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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生藝術參與行動研究---以『看見：我的微光美學』展覽

為例 

趙欣怡 

國立台灣美術館副研究員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看見：我的微光美學」展覽為行動研究個案，利用觀察記錄、課

程執行與問卷調查方法，探討如何籌畫以「視障者為中心」的策展理念，從志工

培訓作為課程發展基礎，為八位介於 10至 17歲的視障學生規劃多元藝術欣賞與

創作活動，包含美術館的參觀、平面與立體藝術媒材創作課程，以及從視障觀眾

需求出發的無障礙展示設計。 

研究結果發現，視障美術藝術參與活動必須以視障者需求作為主要設計理念，

以非視覺探索活動規劃出發，並且搭配受過口述影像解說與多元感官操作技巧訓

練的志工協助視障學生參與藝術活動，進而以觸覺操作、點字與語音資訊帶領視

障生從立體到平面完成雕塑、繪畫與攝影創作，並以「創作者為中心的概念」讓

視障生自我導覽，以非視覺觀點傳達個人創作想法。最後，無障礙展示規劃必須

包含點字雙視資訊、觸覺立體地圖、3D 列印複製品、口述影像訊息等，讓視障

與明眼觀眾都能充分理解展覽作品，藉此追求藝術文化平權的實踐。 

 

關鍵字：視障生、藝術參與、文化平權、無障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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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創作，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

而藝術，則是人類文明所產生的偉大

文化產物之一，無論任何人都具備平

等的權利與機會去享受藝術、探索藝

術。而視障者與藝術文化的關係早在

1794 年 Diderot 就在山洞中發現盲人

的繪畫線條，開始影響心理學家對於

視障者的圖像創作與認知的研究興趣，

也間接影響發展視障者接觸美學教育

的可能性。 

在藝術史上，更有諸多視覺障礙

的知名畫家，以致形成許多創作風格

的轉變或特色，例如：莫內(Monet)、

畢沙羅(Pissarro)、梵谷(van Gogh)、竇

加(Degas)、雷諾瓦(Renior)、高雅(Goya)

