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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随着越来越多的视障儿童开始接受常规学校教育，他们在读写速度和相对读写能力等方面的问题使
教育工作者需要重新审视点字读写能力的早期教育。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学习，意味着视障儿童要
用几年的时间才能达到与同龄儿童相当的读写水平。虽然点字机为儿童提供了一种更快的书写工
具，但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疑问是它是否比点字板和点字笔更便于掌握点字书写。本项研究旨在
了解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的学生与使用点字机的学生在掌握点字书写速度方面的差异。本项研究的
样本来自印度孟买一所当地盲童女校的蒙氏教育部。学生年龄范围为 6-11 岁。所有学生在参加本
项研究之前均未接触过用点字机书写。按照原有的班级设置对每个儿童进行了系统的观察，每天观
察 2-3 个小时，共进行六周。
样本说明

案例 1 是表在本项研究开始之前先使用两周点字板和点字笔。其目前的书写水平只是在点字板上
按点字笔，但不认识任何字母。
案例 2 是使用一个月点字板和点字笔。其目前的能力水平为只会写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
案例 3 是在本项研究开始之前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书写点字四个月左右。因此，她可以熟练地使
用点字板和点字笔。
她目前的书写水平是几乎可以点字书写字母表上的 17 个字母。
案例 4 是在本项研究开始之前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书写点字四个月左右。

她目前的书写水平是可以用点字书写字母表上的 10 个字母。她先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书写四周，
然后在第五周开始使用点字机。

案例 5 是去年在同一年级的留级生。她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约一年半时间，从未接触过点字机。
她的主动性低，对概念的掌握差。
她目前的点字书写水平是知道三个字母怎么写。所有学生在参加本项研究之前均未接触过用点字机
书写。
在实际开始本项研究前，观察并评估了每个学生在学习点字之前的能力。发现每个学生在学习点字
之前的能力良好。
研究程序

直 人
不同时间开始使用点字机 (B)。然后会将所有案例的基准表现与进行干预期间和进行干预后的表现
相对比。当开始对案例 1 进行干预时，对其他学生继续进行基准观察。当开始对案例 2 进行干预
时，对案例 1 和 2 进行干预观察，而对案例 3、4 和 5 继续进行基准观察。在研究进行 6 周
以后，案例 1 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 1 周，使用点字机 5 周，而案例 5 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 5
周，使用点字机 1 周。然后将所有案例的基准表现与进行干预期间和进行干预后的表现作了对比。
本项研究采用多基准设计，对所有学生进行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的基准观察 (A)，一 到每个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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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 ：这是指凸字的均匀程度。如果凸字太平，则无法用指尖感触到；而如果点字时太
用力，则会刺破纸张，两种情况均视为错误。
b) 字母间距：每处不正确的间距（没有按照要求在两个字母之间不留空格或多留空格）计为一处
错误。
c) 各行位置：点出的字母不在一条直线上，视为一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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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不管正确与否，在规定时间（15 分钟）内写出的字母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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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选 数 即：每方点字质量、书写速度、书写错误以及掌握程度，对所有五名学生
进行了交叉案例分析。
使用本项研究所 参 ，

“每方点字质量”这一参数显示：案例 1 在所有三个质量指标方面的表现均很出色。案例 2 在均匀
度和各行位置方面的表现有提高，只是在间距方面有所退步。案例 3 最初在均匀度和间距方面的
错误增多，其后表现有所提高，不过在各行位置方面的表现则有些反复。案例 4 在每方点字质量
中的凸点均匀度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提高，而在间距和各行位置方面的表现则停留在基准阶段。案例
5 在均匀度和各行位置方面的表现维持原有水平，但间距方面则明显退步。
显著提高，而案例 3、4 和 5 则维持在基准水平。

案例 1 和 2 在书写速度方面有

错误是衡量点字书写能力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除案例 5 以外，所有学生在使用点字机后书
写准确度或有提高或维持原有水平。
书写

或 高而

那 保持
其学习速度。由于所有学生以前均未接触过点字机，所以这种能在不影响速度的情况下学习新字母
的研究结果是对这种书写工具的易用性的一种肯定。只有案例 5 在使用点字机后出现退步。
案例 1 和 2 使用点字机后表现良好 有提 ， 案例 3 和 4 在开始使用点字机的 一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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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吃力的学生在使用点字机进行学习时效果好得多。

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比

适应点字机方面所用的时间较长。不过他们一旦掌握了使用点
字机的方法，书写即会有明显提高或维持原有水平。

•

熟练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的学生在

•

研究发现，所有学生使用点字机书写的每方点字

质量都比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好。

凸 匀 高幅度最大。每方点字质量更高使学生更易感知其
书写内容，从而有助于提高其阅读能力。

•

所有案例在使用点字机时，其 字的均 度提

•

研究发现，使用点字板来 到一行

•

使用点字机时，书写速度会提 ，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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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难得多。

、保持直线以及在字母之间留空格，要比使用点字机实现上述

高

错误会减少。

大幅提升，特别是那些在学习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方面颇为吃力的学生。由于学生使用点
字机比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更容易，所以他们可以集中精力掌握新字母，书写单词方面也提高很多。
可以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让熟练使用点字板和点字笔的学生转而使用点字机。

学习速度

老师总结说，使用点字机显著提高了点字书写掌握速度，他们觉得点字机可以提高学

蒙氏教育班的

效率以及对点字读写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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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提高点字书写早期教育的工具，可让能力参差不
齐的学生获得与视力良好的同龄儿童相当的早期读写能力。儿童一旦能读写点字，大部分学生都可
以转用点字板和点字笔，使其可像年长的点字学习者和成人一样灵活使用这些工具。

因此，本项研究表 ，点字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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