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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運用十四年與受訪者及其家人相處時間，長期探討一位成年視覺障礙者從
事按摩工作三十多年職涯之甘苦心路歷程。研究對象係以一位視覺障礙者為主，並且同步
針對其太太及其姐姐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研究發現：（一）成年視覺障礙者未進入按摩工
作職涯階段，其生理及心理上經歷未知期、驟變期、黯淡期，待內心接納身體現況，接受
與疾病共存之適應階段後，調整自己接受職業重建訓練，其職涯歷經轉捩期、草創期、穩
定期、高峰期、低谷期、恢復期等六個階段之心路歷程。（二）成年視覺障礙者在未進入
職涯階段之驟變期、黯淡期，以及就業準備重新出發之職涯歷程，在轉捩期、草創期、低
谷期出現困境，急需相關單位提供因應對策。其中，驟變期及黯淡期共同需要相關單位提
供視障者就醫及就業資訊，轉捩期需要職業重建單位提供視障者協助，草創期急需政府相
關單位提供視障者創業基金補助及就業輔導，低谷期需要政府提供視障者各種處境之扶助
及家庭完整福利制度、社會支持系統。
根據研究發現與結論，研究者針對政府機關、視覺障礙者、視覺障礙者家人及未來研
究方向等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成年視覺障礙者、職涯歷程、個案研究

*

通訊作者：黃榮真 gloria@gms.ndhu.edu.tw

˙ 108 ˙

成年視覺障礙者從事按摩工作職涯歷程之個案研究

只剩下小部分光覺，晚期可能失明，整個

壹、緒論

生理及心理將面臨生活及身心調適問題及
衝擊。基於此，成年視覺障礙者這個議題

一、成年視覺障礙者議題值得關注
根據衛生福利部 (2018) 由內政部、衛
生署及勞工委員會共同辦理「身心障礙者

實在值得加以關注。

二、成年視覺障礙者職涯之探討

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資料顯示，民

研 究 者 以「 視 覺 障 礙 者 」 為 關 鍵 字

國一 o 五年，身心障礙總人口數為 1,170,199

搜 尋 相 關 文 獻， 其 中 有 關 視 覺 障 礙 者 職

人，其中，視覺障礙者人數達 5 萬 7,291 人，

涯 的 文 獻 並 不 多， 有 賴 筱 琳（2014） 之

佔身心障礙總人口比例 4.895%。由此觀之，

「視覺障礙者職涯經驗之探討」、陳宛瑩

視覺障礙者易成為社會之弱勢族群，視力

（2013）之「視覺障礙者的職涯敘說」、

不利對於個人的日常生活及工作造成極大

麥漢倫（2013）之「中途致障之視覺障礙

的阻礙及限制。

者就業歷程」、林宜樺（2003）之「台灣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於 2012 年估

重度視覺障礙者之生涯發展研究」，陳秀

計，目前全球視障人口超過 4,500 萬人，平

雅（1991）之「成年後失明者的適應歷程

均每五秒鐘就有一個患者病情惡化，估計

及影響因素之研究」，而進一步聚焦成年

至西元 2020 年，視障人口將增加至 7,600

視覺障礙者職涯為主題之論文僅有陳秀雅

萬人。萬明美（2000）發現成年視覺障礙

（1991）、麥漢倫（2013）等兩篇。

者情緒和心理反應，產生強烈的衝擊。而

陳 秀 雅（1991） 提 及 個 人 的 心 理、

家庭扮演一個主要的人際影響來源（Lukoff,

職業及情感適應在適應歷程中形成不同的

1972），家人正面的態度可穩定失明者的

發展階段。麥漢倫（2013）歸納視覺障礙

自我概念，協助其維持積極的展望。據此

者就業問題有個人內在因素及外在環境因

探析，成年視覺障礙者需要較長的時間來

素，其中，個人內在因素包括視障者支持

調適心情、適應生活、迎接挑戰。如果獲

系統、視障者就業力，外在環境因素涵蓋

取資源與幫助不多，那在漫長、黑暗、深

社會與雇主的刻板印象、無障礙環境、就

邃的生命之河裡摸索的時間會拖得更長，

業政策相關因素。

邁向獨立自主的路途更加遙遠與艱辛。

而賴筱琳（2014）提及接受職涯輔導

本研究主角為一位成年視覺障礙者，

的經驗對視障者是非常重要的課題，陳宛

係為患有視網膜色素變性，導致中途失明，

瑩（2013）指出視覺障礙者就業過程處於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中年男性。早期出現

眾多困難，如果能夠有相對的助力或促進

夜盲、視野狹窄成管 ，視力逐漸地喪失，

因子，應當能引領視覺障礙者突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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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看出成年視覺障礙者職涯相關研

果則依受訪者敘說經驗，依其成年視覺障

究文獻數量明顯闕如，杞昭安（2000）和

礙者未進入按摩工作職涯階段，及其調整

李永昌（2003）共同指出視障者從事的行

自己接受職業重建訓練之職涯所歷經若干

業以按摩業最多，而按摩工作一直是視覺

階段之心路歷程，加以分析及統整。

障礙者職業種類中占有不容忽視的地位。

萬明美（1991）提及工作環境、資金

其按摩技法能達一定水準，其所獲得的收

籌措、交通、宣傳廣告、技術提昇、社會

入，大多能供應個人及家庭所需；目前未

地位等障礙，均是視障者從事按摩業所遇

有長期縱貫脈絡來探討成年視覺障礙者於

到的困境。黃俊憲（2002）提到重度視覺

按摩工作職涯困境與需求，故此議題受到

障礙者在就業前遇到職業選擇之限制、本

研究者之重視。

身能力之受限、盲用電腦未具實用性、輔
具造價昂貴、資訊缺乏、資料搜尋不易、

三、視覺障礙者職涯時期之困境評
析
Allen（1988） 指 出， 後 天 失 明 者 適
應需經歷三個階段，依序為無法確切覺察
視力惡化的「前衝擊期」、開始出現震驚
的「衝擊期」及學習與障礙相伴的「共處
期」。而萬明美（2000）指出後天失明者
在失明後的適應歷程有喪失視力、失業失
學、人際疏離、尋求資訊、參加職訓、重
返社會等六個階段。陳秀雅（1992）訪談
12 名成年後視覺障礙者，將其心理適應歷
程分為衝擊期、退縮期、接納期、發展策
略期、自我肯定期；將職業適應歷程分為
職業轉型期、職業試探期、職業準備期、
職業建立期。黃俊憲（2002）提到重度視
覺障礙者在一般職場經歷就業前、謀職過
程、就業初期以及持續就業期等四階段。
陳宛瑩（2013）指出視覺障礙者職業過程
之困難包括就業前求職階段、就業初之適
應階段、就業維持階段，而本研究訪談結

