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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圖書館有義務提供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源與服務，以消弭取用資訊之落差。臺灣

於 2014 年 11 月 21 日通過《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明確保障身心障

礙者取用圖書資訊的權利。圖書館為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迫切需要一份指引，指導館員

如何從事特殊讀者服務，並作為衡量圖書館服務現況之指標。本研究旨在研訂此一指引

並說明研訂過程，同時藉由調查瞭解臺灣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現況。 

指引研訂過程先藉由文獻分析瞭解國內外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概況，借

鑑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國家以及國際圖書館聯盟（IFLA）研訂相關指引內容

之經驗，並輔以深度訪談方式，瞭解國內提供特殊讀者服務圖書館對此議題之看法，進

而綜合文獻與圖書館現況分析，研擬提出指引內容初稿，接續辦理兩場學者專家諮詢會

議以及三場焦點座談，徵詢身心障礙團體代表與圖書館人員對於本指引內容初稿之意

見，最終整合各項看法，彙整提出指引內容草案，並綜合研究分析結果，提供圖書館發

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建議。 

 

關鍵詞：特殊讀者，身心障礙讀者，平等取用，服務指引，圖書館服務 



 

 

Abstract 

Libraries have to provid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eliminate barriers of information access. Taiwan announc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s of E-library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n November 21, 2014.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aiwan, it becomes an immediacy that libraries need a 

guideline to instruct librarians how to serv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measure services they have been currently providing.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draft the proposal for guideline on library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aiwan. The process of drafting this guideline and the library services for 

disabilities in Taiwan is explained. 

The study used literature review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library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guidel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and IFLA 

were taken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interviews of librarians were also 

adopted. As the result, the draft of “The Guideline on Library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as proposed. The following two consult meetings of 

librarianship experts and three focus group discussion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librarians were conducted for recognizing the expectation and suggestion 

for this guideline. Finally, the draft document was edited to reflect the 

comments and concerns of libraries and user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as the reference for creating libraries which are accessible to all 

people in Taiwan. 

 

Keywords: special reader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equality access, service 

guideline, librar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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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緒論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第二節陳述研究目的；第三節解釋本研

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進行相關名詞解釋，俾於閱讀本文者對於採用名詞意涵有一致共

識。 

第一節 問題陳述 

資訊自由應保障每個人擁有平等接觸資訊的基本權利，但多數資訊的提供均需透過

肉眼觀看才能接收，導致視覺障礙者取用資訊較一般人處於劣勢，需要特別的機制加以

協助。除了視障者居於取用資訊的弱勢外，因一般資訊傳播媒體與管道多是為身心健全

者量身打造的環境，對於感知著作內容有障礙者並不友善（李秉宏，2014）。 

1993 年「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機會公平標準規則（United Nations Standard Rules on 

the Equalization of Opportunity for Disabled People）」呼籲讓身心障礙者享有與一般人等

同接觸資訊的機會，享受人類文化成果。2006 年聯合國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明文保障身心障礙者的生

命、平等、自由、受教、工作與參政等各種基本人權，強調尊重差別，接受身心障礙者

為人類多元及人性之一部分，鼓勵身心障礙者有參與社會的權利（唐宜楨、陳心怡，

2008）。我國亦於 2007 年修訂《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並增修條文捍衛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享有等同的地位，其基本人權應受到保障（林聰

吉，2010）。 

人們藉助視覺及聽覺接觸取得資訊，但對於因視力、聽力或其他身心障礙導致無法

接觸一般常規著作之障礙人士而言，資訊的取用必須透過轉換的機制。例如視覺障礙者

無法以既有視覺閱讀作品，一般文字必須轉換成觸覺符號（如點字）或聲音格式（如錄

音），使其改用觸覺及聽覺感知。又如聽覺障礙者無法以聽覺聆聽聲音訊息，必須將原

以聲音呈現之資訊或作品轉換為文字或手語表達內容資訊，使其改用其他知覺感知資

訊。至於其他身心障礙者，則必須排除其障礙事項，傳達可接收之資訊。數位網路興起

後，民眾接觸資訊之機會更加廣泛，相對於此，原已處於資訊取用弱勢之身心障礙者，

不論是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學習障礙及其他感知著作有障礙之人，其接觸資訊與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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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之機會日益落後，勢必產生嚴重數位落差，影響其受教、就業及社會參與等在世生

活，亟須國家體制解決此項困境。 

圖書館為知識典藏機構，素以維護知的權利、滿足資訊需求、推動終身教育為職志，

對於各類讀者權益的維護有《圖書館權利宣言》（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載明：「個

人利用圖書館權利，不得因其出身、年齡、背景或觀念，而遭到摒棄或剥奪」。我國《圖

書館法》第 7 條亦揭示：「圖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

書資訊權益」。因此，圖書館在資訊服務上應照顧所有讀者的需求，尤其面對處於資訊

弱勢的身心障礙讀者，更應該提供多元的服務，使其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地取用資

訊，以消弭資訊落差。 

圖書館對於視障者服務長久以來因資源投入有限尚稱力有未逮，由中央到縣市各級

公私立圖書館，可提供視障者圖書資源服務之圖書館機構並不普遍，僅有少數針對視障

者服務之圖書館，有比較相對完整之館藏、設備與服務（薛理桂、林巧敏，2012）。今

因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原第 30 條之 1 所關注資訊接觸權益保障之「視覺功能

障礙者」，於 2014 年 6 月 4 日新修正公布後，更進一步擴大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

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對於原本資源與服務

不足之圖書館營運現況無異更雪上加霜。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學習障礙及其他感知著作有障礙者，因其身心靈之缺損或不

完全，難以全盤接觸世上各類型之資訊，隨著時代之進展，上開身心障礙者應能透過輔

具、新興科技與專業之服務，進一步弭平此項缺憾。 

身心障礙者類型根據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義：「身心障礙者，指

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

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

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中華民國《特殊教育法》定義：「本法所稱身

心障礙，指因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截至 2014 年底，臺灣地區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手冊）者共計 114.2 萬人，較 2013 年增加 1.7 萬人（增加約 1.5％），占總人口

比率提高為 4.9％，障礙人口比率有逐年增加趨勢（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再者，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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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臺灣高齡化社會到來，因生理老化產生之閱讀障礙，雖未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程度，

但同樣是圖書館服務必須考量可能有閱讀障礙的族群。顯然圖書館面對感知常規著作有

困難之身心障礙讀者人數，遠超過法定身心障礙者人口數量，甚至包含服務社區中潛在

的各種特殊族群，圖書館基於平等取用服務觀念，需要兼顧此等讀者取用資訊的權利。 

由於圖書館資源有限，面對各種取用資訊障礙族群需求，基於法規要求首先需要滿

足「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

者」之讀者服務事項，為因應此一服務趨勢與要求，如能建立營運作業指引，提供各項

服務基本原則與服務規劃說明，將可降低各圖書館因應此項法規要求的困難，提升服務

作業成效。爰此，實有必要參酌相關文獻與國內資源條件現況，擬定相關作業指引，提

供各圖書館未來開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由於身心障礙者服務事涉廣泛，基於圖書資訊服務以排除資訊取用障礙為主，並參

考法制相關意見，本計畫擬發展之《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其探討範圍係集

中於「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至於其他障礙狀態尚未造成對於著作之感

知有所困難之身心障礙者，則未列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之保障範

圍（章忠信，2014），亦非本計畫探討範圍。 

本計畫研究目的在於： 

一、瞭解國內外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現況，根據現況與文獻評析提供作業

規劃基礎。 

二、參酌國外相關指標研訂完成《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1（簡稱本指引）草

案。 

三、徵詢相關機關團體與專業人士意見，完成本讀者服務指引之修訂，並彙整研究成果，

提出國內圖書館未來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發展之建議。 

                                                 
1
 本委託研究案名稱為《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南研究》，爰報告內文原均採用「指南」一詞，惟經

期中報告審查決議改採「指引」一詞，僅保留委託研究案名稱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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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由於「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議題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基於研究目的、研

究期限之因素考量，本研究進行之際，針對下列事項設定研究範圍與限制，俾於整體研

究的進行： 

一、研究語文與地區之限制：文獻分析因囿於語文能力，以英文文獻及中文文獻為限。 

二、研究議題之限制：國內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者服務之探討較為缺乏，文獻分析多以

視障研究為主，因此，就文獻分析部分，難以均衡不同身心障礙別之圖書館服務情

形，謹以文獻所述加以綜合整理。另本計畫研究重點在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與

指引之研訂，故對於特殊版本圖書資訊之製作與軟硬體規格問題，非本研究探討重

點。 

三、研究對象之限制：由於身心障礙者服務對象廣泛，基於圖書資訊服務以排除資訊取

用障礙為主，並參考法制人士意見，研究目的預計研訂之服務指引所包含之身心障

礙讀者對象，以「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為主，採用《圖書館法》第

9 條第 2 項所稱之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為主要探討範圍。加上

考量目前建築法規對於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要求，因此，將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兼及肢體障礙者行動可及性的考量。至於其他障礙狀態尚未造成對於著作感知

有所困難之身心障礙者，暫非本指引論述範圍。 

 

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涉及之重要名詞解釋如下： 

一、身心障礙者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 條所稱之身心障礙者，指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

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

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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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者。2014 年 6 月 4 日新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對於關

注資訊接觸權益保障之「身心障礙者」，解釋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

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據此定義，本指引全文所稱之「身

心障礙者」亦以視覺、學習、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

為對象。 

二、特殊讀者 

「特殊讀者」並無一致之定義，如根據《圖書館法》第 9 條第 1 項所定，「特殊讀

者」乃指「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本指引參閱對象為圖書館人員，

故根據《圖書館法》用語，以「特殊讀者」統稱對於感知著作有困難之讀者，「特殊」

係指其閱讀需求特殊，而非身份特殊之故。 

但不是所有特殊讀者之感知著作障礙都是外顯可知的，且特殊讀者和非特殊讀者之

間，往往難以明確區分，所以圖書館儘可能提供資訊取用無障礙服務，將對於圖書館所

有讀者服務的品質，均能有所提升。圖書館對於特殊讀者的瞭解，必須注意： 

（一）特殊讀者可能是暫時或永久的； 

（二）特殊讀者可能具有一種以上的障礙； 

（三）特殊讀者之個人背景，可能使其缺乏語文識讀能力或是不諳圖書館狀況。 

因此，圖書館需要瞭解所服務特殊讀者之個別差異及其使用圖書資訊之限制。 

三、學習障礙者 

根據教育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基準」，將學習障礙定義為：因神經心

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推理、表達、知覺或知覺動作協調等能力有顯

著問題、以致在聽、說、讀、寫、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感官、智能、

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顯見學習障礙是一群學習異常現象的統稱，表現在聽、說、讀、寫、推理、運算的

學習上，會出現一項或多項的顯著困難。這些學習上的異常是因為神經中樞的異常而導

致，並不是由於智能障礙、感官缺陷、情緒困擾、環境文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學習障礙



6 

 

者雖然智力正常，但可能會出現學習成就與潛在能力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或是個體本

身不同能力之間差異很大，亦即可能一項或數項能力特別低落，但是其他能力又表現良

好，而產生令人難解的矛盾現象。學習障礙者因其在資訊的接收和處理上異於一般人，

對於圖書資訊之取用，除了可使用常態圖書版本外，可藉由特殊版本促進學習。 

四、閱讀困難者 

閱讀困難基本上屬於學習障礙的一種，所謂的「閱讀困難」是指在有關閱讀正確性

及理解程度的標準化個人測驗中，閱讀表現顯著低於預期應有程度。此預期乃基於被測

者的生理年齡、個別測驗的智能、及與其年齡相符的教育程度所判定。閱讀困難者可經

由增加視覺、聽覺的刺激以及反覆的練習，並藉助電腦的應用，增加閱讀的效果。 

五、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指專供身心障礙讀者直接或運用輔助設備可接觸之文字、聲

音、圖像、影像或其他圖書資訊無障礙版本。本用語依循 2015 年 12 月 7 日教育部臺教

社（四）字第 1040162891B 號令訂定發布之《特殊讀者使用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

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第 2 條名詞定義，以「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統稱之。 

六、專責圖書館 

2014 年 6 月 4 日新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擴大其適用

範圍，除原有之視覺功能障礙者外，更及於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

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為因應法規要求事項之推動，教育部爰於 2014 年 11 月 21 日

修正《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

辦法》，該辦法所稱之專責圖書館，由教育部於同年 11 月 28 日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

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負責國內身心障礙資源徵集、編目、典藏、閱覽服務、推廣與

研究及館際合作等事項，以落實推動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服務。 

七、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 

臺灣公共圖書館可劃分為 4 個層級，分別是：國立公共圖書館（不包括國家圖書

館）、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縣（市）公共圖書館、鄉（鎮、市）立公共圖書館。根據

2015 年底統計，國立公共圖書館有 2 所，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有 5 所，縣（市）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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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有 17 所。公共圖書館是社會大眾通向知識之門，不同族群與背景民眾都應該能在

公共圖書館找到合適的資訊，其館藏內容必須滿足當前社會演變需求及人類現有成就或

未來發展的紀錄，為個人及社會提供終身學習、獨立判斷與文化發展的基本條件。因此，

對於肩負社會大眾圖書資訊服務重要角色之國立公共圖書館、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縣

（市）公共圖書館等（以下簡稱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因其機構層級與空間經費條

件較具規模，宜優先配合專責圖書館規劃提供服務社區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至於

其他類型圖書館可視資源條件，儘量鼓勵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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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本章文獻分析分為二節，第一節介紹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理念與意義；第二節介紹國

內外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現況分析；至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之比較分

析將於第四章探討。 

第一節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理念與意義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之統計，全

世界人口超過 10%為身心障礙者（Onatola, 2007），近年來人口高齡化及慢性疾病患者

增加，身心障礙者比率也逐步上升，身心障礙者人口已高達 10 億，且其中近 2 億為狀

況嚴重者（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對於提供全民知識服務之圖書館而言，身

心障礙者已是不容忽視之重要族群。 

所謂身心障礙者係指身心有缺陷（ impairment）者感受到障礙（ disability）

（Deines-Jones, 2007），世界衛生組織對缺陷和障礙之定義，前者是指心理、生理或人

體結構或功能上任何型式的喪失或異常；後者是一個人由於缺陷，無法以正常姿態從事

活動。身心障礙者類型若進一步從生理和心理層面劃分，可概分為兩類，包括醫學模型

（medical model）及社會模型（social model），醫學模型之身心障礙者為個人問題，如

一個人身體有視覺、行動、聽覺等損傷，會造成無法觀看、行走、聆聽等之障礙；社會

模型則是身心障礙者自己產生的，為社會對身心障礙者之反映，也是身心障礙者在健康

福利制度下之孤立與壓迫感受（Carson, 2009）。 

考量身心障礙者生理及心理狀態之特殊性，圖書館提供其特殊資源、設備、環境及

服務，稱之為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黃雯玲，2012）。 

一、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理念 

圖書館不僅是資訊自由的象徵，也是實現社會公義的社會教育機構之一，當國家政

策進行資源分配時，如果未能考慮到正義與公平性原則，將可能造成資源集中在少數人

或是先天即屬較有利的地區，使得資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不公平現象（莊道明，

2001，頁 48）。為了消弭條件不足與弱勢者取用資訊的障礙，不僅需要有國家法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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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族群平等權益，更需要推動政策提升民眾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瞭解，始能協助身心障

礙者能穩定身心並融入社會生活。愈來愈多的先進國家將身心障礙者服務列入福利政策

之一，而圖書館身為社會機構也必須重視身心障礙者之相關服務，其重要理念包括

（Yoon & Kim, 2012）： 

(一） 圖書館有社會責任保障身心障礙讀者取用資訊之權利。 

(二） 圖書館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各種資訊服務。 

(三） 圖書館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使用資料之輔助設備。 

(四） 圖書館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特定型式資料。 

(五） 圖書館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豐富的資料及閱讀服務。 

(六） 圖書館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終身教育課程，培養其生活能力。 

(七） 圖書館應運用數位科技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新資訊。 

過去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著重於視覺障礙讀者，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幾乎等同視覺

障礙讀者服務，歷經點字書、有聲書，到如今數位資訊時代，科技進展促使視覺障礙讀

者服務日益提升；相對地，圖書館對於聽覺障礙、行動障礙、心理缺陷等身心障礙者卻

未等同重視，由於這些身心障礙者能閱讀紙本資料，因此經常被忽略不被納入圖書館身

心障礙讀者服務範疇，但實際上這些身心障礙者取用圖書館服務的困難度，並不低於視

覺障礙讀者（Lee, 2001），圖書館實有必要給予相同程度之關注。 

不論是視覺障礙讀者或其他類型身心障礙者，都是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範

疇，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規劃應事先評估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與其使用圖書館可能產生

之障礙（Nelson, 1996）。 

二、身心障礙讀者圖書資訊需求 

圖書館是民眾獲取資訊之重要管道，不論使用者性別、年齡、種族、政治立場，及

身心障礙與否，圖書館都應平等對待，提供其參與資訊社會所需之資訊（Ponera, 2015）。

Adesina（2003）指出身心障礙者之資訊需求主要為教育學習資訊，如學生需要與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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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相關之補充資訊，此外有關社會及個人發展、休閒娛樂等資訊也是身心障礙者重要

的資訊需求（Igwebuike & Agbo, 2015）。 

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應瞭解使用者特性，身心障礙讀者族群特性包括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1998）： 

(一） 身心障礙讀者是獨立的個體。 

(二） 身心障礙讀者可能是暫時的也可能是永久的。 

(三） 身心障礙讀者可能具有一種以上障礙。 

(四） 並非所有障礙都外顯。 

(五） 身心障礙讀者的種族背景可能使其缺乏當地語言能力。 

(六） 身心障礙讀者之親朋好友與專業人士及團體也可能有特殊資訊需求等。 

Turner（1996）以馬斯洛（Abraham Maslow）所提出之人類行為動機的五種需求層

次為基礎，將身心障礙者利用圖書館的需求動機依層級概分如下（呂姿玲，1998）： 

（一）生理及安全的需求（safety and physiological needs）：這類讀者利用圖書館的

動機與館藏資料無關，他們進到圖書館的目的可能僅是飲水、使用洗手間或

是為了遮風蔽雨，暫時棲身而已。 

（二）歸屬與愛的需求（belonging & love needs）：這類讀者使用圖書館的目的，主

要係利用圖書館的場所或活動從事個人社交。 

（三）利用資訊以達自我滿足的需求（self-esteem using information needs）：這類讀

者使用圖書館的動機，在利用館藏資料滿足個人休閒、娛樂或自我學習的需

求。他們已經具備基礎的圖書館利用常識，但尚缺乏對特定資訊的檢索技巧。 

（四）在工作上達成自我成長的需求（self-esteem at works needs）：這類讀者利用圖

書館所提供的資訊資源，作為個人工作、經濟或教育的利器，他們已把資訊

視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同時，在資訊檢索技巧上，他們會利用先進科技

遠端檢索線上資料庫，對於自己的資訊需求，也往往能明確地釐清所屬主題。 



12 

 

（五）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這類讀者不僅利用圖書館所提供

的資訊資源以滿足個人的特定需求外，也利用所擷取到的資訊，加以轉換並

創造出新的資訊。他們專精於資訊資源的檢索與利用，在身份上，不僅是資

訊的使用者，也是資訊的製造者，更是資訊的傳遞者。 

雖然身心障礙者具有相當的圖書館使用需求，但使用上經常遇到各式各樣之難題，

科技進步對身心障礙者之實質助益有待社會共同關心，不論是空間規劃、設備運用、資

源服務或態度等，圖書館都應將身心障礙者之需求納入考量（鄭淑燕、賴翠媛，2010）。 

有鑑於身心障礙者的個別差異極大，如根據其學習特質加以歸納，可發現經常出現

的共同問題，例如：認知發展與學習新知有困難、學習動機低落、注意力與記憶力缺陷、

缺乏應變能力、難以建立自身與周遭環境的友善關係以及需要較長的學習時間等

（Fernandez-Lopez, Rodriguez-Fortiz, Rodriguez-Almendros,& Martinez-Segura, 2013；朱

惠甄，孟瑛如，2014）。 

因此，在閱讀學習上，可以利用將圖形轉換成文字以結合語音、調整顏色與對比、

將聲音以警告訊息或是是字幕閃示、放大文字及圖形、改變圖文排版、提供資訊內容其

他表徵等方式，強化學習障礙者的閱讀成效。目前多有以電腦作為閱讀平臺的電子文本

內容，可加上輔助閱讀軟體輔導學習，例如有語音讀報軟體、螢幕閱讀軟體（如 NVDA、

JAWS）、放大鏡軟體等（蔡明宏，2013；朱惠甄，孟瑛如，2014）。在寫作上，可以協

助確認目標字詞與文意組織，例如可以加上字詞註記與解釋，或是利用圖示擬大綱及組

織學習內容之軟體（概念構圖軟體）等（陳怡君，2010；莊億惠，2010；楊曉玲，2011）。 

Cohen（2006）針對三種最常見之身心障礙類型，包括行動障礙者、視覺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說明身心障礙讀者使用圖書館之可能障礙，及圖書館可配合其需求調整之

項目。根據其研究結果，摘錄整理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應提供之設施與服務，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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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圖書館服務身心障礙讀者之設施與服務 

障礙類型 圖書館設施 圖書館服務 

行動障礙 1. 提供無障礙停車位、無障礙坡

道及電動門。 

2. 電梯按鈕配合坐輪椅讀者之

高度，且通道寬度允許輪椅通

行。 

3. 提供專用洗手間，注意洗手

臺、自動烘手機、門栓等高

度。 

4. 電腦可採觸控螢幕，視需要安

裝軌跡球或搖桿等。 

1. 館員提供服務需配合輪椅高

度。 

2. 館員協助坐輪椅讀者拿取放

置高處的資料。 

視覺障礙 1. 提供各種放大設備、閉路電

視、螢幕放大軟體等。 

2. 為全盲者準備獨立或附加掃

描器，掃描資料後將文字轉為

語音傳遞。 

3. 電腦安裝螢幕閱讀軟體、點字

觸摸顯示器、點字轉換軟體、

點字印表機。 

館員提供朗讀服務，包括紙本資

料及電腦螢幕之朗讀。 

聽覺障礙 1. 以清楚標示及視覺警示系統

引導讀者。 

2. 提供個人輔助聽力設備、耳機

及擴音系統、聽障輔助公用電

話。 

館員學習手語以達成基本溝通，

如回答參考諮詢問題。 

環境與設施是提供讀者最基本的條件，Burke（2009）曾採用分層抽樣方式，針對

美國 5,137 戶有身心障礙者家庭進行問卷調查，瞭解其使用公共圖書館程度，以及對於

公共圖書館館藏、環境設施與設備之滿意度，調查顯示身心障礙者家庭對於公共圖書館

環境設施感受滿意者，平均為 63％；對於提供之閱讀設備感受滿意者，平均為 55.1％；

對於提供之館藏資源感受滿意者，平均為 54.2％；顯然在美國公共圖書館的情形是環境

改善相對於館藏資源，比較受到身心障礙讀者的肯定，也代表特殊館藏資源建置並非容

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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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硬體環境設施外，圖書館更需要藉由館內外各項資訊服務措施與推廣活動，達到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理念。有鑑於國內圖書館對於視障讀者服務之外的其他身心障礙讀

者服務事項的瞭解，較為缺乏。因此，接續整理國內外圖書館進行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

項規劃與作業現況，俾於實務推動上可供圖書館掌握資訊及分析。 

 

第二節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概況 

壹、 國內現況分析 

依據我國《圖書館法》第 7 條及第 9 條之規定，揭示公共圖書館肩負社會教育及文

化傳播的功能，在資訊服務上應照顧所有讀者的需求，尤其面對處於資訊弱勢的身心障

礙讀者（包括視障讀者），更應提供多元的服務，使其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地取用

資訊，以消弭數位落差。惟目前國內尚乏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營運基準或服務指

標，各圖書館對此項作業認知較為缺乏，導致國內圖書館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時，

仍以關注視障者服務為主，公立圖書館部分，多採附設視障資料中心、視障圖書分館、

視障閱覽室提供服務；而私立圖書館，則以文教機構或是視障福利團體附設之圖書室為

主。由於國內尚未關注其他類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故以下仍以介紹國內公共圖書館視

障服務為重點，這些目前已提供視障服務之圖書館，亦可期許未來能擴大服務範圍，成

為提供特殊閱讀需求讀者服務發展的基礎。 

一、 公共圖書館視障服務現況 

目前國內由中央到縣市各級公私立圖書館，可提供視障者圖書資源服務之圖書館機

構並不普遍，且提供之服務程度與圖書資源質量不一，僅有少數針對視障者服務之圖書

館，有比較相對完整之館藏、設備與服務（薛理桂、林巧敏，2012）。而國內提供視障

服務的公立公共圖書館依其類型可區分為： 

(一） 國立圖書館，如：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資料中心、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聽

視障中心。 

(二） 縣市立圖書館，如：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及其新興

分館、新北市立圖書館、臺南市立圖書館、桃園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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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私立圖書館，如：中華光鹽愛盲協會、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財團法人普

立爾文教基金會。 

前述國立臺灣圖書館早於 1975 年 7 月首先成立盲人讀物資料中心，現更名為視障

資料中心，為國內最具規模的視障讀物製作與出版供應中心，提供視障者閱覽服務，亦

推出借閱免費郵寄服務，1998 年建置「全國視障資訊網」提供視障資源的線上閱聽與

下載使用。2011 年 12 月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由教育部指

定為負責推動及落實「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之專責圖書館，2012

年建置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提供國內視障資源單一整合查詢介面，2014 年因

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修訂，繼由教育部指定為身心障礙者服務專責圖書館（國

立臺灣圖書館，2015）。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前身為國立臺中圖書館，於 2012 年遷至新館後，規劃設置「聽

視障資訊中心」，提供有聲書、點字書、雙視圖書等館藏以及盲用電腦等閱讀輔具，並

設置無障礙空間及環境，設有專線電話代借館藏資料與免費寄送服務。因該館以數位圖

書館為發展趨勢，也與教育部、清大盲友會、臺北市視障家長協會及渣打銀行等單位合

作舉辦「2011 年視障學生閱讀推廣計畫」，對視障圖書資源服務的發展極具潛力（宋雪

芳，2012；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15）。 

臺北市立圖書館於 1994 年設立啟明分館，不僅提供視障者進修、學習場所，亦成

立視障專書資料區，蒐集國內外視障相關文獻、剪報等供研究視障議題者參閱，對視障

者服務項目計有報讀、生活語音專線、啟明讀書會、口述影像、啟明之音，亦備有盲用

電腦、閱讀輔具設備及電子視障資源（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2013；臺北市立圖書

館，2015）。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館於 2014 年底揭幕啟用，新設成立視障資料區，面積約

45 坪，提供點字圖書、有聲書借還及提供盲用電腦使用、弱視讀者桌上型擴視

機等服務。在此之前，其新興分館早於 1992 年設有視障資料室，提供點字圖書、有

聲書借還、盲用電腦教育訓練、說故事等服務、不定期寄送新書目錄，以及寄送圖書到

家服務（高雄市立圖書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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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圖書館（原名臺北縣立圖書館）新館於 2015 年 6 月 30 日正式啟用營運，

新館建築特色具備通用設計理念，建築環境符合無障礙服務要求，因應新館服務特性，

館藏開始採購點字書、有聲書等特殊文本圖書資源，並於一樓設有點字資料室提供視障

者閱讀服務（新北市立圖書館，2015）。 

臺南市立圖書館中西區圖書館（原稱中西區分館）於 1985 年設置盲人資料室，館

藏包括臺語與客家文學方面之數位有聲書，並提供點字書與視障圖書借閱，亦有盲用電

腦輔助閱讀設備等（宋雪芳，2012；台南市公共圖書館網，2015）。 

桃園市立圖書館前身為桃園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於 1984 年成立盲人資料室，後

更名為視障資訊室，提供紙本點字書及有聲書借閱，並設置盲用電腦 2 部，印表機 1

台、擴視機 2 部，亦提供視障者檢索網路資源。館藏資料有紙本點字書及有聲書。視障

資訊室因使用率低於 1985 年關閉，但仍提供資料借閱服務，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

視障者或提具公立醫院診斷證明閱讀困難者，皆可以郵寄、傳真、親自到館

或委託親屬，辦理借書證借閱視障資源並提供免費郵寄（桃園市立圖書館，

2015）。 

私立圖書館部分，有對外開放視障資源服務者，包括：中華光鹽愛盲協會於 1978

年即開始為盲人錄製有聲書。1983 年組織「愛盲錄音服務組」，成立有聲圖書館。2003

年參與由文化部補助推動建立之視障者數位有聲書平臺，提供視障者自由線上閱讀。

2005 年推動建立聯合數位有聲期刊，提供視障者更豐富的資訊。視障服務提供有聲書、

有聲雜誌借閱服務、電子書聯結、並定期更新圖書目錄、盲用電腦使用、閱讀分享活動

以及讀者付費代為拷貝有聲資料等（中華光鹽愛盲協會，2015）。 

財團法人愛盲文教基金會可提供 MP3 有聲書平臺、線上圖書館，將各類書籍、雜

誌或期刊轉譯為有聲書或點字檔案，供視障朋友免費下載；並推出長春藤解析及生活英

語雜誌與報讀服務、每月出版當期「心橋」、「講義」、「未來少年」有聲雜誌。而現有視

障館藏資源，根據基金會網頁統計至 2014 年 4 月截止，有聲書 2,300 多冊、點字書 1,500

多冊（皆為童書）。讀者可至愛盲文教基金會網站下載申請表、辦理會員資格，可選擇

郵寄或線上下載收聽，或自付郵資郵寄點字書或磁片（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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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普立爾文教基金會館藏主要以視障童書為主，提供雙視點字童書、DASIY

格式有聲工具書、音樂有聲書借閱。普立爾雙視點字童書包含兒童文學、自然科學、鄉

土文化、世界文學、創作繪本、語言教育等。同時也備有英文及雙語之雙視點字童書，

並提供圖書宅配寄送服務（財團法人普立爾文教基金會，2015）。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國內圖書館開放公眾使用之視障資源服務及設施質量不一，國

立臺灣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不論在視障資源的種類、數量以及所提供的服

務事項，皆較為多元且豐富；而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及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服務

範圍與規模正不斷精進中；另在私立公共圖書館方面，其視障資源服務大多以提供有聲

書借閱為主，點字書資源較為不足。如以分布區域觀之，公共圖書館視障資源具規模者

主要集中在大臺北地區，而私立公共圖書館（或視障機構）提供視障資源服務者，亦集

中於臺北市。 

二、 公共圖書館視障服務發展問題 

與歐美相比，國內公共圖書館視障服務起步較晚，僅有 30 餘年的歷史，翁婉真

（2002）指出公共圖書館在推動視障服務時，普遍存在使用者與館方資源不足的困難與

瓶頸，相關因素包括： 

(一） 視障者本身問題 

1. 教育程度普遍低落，缺乏終身學習的觀念及素養，未善用圖書館資源。 

2. 參與意願不高，因視障者本身的心理障礙，影響利用圖書館的意願。 

(二） 圖書館人員問題 

1. 面臨人員不足，工作量龐大的窘境。 

2. 缺乏專業訓練館員，人員素質參差不齊。 

3. 工作職等偏低，影響服務意願。 

(三） 經費問題 

1. 盲用設備價格昂貴。 



18 

 

2. 經費不足亦無編列正式預算。 

(四） 視障資料問題 

1. 排版系統格式不一，形成重製的障礙。 

2. 圖書資料取得困難，製作速度緩慢。 

3. 有聲圖書線上使用之著作權問題。 

4. 視障資料數量較少，採購來源較為缺乏。 

(五） 資源共享的問題 

1. 缺乏統籌管理單位，視障政策無法有效推動。 

2. 圖書館間缺乏合作與資源共享意願。 

過去文獻不乏探討圖書館推動視障服務的困境，如將此類問題加以歸納可以發現主

要存在行政方面、人員方面、服務方面與無障礙環境建置等四大面向問題（呂姿玲，

1991；翁婉真，2002；張博雅，2009；林巧敏，賀迎春，2015）。 

(一） 行政方面 

1. 缺乏中央統籌單位規劃管理及各單位合作機制的建立。 

2. 缺乏明確法源依據及相關服務標準可資遵循。 

3. 經費不足皆因多數服務附屬於母機構之下，並無獨立的預算編列。 

(二） 人員方面 

多數面臨員額不足及缺乏專業訓練的問題（翁婉真，2002；葉乃靜，

2005；張博雅，2009）。 

(三） 服務方面 

1. 視障資料製作與利用問題：視障資料製作速度緩慢乃因國內目前未如國外

有專門製作出版盲人專用資料的盲人出版社，多由各館自行製作且排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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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不一（洪錫銘、彭淑青，1998）、資料數量少且學科不均、資源未能整

合，無法進行資源共享。 

2. 服務方式較為侷限，缺乏多元化線上圖書館服務（張博雅，2009）。 

(四） 無障礙環境建置方面 

在實體環境方面，國內公共圖書館雖朝向建置無障礙環境方面努力，

然而受到原建築物的規劃與經費限制，僅能進行局部改善，使得視障者的行

動受到限制（張博雅，2009）。 

在網路環境方面，根據侯曉君（2011）以無障礙網頁經程式自動檢測研究結果顯

示，國內六成公共圖書館網站未通過無障礙網頁檢測，其中完全不符合無障礙網頁規

範，則占了全國公共圖書館之三成，可見國內公共圖書館網頁之無障礙設計，確實有相

當大的改善空間，雖然《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2條之2亦規定政府機關學校網頁

應通過無障礙網頁檢測，然而目前無障礙網頁的檢測通過率却偏低，相關單位在此部分

應予落實，以保障視障者在利用網路資源的可及性。 

三、小結 

歸納目前國內視障服務主要的困難，不外乎營運管理、資源徵集與製作，以及資源

整合等三項問題。營運管理部分，包括：未正式編列預算以致經費不足、專業人員欠缺、

無障礙環境（亦包含無障礙網頁）尚待加強等。而視障資源徵集與製作方面，則包括重

製視障資源的電子檔取得困難、重製過程繁複耗時、視障資源產出有限且學科主題不

均、各館自行製作視障資源排版系統不一等問題。而在視障資源整合方面，缺乏中央統

籌單位規劃管理以及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機制的建立（林巧敏，賀迎春，2015）。 

貳、 國外現況分析 

一、 美國 

美國圖書館界在 1960 年代即開始重視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對視覺障礙者提供大字

本讀物、點字書及有聲圖書，並配置各種新科技產品（林美和，1995）。1973 年《復興

法案》（Rehabilitation Act）通過，主要目的是消除大眾對身心障礙者之歧視，許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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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也配合法案，鼓勵館員學習手語為聽障讀者服務（Wiler & Lomax, 2000）。1990

年《身心障礙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強調服務機構需調整服務方式，

確保身心障礙者取用資訊之平等機會（Guder, 2010），更進一步成為圖書館提供身心障

礙讀者服務之基礎。以下舉例說明四所美國地區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較具代表性之圖書館

作業。 

(一） 美國國會圖書館 

1931 年史慕特法案（Pratt-Smoot Bill）通過，授權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負起為全美成年視障讀者提供圖書資料的責任，其後於 1952 年修正法案，

將兒童納入服務範圍；1966 年史慕特法案進一步修正，將身體殘疾且無法閱讀傳統印

刷資料的讀者，列為該圖書館視障服務網路服務的對象，並成立區域圖書館提供視障服

務，以期建立一全國性的圖書館視障服務體系，並成立全國性成人視障服務網（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2015）。1978 年成立之美國國會

圖書館視障及身障讀者服務（National Library Services for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NLS），提供錄音資料、點字書、點字雜誌、點字樂譜、大字體圖書等，

