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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与价值 
1. 研究目的： 

1.1 我们要提高华中学生对失明者所处困境的认识, 并且让学生们

理解如何给予失明者协助 ，从而以关爱和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失明者。 
1.2 通过这个专题作业，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与失明者沟通交流，

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怎么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1.3 我们的目标观众：华中学生。 
 

2. 研究价值 
          2.1 通过社交媒体网站和制作视频，增强华中学生对视障碍者的认识。 
          2.2 我们可以把通过做义工协助失明者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人，让他们主

动关爱失明者，以及伸出援手。 
 

二，文献研究 
1、 
“我在寻求帮助，附近的人只是不理我” 
“当我在找一个地址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失去方向感，所以我会问我身旁的

人，可是他们不会回答。我可以听见他们路过，可是他们不会回答，以为 
“我不知道。”  
当我在学校当辅导员时，有许多家长投诉为什么一个失明者在教他们的孩子

，怀疑失明者不能把他们的孩子教好。我感受到人们对失明者的歧视。 ”  
  
         —受访者 Jim Bek, 53岁失明者兼糖尿病患者 
  
结论：从Jim Beck 的遭遇，我们了解到社会中的许多失明者经常无法得到及

时的帮助。当他们需要帮助时，有些人不但不上前帮助他，甚至忽视他们的

存在，更有甚者，人们一般上否定失明者的能力，有的甚至歧视他们。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专题作业能消除一般人对失明者的误解，让人们知

道失明者也可以通过学习来独立生活，让自己的人生“重现曙光”。希望观众

在游览我们的网站的后，能体谅他们的处境及提醒人们不要歧视失明者，如

果发现他们需要帮忙就应该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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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加坡视障人士协会SAVH是新加坡唯一的一个帮助失明者的协会。他们为

了帮助失明者，提供了发展技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帮助失明者提高他们在

IT 或者在演奏乐器的技能。新加坡视障人士社会也拥有低视力诊所，专门帮

助失明者实现他们最大的剩余视力，无论视力受损程度如何。这是通过使用

特殊规定的放大镜和其他低视力设备，让他们达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剩余视

力。 低视力诊所也会为经过盲法或低视力认证的注册患者提供咨询会。因此

，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失明者学会怎么帮助自己。 
 
结论: 新加坡视障人士协会虽然有很多帮助失明者的活动，他们并没有加以

宣传他们的活动。于是我们想到要通过推出一些活动来宣传他们为失明者提

供的服务，借此提高人们的意识，给予失明者适度的关怀。因此我们参与了

他们主办的售旗日，希望能让更多人响应这个关怀视障者的活动。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1. 研究方法 
1.1 问卷调查 

●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问了学生新加坡有哪些协助失明者的机

构及,以及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协助失明者的四个问题。 
1.2 实地考察（售旗日） 

● 此外，我们也参加了新加坡视障人士协会举办的售旗日，

目的是学习如何与失明者沟通交流及呼吁公众伸出援手协

助失明者。我们在七月二十七日和新加坡视障人士社合作

，为失明者筹款。当我们在筹款时，也有一些人在好奇心

的驱使下问了一下我们做售旗日的意义，再次确认人们对

失明者的认识不多。 
     2. 研究框架 

2.1 陷入黑暗-导致失明的原因 
2.2 困在黑暗-失明者遭受的歧视 
2.3 困在黑暗中-对失明者的误解 
2.4 寻找曙光-协助失明者独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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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重见曙光-协助失明者维持生计 
2.6 重见曙光-成功的视障者 
 
 

四，调查研究分析 
1. 分析问卷调查结果 

Q1.你知道新加坡有哪些协助失明者的机构吗？ 

 
分析：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从41个反馈发现将近69%的学生都不了解新加

坡有哪些协助失明者的机构。这显示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相当匮乏。 
 
 
 
 

 
 

Q2.你知道如何为失明者引路吗？（协助他们达到某个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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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只有39%的学生知道如何为失明者带路，而超过

一半的学生不知道或不确定如何协助失明者。这说明一般学生不能有效地协

助失明者。 
 

2. 分析使用者反馈意见表 
Q1. 你从我们的社交媒体学到新的知识吗? 

 
分析：我们调查的学生中，接近一半认为我们的社交媒体网站教他们很多知

识，另一半认为网站教他们一些知识 
 

 
 

 
Q2.你从我们的视频学到新的知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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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从我们的视频中学到了很多而46.5%从视频学到了

一些。显示我们的视频有效的增加学生对失明者的认识，并教导他们如何正

确地和失明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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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们的成品 
1. 社交媒体网站 

我们制作了一个社交媒体网站。我们在上面上传了一些小知识，和一些问题

让同学们回答。我们也在上面放了人们的一些迷惑。我们用社交媒体因为大

多数的同学们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所以我们很容易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做什

么，也因此不需要浪费纸来打印海报。我们在社交媒体网站加上了一个网站

的网址。网站有我们专题作业更多的详情。 
网址：https://www.instagram.com/project.twilight.hci/?hl=en 

https://sites.google.com/view/project-twilight/%E4%B8%BB%E9%A1%B5 

 
 
 