重度視障者就業機會少、身心障礙者之晉
用尚未普及等問題，謀職過程面臨新環境
探索不易、缺少無障礙設施、僅會傳統按
摩職類、雇主對其視力狀況不了解，以及
雇主排斥聘用重度視障者等問題。職是之
故，研究者想要了解成年視覺障礙者從事
按摩工作三十多年職涯之甘苦心路歷程，
故此，採用十四年的時間，以質性研究深
入訪談方式，探討其職涯中在哪些時期遇
到困境與需求，研究者將訪談對象訴說的
內容加以整理成為文字，而主角所表達的
內容，將代表著一個成年視覺障礙者的真
實生活樣貌與生命故事，此一故事不僅反
映出其生命歷程與轉折，同時也顯示出個
人的生命處遇、價值觀等狀況，經由研究
者與受訪者碰撞出來的火花，使之成為一
個完整清晰之敘說研究。成年視覺障礙者
阿堅在視力不利狀況之下，需要面對生活
的種種挑戰，兩位研究者秉持為主角多重
困難處境發聲之使命感，進行此一長期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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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角阿堅罹患的是遺傳性視

究對象之互動來對於其行為和意義建構，

網膜色素變性眼睛疾患，到目前為止無有

得到解釋性的理解（陳向明，2002）。質

效的治療方法。由於受訪者阿堅曾表達他

性研究描述的內容，包括人們說出的話、

目前居住地區與他相似背景狀況的人數極

寫出的字及可以觀察到之行為（黃瑞琴，

少，極為擔心個人隱私曝光，為了尊重受

1999）。

訪者所提出的請求，故在期刊題目上並沒
有標示出受訪者居住地區。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旨在探討
成年視覺障礙者從事按摩工作之職涯歷程
會出現哪些時期，同時探究在哪些特定時
期會出現困境，以及針對上述困境提出具
體建議，做為未來協助視覺障礙者從事按
摩工作急需生活及就業重建之參考依據。

二、研究參與者
（一）阿堅
1. 基本資料：台灣籍，實歲 52 歲。
2. 婚姻狀況：透過仲介公司認識阿玉，實
歲 36 歲時結婚，與阿玉共育一女。
3. 教育背景：高職農校畢業，三十四歲進
入慕光盲人重建中心學習兩年按摩相關
課程。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4. 語言溝通：母語是台語，但家中主要的
溝通用語是國語。
5. 視障程度：極重度。
6. 發生時期：國中以前視力 1.2，國中畢

本研究主要是運用十四年與受訪者

業後，視力越來越退化，十七歲視力出

及其家人相處時間，長期探討一位成年視

現明顯異狀，對於傍晚路況無法掌握，

覺障礙者從事按摩工作三十多年之職涯心

二十九歲時，視力只剩下光覺。

路 歷 程。 本 研 究 採 用 質 性 的 個 案 研 究 方
法，主要在於因緣際會下認識視障者阿堅

7. 原因：因視網膜色素變性而導致視神經
萎縮。

及他的家人，閒談之下瞭解他們的生命故

8. 使用媒介：與人互動大多運用口語與人

事，對其長期從事按摩工作職涯之心路歷

進行想法上的交流，生活中會運用語音

程可能會遇到若干甘苦狀況，深表關心。

播報來電號碼的電話及語音播報時間的

本研究經由深度訪談及觀察來蒐集相關資

時鐘。

料。 質 性 研 究 為 研 究 者 本 身 就 是 研 究 工

（二）阿玉

具，於自然的情境下蒐集多種資料，並且

1. 基本資料：越南籍，實歲 33 歲。

對於某種社會現象做整體性的研究，運用

2. 婚姻狀況：透過仲介公司認識阿堅，實

歸納分析資料，形成理論架構，經由與研

歲 19 歲時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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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背景：婚前學歷是越南高中三年級

至民國一〇七年十月，每年進行一次深度

肄業。婚後於台灣的國中夜間部補校進

訪談，共進行了 14 次的面對面訪談，阿玉

修至二年級肄業。

接受 14 次面對面訪談，阿蘭進行了 14 次

4. 語言溝通：母語是越南語，目前在夫家

訪談（11 次面對面訪談、3 次電話訪談）。

的主要溝通用語是國語，聽得懂一點點

研究者在徵求研究參與者夫妻及姐姐

台語，但不太會說。

的同意之後，進入其家中進行訪談及觀察。

5. 與視覺障礙者關係：夫妻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的同時，會注意研究參

6. 與丈夫互動情形：同甘共苦、相知相惜。

與者家中平時居家的生活小細節，並且也

（三）阿蘭

會間接觀察研究參與者及家中其他家庭成

1. 基本資料：台灣籍，實歲 54 歲。

員之間的互動狀況。訪談過程中儘可能保

2. 教育背景：大專

持開放、雙向與彈性，讓研究者與受訪者

3. 工作情形：公家機關職員

一同發現新線索，每次訪談由研究者立即

4. 與視覺障礙者關係：姊弟

撰寫訪談札記，並於訪談之後，隨即針對

5. 與弟弟互動情形：親密、互動頻繁。

訪談札記資料進行檢核。若受訪者同意接
受錄音，則研究者進行逐字稿的謄寫，主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深入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問題及相關文獻資
料，形成自編深入訪談架構。本研究初步
編製完成的訪談題綱，函請三位學者專家
及五位現職特教教師，針對訪談題綱內容
效度，進行本研究訪談題綱內容審查、檢
核，評估訪談內容的適切性及文字描述是
否具備研究內容效度，並且同步修改不合
宜之題目。接著，再由研究者依序彙整相
關意見，再編製成正式訪談題綱，作為訪
談蒐集資料之正式工具，以分別針對視障
者阿堅及他的家人等，進行深度訪談。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針對阿堅自民國九十四年十月

要是以面對面訪談為主，研究者彙整逐字
稿資料時，若有語意不清之處，再以電話
訪問的方式請教受訪者，邀請受訪者針對
同一題目共同檢視訪談內容，確認無誤後，
再進行分析，以保障受訪者之隱私。每次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寫下訪談感想，所有
文字紀錄，亦為研究者日後作為研究分析
時的重要佐證資料。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為主，輔以參與觀
察。為方便呈現與受訪者訪談內容，訪問
互動內容編碼方面，每一次面談紀錄均依
年份、月份、日期與訪談類型加以紀錄，
例如：20071007 阿堅面，表示阿堅於 2007
年 10 月 7 日接受研究者的面訪；研究者在
訪談受訪者時，所觀察到的狀況也會給予
紀錄編號，此部分的編碼紀錄則依年份、
月份、日期加以紀錄，以﹝觀﹞代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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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之觀察紀錄，例如：20071007﹝觀﹞

