合人事時地物的情境動作(王育瑜譯，

1998；余月霞、花敬凱，2004；賴麗凌譯，2005)。 

 

貳、 在選定領域中起步 

一、 以興趣經營工作 

阿宗先作音樂工作。萬姐:他加入妙音樂集之後開始中華汽車認養有表

演的機會。(A13121605-0100) 如果有機會，不是樂團也會推薦他，有

時候個別的演出，像是說跟大陸做交流，我也會安排他來表現他歌聲的

部分，會希望能夠符合他各種不同方面的表演的特質幫他做安排。

(A13121605-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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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工作中獨特適應策略 

(一) 專注記憶工作內容。 

打字行送貨員要記住交代的事情。阿宏:我是不會送錯，我們

有配合幾個廠商，老闆第一次一定會先帶我去嘛!他交待我這個東西要跟

那個老闆講什麼什麼。(B13112905-0631) 我眼睛不好，我會強迫自己記

性要很好，他講什麼我都把他記得清清楚楚，就是被激發出來的潛能。 

(B13112905-0651) 

工友要記住送件地點。阿宏:一疊公文助教拿公文給我，它上面

都會寫行文單位，我當然看不清楚那些字呀，我請助教唸給我，我就開始

背!轉換公文放置處，記住公文要送去哪裡。他跟我講完一遍後，

我就開始換那個位置，我都要記得很清楚喔，十個公文問完以後就記起

來。(B13112908-0229) 記住公文的特別記號。阿宏:公文夾會有紅

的藍的，它會不同特別記號，我就是要用一些方法來特別去記。

(B13112908-0404)  

 飯店房務員要負責操作飯店設備。阿義：在傳統飯店我還要負

責去開(設備)，電燈二三十個開關呢!它上面都有貼個小標籤，到了早上

哪個要關，通常都用背的，把流程背下來。(C13112507-0644) 

(二) 以分區概念規劃內容，完成工作。 

以分區概念完成辦公室清潔打掃。阿宏:一間辨公室，人家打

掃是看那裡髒就這邊掃掃那邊掃掃。我看不清楚，我必須要把這個空間假

設我把它切割成 4個四方型的區塊，從小區塊四個角落往中間掃，慢慢集

中到正中央，它灰塵或垃圾集中起來就更明顯，我就可以把它掃起來。

(B13112908-0209) 送公文前先規劃路線，按照送公文路線排序文

件。阿宏:規劃路線照著路線排順序。(B13112908-0305)  

(三) 用觸覺檢查工作數量。 

領班要檢核成品。阿義:架子有彈簧要扣起來，沒有彈簧我們就把

它補上去。檢查沒有扣好或是沒有做好，我在裡面就練就很多技巧，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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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全部一層 40根一次拿起來! 做到熟練後就是慣性檢查，一扣起來少

一個空隙，你會發覺它少一個，組員這部分會疏忽掉，(C13112503-0927) 

三、 期待在工作中做到跟他人一樣好 

他們跟一般人一樣期待能在工作中展現最佳能力。 

(一) 視障者工作內容跟別人沒有不同 

電話諮詢員阿宗協助民眾查詢勞政資訊。阿宗：電話諮詢服

務的工作，就是在公家單位回答民眾來電關於勞政的一些問題，例如說申

請外勞、得到就業資訊、職訓資訊、或者是說他們在職場上遇到糾紛，協

助民眾透過什麼樣的管道來做處理。(A13112602-0100) 

打字送貨員阿宏跟大家一樣騎車送公文，並沒有什麼差

異。阿宏:我還騎重型機車…野狼 125那種的。(B13112905-0707) 

工友阿宏被分配工作任務時，跟其他同事一樣。阿宏：他搞

不清楚你的視力到底能看到什麼，或不能看到什麼，別人是很難體會的，

他付予你什麼工作，有時候他也不知道你是否能達成。(B13112902-0335) 

工廠領班阿義要調度資源、維修機器與檢核產品品質。阿

義：我拿架子讓他們去組裝。發橡膠手套給組員，工廠發給我多少我就給

我這條線，把我這條線管好。 (C13112503-0513) 要修理機器的生產

線滾輪。阿義：電玻璃粉是自動黏，滾輪纏著那個膠，從它上面滾過去，

產品拿起來看就很均勻，一疊一疊放到架子。滾輪上面會沾髒東西，作業

員就會跟我講“這個機器有問題!”我就看槽裡面有沒有零件斷掉! 滾輪

可以調容器裡面的大小，我用六角板手調做修理的動作。(C13112503-0750) 

領班要檢核成品。阿義：QC測試用到視力! (C13112501-0521) 檢查整

個有沒有沾到白膠，它只能中間電阻去沾到白膠，有時候沾到白膠要把它

擦掉 (C13112503-0750)。  

(二) 發現視障者跟其他人是有差異 

合唱團員阿宗使用點字備譜效率低。阿宗:一般合唱團，沒法

打好譜等你慢慢背。(A13112616-0620) 電話諮詢員阿宗使用盲用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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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效率達成工作目標。工作單位知道說你必須在上任的時候給你些

基本資訊，現在資訊比較發達，透過對我們對電腦的操作，獲取職訓上面

的一些資訊，相對下是比較方便的，我覺得我都有得一些充分我在職場上

需要的資訊。(A090110104-0251) 

工友阿宏掃地掃不乾淨，收發文會弄錯。阿宏:長官過來檢查

說“你怎麼沒有掃?” (B13112908-0237) “公文呢? 你連你自己簽了什

麼東西你都搞不清楚，別人叫你簽你就簽呀?”(B13112908-0520)  

工廠作業員阿義看數字要輔具閱讀。阿義：我視力的狀況沒辦

法，手上會帶著放大鏡啊，高一點的拿椅子站上去看啊! (C13112503-0025) 

使用放大鏡看字。阿義：報紙用放大鏡去看字(C13112501-0135) 

阿義擔任工廠領班戴特製安全帽，跟大家一樣騎車上下

班。阿義: 我那時候騎車，還沒有很規定一定要安全帽的時候喔，我是

都有戴帽子，然後戴墨鏡，最後規定要戴安全帽的時候，我安全帽那個帽

緣啊，那個透明的我要貼黑紙變成一個帽緣，然後裡面還是戴墨鏡，騎車

就是這樣。(C13112508-1157) 

(三) 發覺視覺障礙者工作方式不同，但也不知道怎麼幫助他 

合唱團指揮老師不知阿宗要拒絕機會。阿宗:本來也想要推薦

我去參加他們就是一般專業的合唱團，但後來我沒有去。

(A13112616-0620)  

同事知道阿宏努力但是工作效率差，不知如何幫助他。阿

宏:我在警察大學，不管我怎麼努力你很難被別人肯定，因為你的努力或

許人家肯定你的是態度，可是你的實質上來講，你的工作效率是差的。 

(B13120304-0017)  

管理者發現阿義表現不佳，無法協助他提升工作績效。阿

義：在慶泰房務主任就知道我的眼睛不好，他覺得你這樣有限制，沒辦法

去做其他的事情，他是說你視力這樣不太適合這種工作，他不會主動來做

協助!(C13112508-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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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經驗中，看到他們面臨與同事工作互動問

題。(花敬凱、彭淑青，2004)，得知視障者在工作環境中，期待與同

事互動達成良好工作關係，從同事獲得適切協助，但也不會過分要

求同事支援，會想辦法確定工作訊息(Golub，2006)。 

 

在侷限的機會下，三位研究參與者期待工作表現能做到跟其他

人一樣好。阿宗全盲者想要在充分掌握內容、資訊與環境下工作，

因此他選擇音樂與電話諮詢。他在工作中優異表現容易讓同伴注意

到他能力。也因為他只作有把握的事，讓他以使用點字樂譜為由，

輕易地放棄與音樂專業團隊互動機會。阿宗從事電話諮詢工作時，

使用視障輔具讓他完全掌握工作資訊。 

阿宏想在工作中有表現，但他的長官無法了解他視力限制，指

派任務不會考慮他的視力障礙。在視力限制下，他積極面對工作內

容，試圖掌握工作。但他選用策略費時缺乏效率且工作品質不佳，

工作績效難被長官肯定，反而更容易讓他人注意到他笨拙行為。公

職工作並不會因為績效不彰而被開除，阿宏也不認自己有能力轉

職，持續在職場上累積挫敗。 

阿義在環境中積極找能做作的事，主動尋找工作機會。挑選適

合視障的工作，在電子工廠適應策略成功，工作能力受到同事與長

官肯定。從工作中證明自己還是有價值的。產生出挑戰轉業的勇氣。

他轉業前僅評估環境光線與大夜班工時，沒有機會深入了解工作內

容，視覺能力無法配合而面臨種種工作障礙，導致在飯店業工作受

挫，。工作表現不如預期，讓他否定自我，漸漸退出職場。 

參、 在困境中維續工作 

一、 阿宗作了 11 年電話諮詢。 



 

 

 

66 

勞政諮詢都跟政策有關，只能制式回答民眾提問。阿宗：公家

的客服你會面對到的問題是千奇百怪，在公家單位能回答非常有限，很多都

是牽涉到法條與公家政策，沒有你不能跟他說有嘛。(A13112604-0425) 使

用輔具工作順暢，仍無法解決心理壓力。11 年的電話諮詢工作，

隨著工作年資越久，越感到工作倦怠與無力感。諮詢工作要面對

人的情緒，他想要幫忙打電話來求助的人，但卻沒有能力。阿宗：

我們保持一個心很想幫他，可是到最後你根本就沒有能力幫他。

(A13112603-0529) 阿宗認為這份工作需要良好的情緒管理能力。阿

宗：做公家單位電話諮詢服務員其實壓力還蠻大，情緒管理要很好。

(A13112609-0107) 對工作內容已經喪失熱情，最後離開電話諮詢工

作。阿宗：因為想要脫離一個讓我覺得沒有情感，比較沒有活力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離開了那個工作。(A13112606-0021) 

二、 工友阿宏工作效率差，工作品質不符合長官要求。 

再認真也無法得到長官的肯定。長達 13 年在工作中，一直貶

低自己能力。阿宏:你花的是別人好幾倍的時間，你的效率不見得好。可

能你的掃把沒有揮到那個地方卻剛好有東西。長官過來檢查說，你怎麼沒有

掃？你啞口無言，人家說你打掃不乾淨你也沒話說! 我明明很努力了，我還

想出策略，可是你沒做好你就是等於零。(B13112908-0237)。我在警察大學

不管我怎麼努力，很難被別人肯定，或許人家肯定我的是態度，實質上來講，

我的工作效率是差的，那人家怎麼給我肯定呢? (B13120304-0017) 

三、 阿義數次轉換飯店，但因工作侷限而難以有機會表現能力。 

飯店的工作環境不適合阿義視力，瞭解視障者在飯店工作被

侷限。阿義：做的工作比較侷限啦，只能做一個房間服務生、房務員這些。

櫃檯還是大夜班比較有機會。(C13112508-0239)  

 

阿宗在電話客服中表現良好。但他面對來電者問題無力解決而

產生的工作壓力，隨著工作年資而逐年增加，最後讓他決定離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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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1 年穩定工作的主因。  

阿宏阿義很努力想辦法應用策略適應工作環境，他們在不知不

覺中經常使用其他感官作為資訊蒐集(劉信雄，1995)。他們經常練習

及習慣使用其他感官代償視覺，靠著自我摸索提升感官的敏銳度。

阿宏阿義在一般職場工作經驗，證實視力影響到視障者資訊理解與

使用能力。視覺喪失等於無法掌握環境、理解環境，無法與社會進

行溝通下，漸漸與明眼世界疏離(萬明美，2000)。 

由阿宏阿義經驗得知，若是要完備視障的綜合感官代償視覺功

能，應不止於無障礙輔具或無障礙環境的提供，必須在視障者自我

接納視覺缺損下，以實際行動找出最有效的適應策略，唯有不斷地

自我實踐累積生活經驗，才能重回社群(王育瑜譯，1998) 

肆、 工友阿宏工作上的人際互動壓力轉移到其他人身上 

一、 工作不順遂，將生活重心放在女友身上。阿宏:一個二十幾歲的

人，如果工作與功名利祿不是你能追求的，感情成為我那段時間最大的

支柱。(B13112910-0330) 阿宏把所有精神寄託在感情上。阿宏:

感情看得重，並不是因為這個人有多麼特別了或什麼內涵去吸引你，是

那時候唯一可以去寄託的人。(B13112910-0455)  

二、 因為自卑經常與女友發生衝突。 阿宏:她很容易言語上刺激到

我，我的自卑感產生的自尊心，她把我跟別人比較，我的工作啊！我不

能騎車載她啦，都會刺激到我啊!我連自己面對的勇氣都沒有了。

(B13112910-0809) 阿宏遇到爭執時，阿宏選擇低頭、包容、認

錯。阿宏:她說我不低頭，她就跟我分開了。我期望她要給我相對的回

報，這過程中我們當然也是不斷的有很多的爭執。(B13112910-0910)  

三、 女友與自己都不理解視障者，無法說服他人信任自己。阿宏:

當你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的時候，你一定說服不了她。那你說服不了她

的時候，她也不可能去說服她家人，很多話隨便一講她馬上就受到影響! 

(B1311291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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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適切的人際互動，造成關係結束。阿宏:在結婚前兩個多禮拜，

她後來決定放棄，她躲著我不見我不接我電話(B13112910-1740)。 

五、 感情失敗激起試著瞭解自身障礙的契機。她如果沒有那麼堅

決，我絕對放不下呀! (B13112910-1850) 讓我這個毅然決然的有這樣

的勇氣去接受，未來即將有可能會看不見的事實。(B13112901-0233) 

從阿宏挫敗經驗看到，他將工作壓力轉移到女友身上，最後

造成感情失敗，可知工作壓力會影響視障者與其他人關係維繫。 

三位研究參與者的一般職場經驗，恰好是 Super 青年期(14-24)

生涯階段的探索期。他們透過一般職場的工作經驗，理解視障者面

臨的工作困境(王育瑜，1996；花敬凱、彭淑青，2004)，從三人極力

解決工作困境的企圖心，發現視障者會透過實境作業，釐清個人職

業適切程度，又以能否職場效率，檢視自己能否勝任該職務適合該

職場。他們渴望工作實力獲得他人讚賞，而這樣的心態，漸漸促成

他們傾向選擇避免使用視覺的工作內容，選擇自己能有工作成就感

的職務，可預見他們將按摩納入職業選項的徵兆。 

第三節 就業探索 

本節將討論視障者如何探索適合他們的工作，將分為三部分進行

討論。建立自我與職業關係、尋找心儀的工作、投入選定工作開展

職業生涯。依據 Super 生涯階段成年初期(25-45 歲)，三位研究參與

者於此時期從事許多活動，將透過他們參與過程，得知他們認識職

場、累積經驗及反思未來職業發展型態，了解三位研究參與者如何

釐清就業需求，最後選擇按摩的過程。 

壹、 建立自我與職業關係 

以下將討論視障者在一般職場面臨瞭解自我特質與能力後轉變

職場角色 (王育瑜，2004；柯明期，2008)，三位研究參與者從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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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孤立現象(萬明美，1991；花敬凱，2000；王寶宗、張開衍，

2003；李菁華，2008)，後來透過活動建立新關係，表現出積極主動

的社會互動行為。 

一、 自處於孤立狀態找不到面對困境的策略 

(一) 缺乏資訊難以形成職業想像 

阿宗在校期間缺乏與業界互動機會。阿宗：我沒有參加過省賽、

全國笛藝大賽，那個時候只知道認真練，台北國樂不是很風行，我沒有那

種省賽的消息! (A13112616-0140)。 

阿宏未想過尋求視障機構協助。阿宏:好同學鼓勵我“我覺得你的條

件不錯，因為你眼睛問題，你留在一般社會裡，當然會很吃虧，你去找找看社服

機構、視障機構，他們說不定給你幫助，讓你走出自己的天空。” 