等多位知名畫家並未因視力障礙而停

止繪畫習慣，反而因為視野不完全或

視力模糊，以致繪畫作品創造出別具

個人視覺經驗的特色，又如歐姬芙

(O’Keeffe)因晚年黃斑性病變因素，反

而嘗試描繪微觀下的巨大花卉畫作，

便成為她後期廣為人知的作品特色。

許多案例都證明了視覺障礙並非藝術

創作的絆腳石，在藝術家的堅持與社

會環境的鼓勵之下，障礙可能成為獨

特且別具意義的藝術表現。 

然而，國內的視障美術教育發展

是一門冷門且新興的議題，早期僅有

極少數的公益單位曾為視障者開設藝

術創作或相關的課程，長期以來普遍

缺乏視覺藝術活動，加上學校與家長

較不重視藝能科目的學習，以及社會

提供的藝術創作或欣賞之輔助資源不

足，諸多的負面條件下，視障者多選

擇被動或消極的方式面對藝術活動，

而長期缺乏美術活動的刺激也間接影

響了視障者的人格發展與思維，易於

與社會脫節。 

近年隨著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參與

權逐漸受到社會重視，透過社會、文

化與教育的資源，讓每一位民眾都能

與周遭環境有所連結，更能破除障礙

理解世界的資訊。同時，近年

Sandell(2007)提出障礙文化的議題也

逐漸被社會大眾理解與重視，以障礙

者的經驗與需求所發展而來的藝術表

現形式，將作為平權理念的基礎，因

而視障畫家的養成再也不是天方夜談，

而是透過各種美學經驗的生活串連，

結合多元感官技巧操作練習，以及社

會包容且開放的價值觀點，讓視障者

有更多生命的發展向度。 

雖然，視障者人口僅占國內的千

分之四，然而視障者如何突破生理障

礙所完成的藝術美學表現將是一般大

眾得以相信生命無限可能的重要基礎。

預期藉由本想像計劃的執行與影像再

現，除了讓一般民眾得以翻轉美學體

驗，欣賞更多元形態的藝術表現，更

將帶領身心障礙的孩子勇敢去接觸藝

術，大膽表達自己的想法，透過展覽

延續繼續創作的機會，讓藝術真正成

為每一個人生命的最美好的經驗。 

因此，本研究透過多年的視障美

術教學與研究經驗，設計規劃一套作

為個案行動研究的非視覺美學創作課

程，包含繪畫、雕塑與攝影活動，以

及無障礙展示規劃與設計，從中探討

如何以多元感官利用的教材設計發展

出以視障者為中心的藝術創作與欣賞

活動，日後能提供給教育單位、文化

機構或公益團體思考規劃視障者藝術

活動的設計方針。 

二、文獻回顧 

心理學家 Revesz (1950)提出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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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透過觸覺感知理解藝術美學的研

究論點，成為近代研究盲人繪畫的重

要里程碑，而後專研盲人繪畫的心理

學者 Kennedy（Kennedy，1983，1984，

1993，1997，2003）證明盲人除了有

能力以觸覺感知判讀圖形，更能將立

體物件空間認知轉化為平面繪畫，以

線條繪畫表達空間概念，並且認為觸

覺可取代視覺感知能力。 

國內少數談到視障者美術相關的

活動中，林育德（1996）認為立體雕

塑活動是最能引起視障者創作興趣的

媒材，並且從中獲得成就感的創作活

動。然而，在少數視障者立體表現方

面的研究中，鄒品梅（1983）從立體

造型創作活動之觸知覺能力並不受視

覺敏銳度影響，換言之，創作活動不

因視覺能力之強弱而決定作品表現，

並強調視障兒童美感經驗對其人格發

展之重要性。 

國內學者徐慧芳（2001）研究發

現，視障者在兒童階段，平面與立體

表現無明顯差異，但青少年階段後，

立體表現明顯優於平面，且落後明眼

約四年，並建議視障者在立體媒材上

的發展序列可區分為無明顯再現塗鴉

期（scribbling stage）、前樣式期（the 

preschematic stage）、樣式期（ the 

schematic stage）、寫實萌芽期（the early 

realistic stage），作為視障立體表現之

發展理論基礎。 

2002 年美國盲人藝術教育中心

（Art Education for the Blind）創辦人

Axel與 Levent提出學習藝術相關領域

內容與課程對於視障者與社會大眾的

益處與正面影響（如圖一)。從美學理

論、藝術創作、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的

需求衍生出視障者的教育學科，包含

歷史、社會科學、文學、語言、自然

與文化，視障者在學習藝術過程與經

驗中，除了如同所有民眾一般獲得批

判思考、語言表達、自我覺察、感官

訓練等技巧，亦將累積閱讀點字、圖

像理解、觸覺探索、社會人際等能力，

並可能進一步與社區的人事物結合，

發展完整的人格與多元的職能。

 

圖一、視障者學習藝術教育觀點架構圖(趙欣怡，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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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視障美術教育發展起步較晚，