1. 视频 
制作了两个短视频，第一是一个短短的资料视频，解释如何与失明者相处，

我们也在视频里介绍一些新加坡出名的视力障碍者。我们在第二个视频里演

出一个场景揭示一些人们对失明者常有的误解。我们选择利用视频的原因是

因为视频容易明白，也比网络更有趣，因此就能够吸引更多人。 
视频网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P04EfjGPiqfmMAcAqI9Sbx79itMqHMBY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E40OUkfwGg1oj8uXvtocP-epzI2G_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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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AVH 售期日 
我们在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去了新加坡视障

人士协会参加义工活动。在那里，我们各自

分成两人一组，拿着一个罐头，向公众募捐

来帮助失明者。可惜的是，当我们到了新加

坡视障人士协会时，失明者们早上已经出门

了，而且那天的天气非常热，因此失明者们

得休息一下，而我们只好自己出发。我们做

售旗日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其他人来参加类似

的活动，也是要让自己体验帮助他人的经

验。 
 
 
 
 
 
 
 
 
六，结论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了华中学生对失明者的了解并不深，而且发现一些学生

对失明者存在误解。因此，通过我们的专题作业，让学生了解失明者的生活

，他们每天所遇到的困难，也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我们的组也利用了我们的

社交媒体，以及我们制作的两个视频让华中学生们学到了有关于失明者的知

识。我们也参加了新加坡视障人士协会的售旗日来呼吁公众响应类似的活动

，帮助失明者和他们进行交流。 
通过这个专题作业，我们也了解了失明者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希望我们能让

人们更了解失明者的生活方式，从而更有效地让失明者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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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录 
我们也在研究调查里多问了两个问题。其他的两个问题是： 
你们对社交媒体网站内容的数量有如何感受？ 
51.2%的反馈者说他们从我们的社交媒体网站学到了一些的新知识，而

48.8%的反馈者从我们的社交媒体网站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你们对视频内容的数量又如何感受？ 
51.2%的反馈者说他们从我们的视频里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46.5%的反馈

者说他们从视频里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而2.3%的反馈者说他们从我们的视

频里什么也没有学到。 
 
 
 
八，反思 
 
林嘉胤：做这个专题作业，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失明者的知识，更了解失明者
天天遇到的困难。我在做专题作业时做了很多研究，从此学到了如何和失明
者相处。我们志愿去SAVH做义工是我们第一次和失明者相处，我希望可以
利用这个机会应用我学到的知识，学到更多关于失明者的资料。 
 
吴晨宇: 在专题作业的过程中我们组遇到了几个问题，比如找到合适的义

工。但我们也从中学到了一些价值观和技巧,比如和SAVH的人员沟通等等。
我也从专题作业的研究学到更多的知识，增加自己对失明者生活方式的认

识。 
  
金东华：我从我们的专题作业学到了很多。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决定我们的视频内容。这因此导致了一些矛盾。可是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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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能够决定我们的内容，并成功地完成视频。 
 
李梓然：经过这次的专题作业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怎么设

计一个社交媒体网站。我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失明者的知识和技巧，比如怎么
跟失明者沟通，而如果遇到他们，如何帮助他们。我也从这次的专题作业懂
得怎么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八，参考文献 
◂ SAVH Who we serve https://savh.org.sg/who-we-serve/  
◂ Channel News Asia (28 Dec 2017) ‘I was blacking out, asking for help, people ignored me’: The blind 

Singaporean fighting ‘prejudice’ against the disabled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blind-disabled-singapore-9813426 

◂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Financial Assistac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tities 
https://www.msf.gov.sg/assistance/Pages/Employment-Assistance-for-Persons-with-Disabilities.aspx  

◂ Iris Network Misconception and myths about blindness 
https://www.theiris.org/resources/faqs/misconceptions-and-myths-about-blindness 

◂ Healthhub (29 Jan 2018) Blindness 
https://www.healthhub.sg/a-z/diseases-and-conditions/58/topics_blindness 

◂ Euractiv (11 Oct 2013) Workplace prejudice keeps blind people out of employment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health-consumers/news/workplace-prejudice-keeps-blind-people-ou
t-of-employment/ 

◂ Heng, Melanie. “Woman Finds Purpose in Life after Going Blind.” The New Paper, （28 Nov. 2016） 
www.tnp.sg/news/singapore/woman-finds-purpose-life-after-going-blind. 

◂ FamilyConnect. “How Students Who Are Blind Read and Write.” FamilyConnect, 
www.familyconnect.org/info/browse-by-age/grade-schoolers/education-grade-schoolers/how-students
-who-are-blind-read-and-write/12350. 

 
 
 

 

10 

https://savh.org.sg/who-we-serve/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blind-disabled-singapore-9813426
https://www.msf.gov.sg/assistance/Pages/Employment-Assistance-for-Persons-with-Disabilities.aspx
https://www.theiris.org/resources/faqs/misconceptions-and-myths-about-blindness
https://www.healthhub.sg/a-z/diseases-and-conditions/58/topics_blindness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health-consumers/news/workplace-prejudice-keeps-blind-people-out-of-employment/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health-consumers/news/workplace-prejudice-keeps-blind-people-out-of-employment/
http://www.tnp.sg/news/singapore/woman-finds-purpose-life-after-going-bl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