(B13112910-1558) 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去找這些地方!(B13112910-1627) 

(二) 憂慮視力影響但不知如何處理。 

阿宏從工作中感受到視力退化的速度，但不知如何處理。 阿

宏:我心裡面有一個隱憂，照我這種視力退化的速度，我原本的工作，我

已經覺得很吃力，走路啦，看東西! 像是打掃、搬東西，那都是險象環生，

我不曉得自己能撐幾年。 (B13112902-0335)  

阿義不斷嘗試工作，從挫敗中得知自己的確沒辦應付工作。

阿義: 慢慢知道職場不太適合視力障礙者。(C09010507-0018) 當作業程

序更簡化，工作不見得適合自己。(C09010507-0530) 無法去注意到環境，

更覺得這種地方應該是不太適合。(C09010508-0952) 我是遍體麟傷受傷

的鳥。(C13120102-2154) 謀職不易工作一直換，就是不行就換，工作不

穩定。(C09010501-0027) 

(三) 因為視障而難以面對自己與他人。 

阿宏:我自己都不太清楚我自己!(B13112910-0550) 因為我走不出

來，很容易就是言語上刺激到我，我的自卑感產生的自尊心，我連自己面

對的勇氣都沒有了。(B13112910-0800) 在你沒走出來以前，你根本連想

都不會想到有視障的協會這些機構，我連想都沒想過。(B13112907-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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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的那種無知的情況下，認為盲人好像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行，處

處都需要別人幫助(B13112901-0258)。 

二、 參與活動與他人接觸建構對自己能力的信心 

(一) 獲得他人肯定  

阿宗在音樂活動中認識能力。音樂專業者肯定他聲樂實力。

阿宗：我參加學校的合唱團，合唱團的指揮是之前台北愛樂合唱團的指

揮，他覺得我唱得不錯。(A13112616-0531) 我跟外面的團合奏，那大家

覺得說吹的好。(A13112616-0220) 專業樂團肯定他的竹笛表演實

力。阿宗:國樂團給我蠻多的機會，擔任樂團的主奏，(A13112604-0349)

我跟外面的團合奏啦，那大家覺得可行，又吹的好。(A13112616-0220) 街

藝聽眾肯定他演唱表現。阿宗：街藝有很多人去認同說，你是的確會

唱你的確有這樣的能力。(A13112604-0152)  

阿宏在盲人歌唱賽獲得評審肯定一舉奪冠。阿宏：我以前屢試

不爽老是功虧一簣的歌唱比賽，就在那一年我拿下全國視障歌唱大賽冠

軍，對我的自信心的提昇是非常大!(B13112902-0149)。 

(二) 透過學習瞭解不靠視力也能做得到很多事 

阿宏:參加伊甸的弱視電腦班，去愛盲學點字、學國標舞，跟阿盛學

吉他，伊甸的廣播配音班。(B13112902-0054) 當我走出來，因為我累積

了很多的經驗以後，知道很多事情它是有可能，是可以去學習的。 

(B13112907-0539) 這個過程的確可以有不同的開創，以前我覺得學習都

要靠視力! 從那時候開始才發現，原來它就不一定要靠視力，是這樣慢慢

去扭轉我對看不見這樣一個事情的一個觀點。(B13112902-0128) 

(三) 了解自己在團體中能做到的事 

阿宗被樂團指派為主奏。阿宗：我參加視障國樂團擔任樂團的主

奏。(A13112604-0349) 琴園國樂團選擇我擔任主奏。(A13112604-0420) 

琴原國樂團，是樂器起家的國樂團，他們覺得我們實力不錯，有和他們明

盲合作的機會。(A13112614-0340) 他與樂團合作時，很要求音樂整

體的細緻度。萬姐:他跟樂團練習很要求，他不僅自己要唱好，還會去



 

 

 

71 

調整大家狀態，希望讓整個音樂是細緻的，他的敏感度是夠，他在音樂素

養上是很好。(A13121605-0925)  

阿宏參加多種運動，活動中表現優異。阿宏:參加田徑比賽，

馬拉松!我早期在跑的時候都我在得獎! 因此接受過很多節目的訪問哪，

還拍過紀錄片哪做什麼啦!電台反正都有啦! 那種生活都活在掌聲裡! 

(B13120314-0250) 他被選為盲棒隊長負責團隊聯繫，責任感讓他

逐漸自信。我是盲棒成立第一年的隊長，從過程中一點一滴開始產生自

信。隨著盲棒在台灣發展，到打世界盃我都是 all start，就是 MVP

啦!(B13112902-0221) 阿宏參與鳥與水舞集公演持續累積生活經

驗。阿宏:我不是以後要成為職業舞團，不是要靠這個過生活，就玩得很

開心!(B13120314-0436)  

三、 視障機構協助視障者建立與工作關係 

(一) 協助媒合工作 

 協會媒合阿宗和專業國樂團合作，阿宗音樂表現獲得肯

定。萬姐:他跟好幾個國樂團合作過，這就是他受到肯定。如果他的品質

不夠好，如果他的能力不夠好，別人就不會邀請他跟一般的國樂團，像市

國、琴園國樂團，他就不可能找阿宗合作，他就可能找別人合作。

(aw13121605-1149)  

協會因應阿宗不同表演特質，媒合多元演出機會。萬姐:他的

歌聲像費玉清，要做歌聲的模仿秀，他模仿費玉清很像，是個很好的男高

音演出，在合唱團他也可以唱 TENOR男高音。他是比較多才多藝的人，如

果有機會跟大陸做交流，我會安排他來表現他歌聲。(aw13121605-0329) 

(二) 視障單位提供職業訓練  

穩定就業，阿宏參加短期職訓預作轉業準備。阿宏: 先去經穴

學會參加按摩三個月短期職訓班，一個星期我只需要請半天假的話，我覺

得對我工作影響不大，不然你說一個禮拜就請好幾天假，你的工作還是不

用做，然後就跑去學(B13112902-0411)。考取工作資格證照，預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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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轉業所需。考執照其實只是給你取得一個資格，但並不代表你能賺到

錢。丙級這種入門的執照，他並不會那麼嚴苛，我很順利的考到按摩證照 

(B13112902-0500)。 

 機構主動提供課程資訊給阿義，讓他有不同職種選擇機

會。阿義:調音課已經停了好幾年(C13120102-2104)那時候教務主任問我

對鋼琴調音有沒有興趣，她說有機會可以試試看鋼琴調音，我才知道重建

院有這項課程。(C13120102-2117) 

 在充分溝通下，機構同意讓阿義同時學習兩種職業技能。

阿義:當時老師他建議我應該只要選擇一樣。(C13120102-1835)  他是建

議我不要選那麼多。怕我會分身乏術。(C13120102-2011) 我覺得自己能

夠做的就多學。只要能力上可以學。(13120102-1818) 我剛進重建院，在

外面已經是遍體麟傷的受傷的鳥。你一進來看到甚麼，有機會能夠掌握就

儘量掌握。(C13120102-2154) 我給他的理由是說，如果有多一項技術讓

我出去，我是不是多一個謀生的機會。當時我會這樣選擇，我是覺得我可

以兩者兼顧。(C13120102-1915) 

(三) 爭取職業考照機會 

機構協助阿義爭取試題語音報讀，讓阿義能夠順利考照。

阿義:我不會點字，又看不到試題，重建院院長為我爭取報讀試題，讓我

能順利去考試。(C13120104-0010) 透過重建院院長溝通，給視障者一個

機會，比照一般人的時間，在考卷上做一點技術性的調整，用口述的方式

報讀(試題)，讓我們(視障者)去作答，因為這樣我(調音技術士考照通過)

出來之後，後續的就比較有機會照著這樣走。(C13121021-0202) 視障服

務相關人員為視障者爭取考照機會與協助，讓他得以參加考

試，有機會證明自己的調音專業。視障服務人員透過社會宣導

及制度與法令倡議，積極排除保護環境、爭取平等學習與就業

環境 (Lougheed，1999)。 

(四) 職訓師對學習成效期待影響視障者職業能力表現 

 調音老師教阿義調音，是以他能懂、能做到的規劃課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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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凱，2000)。阿義:重建院學的時間花很多，還是著墨在調音，畢竟是

我(不用視力)能做的。(C13120103-0012) 在重建院學到的技術大部分是

耳朵的訓練，調音部份我(不用視力)是很強，但是修理的部分老師礙於他

是明眼人，比較不知道怎麼去教，(C13120102-0435) 老師是覺得如果你

懂得深，我就可以帶你到更深。很感謝他讓我可以分辨到很多很細，能分

辨每個人、同儕的程度在哪! (C13120102-1602)  

調音老師有信心阿義能考上執照，在技術養成期間，視障服

務相關人員對視障者學習能力的肯定。(花敬凱，2000；胡名霞，

2000)。阿義: 我一直習慣把它調的很準。 (C13120102~0738) 不管是在

一般家庭或者是演奏場合，我都是用標準去做的。(C13120102-1448)第一

年考試在華岡藝校，老師也在那裡，老師對我的期待是很高，認為我應該

是可以考上。(C13120102-0313) 我第一年沒過他很訝異。他一看我的整

調是有問題，整調畢竟他也沒有辦法教得很好。(C13120103-0033) 職訓

老師沒有將考照標準納入職訓課程，以明眼方式無法教會視障

者整調技術(柯明期，2003)。阿義:像我第一年沒過他很訝異。他一看

我的整調是有問題，整調畢竟他也沒有辦法教得很好。(C13120103-0033) 

(五) 職訓課程的教學成效沒有納入職場實際需求。阿宏阿義在職

場上才發現學習成效與職場標準差異性很大。 

 阿宏自知短期程能取得執照但不一定符合職場需求(柯明

期，2009)。阿宏: 考執照是給你取得一個資格，並不代表你能賺到錢，

尤其是丙級入門的執照並不會那麼嚴苛，年初上課不到年中我就考上證照

(B13112902-0500)。剛開始出來做按摩的前幾個月，我的技術是非常不好

的。(B13120304~0140) 保健按摩實施 3-6 個月短期課程同時，職

業養成時數過短，造成視障按摩師技術不成熟，職訓局縮短訓

練時數，使得按摩師技術生澀，把客人嚇跑。(楊齡媛，2008) 

 阿義進入工廠工作時，發現有工作品質但沒有工作速度。

阿義: 我一直習慣把它調的很準。 (C13120102~0738) 我調音的部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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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覺得一直是沒問題，他們反而覺得我調得太細。(C13120102-0704) 但

是職訓沒有教我們量產! 去到工廠要要求我們量產。(C13120102-1540) 

貳、 探索期尋找心儀的工作機會 

三位研究參與者在探索期，各自參加不同活動，了解視障者從

事的工作種類與收入的關係。 

一、 阿宗除了發展音樂外，也想要投入按摩工作。 

  阿宗開始對按摩產生興趣。阿義:近年來按摩更多元化，能幫助到

別人，可以認識按摩更多層面，可以幫助到我自己。按摩的常識和知識一直

往上提升，讓我對它更有興趣，想要去認識它。(A13112604-0122) 阿宗透

過視障朋友，看到經營現代按摩的樣貌。阿義: 要去規劃一個自己的

市場是很重要。(A13112607-0225) 現代按摩跟以前不一樣，你的按摩是有

特色，你有想要經營什麼樣的客人。我從周遭按摩朋友身上，看到每一個都

是有深厚的一套基礎，他們有想要經營客人的面向，他朝這個方向去努力的

時候，那按摩這份工作其實它並不完是一個已經被走到不能發展的工作。

(A13112607-0236) 受到姐姐的影響，阿宗認為按摩是靠技術經營屬

於自己的客戶。宗姐:按摩是一個高尚的工作，看你如何經營。大家一起

做都是同一群客人，如果你的專業知識、基礎理論、實務都還不足的話，你

就是被(客戶)駕馭的那一個。(as13121717-0600) 

二、 阿宏透過社團活動，了解視障者從事職業。 

阿宏在活動中認識來自各行各業的視障者，從交談中了解他

們的工時與薪資。社福工作薪資最低，跟警大工友工作類似，但

薪水差很多。阿宏:他們也沒有甚麼好的收入，大概就是在兩萬塊出頭，

沒有技術性工作的人薪資不高。就是我剛進警大的薪水。那時候我在警察大

學已經賺三萬。(B13120303-0411) 如果還是接電話、做那些工作，那我何

必離開警察大學。(B13120303-0432) 廣播工作是領基金會薪水。做廣

播更難賺，都是領伊甸的薪水，做廣播節目的人，不是因為真正做廣播節目，

你知道那是沒有出路的。(B13120303-0749) 有些工作技能不是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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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學會。玩電腦點字要摸的很快，我又不會。(B13120303-0440) 很羨慕那

些音樂人可以靠唱歌表演可以賺錢。(B13120303-0446) 人家從小學到現

在。我跟阿勝玩了半年，學幾首歌都好辛苦，等到像他們在台上行雲流水，

沒個五年八年怎麼站得上去。(B13120303-0720) 視障按摩摩師形象很普

通人人都能做。阿宏:那些從事按摩工作，很多看起來也沒怎樣，很普通

的，很一般的市井小民，他們都在做按摩。(B13120303-0514) 按摩師收入

跟警大工友薪資很接近。阿宏:他們穿的邋裏邋塌的人，能力看似比我不

好的人，也可以做按摩一個月能賺三四萬。那我應該也可以啊! 沒道理他們

可以我不行。(B13120303-0607) 阿宏認為視障者能選擇工作很少。阿

宏:我可以選的東西真的很少，我出賣勞力好了，除了按摩你能賣什麼? 在

視力慢慢減退的過程中，如果你要馬上有個東西當退路，應該只有按摩。

(B13120303-0815) 按摩應是最快能上手，薪資收入不是落差太大，

最適合他轉業選擇。阿宏:不是因為它(按摩)是一個很好發展的行業，是

因為我覺得那是可以比較快可以接手，可以是跟我原本的生活沒有太大的落

差(薪資)的一個工作。(B13120304-0017)  

視障者各類職種間的工時與薪資差異性大，讓阿宏選擇工作

的因素納入工時與勞動報酬的考量。他以按摩能暫時維持經濟安

全，視為按摩為轉業的跳板(陳舜協，2000；柯明期，2008)。 

三、 阿義從職訓與職場中瞭解工作發展樣貌 

(一) 透過職訓接觸技術，進入市場證明自己職業技術。 

 他爭取不同機會想證明自己努力就做得到。阿義在一般職

場中已經習慣觀察工作，試試看自己能不能做到。所以進入重

建院後，只要能謀生工作的技術，他都想學。阿義:覺得自己能夠

做就多學我的理由是說，如果能更有一項技術讓我出去，我是不是多一個

謀生的機會。當時我會這樣選擇，我是覺得我可以兩者兼顧。

(C13120102-1915) 在按摩職訓過程中，提前按摩職場同時認識自

己能力。阿義: 我們要讀三個學期，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初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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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班的時候我就去那個按摩院實習。偷跑去了解那個行業到底什麼生

態。都是全身，就是一尾龍，一尾龍，在飯店 40分鐘就一節，所以在飯

店很快，飯店最精華的時間可能在九點以後到晚上一點，最晚到兩點，兩

點以後就很少，半夜大部分都在西門町到處走。(C09010510-0014)。對自

己技術有信心，中級班到外面就是紅牌。(C13120105-0055) 設立考取

鋼琴調音執照的目標，他為了提升技術而進入工廠工作。阿義:

到大溪不是想要在那邊生活，最主要是想要學更深的技術，在那邊設定的

目標是拿到執照。然後來碰到考試，調音考試，就放掉按摩的工作，花比

較多時間練習。(C13120102-0231)  