阿堅以外，還訪談了阿堅的妻子阿玉、阿

即表示此代碼為研究者於 2007 年 10 月 7

堅的姐姐阿蘭，並且透過這些與阿堅關係

日之觀察紀錄。

較密切之家人，對他的按摩工作心路歷程
經歷及想法，加以相互檢核及比對；本研

五、本研究信度及效度
本研究之信度及效度方面亦進行更嚴
謹的評估。為了提高研究資料的確信程度，
運用下列三種檢驗方式：

（一）掌握情境脈絡
研究者將訪談過程中研究對象述說及
語氣或肢體動作等，用文字紀錄下來，以
便能夠還原訪談時的情境，呈現錄音內容
的完整性，讓資料更完整、更真實。並且
透過研究者親自寫下逐字稿，避免因資料
錯誤或資料不夠完整而影響效度。

（二）研究參與者意見回饋

究還採用其他資料來源，如：觀察紀錄，
以便與訪談資料進行交互印證，因此可以
提昇本研究資料的可信度。綜上所述，本
研究在訪談資料的蒐集上，除了訪談阿堅
以外，也同步訪談阿玉及阿蘭，作為相互
檢核比對的依據，本研究亦同時採用觀察
紀錄等資料來源，以便與深度訪談資料進
行交互印證。

六、研究倫理
研究者於本研究進行之前，先行定期
參與研究倫理講習。研究者為了保有及尊
重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權，邀請研究參與者
填寫同意書，研究者同時恪守研究倫理，

研究者在資料蒐集及分析時，會將訪

以人性道德為出發點，在蒐集任何資料之

談逐字稿及研究者對於資料的詮釋等，念

前，會徵求研究參與者的同意，並告知本

給阿堅、阿玉聽，以及拿給阿蘭檢視，並

研究的目的及內容，以及私人資料會保密

且分別請阿堅、阿玉、阿蘭提供相關意見，

且不公開、不外洩，只做為研究使用，並

以期能夠更貼近三位研究參與者的觀點，

且處理資料皆以匿名為原則，使研究參與

避免研究者的主觀詮釋，讓蒐集的資料更

者能夠在完全了解此一研究目的之下，能

加客觀，以增加研究的信度。

自由作出對自己最適合、最有利的回答。

（三）三角檢定法交互檢核印證
本研究運用三角檢定法，將不同資料
的方法及來源所蒐集到的資料，經由交互
檢核印證的方式，藉以提高資料闡釋的可
信度。本研究在訪談資料的蒐集上，除了

同時也向研究參與者聲明研究者是來了解
及協助研究參與者，故研究參與者所回答
的問題並無對錯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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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慮，沒有煩惱。」（20071007 阿玉面）
「我弟弟從小至青少年階段，視力是正常

研究者依據訪談結果，完全依照受訪
者敘說經驗，研究發現成年視覺障礙者在

的，有 1.2。他生性活潑好動，是家人眼中
的乖兒子。」（20071007 阿蘭面）

未進入職涯階段之前，其生理及心理上經
歷未知期、驟變期、黯淡期，待內心接納
身體現況，接受與疾病共存之適應階段後，
調整自己接受職業重建訓練，其職涯歷經
轉捩期、草創期、穩定期、高峰期、低谷
期、恢復期等六個階段之心路歷程，茲依
序歸納如下：

一、無憂無慮的未知期

二、青春煩惱的驟變期
阿堅十七歲之時，和高職的同學騎摩
托車出去找朋友，當時天色越來越暗，突
然發覺眼睛看不到對向來車刺眼的亮光，
所以騎車速度變慢，不確定眼前所見的真
實路況，因此遠遠落後同學們的車隊，心
裏頓時覺得不妙，驚覺事態嚴重。所以，
隔天馬上到醫院就診，眼科醫生診斷為視

阿堅十六歲之前是個無憂無慮的青春

網膜色素變性（簡稱 RP）導致視神經萎縮，

少年兄，喜歡呼朋引伴，山城海涯都留有

這樣的結果對阿堅來說，猶如晴天霹靂，

他跼跼韃韃足跡踏浪的影子。喜歡無拘無

心情頓時跌入谷底，一時之間無法接受視

束的在田野裏盡情奔跑，是個十足的野孩

力惡化的景況，當時在醫生建議下，先配

子。美麗的山景、蔚藍的海岸景象一覽無

戴眼鏡矯正兩眼視力，也從此開啟了坎坷

遺，山川、海涯美景盡在眼簾，當時的視

的就醫之路。阿堅、阿玉及阿蘭共同表示

力是 1.2，光明燦爛的大好前途就像朝陽般

十七歲是阿堅生命的轉折點，人生從此由

蓄勢待發，等著他一飛衝天。阿堅、阿玉

彩色轉變為黑白。

及阿蘭一致認為阿堅年輕時候的視力是非

「高二時，有一天晚上騎摩托車跟同學出

常的好。

去找朋友玩，因為對方來車的燈光照射到

「我在十六歲之前視力還有 1.2，身體無

眼睛，頓時自己感覺看不到前方的路況，

病無痛很健康，很少看醫生。活力旺盛，

同學的車子騎得很快，我的車子就落後同

平常時常和鄰居或同學相約到處趴趴走，

學很遠，我的夜視情況變差，當時開始懷

父 母 親 給 予 極 大 的 自 由 空 間， 那 個 時 候

疑自己的眼睛視力出現異狀。」（20081008

日 子 過 得 快 樂 逍 遙， 非 常 愜 意 ………」

阿堅面）

（20071007 阿堅面）

「我剛嫁過來的時候，有聽我先生提過他

「記得第一次跟我先生閒聊時，他曾提起過

在十七歲那一年，跟同學騎機車出去玩，

他小時候視力是正常的。少年生活過得無憂

意外發覺他的眼睛有狀況。」（200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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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玉面）