即使專門的視覺障礙特殊學校都少有

美術相關課程，接受融合教育的視障

生反而較容易接觸到美術課程，加上

國內並沒有視障美術創作專門教師，

因此，視障生通常透過寒暑假工作坊

活動學習觸覺繪畫或立體雕塑。例如：

國立臺北啟明學校出版一本《視障生

的美勞教材百寶箱》，裡面匯集了一位

從事特殊教育教師的教學經驗，包含

七份美勞教案，以及簡易工具使用的

方式與剪貼切割的技巧，內容多為暑

假營隊活動成果紀錄（林麗慧等，

2008）。由於教學內容並未明確區分學

生視力程度與學習成果的差異，再者

學校當時未能持續發展美術相關課程

實為可惜之處。 

國內學者以視障藝術家廖燦誠為

研究對象，觀察其如何在非視覺狀態

下進行書法創作，研究結果發現除了

以觸覺定位判斷構圖、尺寸與線條位

置，以及創作材料用具的物件輔助定

位，以及視障者進行藝術創作透過多

元感官所形成的心像定位，才得以完

成畫作表面無任何凹凸特徵的書法創

作 (Shih， Chao &Johanson， 2008; 趙

欣怡、施植明，2009)。接著以視障者

的創作經驗為基礎進行視障學生的水

墨課程設計，從觸覺定位、物件定位

與心像定位進行前測與後測，比較視

障藝術家經驗的教學介入產生的改變

與影響。研究發現，先天全盲學生較

低視能學生從中達成較多的學習目標，

並獲得較高學習成就（Shih&Chao ，

2010）。 

筆者經過多年視障生美術創作課

程的研究與曾經提出視障美術創作六

個主要基礎美學能力作為視障美術教

育的發展方向，亦是視覺藝術基礎教

育中需 

培養與訓練的能力：手部觸覺操

作能力、圖像辨識溝通能力、創作空

間定位能力、口述影像理解能力、立

體造型表現能力、平面圖像表現能力，

六項美學創作基礎能力可作為未來規

劃完整美術創作課程架構與活動內容

之參考指標，也是漸進式視覺藝術創

作能力培養，並提供未來視障專門或

融合教育視障師資能從中學習視障美

術教育課程與教材教法，提供給更多

視障生接觸藝術教育並發展其觸覺創

作能力(趙欣怡，2014)。 

特別再在繪畫課程開發研究上，

全盲者的線條圖像表現除了對應現實

生活環境的各種現象，再現具體人體、

物件或風景的輪廓與造形，更透過豐

富的複合感官經驗，運用觸覺、聽覺、

動覺、本體覺等多元感官知能表達生

活經驗中難以用視覺表達的隱喻概念，

例如：速度、溫度、情緒等(Kennedy，

2009；Chao &Kennedy，2015)。 

在無障礙的展示規劃上，以視障

者需求為出發的設計目標也包含了以

「展場空間規劃」、「參觀服務與輔具」、

「多媒體資源」、「延伸資源與活動」

四大規劃主題，歸納分析出未來博物

館與美術館須提供無障礙空間設施、

可觸摸的藝術品原作、觸覺與語音圖

文資訊、複製藝術品與模型、導覽志

工培訓、種子教師培訓、美學創作工

作坊、空間定位引導系統等設施，更

是關乎視障觀眾的行動安全、人權自

由，都將成為當代博物館需積極面對

的挑戰與任務 Chao ，2010＆2014；趙

欣怡，2016a）。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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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微光美學」展覽計劃概念在於讓

視障者透過藝術美學創作探索自己、

發現自己，進而以多元感官再現自己，

無論是具體或抽象的藝術形式，都是

讓社會大眾也看見視覺障礙者的藝術

能力，同時反思自己對於藝術價值的

理解，實踐非視覺美學的無限想像。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的個案係由『社團法人

臺灣非視覺美學教育協會』所主辦的

『看見：我的微光美學』展覽，筆者

為策展人、課程規劃者與教學者。『社

團法人臺灣非視覺美學教育協會』成

立於 2014年，是國內目前唯一以推動

國內視覺障礙者藝術文化教育活動的

非營利組織，除了提升視障者與藝術

教育權益與美學環境互動能力，進而

改善國內身心障礙者社會與文化權益，

同時提倡明盲共學跨領域教育理念為

宗旨。 

本研究個案中展出藝術家為八名

來自視覺障礙專門學校之先天失明學

生，七位先天全盲，一位重視視障學

生保有及少許視力並仍有光學與色覺，

多數失明原因為早產以致視覺發展不

完全。有七位來自私立惠明盲校之視

障學生，一位來自國立台中啟明學校，

八位視障學生年齡介於 10至 17歲之

間，多數學生皆僅有少數的藝術相關

體驗活動，並未接受長期或正式的美

術創作課程。本研究透過自主意願邀

請視障學生參與本次創作活動與展覽

計畫，並於課程結束後，以問卷調查

了解學生對於課程活動的講師解說、

場地課程、學習應用與活動整體滿意

度表示個人滿意度，學生基本資料詳

見表一。

 

表一八位視障學生基本資料 (製表/趙欣怡) 