(二) 認識職場後反思經營的方式 

按摩早期就業經驗，讓他感受到工時彈性與陌生市場開發不易。 

 阿義從按摩職場實習中，得知按摩晚間工時。阿義:那個行業

生態，時間可能在九點以後到晚上一點，最晚到兩點。(C09010510-0014)。

他認為按摩可以是兼職的工作。就是晚上一邊調音工作在工廠，一

邊做按摩的工作。(C13120102-0149) 他試著用名片開發按摩市場。

阿義:試著在大溪鎮上經營按摩區塊，這個經驗來自於我中級班，在校時

我那時候有出來工作，比較敢印名片(C13120101-0202) 看停車場，每台

車前面雨刷啊，我就給他夾名片。(C13120101-0247)電話亭，用雙面膠放

一點名片在上面讓人家拿。(C13120101-0312) 開發陌生消費市場是需

要花時間經營。我知道在大溪這按摩處女地，你要生存你要花很長時

間。雖然成本低，但那邊沒有這樣的習慣，你要去教育，讓他慢慢覺得按

摩養生，畢竟沒有那麼多人有這樣習慣。(C13120105-0018) 

調音就業經歷讓他決定改任調音技術傳承者。 

 他覺得調音技術是需要長時間學習並有大量實作經驗才能

具備精準操作。阿義:這條路不是很輕鬆，你要花到 2年以上，然後又

離鄉背井，又住在外面，你又不是一個人習慣住外面的。

(C13120104-0234) ，要有像工廠方式，一個量也好，一個作業模式才能

養成技術。(C13120104-0234) 工廠薪資是存不到錢。大溪那邊的薪水



 

 

 

77 

剛去的時候是 15250。加上房租啊開銷，其實存不到甚麼錢。

(C13120102-0502) 視障者經營個人調音是有難度的，必須面臨工

作地點不固定、交通花費與交通時間長的問題。調音對視障者來

說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地點不是固定的。我會跟他們說，這次來到這個地

方，你可以介紹你周遭的，所以我去一個地方通常會那在附近調幾台，我

希望一次去，我一樣花比較大心力去到這個地方，但我希望這幾個地方都

可以一起去調，那慢慢集中集中，我就變成有固定的一天兩天一個禮拜是

集中調音的，其他的我就開發我的按摩市場。(C13120107-0022) 

他最後決定將放棄經營調音業務。轉作教學者，透過職訓

課程，將技術複製給期待學習鋼調的視障者。阿義:慢慢把重心放

在教學。(C13120107-0002) 後來家長協會職訓案，就是把那時間縮短，

讓他還是可以每天回家，還是可以繼續學，就是一直模擬像工廠方式，一

個量也好，一個作業也好，他就不用跑到那麼遠去學那些東西，你就可以

複製出來。(C13120104-0234) 

參、 投入選定工作開展職業生涯 

一、 分階段逐漸投入音樂工作。 

  阿宗嘗試各種表演機會後，從他人對他音樂能力的肯定，認為

自己是有能力持續音樂工作。剛開始因為視障而對己的音樂實力

沒有把握能有發展能賺到錢，以不用視力工作電話諮詢工作做為

優先選擇，他透過自我實踐，以實際行動釐清音樂工作發展的困

境，規劃重回自己想要的社群生活。 (王育瑜譯，1998)。 

(一) 先嘗試假日工作。 

 從事電話諮詢工作 3 年後，阿宗開始做假日街頭藝人，獲

得額外豐沛收入。阿宗：接勞委會這份工作大概三年後，就開始加入

街頭藝人的工作，對我的收入來說其實是更好的，就是更穩定，收入也比

較豐沛這樣子。假日街藝的一個禮拜，我有上班的時候大概都做三個小時

左右。(A09010102-0152) 他有其他的演出活動，收入並不高。合



 

 

 

78 

唱團工作那是純粹興趣，那個收入其實很有限，整年度算下來一個月可能

不到可能幾千塊，大概兩千多三千塊。有的時候好幾個月都沒有 Case，

整年度算下來它的收入是不穩定的，那只是純粹是興趣。那個人演出的部

分，一年大概有個兩三萬塊。(A09010102-0214)  

(二) 辭去穩定工作，改以興趣為主的工作。 

 阿宗決定離開年資已長達 11 年且朝九晚五的電話諮詢工

作。阿宗：因為想要脫離一個讓我覺得沒有情感，比較沒有活力的一個

工作，所以我離開了那個工作。(A13112606-0021) 他想要能維持生活

又可兼顧興趣，想要有更多時間發展音樂工作。阿宗：想要找一

份養活自己的工作，可以在音樂工作上求進步。(A13112614-0250) 包括

街頭藝人、私人演出，跟團體開音樂演奏會。(A09010101-0053) 

(三)  以街藝和按摩兩項工作支持生活所需 

 阿宗認為按摩可以賺到生活所需，對現代按摩觀念和做法

有興趣，請求姐姐教導技術，進修提升技術層次(柯明期，2009)，

以提供客戶個別化按摩服務。阿宗：…在中興醫院做兩天的按摩，…

那這個階段目前是有讓我賺到錢，那讓我賺到至少我平常生活費，再加上

我的街藝加上去的收入是足夠的。(A13112606-0049)) 

二、 經濟無憂下，學習技能規劃轉業。 

  阿宏以視力與工作內容的關係，認為按摩適合視障者。(萬明

美，1991；王育瑜，1995；邱睿儀，2004)。按摩職業門檻低(柯明

期，2009)，讓阿宏認為最容易取得就業機會並能在工作中賺到錢。

(李永昌，2003)  

(一) 參與職訓取得執照備而不用。 

預備就業技能。在不影響工作下，他參加 3 個月短期考照

班。阿宏:一個星期我只需要請半天假的話，我覺得對我工作影響不大，

就跑去學(B13112902-0411)。阿宏:考證照只是覺得以備萬一!考執照呢其

實只是取得一個資格，但並不代表能賺到錢。 (B13112902-0500)，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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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職訓局短近似考照補習班課程(柯明期，2009)，他了解這樣訓

練出來的技術並沒有職業競爭力。 

(二) 在短期經濟無慮下離開穩定就業。 

長達 13 年工友公職工作。阿宏:中央要精簡人事嘛，鼓勵各個單

位，可以提出提前退休或者是自願資遣((B13112902-0553)。我平均月所

得大概在 4萬塊，申請自願資遣離開警察大學我可以拿到 20個月的資遣

費(B13112909-0142) ，等於說我可以將近 2年喔! 我即使不工作我都不

會餓死呀! 所以我才有這樣的勇氣說好!(B13112902-0729) 

三、 投入時間學習技術與瞭解職場生態。 

  阿義參與 2 年期住宿型按摩與調音職訓。 2 年按摩職訓課程

(柯明期，2009)，視障者必須學會基本解剖學、經絡、基本中醫理

論(蔡明砡，2004)。期間他接受職業重建課程，包括:生活自理、

定向行動、點字、按摩職訓課程，期待重建視障者的生活及工作

能力，從家庭的依賴者，轉而成為家庭的支持者、生產者(慕光盲

人重建中心，2010；健身按摩院，2010)。一開始就認定機會是要

自己掌握的，認定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同時接受兩種職訓課程。

職訓期間，他積極爭取練習時段，表現出強大企圖心。 

(一) 主動掌握練習機會與時間。 

 同學讓給阿義較多機會與老師互動。阿義:重建院老師教法，

一個過來，要下去教下面的。他們給我比較多的機會。(C13120105-0144) 

"啊!誰去啊? 你去!我也記不住! 我說好啊!”並不是我特別厲害，我覺得

那是一個機會，去重建院就有一個習慣，只要有機會，能力做得到，我就

會去掌握。(C13120105-0421) 他不厭其煩地重複動作練習。老師教

我一個，我下去教五個，這樣我是不是講五次，我會不厭其煩講，就練到

爐火純青，練得很熟。(C13120105-0340) 阿義受到按摩技術院內老

師啟發，當時臺灣盲人重建院是以優秀校友留任教學(蔡龍雄，

2006；柯明期，2009)，他從老師身上瞭解視障學習方式、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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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型態，及就業市場的狀況，接受以視障者傳承視障者技

術的過程。 

(二) 自我效能高，爭取課後練習時間。 

阿義:我在重建院會放棄掉社團與聯誼，我沒參加過慶生、送舊。上

午從宿舍離開就到晚上，午覺 100分鐘練調音。 所以中午吃完飯就跑調

音教室，下午也是一樣，到最後也爭取到晚自習，禮拜二禮拜四晚上七點

到八點。(C13120102-2503) 他為學習投入所有時間。阿義:我去調音

教室練鋼琴啊!練調音。 (C13120102-2248) 可能會覺得那時候需要多花

時間練習。在外面碰到很多工作上的一些問題，在裡面能夠學習到，就盡

量去練習，只要有機會都來把握。(C13120102-2503) 從阿義投入職訓

的表現，看到 Super 青年期（Super、Savickas & Super，1996）之

衰退期減少休閒活動時間，極力爭取時間學會兩種技能謀生。 

(三) 投入時間達成自我期待的工作表現 

優良工作表現與工廠建立互信關係。 

阿義表現出令人信任的工作能力。廠方肯定他的調音品

質。阿義:調音的部分，他們覺得一直是沒問題，他們反而覺得我調得太

細。(C13120102-0704) 他自主提升工作速率。阿義:我一直習慣把它

調的很準，嘗試在很精準的狀況下，然後速度變快，後來速度變快，標準

一樣。(C13120102~0738) 趕貨的時候，一台琴三個人調。一般外面調音

師做不到。(C13120102-1129) 已經練就不會受干擾，在工廠得到比較專

注的訓練。(C13120102-1145) 他應部門要求執行協助銷售工作。阿

義:經銷商會帶客戶來廠房挑琴，所以很多 Sale帶客戶來，他們希望透過

調音師口中去，幫他們推銷這個鋼琴的。我們那時候學接觸不同的琴，去

講每一台琴。(C13120102-0539~0627) 他調音品質受到專業鋼琴使用

者肯定。有一次經驗蠻受肯定的，老師是個外國人，手一伸出來像章魚，

兩隻手同時壓下去八個音，隨時那樣跳，這個功力很好! 最後選中一台琴

就是我那一台，他喜歡那個音調起來乾淨。(C13120102-1247) 他被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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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新進員工學調音技術。阿義:經銷商派來學調音的一些人，他們

(廠方)都會找找我來教調音的部分。(C13120102-0805) 他協助資深日

本技師溝通資訊。阿義:河合有固定的技師(日本調音技師)來，我在飯

店工作使用日語，那我是可以幫他們充當翻譯。因為可以溝通，我也吸收

到一些比較細的技術上的經驗，覺得這個技術真是很需要下功夫的，並不

是好像有一些覺得說，他學到這個好像就是一個工作，一個生產線，一個

技術員、把他工作做完就走了。(C13120102-0932) 工廠信任他的表

現，同意他下班後留在工廠自主練習。我就跟工廠那邊談下班後留

下來練習，我是不是可以晚一點下班，自己關門自己回去。

(C13120103-0200) 

阿義在鋼調工作上的經歷，看到他出現 Super 成年初期成

長期的與他人建立關係的事件(Super，1996)，能清楚看到他與

同事密切互動工作訊息達成工作目標，在與同事良好互動下取

得信賴(Golub，2006)  

從他與工廠的互動經驗，清楚可見視障者面臨「概念推

廣」、「同濟關係」兩項社會互動的議題(花敬凱、彭淑青，2004)。

他面對鋼調工廠明眼同事，他能意識同事是以視覺溝通訊息(王

育瑜譯，1995；曾秀玲譯，2000)，他使用聽覺、觸覺與其他感

官能力(廖涵儀，2007)，確實除了執行他擅長的調音，甚至要處

理他不曾接觸過的相關業務。從他處理工作策略，看到視障者

依職場需求適應工作，才能生存於一般職場。 

持續提升技術，考取證照證明實力。 

 阿義跟資深同事學習整調。阿義: 整調修理的部分，比較有概念

是在第二年，透過師傅的傳授。河合的師傅說 “這我們都用看的，那這你

們怎麼辦?”(C13120103-0033) 透過很資深的技師分享經驗

(C13120102-0826) 師傅教的那些修理，15分鐘之內要處理 14、15個問

題，要去修理好處理好。(C13120103-0242)。靠著自我摸索加上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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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練習，他學會整調考照技術。我自己在那邊自己研究，很多都是我

們自己慢慢去抓抓去揣摩。其實還是摸的到一個角度。要自己想怎麼辦，

怎麼去把它用手去探測到。(C13120103-0054)。他制定操作程序流程，

掌控時間完成標準作業。阿義:研究出來之後還要去編排，想想看第一

次經驗是怎麼樣，第二次就是工具要怎樣擺，怎樣時間內可以完成。哪一

樣做了，第二樣就不會影響到，排下來之後就變成一個程序，工具也很清

楚。因為就覺得第一年的經驗，很多有些就是急啊!慌啊!( C13120103-0249) 

阿義勤奮工作的態度，積極提升技術，通過考照讓廠方與同事相

信視障調音師。 

取得鋼調技術士證照後與職訓機構互動，回饋所學。 

  阿義的成功考照帶給重建院信心，重建院聘用阿義教導視障

者學習鋼琴調音。阿義：重建院知道這條路是可行的，他們開始收後面

的學生。 (C13120104-0120) 鋼琴調音工廠願意協助更多視障者考

取鋼琴調音師證照。阿義：2個學生跟著後面進入合河工廠，一個學生

考取執照。(C13120104-0217) 阿義接受臺灣盲人重建院聘任，以優

秀校友留任教學(蔡龍雄，2006；柯明期，2009)，以視障者傳承

視障者方式進行教學，以自身經驗進行同儕輔導。 

 

依據 Super 生涯階段成年初期(25-45 歲)，三位研究參與者於此時

期參與過程，得知他們認識職場、累積經驗及反思未來職業發展型

態、釐清自我就業需求，最後選擇按摩的過程。三位研究參與者在

職業探索時期一致是透過活動增強就業自信心，三位研究參與者不

同的是，阿宗釐清音樂就業機會來源與工作方式，阿宏釐清視力與

能力的關係，阿義釐清明眼社會與視障者工作互動型態。三位研究

參與者對環境高度觀察，包括: 工作嘗試、階段性轉換職務、反思

工作技術與知識，發現三位研究參與者不是對環境與資訊的覺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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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低落的視障者。(萬明美，1991；王育瑜，1995；李菁華，2008)，

三位研究參與者透過經驗累積，形成就業的信念，勾勒出生涯想法

和期待。(Krumboltz，1983；花敬凱，2000)。三位研究參與者的探索

歷程，讓他們有能力思考職業發展方向，具體地規畫未來生涯藍圖。 

 

第四節 就業定向 

本節將瞭解三位視障按摩師是如何經營按摩事業，並逐步地實踐

他們的職涯藍圖。以下將分成五部分進行討論。各項分別為確立按

摩工作經營方向、由工作機會決定經營型態、投入選定的工作樣貌、

適應工作、維持穩定工作從中獲得滿足。 

壹、 確立按摩工作經營方向 

一、 工作信念轉換 

三位研究參與者投入工作初期的工作信念是賺錢，後來三位

研究參與者轉變工作信念，一致認為按摩是助人改善生活品質。

從三人轉變按摩服務的工作信念，看到個人信念是在工作經驗累

積形成職業涯想法和期待(KrumBoltz，1983)。 

(一)  初期認為按摩是能賺錢的工作 

 阿宗原本認為按摩能賺錢維持生活。啟明學校時期，認為

是一個賺錢工具。阿宗:按摩是一個可能每一個視障者都會接觸到的一

個工作，那在我沒錢的時候呢，我可能可以藉由按摩的工作我賺到一點

錢。(A13112607-0040) 對按摩感覺好像不需要用很多的心思，反正有就

按沒有就不按。(A13112607-0140)  

 阿宏認為按摩是轉業首選，工作能最快接手，跟原本薪資

沒有落差。阿宏:按摩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發展的行業，因為我覺得那是我

可以比較快可以接手，可以是跟我原本生活沒有太大落差(薪資)的一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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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120304-0017) 