借用數位和卡式錄音帶播放器、有聲書播放器等設備，也每季更新提供新到圖書及參考

資源清單，定期補充身心障礙讀者研究之主題書目及特殊資料指引。在著作權特殊允許

下，圖書館將圖書及雜誌全文轉為點字書、數位點字書及數位音訊，透過圖書館合作網

絡免費寄送，並建立「點字書及有聲讀物下載網站」（Braille and Audio Reading Download, 

BARD），提供視障與身障民眾線上使用（Library of Congress, 2015）。 

美國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視障圖書館服務採集權式行政管理模式，由政府經費支

持，透過國會圖書館為核心，集中統籌規劃視障服務，包括： 

1. 選擇視障資料透過視障出版機構製作後，分送至各區域性視障圖書館。 

2. 定期免費寄送視障讀物出版資訊予視覺障礙者。 

3. 與相關視障機構密切合作，加強對於視障者服務。 

並透過全美56 所區域性圖書館（Regional Library）以及100多個區域性圖書館分館

（Subregional Library）、美國、波多黎各、美屬維爾京群島和關島向外輻射，形成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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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障圖書館服務網路（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2014；洪世昌，1993）。 

(二） 舊金山公共圖書館 

舊金山公共圖書館設有「視障與閱讀障礙閱覽室」（Library for the Blind and Print 

Disabled）及「聽障服務中心」（Deaf Services Center），提供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親

友及學者專家各項資源及服務。「視障與閱讀障礙閱覽室」備有點字書、有聲書、大字

體圖書及報紙、閉路電視、螢幕放大閱讀器、掃描閱讀器、有聲及大字體線上目錄等，

並提供電話讀報及雜誌服務（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2015a）。「聽障服務中心」提

供手語服務，備有手語、聽障文化、翻譯、教養、聽力喪失等相關主題之書籍雜誌與影

音資料，亦有視訊電話及文字訊息電話，提供聽障讀者使用（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2015b）。 

(三） 密西根州安娜堡圖書館 

密西根州安娜堡圖書館（Ann Arbor District Library）設立「華許諾視障及身障圖書

室」（Washtenaw Library for the Blind & Physically Disabled），專門提供無法閱讀或無法

使用一般紙本資料的暫時性或永久性視覺障礙者及身體障礙者相關圖書資源，可借閱數

位卡帶、大字體圖書、點字圖書、影音資料、及提供數位檔下載等，亦可免費寄送有聲

書播放器、有聲書及雜誌予當地視覺障礙讀者，並透過電子郵件或電話等方式，指導讀

者設備操作；另外亦準備學生適用之點字書及有聲書，教育機構補助之學生免費教科書

及老師推薦讀物等，甚至也有與出版商合作，提供需付費之視覺障礙及閱讀障礙學習資

料（Ann Arbor District Library, 2015）。 

二、 加拿大 

加拿大自 1898 年起即開始進行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相關機構或學會每隔數年便進

行一次服務現況調查，為完整呈現中央與地方圖書館的服務體系，本文以國家圖書館、

國家視障學會與較具成效之特色圖書館為例，說明發展歷程與實務。 

(一） 加拿大國家圖書館（現名加拿大國家圖書館與檔案館） 

加拿大聯邦政府在 1898 年透過郵政局（Post Office Department）立法，免費郵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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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格式的閱讀資料，供閱讀常態紙本有障礙的加拿大人民使用，此為世界最早提供此項

服務的國家。加拿大國家圖書館於 1974 年成立「身心障礙服務任務小組」（Task Group 

on Library Service to the Handicapped），任務小組其下設有四個群組： 

1. 加拿大圖書館與機構即時提供障礙者服務群組（the Subgroup on Canadian 

Libraries and Agencies Currently Providing Service to the Handicapped） 

2. 著作權群組 

3. 非書與特殊紙本資料製作與編目標準群組 

4. 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計畫建議群組（Subgroup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a Coordinated National Program of Library Service to the Handicapped） 

1976 年任務小組完成一份報告提交聯邦政府，建議如何改善國家圖書館對於身心障

礙者服務，並提出國家至地方政府分層負責的體系。1976 年任務小組調查加拿大圖書

館界當時服務情形，發送問卷對象為館藏超過 10 萬冊之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區

域圖書館與省級圖書館、省級教育部門、盲人學校以及身心障礙團體，共寄發 500 份郵

件，回收 208 份問卷。問卷統計顯示有將近 60%的圖書館並未提供服務給身心障礙讀

者。許多圖書館雖提供影音和特殊版本資料，但僅是極小部分的館藏，亦無特別服務或

專職館員協助身心障礙讀者。 

1976 年的報告建議應建立國家、省級及地方政府分層負責體系，地方公共圖書館負

責顧客服務，強調提供「休閒性及一般性資訊閱讀資料」，並建議加拿大國家視障學會

應擴展服務對象，包含提供視覺、肢體以及感知障礙人們的閱讀需求。報告建議加拿大

國家視障學會應為圖書館培訓專業服務人員，並持續進行測試與評估可用之閱讀輔助設

備（Westbrook,2011）。 

根據 2000 年加拿大促進紙本閱讀障礙者取用資訊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for Print-Disabled Canadians）發布的研究報告，對於改善紙本閱讀障礙人士

取用紙本與數位資訊障礙的議題，認為加拿大國家圖書館有 25 萬種有聲書、點字書或

大字圖書，可從加拿大國家圖書聯合目錄（AMICUS）取得，但加拿大國家視障學會是

加拿大館藏特殊文本最多，且對格式轉換最有經驗的產生者和散佈者，擁有十萬名視障

使用讀者。工作小組建議加拿大國家圖書館應該優先推動兩項要務（Westbrook,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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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全 AMICUS 聯合目錄功能，可提供視障與其他閱讀障礙者線上檢索使用。 

2. 加拿大國家圖書館應與加拿大國家視障學會建立合作關係，國家圖書館協助解

決來自送存的政府出版品以及數位電子檔的提供，讓加拿大國家視障學會可順

利轉製為特殊版本供身心障礙讀者取用。 

2007 年 10 月聯邦政府於加拿大國家圖書館與檔案館（由國家圖書館與國家檔案館

組織整併）成立「圖書館平等取用計畫」（Initiative for Equitable Library Access ,IELA），

為常態紙本閱讀障礙者提供改善計畫。IELA 於 2009 年完成「平等取用計畫報告」

（Progress Report on the Initiative for Equitable Access），說明 IELA 對於促進圖書館公平

取用的成果與現況調查結果，針對公共圖書館調查結果顯示，極少數的公共圖書館設有

專責館員協助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源格式已包含更多的大字本圖書、錄音帶與有聲光

碟，可提供數位下載的電子圖書已逐漸增加可用比例（Westbrook, 2011）。 

(二） 加拿大國家視障學會 

加拿大國家視障學會（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CNIB）屬於國家慈

善機構，提供全國視障者服務，1936 年成立之初，主要提供製作點字書並郵寄視障者

使用。1950 年代發現有聲書的使用逐步增加，除了持續製作英語與法語的點字圖書，

並採錄音帶錄製有聲書（Westbrook,2011）。1997 年，CNIB 推動人員訓練策略，加強工

作人員轉製數位資訊的能力，並開發更多視障閱讀輔助軟體。 

CNIB 於 2000 年發展整合性數位圖書館系統，至 2003 年成為加拿大圖書館特殊文

本線上閱讀系統，提供安全可取用的線上介面，可取用電子文本、數位點字與數位聲音

檔。CNIB 所建立之數位圖書館系統，也提供廠商產製的線上資料庫，例如線上大英百

科剛開始沒有提供聲音檔或點字文字檔，CNIB 則以數位技術轉製為 DAISY 圖書。加

拿大國家視障學會為促進特殊版本圖書資訊的流通，進而將此數位圖書館所有特殊文本

編目記錄匯入國家聯合目錄（AMICUS），讓加拿大國家視障學會所有資源可在全國與

國際上透過網路查詢。2004 年 1 月 CNIB 發布「紙本閱讀障礙者取用圖書資訊」

（Nationwide Accessible Library Service to Print Disabled Persons）的工作聲明，揭示加拿

大國家視障學會不只是建立提供視覺障礙者館藏和服務，也促進並發展有關產生、儲

存、檢索電子圖書資訊的基礎建設。學會取得來自出版者的電子檔，可依障礙人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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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出其他特殊版本格式（Westbrook,2011）。 

加拿大的視障圖書資源轉製服務，主要是以 CNIB 為中心。CNIB 提出夥伴聯盟的

計畫（Visunet Canada Partners Program），與加拿大國內各公共圖書館進行合作，透過公

共圖書館資助 CNIB，而 CNIB 提供視障圖書資源予各公共圖書館服務社區的視障讀

者，形成互助互利的資源合作關係（Paterson,2011）。 

(三） 哥倫比亞省立公共圖書館 

哥倫比亞省立公共圖書館早於 1920 年代開始服務視覺障礙者的閱讀需求，1927 年

哥倫比亞省立圖書館調查境內圖書館的盲人服務，發現大部分圖書館無法提供適當服務

予盲人讀者。除了典藏少數點字雜誌和參考書外，一般圖書館很難建置點字館藏。報告

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在地區的大型圖書館中，提供集中式圖書服務，並透過郵寄方式執

行圖書流通，採免費郵寄點字書方式服務」（Westbrook, 2011）。 

哥倫比亞省立公共圖書館開始擔任省境內視障者資訊服務，1950 年代至 1978 年，

提供視障閱讀的特殊版本資料主要委託加拿大國家視障學會（CNIB）製作，也生產學

校教科書提供省內盲人與視障學生。直到 1978 年哥倫比亞省的教育處願意負責生產該

省的盲生教科書，成立省級視覺障礙資源中心，並提供配合的配備，給哥倫比亞省的視

障學生，與 CNIB 的此項供應關係才結束。哥倫比亞省立公共圖書館肩負該省視障服務

館藏取得與寄送服務，誠如早期調查報告建議是由地方大型圖書館擔任集中式服務角

色。 

(四） 溫哥華錄音帶圖書館 

溫哥華錄音帶圖書館（Vancouver Tape Books）成立於 1970 年代，透過地方政府建

置提供盲生與視障兒童使用之有聲資料，其後服務範圍擴及成人資料。1974 年溫哥華

錄音圖書館成為哥倫比亞省公共圖書館體系中，供應有聲書的重要來源。1981 年達到

將所有新書錄音副本可免費提供給區域圖書館成員，並以寄存循環方式，提供哥倫比亞

省各市立圖書館。錄音帶圖書館也與加拿大國家視障學會（CNIB）交換各自所產製的

有聲書，兩個機構每年產生新書共 600 種，並約定不重複，因此可產生最大量的有聲書

（Westbroo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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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2 月一項由哥倫比亞公共圖書館服務局進行的調查顯示：哥倫比亞公共圖

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者超過 50 萬的特殊版本資源館藏可供使用，但圖書館員需要更多有

關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資訊和訓練，如果哥倫比亞公共圖書館要更有效率的提供服務與

館藏，館員訓練以及專業人力的配置是重要議題（Westbrook, 2011）。 

三、 英國 

英國圖書館視障服務體系採集權式行政管理模式，其境內點字圖書、大字體圖書和

有聲讀物等視障圖書資源的生產和供應，最早是由 1882 年成立的國家盲人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for the Blind, NLB）、1868 年成立的英國皇家盲人協會（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lind People, RNIB）和科立比錄音帶圖書館（Calibre Cassette Library）等三

個機構負責，並以國家盲人圖書館（NLB）為統籌機構，而各地方圖書館主要提供特殊

資源館藏閱覽服務以及辦理各項推廣服務，促進當地視障者使用（Owen,2007）。 

英國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體系，除國家級圖書館推動行政集權式輔導外，所有

視障圖書資源服務的標準，主要依循《視覺障礙者圖書館資訊服務：最佳實施手冊》

（Library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 Manual of Best Practice），做為各圖書

館提供視障服務之參考依據。而各地方有學會組織或聯盟提供服務建議，各大學圖書館

與地方公共圖書館則扮演提供服務的角色。以下分述較具特色之聯盟組織與大學、公共

圖書館服務概況。 

(一）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聯盟 

各地方圖書館有促進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聯盟，以蘇格蘭地區為例，有「大專院校

與國家圖書館學會」（Society of College,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Library, SCONUL）調查

並督導圖書館書讀者服務，並成立「蘇格蘭大學及研究圖書館聯盟」（Scottish 

Con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Libraries, SCURL），促進地區各館資源交流與服

務，最初雖以視覺及肢體障礙讀者為首要考量，其後擴展至識字困難（dyslexia）與聽

障讀者，最後是心理健康議題（Joint, 2005）。 

1. 大專院校與國家圖書館學會（SCONUL） 

大專院校與國家圖書館學會由蘇格蘭的學術、研究及公共圖書館所組成，關注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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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讀者服務議題，具體工作目標是「提供並改善圖書館服務與設施，供應SCURL成

員圖書館之身心障礙讀者需求」。為達成工作目標，進行境內成員圖書館各館資源調查、

訂定服務標準，並規劃成員圖書館館藏的聯盟採購（Whyte,2005）。 

SCONUL曾於2003年的研究報告指出，經由對於境內圖書館的個案研究，不同圖書

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是否設置獨立閱覽室看法不同。這些不同觀點包括

（Pinder,2005,p.467） 

（1） 支持獨立空間的看法：認為獨立專用空間不會干擾其他常態閱讀讀者的安

寧，專室也能設置專人提供服務，降低身心障礙讀者尋求館員服務的心理

障礙。 

（2） 反對獨立空間的看法：認為隔離身心障礙讀者，凸顯其特殊身份並不恰當，

且多數身心障礙讀者（視障者除外）可使用的館藏，並不只限於特殊版本

館藏。 

SCONUL 主要工作在於促進境內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議題的探討，並提

供意見交流與彼此學習的資訊平臺。 

2. 蘇格蘭大學及研究圖書館聯盟（SCURL） 

SCURL 成立的主要宗旨是促進圖書館對於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和設施的改善，

工作事項包括（Pinder,2005）： 

（1） 協調 SCURL 成員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所需的資源與設施。 

（2） 規劃並辦理提供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有關的活動、政策與實務經驗交流。 

（3） 規劃身心障礙讀者專家演講的課程。 

SCURL 也發展作業指標，以評估成員圖書館所提供的設備和服務現況。同時出版

關於訓練圖書館人員服務能力的指引，提供實務忠告，以支援各館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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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進障礙者使用圖書館服務聯盟（Creating Libraries Accessible to Users with 

Disabilities, CLAUD） 

CLAUD 是高等教育機構圖書館員為改善身心障礙讀者取用圖書館資訊成立之組

織，1996 年由英格蘭南部與西南部的大學圖書館開始籌組設置。CLAUD 每年召開夏季

會議，探討諸如資訊科技輔助、心理健康、圖書館無障礙建築等改善身心障礙讀者取用

資訊的相關課程。CLAUD 網站也提供網站連結至特殊組織或是專業技術機構網站

（Pinder,2005）。CLAUD 網站也提供圖書館服務自閉症學生、耳聾學生、閱讀障礙學生

之服務建議，相關服務學習資訊均可於 CLAUD 網站取得（CLAUD，2009）。 

(二） 公共圖書館—以 Glasgow 地區為例 

英國 Glasgow 有 36 所圖書館與學習中心，統整規劃提供有行動障礙民眾送書到

家的服務，對於所有圖書館和學習中心實施建築物升級計畫，分年逐步推動圖書館建築

無障礙改善措施，並加強館藏建置與人員訓練工作。 

在 Glasgow 地區公共圖書館網（Community Library Network）的每一所圖書館和

學習中心，能個別推薦自己讀者需要的圖書轉製為特殊版本圖書，特別是對於有聲書的

製作比較普遍。圖書館和學習中心也提倡採購容易閱讀圖書（Clear Choice），這些書來

自主流出版社，印刷會比一般書來得大本一點（Beaton,2005）。 

除了大字本和有聲書之外，圖書館還提供點字本、清晰版（clear version）書籍和

某些非常大本的圖書。Glasgow 地區公共圖書館也組織讀書會，藉由閱讀分享可以促進

人際參與，提供放鬆、有趣和社交的機會。公共圖書館推動「健康閱讀」（healthy reading）

活動，針對受壓力或其他情緒所苦之民眾，有益抒解心靈的閱讀書單。對於無法到圖書

館閱讀的民眾，不論是因行動或健康因素，圖書館可提供家庭服務（Home library 

service）。此項服務由志工協助，將書送到家戶，甚至能由志工陪伴或提供朗讀

（Beaton,2005）。 

對於第一線館員的教育訓練很重要，館員應對態度決定讀者對於圖書館的印象，館

員的教育訓練應該讓館員知道如何和聽障人士溝通，要為視障讀者作什麼，以及為識字

困難讀者製作的說明單，應該用什麼顏色的紙。Glasgow 公共圖書館過去辦理的訓練課

程，曾經設計讓館員感受矇著眼睛，由另一位人員引導到圖書館的經驗，受訓者要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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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樓梯，經過門及各種障礙，經過這樣的課程，能讓館員感受到一般圖書館空間存在的

各種障礙（標誌、凳子、植栽等），經過實質體驗會讓館員理解如何關注並引導視障人

士（Charles ,2005）。 

英國公共圖書館的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最大特色在於有聲資料之製作，尤其能提

供有聲報紙服務，滿足身心障礙讀者獲取及時新穎的新聞資訊。 

四、 澳洲 

澳洲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始於 1970 年代，公共圖書館逐步採購有聲書或卡式

錄音帶作為館藏。澳洲國家圖書館關注到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需求，於 1970 年代末建立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部門（Library Services for Disabled People Section）。其後因社會大眾

對於身心障礙服務理念支持下，於 1980 至 1990 年代澳洲政府陸續提出相關資料及法

案，包括：聯邦政府新趨勢報告（New Directions）、1986 年《殘障服務法案》（Disability 

Services Act）、1992 年《殘障歧視法案》（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等，都相當支

持身心障礙讀者之平等服務，促使更多圖書館投入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Murray & 

Wallis, 1996）。以下介紹四所澳洲地區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較具規模之圖書館情形： 

(一） 澳洲國家圖書館 

澳洲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為澳洲身心障礙網絡體系（Australian 

Network on Disability）的一員，澳洲國家圖書館在空間環境方面，增加停車便利性，打

造無障礙環境，讓坐輪椅之身心障礙讀者可在圖書館內自由移動，亦配備便於坐輪椅的

身心障礙讀者使用之電腦、閱覽桌及影印機等；在館藏利用上，安排許多視覺與聽覺輔

助設備，包括：影像放大設備、螢幕閱讀軟體、大螢幕電腦等，提供聽障讀者免費電話

打字服務；此外，持續充實可供身心障礙讀者使用之館藏，亦將館藏進行數位化，提供

身心障礙讀者可直接透過網路取用，並負責典藏點字書，每種圖書只保留最新版本，這

些點字書可透過館際互借送至身心障礙讀者指定之當地圖書館使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2010）。 

(二） 西澳州立圖書館 

西澳州立圖書館（State Library of Western Australia）為提供身心障礙讀者順利取用

館藏，訂有「身心障礙者服務與包容計畫」（Disability Access and Inclusion Plan），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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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障礙及閱讀障礙之服務，提供大字版線上目錄及網站，對於無法調整字體大小之紙

本資料，另準備投影設備直接呈現於螢幕；此外備有紙本資料文字辨識語音軟體，供閱

讀障礙者下載使用，若有資源檢索取用與設備操作問題，或其他需要協助事項，備有專

人提供服務，館方亦提供閱讀技巧（Reading edge）講解指導，提供身心障礙者申請服

務（State Library of Western Australia, 2013）。 

(三） 昆士蘭州立圖書館 

昆士蘭州立圖書館（State Library of Queensland）訂有「身心障礙者服務標準」，提

供有聲書、大字書、含字幕之錄影資料、慢速解說錄音卡帶等館藏資源，供昆士蘭各公

共圖書館大量借閱，也提供相關輔助閱讀設備與軟體。對於無法親自到館的身心障礙者

更提供家庭服務申請。此外，昆士蘭州立圖書館也加入政府補助之「增進圖書館取用先

導計畫」（Increasing Accessibility Library Initiative），該計畫目標是促進閱讀障礙者透過

公共圖書館使用數位化之紙本資料，經由可攜式特殊閱讀設備瀏覽圖書館館藏資源

（State Library of Queensland, 2014）。 

五、 芬蘭 

芬蘭 Celia 視障圖書館座落於赫爾辛基市郊，是全芬蘭視障圖書資源製作與服務中

心，是隸屬於教育文化部之國家級圖書館，1890 年成立之初是私人基於公益服務開始

關注視障者閱讀問題，最早係由 Cely Mechelin 女士所成立之私人圖書館，1978 年由教

育文化部接管，發展至今已成為提供全芬蘭視障者服務之國立圖書館。 

目前該館擁有員工 50 多人，服務芬蘭 16,000 位使用者，平均一年借閱次數達百萬

次以上，該館係根據視障圖書館法令（the Law on the Library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與芬蘭著作權法第 17 條，提供視障者專屬服務。主要工作包括： 

(一） 轉製視障者可利用之圖書資源格式。 

(二） 提供視障者各種主題圖書資源。 

(三） 接受委託製作並販售視障閱讀教科書。 

(四） 作為全國視障資源轉製中心。 

每年轉製的視障格式圖書資源約占芬蘭年度出版量 25％的比例，館藏視障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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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達 35,000 種書，其中有聲書有 30,000 種、點字書 4,000 種、電子書 1,700 種。

有聲書主要為 DAISY 格式，所製作之視障資源可利用個人電腦、MP3 player 或是

DAISY player 閱讀；也製作活頁式點字書，並提供兒童專用立體書的製作。借閱視

障圖書提供多元之服務管道： 

(一） 可至 Celia 網頁線上申請。 

(二） 利用電話、電子郵件或是寫信提出申請。 

(三） 透過社區公共圖書館申請並就近取閱。 

(四） 利用 Celia 例行的每月圖書聚會。 

一般視障者服務，透過申請可由館方轉錄至光碟寄送至家中，讀者不用歸還光碟

片，或是使用者可直接透過網路在家登錄Celianet直接線上使用各種電子格式視障圖書

資源。但對於中小學的教科書，Celia可代為製作，但採收費販售方式（林巧敏，2012）。 

芬蘭視障圖書館主要工作是確保無法正常閱讀的民眾，有平等檢索文獻及資訊的機

會，為私人、圖書館及教育機構製作及提供可借閱的點字書、有聲書、電子書及其他專

門資料，服務範圍遍及芬蘭全國，為各地無法正常閱讀印刷品的民眾，製作及提供適合

的閱讀媒體及閱讀材料，並藉由通訊提供專家諮詢服務。 

六、 日本 

日本圖書館對身心障礙讀者之服務，可追溯自 1949 年日本政府制定《身體殘疾者

福利法》，法規中指出圖書館在殘疾人士之康復及援助上是不可或缺的機構。1970 年

代，日本國會圖書館開始關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1980 年代地方公共圖書館亦全

面投入，成立了「日本圖書館協會障疾讀者服務委員會」保障身心障礙者使用圖書館之

權利；1990 年厚生省又依據《身體殘疾者福利法》制定了「視聽障礙者資訊提供與輔

助器具製作設施的設備及營運標準」（章忠信，2014），其中關於「盲文圖書館」設備

與營運之規定，對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發展提供明確的方向與服務基準。以下分

述日本公共圖書館概況，並以日本大阪府立中央圖書館、電子點字圖書館等較具特色之

圖書館情形，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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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公共圖書館概況 

一般日本公共圖書館對於視障者主要提供面對面朗讀、音譯、無障礙出版、大活字

書、DAISY 資料等服務，面對面朗讀是朗讀圖書館館藏或私人資料；音譯是將文字或

非文字圖像轉換成聲音，例如將出版品有聲化、繪畫之語音解說等；無障礙出版是由無

障礙資源中心根據身心障礙者需求，向出版社申請文字檔，若獲同意但無法取得檔案

時，則由無障礙資源中心代為製作；大活字書是放大圖書內文字出版品的字體；DAISY

資料是以 CD 數位化方式錄製錄音資料，一片 CD 可錄製 50 小時，且能加入目錄索引

及書籤等。 

日本之公共圖書館對於聽障者，可提供字幕、電磁感應線圈系統、筆記員、手語等

服務，字幕服務除了字幕機顯示字幕，有時也在畫面加上手語解說；電磁感應線圈系統

是將線圈連結至擴大機，再送達至聲源，使戴有助聽器之聽障者，能較為容易聽到聲源；

筆記員服務是在舉辦研討會或演講時，為每位聽障者搭配兩位筆記員當場做筆記；手語

服務則由精通手語之館員與聽障者交流，或由委外之手語翻譯者透過影像電話進行溝通

（何輝國，2010）。 

(二） 大阪府立中央圖書館 

大阪府立中央圖書館提供各種傳統視障圖書資源以及面對面朗讀、音譯等服務外，

亦提供 OCR 設備掃描轉為視障可讀格式，並設有有聲館藏目錄查詢系統（OPAC），館

內具有完善之視障無障礙空間設計，對於視障使用相當便利。針對無法到館之讀者，也

提供送書到家、郵寄到家、到醫院服務或是受理電話、傳真等服務（章忠信，2014）。 

(三） 日本電子點字圖書館 

日本電子點字圖書館的特色是利用電子郵件直接將圖書內容轉換成點字圖書，並採

壓縮檔方式線上提供，使用者須先下載點字專用之解壓縮軟體，收到寄送之電子郵件後

即可自行解開讀取。目前館藏規模尚屬有限，但資料數量逐漸增加中。該館已將重要報

紙，如朝日新聞之每日專欄，輯錄成一週份或一個月份，再利用檔案傳輸。此外，讀者

如有個別需求，希望將某本書譯成點字書者，亦可提出申請，館方在能力可及範圍內，

將優先處理（何輝國，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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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各國對於身心障礙者服務均設有專責圖書館統籌規劃全國服務網，對於特殊版本圖

書資源之製作，亦多半採用集中統籌規劃方式進行，各地方圖書館主要以專事提供當地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為主，遠距與宅配服務是減少身心障礙讀者出門不便的可行方

式，所服務之身心障礙讀者類型已由視障者擴及其他類型身心障礙讀者，出版界也關注

身心障礙讀者權益，有特殊版本圖書資源之發行，可供圖書館採購，甚至提供專責圖書

館電子檔，備供轉製為特殊版本圖書資源。圖書館服務可考量讀者需求面向，提供個別

化服務設計，志工與館員訓練成為推動此項工作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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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兼採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首先藉由文獻分析參考前人累積之研究成果，建

立本研究的概念架構，並利用網路資源蒐集國內外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現況，

作為研訂指引與研究計畫報告撰寫之參考。另為瞭解國內圖書館對於提供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現況以及對於研訂此一服務指引之意見，採用深度訪談分析，瞭解提供視聽障讀者

服務之公共圖書館，對此議題之看法，同時採問卷調查方式，發送國內各公共圖書館與

大學圖書館，蒐集統計各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藏現況與未來提供服務之意向，以

期在研訂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之際，有較為完整的圖書館意見蒐集與表達基

礎。 

最後根據文獻分析與調查研究成果，整理提出我國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未來發

展建議。針對本研究所採用的各種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目的為制定「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因此首先需要針對臺灣目

前提供身心障礙讀者圖書資源利用服務的現況進行瞭解，進而認識身心障礙讀者的需求

與其取得圖書資訊所遭遇之困難。 

目前國內提供視障圖書資源服務之各級圖書館，因其服務族群不同，在公共圖書

館、大學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各有代表性機構。其中對於一般社會大眾開放之公共圖書

館，僅有前述文獻分析所述之：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

館啟明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及其新興分館、新北市立圖書館、桃園市立圖書館、台南

市立圖書館，提供專門服務並建置特殊版本館藏。大學院校中，則以淡江大學視障資源

中心、清華大學盲友會、彰化師範大學有聲圖書中心最具代表性，其他設有特殊教育資

源中心之大學圖書館預期也應有相關服務提供。至於學校圖書館則以特殊教育之啟明學

校較具服務建制與規模。因其條件資源差異頗大，有必要藉由問卷與訪談方式瞭解圖書

館概況與意見。 

基於研訂指引時間之急迫性，以優先捍衛社會大眾資訊取用平等之公共圖書館為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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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與實地瞭解對象，瞭解館方對於因應法規修訂，提供視覺、聽覺、學習障礙等特殊需

求讀者服務之問題與看法，研究設計以訪談方式進行，不只瞭解具指標意義之圖書館對

於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意見，亦蒐集其對於研訂指引內容的建議。並根據文獻分

析，綜合比較國際圖書館聯盟、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與韓國等國家或組織，所研

訂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之所長，參酌國內條件與現況，據以研訂國內身心障礙

讀者指引之內容。 

為求指引內容之周延，採焦點座談方式，邀請圖書資訊學者、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

表以及圖書館實務專家提供本指引草案之修正意見。另為徵求各圖書館對於本指引草案

之修正意見，於 2015 年 10 月至 11 月陸續規劃辦理北、中、南三場焦點座談會，邀集

圖書館實務工作者、使用者以及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表參與討論，提供修訂意見，期許

藉由此廣泛徵詢意見之過程，可增益本指引在圖書館之適用性。 

本研究設計概念如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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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設計概念圖示 

相關文獻探討 

1. 特殊讀者服務的理念與意義 

2. 圖書館特殊讀者服務作業現況分析 

分析國外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研訂本指引內容，並據此設計

問卷調查與訪談大綱，瞭解圖書館與使用者意見 

問卷調查 

瞭解縣市級以上公

共圖書館（含分

館）、大學圖書館

以及特殊學校圖書

館館藏資源與作業

現況，以掌握全

貌。 

深度訪談 

以提供服務之公共

圖書館為對象，深

入探析受訪圖書館

提供特殊讀者服務

現況及其對於此一

議題看法，提供寶

貴實務經驗。 

結果綜合討論 

結論與建議 

焦點座談 

邀請相關領域學者

專家與機構代表，

討論修正圖書館身

心障礙讀者服務指

引，透過討論激發

對議題較深入的探

討，從而凝聚對於

指引內容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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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與深度訪談法作為資料蒐集的主要方法，並輔以文獻分析，

以國內外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文獻作為擬訂指引之參照，同時進行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

作為資料檢核。針對本研究所採用的各種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旨在確保研究問題的價值性、研究方向的正確性，使研究能參考前人累

積的成果，建立本研究的概念架構，做為研究設計、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等後續研究

步驟的知識基礎。本研究蒐集文獻重點，是針對國內外探討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理念、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內容、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之研訂等相關議題之中、英文理論與

實證研究文獻為主。 

二、深度訪談法 

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進行，瞭解圖書館對於相關議題的經驗與看法，主

要的特點是在進行訪問前會預先設計訪談大綱（附錄一、附錄二），將所有與研究有關

聯的主題納入其中，作為訪談過程的基本問題或內容，並依據真實訪談的情況及受訪者

的反應，適時調整問題與內容之順序，讓受訪者以自己的語彙做反應，表達出個人本身

的經驗、感受、態度等，並以開放性問題為主要原則。本研究訪談大綱關注問題重點如

下： 

表 3.1 深度訪談問題設計層面說明表 

技術服務問題 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料類型及其內容概要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藏資源之取得管道 

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源編目方式 

館藏提供目錄查詢方式 

館藏資源徵集與整理最大的困難 

讀者服務問題 目前提供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最具特色（或成效）的

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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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資源使用情形/讀者的使用反應 

讀者服務空間與設備符合身心障礙讀者需求情況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最大的困難 

業務規劃與合作 有否與其他機構（團體）有合作的經驗/曾合作過的事項 

有否年度或未來工作計畫 

未來工作計畫最迫切事項 

期許專責圖書館的角色與協助 

對指引內容建議 對於研訂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的看法/需要那些

內容 

對於國內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整體看法或建議 

訪談對象為國內目前設有專室或專人提供視障服務之國立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業

務主管或館員，共 8 人，因本研究探討問題偏向對於館務政策意見，故以訪談業務主管

人員為主，以部門主管或是館長針對訪談問題提供館方現況與問題陳述，惟主管人員並

未涉入業務則由專職業務同仁接受訪談。另為瞭解尚無專室提供服務之圖書館看法，立

意選擇具代表性之圖書館業務主管，共 2 人。本研究進行時，先擬定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待訪談大綱確認後，邀請 1 至 2 位人員協助進行前測，並根據測試後的意見修改訪談導

引。前測結束後，正式邀請符合研究對象條件之受訪者，進行約時訪談，訪談由研究人

員進行，以求達到每次訪談的最小差異。訪談過程中，為避免重要資料的遺漏，皆在徵

求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使用錄音設備全程記錄訪談的內容，以確保資料的正確性與完

整性，並整理謄錄成文字電子檔，以利後續內容分析。 

三、焦點座談法 

「焦點團體訪談法」又稱「焦點座談法」，是研究者透過團體訪談方式，同時針對

數位受訪者進行訪談，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扮演中介者與引導者的角色，催化團體成員

透過互動與討論的過程，以收集成員的談話內容。焦點訪談適用的情境是當研究目的

為了釐清對某一觀點或議題的看法，或研究目的所關心的社會現象、行為或議題是屬

於新的、未開發的領域，特別需要透過討論激盪，以刺激新想法並獲得新知識。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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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將訪談技巧運用於團體互動過程，研究者可在短時間內收集到廣泛的訊息，對於

不明確或具爭議性的議題，透過團體成員的互動，可以激發對議題較深入的討論，進

而可收集多元的觀點或獲致較一致的共識。 

本研究進行 2 場次學者專家焦點訪談以及 3 場次分區使用者與圖書館焦點訪談。

訪談情境設計讓團體成員以面對面方式進行溝通討論，主持人為研究者，討論過程儘

量保持中立的角色，鼓勵成員發表意見。在團體訪談過程中，為避免重要資料的遺漏，

在徵求成員同意前提下，使用錄音設備全程記錄訪談內容，以確保資料的正確性與完

整性，再從冗長的對話資料中，根據研究架構分析出有價值的觀點，作為最後繕寫報

告的基礎。 

四、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是根據母群體所選取的樣本，透過問卷來蒐集樣本資料，以從事探討

現象分布及其彼此相互關係的一種研究法，主要目的在描述群體的普遍特徵，重視現

狀與事實的呈現，做為解決問題、規劃未來的依據。本研究為瞭解國內圖書館身心障

礙讀者館藏資源特色與資料整理情形，採用問卷調查國內圖書館現況，因各館資源差

異極大，並無明確之已有服務身心障礙讀者之母群界定，故採立意調查館藏有一定規

模或具潛在特色資源者為主，參考《圖書館名錄》資料，說明調查對象說明如下（國

家圖書館，2015）： 

(一） 國立及公共圖書館：全國公共圖書館計有 500 多所，但各館資源條件差異

極大，多數鄉鎮圖書館等因人力與資源條件較為不足，如以普查方式將造

成圖書館無法填答之困擾，故以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含主題特色分館）

為主，總計有 28 所。 

(二） 大學圖書館：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計有 209 所，基於填答適用性考量，以

大學中設有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視障中心之大學圖書館為發送問卷對象，

共 31 所。 

(三） 特殊學校圖書館：全國中小學圖書館計有 3,909 所，同樣基於研究效率並

避免填答不適用問卷，僅以臺灣特殊教育學校圖書館為調查對象，共 2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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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以設有圖書館之身心障礙團體為主，包括：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盲

人有聲圖書館、中華光鹽愛盲協會、財團法人愛盲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

普立爾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盲人重建院等，共計 5 所。 

總計 92 份問卷，以郵寄方式分送各機構，請負責業務人員填答問卷，問卷前言說

明研究目的與調查範圍，問卷內容分為「受訪圖書館基本資料」、「營運管理現況」、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館藏資源」、「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情形」、「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意見與建議」等五部分。施測問卷設計內容如後附錄三「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現

況調查問卷」。 

 