視障生 年齡 性別 視力條件/致殘原因 (其它病症) 藝術創作經驗 

HM01 15 男 先天全盲/早產（腦麻視多障） 校內攝影體驗活動 

HM02 13 男 先天全盲/早產（跳舞症） 校內攝影體驗活動 

HM03 17 女 先天全盲/早產 校內攝影體驗活動 

HM04 15 男 先天全盲/早產 校內攝影體驗活動 

HM05 12 男 先天全盲/早產 校內攝影體驗活動 

HM06 12 男 先天重度視障（光覺）/早產 校內攝影體驗活動 

HM07 10 女 先天全盲/早產 校內攝影體驗活動 

CM01 14 女 先天全盲/早產 繪畫、攝影、造型創作等 

(二) 研究方法與內容 

本文以個案研究方法探討該展覽

內容區分為策展理念、志工培訓、創

作活動、自主導覽、無障礙展示設計

五大部分內容，詳細研究內容如下。 

1. 策展理念 

筆者為本次展覽策展人，從課程

與活動發想與規劃，教學實務與執行，

以及空間展示設計，皆以「視障者為

中心」理念去貫徹計畫過程與成果。

策展論述內容如下： 

光，是遇見自己的媒介。 

雖然，這群藝術家未曾清楚

看過這個世界，但他們可以

透過微光、聲音、觸摸、行

動、感受到光的能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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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色彩，並看見自己未

來的無限可能…。 

創作的美好之處來自於享

受過程所帶來的心靈觸動，

本展覽源自於全盲創作者一

場遇見藝術之的旅行，透過

他們的心眼探索自己與環境，

用身體的每個細胞去感受自

己並與自我對話，傾聽內心

對世界的想像，用雙手來實

踐非視覺美學，看見那看不

見的美。 

「看」是透過光所構成視

覺上的感官凝視，而『見』

則將影像烙印在大腦的認知

概念上，可形成記憶、行動

與思考，甚至連結身體之多

元感官訊息達到非視覺的認

知能力，而兩者之差異不僅

介於視覺與非視覺上感官區

別，更有對於構成世界概念

上完全迥異的美學體認。 

本次展覽中，這八位來自

惠明學校與啓明學校小小藝

術家透過觸覺、聽覺、嗅覺

與味覺等的複合感官認知，

構成一幅幅自我的形貌與樣

態，結合 3D列印創新科技製

作輔助教材與模型，讓藝術

家透過繪畫、攝影、雕塑等

藝術美學類型來探索自己、

發現自己，進而以多元感官

再現自己，無論是具體或抽

象的藝術形式，同時學習觸

覺辨識與導覽技巧，由藝術

家自行表達創作想法，帶領

觀眾以非視覺美學的觀點去

認識作品，讓社會大眾也“看

見”全盲者的藝術能力，同時

自我反思對於藝術價值的理

解，實踐非視覺美學的無限

想像。 

2. 志工培訓 

在視障生創作活動前安排志工活

動培訓，一般社會大眾擔任志工，參

與志工共有 20人，以講述法、討論法、

角色模擬、問答互動、分組活動等進

行之，讓參與協助的志工具備基本協

助視障學生創作的視障美術教育知能，

培訓課程規劃如表二：

 

表二「看見：我的微光美學」志工培訓課程內容(製表/趙欣怡) 

培訓階段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第一階段 

(3小時) 

認識視障美術教育 (1)認識非視覺美學與視障藝術家 

(2)開啟視障者的觸覺藝術經驗                                   

(3) 認識口述影像與分組練習實作 

第二階段 

(3小時) 

3D立體觸覺繪畫工作坊 (1)認識操作工具、使用材料特性 

(2)點線面觸覺繪畫操作練習 

(3)觸覺立體化作繪製 

3. 創作活動 

本次創作課程規劃 24小時，包含

藝術欣賞與藝術創作部分，各為 6 小

時與 18小時，包含美術館參觀，雕塑、

攝影、繪畫、版畫等活動內容，詳細

課程內容如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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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看見：我的微光美學」志工培訓課程內容(製表/趙欣怡) 

課程階段與時數 活動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階段：視障生

藝術欣賞 (共 6小

時) 