阿義對按摩技術有信心，認為有技術就賺得到錢。阿義:我有

按摩證照，在大溪生活很單純，白天在製造廠鋼琴工廠，下班是自己的時間，可

以試著在大溪鎮上經營按摩。(C13120101-0129) 這個經驗來自於我中級班在校

時，我那時候有出來工作，比較敢自己開發市場。 (C13120101-0312) 

 

(二) 累積工作經驗後，認定按摩是助人的工作 

阿宗認定按摩是助人工作，能改變他人生活品質的工作。阿

宗:按摩能幫助到很多人。透過按摩可以讓對方生理狀況有些改善，或者

得到較輕鬆的感覺的話，那他的生活品質相對也會提升。(A13112607-0040) 

不同於傳統按摩只是純粹單純放鬆，或是消除痠痛。學校有學過

按摩的一個工作境界就停留在緩解痠痛嘛。(A13112604-004)。阿宗以現

代按摩技術能改善某些身體不適“拉傷這樣按可能對你的血液循環

會比較好，會比較可以會恢復你的健康”我是以協助他恢復原有的功能跟

健康來做努力。(A13112611-0100)  

阿宏認為按摩是個被人尊重的工作。就業第一年轉變他對按

摩工作的印象，他感受到按摩是令人驕傲、有尊嚴的助人工作。

阿宏:人家對你充滿感謝把錢交到你手上，你覺得你拿到那一份錢是驕傲

的，你是幫助了別人以後而拿到這一份錢。它是一個有尊嚴的工作，是真

正幫助了別人。(B13120304-0240) 他以按摩改變客人的生活品質。

阿宏:一個阿嬤她八十幾歲，她剛開始來按摩的時候，她行動上都很困難，

走路也邁不開步伐，生活上都需要人家攙扶這樣。她連續按了三四年，她

現在走路生活自理上比較好，我真正的幫助到她，對她真正有產生一些改

變。(B13120312-0140)  

阿義認為按摩技術能幫助他人解決問題，依客戶需求給予技

術，調整客戶身體狀況。阿義:我們並不是一個流程，我們看這個人

最近怎樣，我可以解決你的問題。(C1312090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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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特質影響工作樣貌 

(一) 喜愛自由不受約束是自僱型的特色。 

阿宗有藝術工作者喜愛自由隨興的特質。 阿宗：自僱型工作有

錢又有自由。(A09010109-0107)。我是一個比較隨遇而安的人，有機會就

做(A13112604-0024) 

阿宏喜好自由，個性高傲外放，不能被約束在按摩院內。阿

宏:我是愛自由又高傲的人，叫我去坐在店裡面，我那受得了。

(B13120309-0020) 我非常外放，開店時多風光，開幕那天上百人來店裡

給我祝賀哩! 我是個有領導架勢的人，在外面都是呼風喚雨。

(B13120312-1530) 我不喜歡一成不變，我喜歡一段時間做不同的嘗試跟

體驗，而不是拘泥在同一個東西裡面(B13112902-1010)。 

(二) 用心專注在工作上 

阿宗專注於觀察客戶身體情況，針對問題提出建議。阿宗:

針對他真的情況，給他實際的建議，讓他有實際的改善，有實際的感受到，針對

他的問題來解決。(A090110110-0530) 

阿宏就業初期技術不好，他認為用心工作比技術重要。阿

宏:剛開始出來做按摩的前幾個月，我技術經驗是非常不好的。我唯一跟

別人相庭抗禮的是用心服務。(B13120304-0140) 阿宏專心仔細做好流

程。我的技術經驗不夠，只能好像老師在教的那種，1234，2234，我照

著一個路線很仔細的每一個地方。客人能感受到阿宏的細心。他(客

戶)可以從我的指尖去讀到我，他知道你是很認真細心的在處理他身體的

每一條肌肉，每一個地方。(B13120304-0330)用力貼近客戶需求。他

可以感覺得出來我用力的方式不是很好。有時候我不是沒有力氣，可是常

常就是會用錯。他只要叫我用力一點再重一點，我就會想盡辨法一直要去

符合他的要求。(B13120304-0342) 他用心態度讓客戶感受到。阿宏:

有客人這樣跟我講，他說： “可以感覺得出來你應該沒有做很久，可是

我覺得你很用心，所以我覺得你做得很好”他用很感謝的口吻，把錢放到

我手上的時候，那一刻感覺非常有成就感。(B13120304-0203) 阿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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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短期課程取得執照，自認技術不成熟技術生澀 (楊齡媛，

2008)，他認為只有用心能夠任客人對自己產生信任。 

阿義專注在檢核客戶身體健康狀態。專注比對健康與不健

康上的狀態。阿義:在專注做的時候，透過手去感受對方肌肉的緊張度。

過程中比對健康的身體，跟不不健康身體。肩膀、高低肩、肩頰骨下繳兩

個有沒有對齊，兩邊束脊肌是否有對稱，開始作研判。 (C13120902-0046) 

會注意做到的地方肌肉變化給我的感受，會仔細去看。(C13120902-0119-0200) 

(三) 喜歡關懷他人 

阿宏在專注在顧客的需求。阿宏:按摩不只有技術，是蘊含心隨

勢轉。(B13120307-0045) 很多按摩師他們在小棧工作，他們很喜歡手在

客人身上按摩，嘴巴呢、眼睛呢，都是在跟同事聊天，就在跟不相關的人

在哈啦! 我很專注只跟我的客人說話，我真正去理解去問他，比方他需要

的按摩時間長短或部位加強，去跟他談他的話題，如果他不講話，我就讓

他休息，我沒有把我的心放到除了他以外的人身上。(B13120304-0317) 

阿義專注於比對客戶身體細節，找出健康與不健康的差

異。阿義:我專注透過手去感受對方肌肉的緊張度，比對健康的身體跟不

不健康身體。肩膀、高低肩、肩頰骨下繳兩個有沒有對齊，兩邊束脊肌是

否有對稱，開始作研判。我會注意到(手技)做到的地方肌肉的變化，給我

的感受我會仔細去看(觀察)。(C13120902-0200)他能從客戶身體上感

受到情緒。阿義：我可以感受到客人當下的情緒，客人身體肌肉上會有

一些反映出來。他觀察環境與客戶情緒的互動，讓客戶放心接受

按摩服務。我常常提醒周遭的人(提醒同事注意氛圍)，我沒有說(沒有

提醒同事)，客人就發飆“你們可不可以(聊天)小聲一點，你的音樂太大

聲“。尊重工作在工作的時候要讓客人很放心地交給你，你要把環境氛圍

營造好保護好。(C13120902-0541)  

(四) 喜歡提供諮詢意見 

阿宗以交流按摩觀念跟客戶互動，改變客戶按摩習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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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溝通按摩對肌肉的破壞與建設作用，讓客人接受他處理

肌肉放鬆的方式。阿宗：按摩是一件傷害性的工作，因為你要先破壞

才有辦法建設。你要讓客人知道說，有些東西不是用力或者是痛就好。

(A13112610-0530) 

阿宏以中醫理論跟客戶交流養生資訊。阿宏:從我所理解的

中醫的一個理論當中，去跟客人談身體，讓他去理解是那一個環節，他

在食衣住行，…那一些環節造成他現在身體的一個問題的原因。

(B13120305-0215) 

阿義注意按摩相關產業資訊，跟客戶分享資訊。阿義:工作

領域有些相關、或者是周邊產業、項醫療展去增加這些訊息。工作領域

裡面，我們會跟患者跟客人去做分享。客人對你的技術是會更認同。

(C13120901-0225) 你可以給人家(醫院病患)很多資訊，那你這個應該

看什麼科，在那邊不知道要看哪一科，哪一個醫生，跟他(病患)好像一

個諮詢。(C13120201-0614)  

(五) 發展個人風格的按摩服務 

阿宗以客戶問題提供個別化服務。阿宗：工作方式跟模式，朝

向個人化。(A13112610-0116)針對情況給實際建議，針對問題來解決。

(A13112610-0530) 

阿宏融合技術形成獨特按摩手法。阿宏:剛開始我把按摩當成

只是一個技術，這幾年以後，我發現真正好的按摩叫藝術。(13120308-0026) 

將經絡、舞蹈、芳療這些東西融合成一體，變成我自己的一個按摩手法，

(B13120306-0235) 阿宏自詡為藝術按摩工作者。 

阿義依據客人需要調整按摩技術。阿義：客人沒有辦法接受我

當下的手法，我可以變兩種手法三種手法，達到我要的目的。

(C13120901-1610) 順應不同客戶需求按摩力道，給予不同技術。芳療是

透過表皮皮下慢慢滲透，透過身心靈感受的技術；徒手按摩刺激穴道，反

射、啟動身體的免疫機制。(C13120904-0115) 兩種技術我可以應付不同

的客群，(C13120904-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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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由工作機會決定經營型態 

一、 工作地點與工作機會 

(一) 阿宗沒有地點設限，只考量工作環境氛圍是否融洽。 

阿宗需要有穩定收入，小棧同儕願意分享客源。阿宗:我會願

意來這裡做，因為那時候阿志就說他帶著我做。(A09010120-0018) 阿宗

需要能彈性工時又氣氛融洽的地方。小棧同事工作氣氛融洽，觀

念可以相互溝通。阿宗：我留這裡的一個原因是我覺得這邊氣氛是很融

洽。(A09010120-0150) 是一個整體，就算你像阿彥，他按的客人也真的

很重，他的客人我們也未必接的下來，可是他對我們的講法，他也不會背

後去捅你一刀! (A09010120-0222-0257) 留在這裡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邊氣氛是很融洽，至少我們大家的觀念是可以溝通。

(A09010120-0154) 

(二) 阿宏隨著收入多寡，轉變工作場所。 

經營初期，以小棧為磨練技術。阿宏:剛開始我只找二個小棧，

一個是中興醫院一個是汀洲路三總，一星期我去汀洲路三總去二天，在中

興醫院半天。(C13112903-00-0035)那時候想法是說先不用排太多喔，因

為自己不曉得自己的體力各方面，就先試磨練磨練。(C13112903-0030) 

設定是說要這兩年把技術磨練起來的話 (C13112903-0040) 

剛開始經營收入不穩，提供到府服務。阿宏:我剛開始做的時候

那時候外按很多，到住家啦飯店啦都有(B13120311-0136) 收入穩定

後，不接外按客戶。阿宏:後來收入漸漸穩定，這些外按的能不做我就

盡量不做，外按的要求是一個鐘頭!我去一個鐘頭，來回要兩個鐘頭，我

都覺得好划不來喔!。所以後來很多我能不去的我就放掉了。

(B13120311-0205) 創業開店，提供客戶完整服務。阿宏:我會真正

的幫助到她，對她真正有產生一些改變。(B13120312-0140) 現在這邊(店

面服務)一個半鐘頭，我可以做得更好更仔細。(B13120311-0610) 

(三) 阿義對工作期待不同，工作地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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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開發陌生市場，兼職到府做按摩。阿義:大溪白天在製造

廠，下班是自己的時間，試著在大溪鎮上經營。(C13120101-0129)。投入

成熟市場，跑單幫到府服務。阿義:中山區大同區已經是個市場，是成熟

市場，一定都是叫到家裡去按，那邊全部都是跑單幫。人家又不要求你什麼時間

內到。 (C13120106-0122)我已經是有一點點技術水平啊，找一個已經比較成熟

的地方切入，比較快。 (C13112513-0010) 規劃示範按摩中心，固定店

面服務，同時到府服務。阿義:夜市環境複雜，看到店面外面環境不敢上

來消費，上來恍如隔世。客人要有敢上來的那種勇氣，有機會才能看到，原來上

面不一樣。店給人的評價很好，常常在樓梯間聽到客戶交談: “很好，很乾淨。

浴室很好”。(C13120108-0657) 醫院按摩小棧工作，提升理療按摩

技術。阿義:著重在學理，那麼多病例在你面前走來走去，我慢慢朝向理療按摩，

在醫院做出口碑出來，(C13120201-0053) 我要累積很多病歷，不同的病患應證

手法。是不是可以改善，或者是我建議他做什麼，我們還是可以碰面 3年 5年，

我們可以知道說他透過我的方式他的效果會怎麼樣。這個你在外面較不容易得

到。生病的人不會去按摩院。(C13121001-0015) 結束中心營運，經營個人

工作室，獲得更彈性的工時。 

二、 工作時間與工作機會 

(一) 阿宗按摩工時需要時間配合音樂工作。阿宗:我要一份養活自

己的工作，又讓我可以在音樂工作有我想要的進步。

(A13112614-0250) 

(二) 阿宏隨著收入多寡，改變工作時間。 

經營初期，半夜的客戶也接。阿宏:剛開始進這行業，很珍

惜得來不易的工作機會。曾經有過半夜一二點，其實我已經睡著了，

然他打電話來說“林先生不好意思喔，請問你睡著了沒?”我都說還

沒。畢竟我覺得是打基礎，我年青嘛!我願意去做。(B13120311-0150) 

小棧單次服務時間短，由客戶決定，固定朝九晚五工作。 

開店時期要維持店內營運，長時間守在店內。阿宏:花了這麼多

錢開了一家店，而我必須守在這裡。 (B13120312-1334) 店面服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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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服務時間長要讓客戶得到等值的服務。阿宏:現在這邊(店面

服務)一個半鐘頭，我可以做得更好更仔細，我做很貴 1500元，如果

你覺得我沒有用，你可以找別人。(B13120311-0610) 

(三) 阿義有計畫地調整工時，配合生活作息。 

經營初期 24 小時待機工作。阿義:我的手機我不會想到要關，然

後那時候家裡就是一支電話跟手機隨都放在身邊，因為那就是生意電話，

接了就有錢。(C13112512-0053)開店初期工時長，後來調整至晚間

十點。阿義: 凌晨會來有限，我的客人大概就慢慢的調整到正常的時間。

(C13112512-0029) 以前可能都做到很晚，按電鈴你可能還是會來開啊，

還是會做啊。(C13112512~0050)剛開始凌晨四點關招牌，再來 3點，再來

2點，再來 1點，再來 12點，再來 11點，最後最早 10點以後鐵門我就

關起來，然後再晚大概亮到 12點。(C13112512-0010) 為開發客戶，

到小棧朝九晚五工作。小棧工作不設限單次工時長度，他經營

理療按摩，重視接觸客人的每一分鐘。阿義:很多人找我試做十分

鐘，我最喜歡接受挑戰，希望能夠教育客人對這個行業尊重。

(C13120901-2734)。個人工作室只接受預約客戶，依自己活動需

求彈性調整。阿義:我覺得它(技術)是謀生的，賺多少錢看你有沒有體

力。 (C 13120901-1952) 你自己的工作室就完全是控制在自己，客人沒

來他跟我請假，我有事，我跟他請假，這麼多年來就是這樣，形成一個良

性的循環。(C C13112516-0117) 

 

參、 投入選定的工作樣貌 

一、 阿宗街藝與按摩工作賺取生活費，其餘時間練習樂器。阿宗：

在中興醫院做兩天的按摩，那這個階段目前是有讓我賺到錢，至少我平常生

活費，再加上我的街藝加上去的收入是足夠的。(A13112606-0049) 

二、 阿宏以獨特按摩手法服務客戶，服務客製化解決客戶問題， 

配合分享中醫養生幫助客戶管理健康。阿宏:我融合經絡、舞蹈、芳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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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我自己的一個按摩手法，(B13120306-0235) 從我所理解的中醫的一個

理論當中，去跟客人談身體，讓他去理解是那一個環節，他在食衣住行那一

些環節，造成他現在身體的一個問題的原因。(B13120305-0215) 

三、 經營理療服務，幫助客戶恢復健康。阿義:看他最近怎麼樣，給

他建議解決問題。(C13120904-1310)用心融會貫通做按摩工作。阿義:我並

不是只在技巧上去說服客人，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去注意的。一模一樣的人，

有辦法去複製工作嗎? 在技術上也許可以，但用心程度有沒有辦法複製。按

摩師如果沒有累積到一定的學經歷，只能學到皮沒辦法學到骨頭裡去，學習

的過程要融會貫通。(C13120902-0400) 

