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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先生 

 

點字是一項偉大的發明，它帶給我及許多失明朋友知識、學習及夢想。但點字

書籍的翻譯需要經過手抄、複印、釘裝及郵遞，往往幾個月後需要點字書籍的

學生也還是在等。 

 

到了電子時代，我們可以使用一些輔助器材如點字顯示器，接駁電腦閱讀，書

籍可以只是一個電腦文檔而已。我曾聽龍應台介紹她的新書《親愛的安德

烈》，電郵問她可否給我一個電子檔案，拿到檔案，便能與眾多失明朋友分

享。 

 

可惜，每年出版的新書少於千分之一可以讓失明人閱讀，這是一個「閱讀鴻

溝」，但是可以消除的。聯合國殘疾人士權利國際公約及本地法律都保障傷殘

人士有平等的權利，卻在閱讀上難於體現。香港法例賦予傷殘人士免受版權法

限制，2013 年 6 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通過馬拉喀什條約，定明無障礙閱

讀格式書籍免受國際版權規範。現時的問題是在於投放製作無障礙電子書籍的

資源嚴重不足。如果藉著資訊科技的應用，可以令有需要的學生學習得輕鬆一

點，成效理想一點，我相信政府、辦學團體以及社福機構也應盡力支援，以體

現平等權利。 

 

本會於 2011 年得到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出一個嶄新的電子學習計劃，為有閱

讀障礙的人士，包括視障、肢體殘障以及讀寫障礙的中小學生，提供各種支援

服務。有關計劃於 2013 年 8 月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資助，得以繼續

運作，並改名為「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除繼續協助轉譯教科書及教材為可

閱讀的電子版本外，計劃更免費提供相關的輔助軟件，以及向師生及家長提供

電子教材應用的培訓。此計劃在 2014 年 6 月推出「無障易學網上資源平台」，

提供一站式有關電子學習的資訊及服務，並設置無障礙教材資料庫，方便有需

要的同學及老師。 

 

祝願各位同學無懼障礙，發揮潛能，並立志貢獻社會。 



序言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執行總監蘇彰德律師 

 

香港賽馬會很高興支持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推出「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透過

先進科技如將教材轉換成電子或觸覺版本，全方位照顧有視覺或閱讀障礙同學

的學習需要，讓他們獲得平等的學習機會，同時亦為其父母及老師提供技術支

援。 

 

馬會支持協進會的工作已逾三十年，並資助協會為視障人士開展各種支援服

務。多年來，協會積極推動針對視障人士的資訊科技發展，並不斷研發創新的

電子學習設備及軟件，以改善視障人士的學習環境。期望此計劃可讓同學輕鬆

享受無障礙的學習樂趣！ 



序言 

香港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 

 

數碼科技促進了電子教材的發展，有視覺障礙引致在閱讀印刷版教材上有困難

的學生，可透過適當的電子教材學習。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的「賽馬會無障易學

計劃」，開發了電腦文字檔案格式教材，方便有需要的學生運用讀屏軟件在電

腦或流動裝置上閱讀，大大提高了教材的便攜性。本文集結集了該計劃下的學

生、家長及教師等的經驗和感想，以作分享。我祝願這本分享集能給予各位有

需要的學生一份「同路人」的感覺，讓他們能得以借鑒，勇敢面對困難，在學

業及人生的路上取得成功。 

 



關於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協進會成立於 1964 年，是香港首個由視障人士組織及管理之自助團體。本會一

直發揮視障人士的自助互助精神，以推動平等、機會、獨立為宗旨。 



關於 

閱讀殘障學生的學習需要  

 

閱讀殘障學生大致可分為以下類別： 

・視力障礙 

・肢體殘障 (無法手持書本或翻頁) 

・讀寫障礙 

 

閱讀殘障學生在學習面對的困難包括： 

・缺乏可閱讀格式的教科書及教材，令他們沒法閱讀足夠的學習資料； 

・由於家長及老師對他們使用的輔助器材不認識，遇到應用上的難題時會求助 

無門； 

・校內的環境以及網上系統並非完全無障礙，令他們難於使用及接受資訊； 

・參與課外活動及考試的安排未必能切合他們需要，或會影響校內參與和表

現。 

 