『看見美術館典藏藝術

之美』 

(1) 認識視覺美學原理 

(2) 欣賞並觸摸立體繪畫教材 

(3) 理解口述影像與觸覺畫作 

(4) 參觀美術館 

(5) 觸摸雕塑品 

(6) 多元感官互動活動 

第二階段：視障生

藝 術 創 作 課 程 

(共 18小時) 

『看見‧ 自

己：我是藝

術家創作工

作坊』 

雕塑創作

(6小時) 

(1) 認識點線面造型元素 

(2) 練習造型捏塑 

(3) 手部觸覺操作技巧 

(4) 4.3D列印作品造形模擬 

(5) 陶土捏塑與黏合技巧 

(6) 製作個人頭像作品 

繪畫創作

(6小時) 

(1) 認識版畫創作技巧與練習 

(2) 繪圖創作與刻劃 

(3) 油墨上印與完成作品 

(4) 認識色彩原理 

(5) 壓克力觸覺創作技巧 

(6) 觸覺繪畫創作與完成 

攝影創作 

(6小時) 

(1) 認識相機構造與拍攝技巧 

(2) 練習攝影構圖與空間定位 

(3) 多元感官攝影創作活動 

(4) 探索自己與環境 

(5) 探索自然之美 

(6) 探索藝術之美 

4. 自主導覽 

自主導覽培訓係帶領視障生在藝

術創作活動結束後，規劃六小時透過

志工以口述影像解說作品，並透過點

字與觸覺資訊探索作品，並進而學習

如何從自己的創作觀點與想法解說作

品。 

5. 無障礙展示內容 

展示內容的呈現係以無障礙參觀

為目標，展示內容包含繪畫、攝影、

雕塑、版畫四類作品，包含說明版以

點字雙視呈現，參觀方式包含 3D複製

品、觸覺導覽、口述影像等(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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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看見：我的微光美學」作品內容與無障礙展示(製表/趙欣怡) 