肆、 適應工作的方式 

一、 技術與溝通技能並重。 

阿宗跟客戶溝通按摩觀念，認為身為一個按摩師必須傳達正

確資訊，教育客人有正確的按摩保健觀念。阿宗:現代按摩概念，如

果可以按得鬆為什麼讓人按到痛。我常跟客人講說，有時候按摩反而是一件

傷害性的工作，你要先破壞才有辦法建設。你這個地方已經太緊了，緊到一

個程度，你不去揉它確實不會變軟，可是在揉它的過程中，無形中會導致新

的傷勢產生。可是這種東西你要讓客人知道，有些東西不是用力或者是痛就

好。我個人認為觀念上提升(教育客人)比就重要吧。(A13112610-0530) 認

同他的服務理念的客戶會持續找他按摩。霞姐:我覺得他會給客人一

個觀念，他說 “其實你按那麼重歐!按下去你需要那麼重，我也可以那麼

重，他不希望說客人按那麼重的習慣，對按摩師來講是一個壓力，我幫你輕

輕的先揉開，那你就不需要按那麼的重，不是每一個按摩都需要那麼重的

壓，如果按下去會覺得緊繃的時候，其實就是太重了，我先給你放鬆來，才

是比較重要”所以那個客人也願意輕一點也沒有關係，他就繼續按那個地

方，他會先給客人一個觀念，先給客人溝通，他的客人可以接受他的想法的，

也會做蠻長的時間，也會回來找他。(az13122109-0614) 

二、 技術與中醫理論並用。 

阿宏以閒話家常方式，分享中醫理論的養生資訊，教育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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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知識。阿宏:我真正去幫助一個人，講很艱深的很難的這些理論

基礎，誰聽得懂。用閒話家常來談論身體因為那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或飲食

習慣而導致他今天的不舒服。(B13120305-0248) 讓他(客戶)去理解他自己

問題才可能改變。(B13120305-0355)如果不理解問題，做再多那等於是沒用

啊!還可能還傷自己。我用的是比較中立的理論來告訴(客戶)，如果(客戶)

聽了覺得有道理，(客戶)理解才可能知道自己的問題，才能自我改變。

(B13120305-0355) 

三、 用理療技術獲得客戶尊重信任。 

阿義定位自己為理療按摩師，舒緩客戶身體不適問題。阿義

服務客戶不因為時間長短而有所不同。阿義:我不會特別去注意時間，

很自然地做完時間就到了。(C13120105-0234) 我十分鐘讓(客戶)感覺到得

到他想要的效果。客戶說:“那我在加十分鐘可以嗎?” 阿義回答:“對不

起，你剛沒有說，我後面有人”。阿義:讓他(客戶)覺得可惜。

(C13120901-2734) 因應客戶需求使用不同手法。客人沒有辦法接受我

當下的手法，我可以變兩種手法，三種手法，達到我要的目的。

(C13120901-1610) 點醒每個客戶的身體姿態。“基本上你右手使用太

多”一點一點跟他印證。“胃腸是不是不好”“你的腰坐辦公室的腰這樣

壓，你這個地方是不是非常酸”壓到乳酸的時候跟他說。當你印證到三點四

點，你說這個客人他不會信服嗎?  是從我的口中去講出他的問題。

(C13120902-0046) 每個人都有慣性的動作，我可以比較清楚地跟他講跟他

分析，從他的生活、工作、作息，給他做一個很好的建議，甚至於把他那些

習慣，慢慢去糾正去符合健康的人體的條件。(C13120901-0225) 讓客戶透

過視覺觸覺比對了解效果。阿義:她女兒就是姿勢，脊椎比較後傾，所

以導致骨盆腔大腿股骨頭沒有辦法跑出來，造成長短腿。我可以給她(客戶)

比較清楚的訊息，很具體讓她(客戶的母親)來摸這個地方，請她們用視覺去

看，現在是這樣，做完是這樣，完全不一樣。我們這樣的技術是越充足的知

識理論搭上技術，對客戶有幫助又可以說服客戶，讓她相信這樣的技術對她

女兒是有幫助的。(C13120901-0632) 阿義:…，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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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研究參與者用各自適應工作的方式，經營特定客群穩定

收入。三人深知按摩是客戶肌膚接觸的工作，以手技照護客戶的

身體與心理感受。近距離與客戶密切互動的工作型態(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2008)。 

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得知，以健康概念服務客戶，能被

客戶接受 (王育瑜，2004；健生按摩院，2010)，有能力解決客戶

身體問題，視障工作者獲得客戶尊重(邱大昕，2009；胡名霞，2000； 

Ilana & Reuven，2005；Yun，2008；Young-il，2008；Pecharat，2009；

Norimah，2009；Mingli，2010；Yoshikawai ，2010) 視障按摩師對

自己擁有的技術與理論有充分信心，以良好溝通與技術相輔相乘

經營工作。 (黃坤祥、李宜樺 2009)。  

四、 同儕支持共創工作環境 

(一) 分享就業資訊 

阿宗從同儕中獲得經營的概念。阿宗:他們都有深厚的基礎，然

後他們有想要經營客人的面向。(A13112607-0140) 他們不管在按摩的手

法上，或者一些常識上，知識上都提供了我很多的建議跟一些想法。

(A13112606-0424) 同儕交流經營作法。他說我哪邊說法不好，他會明

著講說“覺得你講了可能沒錯啦，可能他給其他人按過的講法如果不是這

樣呢？那你不是又跟其他人的那個衝突，那不然你就靜靜的做，反正如果

有效了，你再慢慢的把這個觀念灌輸給客人”。(A09010120-0350) 

(二) 資深從業者分享客源 

資深按摩師分享客源，縮短阿宗經營時間。阿宗：他(資深按

摩師)抓得住客人當然跟我有關係，他(資深師傅)如果願意分享出來，像

阿志的客人讓我抓過，他(客戶)如果覺得我也不錯，以後也可以接受我服

務!(A09010120-0018) 我想要賺錢，我可能有技術，可是我開始客人很

少，我要經營很久我才會有客人。假如是一個生意很平平的地方，(按摩

師)有指定客人就特別多(工作量)，(按摩師)沒有指定客人就特別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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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時候，那我來做是不是就很辛苦。他(有指定客群的按摩師)分享他

一些客人給我，提供我助力讓我在那邊的(客戶)接受度提高啊! 

(A09010120-0105)  

按摩同業對阿義技術有信心，會主動轉介客戶。阿義:對我

技術就是有把握啊，人家(資深按摩師)介紹我們給客戶，他(資深按摩師)

也不會漏氣。(C13112513-0120) 時間長和時間晚的他(資深按摩師)不

接，換我們接。以後我們穩定了，晚了我們不接，又換另外別人

接!(C13112513-0139) 

(三)  技術相近者共同經營客源 

醫院小棧同儕技術落差不能太大，讓客戶與按摩站維繫固

定消費關係。阿義:阿信一二三(班表)我四五六(班表)。客戶四五六找

阿信找不到，給我做做看，客戶認為我跟阿信差不多也不錯也能接受。一

二三我的客戶來，給阿信做做看，我的客戶也能接受阿信的技術，就這樣

整周都有技術差不多的人可以維繫固定消費的客戶。如果技術落差很大接

不到你的客戶，那就很難共同經營客群。(C13120201-0053) 

五、 與重要他人互動影響工作發展 

(一) 視障機構支持下持續進修技術 

阿宗阿宏較少與視障機構互動。阿義與視障機構密切互動。

阿義定位自己為理療按摩師，持續不斷進修技術，除了在視障機

構學習外，也會注意其他進修技術資源。(柯明期，2009) 

在協會支持下重複學習課程。阿義:客人沒有辦法接受我當下的

手法，我可以變兩種手法，三種手法，達到我要的目的，方便我在職場上

的變化。(C13120901-1610) 教學上分享較少運用到的，增加學生的眼界。

很多學生這樣的手法做不來，那用另外手法，這個手法不行，那你再用這

個手法。我會有彈性，因為我一直嘗試上同樣的課，經歷不同的老師。知

識越充足越容易凸顯視障按摩師的獨特性。(C13120901-1732) 

協會推薦業界能力好評價好的人參訓。阿義:這種管道就跟人

脈有關係，有這樣資訊第一次它們可能都需要有一些程度比較好，第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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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一個示範，他們比較慎重找學員，找大家口耳相傳一些技術比較好，

在業界大家認為是評價比較高的。第一屆往往都是認識的人，他們可能是

被評價比較好的，許是第一次合作，甚至是兩岸的交流，他們擔心壞了以

後就沒有了，在第一次學員的篩選是比較正式，往往我們都會被通知到，

當然你在這個圈子有一定的熟悉。(C13120901-0919-1107) 機構推薦到

大陸進修，參訪大陸醫療按摩情況。阿義:去大陸看他們按摩醫院，

提昇你相關領域的知能。(C13121003-0044) 

(二) 家人參與職業發展 

阿宗跟阿義不同，在於阿宗姐姐給予阿宗工作觀念和技術

的支持。阿義家人有介入經營，觀念上不同造成衝突。 

阿宗家人有反對有支持。視障姐姐從事按摩工作後，讓母

親擔心姐弟從事按摩工作職業傷害。宗母：做按摩我考慮，因為姐

姐骨頭軟有受傷給醫生看，醫生說最好不要做這一途。後來(姐姐)慢慢改

變走芳療。(am13120603-0110) 姐姐經驗傳承支持阿宗。阿宗:姐姐

也是在從事這樣的工作，她把她的一些經驗傳給我，因為她涉獵的領域又

多。(A13112606-0448) 宗姐:上課是很嚴肅的是，得要我有空，你願意學，

而且大家在一個既定的固定的時間上面，付出一定程度的學習，的時間去

學習。都是要負責任的。(as13121717-0505) 姐姐提醒阿宗專業知識

與同理心兼顧，才能順利進行療程。宗姐:比如說他碰到一個， “頭

給我按一個小時，你這個地方給我按四十分鐘”，就這麼小的區域給我按

那麼久，那如何要有變化?可以把這個個案做得好?，那所以回過頭來對生

理解剖要有了解，對他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要求要有一些同理心，再來你有

基本了解有同理心之後你才可以你的專業能力去引導他，如何來接受你的

療程，來改變他進行服務的再教育。(as13121717-0600) 

阿義店面經營與父親密切相關。阿義因陪伴父母而決定回

家開業。阿義:父母親年紀大，這樣跑不是辦法。(C13120106-0159)父

親為了兒子堅持理療專業形象，拆毀裝潢用料好的舊屋。阿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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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按摩中心標榜是理療按摩，客戶帶問題來的。(C13112514-0150)。 

家裡裝潢是舊的，整理後家裡就乾乾淨淨的，自己住舒服啦，客人感覺也

很好。(C13112513-0455) 爸媽是很捨不得那些裝潢，希望就把舊裝潢包

在裡面，就是不要去破壞，然後外面去做起來。(C13112514-0047) 門框

敲掉連那個師傅都覺得那個材料都很好。(C13112514-0210)中心能賺到

錢，父親因此對按摩行業改觀。阿義:他從剛開始反對去學這個技術，

覺得客人會上門，慢慢就認同這個行業，作息不是很好，但他覺得說生意

不錯。(C13112514-0318) 父親與自己經營想法相衝突。阿義:爸爸

刻苦耐勞的性情，我這一點跟他像，我不會讓自己過勞(C13112514-0333)。 

半夜按門鈴啊，是他跑來開的，我一個人工作，然後全家人都要醒來，我

覺得那太划不來。(C13112514-0458) 父親會強留客人等待，形成阿

義生活的無形壓力。阿義:我喜歡參加活動和運動。 (C13112514-0550) 

有個中心在開，有時候常常接到電話就是家裡有客人(C13112515-0010) 

我就不在啊，來了也沒用啊，父親就會想盡辦法，讓客人留下來等我，對

我來說當然是個壓力，很遠啊還是得趕回來。(C13112515-0020)按摩中

心環境不適合父母居住，購置新屋試圖將住家與工作分開。阿

義:爸媽的身體慢慢地比較不好!( C13112515-0205) 住家跟營業在一起

有一定的影響，你沒有權力去讓家裡人說隨時要保持營業場所的環境啊! 

客人來你這裡本來就是營業的場所，你畢竟是個住家，我覺得對家人其實

不公平的，對客人來說也有點不公平啊! (C13112517-0130) 

(三)  顧客提議影響經營決策 

阿宏不同於阿宗和阿義是他受到客戶鼓舞而開店。一般客

戶消費者提議開店。阿宏:林董他到全世界到處出差，工作的關係他到

處去按摩，就肯定我：“你怎麼沒有想要開店哪?教幾個徒弟啊，你在家

裡面一個工作室，我常常有時候客戶來台灣，我想要招待他們來按摩，總

不能叫客戶在客廳排隊等你啊!”(B13120312-0850) 專業工作者消費

者提議開店。芳療工作者說：“我一直想要開一家那個精油的工作室，

我想要跟沈老師一樣，每天在這種香氣當中，工作又可以賺錢”阿宏回答： 



 

 

 

97 

”我想開一家按摩的 SPA館!也想要結合精油跟按摩，不然你來幫我好了!

”(B13120312-0952) 

伍、 維持工作穩定從中獲得滿足 

一、 阿宗提供客戶適切手法改善客戶身體問題。 

(一) 幫助客戶解決問題恢復健康 

阿宗：他(客戶)有拉傷，我只能跟他講說這樣按可能對你的血液循環

會比較好，能幫助助恢復他的健康。我是以協助他恢復他原有的功能跟健

康來做努力。(A13112611-0100) 針對他真的情況給實際的建議，讓他有

實際的改善與感受，針對他的問題來解決。保健按摩也要朝著個方向去做

服務客人，才能把客人經營的更好。(A13112610-0622) 阿宗希望證明

自己工作能力，強調按摩以技術取勝(李永昌，2003)，阿宗認為

按摩技巧可以達到協助顧客改善身體不適，但也認為技巧和知

識要進修，才能涵蓋醫學基礎與按摩技術，提供客戶安全服務

並兼顧按摩品質的消費市場(張梅蘭，2002) 

(二) 賺到預期的收入。阿宗:在中興醫院做兩天的按摩，是有讓我

賺到我平常生活費，加上街藝收入是足夠。(A13112606-0049) 

二、 阿宏技術與諮詢服務能幫助客戶改善健康 

(一) 被專業者肯定技術。阿宏: 依沙蘭很特別的手法，很多在國內

芳療師是學不來。一個肯園的顧問來給我做過以後，在芳療界留下一句話

“在我們國內做依沙蘭這個療程最好的就是阿宏”(B13120312-0850) 

(二) 用中醫理論讓病患瞭解身體狀況，讓獲得工作成就感。

阿宏:從一個理論基礎去跟客人談身體，因為我很清楚我不是醫生我不是

來幫你治病的。客人他想解決的是果，但是你的因才是你今天身體變得如

此的一個最大的關鍵。我可以從我所理解的中醫理論，去跟客人談身體，

讓他去理解他在食衣住行環節，有可能造成他現在身體的一個問題的原

因，讓我對我的工作產生更大的一個成就感。(B13120305-0215) 

三、 阿義工作形象與技術受到客戶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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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病患肯定服務品質。阿義:我在幫他做，他的女兒就在後面說

“我看你工作很用心”，她就是覺得我工作的時候，非常專注在做我的。 

有人站在外面一直看，就覺得你的手法最好，連碰都沒碰你怎麼會覺得我

最好。形象就很讓還沒有被接受服務時，他就可以看的出來(服務品質)。

從客人的口中他們是可以看的出來。(C13120902-0245) 十分鐘服務的

客戶也能感到滿意，藉此教育客人尊重按摩職業。阿義:十分鐘讓

他(客戶)覺得意猶未盡，我還是不賺你的錢，請離開吧! 後面的人要做

了。那是一種教育「如果他願意繼續做，表示你肯定我的技術」，「繼續

加時間，接下來他自己不是用嘗試心理去做，他是很放心，他很認同你的

技術來做」。賺這種錢是我謀生(技術)，不是僥倖賺到。 (C13120901-2819) 