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流程 

本計畫實施步驟首先經文獻探索，分析國內外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現況，並根

據國外已發展之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相關文件，增修發展作為國內服務指引草案內

容基礎，並藉由專家諮詢與草案徵詢座談會彙整各機關與團體意見，最終加以歸納分

析，進而擬具結論與建議，研究步驟流程詳如圖 3.2 所示，重要步驟分述如下： 

一、 擬定計畫書：構思擬訂本計畫之研究問題、目的、研究方法與預計達成之研究目

標。 

二、 蒐集相關文獻：根據計畫目的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以支持本計畫之進行，採相關

詞彙檢索文獻資料庫，並利用引用文獻以文獻滾雪球方式蒐集資料，同時採檢索

引擎找尋國內外網路資源，瀏覽找尋其他國家曾研訂之服務指引網頁資訊。 

三、 整理分析文獻：將文獻內容關涉研究重點部分，加以詳讀並標註分析，提供本計

畫調查設計的依據，所有蒐集的文獻經閱讀記錄後，進行資料整理與建檔工作。 

四、 確立計畫範圍與研究架構：透過文獻分析大致掌握研究重點與重要問題後，釐定

研究對象與範圍，瞭解有關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範圍，並聚焦在感知著作困

難之障礙者服務，以確立計畫調查對象。 

五、 參訪與訪談問題設計：針對研究重點擬定實務參訪對象，同時初步擬具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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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瞭解受訪對象，根據文獻分析對相關議題的瞭解，找出適宜的分析構面，

做為訪談收集資料的架構。 

六、 約時訪談與紀錄整理：正式訪談之前先進行訪談前測，根據前測結果進行訪談問

題的必要修正，接著根據先前確立之研究對象，聯繫受訪意願，進行正式訪談的

邀約與訪談導引。訪談後，將逐次訪談過程詳加記錄，訪談內容逐一謄錄成電子

檔，將同一面向問題加以彙整，以利後續問題歸納與內容分析。 

七、 擬具服務指引草案：根據文獻分析、參訪與深度訪談結果，擬具本服務指引草案。 

八、 召開學者專家會議與座談會：邀集相關機關與專業人士針對本服務指引初稿，提

供修訂意見。 

九、 問卷調查與統計：針對委託研究機關需求，並探究國內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服務

議題之意見，利用問卷調查館藏資源概況、讀者服務事項以及對於研訂指引內容

之建議，問卷內容經委託機關確認後，發送各受訪對象圖書館。 

十、 資料整理與綜合分析：整理與歸納訪談、焦點座談結果，釐清專家諮詢與機關座

談意見，並梳理研究結果脈絡。 

十一、 撰寫研究報告：總結研究發現，完成本服務指引內容確認，並進行價值判斷與推

論，完成本計畫報告之撰寫。 

十二、 提出結論與建議：根據計畫研究過程發現，提出本計畫研究結論以及對未來研究

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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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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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為瞭解國內公共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務之現況與問題，資料蒐集包括調查問

卷與深度訪談兩部分，並進行統計歸納與整理分析，說明分述如下。 

一、 焦點座談資料 

根據與會學者專家表達意見繕製會議紀錄，並整理共同性與重點意見，綜合提列

焦點問題，並回應各項意見在本指引內容之修正情形。 

二、 訪談資料 

訪談結束後，進行訪談內容整理與分析。整理步驟如下： 

(一） 訪談資料謄錄：以逐字稿詳細謄錄，並同時註明受訪者編號、訪談時間、訪

談地點。 

(二） 訪談資料分析：依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將訪談內容進行初步分類整理，試圖

進行比較、歸納。 

(三） 加入註解：為便於訪談資料的分析詮釋，研究者針對部分訪談紀錄加上註解。 

(四） 訪談資料詮釋：訪談資料引用標記分為受訪者編號及行數。並在符合特徵的

文字上註記。 

(五） 本研究撰寫分析結果時，引述實徵資料佐證結果，引證時，以受訪者最具代

表性意見援引採用。 

三、 問卷調查資料 

(一） 本研究問卷於問卷回收後確定其有效性予以編號登錄。本研究遵循一般認定

有效問卷，為受訪者填答題數超過問卷總數 3/4 者。 

(二） 問卷的題型分為單選題、複選題，部分選項尚有採開放式回答，統計以次數

分布及百分比呈現；如為複選則呈現勾選數百分比；另部分複選如有排序題

採加權計分，選 1 以總選項數計算得分（亦即共有 6 個選項，標示 1 計為 6

分，標示 2 計為 5 分，餘此類推）。而開放性意見，則依回答之內容分類整

理呈現，並進行受測者與本研究問題的描述性統計分析，歸納整理，最後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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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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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比較分析國外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第二節說明參

酌國外指引內容研訂之國內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草案；第三節說明本指引草案經

辦理總計 5 場次焦點座談建議之修正意見與修正說明；第四節說明本研究針對圖書館進

行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圖書館對於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意見與看法；第五節整理

經前述座談與意見調查後，修正之本指引內容結果。 

 

第一節 國外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分析 

    國內對於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相關探討文獻多為服務理念介紹，對於服務事項

與服務指引之探討文獻尚且闕如，反觀歐美先進國家對於取用資訊有障礙之身心障礙讀

者服務，已有相關作業規範指引做為各圖書館發展此項服務之依據。本研究因考量語文

理解之故，並以參採國際上具有指標性與學習意義之英語系國家為主，選擇國際圖書館

學會聯盟、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以及韓國為分析標的，探討此五國與國際學會對

於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規範之內容重點，提供本研究研訂國內「圖書館身心障

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參考之基礎，分述各國研訂內容重點如下： 

一、國際圖書館協會 

國際圖書館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為倡導資訊平等取用的理念，於 2005 年公布《圖書館身心障礙者

服務評估清單》（Access to librari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hecklist），作為世界各國

圖書館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基本工具，可視為檢驗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最

基本的要求。此份文件由 IFLA 之「圖書館服務弱勢族群常設委員會」（The IFLA Standing 

Committee of Libraries Serving Disadvantaged Persons，LSDP）所編訂，提供對於建築、

服務、資料與工作規劃的基本指導原則，其宗旨為： 

1. 作為各類型圖書館（公共、學術、學校、特殊）實務工作參閱工具。 

2. 可作為評估現有建築物、服務、資料與工作計畫發展的完善程度。 



46 

 

此 份 文 件 內 容 全 文 可 於 IFLA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

http://www.ifla.org/publications/ifla-professional-reports-89）。其內容綱要分為 4 大部分，

分述重點如下（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2005）： 

（一） 前言陳述（Preface） 

IFLA 說明各國圖書館必須爭取國家財政支持，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然而

許多的改善可採最少花費或是不需要經費，即可達成目標，因為推動改變的行動，主要

來自館員的態度以及新思維的接受。 

IFLA 建議各國圖書館應廣納身心障礙讀者與身心障礙團體代表意見，組成圖書館

服務改善委員會，相關人士的參與，可提供真實有用的資訊，並達到服務宣傳的理念。

由於世界各國圖書館和建築物法規要求不同，此份清單無法具體提供量化評估標準，

IFLA 建議各國圖書館應採用國家的相關法律與法規，制定符合自身需求之作業規範，

並與服務對象之讀者進行意見調查與使用滿意度評估。圖書館的職責是讓所有讀者在圖

書館感覺受到歡迎，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更是希望達到平等資訊取用的目標。 

（二） 實體取用（Physical access） 

圖書館對於讀者服務，主要提供空間與館藏資源，但對於身心障礙讀者而言，圖書

館的空間親和性與館藏可讀性相對重要。IFLA 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能無礙使用各國的圖

書館，圖書館的環境，入口、廁所、樓梯、電梯和特殊空間（special room）均應滿足

提供不同類型障礙者使用。使用輪椅者要能順利到達所有館室的空間（departments），

視障者應能隨著手杖或導盲犬尋路，而不會遇到障礙；聽障者應能與圖書館員溝通；對

於智能障礙者，則是能輕易找到圖書和其他資料；有閱讀障礙或有其他閱讀問題者，可

在圖書館中找出可閱讀的方式。對此，IFLA 將實體取用分 3 項重點說明： 

1. 圖書館以外（Outside the library） 

身心障礙者應能安全且輕易進入圖書館建築，如果主要入口無法便利進入，

應提供另一個讓身心障礙者便利進入的入口，並具備自動門、斜坡道和電話。因

此，檢視建築必須提供： 

（1） 應有足夠的停車空間，並採國際障礙指標符號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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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車處應接近圖書館入口。 

（3） 入館沿路有清楚易讀的路標或指引設施。 

（4） 注意入館路徑無障礙且照明良好。 

（5） 入口處地面平坦但不能過於光滑的路面。 

（6） 樓梯旁設有平坦不光滑的斜坡，斜坡兩側都應有扶手。 

（7） 為聽障者提供入口電話設備。 

2. 進入圖書館（Getting into the library） 

對於使用輪椅、柺杖或助步器的使用者都能從門口進入，並通過安全檢查處。

視障者的手杖或導盲犬也能無障礙的進入館內。因此，檢視建築必須提供： 

（1） 門前有允許輪椅轉動的足夠空間。 

（2） 圖書館入口寬廣讓輪椅得以進入。 

（3） 自動門高度可讓使用輪椅者碰觸到按鈕。 

（4） 不設門檻，讓輪椅者可進入。 

（5） 入口安全檢查處的空間和設施，考量能讓使用輪椅或助步器者進入。 

（6） 臺階採用鮮明對比的顏色。 

（7） 樓層平面圖與電梯特別考量提供點字或是聲音導引。 

（8） 電梯照明良好，具備點字按鈕與符號，並提供同步廣播設備，電梯按鈕高

度能讓輪椅者碰觸到。 

3. 取用資料及服務（Access to materials and services） 

圖書館各樓層空間都應該能夠順利進入，入口處應有樓層圖。如果圖書館空

間不只一層樓，應為輪椅者設置升降機或斜坡道。理想上，書架高度應考量輪椅

者可碰觸的高度，或是提供取書服務。閱覽室考量一定數量閱覽桌與電腦桌，適

合輪椅者使用。因此，需要檢視下列空間設施： 

（1）閱覽空間條件 

－有清楚而且易讀的指標 

－配合輪椅者高度的書架與走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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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桌與電腦桌考量輪椅與助步器使用者需求 

－椅子扶手應順手且堅固 

－提供專人服務協助使用者 

（2）廁所條件 

－圖書館應至少有一間無障礙廁所設計 

－專用廁所有清楚圖形標示，指出廁所位置 

－入口與門夠寬敞讓使用輪椅者無礙進入 

－足夠空間讓輪椅轉動，並讓輪椅者可換坐至馬桶座位 

－馬桶沖水桿與緊急安全通知鈕的高度可讓輪椅者碰觸到 

－洗手臺、鏡子高度恰當可及 

（3）流通櫃臺條件 

－設計有不同高度的櫃臺或是可調整高度 

－為聽障人士提供電子布幕或是手寫平版 

－提供年長及身心障礙者座椅 

－設計身心障礙者可自行使用的自助借還站 

（4）兒童室條件 

－有清楚圖形標示指引兒童室，並提供顏色與觸覺設施引導至兒童室 

－書架間為無障礙通道 

－提供身心障礙兒童使用電腦 

－書架與繪本區應考量輪椅高度取用問題 

（5）身心障礙讀者閱覽室條件 

圖書館員應瞭解各種身心障礙者特性，以及如何服務不同障礙使用者需

求。身心障礙讀者閱覽室資料至少包含：有聲書、易閱讀圖書、點字書與大字

體圖書，專室空間條件需要檢視符合： 

－集中式提供身心障礙者各種特殊版本資源媒體 

－有清楚顏色與指標指引至身心障礙讀者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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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舒適座椅，並備有明亮閱讀照明 

－提供各種閱讀輔具 

（三）媒體形式（Media formats） 

理念上所有圖書館資料都應該提供給所有使用者，為達此目標，圖書館需要徵集有

聲書、點字書、電子書，有旁白或手語的錄影帶與 DVD；容易閱讀的書籍或其他非印

刷資料。圖書館員必須瞭解如何從其他圖書館取得並分享彼此館藏資源，尤其是善用並

配合國家視障圖書館提供的服務。館藏發展考量提供各種身心障礙者的特殊版本圖書資

訊格式，至少必須包括： 

1. 有聲書、有聲報紙與期刊 

2. 大字體印刷書 

3. 容易閱讀之圖書 

4. 點字書 

5. 配有旁白或手語的錄影或 DVD 

6. 電子書 

7. 觸覺圖畫書 

圖書館資源多以數位方式提供使用，閱覽空間必須具備電腦與適合的設備，訓練館

員具備設備操作與問題諮詢能力。各國中央與地方社會福利促進機構多有提供使用特殊

電腦的相關資訊與訓練，圖書館可與類似機構合作。館內電腦相關設備之運用，必須考

量： 

1. 電腦高度考量輪椅者使用 

2. 備有合適鍵盤或鍵盤蓋提供運動障礙者使用 

3. 特定電腦配備螢幕閱讀程式，可調整放大字體及同步發聲 

4. 特定電腦配備拼音、教學軟體，提供識字困難使用者使用 

5. 提供人員現場指導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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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與溝通（Service and communication） 

圖書館員與身心障礙讀者溝通必須清楚且用語精準，重要的是讓所有使用者感到

受歡迎。圖書館員應留意身心障礙者不只要克服身體障礙外，還有心理障礙，館員的溝

通和表達需要專業訓練。館員應直接與使用者溝通，而不是透過陪伴照顧者。圖書館簡

介與導覽資料應備有各種特殊版本形式，供不同障礙讀者使用。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服

務，除了圖書館的常態服務，需要額外考量： 

1. 提供家庭宅配服務給無法到館的個人 

2. 延伸服務到公共收容機構或安養照護場所的人\ 

3. 提供人員閱讀或掃描文本轉到電腦螢幕方式，提供閱讀障礙者服務，並提供閱

讀障礙者諮詢服務 

圖書館的網站和線上目錄系統，必須符合無障礙網頁要求，提供不同障礙者可透過

加大版或螢幕閱讀器，轉為同步發聲或點字呈現，提供資訊取用。網站內容必須符合清

晰呈現與邏輯設計，有關網站設計原則可參閱 W3C 相關資料（Web Accessibility Initiative 

of the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網址 http://www.w3c.org/wai）。 

二、美國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之「特殊與合作圖書館委員會」（The 

Association for Specialized and Cooperative Library Agencies，簡稱 ASCLA）改組成立於

1977 年，設置宗旨之一是作為圖書館服務特殊需求讀者的發聲機構，肩負研訂美國圖

書館界有關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各項作業準則與工作手冊。ASCLA 制定一系列有關身

心障礙讀者服務之作業指引，包括（The Association for Specialized and Cooperative 

Library Agencies，2015）： 

1. 1996 年公布《美國聽障機構之圖書資訊服務指引》（Guidelines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the American Deaf Community） 

2. 1999 年公布《圖書館對於心智發展遲緩服務指引》（Guidelines for Library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3. 1999 年公布《圖書館對於矯正機構服務標準》（Library Standards for Juvenile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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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1 年公布《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機構對於視障與肢障讀者服務標準指引修訂

版》（Revised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f Service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etwork of Libraries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5. 2001 年公布《圖書館身心障礙者服務規劃》（Planning for Library Services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6. 2007 年公布《圖書館對於心理障礙者服務指引》（Guidelines for Library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es） 

7. 2012 年出版《國會圖書館視障及肢障服務圖書館作業標準與指引修訂本》

（Revised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f Service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etwork 

of Libraries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ASCLA 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探討面向與作業說明鉅細靡遺，所有出版之指引與

手 冊 ， 均 可 於 ALA 網 站 線 上 訂 購 （ 網 址 ：

http://www.alastore.ala.org/SearchResult.aspx?KeyWords=ascla）。上述所列 2011 年研訂完

成，並於 2012 年出版之《國會圖書館視障及肢障服務圖書館作業標準與指引修訂本》

係由 ASCLA 委託「國會圖書館國家視障與肢障服務中心」（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簡稱 LC/NLS）共同研

訂完成內容，該中心自 1931 年即開始提供全美圖書館視障者服務，並建置完整綿密之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體系2。此份指引內容係為提供全美參與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圖

書館提供視障與肢障讀者作業之具體指引，因其所述內容較貼近本研究待研訂之身心障

礙讀者服務需求，故以此份指引內容做為參考，指引內容涵蓋 12 項綱要，分述重要概

念如下（ASCLA，2012）： 

(一） 服務提供（Provision of services）：說明各參與服務圖書館應提供服務事項，以及

各項服務標準（例如：收到讀者申請資料借閱應至少 5 日內送達），因此項指引

係要求服務機構圖書館所有服務事項應滿足之最低標準，故有績效要求的指標規

定。 

 

                                                 
2美國國會圖書館視障服務體系，包括：56 所區域圖書館、47 所地方圖書館以及 2 處跨州服務中心，本

文稱此體系轄下圖書館為「參與服務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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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發展及管理（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各參與服務圖書館應

該擁有足夠數量館藏資源提供讀者服務，資源格式應符合 LC/NLS 所制定之特殊

版本圖書資源格式要求，各館館藏資源應上傳 LC/NLS 所建置之聯合目錄系統，

並提供各區域圖書館間之館藏互借服務，有關館藏數量訂有量化標準（如LC/NLS

每年應達到增加至少 2,000 件有聲資料、475 種點字資料館藏）。 

(三） 公共教育與推廣（Public education and outreach）：各參與服務圖書館應發展推動

一般大眾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認知與瞭解，LC/NLS 可規劃全國性推動公共

認知計畫，並發展與執行國家級行銷與教育課程，配合年度事件與特殊節日辦理

大型活動（例如：海倫凱勒生日或 Louis Braille 紀念日等），並與圖書館學、教

育學、社會服務等相關系所推動認知課程（awareness program），促進大學教育

學生了解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四） 諮詢服務（Consulting services）：LC/NLS 接受各參與服務圖書館提出有關身心障

礙讀者服務作業之專業諮詢與回覆，同時規範各機構圖書館應提供即時參考服

務，至遲於讀者提出申請的一個工作日內回覆讀者，可接受讀者以各種管道提出

諮詢，並善用各種資訊管道與身心障礙讀者接觸。 

(五） 志工及實習計畫（Volunteers and internship programs）：各參與服務圖書館應提供

大專院校學生到館實習機會，或是招募志工協助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擴展各

界對於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瞭解。 

(六） 行政及組織（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說明 LC/NLS 對於各參與服務圖

書館之輔導與評估作業，並要求各參與服務圖書館應至少每年辦理一次使用者意

見座談，蒐集來自身心障礙讀者、身心障礙服務機構對於圖書館服務的建議。 

(七） 預算及經費（Budget and funding）：各參與服務的圖書館需要爭取各地方政府財

源支援，並根據 ASCLA 制定之各項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標準，編列預算符合要求。 

(八） 規劃及評估（Planning and evaluation）：LC/NLS 應最少配置 2 位全職人員回覆各

館諮詢身心障礙服務工作問題，也必須每兩年一次訪視各區域層級圖書館，瞭解

作業現況；同理各區域圖書館亦同，必須每兩年訪視一次轄下地方圖書館，訪視

成果應擬具報告與建議，做為各館工作改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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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政策及程序（Policies and procedures）：各參與服務圖書館應與讀者溝通，發展適

當的資料借閱政策，針對不同版本資源格式可發展不同借期政策，各圖書館不只

借閱特殊版本資源，也提供閱讀輔具之借閱服務，所有身心障礙讀者的申請應在

兩個工作日內完成提供。 

(十） 報告（Reports）：各參與服務圖書館應維護正確且持續紀錄的使用統計，提供

LC/NLS、讀者與贊助機構瞭解各館服務成效，LC/NLS 亦可據此規劃全國服務

政策。LC/NLS 則應定義各項統計項目與計量標準，並每年對外公布年度服務成

果。 

(十一） 人事（Personnel）：LC/NLS 應每年規劃身心障礙讀者在職教育計畫，各參與

服務圖書館之主管人員應具備 ALA 認可之圖書館學校碩士學位條件，服務人員

則應具備大學相關系所學位，並接受過 LC/NLS 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教育訓練課

程。 

(十二） 研究及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LC/NLS 應推動並鼓勵與身心障礙讀

者服務相關的研究計畫，階段性逐年推動不同重點之研發計畫，並擔任全國身心

障礙讀者服務研發工作的主導角色。各參與服務圖書館則配合協助測試、評鑑和

使用新技術與新設備，以改善資訊取用方式，提升作業現況。 

美國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行之有年，已針對各種利用圖書館障礙讀者制定作業說

明，以圖書館經常服務之視障與肢障讀者為例，因美國由 LC/NLS 主導建立，由中央到

各區域與地方建立完整圖書館服務體系，其指引內容偏向於說明中央專責圖書館與各參

與服務圖書館的權責與工作要求，可量化部分並提供數量的要求標準。 

三、加拿大 

《加拿大圖書資訊使用障礙者服務指引》（Canadian Guideline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是由加拿大圖書館學會（Canadi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CLA）推動研訂，歷經 4 年過程，並經過加拿大境內圖書館

員、資訊使用障礙之身心障礙讀者以及各圖書館機構代表討論後完成。該指引緣起於

1993 年加拿大圖書館學會舉辦國家論壇會議，會中提出研訂該指引之必要性，並建議

CLA 評估圖書館已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情形，提供研訂此一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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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依據。 

在國家論壇會議後，CLA 成立指引研訂工作小組，其成員來自各省代表，並由其

時任職於加拿大國家視障協會（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CNIB）並兼任

CLA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委員會召集人之 Janice Hayes，擔任此一工作小組負責人，工作

小組首先募集各省圖書館有意願參與此工作計畫之各類型圖書館館員、身心障礙讀者以

及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機構代表。 

1994 年 6 月工作小組根據各方代表成員的意見，彙整提出 13 大項指引研訂的內容

大綱，於 1996 年完成本指引草案初稿提交各省代表與 CLA 障礙讀者服務委員會審閱並

提供修正意見。1997 年完成此份《加拿大圖書資訊服務障礙者指引》沿用至今，該指

引 全 文 可 於 CLA 網 站 下 載 內 容 （ http://www.cla.ca/Content/ 

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 ）（ Canadian 

Library Association，1997）。 

該指引首先說明研訂經過，並將內容標示分為 13 項標題，包括： 

(一） 圖書館職責（The Library mandate）：陳述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理念，

以及所有民眾都有平等取用圖書資訊的權利，圖書資訊使用障礙讀者在圖書館應

能等同其他讀者受到館方的關注與尊重。。 

(二） 法令要求（Legislation）：聯邦、各省與縣市的法令必須明確陳述對於障礙讀者取

用資訊的保障。圖書館管理者與人員必須熟悉人權、建築以及其他有關障礙者權

益保護法規，並瞭解各項法令的適用範圍。 

(三） 用語建議（Terminology）：文件採用的語彙將會影響到對於身心障礙讀者的認

知、行為態度與溝通印象，要求圖書館應檢視館方所有出版品與文宣資料、書目、

工具書、培訓資料、公眾集會以及晤談過程，不能有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歧視性的

文字用語。加上加拿大官方語文為英語與法語，所有說明採英法雙語標示。 

(四） 作業規劃（Planning）：建議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應納入圖書館整體發展計畫，

並予以優先策劃和實施；並期許定期展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調查工作，以瞭解讀

者需求與意見。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2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3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4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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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算（Budgeting）：說明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經費的保障，要求對於設

施設備、服務事項或者技術更新的發展，應制定先後優先順序，以便有計畫地階

段性投入經費並有效運用。 

(六） 行銷與推廣（Marketing and promotion）：圖書館進行推廣行銷可根據目標顧客差

異，採用多元管道促進成效，並與地方團體、診所、醫療社團、醫院、特殊教育

等機構合作，進行口碑與人際網絡行銷，亦可配合特殊意義節日進行活動宣導。 

(七） 人力資源與培訓（Human resources and training）：說明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之人員要求，並建議圖書館應指派一位專人負責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

作。 

(八） 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s）：說明圖書館須向外擴展服務，讓潛在使用者瞭解圖

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提供的服務事項與內容；並參與地方、省、區域、國家或

國際機構相關的合作計畫，以提供本館身心障礙讀者取得特殊版本圖書資源的館

際互借服務或是專案補助計畫資源。 

(九） 館藏管理（Collections management）：建議圖書館應該建立身心障礙讀者館藏發

展政策，並由身心障礙讀者與身心障礙服務專家提供政策意見，提示館藏資源型

式必須符合身心障礙讀者需求，並兼顧主題均衡發展。 

(十） 資源共享（Resource sharing）：說明各圖書館特殊版本圖書資訊館藏目錄必須彙

整上載至「加拿大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源聯合目錄」（Canadian Union 

Catalogue of library materials for the handicapped,簡稱 CANUC:H）中。但各省及

其轄區內的資源共享政策，保有各省地方作業的彈性。 

(十一） 適用的技術（Adaptive technology）：說明圖書館應考量各種不同技術層次的新

科技設備，並儘可能熟悉各種輔助閱讀設備的操作技術。 

(十二） 實體環境要求（Physical access）：加拿大標準協會（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已制訂公布無障礙環境標準，但各地方圖書館應參閱各省主管機構

制訂發行的實施規範（例如：《無障礙設計：加拿大國家標準》，

CAN/CSA-B651-94，第二版，安大略省：加拿大標準協會，1995 年）。圖書館

實務上應參閱《無障礙設計：加拿大國家標準》與《加拿大無障礙圖書館》兩本

發行資料內容，作為圖書館無障礙環境與設施規劃的依據。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6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7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8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9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10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11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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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課程（Curriculum）：建議在圖書館專業學校課程、圖書館技術人員與圖書教

師培訓課程中，都應納入圖書館服務障礙讀者的教育知識。 

最後，附錄為此指引研訂工作小組代表名單以及各地方政府建築法規主管機構與無

障礙環境設計諮詢機構名錄。加拿大此份指引精神在於提供各圖書館提供服務之作業原

則，偏向原則性規定，並非作業評估標準。 

四、英國 

1995 年英國《身心障礙歧視法》（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DDA）通過，法令

保障身心障礙者取得平等對待的權利，在此法案公布前，英國圖書館界早自 1964 年已

頒布之《公共圖書館與博物館法》（The Public Libraries and Museums Act）即明文規定

公共圖書館有責任提供所有民眾使用圖書資訊的需求。然因應《身心障礙歧視法》的通

過，英國博物館、檔案館與圖書館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於 1996 年針對使用資訊最大障礙族群之視障者，發行《視覺障礙者圖書館

資訊服務：最佳實施手冊》（Library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 Manual of Best 

Practice）一書，做為英國圖書館提供視障服務之參考依據，該手冊於 2002 年再次修訂

出版（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2002）。該手冊內容係由「圖書

館與資訊委員會」（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ission）以及「分享視覺機構」（Share 

the Vision，STV）聯合編訂，所謂的「分享視覺機構」是由大英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British）、卡爾比中心（Calibre）、圖書館學會（Library Association）、國立視障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for the Blind）、皇家視障服務機構（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RNIB）、國立與大學圖書館常設會議（Standing Conference of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蘇格蘭圖書資訊學會（Scottis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uncil）、

圖書館館長學會（Society of Chief Librarians）、有聲報紙協會（Talking Newspapers 

Association UK）等機構組成，致力於改善圖書館視障服務之合作組織。 

此手冊使用對象主要是針對英國境內圖書館管理者與工作人員提供視覺障礙服務

實務作業指引，指導圖書館人員如何評估需求、發展政策並規劃各項服務。手冊內容共

計 17 章： 

 

http://www.cla.ca/Content/NavigationMenu/Resources/PositionStatements/Canadian_Guidelines_1.htm#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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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2 章說明研訂背景與目的。 

（二）第 3 章闡述《身心障礙歧視法》的意旨與對於圖書館服務的影響。 

（三）第 4 章介紹視覺障礙類型，解釋不同視障成因及其對於閱讀能力的影響與需要的

服務。 

（四）第 5 章說明英國境內各類視障人口分布與身份背景統計。 

（五）第 6 章說明圖書館服務政策與管理，根據《身心障礙歧視法（DDA）》，圖書館

等公共服務機構必須在 2004 年以前符合 DDA 規範對於建築環境的要求，圖書

館需要檢視環境逐年編列預算符合規範，並配合各項對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的

政策，制定圖書館服務的年度及三年發展計畫。 

（六）第 7 章說明圖書館對於視障兒童之服務，圖書館需要特別關照視障兒童的發展需

求，提供在家與到館服務方式，並分別對各種資料類型說明館藏徵集重點。 

（七）第 8-9 章說明資料類型與格式，以及供應商的責任，內容分為大字印刷（large 

print）、口述文字（spoken word）、聲音描述（audio description）、浮凸印刷（embossed 

print）、電子形式（electronic formats）等類型，分述資料建置需求與規格，同時

提及供應商與生產者的製作責任。 

（八）第 10 章說明國家聯合目錄，皇家視障服務機構（RNIB）建置之國家特殊版本資

源館藏聯合目錄（The National Union Catalogue of Alternative Formats，NUCAF）

收錄來自英國 230 個機構所貢獻之館藏目錄，計有 8 萬多筆特殊版本資源目錄，

提供身心障礙讀者與各參與服務圖書館查詢特殊版本資源的窗口，目前 NUCAF

並不收錄商業出版者的有聲資料或地方性有聲雜誌和報紙，以能公開取用之館藏

機構資源為主。由於缺乏系統性徵集資源，NUCAF 重整資料並改名為 REVEAL，

提供書目查詢與線上瀏覽服務。 

（九）第 11 章介紹館際合作，說明借還雙方的義務與責任，解釋運輸與包裝處理，提

示圖書館善用國家級機構館藏（例如可向 Calibre、NLB、RNIB 等機構提出申請）。 

（十）第 12 章說明圖書館環境設計與採用之設施，介紹圖書館內外環境要求，說明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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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顏色規劃、家具、指標、閱讀輔具、特殊家具等各項要求，並提供無障礙環

境設計標準。 

（十一）第 13 章介紹輔助設備與新科技發展，不僅介紹設備也說明人員教育訓練與操

作要求。 

（十二）第 14 章介紹網站設計理念與要求，說明無障礙網頁設計規範與網頁編排易用

性原則，包括：版面、字體、顏色以及各種圖表的呈現方式。 

（十三）第 15 章介紹視障服務之推廣與行銷，說明對於不同視障族群推廣活動方式，

並分述利用電視、廣播、有聲報紙、電子資源與網站等不同媒體行銷的技巧。 

（十四）最後第 16-17 章列出相關標準與機構，提供重要機構簡介與通訊資料。 

英國此一視障服務實務工作手冊，是為提供圖書館實務工作者，瞭解視障服務工作

與資源的必備參考資料，內容多屬知識性訊息與實用之工作指導，此手冊採活頁形式裝

訂，意味著內容有經常修訂更換之必要。 

五、澳洲 

澳洲圖書資訊協會（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簡稱 ALIA）於

1979 年發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政策聲明：說明圖書資訊協會支持每個人都有獲取圖書

館服務和資源的權利，以滿足其資訊、啟發、教育和娛樂的需求。1981 年於首都坎培

拉舉行之「第二屆全國圖書館身心障礙者服務研討會」（Second National Seminar on 

Library Services for the Handicapped）中，提及建立指引之重要性。希望透過“客觀的文

字陳述，傳達圖書館服務身心障礙讀者之任務本質，此項作業標準可作為館員、管理者

或讀者評估圖書館表現之準則”。 

加上 1986 年澳洲《身心障礙服務法》（Disability Services Act）強調促進身心障礙

者融入主流社會之原則，法案中揭示與圖書館服務相關的三項理念為： 

1. 所有服務應確保身心障礙讀者的日常生活與普遍社會型態相同，或儘可能相

近。 

2. 所有提供之服務應猶如社區整合服務之一部份，且結合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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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服務設計應考量生理面與社會面，促進身心障礙讀者參與社區生活。 

1992 年澳洲《身心障礙歧視法》（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以及 1995 年《機

會平等法》（Equal Opportunity Act）實施，再次強調相同的工作理念。基於澳洲社會與

法治氛圍對於圖書館服務的期許，澳洲圖書資訊學會（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簡稱 ALIA）於 1998 年完成《圖書館障礙者服務指引》（Guidelines on library 

standard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復於 2002 年修訂，此一指引文件可做為各級圖書

館規劃與評估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之明確要求（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1998）。此服務指引全文可於澳洲圖書資訊協會網站，免費線上瀏覽全文

（ 網 址 https://www.alia.org.au/about-alia/policies-and-guidelines/alia-policies/guidelines- 

library-standards-people-disabilities）。 

澳洲圖書資訊學會所研訂之此份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首先說明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之一般性原則為： 

1. 身心障礙讀者使用圖書館服務時，應能如同一般民眾，獲得有尊嚴、一致且體

貼的對待。 

2. 館員有責任說明為何某些服務存在限制，而非由讀者提出有權利使用的質疑。 

指引實質規範內容分為 5 大項，各項內容重點分述如下（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1998）： 

(一） 規劃和評估（Planning and evaluation） 

主要說明澳洲國家圖書館、澳洲圖書資訊學會圖書館服務小組委員會與地方層級

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規劃之角色與要求。 

澳洲國家圖書館的角色是提供諮詢，以及促進圖書館間各項服務之協調合作。國

家圖書館辦理全國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論壇，也規劃全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政策，

促進平等使用圖書館各項措施。澳洲國家圖書館建置並維護「特殊版本圖書資訊全國聯

合目錄」（National union catalogue of library material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NUC:D），促進身心障礙讀者對於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之取用， NUC:D 累計有 7 萬

筆身心障礙讀者使用之特殊版本書目紀錄。 

https://www.alia.org.au/about-alia/policies-and-guidelines/alia-policies/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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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服務小組委員會成員有圖書館員與身心障礙讀者，工作目標是支援和鼓勵

提供特殊版本圖書資訊的製作與流通，尋求提升印刷品對於閱讀障礙讀者的服務；並與

讀者持續協商，使圖書館服務滿足其不斷變化之需求。 

地方層級圖書館的角色和功能因各州地方法規差異有所不同，但仍有共通準則要

求。建議地方層級圖書館應在規劃工作上，滿足： 

1. 每所州立圖書館應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規劃之短程與中程目標、達成策略和評

估機制。 

2. 州立圖書館應設立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協調工作之全職人員，其責任包

括： 

（1） 提供諮詢或爭取資源以發展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2） 建立圖書館和其他機構之間的資源共享網路。 

（3） 辦理及參與人員培訓，提高圖書館人員認知。 

（4） 推廣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5） 建立與身心障礙讀者之間有暢通之意見表達與諮商管道。 

（6） 負責聯絡政府部門、圖書館、社福機構等。 

各級圖書館進行預算與經費分配時，應瞭解身心障礙讀者需求，每所公立圖書館

應分配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經費，此分配可訂定最低額度，根據服務區域之身心障礙讀者

數，以總經費百分比或人均數方式呈現。 

每所公立圖書館應建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評估機制，評估服務效果以符合當前使

用者和非使用者需求，並決定提供那些服務以更貼近使用者和非使用者需求。非使用者

的回饋可來自與社區機構、專家、個人之互動。服務評估亦應衡量身心障礙與機會平等

法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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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取用（Access provisions） 