惡劣，阿堅二十四歲以前還有穩定的工作，

「我弟弟約十七、十八歲，高二的時候跟

阿堅及阿蘭覺得當時老闆非常體諒及照顧。

同學出去，然後眼睛畏光，就覺得眼睛有

在台灣視覺障礙的登記人口中顯示，

問題，然後自己去看醫生。他就是什麼事

疾病的前三名分別是視網膜黃斑部疾病、

情都自己默默承擔，等到我們看到他寫給

青光眼及視神經疾病（李秀鳳，2012）。

家人的書信，才知道他眼睛狀況，之前家

阿堅因視網膜色素變性而導致視神經萎

人通通都不知道，一切都自己承擔。他不

縮，由於他受到視力因素的影響，導致求

願意家裡任何一個成員，承受這份眼疾的

職之路歷經不斷地波折及風雨。身心障礙

擔憂。」（20081008 阿蘭面）

者的就業本來就比一般人來得困難，而全

阿堅高職畢業後，十九歲時開始工作，

盲者的處境更是難上加難（邱滿艷、韓福

他對於工作充滿了願景及熱情。那時候視

榮、張千惠、許芳瑜、卓宛嫻，2010）。

力還不是挺嚴重，因為高職就讀農場經營

視覺障礙者所要面對的處境比其他障礙更

科，順理成章找到在觀光草莓園工作的機

加艱難（藍介洲，2003）。阿堅就業謀職

會。他當時年輕有體力，工作非常認真、

狀況一路走來更是跌跌撞撞，礙於本身的

賣力，與同事相處和睦，而且老闆對阿堅

條件，能夠從事的行業實在有限；在無從

照顧有加。跟他視力逐漸惡化以後，斷斷

選擇之下，只能做低階勞力的工作，命運

續續的就業光景比起來，這段工作經驗對

的鎖鍊就這樣牢牢地繫在他的頸項上，徬

他來說，是值得回憶的時光。

徨無依。工作無貴賤，重要的在於是否敬

「十九歲就出來社會工作了，我不想依靠

業、樂業。高職畢業之後，阿堅在視力逐

任何人，我那時候視力還可以。高職念農

漸惡化的情況下，經友人介紹到比較需要

場經營科，所以在觀光草莓園工作時勝任

靠勞力的工廠就業，然而此工作機會卻必

愉快。」（20091006 阿堅面）

須離家約五百多公里遠的路程。

「我二十一歲去當兵，主要是朋友、同學

「差不多二十一歲到二十四歲期間，我在

都 去 當 兵 了， 自 己 的 自 尊 心 作 祟， 也 想

台中電鍍工廠作工，那是工業電鍍，比如：

跟 著 去 當 兵。 那 時 候 我 們 流 行 好 男 要 當

鞋 子 啦、 雨 傘 啦、 皮 箱 等 防 水、 防 脫 沙

兵，我當時視力矯正後，戴眼鏡的視力約

的加工處理，需要接觸很多化學東西，整

有 0.6，只是夜視很差，所以在軍中只當

個工廠都瀰漫化學氣味，對身體有傷害。

了 25 天的兵，從此我的當兵夢就碎了。」

我從二十五歲以後，工作就不穩定了，後

（20091006 阿堅面）

來，先後斷斷續續做了臨時工二、三年，

在視力逐漸惡化的情況下，經友人介

二十七歲到二十九歲在台東做輕鋼架，屬

紹到比較需要靠勞力的工作。二十一歲至

於打零工性質，這家工廠是我高農同學開

二十四歲到台中電鍍工廠工作，工作環境

的，那時候視力還有 0.3、0.4 啦！工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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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當助手！二十九歲視力就變得更不行

後不久，二十七歲那年，在一次傍晚回家

了，只好回家吃自己。」（20101009 阿堅面）

時，因為夜晚視力變得看不清楚，一時緊

「 那 時 候 他 回 老 家， 我 就 問 他 台 中 的 事

張，結果在回家的小徑上跌了一跤，撞破

情…他說他那個老板很好，其實老板就是

了左眼的眼鏡，碎片割傷了瞳孔角膜，這

體諒他眼睛的狀況，可是，到了一個視力

無異是雪上加霜，使視力惡化狀況變得更

差到沒有辦法的地步，他還是要離開呀！」

為快速。在二十九歲的時候，視力轉變成

（20101009 阿蘭面）

弱視，要在亮光處，人近看得到，暗處就

阿堅視力狀況到二十五歲時，就不適
合在職場工作了，也只能面對現實，有一

看不到，因視力不佳的關係，就真正沒有
任何就業機會。

頓、沒一頓的，阿堅對未來的日子充滿了

萬明美（2000）提及中途失明的視障

不確定性。他就像飄泊的浮雲般東飄西盪，

者衝擊力較大，需要較長的時間來調適心

從台灣頭做到台灣尾，只要有人願意給他

情、適應生活、迎接挑戰。柯明期（2009）

工作做，他就往那裏跑，但工作時間都不

描述黑暗世界的感受，正如感覺自己正逐

長，有點打零工性質。老闆基於幫忙的性

步向黑暗人生邁進，那種感覺難以言喻，

質，給予較不需要眼力的事做，最後，因

早已超越恐懼。回顧當時，如果該時期能

為視力變得更加嚴重了，無法勝任工作，

夠獲取較多的資源與幫助，那在漫長、黑

只得黯然辭職回到家裏休養。阿堅和阿蘭

暗、深邃的生命之河裡摸索的時間就有機

回想當時若能即時有醫療單位及就業輔導

會縮短，邁向獨立自主的路途，就不會如

之相關資訊，就可以對視力保健及未來生

此遙遠與艱辛。

涯有所方向。

「我不是一生出來就看不見的，而是視力

「那時候視力不好，也不知該如何減緩視

一天一天流失，那樣子的感覺跟先天失明

力惡化的方法。」（20111012 阿堅面）

的人是不一樣的。國中以前視力 1.2，國中

「當時在職場上很認真的工作，但因視力

畢業後，視力越來越退化了，白天還可以

不佳，也不知道還有哪些工作職種可以選

騎車，晚上不敢騎太快，視力從 1.2、1.1、

擇。」（20111012 阿堅面）

1.0、0.9、0.8...0.1， 我 本 來 對 顏 色 能 很 清

「在那時如果遇到好的醫生及助人的就業

楚辨別，因為視神經萎縮，慢慢的對於顏

輔導人員，他現在的人生可能有更好的發

色感受就消失了，只剩下光。」（20121015

展。」（20111012 阿蘭面）

阿堅面）
「在被醫生診斷是視網膜色素變性眼睛疾

三、與光告別的黯淡期
在被醫生診斷為視網膜色素變性疾病

病後，大約二十七歲回家時，因為家裡是
位在較偏僻空曠的地方，由於小路不好走。
想要趕快走回家，視力到晚上變得更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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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時情急快步奔跑，一不小心，頭部