(二) 學生應用他傳承的技術，獲得客戶的肯定。阿義認為豐

富的臨床經驗和專業知識在教學中同等重要(中華視障經穴按

摩推廣協會，2002) 阿義:豐富的就業經驗用於教學，你(老師)的獨特

性並不是特別好，而是(學生)以前是沒聽過。學生回饋說:“老師你教的

那個手法，客人都說很好”。(C13120901-1847)  

依Super 生涯階段25-45歲成年期的成長期，三位研究參與者受

到個人對職業的信念與個人特質的影響，從建立自己與按摩職業的

關係，到確立按摩經營型態。阿宗與阿宏對按摩工作價值從原先賺

錢，轉變為能助人改善生活品質的工作，在按摩工作中感受到被人

尊敬後，他們與客戶的互動變得更積極。 

依Super 生涯階段25-45歲成年期（Super、Savickas & Super，1996）

該階段小循環的探索期，三位研究參與者隨著不同階段的就業需求

而轉變的，他們了解不同工作機會特性，因應各自生活期待，決定

不同經營型態。阿宗明確指出考量按摩工時與地點的原因，但阿宏

和阿義是不斷調整自己的工時和工作地點，在按摩行業中持續尋找

心儀的工作機會，轉變自己的就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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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期的建立期之投入所選定工作，從三位研究參與者選定按

摩後，以技術和理論並用，持續發展並適應工作，從過程中明顯可

見三人按摩經營藍圖。依據藍圖規畫，三人重視的議題也不相同；

阿宗和阿義認為自己技術不足需要精進，阿宗尋求姐姐技術協助，

阿義透過協會管道參與技術交流，而阿宏透過自我學習而發展出自

我風格的按摩技術。不同於阿宗與阿宏，阿義開始接受職訓時，以

服務他人解決問題的想法，確立以理療技術為學習目標，因此積極

注意多元進修管道與產業知識。從工作適應上看到三位研究參與者

的性格、工作目標與適應方式的一致性，看到他們成功達成自我期

待中的工作樣貌，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透過他們適應工作的狀況，

得知視障者不只是一般職場，連按摩工作都面臨客戶、同仁互動的

模式、工作內容勝任愉快、工作能力達到職場需求(王育瑜,1996)的

議題。 

成年期的維續期之維持工作穩定。過去文獻提及自僱型視障按

摩師行銷困境，全盲視障按摩生活圈狹小與明眼社會嚴重脫節，難

以接受社會型態改變的事實(李菁華，2008)，由三位研究參與者經驗

發現他們積極經營目標客戶，極力行銷自己，持續經營維持工作穩

定。三人以名片行銷，不主動以電話接觸與關懷客戶維繫感情 (李

菁華，2008)，他們專注在工作現場關懷客戶，分享觀念給客戶，而

客戶因為信任技術而持續消費(黃坤祥、李宜樺2009)。他們強調工作

對客戶的影響，依照各自期待的服務品質，依客戶需求提供個別化

服務，讓客戶在被服務時能感受到服務的價值。他們刻意經營手技

與職業形象，教育客戶按摩保健觀念，讓客戶認同自己形象與技術，

讓客戶學會尊重按摩師。他們取得一般民眾接納與肯定，影響顧客

消費持續度，因而拓展了工作機會(李永昌，2003；Norima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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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新式按摩中心”推動的「健康」形象而改變顧客對待按摩師

的態度的做法是一致的。(王育瑜，2004；健生按摩院，2010) 

三位研究參與者對按摩職業價值不只是賺錢維生，而獲得被人

尊重的感受，他們要在社會認同下有尊嚴的賺錢，致力經營認同自

己技術與價值的客戶，達成就業穩定並獲取穩定收入。 (李永昌，

2003；胡名霞，2000；Ilana & Reuven，2005；Yun，2008；Young-il，

2008；Pecharat，2009；Norimah，2009；Mingli，2010；Yoshikawai ，

2010)，由此可理解視障按摩師為何常常說按摩是視障的重要就業職

種。 

  

第五節 未來規劃 

本節將討論受訪者的未來規劃，瞭解這三位按摩師如何因應期

待，持續規劃職涯藍圖。以下討論分為清晰的按摩職業期待、依興

趣發展出其他職業能力。 

壹、 清晰的按摩職業期待 

一、 持續進修技術提供個人化服務，技術獲得更多人肯定。 

期待能夠針對客人需求提供服務。阿宗：針對他真的情況，給他

實際建議，讓他有實際的改善，有實際的感受到，針對他的問題來解決。

(A13112610-0530)，即便要講保健按摩，也要朝著個方向去服務我的客人，

把我的客人經營的更好。(A13112610-0622) 期待自己有能力因應不同

症狀，變化不同技術。隨著按摩能力的提升，讓我慢慢朝著其他工作內

容(A13112610-0029)，工作方式朝向個人化，朝向希望的工作類型，有做芳

療、有做整脊。(A13112610-0116) 持續追求新知識技術。成就是我學到

更多，盡量去獲取新知，看我的朋友怎麼經營怎麼樣的做，或者我自己家人

他們怎麼樣來做，那我去找一些突破點。(A13112612-0238) 推廣按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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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觀念。如果我可以在按摩的領域上賺更多的錢，更多人知道我，我一樣

可以把更多的觀念推展出去啊!( A13112612-0124) 他期待獲得客戶認同

名利雙收。將在按摩領域賺更多錢設定為目標，假設越來越多的客人，接

受我的按摩觀念，相對的錢就賺多，獲益的人更多，我就出名了。

(A13112612-0132) 

二、 阿宏以享受自由生活的心態經營按摩。  

按摩創業重挫經營事業的野心。阿宏:我是非常外放的人，我以前

很高傲很自負，連做按摩都可以做到第一名。(B13120312-1400) 我進盲人

圈的這十幾年來，做什麼都是第一名，然後都是成功的，一直到我開店才踢

到鐵板。(B13120310-0415) 我盲人前期的十幾年一帆風順，我覺得好像戰

無不勝攻無不克呀，做什麼都是成功的。一直到我真的創業以後，就是把過

去那個累積， 一筆把我給壓死了!把我打垮了。(B13120314-0455) 他認為

挫敗來自於自己的情緒慾望。很多事情在碰到當下，喜怒哀樂那種情緒

會占滿我的心，我有這樣的雄心壯志，結果開店以後一切都不是我想的。

(B13120312-0535) 生意不佳讓他生活被按摩院束縛。賺不到錢，生活

被束縛在這個地方，花了這麼多錢開店，我必須守在這裡。 (B13120312-1334) 

他沉溺於過往光鮮亮麗讓自己無法前進。我割捨不掉過去光鮮亮麗的

生活。 (B13120312-1325)我一直停留在那樣的生活裡，無法沈澱內在，好

好歸零重新放空，重新展開自己新的人生(B13120312-1334) 

他靜下來沉澱心情，自我歸零學習謙卑，重新面對自己的人

生。這是一個很奇特的過程，如果老天他的安排是他有他的道理，他必須先

打掉我以前最賴以為生，或我最強的那些。菱菱角角把我敲掉! 心這麼大個

性又是這麼外放的人，如果不打我這一拳的話，我怎麼重新學習謙卑，用一

個放空的心，去學習任何新的東西。所以必須讓我徹底失敗，把我一腳踩在

地上以後，我才有可能重新去面對自己的人生。(B13120312-1400 ) 期許

自己未來不當錢奴，隨遇而安享受生活。現在我覺得我比較隨遇而安

啦! 我覺得任何事情啊! 機緣聚集以後，它自然會發生，所以我不強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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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情有它最好的安排。我覺得人不應該當錢的奴隸，我喜歡享受生活我不

是被生活享受。所以我喜歡像現在很自由的生活。(B13120312-0220) 

三、 阿義以自助助人為目標，持續累積工作經驗。 

阿義運用按摩技術幫助客戶也幫助學生。阿義：一直朝著自己想

的那樣的生活和工作，就是透過理療啊，理療的概念去幫客人服

務!( C09010510-0320) 我的手法不只是可以教學，是可以去謀生的，而且

客戶反饋，對他(學生)來說是一個肯定的。那我們就覺得當初我們這樣的學

習或者這樣的教學，對我們學生來說是受用的。我覺得豐富的經驗對我們來

說，不管是在職場上或教學上其實我們是更有彈性。(C13120901-1952) 

阿義認為按摩是真正的謀生技術。能依照自己體力工作。阿

義:它(按摩工作)非常有彈性，利人利己。現在客人不來，他給要跟我請假，

我去環台，我跟客人請假，大家誰沒欠誰，我不做沒賺錢，我做就有錢，體

力不好，我累了我可以說我沒空，是很有彈性。我幫助別人之前還是得看自

己有沒有那樣的能力與體力。(C13120901-2230) 能讓自己能夠掌握生活

節奏的技術。阿義: 它(按摩工作)是可以讓我生活，讓我自己去掌控生活

的一個技術，…他可以在生活節奏上自己去掌控。(C13120901-2310) 按摩

是能轉型的技術。到了一定的年紀，是可以轉型的工作(C13120901-0105) 過

去研究曾經提到按摩是高度勞力工作，按摩師可能因為體能緣

故，導致面臨生涯轉換(張彧，2003)，阿義在按摩內容與工時的調

配，已成功轉型經營方式，讓按摩職業在期待中持續發展。 

四、 利用按摩工時彈性特性，從事其他活動。 

阿宗選擇在醫院小棧排班兩天，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其

他時間投入音樂工作。阿宗：我最近有在練習一些我主修以外的音樂科

目，譬如像長笛，想要涉獵更多的一些音樂，需要一份很自由的工作，可以

從事音樂工作。(A13112606-0125) 以前我都比較花時間，電話諮詢跟街藝

的工作，這塊(積蓄音樂人能量)反而就放了。現在從事按摩工作，重拾我想

要的一些做法一些機會。(A13112614-0520) 

阿宏期待未來是自由自在的享受生活。阿宏:我覺得人不應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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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的奴隸，我喜歡享受生活我不是被生活享受。所以我喜歡像現在很自由的

生活。(B13120312-0220)  

阿義認為按摩工作能彈性調配，讓他有機會多元參與活動。

阿義:主動參與一些公開性活動，有時是受邀，我們延伸出來的按摩體操，

用來做宣導(是障按摩)。(C13121021-0213) 

貳、 依興趣發展出其他職業能力 

一、 將興趣發展成為工作機會 

(一) 期待成為受肯定的音樂人 

阿宗期待曝光度提升。阿宗：定期開一些演奏會、演唱會。每於

一個表演藝術的工作者到知名的場地做演出是相對被肯定，曝光度當然是

越高!與跟外面樂團合作，這是一個我的目標。(A13112612-0250) 尋找

表演的機會。每個人其實都有機會，只是機會的多寡而已，如果我要跟

明眼人的市場來比，我們這邊(視障音樂演奏者)算是幸運的，我們獲得的

比較多的機會。瞭解視障者的能力後才有合作意願，要證明實力

才能取得合作機會。我們必須要一直想辦法找機會，視障者跟外面的

人談演出這件事情，都是我們去求人家跟我們演出。近年有一些機會，我

朋友他跟長榮演出，我們先去跟人家談演出，他跟我們接觸過了以後，才

會有合作的意願，合作機會其實是真的相對是很難。(A13112614-0400)  

(二) 爭取被尊重工作實力的就業機會  

阿宏重視工作尊嚴，DID 教育講師與音樂街頭藝人的靠實

力工作，展現能力被人尊重肯定，不是因為視障者得到工作機

會。做 DID(教育講師)不是因為我是視障的喔! 是因為我真的做得出來這

個價值。(B13120314-0145) 做按摩也是這樣不是因為我是視障喔，因為

我是真的做的很好啊! 表演街頭藝人也是如此啊! 我不希望別人因為我

是視障的我，可以這樣子就很好，我對自己要求是很高的。

(B13120314-0202) 

阿宏認同 DID 課程意涵，他授證擔任 DID 主培訓師，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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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時間擔任教育講師。阿宏:我投入的時間很多，那我如何讓別人

聽得言之有物，它是一種很精準的表達，然後一個很精準的觀察，是一個

很內在的一種修為。(B13120315-0406) 希望自己是被認同能力下，

中獲得工作機會。阿宏:因為公司發展現實，不是我說我想要做就有得

做。我覺得只要認同我，肯定我就會來找我。是我自己認同的 did我才願

意進來這個環境，那麼有一天他必須改變我的工作現狀的時候，我覺得會

考慮。他沒有時間表啊，一切就隨緣嘛自然發生，反正我這個人的生活現

在很有彈性啊，要我做什麼我都可以，只要我開心我都可以做。

(B13120315-0701) 

二、 參與更多活動實踐自我 

(一) 從事未完成的夢想 

阿宏街藝圓了年青時以歌唱為職業的夢想。阿宏:出去表演的

時候還是唱歌比較吸引人。樂器它比較像背景音樂，我吹得再好，我走過

去就不一定會駐足來聽，可是如果是人家唱歌很好聽，我會停下來看誰在

唱歌。(B13120315-0850) 

(二) 維持生活樂趣 

阿義因興趣持續參與運動。馬拉松路跑。阿義:視障者工作長

期下來就習慣晚睡，早起是個很痛苦的事，更不要說跑步這麼劇烈的，除

非很有熱情，很想運動。喜歡跑步的視障朋友，希望在跑的過程能見度更

高，讓很多人知道是有一組視障者在跑，就會有人來問我們怎麼樣來帶視

障者。跑一段時間後體力比較好，沿路會喊借過、我們說謝謝，其實讓很

多人看到視障者能一直往前過去，破除一般人視障者就是比較弱，在社會

角落，(視障者)不管是能力體力都是比較弱的觀念。(C13121021-0804) 協

力車環台。看到協力車後面坐的是視障者，慢慢有這樣的印象下來，以

後碰到街訪鄰居，剛好眼睛失明，他還是可以鼓勵他，有這麼一群視障者

在從事這些活動，他就可以去分享訊息，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C13121021-1027) 挑戰鐵人三項。鐵人三項第一次參加的時候，大會

因為這樣的擔心擔憂就有一點排斥，他覺得視障者是做不到，會容易發生



 

 

 

105 

危險，他們站在一個第三者來看不瞭解情況，他們有這樣的擔憂是必然

的，我們透過那一次他們就就不會有那種比較封閉的想法。

(C13121021-0442) 挑戰 101 登高。還有登高第一次他們也是有擔憂，

他們就給我們排了試爬的時段，一方面證明視障者可以做，那邊他們的警

衛很驚訝，那成績出來我們的時間是少了他們的一半，就是藉由不同的活

動去爭取，去參加，慢慢讓很多人去看到視障者其實也是在參與。

(C13121021-0723)  

(三) 宣導視障形象 

以職業身分參與活動引起社會討論視障就業。擁有按摩師

與調音師兩種職業身分，容易引起一般人注意視障職種。阿義:

讓一般人除了按摩師之外，還有其他職種。因為有不同的職種，它(新聞

媒體)會有興趣，對視障議題有想法，引起一系列報導的效應。

(C13121022-0100) 表現工作專業讓社會看到視障者的不同形

象。阿義:努力在我們專業的區塊，讓大家能去看到，讓他能見度變高。

一直希望能夠帶給其他同儕好的影響。希望可以影響到更多人，讓將來的

環境更友善，不會讓他們去學習或設定目標的時候，造成太大的阻礙。比

方說考照，因為我(調音技術士考照通過)後續的就比較有機會照著這樣

走。(C13121021-0202) 帶領視障調音職訓生以實習方式走入職

場，讓社會上看到視障者從事不同職業。會去製造一些機會讓學生

出去曝光度能見度更高。到各地教會教養院，去做一些免費調音，讓更多

人看到視障者做調音。一般人可能不是很相信視障有這個能力，他們可能

就會謝絕。教會、單位有鋼琴，不是每一通(電話)都能很順利讓我們去幫

他做調音的。(C13121021-0422) 