圖書館應提供滿足每位使用者之服務，通常環境應消除館藏取用障礙，但空間環

境也是障礙的主要因素。獨立的服務、場域、設備會造成差異和排斥感，降低身心障礙

讀者使用圖書館之意願。大字體的館藏目錄查詢螢幕、斜坡、擴音設備，對多數讀者皆

有益，舉凡對年長者、幼兒父母、受傷者、視力退化者等均可使用，並不限於身心障礙

讀者。 

在建築要求上，澳洲建築標準對於提供身心障礙者的建築要求是最基本的，通常會

顯得不足，應與身心障礙機構討論，提供符合身心障礙讀者之設施。不適當的設施將浪

費公共資源，且造成身心障礙讀者之挫折感。對於建築之要求可參考「澳洲建築標準」、

「身心障礙歧視法」、「人權及機會平等委員會」等相關規範要求。 

在服務態度方面，館員對身心障礙讀者應有適當應對態度，忽略或誤解之態度會造

成障礙。應有員工訓練計畫，瞭解有關身心障礙的術語、身心障礙讀者的能力和限制。 

(三） 提供適當資源（Provision of appropriate resource /materials） 

在館藏資源發展方面，圖書館應調整館藏發展政策，加入特殊版本館藏資源徵集要

求，考量建立身心障礙讀者適用之資料型態與資源取用的獨立性。身心障礙讀者的資訊

需求與一般民眾相同，僅是所需資訊型態不同。該指引羅列不同障礙類型讀者需求之資

料類型，例如： 

1.聽覺和視覺損傷讀者：其資訊媒體應列為一般館藏，而非特殊館藏，可提供給所

有讀者，館藏資料類型可包括：趣味性高/字彙少的閱讀資料、圖解清楚的資料、

有字幕及無字幕的捲片/影片。 

2.發展障礙讀者：提供發展障礙讀者資源是館藏發展的新領域，下列資源有助於發

展障礙讀者：趣味性高/字彙少的資料、磁帶及文字檔、圖解清楚的資料、音樂

館藏、錄音資料源。 

資源共享是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基礎，特別是對於需要特殊型式資料的讀者。

擁有圖書資訊特殊版本館藏的圖書館，應參加身心障礙讀者圖書資料之全國聯合目錄

（NUC:D）。每間圖書館應積極參與館際互借，包括資源和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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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供適當服務（Provision of appropriate services） 

對於實體館藏之取用，公共圖書館應服務社區所有人，不論是成人或兒童，或因病

痛、殘障而無法到圖書館者。圖書館可提供宅配服務，讓無法親臨圖書館者使用館藏資

源，其服務甚至可擴及： 

1. 幫助身心障礙讀者取用本館沒有的資源。 

2. 藉由目錄檢索，協助取得其他圖書館資源。 

3. 透過電子郵件提供閱讀障礙讀者特殊版本圖書資訊服務。 

每所圖書館之運作應有書面行動政策，在州立公共圖書館至少應有一位全職員工，

負責支持和發展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並儘量雇用身心障礙者參與圖書館工作。 

(五） 人員訓練及認知課程（Staff training/awareness programs） 

圖書館應提供人員訓練，認識多元讀者之不同需求，訓練課程可包含下列議題： 

1. 溝通技巧與能力 

2. 因應態度與表達 

3. 信仰及文化差異 

4. 各種障礙類型與需求 

5. 相關政府法規 

6. 科技發展輔助 

人員訓練計畫應展現多元性及因應時代需求改變，並持續關注及評估員工訓練計

畫，可請學者專家提供諮詢，並鼓勵員工參加研討會和工作坊。員工應瞭解有關《身心

障礙歧視法》、《身心障礙服務法》與《機會平等法》之相關章節。澳洲指引內容也偏向

指導性原則規範，較無評估作業之量化要求。 

六、韓國 

韓國於 2009 年由國立中央圖書館及國立障礙者圖書館支援中心出版《圖書館障礙

者服務基準與指引》，此指引之訂定係依據韓國《圖書館法》第 45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範，

由韓國國立障礙者圖書館支援中心研訂內容，提供韓國境內各圖書館參考，期許各圖書

館應針對各類型圖書館使用障礙者，依其圖書館資源與條件實施障礙者服務。（汪育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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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b）此一基準與指引內容偏向提供操作性指引，具體規範在環境設施、館藏資源與

服務等核心事項，圖書館必須符合的作法與要求。因其條件資源與臺灣較為相近，針對

其環境設施與資源服務，詳細介紹並摘錄內容大要如下： 

（一）圖書館內外部環境可近性 

圖書館應讓各類障礙者在使用圖書館內外部設施、資料與服務時都不會遭遇不便，

不論是使用輪椅的肢體障礙者、使用白手杖或導盲犬的視覺障礙者，在接近圖書館內外

部設施與資料時，均能毫無障礙，對於聽覺障礙者而言，也能在溝通時無任何阻礙。因

此，要求環境符合： 

1. 室外通路 

（1） 入館通路要盡可能最短，排除行進過程障礙物，並確保安全性、可近性與

便利性。 

（2） 進入圖書館的走道必須設置點狀地磚，在通路上則設置與行進方向一致的

線型地磚。 

（3） 走道表面應採用防滑材質且順平，避免障礙者跌倒。 

（4） 為便於使用圖書館外部庭園或其他設施物，戶外應排除有高差與陡坡設計。 

（5） 階梯旁必須設置斜坡道，鋪面要採用防滑材質。 

（6） 為便於障礙者可使用無障礙停車位，其位置應設置在主要出入口或最靠近

昇降設備之處。 

（7） 為能清楚辨識障礙者停車空間，應於停車場入口有明顯標示，該標示呈現

應清晰易懂。 

2. 室內通路 

（1） 圖書館建物主要出入口與通路之間若有高差，應使其平整。 

（2） 圖書館主出入口前方應設置點狀地磚，且為了讓視障者察覺，應採用不同

材質鋪面。 

（3） 為了讓輪椅使用者可以自由進出主要出入口，應確保有足夠的空間，可以

通過入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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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入口應儘可能設置電動門而不設置迴轉門，為了預防自動門有無法自動

打開的情形，應於門旁設置呼叫鈴。 

（5） 大門若為玻璃門，為避免撞上，應貼上黃色或是橘色警示線，貼設位置必

須考量兒童與輪椅高度使用者，比常態高度低一點。 

（6） 為了讓障礙者可便利使用各項設施，應在建築物主出入口附近，設置建築

內部各室、各項設施之點字引導圖、縮小圖、電子式信號裝置等。 

（7） 服務臺高度考量不同高度，讓輪椅使用者可以靠近，桌子下方也要保有容

納膝蓋與輪椅扶手的空間。 

3. 電梯 

（1） 電梯按鈕需讓輪椅使用者可接近使用，也必須在每個樓層標示點字。 

（2） 電梯門開啟時，需提供讓視障者可辨識目前層樓位置的語音廣播。 

（3） 為確保輪椅使用者的視線無礙，應在電梯內裝設鏡子。 

（4） 電梯緊急對話裝置，考量聽障者無法使用電話直接對話，應提供採用文字

或影像電話等視覺化的聯絡方法。 

（5） 所有設施不可使用「障礙者專用」或其他強調障礙的文句。 

4. 服務臺、借還書櫃臺 

（1） 圖書館服務臺與借還書櫃臺應降低部分高度，以便輪椅使用者可接近。 

（2） 必須確保閱覽桌與櫃臺下方保有輪椅使用者膝蓋及其輪椅扶手的容納空

間。 

5. 書架 

（1） 需要考量輪椅使用者的動線設置書架，書架間距必須可讓輪椅使用者能自

由移動。 

（2） 提供輔助設施可讓輪椅使用者自由取書。 

6. 閱覽室 

（1） 室內走道必須考量輪椅使用者特性，提供輪椅使用者可在閱覽室內自由移

動，閱覽室桌子必須有特殊設計，甚至可調整高度，讓輪椅使用者肩膀與

手肘能感到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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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避免標示「障礙者席」或「障礙者專用閱覽席位」。 

（3） 閱覽桌椅必須很堅固，可讓行動不便者可自桌椅支撐起身。 

7. 廁所 

（1） 馬桶旁必須有足夠空間，方便使用者移位。 

（2） 若無法設置獨立的無障礙廁所，至少在男、女廁中各設置一間。 

（3） 地板需採用防滑材質，扶手、鏡子、洗手盆等高度需考量輪椅使用者的便

利性。 

（4） 聽障者因無法辨識是否有人在使用廁所，應在門上裝設視覺化標示。 

（5） 廁所地板、牆面與馬桶間，要有清楚可區辨的色差。 

（6） 考量柺杖使用者與步行困難者需求，應在洗手盆兩側設置水平扶手。 

8. 視障與聽障者之警報與避難設備 

（1） 為能讓視覺與聽覺障礙者在緊急狀況下疏散，建物應提供警示燈、避難區

指示燈、通路指示燈，以及為視覺障礙者提供聲音警報設備等。 

（2） 緊急狀況發生時，圖書館員應優先且主動協助障礙者避難。 

（二）館藏資料 

圖書館的館藏資料必須能無礙提供包含障礙者的所有使用者都能使用，對於無法閱

讀印刷品的使用者，圖書館應依其障礙類型提供替代資料，可提供障礙者方便閱讀的替

代資料如下： 

1. 提供視覺障礙者的替代資料 

（1） 點字圖書：是採六個突出的點，以多樣的組合並透過指尖閱讀的圖書，其

形式可以是紙本出版的點字圖書或是文件格式的電子點字圖書。 

（2） 有聲圖書：是將朗讀者聲音錄音儲存的媒體，成為1980年以後保存最多的

館藏形式，包括：錄音帶有聲圖書、CD有聲圖書。 

（3） 大字體圖書：是對於無法閱讀書籍中過小的文字或圖表的障礙者所製作的

放大字體圖書。 

（4） 電子圖書：可供視覺障礙者能透過網路自行搜尋與閱讀的電子檔型式圖

書，包含有聲、文字轉點字閱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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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聲音轉換輸出用二維條碼圖書：在印刷圖書右邊頁面右上方，以四方型的

二維條碼存入包含二頁份量的文字資料，在條碼上面放上攜帶式辨識機

（Voiceye mate）即可讀出書籍內容。 

（6） DAISY（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是電子圖書的其中一種，

是以頁、章、節、句、標題所組成，並採用國際標準的檔案格式（ANSI/NISO 

Z39.86）。 

（7） 雙視圖書（Two Way Book）：是讓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可以同時閱讀的圖書，

可在同個版面上收錄文字與點字，通常會使用在指引書、訊息稿或幼兒與

兒童教材上。 

（8） 口述影像（DVS-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在電影或連續劇畫面中對於重

要的視覺要素，如動作、背景、身態等內容，在臺詞與臺詞之間做說明，

以便於視覺障礙者可以想像掌握電影內容。 

2. 提供聽覺障礙者的替代資料 

聽障者與視障者不同，很容易會被認為「因為眼睛看得到，所以就能夠使用文字資

料」，但是聽障者中先天或早期聽力喪失者，對於文章與單字的理解力明顯較差，因此

對於以文字所呈現內容，大部分都無法理解，替代資料類型： 

（1） 加註字幕/手語的影片（Video/DVD）：在韓國有些機關會以非賣品的方式製

作加註手語的電影、連續劇、紀錄片等影片，並無償發給特殊學校與團體。 

（2） 手語影像圖書：將以文字為主的一般圖書或有聲影片改編為以手語呈現的

圖書，像是為兒童製作的手語童話，以及為成人製作的日常生活中必要的

法律、經濟、文化、休閒等手語影像資料等。但是這樣的資料並不多，主

要透過韓國聾啞人協會、西大門福祉館等團體小規模製作，並放置於網路

上供下載使用。 

（3） 容易閱讀的圖書（Easy-to-read books）：為了讓聽障者能較容易閱讀一般圖

書而改採簡單單字與文章之改版書籍，在韓國還不算很普及地被開發，有

時各出版社會以嬰幼兒、兒童、青少年為對象，將最暢銷的書籍加以改編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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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與方案 

圖書館提供服務不應對障礙者有所差別，為了讓障礙者可以便利使用圖書館資料以

及同時參與，應開發多種方案，並支持障礙者可以在社區有歸屬感，可共享豐富的文化

生活。服務的提供與方案的執行必須依據障礙類型與程度加以規劃實施，尤其是閱讀活

動或文化講座等應為聽障者提供手語翻譯員、為視障者提供印刷點字、有聲或大字體圖

書等。服務重點如下： 

1. 為直接到訪圖書館讀者所提供的服務 

（1） 服務臺值班人員看到障礙者到訪時，應主動向其表示「歡迎光臨，有什

麼地方需要協助嗎？」 

（2） 為了服務聽障者，應在服務臺公告「我們有會手語的工作人員」或「我

們圖書館提供手語視訊服務」。 

（3） 視障者攜帶導盲犬可共同進入。 

（4） 確保輪椅使用者有足夠的移動空間。 

2. 提供無法直接到訪圖書館讀者所提供的服務：到宅借還書、郵件借還書、快遞

借還書、線上服務、電話服務等。 

（四）閱讀輔具 

輔具是為了讓障礙者在溝通、學習、工作、移動等各個生活層面都能有效活動所研

發的設備。圖書館為能讓障礙者在訊息可近性上更為便利，針對不同障礙類別必須備齊

適當輔具，並在障礙者提出要求時迅速提供。圖書館要有適足的擴大機數量與類型，不

只限於館內提供，也提供館外借用，讓障礙者可以在家中或職場都能毫無困難的使用資

訊。為了達到上述要求，圖書館在編列輔具預算時，儘可能擴大購買與維修的預算。各

類輔具要求： 

1. 視覺障礙者的輔具：點字印表機、點字資訊終端機、畫面朗讀軟體、畫面放大

軟硬體、二維條碼語音輸出軟硬體、播放有聲圖書的軟硬體、印刷品聲音轉換

輸出機、文件辨識軟體及周圍設備、大型螢幕、語音辨識軟體、點譯軟體、播

放電子點字圖書軟體、放大鏡、手機等。 

2. 聽覺障礙者的輔具：影像電話機、字幕接收機、震動信號裝置、聲音增幅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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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肢體障礙者的輔具：特殊滑鼠、特殊鍵盤、文字輸入軟體、語音辨識軟體、輸

入輔助工具、閱讀輔助工具、調整高度的電腦、觸控式螢幕等。 

（五）無障礙網頁與通用設計 

1. 無障礙網頁 

對於使用文字與影像資訊有困難的視覺障礙者、使用聲音資訊有困難的聽覺障

礙者、操作鍵盤與滑鼠等輸入裝置有困難的肢體障礙者而言，必須促使圖書館網站

資訊可順利被使用，圖書館建置之系統與網站應遵守無障礙網頁規範，並注意下列

事項： 

（1） 在建構與營運圖書館網頁過程中，應盡力遵守資訊通信國家標準「網

路無障礙檢測基準」。 

（2） 網站內的每個資訊要素能讓障礙者可輕易搜尋以及明確了解。 

（3） 圖書館經常以動畫、影像、介紹影片等多媒體推動教育的資訊內容，

必須採不同形式替代資料讓障礙者也可以同樣接收內容。 

（4） 圖書館線上參考諮詢服務應依據使用者偏好與障礙類別，提供適合其

使用的線上電子信箱、留言板、線上通訊等多樣方法提出諮詢。 

2. 通用設計 

不論身體、經濟、性別、種族、宗教等背景，對於社區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

提供公平的資訊服務，圖書館在購買或自行製作設備、用品、器具或規劃服務時，

都應該考量障礙者與所有使用者均可便利使用，並積極努力展現通用設計的精神。 

（六）人力資源開發與運用 

圖書館為了讓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能順利執行，應透過多樣化教育、訓練、學習方案，

有系統地啟發與運用人力資源。 

1. 圖書館員必須認知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並非附加而是基本，是圖書館必須提供的

服務。 

2. 國立圖書館應透過圖書館員培訓方案與專題研討會推廣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知

識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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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別圖書館應由館長主導，隨時實施職務教育，並摸索出適合在其館內執行的

身心障礙讀者實施方案。 

4. 學校專業養成教育在圖書資訊相關系所應開設課程，提高未來投入職場的工作

者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認識，也應鼓勵設置為障礙者服務相關學校系所。 

5. 國立圖書館、地區代表性公共圖書館及個別圖書館應指派具有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訓練資格或接受過教育訓練的圖書館員擔任身心障礙讀者者服務業務負責

人。 

6. 為了提供專業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圖書館應聘用有資格之館員。 

7. 擔任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圖書館員應避免定期的工作輪調，或即使安排工作輪

調也要同時安排其輔助特殊服務業務的持續。 

（七）國內外有關機關（構）之合作 

為了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圖書館應積極與國內外身心障礙團體、圖書館、特殊

教育學校等機構合作，以滿足身心障礙者的資訊要求。 

1. 為提升國內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量與質，圖書館應建構服務合作體系，

以此分攤擴展館藏、建立聯合目錄的職責，並進行資源共享，也應積極參與其

他合作事項。 

2. 圖書館為服務透過網路獲取資訊的身心障礙讀者，應積極參與數位圖書館的發

展，建構數位館藏，並採取保護著作權的措施。 

3. 圖書館不只為促進國內障礙者的使用福祉，也應擴及至國外的使用者，為此必

須積極與國外提供身心障礙服務的圖書館與國際團體合作。 

七、小結 

綜合上述各國代表性指引內容分析，可知美國的指引是除了提供作業指導外，同時

兼具作業現況評估標準，內容不乏量化評估指標要求。加拿大、英國、澳洲與韓國則偏

向對於各館作業指導性質，多以原則性文字說明需要注意的作法，如非必要，不提供量

化評估指標。至於 IFLA 是對於全球圖書館提供此項服務之鼓勵角色，需衡酌各國資源

條件差異，其內容雖屬概要性說明，但卻對於環境設施有清楚例示要求。為便於比較說

明，摘錄各指引發展重點，並加以列表說明如下表（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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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之比較分析表 

國別 研訂機構 研訂背景 內容要項 適用對象 服務讀者 特點 

IFLA IFLA 之

「圖書館

服務劣勢

族群常設

委員會」

（LSDP）

編訂 

為 倡 導 資

訊 平 等 取

用 的 理

念，於 2005

年公布，作

為 世 界 各

國 圖 書 館

檢 視 服 務

最 基 本 的

要求 

1.前言陳述 

2.實體取用 

－圖書館外設施 

－圖書館內設施 

－取用資料及服

務 

3.媒體形式 

4.服務與溝通 

全球各類

型圖書館

實務參閱

工具 

各類型身

心障礙者 

提 供 對 於 建

築、服務、資

料與工作規劃

的基本指導原

則 

美國 國會圖書

館國家視

障與肢障

服務中心

（LC/NL

S） 

ALA 特殊

與 合 作 圖

書 館 委 員

會 為 推 動

服 務 理

念，特委託

LC/NLS 研

訂 

1.服務提供 

2.資源發展及管理 

3.公共教育與推廣 

4.諮詢服務 

5.志工及實習計畫 

6.行政及組織 

7.預算及經費 

8.規劃及評估 

9.政策及程序 

10.報告 

11.人事 

12.研究及發展 

全國參與

服務之成

員圖書館 

本指引係

針對視障

與肢障

者，但另

有針對聽

障與學習

障礙等分

冊發行之

指引 

以中央專責圖

書館角度要求

各參與圖書館

工作要求，提

供量化評估指

標標準 

加拿

大 

加拿大圖

書館學會

（CLA） 

緣 起 於

1993 年加

拿 大 圖 書

館 學 會 舉

辦 國 家 論

壇會議，會

中 提 出 研

訂 指 引 之

必要性，論

壇 會 議

後，CLA 成

立 指 引 研

訂 工 作 小

1.圖書館職責 

2.法令要求 

3.用語建議 

4.作業規劃 

5.預算 

6.行銷與推廣 

7.人力資源與培訓 

8.公共服務 

9.館藏管理 

10.資源共享 

11.適用的技術 

12.實體環境要求 

13.課程 

全國各類

型圖書館 

各類型身

心障礙者 

屬於期許與指

導各圖書館推

動 業 務 之 原

則，附錄諮詢

機構與主管機

關名錄，甚具

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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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研訂機構 研訂背景 內容要項 適用對象 服務讀者 特點 

組 ， 1997

年完成 

英國 圖書館與

資訊委員

會（LIC）

與服務機

構組成之

「分享視

覺機構」

（STV）

聯合編訂 

因應 1995

年《身心障

礙歧視法》

通過，英國

博物館、檔

案 館 與 圖

書 館 委 員

會

（CMAL）

認 知 研 訂

作 業 手 冊

之 必 要

性，備供圖

書館參考 

1.研訂背景與目的 

2.身心障礙歧視法 

3.視覺障礙類型與

需求 

4.各類視障人口分

布與統計 

5.服務政策與管理 

6.視障兒童之服務 

7.資料類型與格式 

8.國家聯合目錄 

9.館際合作 

10.環境設計與使

用設施 

11.輔助設備與新

科技發展 

12 網站設計理念

與要求 

13 服務推廣與行

銷 

14.相關標準與機

構 

圖書館管

理者與工

作人員 

各類型身

心障礙者 

提供圖書館實

務工作者，瞭

解視障服務工

作與資源的必

備參考資料，

內容多屬知識

性訊息與實用

之工作指導，

採活頁裝訂備

供經常修訂更

換 

澳洲 澳洲圖書

資訊學會

（ALIA）

於 1998年

完成指引

公布， 

2002 年再

次修訂 

1981 年坎

培 拉 舉 行

「 第 二 屆

全 國 圖 書

館 身 心 障

礙 者 服 務

研討會」倡

議 建 立 指

引重要性。 

加上 1986

年《身心障

礙服務法》

等 相 關 規

範之公布 

1.規劃與評估 

2.提供取用 

3.提供適當資源 

4.提供適當服務 

5.人員訓練及認知

課程 

以公共圖

書館為

主，其他

圖書館參

採 

各類型身

心障礙者 

內容偏向指導

性原則規範，

較無評估作業

之量化要求，

但有區分公共

圖書館層級陳

述不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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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研訂機構 研訂背景 內容要項 適用對象 服務讀者 特點 

韓國 國立中央

圖書館及

國立障礙

者圖書館

支援中心 

依 據 韓 國

《 圖 書 館

法》第 45

條第 2項第

2 款要求，

由 韓 國 國

立 障 礙 者

圖 書 館 支

援 中 心 於

2009 年公

布，要求各

圖 書 館 遵

循 

1.圖書館內外部環

境可及性 

2.館藏資料 

3.服務與方案 

4.閱讀輔具 

5.無障礙網頁與通

用設計 

6.人力資源開發與

運用 

7.國內外有關機關

（構）之合作 

全國各類

型圖書館 

各類型身

心障礙者 

此基準與指引

內容偏向提供

操作性指引，

具體規範在環

境設施、館藏

資源與服務等

核心事項，圖

書館必須符合

的作法與要求 

綜合上述國家所編訂之指引或作業指引內容分析，可知多半係因法規增訂要求或是

配合無障礙進步服務的趨勢，由圖書館學會或是國立專責圖書館主導編訂，指引內容主

要適用對象雖能兼顧各類型圖書館，但仍以開放公眾使用之公共圖書館為主要推動對

象。不同國家指引內容雖各有其偏重的事項，然各國指引內容主要涵蓋： 

(一） 平等服務理念說明 

(二） 管理規劃與經費保障 

(三） 館藏資源建設 

(四） 讀者服務活動 

(五） 環境設施要求 

(六） 推廣交流與合作 

(七） 專業人員要求與培訓 

上述各國指引共同關注的核心內容，可提供後續我國研訂指引內容大綱之具體參

考。惟本研究衡量國內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尚屬起步階段，本研究研訂之作業指引，

既要符合各類型圖書館參閱需求，且期許鼓勵各館參與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因此，本研

究將研訂之指引內容定位為原則性說明，其意在指導各館瞭解此項服務作法，並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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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估要求，待日後國內發展至相當程度，可藉由逐步建立之統計資料，修訂增列各

項服務之量化評估要求。 

第二節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草案 

    本指引內容經參酌國際圖書館聯盟、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與韓國重要指引內

容，經研訂小組討論，將內容分為下列 12 項： 

1. 研訂背景 

2. 使命與任務 

3. 名詞解釋與用語要求 

4. 作業規劃 

5. 經費預算 

6. 人員培訓 

7. 館藏發展 

8. 讀者服務 

9. 典藏管理 

10. 行銷推廣 

11. 環境設施 

12. 研究發展 

本指引草案初稿內容結構，係於各綱要下先述明主要原則，再說明作業重點，如有

涉及不同層級圖書館需求差異，則於其下分列專責圖書館與縣市層級公共圖書館之工作

重點，本指引第一版（2015 年 6 月 30 日完成）草案內容羅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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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訂背景與過程 

1.1 研訂背景 

1.1.1 圖書館平等取用理念 

圖書館為知識典藏機構，素以維護知的權利、滿足資訊需求、推動終身教育為職志，

對於各類讀者權益之維護，《圖書館權利宣言》（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載明：「個人

利用圖書館權利，不得因其出身、年齡、背景或觀念，而遭到摒棄或剥奪」。我國《圖

書館法》第 7 條亦揭示：「圖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

書資訊權益」。因此，圖書館在資訊服務上應照顧所有讀者的需求，尤其面對處於資訊

弱勢的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特殊閱讀需求讀者（以下簡稱特殊讀

者），更應該提供多元的服務，使其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地取用資訊，以消弭資訊

落差。 

1.1.2 法規修訂與要求 

2011 年 2 月 1 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中

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利用現代化數位科

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可讀取之電子化格式提供圖書資源，

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運用。前項規劃、整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

等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教育部爰於同年 12 月 15 日依該條第 2 項規定，

訂定《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並於同年 12 月 26 日依該條第 1

項規定，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負責視障資源徵集、編目、典

藏、閱覽服務、推廣與研究。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 2014 年 6 月 4 日再度修正，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

擴大其適用範圍，除原有之視覺功能障礙者外，更及於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

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教育部爰於同年 11 月 21 日修正《視覺功能障礙

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並指定國立

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落實推動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服務。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圖書館法》，則增訂第 9 條第 2 項，授權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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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就圖書館辦理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特殊讀者之圖書資訊特殊

版本之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等事項訂定相關辦法，俾利執行。 

為配合《圖書館法》部分條文之修正，並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0條之

1推動身心障礙者利用數位化圖書資源之意旨。圖書館應推動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

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之圖書資訊服務。為促進國

內各圖書館因應此一平等服務法規之要求，國立臺灣圖書館特規劃訂定《圖書館特殊讀

者服務指引》（簡稱本指引），提供圖書館辦理特殊讀者服務作業規劃之參考。 

1.2 研訂過程 

本指引之研訂，係由國立臺灣圖書館透過公開徵選方式，由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林巧敏副教授以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簡稱本學會）名義參與計畫徵

選，2015 年 4 月 1 日開始接受委託研究。研訂過程首先參酌國外訂定之各項特殊讀者

服務指引與法規，並符應《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事項之要求，經工作小組多次討論，擬訂本指引綱要與內容，將特殊讀者服務事項關

涉問題，釐訂為概述背景與過程、說明圖書館之職責與任務、解釋相關名詞用語，並提

供圖書館作業規劃、經費預算、人員培訓、館藏發展、讀者服務、典藏管理、行銷推廣、

環境設施與設備、研究發展等各項有關服務與發展事項之作業原則。 

本指引內容於 2015 年 6 月完成初稿，為求廣泛徵詢意見，於 7 月辦理兩場學者專

家座談，邀請圖書資訊學者、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表以及圖書館實務專家提供修正意

見。另為徵求各圖書館對於本指引草案之修正意見，於 2015 年 9 月陸續規劃辦理北、

中、南三場焦點座談會，邀集圖書館實務工作者以及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表參與討論，

提供修訂意見，期許藉由此廣泛徵詢意見之過程，可增益本指引在圖書館之適用性。本

指引草案預計於 2015 年 12 月底前完成修訂，後續將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分行各圖書館機

構，冀望各圖書館可瞭解並促進此一特殊讀者服務工作之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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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訂目的 

本指引之訂定目的在於： 

（1） 協助各圖書館工作人員瞭解特殊讀者服務工作理念與應推行事項。 

（2） 指導圖書館工作人員規劃辦理特殊讀者資源管理與各項服務工作。 

（3） 提供各圖書館推動特殊讀者服務作業規劃之依據。 

本指引為實務作業指導參考，並非法規命令之授權，其目的在於協助各圖書館促

進此一服務理念的落實，且為兼顧各類型圖書館資源條件與服務特性之差異，內容以通

用性指導為原則，並非圖書館特殊讀者服務績效評估作業標準。 

1.4 適用對象 

由於身心障礙者服務對象廣泛，基於圖書資訊服務以排除資訊取用障礙為主，並

參考法制人士意見，本指引所稱服務對象以「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為主，

並以《圖書館法》第 9 條第 2 項所稱之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為限，

至於其他障礙狀態尚未造成對於著作感知有所困難之身心障礙者，非本指引探討範圍。 

另本指引對於特殊讀者服務事項之建議，非專指公共圖書館，其他類型圖書館可根

據服務讀者特性與資源條件，擇選重點事項辦理。惟對於肩負社會大眾圖書資訊服務重

要角色之公共圖書館，基於維護社區民眾資訊取用平等之權利，必須儘量符合提供服務

社區民眾之特殊讀者服務事項。 

圖書館應認知提供特殊讀者服務並非完全以使用人次，決定是否有必要提供此項

服務的存續，在公平開放的社會中，身為肩負社會教育機構職能之圖書館，有義務照顧

並等同滿足少數讀者取用資訊之需求。 

1.5 修訂建議 

惟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建議本指引內容宜定期檢視修正，以符合新科技與服務理

念之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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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命與任務 

2.1 理念說明 

圖書館提供特殊讀者服務之使命，在於尊重特殊讀者平等取用圖書資訊的權利，特

殊讀者不因其個人背景與感知著作之障礙程度，均擁有等同一般人使用圖書資訊之權

利。 

2.2 文字揭示理念 

圖書館肩負特殊讀者服務任務，應於服務宗旨等相關書面文件，明確陳述館方對於

特殊讀者服務的理念，並應包括下列事項之陳述： 

（1） 圖書館凡有關使命或宗旨等政策性文字描述，必須明確陳述所有民眾都有平

等取用圖書資訊的權利。 

（2） 圖書館明確要求所有工作人員，對待特殊讀者服務應等同其他讀者，受到館

方的關注與尊重。 

（3） 圖書館所有服務文宣，在陳述館方設施與服務事項時，應當提示有否提供特

殊讀者在內之服務事項。無論是對於肢體或是感知著作困難之特殊讀者，如

目前尚無提供相關讀者服務事項，館方有責任說明特殊讀者服務限制的原

因，並指引獲取資訊服務的其他管道，同時必須在館方發展政策與工作計畫

中，制定逐步排除使用障礙的具體作為。 

（4） 圖書館為了履行特殊讀者服務職責，必須與政府業務權責機關、身心障礙服

務團體合作。 

（5） 因應社會環境、資源條件與技術的改變，圖書館必須持續評估既有的工作計

畫、服務方式與館藏資料，以確保圖書館服務能有效地滿足各種特殊讀者取

用資訊之需求。 

（6） 圖書館不僅要排除肢體障礙者使用的困難，也必須提供一個友善歡迎的環

境，包括建置特殊閱讀設備，並配置能敏銳感知特殊讀者需求的專業服務人

員，達成圖書館全方位的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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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詞解釋與用語要求 

3.1 名詞解釋 

3.1.1 身心障礙者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所稱之身心障礙者，指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

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

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者。2014年6月4日新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0條之1，對於關注資

訊接觸權益保障之「身心障礙者」，解釋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

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據此定義，本指引全文所稱之「身心障

礙者」亦以視覺、學習、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為對

象。 

3.1.2 特殊讀者 

「特殊讀者」並無一致之定義，如根據《圖書館法》第 9 條第 1 項所定，「特殊

讀者」乃指「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本指引參閱對象為圖書館人

員，故根據《圖書館法》用語，以「特殊讀者」統稱對於感知著作有困難之讀者，「特

殊」係指其閱讀需求特殊，而非身份特殊之故。 

但不是所有特殊讀者之感知著作障礙都是外顯可知的，且特殊讀者和非特殊讀者

之間，往往難以明確區分，所以圖書館儘可能提供資訊取用無障礙服務，將對於圖書館

所有讀者服務的品質，均能有所提升。圖書館對於特殊讀者的瞭解，必須注意： 

（1）特殊讀者可能是暫時或永久的； 

（2）特殊讀者可能具有一種以上的障礙； 

（3）特殊讀者之個人背景，可能使其缺乏語文識讀能力或是不諳圖書館狀況。 

因此，圖書館需要瞭解特殊讀者之個別差異及其使用圖書資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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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學習障礙者 

根據教育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基準」，將學習障礙定義為：因神經

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推理、表達、知覺或知覺動作協調等能力有

顯著問題、以致在聽、說、讀、寫、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感官、智能、

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顯見學習障礙是一群學習異常現象的統稱，表現在聽、說、讀、寫、推理、運算

的學習上，會出現一項或多項的顯著困難。這些學習上的異常是因為神經中樞的異常而

導致，並不是由於智能障礙、感官缺陷、情緒困擾、環境文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學習障

礙者雖然智力正常，但可能會出現學習成就與潛在能力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或是個體

本身不同能力之間差異很大，亦即可能一項或數項能力特別低落，但是其他能力又表現

良好，而產生令人難解的矛盾現象。學習障礙者因其在資訊的接收和處理上異於一般

人，對於圖書資訊之取用，除了可使用常態圖書版本外，可藉由特殊版本促進學習。 

3.1.4 閱讀障礙者 

閱讀障礙基本上屬於學習障礙的一種，所謂的「閱讀障礙」是指在有關閱讀正確

性及理解程度的標準化個人測驗中，閱讀表現顯著低於預期應有程度。此預期乃基於被

測者的生理年齡、個別測驗的智能、及與其年齡相符的教育程度所判定。閱讀障礙者可

經由增加視覺、聽覺的刺激以及反覆的練習，並藉助電腦的應用，增加閱讀的效果。 

3.1.5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指專供特殊讀者直接或運用輔助設備可接觸之數位或非數

位格式的文字、聲音、圖像與影像資訊內容版本。因不同感知著作障礙讀者需求之版本

格式不同，本指引採用《特殊讀者使用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

範辦法》（教育部 2015 年 7 月 15 日公告草案）之法規用語，以「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統稱之。至其格式規範可參閱該辦法草案第 8 條之相關條文內容。 

3.1.6 專責圖書館 

2014年6月4日新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0條之1擴大其適用範圍，

除原有之視覺功能障礙者外，更及於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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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身心障礙者。為因應法規要求事項之推動，教育部爰於2014年11月21日修正《視覺

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該

辦法所稱之中央專責圖書館，由教育部於同年11月28日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

之專責圖書館，負責國內身心障礙資源徵集、編目、典藏、閱覽服務、推廣與研究及館

際合作等事項，以落實推動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服務。 

3.1.7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 

臺灣公共圖書館可劃分為 4 個層級，分別是：國立公共圖書館（不包括國家圖書

館）、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縣（市）公共圖書館、鄉（鎮、市）立公共圖書館。根據

2015 年底統計，國立公共圖書館有 2 所，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有 5 所，縣（市）級圖

書館有 17 所。公共圖書館是社會大眾通向知識之門，不同族群與背景民眾都應該能在

公共圖書館找到合適的資訊，其館藏內容必須滿足當前社會演變需求及人類現有成就或

未來發展的紀錄，為個人及社會提供終身學習、獨立判斷與文化發展的基本條件。因此，

對於肩負社會大眾圖書資訊服務重要角色之國立公共圖書館、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縣

（市）公共圖書館等（以下簡稱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因其機構層級與空間經費條

件較具規模，宜優先配合專責圖書館規劃提供服務社區之特殊讀者服務工作，至於其他

類型圖書館可視資源條件，儘量鼓勵提供特殊讀者服務。 

3.2 文件用語要求 

有鑑於圖書館書面說明文字所採用之語彙，將影響所有讀者對於圖書館特殊讀者

服務的認知、態度與對外溝通印象，圖書館應檢視所有文件所採用的相關用語，表達友

善服務，並注意儘量符合下列要求： 

（1） 圖書館應檢視館方所有出版品與文宣資料、書目、工具書、培訓文件、公

眾集會以及晤談過程，不能有對於特殊讀者歧視性之文字用語。 

（2） 由於身心障礙相關術語可能因時變遷，圖書館應該徵詢社會各種障礙服務

團體的專業人士意見，維持館方使用術語的正確性。 

（3） 圖書館出版品應採用已廣泛接受之一般用語，避免不易理解之罕用或專業

特定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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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國際已通行之無障礙圖示、符號或名詞術語，圖書館應及時採用。 