自己一直在走這條冤枉路。…沒有一個雞

撞到牆角，眼鏡破掉了，右眼感到一陣刺

婆的醫生肯伸出援手，他們只是例行性的

痛，右眼視力降為 0.1，左眼視力降到 0.2

看病而已，直到現在視力只剩下光覺。」

或 0.3，且不能戴眼鏡矯正了，那真是一個

（20051007 阿堅面）

非常大的轉捩點，大約 27 歲之前本來還有

「他十九歲就知道自己的狀況了呀！但是，

0.6、0.7 的視力…。」（20131014 阿堅面）

他通通都沒有跟我們家裡人講喔，都是他

「醫生說我這種病不會好，到最後會完全

自己去看醫生的，醫生都沒有跟他說未來

失明。我的心裡很恐慌、害怕，我不知道

怎麼因應！沒有及早給他適切的建議及資

什麼時候會失去視力？我的未來會變成什

訊方面的提醒，他看病時沒有遇到任何貴

麼樣子的光景？約 29 歲轉變成弱視，要在

人。」（20051007 阿蘭面）

亮光處，人近看得到，暗處就看不到…。」
（20141013 阿堅面）

阿堅對未來的日子充滿了不確定性，
當時沒有任何就業機會，那時候是阿堅人

阿堅的視力像聲音轉鈕一般，聲音越

生最低潮的時刻。在阿堅內心裏面認為沒

轉越小，終至靜悄悄；像沙漏般一點一滴

有工作，就沒有任何自尊可言。想到一輩

流逝，等細沙流完了，時間定格在那裏。

子要靠家人扶養，內心常感到前途渺茫。

在歷次的就醫經驗之中，覺得醫生只是照
著例行公事給予看診，並沒有針對他逐漸
失明後，未來的生活、就業提供適切地建
議。阿堅覺得醫療單位沒有給他有用實質
的幫助，讓他默默獨自承受生命不可承受
之重，那種痛苦是不足以向外人道的，阿
堅總覺得自己的病是無藥可醫，對於人生
沒有方向。阿堅和阿蘭均覺得在就醫及未
來就業方向，沒有早點遇到貴人給予他及
時有用的建議與幫助，是當時生命中遇到
最大的困境。
「有一天早上起床，竟然發現眼前一片模
糊，心裡知道自己視力已經完全不行了。
長年就醫以來，南征北討，總共看了七位
醫生，從來沒有一個醫生告訴我與視障相
關資訊，包括就學、就業及心理復健等項
目，因為遲遲得不到這方面的訊息，所以

四、絕處逢生的轉捩期
二十五歲時，因為視力惡化狀況已經
極為嚴重了，無法勝任工作，就辭職回到
家裏休養。
約在三十歲左右加入盲人協會，協會
裏的人員告訴他新莊有個盲人重建院，建
議阿堅前往就讀。其實約二十五歲時，他
就知道新莊盲人重建院這個學校，因為學
校就在阿堅大姊家附近，雖然他知道這個
資訊，當時重建院的柯主任也主動打電話
邀請他去重建院學習按摩。但是那時候阿
堅根本不覺得他的眼睛是完全不行的，一
來阿堅覺得自己的視力又沒有完全達到全
盲的程度，二來不知道去學校就讀有何優
點，三來身體及情緒狀況不佳，拖延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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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最後覺得無路可走，只好去慕光

導、人體生理解剖學、神經學、中醫概論、

學習按摩技術。由於阿堅有機會進入慕光

經絡學、日常生活自理訓練、定向行動訓

學習按摩技能，習得一技之長；畢業後，

練、按摩教學課程、音樂課、星期日的教

馬上從事按摩的工作，讓他的生涯有了戲

會聚會禮拜課、點字課、腳底按摩……等。

劇化的轉變，由「他助」變為「自助」，

由於當時封閉已久的自尊情結，讓他不願

人生由谷底往上攀爬。

意接受任何好心的建議。

「二十九歲至三十四歲無業。那時候是人生

阿堅事後表示自己當時太晚決定接受

真正最谷底了，很慘澹，窮途末路，感覺

新莊盲人重建院和慕光盲人重建中心就學

自己像個廢物。心裡常常想不開，很恐慌，

的資訊，如果當時有人熱心、雞婆一點，

很絕望啦！因為，眼睛狀況愈來愈不佳，

堅持到底，直接送他進入相關盲人重建機

內心感到非常無助，最主要是我不知道我

構 學 習， 或 許 他 就 不 會 拖 延 歲 月， 遲 至

能靠按摩維生。粗略算來約有八年待在家

三十四歲的年紀，才進入慕光盲人重建中

中，其中兩年去學校學按摩。」（20061006

心學習。現在回想起自己當時固執己見的

阿堅面）

心態，害自己白白浪費了無數年的青春歲

「我的固執害了自己繞一大圈，走了許多

月，等到最後想通了，進入慕光學習，終

冤枉路，才終於找到了生命的浮木。進入

於在這希望的隧道口發現了生命的亮光，

慕光盲人重建中心是最充實的一段學習時

人生從此翻盤。所以，阿堅一有機會遇到

光，課程豐富且多元，包括心理輔導、生

和自己相同狀況的人，他都會苦口婆心介

理解剖學、中醫概論、神經學、經絡學、

紹他們去相關的盲人重建機構學習，希望

生活自理訓練、定向行動訓練、按摩教學、

別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轍。

音樂課、身體按摩基本手法、點字課、腳

Dodds（1993） 研 究 指 出 中 途 失 明 者

底按摩、星期日的教會聚會禮拜課等課程。

若無接受介入協助，可能無法達到完全的

教我們按摩的老師是我們的學長，本身也

適應。基於此，專業人員應積極深入中途

是視障，他是一位牧師。重建中心都教未

失明者的家庭，以進行輔導協助（Dodds,

來會用到的事，有辦法學以致用，學校掛

Ferguson, Flannigan, Hawes, &Yates,

保證一畢業就可以就業，按摩救了我，讓

1994）。然而，初受失明打擊的視障者，

我可以靠此技能謀生。」（20141013 阿堅

往往會產生自我保護的機制，不願意坦然

面）

面 對 現 實，Jackson 和 Lawson（1995） 指
然而，當他進入慕光盲人重建中心之

後，那裡的學習改變了他的一生，讓他從

出中途失明者在此時期心理狀態，甚至極
易出現自我貶抑與退縮。

心靈的幽谷走出來，看見生命的陽光。學

三位受訪者均認為阿堅幸好最後進入

校課程多元、豐富且實用，包括：心理輔

慕光盲人重建中心，學習按摩技能，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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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就業之路。此發現與賴筱琳（2014）

差不多花三年時間。客人從無到有，最後

指出「接受職涯輔導的經驗對視障者是非

自己開個人按摩工作室，業績是以前寄人

常重要的課題」之論點相互一致。

籬下的三倍。」（20121015 阿堅面）

「先生稍微跟我提過他年輕時候失業的生
活情況，他說因為進入了盲人重建中心學
習按摩技術，保證就業。所以，一畢業就
有工作，對於能夠靠自己的雙手賺錢，他
心存感恩，他說政府對視覺障礙者算是非
常照顧了！」（20121015 阿玉面）
「說實在話，我弟弟腦袋比我聰明，那按
摩技術他一學就會，經絡學的書，我覺得
看起來很艱澀難懂，他卻可以化繁為簡，
舌燦蓮花，講得頭頭是道！這點讓我很佩
服。」（20131014 阿蘭面）

五、創業維艱的草創期

六、漸入佳境的穩定期
由於按摩工作逐漸進入佳境，生命的
轉折猶如柳暗花明又一村。阿堅的按摩事
業蒸蒸日上，完全憑藉著就是一股不放棄
的態度和毅力。
「我這份穩定工作是歷經千辛萬苦得來的，
我很認真經營。」（20121015 阿堅面）
「我自己繞ㄧ大圈，才有了按摩穩定的工
作，對於中途失明、失業的視障者內心的
痛苦，有非常深的感觸。」（20131014 阿
堅面）
每次與阿堅相約某些時段至他的按摩