以參與多元戶外活動，帶給社會正面形象。阿義多元參與

戶外運動，讓視障者的參與活動的需求被看見。阿義:很多運動他

們以往沒有看過視障者參與，他們認為視障者沒有機會，是能力上有困難

的，可能拒絕視障者去參與。我覺得視障者有很多活動是有機會可以參加

的。藉由不同的活動去爭取，去參加，慢慢讓很多人去看到視障者其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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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參與。(C13121021-0723) 阿義多元參與運動經驗，延伸人們討

論的話題，讓人們留下不同的視障者生活印象。像盲人棒球從事

的活動，跑步開始延伸，更多一些延伸出來，我的話題讓人家覺得很特殊。

我們從事的運動，像 101登高，知道我們是游泳的，印象中視障者游泳，

他會記比較特殊的標記。(C13121022-0239) 漸漸影響社會看到視障

者陽光面，鼓勵更多視障者活出生命色彩。破除一般人視障者就是

比較弱，(視障者)在社會角落不管是能力體力都是比較弱的觀念，在不同

的活動我們會盡量參與，我們希望他能形成一個比較正向的循環，讓更多

人看到視障者是很陽光、很正向，(C13121021-0814) 期盼帶動視障者

多多參與社會活動，改變社會對視障者的刻板印象。 

三位研究參與者在致力維持按摩工作的穩定之外，他們正同步

進行著其他活動，從他們因為收入穩定而開始進入 Super 中年期

(45-65 歲)循環，面對中年期成長期接受自身的限制、探索期辨識新

問題、設法解決與建立期發展新的因應技能。例如：阿宗知道音樂

工作機會少，不只依賴協會，更要嘗試爭取機會；阿宏在教育講師

上，重新面對視障學會新工作技能，要讓工作能力表現受到肯定；

阿義年紀已進入中年期，他積極參與運動，雖多次被拒絕，但仍積

極爭取參與機會。他們有高度活力，持續在挑戰新事物與做法，他

們在活動中，持續辨識新問題並設法解決、持續對於新事物發展出

新的因應技能，達成設定的工作或活動目標。 

阿宏和阿義積極實踐夢想的做法，依 Super 生涯階段已經進入老

年期(65 歲以上)之建立期的循環。例如：阿宏成為街頭藝人完成年

輕時歌唱工作夢想。阿義投入時間從事運動，但沒有出現 Super 成年

期衰退期之減少體能活動時間的循環，反而因為職業身分或活動，

得以參與視障宣導，有老年期生涯階段之成長期的發展非職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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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透過活動持續宣導視障者形象，同時進入 Super 老年期維續期

循環，他持續運動挑戰自我，維持生活樂趣。 

由三位研究參與者的職涯發展經歷，看到 Super 生涯階段青年

期與成年期的循環，也在他們身上發現中年期與老年期的循環似乎

有提前發生的樣貌。他們對生活充滿想法與期待，在按摩穩定收入

下，他們以自己喜好興趣，持續地成長與探索。依據 98 年 6 月各直

轄市與縣市政府視障按摩就業需求調查(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2009) 

指出多數重度視障按摩師沒有從事過按摩以外的其他行業、難以取

得按摩以外的工作機會，既使按摩工作收入不多仍繼續從事，面臨

難以轉業的事實。這三位研究參與者的職涯樣貌，明顯與該調查報

告的多數樣貌不同。 

三位研究參與者均從事過按摩以外行業，最後轉入按摩就業。

三人因為按摩彈性工時的特性，獲得額外時間參與其他活動或工

作。在穩定收入支持下，持續規劃與實踐夢想的生活。阿宗獲得彈

性工時，得以持續發展音樂興趣。阿宏修正賺錢為主的生活價值，

在經濟許可下，投入時間從事受人注目的工作，擔任教育講師與街

頭藝人，實踐夢想滿意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阿義讓工作與運動活

動合而為一，充分享受活動外，樂意投入宣導與技術傳承的工作，

將觀念和技術傳給更多的需要的人。 

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未來規劃中，發現按摩工時與收入是支持

職涯持續發展的動力，證實按摩的確實是三人最適切的轉業選擇，

在工作之外，他們都保有各自生活興趣，努力地讓按摩與生活合而

為一。雖然三人生涯期待不同，卻清楚選擇的生活型態，依照個人

興趣，投入時間從事按摩以外的職業與活動，持續累積其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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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依研究結果與討論，加以分析歸納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以

供關心視障按摩師就業歷的相關人士及單位參考，第一節為研究結

論，第二節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針對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綜合第四章的研究結果與討論，以

下將分為三大向度論述，分別為自僱型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發展

歷程、就業困境、自我效能影響生涯發展。 

壹、 自僱型視障按摩師的職業生涯發展歷程。 

本研究分析三位研究參與者的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以下將針對五

部分提出結論。分別「建構初期職業生涯方向」，「勇闖職場」，「就

業探索」，「就業定向」，「未來規劃」，  

一. 「建構初期職業生涯方向」 

(一) 對就業能力的看法，影響視障者選擇職場。 

阿宗能力是受到環境限制，積極爭取校內表現機會；阿宏認

為低視力與低學歷，無從選擇下接受工友工作；阿義認為一定有

能做的事，透過試做職務，終於找到適合自己視力的工作。 

(二) 因為視障而設限工作選擇。 

全盲阿宗只做視障能做的，例如：按摩、音樂表演、電話諮

詢，被動等待藝協與視盟媒合工作機會，從沒想過從其他管道找

工作；低視力阿宏缺乏工作信心，靠父親或阿嬤介紹工作，不主

動尋求其他工作機會；低視力阿義觀察適合自己視力的工作內

容，爭取工作機會表現自我。 

(三) 家庭與同事對視障者能力不瞭解，無力支持就業功能。 

阿宗與阿義就學期間，展現獨立能力。阿宗在音樂表演獲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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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順利升學，阿義工廠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令主管肯定的

能力。家人認為阿宗阿義很獨立把自己生活與學業安排的很好，

家庭對他們尊重他們選擇工作與生活。阿宏通作效率不好自認能

力低落無力改善，家人、長官與同事都無法理解他視力困境，無

力協助他克服就業困難。 

二. 「勇闖職場」 

(一) 缺乏協助與環境障礙下，視障者很難有最佳表現。 

阿宗無法即時取得點字樂譜，讓他自認無法有效率配合團

練，放棄進入一般專業合唱團工作；阿宏工友工作，多數內容

需要使用視力，在沒有工作內容調整與輔具協助下擔任工友，

再認真的態度也無助於改善工作效率，導致工作品質不佳；阿

義飯店接待客戶時需要大量使用視力，讓阿義只能做飯店房務

員，只能承認飯店職場難以發揮實力，不適合長期工作的地方。 

(二) 視障者在一般職場中，會被忽略視力障礙的特殊需求。 

阿宏長官分配工作不會考慮阿宏視力，阿宏難以達到與一

般人相同的工作速度與標準，工作效率差，工作品質不符合長

官要求，被誤解成缺乏工作能力。  

(三) 視障者不會主動提出協助請求，害怕別人看低自己能力。 

同伴注意到阿宗優異表現，卻不知他為何推辭工作機會，

阿宗也沒有主動尋求協助；同事們會發現到阿宏阿義的工作效

率較差，他們的行動跟一般人沒兩樣，不會刻意去協助他們，

阿宏阿義會怕同事長官發現而失去工作，不敢說出自己是視

障，也會刻意尋求協助。 

(四) 職務的適應壓力，來自工作勞心勞力但看不見績效。 

阿宗是電話諮詢員，卻無力支持求助者情緒，反變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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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壓力；阿宏是工友，每天費時費力用想盡辦法解決工作困

境，仍難以達成主管要求的工作品質，感到徒勞無功。阿義是

飯店房務員，卻難以有效率服務旅客，常擔心突發狀況無法處

理而感到壓力與挫折。 

(五) 視障者自我設限、探索或開放態度，影響職業表現。 

阿宗專注於自己擅長的樂器練習，音樂表演獲得肯定；阿

宏受到低視力限制，在工作中想盡辦法完成任務，在不適合的

職務中奮力工作，難有工作成效；阿義主動觀察環境，從工作

試作探索能做的事，找到適合後工作效率、品質與態度，獲得

同事與主管認同。 

(六) 離開一般職場原因，考量個人發展、經濟安全與視力。 

阿宗認為電話諮詢沒時間發展音樂興趣，在評估後決定放

棄穩定就業工作，轉業以街藝與按摩獲得收入。阿宏憂慮視力

衰退，在優退經濟無慮下，轉業成按摩師；阿義在電子工廠表

現良好，憂慮視力衰退離開電子工廠。飯店職務迫使他面對視

力障礙就業的事實，最後辭職失業在家。 

三. 「就業探索」 

(一) 早期經驗影響視障者職業生涯發展。 

阿宗在校音樂備受肯定，立志成為演奏家，後來因收入不佳

而放棄音樂，改任電話諮詢員；阿宏因視力退化造成學業表現

差，後來任工友時因視力差，費盡心力無力改變工作績效，挫敗

經驗讓自我否定，難以面對自己，不願面對視障事實；阿義做好

自己的本分，工作獲得工廠長官同事肯定升任領班，讓他有信心

轉換挑戰行業工作。 

(二) 視障者具備信心自我肯定，有勇氣挑戰未知的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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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宗與阿宏透過活動參與建構就業信心，當他們對能力具備

自信時，才評估自己轉業條件，最後下決心轉業。阿義不同的是，

他透過一般職場工作試作培養就業自信心，參與職業重建課程，

表現出積極主動，專注學習技術與適應職場。 

(三) 參與活動讓視障者學會正面態度，拓展生活期待。 

專業國樂團邀請阿宗合作演出，音樂專業者肯定視障者的技

術，增強他發展音樂的信心；阿宏接觸視障團體後，瞭解視障適

應方式，在活動中肯定自我建構自信心；阿義接受職訓，透過實

作認識視障者學習與工作方式，肯定自我能力下，挑戰一般職場

準備調音師執考。 

透過參與活動建構面對視障的正向態度後，三位研究參與者

均拓展對生活期待。阿宗規劃著手規劃重回音樂工作。阿宏認識

優秀視障同儕並交換經驗，勾勒出職業發展藍圖；阿義在職訓練

後，具體規劃調音與按摩工作藍圖。 

四. 「就業定向」 

(一) 建構個人對按摩工作價值。 

阿宗與阿宏原本以按摩工作賺錢，後來轉變成助人改善生活

品質的工作。阿宗與阿宏在按摩工作中感受到被人尊敬，與客戶

的積極互動。阿宗感受到技術助人的樂趣，以教育客戶正確按摩

觀念為工作目標。阿宏工作時專注在客人需求，讓客戶感受到用

心體貼的服務。阿義以解決客戶問題提供客戶所需按摩手法。三

位研究參與者一致認為按摩是具有專業且助人的工作，是讓視障

者有工作尊嚴的職業。 

 

(二) 以個別化服務，鎖定經營特定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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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宗在工作中與客戶交流意見並教育客戶按摩觀念，經營認

同自己理念的客群，以因應個別需求提供服務；阿宏認為服務應

由按摩師主導，需要一定時間提供更好服務，經營認同定價與技

術客戶，並提供個別化諮詢服務；阿義對技術有信心嘗試開發新

市場、想賺錢投入成熟市場跑單幫、提供理療服務成立按摩示範

中心、開發理療客源到醫院小棧工作，最後只服務預約客戶。 

(三) 維持工作穩定，獲得工作滿足 

阿宗從同儕分享顧客群支持下，獲得穩定收入，投入時間教

育客戶培養穩定客群；阿宏已有穩定客群，以中醫理論提供客人

健康諮詢，幫助客戶改善生活習慣讓他獲得成就感；阿義因應客

戶需求提供不同手法的個別化服務，持續累積理療技術經驗。 

五. 「未來規劃」 

(一) 持續維持穩定收入。 

阿宗以街藝與按摩收入維生，期待成為知名音樂人，用按摩

技術推廣好的按摩觀念；阿宏期許自由自在生活，以隨緣不強求

心態經營按摩工作；阿義以自助助人為目標經營按摩工作，持續

服務客戶並參與技術教學傳承技術。 

(二) 利用彈性時間做想做的事情。 

三位研究參與者認為生活不是只有賺錢，還有自己想做的活

動。阿宗有時間學習其他樂器，豐富表演工作；阿宏喜愛被人重

視被人注目嘗試教育講師，投入街藝表演實踐當年歌唱夢想；阿

義參與各項戶外活動，邀請視障朋友共同參與。他受邀公益宣導

時，分享他的職業與生活，自創按摩健康操讓社會大眾了解視障

按摩師，持續參與活動，期待改變社會上對視障者能力的看法。 

貳、 就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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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低視者持續使用明眼策略與視力正常者競爭。 

低視者不了解自己優勢能力下，只能感受到工作挫敗，不知

視力漸弱後，還能做甚麼工作。 

二、 視力限制下，職務、內容或工具必須調整後，才能進行工作。 

阿宗需要更便利與即時的閱讀點字樂譜方式，才會讓他有信心

進入一般樂團工作。阿宏工友與阿義飯店工作，都是大量依賴視覺

的工作，只能職務再設計，否則難以解除視障者工作效率的問題。 

三、 視障者資訊缺乏，難以理解職場狀況。 

全盲者阿宗若沒透過藝協媒合工作，他的專業無法被人肯定；

阿宏根本不知道是視障者能做甚麼工作，被綁在工友工作進退不

得，後來接觸活動後才得以知道視障者的生活與就業；阿義在職場

內不斷嘗試，但總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也沒有人可以問。 

四、 薪資太低，入不敷出，工作賺不到錢就會轉業。 

阿宗因為薪資放棄音樂工作，選擇收入穩定的電話諮詢員工

作；阿宏在選擇轉業時，考量各項工作薪資，最後選定按摩工作；

阿義在鋼琴工廠薪資低難以儲蓄，又視障者家戶調音交通成本太

高，因而放棄經營調音業務，轉經營按摩工作。 

五、 社會的職業印象讓從業人員感到自卑。 

早期保守社會氛圍，街藝職業地位低落，後來社會風氣大開，

假日從事街藝表演，試探性了解市場；阿宏學歷低視力差，年紀輕

輕擔任工友很自卑，雖然是公職，還是轉業到自己能掌握的工作。 

六、 被同事長官發現視力障礙，但卻無從瞭解如何協助視障者。  

阿宏擔任工友時，同事難以理解他的視力狀況，長官派任務不

會考慮低視者是否能做，他只能針對任務想出工作策略，但工作效

率與品質差；阿義面對明眼職訓老師與工廠同事，不知道要如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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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者鋼琴整調技術，他只能依照資深技師口述反覆練習摸索，最