（5） 因應身心障礙專業術語的增加或是意義產生分衍，館方最好能維護這些術

語的詞庫，並提供內部員工與讀者參閱。 

4. 作業規劃 

4.1 通則性要求 

圖書館對於特殊讀者服務應納入圖書館整體發展策略，並制訂年度與中程發展計

畫，訂定具體目標、達成策略及其評估機制。圖書館之各項工作計畫，儘可能符合下列

特殊讀者服務規劃的要求： 

（1） 圖書館必須將特殊讀者服務列入每年推動之工作計畫內容，並予以優先推

動和實施。 

（2） 圖書館特殊讀者服務作業計畫訂定過程需要採納社區身心障礙者與身心

障礙服務團體的意見，圖書館如有設置館務諮詢委員會，亦必須儘量邀請

身心障礙者或相關團體代表參與，以確保特殊讀者使用需求可納入館方作

業規劃過程。 

（3） 圖書館應廣泛徵求社會各界對於特殊讀者服務的意見，可透過焦點團體方

式，瞭解需求及其優先推動事項。 

（4） 隨著社會人口結構發展的改變，社會大眾對於提供遠距與行動服務以及對

於視覺、聽覺障礙的克服，正與日遽增。圖書館作業規劃必須考量提供相

應的檢索設備與服務事項。 

（5） 圖書館應善用既有的社會資源，運用其他圖書館與資訊提供者已建置之圖

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避免重複作業與不必要之經費支出，藉助彼此專業

知識、分享經驗，進而促進合作效益。 

（6） 圖書館對於特殊讀者的服務與活動，宜至少五年展開評估，以確保服務事

項可有效地傳遞到社會所有成員。評估方法可包括：採用讀者與借閱紀

錄、調查研究、計畫內容評估、讀者建議或其他形式之回饋意見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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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假如圖書館尚無法針對本館現況與使用情形進行調查，可以借鑒其他機構

或服務提供者已完成的調查成果，據以掌握特殊讀者期許與需求服務的意

向。 

（8） 圖書館作業規劃應致力於促進圖書資源符合特殊讀者取用資訊的格式標

準，並與社區機構、醫療院所合作，擴大服務據點。 

4.2 各類型圖書館作業重點 

考量不同圖書館資源條件差異，對於特殊讀者服務作業規劃重點應有所區隔，以下

說明國家層級之專責圖書館與各類型圖書館作業規劃作法之差異： 

4.2.1 專責圖書館 

專責圖書館的角色是提供諮詢及促進各圖書館服務之協調合作。專責圖書館應致

力於規劃全國特殊讀者服務制度與法規之健全發展，提供各圖書館辦理特殊讀者服務之

人員培訓與專業諮詢工作。進而肩負起「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書目資源之共建共享，與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之徵集與轉製服務。 

4.2.1.1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書目單一查詢窗口之建置 

建置全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之聯合目錄，提供特殊讀者查詢全國圖書館圖書資訊

特殊版本館藏目錄，其目標為： 

（1） 藉由識別確認館藏位置，促進特殊讀者親近取用各項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資

源。 

（2） 協助提供特殊讀者服務之圖書館，增進彼此資源共享。 

（3） 藉由維護及建立館藏書目資料庫，達到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書目控制工作。 

4.2.1.2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之徵集與轉製服務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之徵集需要與資訊生產者溝通，專責圖書館如能自資訊生產者

處，取得資訊內容電子檔，可大幅提昇將資訊內容加速轉製為因應特殊讀者閱讀需求之

版本格式，專責圖書館應負責與資訊生產者協調，完成下列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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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作者及出版機構合作，取得內容電子檔授權使用。 

（2） 制定並鼓勵出版內容採行通用標準格式。 

（3） 與同業或相關機構共同發聲，促進出版內容之捐贈使用。 

4.2.2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 

各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扮演社會教育功能，開放一般民眾使用，不同層級圖書

館之主要服務對象不同，因而提供特殊讀者服務工作的資源與投入程度也不同。但直轄

市與縣市公共圖書館必須肩負所轄境內圖書館特殊讀者服務統合與資源提供角色，如各

區或各鄉鎮並無特殊讀者閱讀設備與專責人員提供服務，至少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

必須進行下列工作規劃： 

4.2.2.1 研議各項工作計畫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應有特殊讀者服務作業規劃之年度與中程發展計畫，擬訂計

畫目標、達成策略與評估機制。 

4.2.2.2 配合推動辦理事項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應配置負責特殊讀者服務工作之權責人員，肩負下列工作事

項： 

（1） 提供諮詢與資源，支援轄區內圖書館對於特殊讀者服務的請求。 

（2） 建立圖書館與社會福利機構之間的溝通管道，發展資源分享關係。 

（3） 辦理所屬地區圖書館人員培訓，提高圖書館人員對於特殊讀者服務工作之

認知。 

（4） 推廣社區圖書館特殊讀者服務的理念。 

（5） 聯繫並建立與服務社區所有特殊讀者的通訊管道。 

（6） 建立與政府權責機關、其他圖書館及社會福利機構之間，有通暢之溝通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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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其他類型圖書館 

其他類型圖書館因其服務對象與核心業務功能差異較大，對於特殊讀者服務工作肩

負的責任涉入程度不同，但仍可參照前述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工作，擬具符合自身情

況之特殊讀者服務作業計畫。 

4.3  作業規劃之評估 

發展特殊讀者服務計畫之圖書館，應建立特殊讀者服務評估機制，評估服務效果，

以符合當前使用者與潛在使用者需求，並決定優先提供那些服務，可更貼近使用者和潛

在使用者需求。為收集分析使用者意見，使用者回饋可自下列方式取得： 

（1） 進行目前與潛在使用者之定期調查。 

（2） 分析使用者紀錄。 

（3） 進行相關機構團體或使用者之意見諮詢會議。 

（4） 蒐集員工的評論和意見。 

潛在使用者的回饋可來自與社區機構、專家、個人之互動，服務評估也應納入既

有的身心障礙與資訊平等取用相關法規的要求。 

5. 經費預算 

5.1 保障專用經費 

圖書館進行年度預算規劃與經費分配時，應瞭解特殊讀者需求，將規劃推動事項所

需經費納入預算編列考量。圖書館行政主管必須保障特殊讀者服務專用經費，此專用經

費可根據服務區域之特殊讀者人數與結構，訂定經費分配原則，保留專用經費數額。 

5.2 經費編列原則 

圖書館對於特殊讀者服務經費之編列，應遵循下列原則： 

（1） 圖書館對於特殊讀者服務及其館藏發展，應在預算編製過程中，視為重要

的核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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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書館應討論決定在預算分配中，對於下列兩項業務主軸，在經費中擁有

分開匡列之經費數： 

－改善特殊讀者取用資訊便利性 

－擴增特殊讀者新服務事項 

（3） 圖書館對於進行硬體設施改善、服務或技術更新的發展，應制定先後優先

順序，以便有計畫地階段性投入經費並有效運用。 

（4） 圖書館對於採用新設備與促進服務所需費用，可考量尋求來自企業、團體

或是個人捐贈者的經費支持。 

（5） 圖書館對於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含文字、聲音、圖像與影像資訊）的徵集，

可同時採購同樣的紙本出版品，但必須在一般圖書採購費中加以保留。 

（6） 圖書館應瞭解國家政策對於身心障礙者之相關補助計畫，以爭取其他專案

計畫經費補助。 

6. 人員培訓 

6.1 相關人員要求 

圖書館提供特殊讀者服務過程中，所有相關工作人員應具備健全的服務理念。圖書

館必須儘量符合下列有關人員培訓的要求： 

（1） 圖書館需要有持續性的培訓計劃，以便圖書館管理者、現有員工、新進員

工、志工與委員會成員，保有對於特殊讀者服務理念的認識與敏感度，並

協助全部人員對待特殊讀者有正面及正確的態度。 

（2） 關於人員教育訓練課程應該有特殊讀者或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表參與課

程設計。 

（3） 圖書館工作人員培訓政策與訓練過程，必須包含有關尊重隱私、公平服務

以及平等取用觀念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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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書館需要儘量培訓至少一位工作人員或志工能瞭解點字，或是可與身心

障礙服務團體合作，聘用具有手語或點字專長的人員或志工。 

（5） 圖書館應編製一份瞭解各種身心障礙者相關專業知識之諮詢人員與機構

名單。 

（6） 圖書館可考量實務需求，聘請身心障礙者擔任圖書館僱員或志工。 

（7） 圖書館應該儘量找尋適任特殊讀者服務條件的工作人員，並參與社區身心

障礙服務團體的活動。 

6.2 人員態度要求 

圖書館人員對於特殊讀者應有適當之應對態度，忽略或誤解特殊讀者意見之人員態

度，將造成圖書館工作障礙。 

圖書館必須將特殊讀者教育訓練課程納入員工年度訓練計畫，提升所有人員的認

知，必要時，可測試工作人員面對特殊讀者之態度，員工必須瞭解有關身心障礙相關術

語、特殊讀者的能力與限制。 

訓練目的在於破除態度藩籬，減少對特殊讀者之誤解，態度之訓練應持續進行。 

6.3 人員配置要求 

6.3.1 專責圖書館  

應配置數名不同分工職責，具有特殊讀者服務專業訓練之專責人員，其員額依經費

條件與服務事項龐雜程度，配置適當之工作人員員額。 

6.3.2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應至少配置一名全職工作人員，負責推動和發展所轄服務地

區之特殊讀者服務工作。 

圖書館應指派具備特殊讀者服務能力之專業人員，負責該館所有特殊讀者服務計

畫，包括：提供工作人員與社會大眾相關服務訊息、協調活動與服務、追蹤新發展與趨

勢、與社區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保持聯繫，並擔任館內相關業務協調角色。該名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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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負責特殊讀者服務事項之規劃與推動，但所有館內員工應該能夠解答不需要太專業的

特殊讀者需求問題，如為簡單的問題詢問，不可一律轉介該名專責人員回應，在閱覽現

場服務讀者的人員，都應該具備一定的基本服務能力。 

6.3.3 其他類型圖書館 

其他類型圖書館是否配置專責工作人員提供特殊讀者服務，可衡酌下列因素，決定

配置專責人員之必要性： 

（1） 圖書館服務讀者族群人數多寡及特性 

（2） 圖書館服務是分散或集中、是否有分館或是唯一的總館 

（3） 圖書館地點與交通之可及性 

（4） 圖書館服務社區（對象）人口結構與身心障礙人數比例 

（5） 經費條件與工作人員員額限制 

6.4 人員訓練計畫 

圖書館對於新進與在職人員應提供教育訓練機會，瞭解特殊讀者特性與資訊需求。

新進人員應在聘用後一定期限內（例如可明確訂出時間為 6 個月），完成館方或是專責

圖書館提供之培訓課程。有關從事特殊讀者服務人員之專業培訓課程規劃，宜包含下列

議題：  

（1） 人際溝通與溝通技巧 

（2） 讀者服務態度要求 

（3） 身心障礙類型及其資訊需求 

（4） 身心障礙服務相關法規 

（5） 資訊科技協助降低障礙的相關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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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圖書館應負責辦理特殊讀者服務相關培訓課程，其他各圖書館宜選送人員參與

課程並評估員工參與訓練成果，進而鼓勵工作人員參與符合實務需求導向之研討會或工

作坊。 

特殊讀者服務工作人員應注意相關法規之修訂與發展，規劃與時俱進之圖書館公平

取用之資訊服務。 

7. 館藏發展 

7.1 館藏發展原則 

特殊讀者的資訊需求和一般民眾相似，但所需資源型式不同，圖書館應為特殊讀者

建立館藏發展政策，反映其特殊需求，並徵詢特殊讀者與專家提供館藏發展意見。圖書

館特殊讀者館藏發展政策應考量注意下列原則： 

（1） 圖書館特殊讀者館藏發展政策內容應包含：館藏內容描述、資源型式及服

務程度、資源共享計畫、設備維護制度、資源取用的保障。 

（2） 館藏資源型式必須符合特殊讀者需求格式，例如：點字書、大字體書、錄

音資料、影像資料、有聲書、觸覺圖畫書、電子書、網路資源等。 

（3） 館藏資源應兼顧特殊讀者各項興趣與需求，因應讀者有關娛樂、教育、就

業與終身學習所需，並提供政府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與身心障礙服務團

體相關資訊。 

（4） 滿足視障及聽障讀者之館藏形式應列為基本館藏，並逐步擴充其他特殊讀

者需求之特殊館藏形式。 

（5） 圖書館可檢視既有館藏中，是否已有適合特殊讀者使用之一般館藏資源，

可將此類資源彙整為主題目錄，指引特殊讀者使用，其資料類型可能包

括： 

－可讀性高、字彙量少的文本 

－音樂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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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資料 

－圖畫書 

－大字體書 

（6） 對於能提供特殊讀者與一般讀者，均可使用之資訊內容與資料形式可優先

採購，例如：指導手語之圖書、小冊子或字典等；具備可關閉或開放字

幕之錄影資料；容易閱讀的文本等。但如為特殊讀者使用之圖書資訊特

殊版本資源，是否可併同開放一般民眾使用，需考量資源當時授權對象

範圍。 

（7） 網路是重要資訊來源，有助於特殊讀者獲取最新資訊，增加彼此訊息交

流，並降低特殊讀者交通安排的困難。圖書館可整理提供特殊讀者適用

之網路資源，並指導如何利用網路資源與行動載具。  

7.2 各類特殊資源之徵集重點 

7.2.1 視覺或聽覺功能障礙讀者 

因應視覺或聽覺功能障礙閱讀之特殊資料，是圖書館通常會優先考量的基本館藏，

但應注意視覺或聽覺損傷讀者之多樣性，因其障礙程度不同，所需資源主題亦有所差

異。此類館藏徵集重點，可考量： 

（1） 視覺或聽覺功能障礙之醫療資訊。 

（2） 視覺或聽覺功能障礙法定權利與地方機關提供之資源。 

（3） 視覺或聽覺損傷相關服務組織、機構名錄。 

（4） 有助於視覺或聽覺損傷讀者閱讀之資源類型，如： 

－趣味性高/字彙量少的文本內容 

－圖解豐富而清晰的文本內容 

－可選擇有無字幕出現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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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學習障礙讀者 

提供學習障礙讀者閱讀資源，是館藏發展的新領域，此部分館藏資源之建置可諮詢

特殊教育專家，通常對於此類館藏資源類型，可考量： 

－趣味性高/字彙量少的文本 

－版面可編排標示之電子文字檔 

－圖解清楚的文本 

－音樂館藏 

－錄音資源 

7.2.3 閱讀障礙讀者 

閱讀障礙讀者因有使用一般傳統印刷品的困難，需要大字書、錄音、觸覺裝置或是

機械、光學輔具促進閱讀，由於閱讀障礙讀者比較難以判別，其所需資料類型，可加強

徵集例如： 

－大字體圖書、雜誌與報紙 

－有聲圖書、雜誌與報紙 

－特殊電子書 

－版面可編排標示之電子文字檔 

－錄音及有聲影帶 

－口述影像（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D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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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特殊資源媒體格式 

不同身心障礙者需求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格式不盡相同，針對圖書服務範圍

之特殊讀者類型，提供特殊資源媒體格式參考如下： 

特殊讀者 大字本 錄音資料 點字 網站 具旁白或手語的

錄影資料 

容易閱讀的文本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學習障礙       

閱讀障礙       

肢體障礙       

7.3 館藏徵集工作 

圖書館館藏徵集應根據特殊讀者需求優先購置或轉製讀者需要的資訊內容，其館藏

主題儘量兼顧多學科均衡發展，並維持基本參考工具書與教學或考試用書。圖書館不僅

徵集館藏，對於閱讀設備與工具應併同提供，播放設備之建置可採購置或是以租用方式

提供，並注意下列問題： 

（1） 圖書館應有操作和維護館內各種閱讀輔具能力的人員。 

（2） 圖書館應確保擁有不同感知著作有障礙讀者取用資訊需要之閱讀輔具，儘

量考量可滿足多用途的閱讀設備。 

（3） 圖書館和機器租借機構應維持適足的設備數量，確保租借機構在館方提出

申請之指定期限內，提供需求之播放設備或閱讀輔具。 

不同類型與層級圖書館其館藏徵集工作重點應有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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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專責圖書館 

專責圖書館肩負圖書資訊資源取得與轉製的核心任務，必須推動下列館藏徵集工

作： 

（1） 專責圖書館應建立各種圖書資訊特殊版本館藏建置數量目標（例如：可訂

定每年至少新增 2,000 種有聲書、500 種點字書等具體目標）。 

（2） 專責圖書館必須複製或連結各政府機關或圖書館產製的數位點字檔與數位

聲音檔。 

（3） 專責圖書館必須提供各種特殊資源之數位格式標準，以供各館徵集館藏資

料格式之依據。 

7.3.2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 

各圖書館建置圖書資訊特殊版本館藏類型與內容重點，應考量各地方特殊需求，例

如考量閱讀障礙人口比例以及地方文化與地理特性。地方公共圖書館推動館藏徵集工作

重點，包括： 

（1） 採購或轉製地方相關主題出版品，確保與地方資源有關內容可在當地圖書

館取得。 

（2） 地方讀者推薦資源應在一定期限內承諾提供（例如：規定個人推薦資料，

至少在 3 個月內設法提供所需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等文字要求）。 

（3） 連結共享專責圖書館已建置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 

7.3.3 其他類型圖書館 

其他類型圖書館因其服務對象與核心業務功能差異較大，對於特殊讀者服務工作肩

負的責任涉入程度不同，但仍可參照前述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作法，擬具特殊讀者館

藏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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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讀者服務 

8.1 服務理念與要求 

圖書館應將特殊讀者服務納入常規性的讀者服務作業，提供特殊讀者與一般讀者等

同的資訊服務，且須讓所有特殊讀者感覺受歡迎，讀者才會保有持續使用的意願。圖書

館提供特殊讀者服務應滿足之基本要求，包括： 

（1） 提供給所有讀者的標準服務事項，應該等同提供特殊讀者使用，這些服務

事項包括：讀者諮詢服務、參考服務、讀者利用教育、社區資訊服務與館

際互借等。為了達到等同服務的目標，圖書館必須建置相關設備與專責人

員，也應善用資訊設備，提供館藏與參考資料的轉製服務。 

（2） 圖書館應向外擴展特殊讀者服務，發掘潛在使用者，提供無法到館的特殊

讀者遠距檢索目錄，以網路、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進行參考諮詢，

或是提供居家宅配服務，並將服務延伸至公共收容機構或安養中心之特殊

讀者。 

（3） 圖書館對於公眾開放之演講、研習或討論會，需考慮視障、聽障、肢障等

各類型特殊讀者之參與權利，並提供相應的輔助服務措施。 

（4） 圖書館對於視障讀者宜提供專人引導服務，對於不同閱讀障礙讀者，可設

置專室提供閱覽服務。 

（5） 圖書館需要善用媒體，宣傳圖書館提供之無障礙服務，以特殊讀者可使用

之格式，製作書籤或印刷品，分送學校、銀行、書店、社區公告處，以加

強宣傳；也可在電視臺、電臺、或報紙進行公益廣告。 

（6） 圖書館應與他館合作，透過館際互借或合作協定，共享特殊讀者所需之館

藏資源，並事先評估館際互借之收費、版權、檢索與合法性等問題。 

（7） 圖書館可調查並建立服務社區中，特殊讀者使用圖書館障礙情況紀錄，以

便規劃必須優先考量之特殊讀者服務事項或個別服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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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圖書館人員需要瞭解各種特殊格式資源之取用、版權限制及借閱政策，以

協助特殊讀者運用相關科技設備檢索圖書資源。 

（9） 圖書館網站和目錄之設計，必須容易理解與瀏覽，減少框架、表格、動態

圖案之使用；並可提供放大或改變字體、加入同步發音或點字功能，以利

特殊讀者閱讀網頁內容資訊。 

8.2 讀者服務事項 

提供館一般可提供之特殊讀者服務事項，建議可包括： 

（1） 圖書資源居家宅配或郵寄服務 

（2） 提供電話、email、傳真等辦理借閱相關服務 

（3） 提供多種管道之參考諮詢服務 

（4） 設置電子圖書館提供線上閱讀或下載館藏資源 

（5） 提供有聲書或點字書客製服務 

（6） 讀報或朗讀服務 

（7） 辦理口述影像播映活動 

（8） 辦理演講類活動手語服務 

（9） 提供即時聽打服務 

（10） 提供閱讀障礙陪讀或相關輔助服務 

（11） 免費出借閱讀輔助設備 

（12） 整理建置特殊讀者需求資訊之主題資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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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網站資訊服務 

網站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是重要的資訊來源，圖書館的網站必須能提供特殊讀者

瀏覽時，可選擇加大文字的版本或提供螢幕輔助閱讀器，並可加上同步發聲或點字呈

現，使不同感知著作困難者，均可取用資訊。圖書館的網站設計應採用清晰而符合邏輯

之設計，且頁面資訊有文字呈現。 

網站資訊的呈現方式，可參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 

（http://www.handicap-free.nat.gov.tw/Accessible/Index）提供之技術規範。除依循上述無

障礙網頁設計並經檢測通過外，需要加強對於特殊讀者較友善之網頁設計原則，建議必

須考量： 

（1） 內容符合邏輯設計且容易操作瀏覽 

（2） 提供可選擇放大文字、改變字體和顏色對比功能 

（3） 建議可在白底或彩色背景上採用黑色文字，但不可在黑色背景上使用明亮

的文字 

（4） 網站應包含搜尋功能 

（5） 內容避免框架和表格形式呈現 

（6） 避免動態圖案和特效文字 

（7） 文本內容可增加同步發音的選擇 

8.4 建立服務網絡 

專責圖書館應與各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及可提供特殊讀者服務之各類型圖書館

建立合作網絡，相互支援讀者服務事項，不同層級圖書館推動之特殊讀者服務工作重點

需要有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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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專責圖書館 

（1） 配置適量與各種類型閱讀輔具提供特殊讀者到館閱讀，並在條件允許下，

提供其他地方公共圖書館租用輔具。 

（2） 提供免付費電話諮詢服務，允許特殊讀者藉由網站或電話要求參考諮詢服

務，並可採遠距服務方式，受理全國各地特殊讀者諮詢提問。 

（3） 提供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館藏聯合目錄，指引讀者就近使用鄰近圖書館

館藏資源。 

（4） 建立館藏主題圖書資訊選介與專題選粹定期傳送服務。 

（5） 受理各地圖書館特殊讀者提出申請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轉製請求。 

（6） 特殊讀者請求提供之電子形式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要求，可燒錄成光碟免費

寄送，無須特殊讀者歸還。 

（7） 必須利用多元途徑傳送，並宣導各項特殊讀者服務政策與程序。 

（8） 圖書館需要針對特殊讀者推動國家級閱讀計畫及圖書討論社群，並促進特

殊讀者參與這些閱讀活動。 

8.4.2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主要以滿足服務社區之特殊讀者需求為優先，並辦理下列讀

者服務事項： 

（1） 提供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借閱服務，並與讀者溝通修訂適當之圖書資訊

借閱政策，可針對不同類型資源之借期與借閱限制，放寬規定。 

（2） 圖書館鼓勵說故事活動，並提供觸覺館藏資訊予學齡前兒童，可與學校及

社會福利機構合作促進家庭指導活動，及早參與閱讀困難兒童之學習輔導

工作。 

（3） 圖書館可與政府機關、身心障礙服務團體、特殊教育學校合作辦理閱讀推

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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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其他類型圖書館 

其他類型圖書館因其服務對象與核心業務功能差異較大，對於特殊讀者服務工作肩

負的責任涉入程度不同，但仍可參照前述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作法，選擇辦理適用之

讀者服務事項。 

9. 典藏管理 

圖書館館藏資源是特殊讀者服務之基礎，結合目錄編製及資源共享，可讓館藏資源

獲得最大程度之運用。 

9.1 資源格式與目錄 

圖書館對於特殊資源之典藏管理，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目錄之編製應與非特殊版本圖書資訊著錄格式一致，至

於是否納入一般公共館藏查詢目錄（OPAC）或是獨立為特殊讀者查詢系

統，由各館資源條件而定。 

（2） 圖書館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格式，宜儘可能符合國際主流與開放資源格式。 

（3） 各圖書館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目錄應儘量彙整上傳至專責圖書館所建置

之聯合目錄，並提供館藏地資訊，讓讀者就近取用或申請圖書資訊特殊版

本資源之借閱。 

9.2 館藏資源共享 

（1） 各圖書館可根據館際互借政策訂定相關借閱規定，資料借閱和借期展延規

定宜有彈性，對於圖書資訊特殊版本館藏遺失或是損壞賠償要求，館方必

須另訂明確規範。 

（2） 圖書館有責任促進館藏資源共享，將特殊館藏資源共享理念納入館藏發展

政策，各縣市境內之圖書館資源共享政策，可保有各地區作業的彈性。 

（3） 製作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之圖書館，擁有該項資料是否提供館際互借的

主權，但基本上以服務本館特殊讀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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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促進資源取用，圖書館必須具備各種資訊取用設備並定期維護，至於各

種閱讀輔具購置之完備程度，依各館經費多寡而定。可考量之設備包括： 

－協助閱讀障礙讀者之設備（含取用錄音資料的設備、放大資料的設備

等），例如：有聲書播放器、錄音機、手持放大鏡、微縮單片放大器、光

學文字辨識設備、點字處理機、點字輸出設備、放大列印及語音輸出設備。 

－協助聽覺障礙讀者之設備，例如：打字機、印表機、良好的照明、清楚

的指標、電傳打字機。 

－其他輔助性設備，例如：閱讀架、取書推車等。 

10. 行銷推廣 

圖書館應主動推廣館方特殊讀者服務事項，透過各傳播管道延伸服務接觸面，讓更

多讀者認識特殊讀者服務，圖書館辦理行銷推廣工作基本原則如下： 

（1） 進行特殊讀者服務需求評估、作業規劃與預算編列，可根據各圖書館希望

促進的事項，建立優先順序。 

（2） 對於圖書館內部人員與行政管理者的觀念行銷工作，宜列為特殊讀者服務

整體行銷策略重要的一環。 

（3） 不同類型特殊讀者的需求並不同，行銷規劃需要區辨不同障礙讀者的差

異，制訂行銷計畫，行銷計畫內容建議包含： 

－定義目標 

－確定目標族群 

－發展行銷策略以迎合目標族群需求 

－決定傳播管道，以確保採最有效方式將訊息傳達至目標顧客族群手中 

（4） 行銷後需衡量目標完成度，根據讀者感受設定圖書館目標優先順序，檢視

行銷計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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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書館應每年檢視行銷工作內容重點，並配合年度事件與議題，創造吸引

力，例如：配合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每年 12 月 3 日）擴大辦理活動。 

（6） 行銷服務可根據讀者統計分析結果，依據目標顧客差異，採用多元管道以

促進成效，可藉由地方身心障礙服務團體、醫療院所、特殊教育機構、社

會福利機構，進行口碑與人際網絡行銷。 

（7） 配合特定身心障礙類型宣導日辦理活動，例如：「國際聽障意識週」（九

月最後一週）、「國際盲人節」（10 月 15 日）、「國際導盲犬日」（四

月最後一週的星期三）等。 

（8） 宣導對象不僅是閱讀障礙讀者也包含一般讀者，藉由文宣與各項主題活

動，讓一般社會大眾也瞭解圖書館對於特殊讀者的服務。 

（9） 圖書館可與身心障礙服務團體及個人合作，建立合作行銷關係，合作方式

可包括：聯合舉辦展覽或研討會、定期召開活動會議、共同經營媒體公關

等。 

（10） 圖書館應將推廣意識往教育扎根，將特殊讀者服務理念與服務事項融入學

校課程，讓圖書資訊學、教育學、社會服務相關領域學科之學院或大學課

程學生，能了解特殊讀者服務之意義與內涵。 

11. 設施與設備 

圖書館特殊讀者服務空間環境應符合無障礙環境要求，讓每位特殊讀者皆能無礙取

用館藏資源，並使用館方提供之各項服務。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應符合內政部訂定之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無障礙設施」涵蓋室外通路、避難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

室內通路走廊、樓梯、昇降設備、廁所盥洗室、輪椅席位、停車空間等。「無障礙設備」

是指設置於建築物或設施中，提供不便者可獨立到達、進出及使用空間之各種輔助，例

如：昇降機之語音設備、廁所之扶手、有拉桿之水龍頭等。既有建築如尚未符合規範，

宜根據需求建立改善之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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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在規劃建置特殊讀者閱讀環境，應注意相關法規要求，館內各空間環境應有

相關設施與設備，提供友善服務。 

11.1 設備採購原則 

（1） 採購設備宜根據需求評估後加以規劃，可利用焦點團體或意見調查研究方

式，瞭解有關特殊讀者需求之設備問題。但必須留意斟酌： 

－設備之日後維護與備品更換價格 

－當地特殊教育中心或其他圖書館有否相同設備及其可用性 

－評估其他可替代資源的價格與可靠性 

（2） 圖書館必須考量至少提供視障、聽障與肢體障礙讀者的相關閱讀設備。 

（3） 圖書館與設備供應商的服務合約，應包括培訓與諮詢解答。 

（4） 圖書館必須考量各種不同技術層次的設備，並瞭解資訊科技發展趨勢。 

11.2 設備操作原則 

（1） 圖書館人員必須儘可能熟悉各種輔助閱讀設備的操作技術，當讀者與館內

人員發生使用困難時，可提供諮詢與協助。 

（2） 圖書館需要製作使用者手冊與說明書，提供工作人員與讀者參閱。 

（3） 使用者手冊與說明書可採各種格式呈現，包括：錄音、大字體、點字、電

子檔等格式。 

11.3 環境設施建構之基本原則 

（1） 圖書館興建新設施或改造既有設施時，必要時，可諮詢社區特殊讀者與身

心障礙服務團體的使用經驗；或透過辦理使用者諮詢座談方式瞭解特殊讀

者對於館方的建議。 

（2） 建構無障礙資訊取用設施，除了最終期許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之外，下列基本要求事項需要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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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圖書館建築、參考室與流通櫃臺等區域的無障礙空間設計 

－採用無眩光、可觸覺感知、色彩對比明顯的指標 

－室內照明充足 

－兼備視覺與聲音引導的緊急逃生系統 

－提供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格式館藏資源與檢索目錄系統 

（3） 圖書館特殊讀者服務設施，儘可能設在主要的動線區域。 

（4） 新館建築規劃可考量配合發展趨勢，納入通用設計原則。3
 

（5） 若變更現有建築過於困難且成本過高，可先進行小規模且花費較少之變

更，例如： 

－增設斜坡 

－原有洗手間拿掉隔間做為無障礙廁所。 

11.4 各區域環境設施建構原則 

11.4.1 圖書館周遭 

（1） 留意提供特殊讀者可順利抵達圖書館的入口環境，主要入口宜考量增設聲

音導盲設備。如果建築現況之主要入口進入不便，應有第二入口的選擇，

並備置自動門、斜坡道以及可與工作人員通話的設備。 

（2） 保留無障礙停車空間，且採用具國際障礙指標符號。無障礙車位應設於最

接近圖書館入口處；注意路標應清楚易讀；路徑照明良好；入口處應為平

坦且非光滑的路面；樓梯旁必須為平坦且非光滑面的斜坡，斜坡兩側設有

扶手。 

                                                 
3
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是讓所有人（包含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和兒童）都能使用的產品及環境設

計。希望產品或空間等設計能讓男女老幼、身障或行動不便等使用族群都可以使用，但並非專為少數或

弱勢等特定的使用族群所進行的設計，而是相信，如果一樣產品能被功能有障礙的人使用，對一般人來

說一定更容易使用。通用設計理念是以人為本，人性化的使用、安全與友善的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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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圖書館入口 

（1） 圖書館入口宜考量提供不論是坐輪椅、使用柺杖、助步器或是導盲犬陪同

之特殊讀者，都能從圖書館入口進入，通過入口證件出示處。 

（2） 圖書館入口環境需要注意： 

－有足夠空間允許輪椅進入並有迴轉空間 

－自動門按鈕須符合坐輪椅讀者可碰觸的高度 

－不使用門檻 

－以鮮明對比的顏色標示臺階、柱腳與突出牆面 

－以圖示及聲音作為電梯導引 

－電梯內照明良好，具備點字按鈕與符號，有同步廣播設施；電梯按鈕

須讓坐輪椅讀者可以碰觸到。 

11.4.3 閱覽區 

圖書館內各閱覽區應有清楚指標，並在入口處公布樓層空間配置圖，如圖書館

條件允許可將樓層配置圖併同提供點字標示；其他有關閱覽環境設施注意事項如下： 

（1） 若圖書館不只一層樓，應為使用輪椅讀者提供升降機或斜坡道； 

（2） 圖書館內所有的門儘量為自動門； 

（3） 考量書架高度或提供輔助取書服務，儘量讓坐輪椅讀者可自由取書； 

（4） 應有一定數量的桌子及電腦工作站適合坐輪椅讀者使用； 

（5） 書架間的通道不應有阻礙，且空間允許輪椅出入，並考量能有迴轉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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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洗手間 

館舍空間應至少擁有一間特殊讀者專用洗手間；並注意下列事項： 

（1） 洗手間位置應有清楚圖示指標，並有顏色識別與符碼指引行進； 

（2） 入口寬度須讓輪椅可進入，並有足夠空間轉動輪椅； 

（3） 設置輔助設施（如：扶手）讓坐輪椅讀者可順利換坐至馬桶； 

（4） 馬桶沖水桿、緊急安全通知鈕應讓坐輪椅讀者可碰觸到； 

（5） 洗手臺及鏡子或相關設施高度須適當。 

11.4.5 流通櫃臺及參考諮詢臺 

（1） 流通櫃臺及參考諮詢臺應有可調整高度之桌子，方便進行不同障別讀者服

務； 

（2） 服務櫃臺可為聽障人士提供感應線圈系統（induction loop system）； 

（3） 提供特殊讀者座椅； 

（4） 提供自助流通站； 

（5） 等待區設有排隊系統。 

11.4.6 兒童區 

（1） 應有清楚圖形指標； 

（2） 以鮮豔顏色之觸覺線引導讀者至兒童區； 

（3） 書架間為無障礙通道； 

（4） 提供有聲書及其他特殊媒體； 

（5） 提供閱讀障礙兒童使用之電腦； 

（6） 書架應考量特殊讀者取用之便利性，必要時，提供專人協助取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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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特殊讀者閱覽專區 

配置有專業館員瞭解各種不同閱讀障礙讀者的需求，以及如何服務這些特殊

需求的讀者。特殊讀者閱覽專區館藏有來自採購或是自行製作，主要資料類型含

有聲書、易讀文本、點字書、大字體圖書，閱覽區空間設置包括： 

（1） 以鮮豔觸覺線引導至特殊讀者閱覽專區； 

（2） 有清楚圖形指標；  

（3） 座位舒適且具備明亮閱讀照明； 

（4） 備有相關閱讀輔具設備，例如：盲用電腦及其輔具（如點字觸摸顯示器

等）、擴視機（文字放大設備）、放大鏡（手持或照明式）、錄放音機、DAISY

播放器、放大列印設備、語音輸出設備、閱讀架、聲音增幅機、觸控式螢

幕等設備。 

11.4.8  電腦區 

（1） 提供特殊讀者專用電腦工作站； 

（2） 提供合適的鍵盤； 

（3） 特定電腦配備螢幕閱讀程式，可放大字體與同步發聲； 

（4） 特定電腦配備拼音和其他教學軟體，供識字困難讀者使用； 

（5） 引導特殊讀者使用電腦並提供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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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發展 