關於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於 2013 年 8 月開展為期

三年的「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此計劃希望為閱讀殘障學生提供各類支援服

務，協助他們善用電子模式學習，藉此消除他們與一般學生在學習上的差距。 

 

服務對象 

・閱讀殘障學生 

・有關學生的家長及老師  

・向有閱讀殘障學生提供服務之機構 

 

服務內容 

・製作無障礙電子及觸覺教材 

將中、小學課程的教科書、參考書及教材轉換成可供閱讀殘障學生閱讀的電子 / 

觸覺版本。 

 

・培訓及支援 

向有需要的學生、家長及教師提供電子學習的技術支援及顧問服務。 

 

・研發相關輔助工具 

檢視最新的輔助科技，研發適合閱讀殘障學生的學習軟件。 

 

・電子學習網上資源平台 (http://ELFA.hkbu.org.hk) 

設置無障礙教材資料庫，提供最新的本地及海外電子學習資訊，同時讓學生、

家長和老師交流電子學習經驗和心得。 

 



服務使用者分享  

 

閱讀變得有趣味了！電子學習令視障學生願意閱讀   

被訪者：視障學生訢橋及訢橋媽媽 

 

訢橋是小學二年班的學生，雖然視力狀況只是輕度弱視，但如果要長時間閱

讀，仍會令他的眼睛泛紅和疲累。尤其是閱讀理解，對訢橋來說是十分辛苦

的。所以在一年班的時候，他已經開始使用電子書來學習和做作業，當中以中

文科為主。 

 

讀屏軟件可以把課文內容從頭到尾逐一讀出來，訢橋便可從聆聽中理解課文內

容和學習新的生字。事實上，如單靠眼睛閱讀，訢橋需要花大量精神才可看清

文章內容，要完成一份簡單的閱讀理解也會很疲倦，這亦嚴重地影響了小朋友

的學習動機。 

 



準備投入主流學習生活   

被訪者：視障學生子諾和樂詩 

 

子諾和樂詩都是心光學校的中三學生，他們現在的視力狀況是接近全失明，只

能夠看到一些光與影。明年他們便會轉到主流中學繼續升學，二人都期望使用

電子書可幫助他們更容易適應主流學校的學習生活。 

 

子諾和樂詩都認為傳統的點字書籍並不方便，學習效率太慢，電子書的出現令

他們在學習上得到很大的方便，尤其是子諾，雖然他已學習了點字兩年，大部

份的點字都已經學會，但由於不純熟，所以在摸讀點字仍十分慢，擔心會追不

上課堂的進度。子諾認為使用電子書聆聽課文內容不但效率高，遇到問題時，

可以直接找別人幫忙，同學或老師透過電腦屏幕的顯示，便可知道子諾正閱讀

的電子書內容，從而提供適當的協助。 

 

樂詩就認為利用點字機在課堂上做筆記十分不方便，一來點字機較重，難以攜

帶，二來打字時會很嘈吵，影響她聆聽課堂內容。如果用點字牌記錄筆記，速

度又太慢，未能追上老師講課的速度。使用電子書的話，她便可以直接在電子

書上輸入筆記，方便得多。 

 

子諾和樂詩今年都會多用電子書及讀屏軟件，希望能夠盡快熟習以電子方式學

習，將來在主流中學上課時可以追得上學習進度。他們現時都喜歡將電子書下

載到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中，在外出坐車時也可以聆聽。 

 



資訊科技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被訪者：視障學生子鈴、嘉欣和阿霏 

 

於心光學校內就讀中一的子鈴、嘉欣和阿霏，都有使用電子書及讀屏軟件來學

習。讀屏軟件不但解決了她們學習上的問題，而且增加了她們得到資訊的渠

道，令她們日常的生活變得更多姿彩。 

 

以往使用傳統點字書學習，效率很低和不方便。由於點字書會分為多冊釘裝，

往往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尋找需要的書本。在使用電子書及讀屏軟件後，她們都

認為閱讀效率提高了，不但閱讀的時間縮短了，而且可以直接在電子書上輸入

筆記，相對地可花在功課習作上的時間也變多了。 

 