後整理出視障整調考照流程，他只能靠著自修解決問題。 

七、 開店找不到師傅 

阿宏開店後困境是找不到師傅駐店，原因是店內技術水平定

位，讓他難以找到跟自己技術相符的師傅；阿義在經營理療按摩院

時，因為缺乏客源無法留住技術好師傅，而技術差的師傅無法留住

店內客戶。導致客戶多為外按或指定客，店內業績無法成長。 

八、 開發客源有困難。 

阿宏開店後遇金融風暴消費緊縮，難以開發新客源；阿義跑

單幫時在套房設置工作室，希望吸引更多客戶消費，但效果不佳；

阿義在經營理療按摩院時，地緣關係客戶多要求外按，造成店內

消費者很少；阿義為開發區域客源選擇醫院小棧，因為消費金額

低於個人工作室，客戶不會來店消費，並無法開發客源；他不適

應醫院小棧工作模式與薪資一度考慮去留，最後他因為能在醫院

小棧應證按摩理療理論，決定續留在醫院工作。   

參、 自我效能影響生涯發展 

一、 自我效能越低，越依賴他人媒合工作。 

阿宗依賴協會媒合音樂表演機會與視盟媒合電話諮詢員；阿宏

對求職沒信心，被動接受阿嬤安排擔任工友，工友工作讓他既挫折

又自卑，自我效能低落，完全不知道自己未來能做甚麼。 

二、 自我效能低導致放棄工作。 

阿宗面對電話諮詢客戶情緒有負面自我效能，壓力讓他決定離

開職場；阿宏工友工作長期累積挫折感，最後選擇放棄工作；阿義

飯店工作遭遇挫敗，他質疑自我就業能力，自我效能低落，最後放

棄工作失業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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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效能高主動爭取就業機會。 

阿宗音樂表演與街藝獲肯定，放棄 11 年穩定就業轉業按摩。

阿宏參加視障社團後，自信心與自我認同促使自我效能增強，讓阿

宏決定離開 13 年的工友公職，挑戰未知的按摩職場；阿義轉業時，

依著電子公司的成功經驗，強大自我效能挑戰新行業嘗試新工作。 

四、 自我效能高遇到困境會找尋方式面對問題。 

阿宏開店店後面臨困境，高度自我效能讓他得以從困苦環境

中，仍持續在按摩服務上突破，創造自己獨特按摩手法；阿義自我

效能高，在工廠期間主動觀察工作環境，找出合適工作並建構職場

關係。 

五、 自我效能越高能主動掌握學習機會。 

阿宗在音樂表現獲肯定得到正面經驗，增強自我效能，主動投

入更多時間練習表演技術；阿宗在電話諮詢中，因環境友善的正面

經驗而產生自我效能，工作容易上手對工作有信心；阿宏自我效能

高，求新求變的個性挑戰教育講師工作，重拾歌唱興趣在西門町街

藝表演；阿義在職訓中展現高度自我效能，同時完成兩種職訓，能

力表現獲得業界肯定；阿義在鋼琴工廠展現高度自我效能。重製視

障者整調流程，通過證照考試取得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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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對於視覺障礙者的建議、復健專

業人員的建議、視覺障礙者家庭建議、視覺障礙者同事的建議、未

來研究的建議 

壹、 對視覺障礙者的建議 

一. 及早了解視力障礙與自己的關係後，確認發展的優勢能力。 

二. 盡早習得一技之長，投入工作領域。 

三. 參與視障團體，取得視障相關生活與就業資訊。 

四. 建立工作同儕互動，持續保持職場上最新資訊。 

貳、 對復健專業人員的建議 

一. 以生涯理論的生命廣度，提供職業諮商，協助視障者釐清生

涯期待。 

二. 協助家庭成員了解視覺障礙與工作生活關係，提升明眼家人

對視障者能力認知，減少視障者的生涯發展。 

三. 協助求學中的青少年視障者，透過工作實作，釐清生涯期待。 

四. 協助就業中的視障者，因應生涯期待與就業困境，適性策

略，提升職場競爭力外，並持續職業生涯發展。 

五. 協助已失業視障者，釐清工作內容與能力差距，調整視障工

作適應技巧，重建工作自信心。 

參、 對視覺障礙者家庭的建議 

一. 家屬除醫療資訊外，應主動尋求視障諮詢認識資源。 

二. 家屬參與視障者活動，了解視障生活及就業的實際狀況，避

免對視障能力錯誤認知，延誤視障者建構職業適應能力。。 

三. 家屬扮演支持學習角色，協助視障者度過艱辛的適應能力重

建歷程。視障者在重建職業能力歷程中將經歷學習壓力與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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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需要家人以正確觀念支持鼓勵，協助視障者度過艱難時

刻。因心疼家人的離家或訓練艱辛，而不捨得視障者學習課

程，將落入過度保護視障者，使得視障者傾向依賴而不自覺

獨立的重要性。 

四. 家屬扮演支持社會參與的角色，關心視障者生活參與項目與

內容，與視障共享生活的樂趣。 

肆、  對視覺障礙者同事的建議 

一. 協助視障者之前，先詢問視障者需要協助項目與方法。 

視障者進入職場時，讓視障者知道職務內容，與可以使用的

協助的項目與頻率，支持他盡快適應職場的工作內容。 

二. 以對待一般人態度與視覺障礙者互動。 

不必過度擔心視障者，以一般互動方式，讓彼此熟悉，建立

職場人際關係。 

三. 提供視障者適時的關懷，減輕視障者對環境疏離感。 

視障者在職場上，常會因為自己的功能限制有時會不好意思

麻煩他人而產生挫敗感；此時，同事可以適時給予關懷，同事的

適時關懷，對於視覺障礙者對環境更有真實感，將是視障者在職

場繼續努力的支持力量。 

伍、 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對先天視障者就業後的轉業需求。 

本研究混合先天全盲與低視者的就業探討，雖可以看出不同

視力狀況的就業差異，但也可知全盲者雖提早認知自己的視力障

礙，並不代表能取得穩定就業工作，先天視障者也可能在穩定就

業後，出現轉業的需求。低視者使用已知的剩餘視力工作，面臨

喪失視覺的恐懼壓力，直到視覺不堪負荷，因視力被迫失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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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視障者在工作歷程中，焦慮工作持續度的情況，其相關因素可

深入探討。 

二. 視障者青年期就業議題與成年期就業議題不同。 

本研究三位研究參與者青年期就業並非家庭經濟主要來源

者，在職業探索與轉業中沒有顯著經濟壓力。假如成年視障者是

家庭經濟主要來源者，成年期轉業對視障者將是個困難的選擇。

本研究者另發現成年視障者選擇轉業，多已預備積蓄，才做出轉

業的決定。也發現有穩定收入的視障按摩師，仍持續選擇轉業，

或從事多種行業，這是未來值得探討的現象。建議未來可以就成

年期致障就業議題再深入探討。 

三. 瞭解職業重建服務對視按摩師就業影響。 

本研究三位研究參與者的職業生涯發展歷程，各接受長短不

同的職業訓練，分別為學校職業教育、短期職業訓練、兩年職業

訓練，在訓練中分別接受到不同的職業重建服務。未來可以選擇

接受過職業重建服務的視障按摩師，了解按摩就業歷程上碰到的

問題，以提供職重人員的提供服務時建議。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為考量研究參與者生活豐富性、就業豐富性、及參與

者表達意願，故本研究對象以青少年時期面臨視障就業議題，有一

般職場工作經歷，而後轉業為按摩師者為優先選擇。 篩選後三位研

究參與者均為男性，故本研究限制在於缺乏女性參與者觀點，不知

女性按摩師就業在職業生涯考慮。 另一限制為本研究缺乏成年後致

障者觀點，未有就業後致障者觀點，無法了解成年後中途致障的視

障按摩師面對就業的生涯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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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者反思 

本研究議題與研究者本身的工作經驗有緊密關係。研究者在

2002接受視覺障礙生活自理訓練員培訓，於2003正式成為訓練員，

又於2003-2005年成立身障庇護工廠，2005-2009年承辦視障職訓。投

入生活重建與職業重建的多年經驗中，專注在致障初期心理適應與

及職業探索，協助他們整理過去經驗、建構重返社會適應能力，並

協助其規劃未來生活藍圖。 

過去服務經驗裡，發現不論哪一個年齡層致障者，往往不知道

自己能做什麼，家庭成員也不知道視障者能夠做什麼，而讓視障者

長時間待在家中無所事事。 視障者生活圈狹小、就業經驗不多，致

使他們想要找工作的時候，不單面對操作障礙，還有人際互動、環

境掌控力差…等種種職業適應問題。   研究者經常看到尋求就業協

助的視障者，無論先天或後天致障，對於未來並沒有想法，他們直

到接觸視障同儕後，或是接觸按摩職訓後，或是穩定就業後，才重

新參與社群生活。  

研究者身為視障生活訓練師，一直認為視障者應完成生活重建

訓練，才有能力回到職場穩定就業。但服務經驗卻不是如此，致障

初期多數視障者不願意接受服務，直到被迫失業時，視障者才可能

尋求視障就業協助。此次研究發現了，視障者不願面對視力障礙的

事實，有很多複雜原因，例如：自己還看得到，家庭和視障者本身

都認為不需要調整；視障者再怎麼努力嘗試，都無力改變做事效率

的事實；視障者會選擇條件較差的工作環境來證明自己工作能力；

視障者不想使用輔具害怕跟別人看起來不一樣。研究者反思，未來

提供視障者服務時，應針對視障者的自我認同進行輔導，協助視障

者了解自己優勢能力，協助他們同時強化技術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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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原本認為家人與障礙者互動關係最為親近，視障家人理

所當然成為視障者就業資源支持供者，家人擔心視障者在外面受到

挫折，過度保護而失去就業探索的機會。 但本研究卻發現三位研究

參與者獨立自主，家人不但沒有協助照顧視障者的生活起居，反而

是視障者賺錢挹注家庭經濟。另外，研究發現機構提供視障者活動、

職訓、就業媒合與技術進修，是輔導視障者就業的重要角色，再次

證明機構與視障者生活與就業的關係密切。研究者深刻體認機構專

業人員是支持視障者職業生涯發展的重要角色，期勉自己不應單純

提供生活適應訓練，也應在服務提供時，關心視障者的心理需求與

就業期盼。 

研究者反思過去服務經驗，常以視障者現況能力來就業媒合，

以穩定就業檢視服務成效。 此次研究發現，視障者隨著心理期待而

轉變行業，研究中有兩位視障者工作分別長達11年與13年後，決定

放棄穩定職業，成為視障按摩師。從三位視障按摩師說話的語調與

言詞，感受到他們職業信心，他們表示按摩是令人尊重的助人行業。 

這件事提醒研究者，視障者期盼是一份能力被尊重的工作，期盼的

是經濟穩定的工作，也要在工作上有令人尊重的感覺。 

透過研究，讓我重新審思職業重建工作的價值，我期待希望未

來能協助視障者建構職業適應能力同時，也期盼以陪伴視障者編織

夢想，鼓勵視障者勇於嘗試走出自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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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研究參與同意書 

敬啟者： 

本研究「自僱型視障按摩師之職業生涯發展歷程探討」旨在希望以您的角度，試

著瞭解您選擇按摩工作前的經驗，您如何成為一個視障按摩師，以及您在就業過

程中所經歷的一切。除了對您個人經驗的理解之外，最終目的是將提供職業重建

人員作為未來服務方向的參考。因此，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本研究。不過，在研究

開始之前，仍請您先作充分的瞭解，再決定是否參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指導教授  張千惠 

研 究 生  葉昭伶  敬

上 

以下將逐項說明本研究之目的、方法、步驟及研究參與者的權益： 

一、 研究計畫名稱與簡介 

本研究為「自僱型視障按摩師之職業生涯發展歷程探討」，擬邀請於按摩

工作前已有就業經驗、並按摩就業一年以上的視障按摩師為研究參與者，透過

參與者敘說就業經驗的方式，來理解並分析其就業過程。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理解按摩工作前曾有就業經驗，後來轉變成視障按摩

師，以及過程中的主觀體驗歷程。 

三、 研究方法與程序說明 

1. 研究者先從相關機構中詢問是否有合乎條件的個案願意擔任研究參與者。其

中，您是我們優先邀請的對象。 

2. 若您願意參與本研究，您將先與研究者進行數次個別訪談，初步預計將會面

兩至三次，每次約一至兩個小時（訪談時間長度與頻率，也可能會依實際訪

談的情況而有些許調整）。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 

3. 研究者將訪談錄音的資料謄寫為逐字稿，再將逐字稿的內容編碼分析後，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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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為您的故事。研究者會將資料寄給您，請您協同檢視故事的內容與您個人

經驗的符合程度。若有必要，研究者也可能與您再次會面進行討論。 

四、 預期之研究結果 

藉由本研究之完成，預期可從視障按摩師的觀點，來瞭解在就業選擇時面

臨的助力或阻力，自我信念或生涯方向的轉變，以及所發展出的處理策略；以

作為職業重建工作人員未來規劃服務方向的參考。 

五、 可能產生之副作用及危險 

本研究以訪談的方式進行，訪談內容將涉及您面對視覺障礙的生命經驗。

雖然您已經歷過這個歷程，但在訪談的過程中，仍有可能會觸及您過去不愉快

的經驗，而引起悲傷、憤怒等情緒；一旦您對訪談內容有任何的不舒服或不適

感，請您立即向研究者反映，您有權調整訪談時間或退出本研究。 

六、 緊急狀況之處理 

在研究進行中，一旦您因回溯負向經驗而引起明顯的情緒起伏，研究者將

運用過去的諮商經驗，協助您緩和情緒，並回到生命經驗的整理。您可自主選

擇是否繼續參與研究；而若您有進一步的諮商需求，研究者亦將協助轉介其它

資源，以提供適切的服務。 

七、 研究參與者權益 

1. 費用負擔：研究過程中，您不需支付任何費用。 

2. 損害賠償：若您在訪談過程中感到任何不適或疑問，可隨時提出，研究者將

提供適當的解釋；若您對解釋仍不滿意，您亦有權隨時退出本研究。若因研

究造成您的任何損傷，研究者將立即提供必要之協助，並依法負損害賠償責

任。 

3. 隱私權維護：在訪談逐字稿中，足以辨識您個人身份的資料將被隱匿或變

造。因此，無論是故事文本或研究結果的呈現，均不會使您的個人資料曝光。

而訪談錄音檔只儲存於研究者的個人電腦中，研究完成後亦將一併銷毀。研

究者將對您的所有資料抱持保密的態度，小心維護您的隱私。所有研究過程

中關於您的資料，僅作為學術用途；若未來需轉作為其它用途，則必將徵得

您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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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退出與中止：您可以有充分的時間來決定是否參與本研究。您參與這項研究

是完全出於自願。任何時候只要您感到不適或不想繼續參加，不必提供理由

都有權決定退出。退出本研究，並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或被追究責任，也不

會影響您接受機構服務的權益。 

八、 研究參與者需協助事項 

1. 參與訪談，並在過程中盡可能分享您豐富的生命經驗。 

2. 在研究者完成您的故事後，協同檢視故事內容與您個人經驗的符合程度。必

要時亦配合再次會面以進行討論。 

期盼您能參與本研究。若您在過程中對研究程序或自身權利有任何疑問時，可

隨時與研究者葉昭伶聯繫。非常感謝您的合作！ 

───────────────────────────────── 

□ 我已瞭解本研究的目的、過程、自身權益及需協助事項。 

□ 我願意參與本研究。 

參與者：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者：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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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壹、 個人基本資料 

﹝1﹞姓名：                   

﹝2﹞性別：1□男  2□女  

﹝3﹞出生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4﹞教育程度：1□國小/小學 2□國中/初中 3□高中/高職  

               4□大專/大學 5□研究所及以上  6□其他______ 

﹝5﹞婚姻狀況：1□未婚/單身 2□已婚/同居 3□離婚/分居 

 4□喪偶 5□其他________ 

﹝6﹞ ........................................................................................................................ 請

問您的居住情形？1□獨居 2□和家人住 3□和朋友住 

 

貳、 選擇按摩職業前的狀況 

(1)  請您談談當時對自己就業能力的看法。 

(2)  請您談談在一般就業環境中，所遭遇的就業困擾。 

(3)  請您談談您如何適應一般職場。 

(4)  請您談談當時如何探索適合視覺障礙者的工作。 

參、 選擇視障按摩後的狀況 

(1)  請問您當初選擇按摩職業的原因。 

(2)  請問您經營按摩事業遭遇的困難。 

(3)  請談談您期待的職業成就是什麼。 

肆、 未來人生規劃 

(1) 請您談談除了工作外，還有參與哪些活動。 

(2) 請您談談自己未來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