阿堅三十四歲進入慕光，三十六歲從

工作室拜訪他時，總是看到客人在客廳等

慕光結業後，馬上被轉介輔導就業，因為

待，阿堅及他的太太會和我們聊起每週及

是新手上路，萬事起頭難，剛開始完全處

每天客人數量。

於摸索階段。他期望按摩工作能漸入佳境，

「每週及每天客人預約代碼名單數量不

生命的轉折，能夠柳暗花明又一村。起初

斷增加及維持穩定。」（20051007﹝觀﹞、

就業是以外出到客人家裏按摩或外叫到飯

20061006﹝觀﹞、20071007﹝觀﹞、20081008

店按摩，當時內心很想成立個人按摩工作

﹝觀﹞、20091006﹝觀﹞、20101009﹝觀﹞、

室，但礙於新手工作沒有資金，幸好獲得

20111012﹝觀﹞、20121015﹝觀﹞、20131014

家人姐姐的經費資助，才能實現心中的夢

﹝觀﹞、20141013﹝觀﹞、20151015﹝觀﹞）

想，此研究發現與萬明美（1991）提及資

由此觀之，阿堅按摩工作逐漸進入平

金籌措是視障者從事按摩業的困境之一相

穩狀態，此發現與兩位研究者於 20051007

符。

﹝觀﹞、20061006﹝觀﹞、20071007﹝觀﹞、

「從慕光結業後，我馬上就有工作了。從

20081008﹝觀﹞、20091006﹝觀﹞、20101009

一剛開始外出到客人家裏按摩或外叫到飯

﹝觀﹞、20111012﹝觀﹞、20121015﹝觀﹞、

店等這類場所按摩，漸漸做出信用、口碑，

20131014﹝觀﹞、20141013﹝觀﹞、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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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於 20071007﹝觀﹞、20081008﹝觀﹞、

阿堅三十六歲以後就有穩定的工作了，

20091006﹝觀﹞、20101009﹝觀﹞、20111012

收入隨著年歲而日漸增長，他的月收入約

﹝觀﹞、20121015﹝觀﹞、20131014﹝觀﹞、

有六萬元不等。阿堅雖然不敢自詡收入豐

20141013﹝觀﹞、20151015﹝觀﹞之結果相同。

厚，但全家省吃儉用，尚有盈餘。

「我的工作是相當消耗體力的，從早上六、

「我三十六歲工作就穩定了，收入一直增

七點到晚上十二點多，工作時間相當長，

加中，現在一個月平均約有六萬元的收入，

約為一般人兩至三倍的工時，有時候工作

我還領有身障津貼及勞、健保補助，我不

接不完，我會介紹給其他的同行做。我的

太想佔用公家的補助，我比較想靠自己。」

身體狀況不太好，希望自己能永遠做下去，

（20071007 阿堅面）

一直做到不能動為止，哪怕每天只有一個
客人。」（20151015 阿堅面）

七、按摩事業的高峰期
阿堅說他的工作是非常耗費體力的工
作，有時生意太好，常會有應接不暇的情
況發生，常常從一大早忙到半夜，一天約
有十幾位以上的客戶，遇到這種情形，有
時也會介紹給其他的同業按摩師來做。阿
堅這樣無日無夜的辛勞工作，希望多賺點
錢來改善家中的經濟狀況，即使身體健康
狀況不佳，仍然希望自己能做到不能動為
止，縱使只剩下一個客人也無妨。
「每週及每天客人的數量大幅度增
加，客人預約代碼名單當中，每週約有六
天均高達十幾位以上的客人。」（20071007

「我很擔心先生的健康，每天一早開始工
作 到 半 夜， 每 次 他 都 做 到 全 身 無 力。」
（20151015 阿玉面）
「雖然他現在客人滿檔，每日收入很多，
但是看他那麼辛苦工作，常常超過他的體
力，而全身無力，我是很擔心我弟弟的健
康狀況啦！不曉得他還能撐多久，如果他
不按摩，就沒有收入，那他的小孩、太太
未來怎麼辦？所以他拖著病體拼命工作，
就是要存老本，給小孩、太太一個保障！」
（20151015 阿蘭面）

八、身體生變的低谷期

﹝觀﹞、20081008﹝觀﹞、20091006﹝觀﹞、

阿堅自從慕光畢業後，長久以來就以

20101009﹝觀﹞、20111012﹝觀﹞、20121015

按摩為業，養家活口，但現今已步入中年，

﹝觀﹞、20131014﹝觀﹞、20141013﹝觀﹞、

雖然阿堅想要做到不能做為止，以他的身

20151015﹝觀﹞）

體狀況，試想還能撐幾年？

依此看出阿堅按摩工作如日中天，按

各種病痛纏身，好似天降大任給阿堅，

摩事業到達最高峰，從上午六、七點，一

自從眼睛的毛病發生以後，看了無數次的

直忙到半夜十二點左右，此發現與兩位研

醫生，吃了數不盡的藥丸，但失眠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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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無法治癒，無眠的夜晚持續到現今。