12.1 基本原則 

圖書館應持續提升特殊讀者服務內涵，並加強對於特殊讀者及其需求之認知，保持

對於相關法規之瞭解，以增進服務品質。圖書資訊專業宜辦理或促進各項研究發展工

作，可辦理事項建議如下： 

（1） 圖書館專業學校課程、圖書館人員在職進修與圖書教師培訓課程中，宜納

入圖書館特殊讀者服務相關專業內容。 

（2） 設置獎學金或助學金方式，鼓勵圖書資訊專業進行特殊讀者發展與研究。 

（3） 參與法規修訂並保障或強化下列服務條件： 

（4） －中央與縣市政府的指導政策應該配合各地情況，協助督導並健全所屬公

共圖書館的特殊讀者服務條件。 

（5） －教育所有圖書館人員有關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與相關權益保障法規，讓所

有圖書館成員瞭解法令規定。 

（6） 宣導各機關之政府出版品提供各種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格式，滿足特殊讀者

取用資訊的需求。 

12.2 各級圖書館工作重點 

12.2.1 專責圖書館 

（1） 專責圖書館執行並鼓勵與圖書館服務相關的研究與發展，扮演研究發展中

心的角色。 

（2） 專責圖書館收集與分析各圖書館提供特殊讀者服務概況，以規劃制訂相關

服務標準，並定期瞭解各館服務成效，或根據服務標準輔導健全各館服務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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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 

（1）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定期自我評估服務現況，蒐集使用者意見瞭解使用

者對於圖書館服務之滿意度與建議事項。 

（2） 保持瞭解資訊技術發展新知，使用新技術、設備與資料形式，以改善圖書

館資訊取用方式，並提升圖書館作業。 

12.2.3 其他類型圖書館 

其他類型圖書館因其服務對象與核心業務功能差異較大，是否推動研究發展業務，

根據圖書館功能與資源條件而定，如欲進行研發業務，可參照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作

法。 

12.3 業務評估與輔導 

圖書館應發展全面性長期計畫，持續提供特殊讀者服務，此一長期發展計畫應徵詢

讀者意見，並諮詢上級機關、身心障礙服務團體意見，長期計畫也應包含可評量的目標，

以及各項目標完成的時間表。 

圖書館應維持各項特殊讀者服務統計，記錄館藏數量、資料使用情形以及使用人

次，以提供業務檢討與改善參考資訊。 

專責圖書館可定期檢視輔導各圖書館業務執行狀況做成評估報告，必要時，公布國

內整體評估成果。 

第三節 草案內容專家諮詢與焦點座談意見分析 

    研訂完成之本指引內容草案初稿，首先辦理兩場學者專家諮詢座談，接續辦理北、

中、南三場圖書館代表、使用者與身心障礙服務團體焦點座談，各項社會效度評估意見

過程與意見分析說明如下： 

壹、學者專家座談會 

本指引草案經文獻分析瞭解國內外服務現況，初步研訂內容草案，並於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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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7 月 29 日分別舉辦兩場學者專家座談會，參與座談的學者專家針對指引內容及其用

字遣詞，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完整會議紀錄參閱附錄四、附錄五，本節整理重點列表如

下，並說明本指引修正處理方式： 

表 4.2 學者專家座談建議修正指引內容與修正說明對照表 

內容與文字修正建議 本指引修正說明 

搭配相關法規條文內容檢視是

否有遺漏之處，以免與既有法規

文字用語衝突。 

配合《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特

殊讀者使用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

規範辦法》採用之專有名詞，全盤修正本指引用語。 

指引名稱與內容用語究竟應採

「身心障礙讀者」或是「特殊讀

者」一詞，建議統一。 

1. 學者建議本指引宜採用「特殊讀者」一詞，係依

《圖書館法》第 9 條第 2 項圖書資訊領域通用詞

彙。故配合修正統一用詞，如指圖書館服務對象

以「特殊讀者」稱之，如為原有法規用語或指一

般社會大眾，則採「身心障礙者」一詞，俾有所

區隔，並統一檢視內容加以修正。 

2. 為免外界誤解，併同於名詞解釋，說明圖書館採

用「特殊讀者」一詞的意義，避免身心障礙團體

對於「特殊」一詞的誤會。 

學習障礙所包含的類型較為廣

泛，目前身權法與著作權法皆使

用「學習障礙」一詞，且目前許

多鑑定單位多是發「學習障礙」

證明，建議只要用「學習障礙」

統稱即可。 

囿於學習障礙適用對象較為廣泛，圖書館係針對感知

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為主，加上呼應《圖書館法》第

9 條第 2 項是將兩者分列，故本指引仍保留兩項名稱

使用，但於 3.1 名詞解釋增列學習障礙與閱讀障礙之

解釋，讓閱讀者理解兩者差異。 

指引內容需要適用不同圖書

館，但各館資源條件差異大，建

1. 衡酌本指引為國內首次編訂之內容，採以通用性原

則制定內容，以求多數圖書館可適用，如有不同層

級圖書館要求之差異，必要時，則於相對內容分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8009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8009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H008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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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文字修正建議 本指引修正說明 

議考量發行不同版本。 註明不同層級圖書館之義務。 

2. 未來如有相當實務經驗，或可再行分冊編訂不同類

型或不同障礙讀者服務手冊。 

有關「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身

心障礙團體」、「社福機構」、

「轉置」等行文用語不一問題，

請統一。 

已全盤檢視修正統一改為「特殊版本圖書資源」、「身

心障礙服務團體」、「社會福利機構」、「轉製」。 

指引內容全文經常採用「應」、

「應該」等字眼，語氣較為不

妥。 

檢視全文將「應」儘量改為「宜」或「需要」等文字。

但如係法規要求，仍保留「應」字用法。 

建議指引內容可以加上身心障

礙服務相關機構名錄，提高內容

的參閱價值。 

採附錄方式增加各地身心障礙服務機構名錄4。 

圖書館儘速培訓具備身心障礙

讀者服務專業能力第一線館員

或志工。 

指引內容增列志工召募與培訓之內容。 

圖書館空間必須符合無障礙設

施的基本規範，並推廣無障礙設

施或通用設計理念。 

指引內容修正增列無障礙設施規範參考基準，並列舉

說明圖書館主要設施必須滿足情形。 

 

貳、分區焦點座談會 

本指引為徵求各圖書館、使用者與身心障礙服務團體對於草案內容之意見，接續於

                                                 
4本已整理身心障礙服務機構名錄，經期中座談審查建議予以刪除，故不再列於指引內容附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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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審查後分別在 2015 年 10 月 20 日於國立臺灣圖書館、11 月 27 日於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與 11 月 3 日於臺南市立圖書館辦理北、中、南三場焦點座談會，邀集各圖

書館、使用者以及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表參與討論，提供修訂意見，期許藉由此廣泛徵

詢意見之過程，促進本指引在圖書館實務之適用性。參與座談之圖書館與身心障礙團體

代表針對指引內容及其用字遣詞，提供之修正意見詳如各場次會議紀錄（參閱附錄六至

附錄八），本節整理摘錄重點意見，並對照說明修正處理方式如下： 

表 4.3 分區座談建議修正指引內容與修正說明對照表 

內容與文字修正建議 本指引修正說明 

1. 過去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不甚了解，導致

服務推動成效不彰，建議圖書館需要善用網頁定時

更新資訊，並符合無障礙網頁的標章規範。（台北

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 

參酌建議，於本指引內容增加

「無障礙網站」一節。 

2. 指引應釐清對學習障礙者的定義，圖書館在進行學

習障礙者的服務時，最擔心的是因為其障礙等級的

不同，而未能給予相對需求的服務。（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參酌建議，修正學習障礙者名

詞定義；並將「閱讀障礙者」

改用「閱讀困難者」一詞。 

3. 焦點座談中提及身心障礙者硬體設施運用的重要

性，現行館藏資源（如：點字書、有聲書、雙視圖

書、大字書等）對視障或閱讀障礙人士來說，仍有

許多不方便之處。圖書館編列經費應以不同身心障

礙者障別的操作便利性為考量，進行硬體設施的改

進。（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協會、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特殊教育中心、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臺灣盲人

福利協進會全國總會、臺南市立圖書館） 

參酌建議，修正「6.館藏發展

政策」各類身心障礙族群使用

之館藏資源類型。 

4. 指引中所規範的人員知能要求事項應釐清到底包

含哪些直接的溝通方式，有鑑於聽障者與圖書館接

參酌建議，於本指引「5.1 相

關人員要求」增加「圖書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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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文字修正建議 本指引修正說明 

觸時，最擔心的即為其外表與一般人並無二致，所

以一般館員難以據其外表判斷為需要特殊服務之

聽障人士，建議圖書館可以培訓一位瞭解手語的圖

書館工作人員。（聽障人協會） 

要儘量培訓至少一位工作人

員或志工能瞭解點字或手

語，或是與身心障礙服務團體

合作，聘用具有手語或點字專

長的約聘僱人員或志工。」 

5. 圖書館人員常對於身心障礙讀者的服務需求感到

困惑，不知道如何為這些身心障礙讀者提供服務，

請考量是否應將服務方向放入指引規範中，或是能

請專責圖書館與身心障礙團體進行諮詢後，協助辦

理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研習課程，協助館員

充實專業知能。（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臺南市立圖

書館、國立臺南大學圖書館） 

 

參酌建議，已於「5.3 人員培

訓計畫」中修正人員培訓知

能，列出： 

1） 與身心障礙者人際溝通

之能力與與溝通技巧 

2） 因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之態度要求 

3） 身心障礙讀者類型及其

資訊需求 

4） 有關身心障礙者服務相

關法規 

5） 資訊科技協助降低資訊

取用障礙的相關技術發

展 

6） 無障礙環境與設備之必

要需求 

6.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研習課程的制定應更具專指

性，從專責圖書館的角度出發，提供各類型圖書館

不同的培訓課程，同時了解各圖書館不同的需求，

參酌建議，因我國圖書館類型

眾多，故指引並未詳列課程單

元設計，僅列出應具備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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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文字修正建議 本指引修正說明 

合理分配資源。並建議圖書館選送員工參與培訓課

程或相關身心障礙者服務工作坊，以便日後可以針

對不同類型圖書館調整課程單元設計內容。（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 

能，未來課程規劃將由專責圖

書館進行課程內容設計，以保

持每年推動課程重點與發展

之彈性。 

7.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的服務，有賴圖書館員與志工

的共同合作，志工的部分不宜硬性要求，然仍舊需

要進行初步的課程教育。（國立臺南大學圖書館） 

參酌建議，於本指引中增列

「5.4 志工召募與培訓」並說

明志工培訓內容方向。 

8. 指引中聽障讀者的特殊館藏資源徵集部分，宜添加

有助於聽覺障礙讀者閱讀之資源類型，聽障讀者對

於手語資訊的接收能力遠大於聽打，因此希望圖書

館可以培訓一位瞭解手語的圖書館工作人員以進

行即時聽打服務，改為建議圖書館進行室內演講活

動時，可以考量提供手語服務，並善用聽覺輔具系

統（如：聲場系統），以改善室內演講的音質。（聽

障人協會、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參酌建議，已增加有關聽覺障

礙讀者閱讀之資源類型與設

備。 

9. 學習障礙者特殊館藏資源的定義應朝專業化的方

向發展，或列出符合學習障礙者需求的服務項目。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參酌建議，因學習障礙者涉及

的範圍廣大，本指引中增列說

明以提供圖解清楚或容易閱

讀的文本為主，其對於有聲資

料之接收顯然較為容易，故增

列有聲出版品。 

10. 指引中所指之閱讀困難讀者之需求項目，部分亦與

視障讀者相同，在館藏資源的使用上，都需要大字

體圖書與有聲出版品等特殊資源的輔助。（臺灣數

位有聲書推展協會） 

參酌建議，修正「6.2.3 閱讀

困難讀者」需求之資源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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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文字修正建議 本指引修正說明 

11. 建議新增身心障礙讀者在館外的服務項目，身心障

礙讀者因為行動不便等困難，無法親臨實體圖書館

使用館藏資源與設備，建議指引中要求圖書館提供

相關電子資源，並以圖書館經營之官方網站內容幫

助身心障礙讀者使用以及檢索館藏資源與服務。另

外，在館內特殊服務事項上，也希望可以由圖書館

人員提供即時的服務同時肩負閱讀輔具教學之任

務，如：即時聽打與手語服務，以及聲場系統的運

用。（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中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參酌建議，已增列無障礙網站

一節，且修正增列對於聽障者

之即時聽打與手語服務。 

12. 於設施與設備的撰寫上，內政部已在《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中定義無障礙設施的所指範圍與

應用對象。身心障礙讀者的環境設備，並不一定只

能提供身心障礙者取用，可考量在指引中，有關環

境設施一節，鼓勵通用設計的理念。（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參酌建議，修正有關「11.設

施與設備」之文字，並增列有

關通用設計說明文字。 

13. 指引內容應羅列不同障別設備建置原則，舉例來

說，圖書館應考量到輪椅族的行駛範圍是否充足、

行走動線是否方便？在發生緊急危難時，聽障讀者

是否可以藉由聲場系統的警報或是警示燈與跑馬

燈的出現，得知此類訊息？學習障礙與閱讀困難之

讀者可否以圖書館之指示圖示成功了解其所指意

義？（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中華民國婦聯

聽障文教基金會） 

參酌建議，已於「11.設施與

設備」中，依不同障別修正相

應文字內容，增加聽障者需求

之設施。 

14. 指引中提及之「通用性原則」之設計概念，是為免

圖書館特殊服務設備之使用率低落，建議可採通用

參酌建議，於「11.3 環境設

施建構之基本原則」中，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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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文字修正建議 本指引修正說明 

性原則進行設計，讓一般讀者也可以使用，以臺東

大學圖書館為例，此館設有性別友善廁所，除了可

以擴充滿足肢障人士的使用空間外，亦可以調整不

同性別使用廁所空間的限制。（國立臺東大學、中

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文字說明，建議圖書館：「新

館建築規劃可考量配合發展

趨勢，以無障礙設施設計為

先，並納入通用設計原則。」 

本指引內容初稿經前述兩次學者專家座談及北、中、南三區焦點座談會，納入各方

意見，修正本指引內容，至其修正版詳如第五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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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意見調查 

為瞭解國內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看法，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方式蒐集圖

書館意見，訪談對象為國內目前設有專室或專人提供視障服務之國立圖書館與公共圖書

館業務主管或館員，共 8 人（S1-S8），因本研究探討問題偏向對於館務政策意見，故

以訪談業務主管人員為主，以部門主管或是館長針對訪談問題提供館方現況與問題陳

述，惟主管人員並未涉入業務則由專職業務同仁接受訪談。另為瞭解尚無專室提供服務

之圖書館看法，立意選擇具代表性之圖書館業務主管，共 2 人（N1-N2）。訪談結果質

性分析，歸納為「身心障礙讀者技術服務問題」、「讀者服務與空間設備情形」、「身

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規劃與合作」、「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與未來建議」等四面

向意見，訪談資料整理詳如附錄九。 

問卷調查部分主要探討圖書館資源現況與作業瓶頸，寄發給縣市級以上之公共圖書

館，以及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各級學校圖書館與協會，共計發送 92 份問卷，第

一次回收 30 份，經電話或電子郵件再次催覆，總計回收 49 份問卷，回收率為 53.2%。

49 份問卷中，回覆目前已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者，計有 19 份（38.8%），未提供服務

者計 30 份（61.2%）。 

問卷資料量化分析結果，分為「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營運管理情形」、「圖書資訊特

殊版本館藏資源」、「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閱覽與使用情形」以及「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

者服務看法」等四部分統計描述，各項資料分析結果詳如附錄十。 

本研究綜合訪談與問卷調查分析，針對國內圖書館目前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情

形，綜合整理調查研究發現： 

一、目前圖書館服務之身心障礙讀者類型以視障讀者為主，其次為聽障與肢障讀者，其

他感知著作困難障礙讀者之館藏與服務事項，均有待加強。 

調查目前圖書館服務之身心障礙讀者類型，無論是辦證人數或是使用人次統計，均以

視覺障礙者為主，其次為聽覺障礙讀者與肢體障礙讀者。對於其他感知著作困難之學習障

礙者或閱讀困難者，目前使用圖書館情形偏低。對照目前館藏資源類型與讀者服務事

項，館藏資料仍以視障資源為大宗，因應學習障礙或是閱讀困難者需求之文本數量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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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調查顯示類似字彙量少、圖解豐富之特殊文本（學習與閱讀障礙用），僅占所有特殊

版本資源數量 5.2%，是館藏中最少的類型。圖書館規劃之服務事項，對於「閱讀障礙陪

讀或相關輔助服務」僅有 1 所受訪圖書館有提供此項服務。參酌訪談圖書館人員意見，亦

可知圖書館過往以接觸常態文本有外顯障礙之視障讀者為主，其他身心障礙族群服務比例

較低，未來應強化圖書館服務兼顧不同身心障礙族群需求。 

二、各圖書館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人力與經費差異懸殊，但經費不足是普遍現象，

需要爭取專案經費支援。 

圖書館推動身心障礙讀者工作人數最多者為志工，平均每館 13.8 人，其次為約聘僱人

員或臨時人員等非常態行政人力。屬於正式編制之行政人員，雖平均每館有 1.8 人，但各

館員額差異極大，幾乎填答數一半的機關任用不到 1 名行政人員（多為兼任採折半計算），

少數兩館有任用 4-6 名正式行政人員，但多數狀況均以兼任業務或是約聘僱人員方式推動

業務，可知圖書館因應此項業務並無正式人員編制，需在原有人員中調整人力配置。對照

訪談亦可知，目前圖書館推動身心障礙服務，在人力方面，需要克服人員數量與人員知能

培訓問題。 

回覆問卷之受訪圖書館中，只有 4 所有編列年度預算者，編列之「業務費」少者 5,000

元，多者達 1,111,666 元；編列有「設備費」者更少，僅有 2 所，都不到 10 萬元的額度。

其餘圖書館並未編列任何年度預算因應此項業務，由人員與經費狀況調查，可知目前各圖

書館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資源困窘之情形。 

三、圖書館服務身心障礙讀者之年度工作計畫較注重讀者服務事項，其中程計畫則關注

館藏發展事項，但仍有近七成圖書館並無任何特殊版本館藏發展政策。 

圖書館因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有年度工作計畫或是中程發展計畫者，僅分占填答館

數四成的比例，有年度工作計畫之圖書館，計畫內容以說明「讀者服務」為主，有中程發

展計畫之圖書館，其中程計畫內容以說明「館藏發展」事項最多，呈現年度工作以推動讀

者服務工作為主，長遠規劃仍以館藏建置為發展重點。 

但調查圖書館有否特殊版本館藏發展政策，有高達 68.4％的圖書館並無任何討論特殊

版本館藏發展政策，即使有，也多數是將此部分館藏發展說明納入整體館藏發展書面政策

中，顯示多數圖書館並未形成計畫性的館藏建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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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版本館藏資源成長速度緩慢，以每年平均增加情形 500 種以下為多，特殊版本

館藏資源徵集來源，以採購為大宗。 

圖書館特殊版本館藏成長數量，根據近三年平均數量估算，有超過七成的圖書館館藏

量年增加在 1-500 種之間，最多者，年增量也不超過 1,500 種。 

圖書館特殊版本館藏徵集來源，以採購為大宗，問卷統計有將近四成（36.8％）的圖

書館以自行製作和取得贈送等方式豐富館藏。但自行製作成本高，館藏量增加受到限制，

而進行資料轉製過程，也遭遇電子檔取得不易、授權限制、整檔與轉檔格式分歧等各種

作業瓶頸，甚至受訪談之圖書館人員也表示各館視障資源重複製作，造成人力與資源重

複問題。 

五、圖書館特殊版本資源徵集問題，在於經費不足以及電子檔取得困難最嚴重，而推動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困難，則以欠缺專業人力、經費與館藏不足最主。 

圖書館認為徵集特殊版本館藏時，主要的困難是採購與製作經費不足，以及轉製資源

之電子檔取得困難。圖書館多數認為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困難，以「欠缺專業人力」

最為嚴重，而「經費不足」與「館藏資源不足」，也是造成讀者服務困難的原因，顯然館

藏與服務是互為因果的影響因素。 

六、圖書館特殊版本館藏多數提供公用目錄查詢系統檢索，但圖書館網頁不符合無障礙

規範的比例卻超過四成。 

 圖書館提供特殊版本館藏資源檢索方式，超過五成之圖書館採併入一般館藏公用

目錄檢索方式，有四成是採建置特殊館藏專用線上目錄，顯然館藏目錄檢索均倚賴線上

目錄管道，但問卷調查圖書館網站無障礙設計，卻有超過四成圖書館未符合無障礙網頁

規範，顯然圖書館線上目錄查詢的設計無法讓身心障礙讀者遠距使用。 

七、圖書館建置之特殊版本館藏類型以有聲書最多，使用情形也以借閱數位有聲書為

主，對於其他特殊版本館藏類型之建置較為缺乏。 

圖書館目前館藏擁有之特殊版本館藏媒體類型，以有聲書擁有的館數最多，主要是

因有聲書製作較為迅速，成為近年館藏增加的主流媒體形式，此外，紙本點字書與雙視

點字書是另一項主要的館藏資源類型。但受訪圖書館對於特殊版本館藏資源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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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位有聲書（DAISY、MP3）最多，其次為數位點字書與雙視圖書。但立體觸覺圖書、

版面可編排與標示之電子書，以及可供學習障礙使用之字彙量少、圖解豐富之特殊文本

館藏量幾乎沒有，顯然圖書館對於視覺與聽覺障礙者族群之外的其他感知著作困難族

群，較缺乏提供服務的意識。 

八、圖書館建築符合無障礙空間規範比例不到四成，無障礙坡道、無障礙廁所與電梯是

優先符合的項目；受訪圖書館中超過五成，設有身心障礙讀者專用閱覽區。 

受訪圖書館中完全符合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的比例，僅有 36.8％；部分

符合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者，以符合無障礙坡道、電梯和無障礙廁所為多，

能考量到導盲地磚、閱覽桌椅、停車位、服務鈴的比例極低。至於設有身心障礙讀者專用

閱覽區者，僅占受訪圖書館總數之 57.9％。  

九、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多以遠距線上方式提供服務，但對於考量聽障

與學習障礙族群需求之服務事項較少，圖書館提供閱讀輔助設備也是以視障讀者為

主。 

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多能提供「設置電子圖書館提供線上閱讀或下載內

容」、「資料居家宅配或郵寄服務」、「以電話、email、傳真等辦理借閱相關服務」等遠距或

線上方式滿足需求，但能提供「閱讀障礙陪讀或相關輔助服務」的比例很低。而圖書館提

供身心障礙讀者使用之閱讀輔助設備，也以盲用電腦及其輔具與放大設備為主，對於非視

障族群之身心障礙讀者的服務較為缺乏。 

十、圖書館期許專責圖書館能協助業務輔導與人才培訓工作，認為提升館員專業知能為

首要工作，編訂指引有其必要，但內容應以實務操作為主。 

受訪圖書館期許中央專責圖書館未來能優先進行「輔導各館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業

務」，再者為「進行專業人才培訓」。尤其「辦理圖書館員專業培訓課程提升服務知能」是

圖書館認為應該先進行的工作。有關編訂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的必要性，雖有高達 93.9

％的支持度，但大部分圖書館期許此一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的內容取向應為「實務操作

指導」，顯示圖書館希望此一服務指引內容為作業指導而非規範與評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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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草案修正內容 

本指引內容經納入外部社會評估意見，於 2015 年 11 月 20 日分區座談後，完成修

正版，並納入期中與期末報告審查之學者專家意見（參閱附錄十一、附錄十二），修正

本指引內容，共分為 12 項大綱，並羅列修正後內容如下： 

1. 研訂背景 

2. 使命與任務 

3. 名詞解釋與用語 

4. 作業規劃 

5. 人員知能 

6. 館藏發展 

7. 讀者服務 

8. 網站服務 

9. 典藏管理 

10. 行銷推廣 

11. 設施與設備 

12. 研究發展 

1. 研訂背景與過程 

1.1 研訂背景 

1.1.1 圖書館平等取用理念 

圖書館為知識典藏機構，素以維護知的權利、滿足資訊需求、推動終身教育為職志，

對於各類讀者權益之維護，《圖書館權利宣言》（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載明：「個人

利用圖書館權利，不得因其出身、年齡、背景或觀念，而遭到摒棄或剥奪」。我國《圖

書館法》第 7 條亦揭示：「圖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之圖

書資訊權益」。因此，圖書館在資訊服務上應照顧所有讀者的需求，尤其面對處於資訊

弱勢的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特殊閱讀需求讀者，更應該提供多元

的服務，使其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地取用資訊，以消弭資訊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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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法規修訂與要求 

2011 年 2 月 1 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中

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利用現代化數位科

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可讀取之電子化格式提供圖書資源，

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運用。前項規劃、整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

等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教育部爰於同年 12 月 15 日依該條第 2 項規定，

訂定《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並於同年 12 月 26 日依該條第 1

項規定，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負責視障資源徵集、編目、典

藏、閱覽服務、推廣與研究。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 2014 年 6 月 4 日再度修正，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

擴大其適用範圍，除原有之視覺功能障礙者外，更及於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

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教育部爰於同年 11 月 21 日修正《視覺功能障礙

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並指定國立

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落實推動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服務。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圖書館法》，則增訂第 9 條第 2 項，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就圖書館辦理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身心障礙讀者之圖書資訊

特殊版本之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等事項訂定相關辦法，俾利執行。 

為配合《圖書館法》部分條文之修正，並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

之 1 推動身心障礙者利用數位化圖書資源之意旨。圖書館應推動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

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之圖書資訊服務。為促進

國內各圖書館因應此一平等服務法規之要求，國立臺灣圖書館（簡稱國臺圖）特規劃訂

定《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簡稱本指引），提供圖書館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作業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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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訂過程 

本指引之研訂首先參酌國外訂定之各項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與法規，並符應《身

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之要求，經工作小組多

次討論，擬訂本指引綱要與內容，將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關涉問題，釐訂為概述背景

與過程、說明圖書館之職責與任務、解釋相關名詞用語，並提供圖書館作業規劃、人員

知能、館藏發展、讀者服務、網站服務、典藏管理、行銷推廣、環境設施與設備等各項

有關服務與研究發展事項之作業原則。 

本指引內容於 2015 年 6 月完成初稿，為求廣泛徵詢意見，於 7 月辦理兩場學者專

家座談，邀請圖書資訊學者、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表以及圖書館實務專家提供修正意

見，並經委託機關國立臺灣圖書館辦理期中審查通過。另為徵求各圖書館對於本指引草

案之修正意見，接續於 2015 年 9 月起分別於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

臺南市立圖書館辦理北、中、南三場焦點座談會，邀集各圖書館以及身心障礙服務團體

代表參與討論，提供修訂意見，期許藉由此廣泛徵詢意見之過程，促進本指引在圖書館

實務之適用性。本指引於 2015 年 12 月完成修訂，將公告分行各圖書館機構，冀望各圖

書館可瞭解並促進此一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之開展。 

1.3 研訂目的 

本指引之訂定目的在於： 

（1） 協助各圖書館工作人員瞭解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理念與應推行事項。 

（2） 指導圖書館工作人員規劃辦理身心障礙讀者資源管理與各項服務工作。 

（3） 提供各圖書館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規劃之依據。 

本指引為實務作業指導參考，並非法規命令之授權，其目的在於協助各圖書館促進

此一服務理念的落實，且為兼顧各類型圖書館資源條件與服務特性之差異，內容以通用

性指導為原則，並非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績效評估作業標準。 

 

 



121 

 

1.4 適用對象 

由於身心障礙者服務對象廣泛，基於圖書資訊服務以排除資訊取用障礙為主，並參

考法制人士意見，本指引所稱服務對象以「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為主，

並回歸《圖書館法》第 9 條第 2 項所稱之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為

對象，至於非前述法規明列之感知著作有困難之身心障礙者，雖非本指引內容涵蓋探討

範圍，但各圖書館基於資訊平等取用之服務理念，亦將根據自身館藏與人力資源狀況，

提供不同身心障礙者期許之圖書資訊服務。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之認定並非以領有

身心障礙者手冊為限，對於取用圖書資訊常態文本有困難之讀者，圖書館應提供適當之

協助。 

本指引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之建議，非專指公共圖書館，其他類型圖書館可

根據服務讀者特性與資源條件，擇選重點事項辦理。惟對於肩負社會大眾圖書資訊服務

重要角色之公共圖書館，基於社區民眾資訊取用權利的維護，必須儘量符合提供服務社

區民眾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 

圖書館應認知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並非完全以使用人次，決定是否有必要提供此

項服務的存續，在公平開放的社會中，身為肩負社會教育機構職能之圖書館，有義務照

顧並等同滿足少數讀者取用資訊之需求。 

1.5 修訂建議 

本指引內容雖經徵詢現況與使用者期許，惟資訊科技發展迅速，本指引內容宜定期

檢視修正，以符合新科技與服務理念之發展趨勢。為協助各圖書館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期許專責圖書館能定期辦理本指引內容說明並推廣運用。 

2. 使命與任務 

2.1 理念說明 

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使命，在於尊重身心障礙讀者平等取用圖書資訊的

權利，身心障礙讀者不因其個人背景與感知著作之障礙程度，均擁有等同一般人使用圖

書資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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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字揭示理念 

圖書館肩負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任務，應於服務宗旨等相關書面文件，明確陳述館方

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理念，並應包括下列事項之陳述： 

（1） 圖書館凡有關使命或宗旨等政策性文字描述，必須明確陳述所有民眾都有

平等取用圖書資訊的權利。 

（2） 圖書館明確要求所有工作人員，對待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應等同其他讀者，

受到館方的關注與尊重。 

（3） 圖書館所有服務文宣，在陳述館方設施與服務事項時，應當提示有否提供

身心障礙讀者在內之服務事項。無論是對於肢體或是感知著作困難之身心

障礙讀者，如目前尚無提供相關讀者服務事項，館方有責任說明身心障礙

讀者服務限制的原因，並指引獲取資訊服務的其他管道，同時必須在館方

發展政策與工作計畫中，制定逐步排除使用障礙的具體作為。 

（4） 圖書館為了履行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職責，必須與政府業務權責機關、身心

障礙服務團體合作。 

（5） 因應社會環境、資源條件與技術的改變，圖書館必須持續評估既有的工作

計畫、服務方式與館藏資料，以確保圖書館服務能有效地滿足各種身心障

礙讀者取用資訊之需求。 

（6） 圖書館不僅要排除肢體障礙者使用的困難，也必須提供一個友善歡迎的環

境，包括建置特殊閱讀設備，並配置能敏銳感知身心障礙讀者需求的專業

服務人員，達成圖書館全方位的服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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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詞解釋與用語 

3.1 名詞解釋 

3.1.1 身心障礙者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條所稱之身心障礙者，指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

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

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者。2014年6月4日新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0條之1，對於關注資

訊接觸權益保障之「身心障礙者」，解釋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

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據此定義，本指引全文所稱之「身心障

礙者」亦以視覺、學習、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讀者為

對象。 

3.1.2 特殊讀者 

「特殊讀者」並無一致之定義，如根據《圖書館法》第 9 條第 1 項所定，「特殊

讀者」乃指「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本指引參閱對象為圖書館人

員，如採《圖書館法》用語，「特殊讀者」係指對於感知著作有困難之讀者，「特殊」係

指其閱讀需求特殊，而非身份特殊之故。 

但不是所有特殊讀者之感知著作障礙都是外顯可知的，且特殊讀者和非特殊讀者

之間，往往難以明確區分，所以圖書館儘可能提供資訊取用無障礙服務，將對於圖書館

所有讀者服務的品質，均能有所提升。圖書館對於特殊讀者的瞭解，必須注意： 

（1） 特殊讀者可能是暫時或永久的； 

（2） 特殊讀者可能具有一種以上的障礙； 

（3） 特殊讀者之個人背景，可能使其缺乏語文識讀能力或是不瞭解圖書館狀

況。 

因此，圖書館需要瞭解服務範圍之各類型特殊讀者個別差異及其使用圖書資訊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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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學習障礙者 

根據教育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基準」，將學習障礙定義為：因神經

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推理、表達、知覺或知覺動作協調等能力有

顯著問題、以致在聽、說、讀、寫、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感官、智能、

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學習障礙者表現在聽、說、讀、寫、推理、運算的學習，會出現一項或多項的顯

著困難。這些學習上的異常是因為神經中樞的異常而導致，並不全然是智能障礙、感官

缺陷、情緒困擾、環境文化等因素所造成的。學習障礙者是一個異質性很大的群體，包

括：閱讀、書寫、口語、數學、知覺動作等不同類型。學習障礙者雖然智力正常，但可

能會出現學習成就與潛在能力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或是個體本身不同能力之間差異很

大，亦即可能一項或數項能力特別低落，但是其他能力又表現良好，而產生令人難解的

矛盾現象。學習障礙者因其在資訊的接收和處理上異於一般人，對於圖書資訊之取用，

除了可使用常態圖書版本外，可藉由特殊版本促進學習。 

3.1.4 閱讀困難者 

閱讀困難基本上屬於學習障礙的一種，所謂的「閱讀困難」是指在有關閱讀正確

性及理解程度的標準化個人測驗中，閱讀表現顯著低於預期應有程度。此預期乃基於被

測者的生理年齡、個別測驗的智能、及與其年齡相符的教育程度所判定。閱讀困難者可

經由增加視覺、聽覺的刺激以及反覆的練習，並藉助電腦的應用，增加閱讀的效果。 

3.1.5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指指專供身心障礙讀者直接或運用輔助設備可接觸之文

字、聲音、圖像、影像或其他圖書資訊無障礙版本。本用語依循 2015 年 12 月 7 日教育

部臺教社（四）字第 1040162891B 號令訂定發布之《特殊讀者使用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第 2 條名詞定義，以「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統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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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專責圖書館 

2014年6月4日新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0條之1擴大其適用範圍，

除原有之視覺功能障礙者外，更及於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

特定身心障礙者。為因應法規要求事項之推動，教育部爰於2014年11月21日修正《視覺

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該

辦法所稱之中央專責圖書館，由教育部於同年11月28日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

之專責圖書館，負責國內身心障礙資源徵集、編目、典藏、閱覽服務、推廣與研究及館

際合作等事項，以落實推動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服務。 

3.2 文件用語要求 

有鑑於圖書館書面說明文字所採用之語彙，將影響所有讀者對於圖書館身心障礙

讀者服務的認知、態度與對外溝通印象，圖書館應檢視所有文件所採用的相關用語，表

達友善服務，並注意儘量符合下列要求： 

（1） 圖書館應檢視館方所有出版品與文宣資料、書目、工具書、培訓文件、公

眾集會以及晤談過程，不能有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歧視性之文字用語。 

（2） 由於身心障礙相關術語可能因時變遷，圖書館應該徵詢社會各種障礙服務

團體的專業人士意見，維持館方使用術語的正確性。 

（3） 圖書館出版品應採用已廣泛接受之一般用語，避免不易理解之罕用或專業

特定用語。 

（4） 對於國際已通行之無障礙圖示、符號或名詞術語，圖書館應及時採用。 

（5） 因應身心障礙專業術語的增加或是意義產生分衍，館方最好能維護這些術

語的詞庫，並提供內部員工與讀者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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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業規劃 

4.1 通則性要求 

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應納入圖書館整體發展策略，並制訂年度與中程發展

計畫，訂定具體目標、達成策略及其評估機制。圖書館之各項工作計畫，儘可能符合下

列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規劃的要求： 

（1） 圖書館必須將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列入每年推動之工作計畫內容，並予以優