電子書及讀屏軟件不但幫助她們學習課本上的內容，有時候如需要上網尋找學

習相關的資訊時，利用讀屏軟件上網變得方便得多。事實上，接觸互聯網亦為

她們帶來不少課餘娛樂。跟一般年青人一樣，三個女孩也喜歡網絡上的娛樂及

資訊。她們經常都閱讀新聞，得知現時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也喜歡在網絡上

聆聽音樂。嘉欣表示，她特別喜歡同叫嘉欣的香港歌手鍾嘉欣，阿霏則喜歡聆

聽有鋼琴伴奏或德國的音樂。她們都喜歡瀏覽社交網站「FACEBOOK」，在網

站裡留言及與朋友一起玩遊戲。 

 



電子學習有利於準備公開考試  

被訪者：全失明學生念璋 

 

現就讀聖保羅中學男校中五班的念璋，對於應付來年的香港中學文憑公開考試

(HKDSE)直言有一定的壓力。幸好，電子學習大大幫助了他預備來年的公開考

試。 

 

首先，要充足地準備應付公開試，考生必須閱讀大量的教材。但製作傳統點字

書需時，故可提供予視障學生閱讀的教材實在有限。另外，點字書本數量多而

且很重，十分不方便。就以一本數學教科書為例，一本約三、四百頁的數學

書，如轉譯為點字書就會變成二十多本，要帶回校閱讀也十分不便。如使用電

子書的話，只需要一部很輕便的手提電腦又或是點字記事簿便可以。念璋表示

有很多科目只溫習課本是不足夠的，一定要參考額外的筆記。例如歷史科，老

師會在課堂上派發很多筆記，如使用電腦便可直接閱讀這些筆記的電子檔而不

用再轉譯成點字。而有一些科目如通識科的筆記，很多時需要在筆記內直接填

寫關鍵字，這些在電子文檔上都可輕易做到，但使用點字書就不可以了。 

 

另一方面，念璋認為電子書給予他新的溫習方法，以經濟和數學科為例，試做

過去的考試題目是非常重要。現在只需要將所有試題及標準答案都儲存在點字

記事簿內，便可一次過將大量資訊帶回家溫習。而他在溫習試題時，可在點字

記事簿中的空白檔案作答，完成後再將自己的答案跟電子檔案內的標準答案核

對及修改。這與使用傳統的點字書來比較，優劣立見。 

 



媽媽的無限支持   

被訪者 : 讀寫障礙學生家長潘太 

 

潘太的兒子阿楠在六歲時經診斷，證實有讀寫障礙。跟其他有讀寫障礙的學生

一樣，因辨認文字的障礙，令他們的學習能力大受影響。在 2013 年，阿楠參加

了協進會的「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現時她的兒子在學習成績上得到顯著的

改善與進步。 

 

在小學階段時，由於當時校內沒有足夠的支援，導致阿楠成績表現不如理想，

甚至考試只得零分，所以潘太每天要花數小時去幫助兒子溫習功課，天天也要

把書本和功課題目的內容讀出來幫助兒子理解，故此潘太大部份時間都用在兒

子身上，實在沒有時間處理其他事情。 

 

參與計劃後，透過電子書及讀屏軟件，阿楠在辨別文字和閱讀能力有很大的進

步，自信心也得到提升。當需要備課時，他首先會使用讀屏軟件把書本內容讀

出來聆聽一次，然後再一邊閱讀電子書的文字，一邊用讀屏軟件聆聽內容。最

後，他會再聆聽內容多一次，這樣便可以在課堂上完全理解老師的講解。另外

在學校裡的考試，因可以透過讀屏軟件理解題目才作答，他的成績也得到顯著

改善。潘太也因為軟件能夠協助兒子自行溫習，空餘時間也多了。 

 

現在阿楠已經是中四的學生，兩年後將會面對公開考試，她期望軟件及電子書

可以幫助兒子應付公開考試，讓兒子能夠考上大學，完成他自己的夢想。 

 

 

讀寫障礙學生 - 阿楠的心聲 

 

我會在學習時使用讀屏軟件聆聽，同步查看電腦屏幕及翻看書本。如此一邊聆

聽、一邊查字、一邊閱讀內容，方可完全明白書本的內容。回校上課時，便可

「時」半功倍。 

  