時，他的雙手必須接觸按摩油，只要聽朋

還有鼻子過敏毛病，再加上日夜不停的工

友說哪一類的按摩油不傷手，就立刻換那

作，以及長年吃藥的副作用，導致不可逆

一種按摩油，曾經換過各種等級的嬰兒油、

的胃痛疾病纏身，醫生診斷是胃潰瘍。而

椰子油、凡士林等，也試著改變按摩手法，

阿堅鼻子過敏毛病，醫生則是診斷為鼻中

以降低手指因在客人皮膚來回摩擦而破皮

隔肥厚，時常發炎，一發炎就阻塞呼吸，

的次數，減少皮膚破皮而需一個月才能癒

鼻子前後開了三次刀，但沒有完全好，一

合所出現的困境；在此之際，也同步將手

感冒鼻子就塞住，造成呼吸困難，腦袋會

指戴上指套，減輕手指持續破皮的狀況。

變得不清楚。阿堅說他為了失眠的毛病看

阿堅兩年前幾乎因雙手破皮，全身過

遍了中、西醫，吃了很多藥，還是沒有好，

敏嚴重無力，每三個月才接受一至兩位不

但他沒有怨天尤人，告訴自己學習跟病痛

介意他身體病況的長期舊客人預約；對於

共處。阿堅說有病不看醫生，一定不會好，

體型壯碩需耗費自己大量體力的客人，或

但看了醫生也不一定會好，凡事只能盡人

是對於他病況不知情的新客人，他沒有自

事，聽天命。由此可以看出阿堅被各種疾

信接受他們的預約；同時他也告訴周遭客

病纏身，及坎坷的就醫之路，內心反覆的

人他生病消息，他會請這些客人另覓別的

糾結縈繞，最後也認命了。三位受訪者皆

按摩師。

認為阿堅身體狀況不佳，有多種疾病纏身，

「客人登門拜訪或是電話預約按摩，

尤其姐姐阿蘭談起他的身體狀況，心疼之

他 總 是 請 客 人 另 找 其 他 按 摩 師 服 務。」

餘，充滿欷噓之嘆！

20161005﹝觀﹞、20171003﹝觀﹞

阿蘭提到阿堅總是拚著命工作，阿堅

阿堅因處於身體不可預知的突然生病

的年紀已邁向五十大關，其實以他目前的

因素，為了保有雙手不陷入長期破皮無法

工作負荷量，已經讓身體產生勞損，隨著

癒合狀態，按摩事業不得不先暫停歇業，

年歲增長，按摩工作已有力不從心的情況

三個月當中勉強接受一至兩位不介意他身

產生。

體病況的長期舊客人預約；此發現與研究

阿堅自從三年前開始，身體不適的景
況加劇，雙手有嚴重的富貴手及較之前更

者於 20161005﹝觀﹞和 20171003﹝觀﹞之
結果相同。

為嚴重的失眠症狀，看遍所有皮膚科及身

阿堅認為有工作才有收入，因身體出

心科，做了許多醫學檢查，接受各種治療，

現警訊，他對於未來的工作，有不確定性

吃了各種藥物，仍不見改善，於是開始將

的危機感，心情常陷谷底。

自己封閉起來，周圍的親友都非常關心這

「因為眼睛的毛病，經年累月的看醫生、

個家庭。

吃藥，病都沒有好，再加上失眠的毛病也

阿堅因為之前每天按摩工作時間超

看了無數次的醫生，吃了許多安眠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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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沒醫好，胃卻出了狀況。」（20161005

「我弟弟現在年紀五十多歲，之前日夜過

阿堅面）

度超勞工作，我非常擔心他身體狀況。」

「現在更是連按摩基本上需用到的雙手又

（20171003 阿蘭面）

出狀況，如今只能過一天算一天呀！難以

「現在他整天因病無法工作而悶悶不樂，

想像明天會如何，覺得自己完全跌入谷底，

他 常 常 擔 心 以 前 客 人 不 會 再 回 流。」

不知向誰求救。」（20171003 阿堅面）

（20171003 阿蘭面）

「三年前開始，雙手反覆出現嚴重的富貴

曾經有兩年時間，因阿堅三個月只能

手，看遍所有皮膚科，失眠次數增加，看

接受一至兩位客人按摩，家裡連最基本的

了許多身心科，做了許多檢查，接受治療，

開銷幾乎有支應上的困難，當時家裡經濟

每次醫生開一大包藥。」(20171003 阿堅面）

陷入絕境，對外又求助無門，常感歎有哪

「開始將自己關起來不想出門，親朋好友

些社福單位可伸出援手；經親友支持鼓勵，

都常來探望我。」（20171003 阿堅面）

並且接受醫療幫助，心情慢慢地加以調整，

「他就是體質不好，鼻子常過敏。有時候

皮膚破皮狀況也稍趨改善；為了家計，他

天氣比較涼會流鼻涕，他就是不好睡啦！」

終於開始打起精神，自立自強，而阿堅卻

(20171003 阿玉面）

又開始擔心平日都沒有留下客戶資料，又

「他身體的健康狀況不是頂好的，常勸他

該如何找回昔日客人；幸好舊客人都口耳

要注意身體健康的保養，多休息，錢再賺

相傳他的按摩手法精湛，若干客人在朋友

就有，但是他之前就像拼命三郎般，工作

邀約下，又重新接受他的服務。阿堅在此

常常滿檔，應接不暇。」（20161005 阿玉面）

時期遇到的難題，與萬明美（1991）提及

「最近他心情常常極度不開心，他會趁家

「宣傳廣告亦是視障者從事按摩業所遇到

人不注意而吃過量的安眠藥，我隨時都擔

的困境之一」相符。

心他。」（20161005 阿玉面）
「他就是因為有那個過敏的體質，產生免
疫系統的問題。從頭開始就幾乎全身都是
有問題的，每天這樣的生活，對一個人來
說是很大的折磨跟苦難！所謂從頭開始說，
他每天都是在睡眠不足下過生活。眼睛看
不到，鼻子又出問題，其實這些都是因為
本身有嚴重的過敏體質。」（20161005 阿
蘭面）
「他在家因病無法按摩而臉上露出愁容，
他常擔心嘆氣。」（20161005 阿玉面）

九、重新站起的恢復期
阿堅走過生理和心理巨大驟變的低谷
期，重新再次省思及檢視自己體力現況，
審慎評估身體狀況，覺得每天有三位客人
就足以應付家中基本開銷，又能兼顧自己
身體所能承受的工作負荷量。此發現與研
究者於 2018﹝觀﹞之結果一致。此論述與
黃俊憲（2002）曾指出「重度視覺障礙者
持續就業的因素之一是工作量不宜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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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論點相呼應。另外，也與陳秀雅（1992）

礙者突破困難。假如政府在制定相關視障

提到環境及個人因素的差異對適應歷程造

者家庭的福利政策時，能夠整體考量規劃

成重大的影響，前者包含家庭、關鍵人物

其就業各種處境之扶助，提供完整的福利

事件及社會接納身障態度；後者包含人格

制度，例如：提高特殊境遇時身障補助津

特質、自我概念、自我接納態度、發展正

貼金額、以極少數的費用享有全額的醫療

向適應策略。

照護、設立急難救助機制及設立子女就學

「總算自己從生病產生的工作難處中走出

獎助金。這些完善與人性化的福利措施，

來，每天只要有一至三位客人，能應付家

可以幫助視障者在未來身體出現突發狀況

中基本開銷，自己工作又不會太累，我就

時，導致無法工作而經濟陷入困境之際，

很知足。」（20181011 阿堅面）

能有所依靠。他們的子女在遭逢家庭變故

「最近有客人因不擔心他將富貴手皮膚

時，仍能安心、努力的讀書與生活，不至

毛 病 傳 染 給 別 人， 開 始 願 意 來 按 摩。」

於產生另外一個社會問題，讓阿堅及其家

（20181011 阿玉面）

人獲得未來生活需求之基本保障。

「他這一年開始工作之後，又找回昔日的
自信，還好他有妳們這群朋友幫忙，才能
有現在的佳境，看他身心恢復，家人才安
心啊﹗」（20181011 阿蘭面）
綜合言之，阿堅是這個家庭的主要經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濟支柱來源，而當時的他出現健康方面的
隱憂，由於沒有健康的身體，就無法好好

研究者依據阿堅及其兩位家人等三位

工作，導致收入狀況不佳，家庭開銷就會

訪談結果，完全依照受訪者敘說經驗，發

發生問題，生活就陷入困境之中。麥漢倫

現成年視覺障礙者阿堅未進入職涯階段之

（2013）指出家庭支持系統對於視覺障礙

前，其生理及心理上經歷未知期、驟變期、

者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從本研究也發現阿

黯淡期，待內心接納身體現況，接受與疾

堅夫妻同甘共苦、相知相惜，而阿堅姊弟

病共存之適應階段後，調整自己接受職業

手足情深、共度患難；阿堅家人是他生命

重建訓練，其職涯歷經轉捩期、草創期、

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及陪伴，家人看到阿

穩定期、高峰期、低谷期、恢復期等六個

堅從工作勞損成疾的困境，再次走向人生

階段之心路歷程。

光明的大道，家人均倍感欣慰。
陳宛瑩（2013）指出視覺障礙者雖處
於眾多就業過程的困難之中，如果能夠有
相對的助力或促進因子，亦能引領視覺障

成年視覺障礙者阿堅在以下五個時期
出現困境，急需相關單位提供因應對策︰

（一）青春煩惱的驟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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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若能即時有醫療單位及就業輔導