先推動和實施。 

（2）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計畫訂定過程需要採納社區身心障礙者與

身心障礙服務團體的意見，圖書館如有設置館務諮詢委員會，需要邀請身

心障礙者或相關團體代表參與，以確保身心障礙讀者使用需求可納入館方

作業規劃過程。 

（3） 圖書館應廣泛徵求社會各界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意見，可透過焦點團

體方式，瞭解需求及其優先推動事項。 

（4） 隨著社會人口結構發展的改變，社會大眾對於提供遠距與行動服務以及對

於視覺、聽覺障礙的克服，正與日遽增。圖書館作業規劃必須考量提供相

應的檢索設備與服務事項。 

（5） 圖書館應善用既有的社會資源，運用其他圖書館與資訊提供者已建置之圖

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避免重複作業與不必要之經費支出，藉助彼此專業

知識、分享經驗，進而促進合作效益。 

（6） 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的服務與活動，可採用讀者與借閱紀錄、調查研

究、蒐集讀者建議或其他形式之回饋意見調查方式，以瞭解服務事項是否

能有效傳遞到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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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作業規劃之評估 

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計畫之圖書館，應建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評估機制，評估

服務效果，以符合當前使用者與潛在使用者需求，並決定優先提供那些服務，可更貼近

使用者和潛在使用者需求。為收集分析使用者意見，使用者回饋可自下列方式取得： 

（1） 進行目前與潛在使用者之定期調查。 

（2） 分析使用者紀錄。 

（3） 進行相關機構團體或使用者意見諮詢會議。 

（4） 蒐集員工的評論和意見。 

潛在使用者的回饋可來自與社區機構、專家、個人之互動，服務評估也應納入既

有的身心障礙與資訊平等取用相關法規的要求。 

4.3 保留專用經費 

圖書館進行年度預算規劃與經費分配時，應瞭解身心障礙讀者需求，將規劃推動事

項所需經費，納入預算編列考量。圖書館行政主管必須保障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用經

費，此專用經費可根據服務區域之身心障礙讀者人數與結構，訂定經費分配原則，保留

專用經費數額。 

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經費之編列，應遵循下列原則： 

（1） 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及其館藏發展，應在預算編製過程中，視為

重要的核心事項。 

（2） 圖書館應討論決定在預算分配中，對於下列兩項業務主軸，在經費中擁有

分開匡列之經費數： 

－改善身心障礙讀者取用資訊之硬體設施 

－滿足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新興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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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書館對於進行硬體設施改善、服務或技術更新的發展，應制定先後優先

順序，以便有計畫地階段性投入經費並有效運用，並可考量尋求來自企

業、團體或是個人捐贈者的經費支持。 

（4） 圖書館應瞭解國家政策對於身心障礙者之相關補助計畫，以爭取其他專案

計畫經費補助。 

5. 人員知能 

5.1 相關人員要求 

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過程中，所有相關工作人員應具備健全的服務理念。

圖書館必須儘量符合下列有關人員知能的要求： 

（1） 圖書館需要有持續性的培訓計畫，以便圖書館管理者、現有員工、新進員

工以及志工，保有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理念的認識與敏感度，並協助全

部人員對待身心障礙讀者有正面及正確的態度。 

（2） 關於人員培訓課程應該有身心障礙讀者或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表參與課

程設計。 

（3） 圖書館工作人員培訓政策與訓練過程，必須包含有關尊重隱私、公平服務

以及平等取用觀念的指導。 

（4） 圖書館需要儘量培訓至少一位工作人員或志工能瞭解點字或手語，或是與

身心障礙服務團體合作，聘用具有手語或點字專長的約聘僱人員或志工。 

（5） 圖書館應編製一份瞭解各種身心障礙者相關專業知識之諮詢人員與機構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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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員態度要求 

圖書館人員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應有適當之應對態度，忽略或誤解身心障礙讀者意見

之人員態度，將造成圖書館工作障礙。 

圖書館必須將身心障礙讀者培訓課程納入員工年度訓練計畫，提升所有人員的認

知，必要時，可測試工作人員面對身心障礙讀者之態度，員工必須瞭解有關身心障礙相

關術語、身心障礙讀者的能力與限制。 

訓練目的在於破除態度藩籬，減少對身心障礙讀者之誤解，有關人員態度之培訓應

持續進行。 

5.3 人員培訓計畫 

圖書館對於新進與在職人員應提供培訓機會，瞭解身心障礙讀者特性與資訊需求。

新進人員應在聘用後一定期限內，完成館方或是專責圖書館提供之培訓課程。專業培訓

課程可邀請不同身心障礙服務團體提供課程意見，但至少涵蓋下列知能： 

（1） 與身心障礙者溝通之能力與技巧 

（2） 因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態度要求 

（3） 身心障礙讀者類型及其資訊需求 

（4） 有關身心障礙者服務相關法規 

（5） 資訊科技降低資訊取用障礙的技術發展 

（6） 無障礙環境與設備之必要需求 

專責圖書館需要定期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人員相關培訓課程，各圖書館儘量

選送業務人員參與課程並評估員工參與訓練成果，進而能鼓勵工作人員參與符合實務需

求導向之研討會或工作坊。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人員應注意相關法規之修訂與發展，規劃與時俱進之圖書館

公平取用之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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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志工召募與培訓 

圖書館針對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可尋求兼備熱心與適格能力的志工，協助作業規劃與

第一線服務工作。適格志工需經過合適的選取程序，並經《志願服務法》要求之基礎與

特殊課程培訓。 

圖書館培訓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志工，必須提供下列一般培訓與專業培訓課程，提供

志工具備協助圖書館工作之能力。 

（1） 一般性培訓 

－圖書館的環境與資源的認識 

－館方主要業務及工作簡介 

－圖書館召募志工的意義與價值 

（2） 專業性培訓 

－圖書資訊服務基本理念與專業 

－有關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培訓課程 

6. 館藏發展 

6.1 館藏發展原則 

身心障礙讀者的資訊需求和一般民眾相似，但所需資源型式不同，圖書館應為身心

障礙讀者建立館藏發展政策，反映其特殊需求，並徵詢身心障礙讀者與專家提供館藏發

展意見。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館藏發展政策應考量注意下列原則： 

（1）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館藏發展政策內容應包含：館藏內容描述、資源型式

及服務程度、資源共享計畫、設備維護制度、資源取用的保障。 

（2） 館藏資源型式必須符合身心障礙讀者需求格式，例如：點字書、大字體書、

錄音資料、影像資料、有聲書、觸覺圖畫書、電子書、網路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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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館藏資源應兼顧身心障礙讀者各項興趣與需求，因應讀者有關娛樂、教

育、就業與終身學習所需，並提供政府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與身心障礙服

務團體相關資訊。 

（4） 滿足視障及聽障讀者之館藏形式應列為基本館藏，並逐步擴充其他身心障

礙讀者需求之特殊館藏形式。 

（5） 圖書館可檢視既有館藏中，是否已有適合身心障礙讀者使用之一般館藏資

源，可將此類資源彙整為主題目錄，指引身心障礙讀者使用，其資料類型，

包括： 

－可讀性高、字彙量少的文本 

－有聲出版品 

－圖畫書 

－大字體書 

－音樂資料 

（6） 對於能提供身心障礙讀者與一般讀者，均可使用之資訊內容與資料形式可

優先採購，例如：指導手語之圖書、小冊子或字典等；具備可關閉或開放

字幕之錄影資料；容易閱讀的文本等。但如為身心障礙讀者使用之圖書資

訊特殊版本資源，是否可併同開放一般民眾使用，需考量資源當時授權對

象範圍。 

（7） 網路是重要資訊來源，有助於身心障礙讀者獲取最新資訊，增加彼此訊息

交流，並降低身心障礙讀者交通安排的困難。圖書館可整理提供身心障礙

讀者適用之網路資源，並指導如何利用網路資源與行動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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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各類特殊資源之徵集重點 

6.2.1 視覺或聽覺功能障礙讀者 

因應視覺或聽覺功能障礙閱讀之特殊資料，是圖書館通常會優先考量的基本館藏，

但應注意視覺或聽覺損傷讀者之多樣性，因其障礙程度不同，所需資源主題亦有所差

異。此類館藏徵集重點，可考量： 

（1） 視覺或聽覺功能障礙之醫療資訊。 

（2） 視覺或聽覺功能障礙法定權利與地方機關提供之資源。 

（3） 視覺或聽覺損傷相關服務組織、機構名錄。 

（4） 有助於視覺障礙讀者閱讀之資源類型，如： 

－趣味性高/字彙量少的文本內容 

－有聲出版品 

－電子點字書 

－口述影像（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 DVS）影片 

（5） 有助於聽覺障礙讀者閱讀之資源類型，如： 

－圖解豐富而清晰的文本 

－影片必須有字幕或是手語影像 

6.2.2 學習障礙讀者 

提供學習障礙讀者閱讀資源，是館藏發展的新領域，此部分館藏資源之建置可諮詢

特殊教育專家，通常對於此類館藏資源類型，可考量： 

－趣味性高/字彙量少的文本 

－有聲出版品 

－版面可編排標示之電子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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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清楚/容易閱讀的文本 

6.2.3 閱讀困難讀者 

閱讀困難讀者因有使用一般傳統印刷品的困難，需要大字書、錄音或是機械、光學

輔具促進閱讀，由於閱讀困難讀者比較難以判別，其所需資料類型，可加強徵集例如： 

－大字體圖書 

－有聲出版品 

－特殊電子書 

－版面可編排標示之電子文字檔 

－容易閱讀的文本 

6.2.4 特殊資源媒體格式 

不同身心障礙者需求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格式不盡相同，針對圖書館服務對

象之身心障礙讀者特別可用的媒體格式，列表提供參考如下： 

身心障礙

讀者 
大字本 錄音資料 點字 網站 

具旁白或手語的

錄影資料 
容易閱讀的文本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學習障礙       

閱讀困難       

肢體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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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館藏徵集工作 

圖書館館藏徵集應根據身心障礙讀者需求優先購置或轉製讀者需要的資訊內容，其

館藏主題儘量兼顧多學科均衡發展，並維持基本參考工具書與教學或考試用書。圖書館

不僅徵集館藏，對於閱讀設備與工具應併同提供，播放設備之建置可採購置或是以租用

方式提供，並注意下列問題： 

（1） 圖書館應有操作和維護館內各種閱讀輔具能力的人員。 

（2） 圖書館應確保擁有不同感知著作有障礙讀者取用資訊需要之閱讀輔具，儘

量考量可滿足多用途的閱讀設備。 

（3） 圖書館和機器租借機構應維持適足的設備數量，確保租借機構在館方提出

申請之指定期限內，提供需求之播放設備或閱讀輔具。 

7. 讀者服務 

7.1 服務理念與要求 

圖書館應將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納入常規性的讀者服務作業，提供身心障礙讀者與一

般讀者等同的資訊服務，且須讓所有身心障礙讀者感覺受歡迎，讀者才會保有持續使用

的意願。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應滿足之基本要求，包括： 

（1） 提供給所有讀者的標準服務事項，應該等同提供身心障礙讀者使用，這些

服務事項包括：讀者諮詢服務、參考服務、讀者利用教育、社區資訊服務

與館際互借等。為了達到等同服務的目標，圖書館必須建置相關設備與專

責人員，也應善用資訊設備，提供館藏與參考資料的轉製服務。 

（2） 圖書館應向外擴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發掘潛在使用者，提供無法到館的

身心障礙讀者遠距檢索目錄，以網路、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進行

參考諮詢，或是提供居家宅配服務，並將服務延伸至公共收容機構或安養

中心之身心障礙讀者。 

（3） 圖書館對於公眾開放之演講、研習或討論會，需考慮視障、聽障、肢障等

各類型身心障礙讀者之參與權利，並提供相應的輔助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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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書館對於視障讀者宜提供專人引導服務，對於不同閱讀困難讀者，可設

置專室提供閱覽服務。 

（5） 圖書館需要善用媒體，宣傳圖書館提供之無障礙服務，以身心障礙讀者可

使用之格式，製作書籤或印刷品，分送學校、銀行、書店、社區公告處，

以加強宣傳；也可在電視臺、電臺、或報紙進行公益廣告。 

（6） 圖書館應與他館合作，透過館際互借或合作協定，共享身心障礙讀者所需

之館藏資源，並事先評估館際互借之收費、版權、檢索與合法性等問題。 

（7） 圖書館可調查並建立服務社區中，身心障礙讀者使用圖書館障礙情況紀

錄，以便規劃必須優先考量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或個別服務方式。 

（8） 圖書館人員需要瞭解各種特殊格式資源之取用、版權限制及借閱政策，以

協助身心障礙讀者運用相關科技設備檢索圖書資源。 

（9） 圖書館網站和目錄之設計，必須容易理解與瀏覽，減少框架、表格、動態

圖案之使用；並可提供放大或改變字體、加入同步發音或點字功能，以利

身心障礙讀者閱讀網頁內容資訊。 

7.2 讀者服務事項 

圖書館於館內或館外可提供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建議包括： 

（1） 館外 

－圖書資源居家宅配或郵寄服務 

－提供電話、email、傳真等辦理借閱相關服務 

－提供多種管道之參考諮詢服務 

－設置電子圖書館提供線上閱讀或下載館藏資源 

－整理建置身心障礙讀者需求資訊之主題資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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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館內 

－提供有聲書或點字書申請客製服務 

－提供入館專人接待與諮詢服務 

－提供語音報讀或朗讀服務 

－辦理口述影像播映活動 

－演講類活動提供手語服務或即時聽打服務 

－演講與研習場地配置聲場系統 

－提供閱讀困難者陪讀或閱讀輔助工具 

－免費出借閱讀輔助設備 

8. 網站服務 

網站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是重要的資訊來源，圖書館的網站必須能提供身心障礙

讀者瀏覽時，可選擇加大文字的版本或提供螢幕輔助閱讀器，並可加上同步發聲或點字

呈現，使不同感知著作困難者，均可取用資訊。圖書館的網站設計應採用清晰而符合邏

輯之設計，且頁面資訊有文字呈現。 

網站資訊的呈現方式，可參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 

（http://www.handicap-free.nat.gov.tw/Accessible/Index）提供之技術規範。 

我國的「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採 4 個優先等級、14 條規範及 90 條檢測碼。4 個

優先等級標示如下，圖書館必須以達成第三優先等級為努力目標。 

  第一優先等級 

  A+等級 

  第二優先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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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優先等級 

圖書館網頁必須依循上述無障礙網頁設計規範並經檢測通過，於網站首頁清楚標

示檢測通過之等級標章。無論是否通過檢測，圖書館網站設計仍需要強化對於身心障礙

讀者較友善之網頁設計原則，建議至少符合： 

（1） 內容符合邏輯設計且容易操作瀏覽。 

（2） 提供可選擇放大文字、改變字體和顏色對比功能。 

（3） 建議可在白底或彩色背景上採用黑色文字，但不可在黑色背景上使用明亮

的文字。 

（4） 網站應包含搜尋功能。 

（5） 內容避免框架和表格形式呈現。 

（6） 避免動態圖案和特效文字。 

（7） 文本內容可增加同步發音的選擇。 

9. 典藏管理 

圖書館館藏資源是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基礎，結合目錄編製及資源共享，可讓館藏

資源獲得最大程度之運用。 

9.1 資源格式與目錄 

圖書館對於特殊資源之典藏管理，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目錄之編製應與非特殊版本圖書資訊著錄格式一致，至

於是否納入一般公共館藏查詢目錄（OPAC）或是獨立為身心障礙讀者查

詢系統，由各館資源條件而定。 

（2） 圖書館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格式，宜儘可能符合國際主流與開放資源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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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圖書館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目錄應儘量彙整上傳至專責圖書館所建置

之聯合目錄，並提供館藏地資訊，讓讀者就近取用或申請圖書資訊特殊版

本資源之借閱。 

9.2 館藏資源共享 

（1） 各圖書館可根據館際互借政策訂定相關借閱規定，資料借閱和借期展延規

定宜有彈性，對於圖書資訊特殊版本館藏遺失或是損壞賠償要求，館方必

須另訂明確規範。 

（2） 圖書館有責任促進館藏資源共享，將特殊館藏資源共享理念納入館藏發展

政策，各縣市境內之圖書館資源共享政策，可保有各地區作業的彈性。 

（3） 製作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資源之圖書館，擁有該項資料是否提供館際互借的

主權，但基本上以服務本館身心障礙讀者為優先。 

（4） 為促進資源取用，圖書館必須具備各種資訊取用設備並定期維護，至於各

種閱讀輔具購置之完備程度，依各館經費多寡而定。可考量之設備包括： 

－協助閱讀困難讀者之設備（含取用錄音資料的設備、放大資料的設備

等），例如：有聲書播放器、錄音機、手持放大鏡、微縮單片放大器、

光學文字辨識設備、點字處理機、點字輸出設備、放大列印及語音輸

出設備。 

－協助聽覺障礙讀者之設備，包括：文字輸出設備（如電子布幕或是手

寫平版）、清楚的指標、會議聲場系統。 

－其他輔助性設備，例如：閱讀架、取書推車等。 

 

 

 

 



139 

 

10. 行銷推廣 

圖書館應主動推廣館方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透過各傳播管道延伸服務接觸面，

讓更多讀者認識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圖書館辦理行銷推廣工作基本原則如下： 

（1） 進行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需求評估、作業規劃與預算編列，可根據各圖書館

希望促進的事項，建立優先順序。 

（2） 圖書館應每年檢視行銷工作內容重點，並配合年度事件與議題，創造吸引

力，例如：配合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每年 12 月 3 日）擴大辦理活動。 

（3） 行銷服務可根據讀者統計分析結果，依據目標顧客差異，採用多元管道以

促進成效，可藉由地方身心障礙服務團體、醫療院所、特殊教育機構、社

會福利機構，進行口碑與人際網絡行銷。 

（4） 配合特定身心障礙類型宣導日辦理活動，例如：「國際聽障意識週」（九

月最後一週）、「國際盲人節」（10 月 15 日）、「國際導盲犬日」（四月最後

一週的星期三）等。 

（5） 宣導對象不僅是身心障礙讀者也包含一般讀者，藉由文宣與各項主題活

動，讓一般社會大眾也瞭解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的服務。 

（6） 圖書館可與身心障礙服務團體及個人合作，建立合作行銷關係，合作方式

可包括：聯合舉辦展覽或研討會、定期召開活動會議、共同經營媒體公關

等。 

（7） 圖書館應將推廣意識往教育扎根，將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理念與服務事項融

入學校課程，讓圖書資訊學、教育學、社會服務相關學科領域之學院或大

學課程學生，能了解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意義與內涵。 

11. 設施與設備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空間環境應符合無障礙環境要求，讓每位身心障礙讀者皆

能無礙取用館藏資源，並使用館方提供之各項服務。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應符合內政

部訂定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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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又稱為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係指定著於建築物之建築構件，使建

築物、空間為行動不便者可獨立到達、進出及使用，無障礙設施包括：室外通路、避難

層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廊、樓梯、昇降設備、廁所盥

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停車空間等。 

「無障礙設備」設置於建築物或設施中，使行動不便者可獨立到達、進出及使用建

築空間、建築物或環境。如昇降機之語音設備、廁所之扶手、有拉桿之水龍頭等。既有

建築如尚未符合規範，宜根據需求建立改善之優先順序。 

無障礙設施與設備之建置採「合理便利」原則，是根據具體情況，在不造成過度負

擔的情況下，按需要進行必要的適當修改和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

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圖書館在規劃建置身心障礙讀者閱讀環境，

應注意符合相關法規要求，館內各空間環境考量相關設施與設備，提供身心障礙者友善

服務。 

11.1 設備採購原則 

（1） 採購設備宜根據需求評估後加以規劃，可利用焦點團體或意見調查研究方

式，瞭解有關身心障礙讀者需求之設備問題。但必須留意斟酌： 

－設備之日後維護與備品更換價格。 

－當地特殊教育中心或其他圖書館有否相同設備及其可用性。 

－評估其他可替代資源的價格與可靠性。 

（2） 圖書館必須考量至少提供視障、聽障、學習障礙與肢體障礙讀者的相關閱

讀設備。 

（3） 圖書館與設備供應商的服務合約，應包括維護、培訓與諮詢解答。 

（4） 圖書館必須考量各種不同技術層次的設備，並瞭解資訊科技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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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設備操作原則 

（1） 圖書館人員必須儘可能熟悉各種輔助閱讀設備的操作技術，當讀者與館內

人員發生使用困難時，可提供諮詢與協助。 

（2） 圖書館需要製作使用者手冊與說明書，提供工作人員與讀者參閱。 

（3） 使用者手冊與說明書可採各種格式呈現，包括：錄音、大字體、點字、電

子檔等格式。 

11.3 環境設施建構之基本原則 

（1） 圖書館興建新設施或改造既有設施時，必要時，可諮詢社區身心障礙讀者

與身心障礙服務團體的使用經驗；或透過辦理使用者諮詢座談方式瞭解身

心障礙讀者對於館方的建議。 

（2） 建構無障礙資訊取用設施，除了最終期許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之外，下列基本要求事項需要優先考量： 

－進入圖書館建築、參考室與流通櫃臺等區域的無障礙空間設計。 

－採用無眩光、可觸覺感知、色彩對比明顯之文圖並陳的指標。 

－室內照明充足。 

－兼備視覺與聲音引導的緊急逃生系統，例如：聽障逃生警示燈。 

－提供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格式館藏資源與檢索目錄系統。 

（3）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設施，儘可能設在主要的動線區域。 

（4） 新館建築規劃可考量配合發展趨勢，以無障礙設施設計為先，並納入通用

設計原則。5
 

                                                 
5
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是讓所有人（包含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和兒童）都能使用的產品及環境

設計。希望產品或空間等設計能讓男女老幼、身障或行動不便等使用族群都可以使用，但並非專為少數

或弱勢等特定的使用族群所進行的設計，而是相信，如果一樣產品能被功能有障礙的人使用，對一般人

來說一定更容易使用。通用設計理念是以人為本，人性化的使用、安全與友善的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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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築物如有變更應遵守營建署之既有建築物替代改善原則，但若變更現有

建築過於困難且成本過高，可先進行小規模且花費較少之變更，例如： 

－增設斜坡。 

－昇降機。 

－原有洗手間拿掉隔間做為無障礙廁所。 

11.4 各區域環境設施建構原則 

11.4.1 圖書館周遭 

（1） 留意提供身心障礙讀者可順利抵達圖書館的入口環境，主要入口宜考量增

設聲音導盲設備，全區平面圖及設施標示（注意解說牌高低度、斜角度、

前方平面空間以適宜輪椅族）。如果建築現況之主要入口進入不便，應有

第二入口的選擇，並備置自動門、斜坡道以及可與工作人員通話的設備。 

（2） 保留無障礙停車空間，且採用具國際障礙指標符號。無障礙車位應設於最

接近圖書館入口處（如館方無自有停車位應向停管單位申請路邊無障礙停

車位做為替代改善計畫）；注意引導路標應清楚易讀；路徑照明良好；入

口處應為平坦且非光滑的路面；樓梯旁必須為平坦且非光滑面的斜坡，斜

坡兩側設有扶手。 

11.4.2 圖書館入口 

（1） 圖書館入口應考量提供不論是坐輪椅、使用柺杖、助行器或是導盲犬陪同

之身心障礙/行動不便讀者，都能從圖書館入口進入，通過入口證件出示

處。 

（2） 圖書館入口環境需要注意： 

－有足夠空間允許輪椅進入並有迴轉空間。 

－自動門若裝設按鈕須符合坐輪椅讀者手部可以碰觸的高度（60-85 公

分），且前方必須為平面空間以適宜輪椅短暫停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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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門檻。 

－以鮮明對比的顏色標示臺階、柱腳與突出牆面。 

－以圖示及聲音作為電梯導引。 

－電梯內照明良好，具備點字按鈕與符號，有同步廣播設施；電梯按鈕須

讓坐輪椅讀者可以碰觸到。 

11.4.3 閱覽區 

圖書館內各閱覽區應有清楚指標，並在入口處公布樓層空間配置圖，如圖書館

條件允許可將樓層配置圖併同提供點字標示；其他有關閱覽環境設施注意事項如下：  

（1） 若圖書館不只一層樓，應為使用輪椅讀者提供升降機或斜坡道。 

（2） 圖書館內所有的門儘量為自動門。 

（3） 考量書架高度或提供輔助取書服務，儘量讓坐輪椅讀者可自由取書。 

（4） 應有一定數量的桌子及電腦工作站適合坐輪椅讀者使用。 

（5） 書架間的通道不應有阻礙，且空間允許輪椅出入，並考量能有迴轉的空間。 

11.4.4 洗手間 

館舍空間應至少擁有一間身心障礙讀者專用洗手間；洗手間設計應符合《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並注意下列事項： 

（1） 洗手間位置應有清楚圖示指標，並有顏色識別與符碼指引行進。 

（2） 入口寬度須讓輪椅可進入，並有足夠空間轉動輪椅。 

（3） 設置輔助設施（如：扶手）讓坐輪椅讀者可順利換坐至馬桶。 

（4） 馬桶沖水桿、緊急安全通知鈕應讓坐輪椅讀者可碰觸到。 

（5） 洗手臺及鏡子或相關設施高度須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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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流通櫃臺及參考諮詢臺 

（1） 流通櫃臺及參考諮詢臺應有可調整高度之桌子，方便進行不同障別讀者服

務。 

（2） 服務櫃臺考量為聽障人士提供手語或聽打服務，或是導入視訊手語翻譯。 

（3） 考量配置身心障礙讀者專用座椅。 

（4） 提供自助流通站。 

（5） 等待區提供顯示號碼叫號服務。 

11.4.6 兒童區 

（1） 應有清楚圖示指標。 

（2） 以鮮豔顏色之觸覺線引導讀者至兒童區。 

（3） 書架間為無障礙通道。 

（4） 提供有聲書及其他特殊媒體。 

（5） 提供閱讀困難兒童使用之電腦。 

（6） 書架應考量身心障礙讀者取用之便利性，必要時，提供專人協助取書服務。 

11.4.7 身心障礙讀者閱覽專區 

配置有專業館員瞭解各種不同閱讀困難讀者的需求，以及如何服務這些特殊

需求的讀者。身心障礙讀者閱覽專區館藏有來自採購或是自行製作，主要資料類

型含有聲書、易讀文本、點字書、大字體圖書，閱覽區空間設置包括： 

（1） 以鮮豔觸覺線引導至身心障礙讀者閱覽專區。 

（2） 指標除文字外加上容易理解的圖示。 

（3） 座位舒適且具備明亮閱讀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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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備有相關閱讀輔具設備，例如：盲用電腦及其輔具（如點字觸摸顯示器

等）、擴視機（文字放大設備）、放大鏡（手持或照明式）、錄放音機、DAISY

播放器、放大列印設備、語音輸出設備、閱讀架、聲音增幅機、觸控式螢

幕等設備。 

11.4.8 電腦區 

（1） 提供身心障礙讀者專用電腦工作站。 

（2） 提供合適的鍵盤，市面上有各種身心障礙者專用電腦鍵盤或滑鼠，可考量

較通用之輸入設備。 

（3） 特定電腦配備螢幕閱讀程式，可放大字體與同步發聲。 

（4） 特定電腦配備拼音和其他教學軟體，供識字困難讀者使用。 

（5） 引導身心障礙讀者使用電腦並提供技術支援。 

12. 研究發展 

12.1 基本原則 

圖書館應持續提升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內涵，並加強對於身心障礙讀者及其需求之認

知，保持對於相關法規之瞭解，以增進服務品質。圖書資訊專業宜辦理或促進各項研究

發展工作，可辦理事項建議如下： 

（1） 圖書館專業學校課程、圖書館人員在職進修與圖書教師培訓課程中，宜納

入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相關專業內容。 

（2） 設置獎學金或助學金方式，鼓勵圖書資訊專業進行身心障礙讀者發展與研

究。 

（3） 參與法規修訂並保障或強化下列服務條件： 

－中央與縣市政府的指導政策應該配合各地情況，協助督導並健全所屬

公共圖書館的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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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所有圖書館人員有關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與相關權益保障法規，讓

所有圖書館成員瞭解法令規定。 

（4） 宣導各機關之政府出版品提供各種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格式，滿足身心障礙

讀者取用資訊的需求。 

12.2 業務評估與輔導 

圖書館應發展全面性長期計畫，持續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此一長期發展計畫應

徵詢讀者意見，並諮詢上級機關、身心障礙服務團體意見，長期計畫也應包含可評量的

目標，以及各項目標完成的時間表。 

圖書館應維持各項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統計，記錄館藏數量、資料使用情形以及使用

人次，以提供業務檢討與改善參考資訊。 

專責圖書館可定期檢視輔導各圖書館業務執行狀況做成評估報告，必要時，公布國

內整體評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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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歸納研究結果；第二節根據研究發現擬具建議，第三節根據

研究過程發現本研究議題，未來可再進一步探究之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綜合上述各項調查結果，歸納研究結論如下： 

一、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多由圖書館學會或專責圖書館主導修訂，內容以作業規

劃以及讀者服務事項為主。 

國外因應法規增訂要求或是配合無障礙服務的趨勢，多由圖書館學會或是國立專責

圖書館主導編訂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指引內容主要適用對象雖能兼顧各類型圖書

館，但仍以開放公眾使用之公共圖書館為主要推動對象。不同國家指引內容雖各有其偏

重的事項，然各國指引內容主要涵蓋：理念說明、作業規劃、經費保障、館藏資源、讀

者服務、設備設施要求以及推廣合作等事項，提供具體說明供圖書館從業人員參考。 

二、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宜考量各類型圖書館實務作業需求，其定位為指導各圖

書館推動業務之參考。 

    參酌美、英、澳等國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內容方向，係以提供圖書館實務工作

者，瞭解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與資源的必要參考資料，內容多屬知識性訊息與實用之

工作指導，定位偏向指導性原則規範，較無評估作業之量化要求，也有區分公共圖書館

層級陳述不同要求，俾於不同資源屬性之圖書館參閱使用。 

三、國外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由專責圖書館主導規劃並輔導各圖書館推動服務，出版界亦

配合法規支持身心障礙讀者需求。 

身心障礙者服務均設有專責圖書館統籌規劃全國服務網，對於特殊版本圖書資源之

製作，亦多半採用集中統籌規劃方式進行，各地方圖書館主要以專事提供當地身心障礙

讀者服務事項為主，遠距與宅配服務是減少身心障礙讀者出門不便的可行方式，所服務

之身心障礙讀者類型已由視障者擴及其他類型身心障礙讀者，出版界也關注身心障礙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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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權益，有特殊版本圖書資源之發行，可供圖書館採購，甚至提供專責圖書館電子檔，

備供轉製為特殊版本圖書資源。 

四、國內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以服務視障者為主，圖書館多設有專室提供專人

與閱讀設備，即使尚無專室設置，也能接受申請服務。 

因視障者無法直接閱讀常態館藏資源，故目前提供服務之圖書館主要關注視障服

務，雖然多數瞭解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範圍不專指視障者，但限於館藏與專業條件，目前

對於其他身心障礙讀者尚無法兼顧。更多的情形是雖無專室設置，但觀念上認同此項服

務理念，可接受身心障礙讀者申請服務。 

五、法規雖已規範服務對象，但圖書館認為由視障擴及聽障、學障以及感知著作困難者

範圍較大，國內目前服務資源與條件並不足。 

原本圖書館對於服務視障者即無法普及，因應法規修訂，需擴大及於其他閱讀障礙

者。不只資源不夠、人力不足，且圖書館尚未建立相關知識與理念，原有館藏與讀者服

務事項規劃，均以視障讀者為主要考量，對於聽障與學習障礙者，所知有限。因此，希

望專責圖書館能統一規劃或是編訂作業指引方式，降低圖書館因應改變的困難。 

六、特殊資源館藏以有聲書最多，除視障資源外，其他類型館藏尚未受到重視；館藏來

源以自行轉製為大宗，但轉製費時且電子檔取得不易。 

特殊版本館藏以點字書、錄音帶有聲書、MP3 有聲書以及雙視圖書較為普及，電

子點字書及 DAISY 有聲書，僅少數圖書館典藏。每年新增館藏量，依各館採購經費分

配量及製作產出量而定。館藏類型以視障資源為主，其他障礙類型讀者之特殊需求尚未

受到關注。特殊版本館藏資源取得管道，包括：自行製作、採購以及贈送等，自行製作

是主要來源管道，點字書大多由圖書館自行製作，經取得出版社圖書電子檔後，可即時

轉檔、校對及加工製作，如無法取得電子檔則益加曠日廢時。有聲書館藏，可在館內自

行錄製，數量相對容易增加。雙視圖書可在繪本貼上點字膠膜，也是近年成長較多的館

藏。 

七、特殊館藏資源編目與常態圖書相同，但於編目紀錄加上資料類型區辨；館藏檢索可

於公用目錄查詢，但另有紙本點字目錄或是特殊館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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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館藏資源來自常態圖書轉製，館藏資源編目與一般圖書相同，但在館藏目錄加

上資源類型，以識別其為特殊版本館藏，上架陳列則於索書號加上特藏號，便於專室閱

覽。特殊館藏目錄查詢方式可於館藏公用目錄與常態館藏一起檢索，如公用目錄介面符

合無障礙網頁要求，身心障礙讀者可直接在公用目錄查詢，但是有些圖書館會再將館藏

特殊資源書目定期從館藏系統轉出，匯入視障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提供不只一館之特殊

版本館藏資源查詢。 

八、館藏資源徵集缺乏持續經費支持且人力不足，轉製過程亦有電子檔取得不易問題。 

在特殊館藏資源徵集方面，受訪意見多數圍繞在經費與人力不足問題，人力問題

以專業人力欠缺、人手不足，導致轉製速度慢，最為嚴重；再者，資料轉製過程，也遭

遇電子檔取得不易、授權限制、整檔與轉檔格式分歧等各種作業瓶頸，甚至各館視障資

源重複製作，造成人力與資源重複浪費。 

九、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能考量不用到館提供服務方式，對於館藏借閱

與諮詢服務均可線上進行或是免費寄送資料，有各項研習與交流活動推廣，但數位

資源與行動閱覽服務受到使用者肯定。 

圖書館均能提供特殊版本圖書借閱，也提供資料免費寄送服務，方便不利到館或

外縣市讀者，利用館藏資源。許多圖書館都有開設各項研習班，包括：電腦或閱讀輔具

使用、語言學習、才藝班、法規常識等主題，也有圖書館在網站上設置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專區，提供數位資源與相關網站連結，或是將館藏或演講轉為數位形式提供線上服

務，圖書館也開發手機 APP，使身心障礙讀者可透過手機下載館藏數位資訊。 

十、圖書館建築儘量符合無障礙空間要求，雖難以一蹴可幾，但多有逐年改善計畫，閱

覽專室則備有閱讀設備。 

圖書館屬公共建築必須儘量符合無障礙設計，通常能符合無障礙坡道、無障礙廁

所、無障礙電梯、專用停車位等一般公共建物要求，現況尚未符合者，也意識到必須逐

年提列改善計畫。已提供服務之圖書館多採設置專室閱覽服務，較不會有操作閱讀輔具

聲音干擾他人情形，並配置專人提供諮詢，讓身心障礙讀者感受服務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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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面臨無法掌握讀者需求、人員缺乏專業訓練、館

藏借閱對象限制等問題。 

圖書館認為對身心障礙讀者需求瞭解不足，也缺乏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訓練，致

使館員操作閱讀輔助設備遭遇困難，更難以解決讀者使用館藏資源問題，需要相關訓練

課程或專業指導，讓第一線服務人員具備專業能力。加上目前身權法規範的身心障礙範

圍太廣，囿於特殊館藏轉製授權使用對象，圖書館很難認定身心障礙讀者身份，面對借

閱特殊版本館藏權利的爭議，圖書館備受壓力。 

十二、圖書館認為加強館員教育訓練、改善圖書館空間設施以及建立資源中心是首要工

作，制訂工作指引並加強觀念宣導是未來發展任務。 

圖書館認為服務首要在於人員態度與認知，加強館員專業教育訓練並改善空間環境設

施很重要，且有鑑於特殊館藏資源製作耗時費力，若能設立地區資源中心，可降低館藏

資源建置問題。受訪圖書館皆認為適值工作推展階段，觀念宣導與制訂工作指引有其必要

性，圖書館需要強化服務理念，如有實務工作指引可供圖書館作業規劃參考。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結論，擬具建議事項如下： 