事實上，使用讀屏軟件學習後，記憶速度加快了。跟未使用讀屏軟件和電子書

的時候比較，需要掌握課文內容的時間明顯減少。與其他人所需的學習速度差

距拉近得多，對於學習的信心亦有所提升。而一些較困難的字句，因讀屏軟件

的讀音及辨字功能而更容易有所印象。好像中文的同音及類音字，之前是極難

分辨到，但使用讀屏軟件和電子書後，都有所改善。 

 

預備考試的最佳方法，便是用讀屏軟件讀出由哥哥為我度身訂造的筆記文字檔

案。而考試時，遇到不明白的試題只要用讀屏軟件讀出，我便會完全明白。 

 



一本書的重量 - 肢體殘障學生的煩惱   

被訪者：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高級職業治療師盧景鴻先生 

 

在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工作的職業治療師盧 Sir 表示，電子學習對於

一些肢體殘障的學生在學習上帶來很大的改善。好像患有肌肉萎縮症的中五學

生 Jerry，便常用電子書來學習。 

 

Jerry 因為身體的狀況而不能舉起雙手，所以要從書包取出書本或翻頁也會感到

非常吃力。但 Jerry 手指活動的情況理想，只要將書本轉為電子書，他便可以利

用平版電腦的觸感屏幕操控，不需其他人協助也可隨時閱讀書籍。 

 

盧 Sir 認為肢體殘障，如患有肌肉萎縮症的學生，雖然視力沒有問題，但由於

身體狀況的限制，使用印刷書籍對他們來說也是困難重重，而電子學習正正可

以利用新的閱讀模式，填補他們這方面的需要。 

 

 



不再害怕學習中文了！ 

被訪者：香港紅十字會甘廼迪中心何碧玲老師及學生嘉駿 

 

腦部受損的嘉駿在學習上一直遇到不少困難，尤其是學習中文。由於視力不佳

以及身體活動能力所限，要閱讀印刷書籍有一定難度，好像簡單如翻頁也不容

易做到。此外，腦部的損傷令嘉駿難以辨認文字，特別是複雜的中文字，要學

習和理解往往要花上很多時間和精力，嚴重影響學習進度。 

 

香港紅十字會甘廼迪中心中文科的何碧玲老師見證著讀屏軟件和電子書對嘉駿

學習中文的幫助。嘉駿中一的時候，何老師負責他的中文科，發現他在學習中

文時面對很大的困難。除了要職員或同學協助翻頁外，一些比較長的中文內

容，也要別人朗讀出來嘉駿才可理解到。因此，嘉駿如要自行溫習基本上是不

可能的，所以學習進度並不理想。 

 

到了去年，何老師再有機會教授升上中四的嘉駿。事隔兩年，何老師發現嘉駿

在學習中文上有明顯的進步。只要職員於第一堂協助嘉駿安放電腦及下載他當

天要用的電子書，嘉駿之後便可完全自行操作電腦，包括用讀屏軟件閱讀所有

的電子書，他可直接於電腦上做筆記及功課，更可隨時溫習課本內容，不用再

麻煩其他人為他朗讀課文。 

 

看到嘉駿的轉變，何老師十分欣慰。特別是自主性加強後，嘉駿學習的動力大

大提高。她十分希望嘉駿可於兩年後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目考

試，挑戰自己。同時，嘉駿亦多了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包括攝影小組。看到

嘉駿所拍攝的相片，我們希望他的心情也時常可如相片一樣，七彩繽紛。 

 



無私的付出，帶來黑暗中的一點光   

被訪者 : 義工 Stella 及 Alan 

 

Stella 跟 Alan 已經參與了「電子書製作」的義務工作一段時間，Alan 更服務超

過三年了。 

 

當學生們把課本帶到協進會後，工作人員會把課本掃瞄成 PDF 檔案格式，接著

用 OCR 軟件把課本轉換成文字檔案，之後義工便會校對 OCR 軟件轉換出來的

文字檔和原文的誤差，並作出修正，完成後學生便能準確地掌握書本的內容。 

 

Stella 退休後，在一次偶然機會下透過電視新聞報導得知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正招

募義工協助製作「電子書」。她覺得這計劃十分有意義，而且可以自由選擇工

作時間及地點，故此她主動聯絡協進會並參與成為義工，協助校對電子書的內

容。 

 

Alan 主要負責以文字表達書內的圖片，他覺得這工作其實一點也不容易，在了

解更多失明人士的需要，描述方向、大小及形狀等各方面的溝通方法後，他處

理圖片描述的工作便開始得心應手了。 

 