此的不瞭解，瞭解得越多，越能同理對方。

之相關資訊，就可以對視力保健及未來生

阿堅多年的就醫經驗，醫生只是例行性的

涯有所方向。

給予看診，並未告知他將來視力逐步退化

（二）與光告別的黯淡期

後，未來生活要如何規劃，就業方面要如
何安排，故此，極需有人來提供資訊，這

如果在該時期能在就醫及未來就業方

是阿堅心中永遠的痛 ! 從訪談中阿蘭也一

向提供協助，將能讓他獲得及時幫助，找

再強調，她弟弟在求醫的歷程中，沒有遇

到人生的目標。

到任何貴人，沒有得到妥適的照料。在醫

（三）絕處逢生的轉捩期
慕光盲人重建中心提供視覺障礙者職
業重建，成為人生絕處逢生的轉捩點。

（四）創業維艱的草創期

病關係日益緊張的今天，醫生是否能放下
身段，苦民所苦，多一點雞婆，多一點瞭
解與關心，醫病不只醫人，更應該醫心，
或許就不會給病人不好的感受， 而這份感
受是會延續一輩子的。民國 100 年 2 月頒
佈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已將過

成立個人按摩工作室需要資金，急需

去輔導中途致障者的體系明文規定，並且

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創業基金補助及就業輔

要求通報體系的建立（李秀鳳，2012）。

導。

所以說，目前政府對於中途失明者的重建

（五）身體生變的低谷期

體系可說是才剛剛起步，對於視障者的輔
導體系雛形也才有眉目。其實社工人員扮

需要政府在制定視障者家庭相關福利

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如果輔導網絡綿密，

政策時，能夠整體考量規劃視覺障礙者就

個案管理做得確實，對於每位視障者是有

業於各種處境之扶助，提供完整的福利制

極大幫助的。祈盼相關單位能將資源好好

度及社會支持系統。

運用在中途失明者的身上，讓他們能免除
摸索的痛苦與無助，避免重走阿堅的舊路。

二、建議
（一）政府機關
1. 積極落實提供視障者多元資訊的服務品
質

2. 加強鄉鎮公所村里鄰等相關基層人員的
服務熱忱
從本研究結果中發現視障者有鄉鎮
公所村里鄰等相關基層人員探訪方面的需
求。因此，基層人員平時就應該勤跑基層，

從本研究結果中發現視障者有醫療人

對於家戶的狀況有所瞭解，也才能在鄉民

員、就業輔導員及社工師等專業人員指導

有需要時，適時提供援手，給予幫助。

的需求，人跟人之間的誤會往往起因於彼

3. 鼓勵視障者接受就業重建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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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研究結果中發現阿堅有就業輔導
的需求，政府機關應倡導視障者進入啟明
學校就學或進入相關重建院等處所學習，
提供其適性、適才、適所，幫助他習得一
技之長，未來並保證輔導就業，讓其經濟

於各種社政和醫療等福利措施之使用。

（二）視覺障礙者
1. 鼓勵視障者終生學習
從本研究結果中發現視障者有就醫及

自主，不依賴家人。

未來就業的需求，知識就是力量，有了相

4. 提高視障者在特殊處境未達穩定按摩工

關領域的知能，就能解決面對的問題。現

作量之補助

在是終身學習的時代，知識、科技日新月

從本研究結果中發現阿堅在特殊處境

異，不學習就會被淘汰。建議政府相關單

時期，經濟上有需求，在萬物皆漲，薪水

位開辦視障者就醫須知、日常生活保健、

不漲的時代，身障津貼等補助金額宜隨著

用藥須知及職前和職後等就業相關課程、

物價的波動，而給予適時做調整。

盲用電腦課程學習及增加有聲書之圖書館

5. 增加舉辦適合視障者參與之相關活動

的館藏數量等措施，鼓勵視障者參加及借

從本研究結果中發現視障者有接觸人

閱利用，讓知識普及化。另外，強化視障

群方面的需求，政府應鼓勵他們不時走出

者運用科技輔具產品的能力，進而提升生

家門，接觸人群，讓大家看到他們的存在。

活品質。除此之外，政府應追蹤調查視障

建議政府相關單位多舉辦與視障者相關的

者就業輔導及特殊境遇扶助政策實施之成

戶外活動及知性講座，不僅讓社會大眾認

效，以避免社會資源浪費。特別是偏遠地

識視障者，更藉由活動傳達正確的社會觀

區的視障者，不若都會地區資源及資訊的

念，鼓勵大眾關懷弱勢族群，傳達正向善

取得快速與便利，更需要相關單位的重視

良的能量，讓社會更加祥和。

與輔導。

6. 主動提供宣導各項福利政策的資訊及定

2. 視障者主動參與職前專業技能之訓練

期派員訪查

從本研究結果中發現視障者有就業輔

從本研究結果中發現視障者對於切

導的需求，故此，鼓勵視障者能主動參與

身的相關福利措施並不是很瞭解，相關福

職前專業技能之訓練，以習得一技之長，

利訊息獲得往往不是經由政府相關處室得

讓自己的經濟自主。

知，而是由親友轉達。政府相關部門應主
動提供及宣導各項福利政策的資訊，定期

（三）視覺障礙者家人

安排社工人員到府訪查，才能第一時間根

家人支持是視覺障礙者從困境中重新

據視障者個別家庭狀況及特殊處境，及時

出發的動力，由於家人大多能站在視覺障

提供合適的職訓資訊、就業輔導、技能進

礙者之立場，同理他身體及內心的困境；

修及學習之諮詢服務，讓視障者確實受惠

故此，家人之間建立完整的家庭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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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vocational experiences of working on massag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of a visually impaired individual who became blind in adulthood in the research period
of 14 years. The research subject is mainly an individual with visual impairment, and his wife and
elder sister were alos interviewed in depth.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Prior to massage voc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s include unkown-period,

sudden –change-period, and darkness-period. After adopting physical condition and disease, the
subject experienced six stages, i.e., changing-period, starting-period, stable-period, up-period,
down-period, and recovering-period.
2)

Difficulties occurred in sudden-change-period, darkness-period, changing-period,

starting-period, and down-period. Helps from related units were needed in these periods.
Based on research finding and conclusion, the researcher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government, person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family of individual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visually impaired individual who became blind in adulthood, vocational experience,
cas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