作品類型 展示主題 作品規格 無障礙展示 

壓克力畫 畫我 40F2件、30F3件、12F2件 觸摸導覽 

水彩畫 身。體。形。動 200*100公分 7件 觸摸導覽 

版畫 有線到無限 16開 10張 口述影像 

攝影 光影遊戲 6*8吋作品 40件 3D列印複製品 

雕塑 我形我塑 18-25公分陶燒雕塑作品 觸摸導覽 

四、研究結果 

（一）策展理念 

本研究發現展覽策畫的理念係以

視障生為藝術家的角度出發，以其生

命中所感受到的美學經驗為基礎，透

過線條、色彩、聲音等元素進行藝術

創作，著重創作過程中視障生的思考

與表現，並從視障者的創作經驗與理

解去展現個人感受與想法介紹作品，

打破以往由明眼人詮釋視障者作品的

角度。 

（二）志工培訓 

透過舉辦視障者的藝術活動，讓

社會大眾共同參與協助視障者進行創

作活動，除了認識視障美術教育，學

習口述影像解說技巧與多元感官操作

能力，更可積極改變社會對於身心障

礙者的美學觀點，讓身心障礙者在美

學領域的參與上，不僅是「被接受」，

而是真正得以「融入」，也讓一般社會

大眾都有機會感受多元感官學習的開

發。 

（三）創作活動 

研究結果發現八名視障學生以 1

比 3 的比例分別接受了 6 小時的藝術

欣賞課程，並參與 18小時的藝術創作

活動，規劃透過實際的操作過程，提

升其手部協調、想像、認知等各項能

力，發崛其自身美學潛力，培養藝術

才能。同時，視障生藉此擴展多元感

官創作能力與技巧，發展觸覺藝術表

現與多元發展。 

由筆者規劃與指導的課程內容包

含雕塑與繪畫課程，其中視障學生的

雕塑課程以「捏塑自己」為主題，利

用視障生的 3D 列印掃描的等比例頭

像的觸摸導覽引導視障生轉化為點、

線、面、體之立體概念，加強捏塑技

巧訓練，製作出中空的頭像陶塑作品，

待完全乾燥後，以 1200度 C放入電窯

燒結。繪畫作品則以「自畫像」為主

題，從雕塑的立體概念，透過不同視

角的平面投射，將立體頭像的造形與

輪廓轉化為線條，並搭配水彩與蠟筆

的色彩認識與描繪技巧練習，進而到

大尺寸的畫布創作。 

其次，由於本活動期間有部分學

生因身體疾病缺課，本研究針對全程

參與藝術活動的五位學生進行課後滿

意度調查，調查視障學生對於不同主

題的課程內講師解說、活動場地、學

習能力、整體規劃項目的滿意度，以

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

常不滿意，共五個等第作為滿意程度

區分。研究結果發現唯攝影課程主題

之提升學習能力滿意度項目獲得偏低

滿意度之外，繪畫與雕塑課程皆獲得

八成以上的滿意回應，可由此推論由

於攝影課程的志工並非參與本計畫的

志工培訓課程，對於口述影像解說與

多元感官引導不夠熟悉，未能透過語

音與觸覺探索與理解自己的創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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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視障學生未能感受到較高的學習

自覺滿意度。 

（四）無障礙展示設計 

本次展覽規劃觀眾目標為明眼人

與視障者，因此以點字雙視形式製作

所有展示資訊，包含展覽介紹、藝術

家與策展人介紹、作品說明牌等，以

空間平面圖製作觸覺點字立體地圖供

視障者建構展場心理地圖(圖 2)，亦開

放雕塑與繪畫作品供視障生與一般民

眾觸摸(圖 3)，同時以 3D 列印技術將

視障生攝影作品轉為立體複製品，並

製作口述影像解說文宣影片供視障者

理解展覽資訊與作品，讓視障學生與

官民眾都能從無障礙參觀經驗中獲得

更高的藝術理解與美學認同。

 

 

圖二、「看見：我的微光美學」展示規劃空間平面圖(光之藝廊提供) 

 

 

圖三、「看見：我的微光美學」視障生觸摸雕塑作品現場（攝影/吳敏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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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美術展覽形式，讓視障者有機會展現自我，也從中可發現視障美

術教育發展的現況與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一) 突破視障者難以接觸藝術美學之現況 

透過本研究的執行成果展覽發表，讓視障者、家長、學校與一般民眾都能深

刻感受到視障者的藝術創作本能，透過藝術欣賞、創作與發表建立視障者的自信，

從過程中為自己未來與能力重新定位，讓身心障礙學生都能獲得更多藝術教育資

源與機會。 

(二) 提升視障者多元感官創作能力與技巧 

無論是明眼或視障學生都是需要開發視覺與聽覺以外的學習感官，而本計劃

希望能透過輕便的 3D列印與多元形式藝術創作成為一種創新學習的媒介，發展

觸覺藝術表現與多元發展。 

(三) 以 3D列印計劃改善視障者學習教材製作成本 

本活動將製作許多畫作立體觸覺教材，就視障美術教師或家長之立場，現有

的教材或輔具都是透過自行研發與製作，在材料與時間成本上負擔龐大。因此，

運用 3D 列印技術可減少成本，增加教師未來在製作觸覺立體教材上之附加效

益。 

(四) 視障生透過自主觸覺導覽建立創新學習模式與認知體驗 

就視障學生與志工立場，本計劃所帶來的附加效益可讓兩者除了認識非視覺

美學創作，更可體驗觸覺創作繪畫經驗，同時學習口述影像技巧，改變自己的學

習模式，並可爲視障者提供更多無障礙溝通資訊。 

「藝術」是屬於每個人都該享有的機會；而「創作」則是每個生命與生俱來

的能力！然而視覺障礙者經常被忽略，甚至被認定不需美術教育，因而長期難以

透過藝術認識自己，表達自己的情緒與想法。雖然近年來，視覺障礙者對於藝術

創作的追求隨著文化平權意識抬頭逐漸有了嘗試機會。然而，從事近十年視障美

術教育的我期待著讓更多人相信視障者也能成為藝術創作者，將藝術作為未來職

業發展的可能，讓更多民眾認同視障者的無限潛能，進而得以促進社會藝術文化

平權意識，期許透過本研究案例讓國內不同地區的明盲者接觸創新學習工具，追

求社會文化均富與藝術平權的終極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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