於一次協進會安排的分享活動中，一位閱讀殘障學生的媽媽，分享了電子書如

何大大地幫助自己的孩子溫習及理解學校的書本，這令 Stella 明白到這義務工

作的意義，更加投入。現時她一星期會來做一天的義工，為了不延誤電子書製

作進度，有時候就算身體有點不舒服，她也不會缺席每星期的工作。 

 

而當 Alan 知道失明的學生可以透過讀屏軟件閱讀書本，並提升他們閱讀的效

率，更令他覺得能參與這項義務工作是十分有意義的。當他知道一些採用了電

子書的同學在公開考試中獲得優異成績時，他感覺像打了一支強心針一樣，支

持他繼續參與這工作。 

 

Stella 跟 Alan 都認為這些失明的同學是值得讚賞的，他們以堅強的意志， 

戰勝了身體的缺陷。最後他們希望懂操作電腦文書工作的朋友，可以 

騰出一些空餘時間參與這義工計劃，為有需要的學生們出一分力。 

 

 



義工心聲 

 

透過參與這個義工計劃，令我體驗到助人助己的快樂。一方面可以幫助到同學

在學習上的需要，同時也充實了自己退休後的生活。盼望新的一年能夠製作更

多書本，滿足更多同學的需求。 

Tony  

 

很高興在義工分享中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分享在製作無障礙電子教

材的經驗。最難得的是親眼見到一位失明人士如何利用讀屏軟件學習、上網、

聽歌及搜尋新資訊等，同時更佩服他們在學習上付出的努力。透過一位有讀寫

障礙兒子的母親的分享，讓我更了解到這計劃的成效。祝願閱讀殘障的學生能

排除萬難，活出精彩人生。最後，更希望這項計劃可繼續延續，讓我們一班義

工可繼續為這計劃服務。 

Pauline 

 

有能力和時間去幫助別人，本身就是一種福氣。在協助製作電子書的過程中，

我更加體會到自己是多麼幸運。能夠為有需要的同學略盡綿力，實在是別具意

義。 

Patrick 

 

兩年前，一個機緣的情況下認識了這計劃，覺得好有意義，服務時間亦具彈性

及自由，加上自己亦喜歡打字的工作，所以便開始成為此計劃的義工。在過往

兩年服務的過程中，我有很多不同的得著。首先是對視障人士在學習上的困難

加深了解，其次是在服務過程中令我不斷溫故知新，緊貼香港現今教育水平和

質素，更可訓練自己的思路保持清晰及集中注意力，這樣才可清楚及具體描繪

書本上的內容，是有很大的挑戰性及滿足感。  

Stella Ngai 

 

足不出戶就可為一群極需支援的學生出一分力，實在很有意義！ 

Lilian  

 

好高興可以參加這計劃，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的“同學仔”！ 

May 

 

我對香港失明人協進會「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有很深刻的感受，我很高興能

參與其工作以協助殘障學生追求知識，同時慶幸自己擁有正常視力。 

Irene 

 

感謝上帝，我們是如此幸運地去做這充滿意義的工作，那些學生在面對學習困

難時表現出十分堅強的意志，我們都為你而感到驕傲！ 

Jo 



無障易學網上資源平台  

http://ELFA.hkbu.org.hk 

 

2014 年 6 月推出的無障易學網上資源平台，為閱讀殘障學生提供全方位支援。 

 

計劃資訊 

詳細介紹「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的相關資訊，包括服務內容、申請方法、以

及設置無障礙教材資料庫，方便有需要的閱讀殘障學生，可隨時查閱計劃可提

供的電子教材。 

 

免費網上 OCR 服務 

提供光學文字辨識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 服務。已登記的使用者可

隨時上傳需要轉譯的圖象檔案到網站，系統會在 24 小時之內，把文字辨識後的

文字檔案傳送到指定電郵。文字辨認過程全由機器自動執行，沒有人手操作。 

 

電子學習資訊介紹 

各款輔助學習工具的詳細說明及示範短片，介紹使用電子教材的最佳方法。 

 

無障礙電子教材製作指引  

介紹製作無障礙電子教材的三大原則。 

 

服務使用者經驗分享 

多位服務使用者親身分享參與計劃及使用電子教材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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