一、責成縣市公共圖書館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業務，中央專責圖書館進行定期輔導訪

視。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需要建置館藏與服務專業，可先由縣市級公共圖書館優先提供，

中央專責圖書館則進行輔導訪視，協助各地方縣市級圖書館建立典範，並由縣市級圖書

館推動各地方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理念與服務據點的延伸。此外，中央專責圖書館應負

責強化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觀念的宣導，使社會大眾瞭解圖書館所提供之資源與服

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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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版本圖書資源轉製採集中作業模式，發展全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合作圖書館聯盟。 

圖書館期望專責圖書館可協助取得圖書資訊內容文字電子檔，並統一轉製特殊版本圖

書資源，以合作館藏資源分享方式，提供線上閱覽或是館際資料申請寄送服務。特殊版本

圖書轉製所費不貲，與其讓各圖書館零星採購或轉製，不如由專責統一機構集中資源發

展，各館則藉由網路分享館藏資源。專責圖書館可以集中經費投注資源轉製與資源整合

工作，發展區域服務中心，先輔導地方縣市級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並做為各地

服務的據點，讓中央與地方分層負責，建立臺灣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合作圖書館聯盟。 

三、圖書館規劃課程，培訓第一線館員或志工具備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能力。 

圖書館咸感受到圖書館工作人員或志工需具備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知能的迫切性，可

藉由請益身心障礙讀者或是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表參與教育訓練課程設計，使圖書館提

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人員具備專業知能，圖書館應逐步發展能提供手語服務、閱讀指

導、電話服務或輔具使用引導等事項。 

四、圖書館善用網路提供線上服務，降低身心障礙讀者取用資訊的交通問題。 

因身心障礙者行動較為不便，圖書館應儘量善用網路提供圖書資訊數位服務，專責

圖書館致力於整合性服務平臺之建置，提供身心障礙讀者圖書資訊之單一查詢入口。整

合性書目平臺不僅提供書目查詢，進而鼓勵館藏合作機構授權開放上傳資訊之全文閱

覽。圖書資訊聯合線上服務由專責圖書館統籌規劃，各館則使用系統資源，並專注社區

讀者服務事項經營與資訊傳送服務。此外，為保障身心障礙讀者利用網路資源的可及

性，應提升公共圖書館無障礙網路檢測通過率，以維護身心障礙讀者取用資訊的權益。 

五、圖書館依循著作權法履行特殊版本授權使用對象限制，惟其身份認定須有作業彈性。 

圖書館特殊版本館藏資源不需要限制障礙類型與障礙程度才能使用，例如低視能讀

者，未必有身心障礙手冊，但卻有閱讀特殊版本圖書之需求，圖書館應該採包容態度，

對於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之轉製著作，必須依循著作權法對於授權使用對象的限制，但對

於來自採購且不違反出版社授權範圍下，可提供所有需要服務的讀者，使用資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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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囿於時間與人力有限，省思本研究尚有不足，部分問題仍未深入探討，為使日後

其他研究者進行相關議題之研究更臻完善，提出以下進一步研究建議如下： 

一、 圖書館網頁無障礙設計調查研究 

前述問卷調查回覆的圖書館中有 52.6%的圖書館完全不符合無障礙網頁設計，值此

數位資訊時代，身心障礙者對於數位資源之使用需求殷切，未來可進一步採較全面性調

查，瞭解圖書館網頁符合無障礙設計程度，並瞭解圖書館無法符合的原因，再者，除了

圖書館網站，為數不少之圖書館資訊檢索系統，其符合無障礙設計之比例究竟如何？頗

值得探究，以瞭解數位圖書館服務對於身心障礙者提供服務之程度，期許有助於圖書館

改善數位資訊服務方式之參考。 

二、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使用研究 

前述問卷調查顯示特殊版本館藏平均使用情形並不高，如以全國視覺障礙者 57,102

人、聽覺障礙者 122,988 人、肢體障礙者 378,448 人（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5），總

計 558,538 人之身心障礙族群，與目前圖書館一年服務人數統計僅 18,561 人相比，目前

服務之身心障礙人口僅占 3.3%的比例。顯然身心障礙族群對於圖書館資源使用比例極

低，建議後續可進一步瞭解身心障礙族群鮮少使用圖書館的原因，可進一步針對身心障

礙之潛在讀者，探討其取用資訊的管道及其資訊需求，提供圖書館發展並改善身心障礙

服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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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深度訪談問題陳述與大綱（有提供服務者）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因應 2014 年 6 月 4 日修正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

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利用現代化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

規劃、整合及典藏，以可接觸之數位格式提供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其他特

定身心障礙者之運用。前項受指定之圖書館，對於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前項其他特定身心

障礙者提出需求之圖書資源，應優先提供。第一項規劃、整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

及所需費用補助等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該條文修正，擴大圖書館身心障

礙讀者範圍，除原有之視覺功能障礙者外，更及於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

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其後，教育部並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之專責圖書館。 

另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圖書館法》第 9 條增訂第 2 項，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就圖書館辦理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身心障礙讀者之圖書資訊特

殊版本之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等事項訂定相關辦法，俾利執行。 

為配合《圖書館法》部分條文之修正，並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

之 1 推動身心障礙者利用數位化圖書資源之意旨，圖書館必須推動視覺功能障礙者、學

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之圖書資訊服務。為促

進臺灣地區各圖書館因應此一平等服務法規之要求，國立臺灣圖書館擬規劃訂定《圖書

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簡稱服務指引），提供圖書館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

規劃之參考。 

基於前述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趨勢之要求，本研究試圖蒐集瞭解圖書館目

前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現況及其對於研訂此一服務指引之需求與意見。 

感謝您同意接受訪談，以下訪談過程中，您有任何疑問可隨時提出，或對於問題牽

扯到隱私、忌諱等，也可提出不回答，希望訪談能以輕鬆愉快的模式進行。所有訪談資

料最終將彙整為整體性分析，因此不會指明個人的訪談內容，請放心。另為便於訪談文

字稿的整理，請同意我們採全程錄音，以便於事後資料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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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基本資料 1. 請問您負責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已有多久時間？主

要的業務內容為何？ 

身心障礙讀者技

術服務 

2. 請問貴館有那些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料類型及其內容

概要？此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藏資源的取得管道？ 

3. 請問貴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源如何進行編目整

理？提供目錄查詢之方式為何？ 

4. 請問貴館認為針對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源徵集與整理

方面最大的困難為何？希望取得那些協助？ 

身心障礙讀者館藏

服務 

5. 請簡要說明貴館目前提供那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

項？其中您認為最具特色（或成效）的服務事項為何？ 

6. 請問貴館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源使用情形為何？數位

形式之特殊館藏資源利用情形為何？身心障礙讀者的

使用反映？ 

7. 請問貴館讀者服務空間與設備符合身心障礙讀者需求

的情況？有那些設備與無障礙設計？ 

8. 請問貴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最大的困難為

何？希望取得那些協助？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工作規劃與合作 

9. 請問貴館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是否曾與其他機構（團

體）有合作的經驗？曾經合作過那些事項？ 

10. 請問貴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是否有年度或未

來的工作計畫？您認為那些工作事項最迫切？ 

11. 針對貴館未來期許推動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您

希望專責圖書館的角色與協助為何？ 

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指引建議 

12. 請問您認為由專責圖書館研訂並提供一份圖書館身心

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的必要性？您認為此服務指引需要

提供那些內容事項？ 

13. 請問您對於國內推動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整體

看法或建議？ 

訪談到此，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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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深度訪談問題陳述與大綱（未提供服務者）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因應 2014 年 6 月 4 日修正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

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利用現代化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

規劃、整合及典藏，以可接觸之數位格式提供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其他特

定身心障礙者之運用。前項受指定之圖書館，對於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前項其他特定身心

障礙者提出需求之圖書資源，應優先提供。第一項規劃、整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

及所需費用補助等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該條文修正，擴大圖書館身心障

礙讀者範圍，除原有之視覺功能障礙者外，更及於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

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其後，教育部並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之專責圖書館。 

另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圖書館法》第 9 條增訂第 2 項，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就圖書館辦理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身心障礙讀者之圖書資訊特

殊版本之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等事項訂定相關辦法，俾利執行。 

為配合《圖書館法》部分條文之修正，並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

之 1 推動身心障礙者利用數位化圖書資源之意旨，圖書館必須推動視覺功能障礙者、學

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之圖書資訊服務。為促

進臺灣地區各圖書館因應此一平等服務法規之要求，國立臺灣圖書館擬規劃制訂《圖書

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簡稱服務指引），提供圖書館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

規劃之參考。 

基於前述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趨勢之要求，本研究試圖蒐集瞭解圖書館目

前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現況及其對於研訂此一服務指引之需求與意見。 

感謝您同意接受訪談，以下訪談過程中，您有任何疑問可隨時提出，或對於問題牽

扯到隱私、忌諱等，也可提出不回答，希望訪談能以輕鬆愉快的模式進行。所有訪談資

料最終將彙整為整體性分析，因此不會指明個人的訪談內容，請放心。另為便於訪談文

字稿的整理，請同意我們採全程錄音，以便於事後資料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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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基本資料 1. 請問您參與圖書館工作已有多久時間？主要的業務內

容為何？ 

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條件 

2. 請問貴館雖尚無專室提供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與服務，但

館藏有否相關圖書資源（如：點字書、錄音資料、大字

體書等）？ 

3. 請問貴館讀者服務空間有否符合無障礙設計？有那些

無障礙空間條件與設備？ 

4. 請問貴館認為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最大的困難

為何？希望取得那些協助？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工作規劃 

5. 請問貴館是否曾配合參與過身心障礙者服務活動？是

否曾與其他機構（團體）有合作的經驗？曾經合作過那

些事項？ 

6. 請問貴館未來是否會考量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

作？您認為那些工作事項最迫切？ 

7. 貴館對於規劃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您希望專責

圖書館的角色與協助為何？ 

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指引建議 

8. 請問您認為由專責圖書館研訂並提供一份圖書館身心

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的必要性？您認為此服務指引需要

提供那些內容事項？ 

9. 請問您對於國內推動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整體

看法或建議？ 

訪談到此，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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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問卷調查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感謝您撥冗協助填寫本問卷。為因應《圖書館法》第 9 條以及《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修正，需要瞭解臺灣地區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資源與工作概

況。本調查係因接受國立臺灣圖書館之委託，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進行圖書館意見調

查，期許調查結果可提供國內圖書館規劃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之參考。 

本問卷所稱之「身心障礙讀者」根據《圖書館法》第九條係指「視覺、聽覺、學習

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稱之「身心障礙讀者」為「視

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所

指對象相同。「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指專供特殊讀者直接或運用輔助設備可接觸之文字、

聲音、圖像、影像或其他圖書資訊無障礙版本。 

此份問卷所有填答資料，僅供本次研究統計分析之用，不會公開個別資料，請您

放心填答，本研究需要您賜予寶貴意見，並鼎力相助，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順頌 

時棋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副教授  林巧敏 敬上 

cmlin@nccu.edu.tw 

0919188060 

研究助理  陳慧娉 

0988248765 

 

一、受訪圖書館基本資料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答者姓名： 職稱：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填答者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營運管理現況 

1.貴館是否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有，續答第 2 題至 24 題     

□無，請跳至第 19 題 

 

2.貴館目前提供服務之身心障礙讀者類型：（可複選） 

□視覺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 

□學習障礙者 

□閱讀困難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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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請說明（如：精神障礙、腦麻等）：_________________。 

 

3.貴館負責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業務現有人力：（可複選，如為兼任，人數請折半計算。

例如：約聘僱人員 1 名負責，但該人員尚負責其他工作，人數請填 0.5，餘此類推。） 

□正式編制行政人員 _______人 

□教育任用條例人員 _______人 

□約聘僱人員 _______人 

□臨時人員（含工讀生） _______人 

□志工      _______人 

□其他（請敘明：）      _______人 

 

4.貴館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經費來源與數額：（可複選） 

□編列年度預算，2014 年支用金額業務費＿         元，設備費_________元 

□未編列預算，視實際需要自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政府相關單位專案或專款補助（如教育部、教育處/局、社會處/局等） 

□民間團體、協會或基金會資助 

□民眾捐贈 

□其他，請說明： 

 

5.以 2014 年館務統計為例，貴館服務之身心障礙讀者人數：  

身心障礙讀者類型 辦證人數 服務人數 

□視覺障礙者 _______人 _______人 

□聽覺障礙者 _______人 _______人 

□學習障礙者 _______人 _______人 

□閱讀困難障礙 _______人 _______人 

□其他，請說明類型______________ _______人 _______人 

 

6.貴館是否有因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之年度工作計畫或長程發展計畫： 

□有年度工作計畫 內容包括：（可複選） 

□館藏發展  □讀者服務  □行銷推廣  □環境設施改善  □

人員培訓 

□有中程發展計畫 內容包括：（可複選） 

□館藏發展  □讀者服務  □行銷推廣  □環境設施改善  □

人員培訓 

□無  

 

三、圖書資訊特殊版本館藏資源 

7.貴館是否有特殊版本館藏之館藏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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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列於本館整體館藏發展政策內容中 

□有，另有獨立之身心障礙讀者館藏發展政策 

□無 

8.貴館每年特殊版本館藏資源成長數量：（請根據近三年平均數量估算） 

□近三年館藏量全無新增         □每年平均增加 1－500 種 

□每年平均增加 501－1000 種     □每年平均增加 1001－1500 種 

□每年平均增加 1501－2000 種    □每年平均增加 2001－2500 種 

□每年平均增加 2501－3000 種    □每年平均增加 3000 種以上 

 

9.貴館特殊版本館藏資源徵集來源及其所占比例：（可複選，如無法統計數量，可僅填

寫比例）  

徵集來源 館藏數量 占整體館藏比例 

□採購 ___________冊 約占館藏比例＿＿＿％ 

□自行製作 ___________冊 約占館藏比例＿＿＿％ 

□委託製作 ___________冊 約占館藏比例＿＿＿％ 

□取得授權複製 ___________冊 約占館藏比例＿＿＿％ 

□贈送 ___________冊 約占館藏比例＿＿＿％ 

□其他，如：_________ ___________冊 約占館藏比例＿＿＿％ 

 

10.貴館目前特殊版本館藏資源之媒體類型與數量： 

媒體類型 館藏數量 

□紙本點字書（含雜誌） ___________冊 

□數位點字書（含雜誌） ___________冊 

□雙視圖書（含雜誌） ___________冊 

□大字體書（含雜誌） ___________冊 

□立體觸覺圖書 ___________冊 

□類比有聲書（錄音帶） ___________件 

□數位有聲書（DAISY、MP3） ___________件 

□口述影像影片（DVS） ___________件 

□加註字幕/手語的影片（Video/DVD） ___________件 

□版面可編排與標示之電子書   ___________件 

□字彙量少、圖解豐富之特殊文本（學習與閱讀障礙用） ___________件 

□其他，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件 

 

11.貴館在特殊版本館藏資源徵集工作遭遇那些困難？（請依困難程度標示 1,2,3,…） 

□轉製資源之電子檔取得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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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轉製無法取得授權 

□採購與製作經費不足 

□缺乏特殊版本資源處理專業 

□對於身心障礙讀者需求認識不足 

□其他，請說明： 

 

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情形 

12.貴館特殊版本館藏資源提供下列那些檢索方式：（可複選） 

□特殊館藏紙本目錄 

□特殊館藏點字目錄 

□特殊館藏線上公用目錄（透過軟體及輔具可供身心障礙讀者讀取） 

□特殊館藏光碟目錄 

□併入一般館藏公用目錄 

□完全未製作目錄可供查詢 

□其他，請說明： 

 

13.貴館 2014 年特殊版本館藏資源使用情形：（含數位形式資源線上借閱量） 

館藏資源類型 借閱人次與館藏量 

□紙本點字書（含雜誌） ______人次 ______冊 

□數位點字書（含雜誌） ______人次 ______冊 

□雙視圖書（含雜誌） ______人次 ______冊 

□大字體書（含雜誌） ______人次 ______冊 

□立體觸覺圖書 ______人次 ______冊 

□類比有聲書（錄音帶） ______人次 ______件 

□數位有聲書（DAISY、MP3） ______人次 ______件 

□口述影像影片（DVS） ______人次 ______件 

□加註字幕/手語的影片（Video/DVD） ______人次 ______件 

□版面可編排與標示之電子書 ______人次 ______件 

□字彙量少、圖解豐富之特殊文本（學習與閱讀障礙用） ______人次 ______件 

□其他，請敘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人次 ______件 

 

14.貴館網頁是否為無障礙網頁設計： 

□有，請勾選通過無障礙網頁規範等級：□A 級 □AA 級 □AAA 級 

□無 

 

15.貴館是否設有身心障礙讀者專用閱覽區： 

□有，請問空間大小約______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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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貴館建築設備符合無障礙空間情形： 

□已符合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部分符合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請說明符合項目（如：電梯、殘障坡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未符合 

 

17.貴館目前有哪些設備提供身心障礙讀者使用：（可複選）  

□盲用電腦及其輔具（如點字觸摸顯示器等） 

□擴視機（文字放大設備） 

□放大鏡（手持或照明式） 

□錄放音機 

□DAISY 播放器 

□放大列印設備 

□語音輸出設備 

□閱讀架 

□聲音增幅機 

□觸控式螢幕 

□其他，請說明： 

 

18.貴館目前提供哪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可複選） 

□資料居家宅配或郵寄服務 

□以電話、email、傳真等辦理借閱相關服務 

□提供多種管道參考諮詢服務 

□設置電子圖書館提供線上閱讀或下載內容 

□有聲書或點字書客製服務 

□讀報或朗讀服務 

□講演類活動手語服務 

□口述影像播映活動 

□即時聽打服務 

□閱讀障礙陪讀或相關輔助服務 

□出借閱讀輔助設備 

□建置身心障礙讀者需求主題資源網站 

□其他，請說明： 

 

五、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意見與建議 

19.您認為貴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遭遇的困難：（請依重要程度標示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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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不足 

□欠缺專業人力 

□館藏資源不足 

□輔助設施與資訊設備不足 

□其他，請說明： 

 

20.貴館期許與中央專責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合作發展那些事項：（請依需求程度

標示 1,2,3…） 

□辦理館際互借 

□合作建置特殊版本館藏資源 

□合作辦理推廣活動 

□進行專業人才培訓 

□輔導各館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業務 

□其他，請說明： 

 

21.您認為國內圖書館界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應優先進行之事項：（可複選） 

□建置國家級特殊版本館藏資源典藏中心 

□建置特殊版本館藏資源聯合目錄 

□加強與身心障礙相關機構合作事宜 

□訂定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營運標準與規範 

□制訂工作手冊或工作指引 

□優先解決圖書資源轉製特殊版本的授權問題 

□辦理圖書館員專業培訓課程提升服務知能 

□其他，請說明： 

 

22.您認為如果由中央專責圖書館訂定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對於各館實務推動是否有

助：  

□是，期許此一指引內容取向為：□實務操作指導  □作業評估指標 

□否，不需要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貴館目前尚未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服務對象身心障礙讀者人口少，未考量納入服務對象 

□不知如何規劃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經費不足 

□缺乏專業人力 

□館舍空間條件不夠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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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貴館未來是否有進行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規劃的意願： 

□是 

□否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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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一場學者專家座談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2015 年 7 月 27 日 （一） 10:00 ～12:00 

二、會議地點：國家圖書館 188 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 

主持人：林巧敏副教授 

各界與會人員： 

汪育儒（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章忠信（大葉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廖華芳（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會理事長） 

薛理桂（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藍介洲（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秘書長） 

助理：陳慧娉 

四、記錄：王琪寬 

 

五、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有關「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研究（草案）」內容（詳如附件），提議

討論。 

討論說明： 

林巧敏教授 

1. 本指引名稱呼應法規採用「身心障礙者」為題名，但指引說明內容係回歸《圖

書館法》用語，以「身心障礙讀者」統稱對於感知著作有困難之讀者，特殊

係指其閱讀需求特殊，而非身份有特殊之別。 

2. 本指引所稱身心障礙服務對象係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與《圖書館

法》規範，將範圍界定為：視覺障礙者、聽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以及閱讀

障礙者，另兼顧考量公共建築環境要求，兼及肢體障礙者。 

3. 本研究後續將進行各圖書館無障礙服務調查，採問卷與深度訪談兩種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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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要調查內容希望瞭解各館目前提供之特殊文本閱讀資源以及讀者服務

方式，同時藉此機會與館員進行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意見交換。目前已進行之

訪談，發現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之館藏資源與環境設施固然是重點工

作，但是對於館員的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能力培訓益加重要。 

討論建議： 

（一）汪育儒專員 

1. 在和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溝通接洽時，最擔心的是其機構層級與空間經費條

件負擔的責任，建議各圖書館應該針對服務社區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規

劃，並展開至少五年的評估調查，可親至服務館所，瞭解地方資源條件、身心

障礙讀者的人口結構與個別服務方式，鼓勵各地方館設置一所專責地方圖書館

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最後再由中央專責圖書館在一定期限內進行總體的評

鑑，並進行各圖書館業務層面上的輔助。 

2. 圖書館宜培訓至少一位圖書館工作人員或志工，能瞭解閱讀輔具的使用方式，

且對於視障讀者宜提供專人引導服務，對於不同閱讀障礙讀者可設置專室提供

閱讀指導。 

3. 現行館藏資源（如：點字書、有聲書、雙視圖書、大字書等）對於不同閱讀障

礙之身心障礙讀者的幫助程度不同，請考量針對不同身心障礙讀者類型，列舉

適用之圖書資源。 

（二）章忠信教授 

1. 唯恐未來此份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之執行與推動力不足，建議中華

民國圖書館學會可以考慮與教育部結合，提高此份指引之執行力。 

2. 指引之內文與規定需先考慮到圖書館法的規範，身心障礙讀者類型亦以圖書

館法所指為限，以防混淆情形產生。同時，本指引可搭配相關法規條文內容

檢視是否有遺漏之處，以消弭法規與指引內容有否衝突之疑慮。 

（三）廖華芳理事長 

1. 圖書館人員內部分工細緻，櫃臺工作與編目人員之工作內容與服務對象也有

極大差異，因此在指引內容研訂方面，可能需要依工作性質之不同，製作出

兩個版本的指引，以供圖書館不同業務職掌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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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專責圖書館宜定期輔導訪視各圖書館業務狀況，以防各館實施成效不彰

之情況。 

（四）薛理桂教授 

1. 臺灣圖書館作為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專責圖書館一事，並不為社會大眾所熟

知，甚至是有許多專業人士也不見得完全瞭解各地圖書館之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事項，建議未來在行銷方面仍需加強論述。 

2. 目前多數較具有規模之圖書館皆有鋪設導盲磚，方便身心障礙讀者進入圖書

館，國外有聲音導盲裝置，是否可廣泛適用各圖書館，可考量在指引內容提

醒。 

3. 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應善用網路服務方式，降低身心障礙讀者到館交通問

題，圖書館可以借助網路資源與搜尋引擎功能，提升讀者取用資料之方便性。 

（五）藍介洲秘書長 

1. 關於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研究，除了使命與任務、作業規劃、人員

培訓之外，還需著眼於設施與設備上的規範，包含各種閱讀輔具的購置、無

障礙設施是否符合內政部訂定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及設備的

定期維護，都需列在考量範圍中。但是無障礙之輔助設備基本上非常昂貴，

且使用率低，比起盲用電腦的購買，更希望地方圖書館能將經費花在館員的

教育訓練上，輔具的部分則可以交給專責圖書館購買，亦即由地方提供專業

服務，館藏資源與設備由中央建置，可使各地方圖書館在面對身心障礙讀者

時不會無所適從。 

2.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在制訂指引時，身心障礙服務相關機構名錄可以加入，

以減少各類型身心障礙使用者以及各地圖書館實施找尋資源的困難。網站資

訊的呈現方式，可參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提供之

技術。除依循上述無障礙網頁設計並經檢測通過外，可加強考量對於身心障

礙讀者較友善之網頁設計方式。 

3. 專責圖書館應負責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意指視覺障礙、聽覺障礙、閱讀障礙、

肢體障礙讀者）服務相關培訓課程，並有身心障礙讀者或身心障礙服務團體

代表參與教育訓練的課程設計，其他各圖書館宜選送人員參與課程，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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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參與訓練成果，較具規模的圖書館應該有專人精通手語，提供螢幕電話

或到館服務。館員須瞭解輔具的使用方法，方可服務身心障礙讀者之需求。 

 

六、決議事項 

（一） 為了進行更多的討論和意見徵集，本研究預計辦理兩場學者專家座談，邀請圖

書資訊學者、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表以及圖書館實務專家提供修正意見。 

（二） 為徵求各圖書館對於本指引草案之修正意見，將於 9 月陸續規劃辦理北、中、

南三場焦點座談會，邀集圖書館實務工作者以及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表參與討

論。 

（三） 本研究將會參考《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事項之要求，逐一比對本指引內容是否有所遺漏，並藉由訪談方式，瞭解目

前已提供服務之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者服務的成效與意見。 

（四） 指教意見提及定期進行圖書館業務輔導部分將納入修正，以協助館員更加瞭解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需求與作業方式。 

（五） 本指引為實務作業指導參考，並非法規命令之授權，其目的在於協助各圖書館

促進此一服務理念的落實，所以指引內容基本上是以通用性指導為原則，其餘

各項具體修正建議，將於本次會議後，配合調整文字內容。 

 

七、散會（上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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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二場學者專家座談會議紀錄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研究」 

學者專家座談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2015 年 7 月 29 日 （三） 10:00 ～12:00 

二、會議地點：國家圖書館 188 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 

主持人：林巧敏副教授 

各界與會人員： 

宋雪芳（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兼館長） 

洪錫銘（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執行秘書） 

洪世昌（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劉永寧（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理事長） 

唐連成（新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謝邦俊（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董事長） 

助理：陳慧娉 

四、記錄：陳慧娉 

 

五、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有關「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草案）」內容（詳如附件），提請討論 

討論說明： 

林巧敏教授 

本次為第二場學者專家座談，針對前次會議討論之修正建議，已於本次會議資料

中，重新修正並標示紅色字體處，請學者參閱，但本次會議仍可針對前次版本提供意見。 

討論建議： 

（一）謝邦俊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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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有兩本關於視障服務的圖書，可列為參考書目提供圖書館參考，如市面難

以取得，可向愛盲基金會索贈。 

（1） 築島籤次著、林弘娟譯（2012）。低視能照護：以認識視覺障礙與提

升照護品質為目標。臺北市：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ISBN：

9789868817623） 

（2） Dr. Amanda Hall Lueck、林弘娟譯（2012）。功能性視覺：實務工作者

評估與介入指引。臺北市：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ISBN：

9789868817616） 

2. 頁 34（2）建議增加語言導覽，因臺灣低視能視覺障礙者約有 140 萬人，顏色反

差要大。 

3. 指引是提供圖書館員使用，並非給身心障礙者使用，建議「身心障礙者」一詞

可採用圖書館慣用的「特殊讀者」詞彙。 

（二）洪錫銘執行秘書 

1. 未來老年人口增加，視力退化問題會越來越多，圖書館館藏資料不僅是考量先

天視障者，對於低視能的老年族群的服務可能更為迫切。 

2. 頁 31 專責圖書館可以先從館藏資料與設備的宣傳著手，讓一般讀者也瞭解專責

圖書館的角色，在年度規劃方面，建議與身心障礙團體合作，可以辦理體驗活

動，擴大社會大眾對於圖書館特殊讀者服務的認知。 

3. 3.1 的名詞解釋，說明圖書館採用「特殊讀者」一詞的意義，避免身心障礙團體

對於「特殊」一詞的誤解。 

（三）洪世昌館長 

1. 頁 5，「圖書館為了履行特殊讀者服務職責，必須與各級政府身心障礙服務機構

與團體合作」，各級政府所指為何，用語應該更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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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頁 10，「圖書館特殊讀者規劃工作應採納社區身心障礙服務團體成員與代表的

意見，圖書館之讀者服務諮詢委員會或圖書館委員會應包括身心障礙者或相關

團體代表」，所稱「讀者服務諮詢委員會或圖書館委員會」是否所有圖書館有

此組織，建議用語修正。 

3. 頁 11，「圖書館作業規劃應致力於促進圖書資源符合特殊讀者取用資訊的格式

標準，並與社區組織或機構、消費團體、醫院或診所合作，擴大服務據點」，

消費團體一詞，非圖書館用語，請修正。 

4. 「轉置服務」應統一修正為「轉製服務」。 

5. 「特殊版本圖書資源」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用語應該統一。 

6. 頁 16，提及「董事會」，臺灣的圖書館比較沒有這樣的組織，應刪除。 

7. 頁 17，所稱圖書館規模大、小，是否有具體界定，否則很難依循。 

8. 頁 18，有關員工訓練計畫的期限，對於新進人員聘用後 6 個月內實施，實務上

有困難，6 個月要熟悉一般業務就已經很難，建議調整時限。 

9. 頁 19，在 6.4（4）中提及「政府機關相關法規」，所指法規為何，應詳細明列。 

10. 頁 24，「地方讀者推薦資源應在一定期限內承諾提供（例如：個別推薦資料

至少在 6 個月內設法提供特殊版本格式）」，此部分是否應依圖書館能力自己訂

定。 

11. 頁 29，對於「各圖書館可根據館際互借政策訂定相關借閱規定，資料借閱和

借期展延規定宜有彈性」之文字不妥，建議修正。 

12. 頁 39，對於獎學金之設置，不是圖書館必要的工作事項，請刪除。 

（四）劉永寧理事長 

1. 7.2.2 閱讀障礙者，建議改為學習障礙。 

2. 頁 22，「閱讀障礙讀者之圖書資源格式通常與視覺障礙讀者相近」，此說法應

修正，反而是閱讀障礙和學習障礙經常會被混淆，學習障礙者更需要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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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次修法多了學習障礙，但學習障礙有很多類型，閱讀障礙也是一種學習障

礙，建議不要寫閱讀障礙，只寫學習障礙就好。 

4. 圖書館服務不要規定要有什麼證明，才能使用特殊館藏資源，應該是儘量服務

讀者的角度，讓特殊館藏發揮最大效益。 

5. 頁 22，建議各類館藏資源不要限制是那種類別的障礙才可以使用。 

（五）唐連成館長 

1. 頁 35，11.4.2 入口寬度應該不只考慮讓輪椅進入；若只留輪椅寬度，一般讀者

即無法通過，應至少採 110-120cm，除輪椅進入外，可同時讓一般讀者通過。 

2. 頁 36，11.4.4 洗手間位置應有清楚圖形指標；並加上顏色識別、符碼輔助。 

3. 頁 36，11.4.4 請加上適當輔具等用語，以協助坐輪椅讀者換坐至馬桶。 

4. 頁 36，11.4.4 洗手臺及鏡子，請加上相關設施高度須適當。 

5. 頁 36，11.4.5 此部份可參考通用條例。 

6. 頁 37，11.4.6 （6）規定書架應允許輪椅高度可取用，但實務上很困難，只適

合可用輔具的身心障礙者，可能在某區或全館用低書架，但館藏量高時很困難。 

7. 通用設計是公共建築空間未來發展，目前雖尚未完成立法要求，但提供資料請

研究團隊參考。 

（六）宋雪芳教授 

1. 頁 7，建議使用特殊讀者，以與圖書館法採用名詞一致。 

2. 4.2.1.1 提及短、中、長程計畫，但對國內圖書館現況有問題，一般圖書館只有

年度計畫，是否區分為專責圖書館訂定中長程計畫，而縣市級圖書館為年度計

畫。 

六、決議事項 

（一）有關「身心障礙者」一詞，綜合兩次會議多數意見，統一修正改為「特殊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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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以與圖書館法用語一致。 

（二）所有對於本指引用語修正之建議，將配合修正。 

（三）空間通用設計理念，將於本指引提供文字說明，具體文字修正建議，亦將配合修

正。 

（四）對於閱讀障礙與學習障礙之認知，為協助圖書館瞭解，將於名詞用語解釋中，增

列此兩項用語解釋。 

（五）感謝所有專家指正，後續如有文字修正遺漏處，尚請各位專家不吝指正。 

 

七、散會（上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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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第一場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研究」 

北部焦點座談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2015 年 10 月 20 日 （二） 14:00 ～16:00 

二、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1 樓簡報室 

三、出席人員 

主持人：林巧敏副教授 

各界與會人員：詳如簽到單 

助理：王琪寬、陳慧娉 

四、記錄：王琪寬 

 

五、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有關「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研究（草案）」內容（詳如附件），焦點

座談討論。 

討論說明： 

林巧敏副教授 

1.本指引所稱身心障礙服務對象係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與《圖書館法》

規範，將範圍界定為：視覺障礙者、聽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閱讀障礙者，同

時兼及肢體障礙者，學習障礙者雖所指範圍較大，但本指引以圖書資源提供角度，

說明圖書館對於學習障礙者的協助。 

2.圖書館提供圖書全文內容的轉製，並非專責圖書館可單方面為之，實際上需要出

版社與政府法規的配合，出版社需要自願提供出版圖書之電子檔，而法規需要有

強制送存法源依據，加上著作權限制的鬆綁，才能將市面出版圖書同步轉為身心

障礙讀者可取用之資訊格式。 

討論建議： 

（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 

有鑑於聽障者與圖書館接觸時，最擔心的即為其外表與一般人並無二致，所以

一般館員難以據其外表判斷為需要特殊服務之聽障人士，建議圖書館可以培訓一位

瞭解手語的圖書館工作人員。 

（二）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 

因為智慧型手機的出現與網路的發達，視障人士對於資訊接收的方式，也已善

用手機作為收訊輔具。為使視障人士更容易進行圖書館資訊的查找，請圖書館服務

考量開發用於手機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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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1. 本指引內容並未參考日本的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請考量日本對於身心障礙者的

服務情況，增列適用之服務項目。 

2. 現行館藏資源（如：點字書、有聲書、雙視圖書、大字書等）對於視障或閱讀

障礙人士來說，仍有許多不方便之處，請增列 DAISY（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系統的引進，以方便身心障礙讀者進行文字與語言的轉換。 

（四）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指引之內文並無區分智障者的障別，然不同等級的智能障礙，所需要的服務也

大不相同，建議可以參考智障者家長總會依照北歐的身心障礙者服務狀況增列對於

智障服務內容，以幫助圖書館在了解智障者的級別與其所需的館藏資源與服務後，

提供智障者應用圖書資源。 

（五） 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 

過去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不甚了解，導致服務推動成效不彰，建議圖

書館需要善用網頁定時更新資訊，並符合無障礙網頁的標章規範。另本指引中可強

化對於空間設備的規範，提高本指引對於肢障讀者的服務。同時，也建議圖書館可

在網站上公布館舍無障礙設施平面圖，甚至邀請身心障礙團體入館檢視空間無礙程

度，以促進無障礙服務的提升。 

六、決議事項 

（一）關於無障礙網頁的要求，雖已於本指引讀者服務內容中有相關說明，但與會者建

議有強化必要，將獨立為一項標題增列說明之。 

（二）本指引參照之國外指引以語文別能識讀的英文為主，日本圖書館身心障礙者服務

內容，因國內已有圖書館文獻介紹，雖非本指引內容主要參考依據，但將納入本

研究期末報告介紹日本圖書館界提供服務的作法。 

（三）本指引各項內容雖未區分障別分述服務項目，但館藏資源（如：點字書、有聲書、

雙視圖書、大字書等）適用對象廣泛，且對於不同身心障礙人士均有相應設備與

專人服務的協助。 

（四）本研究將進行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資源現況調查，調查目的在於希望瞭解各

館目前提供特殊文本閱讀資源以及讀者服務現況，同時藉此機會與館員進行身心

障礙讀者服務意見交換。 

七、散會（下午 16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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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第二場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研究」 

中部焦點座談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2015 年 10 月 27 日 （二） 10:00 ～12:00 

二、會議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聽視障資訊中心多功能工作坊 

三、出席人員 

主持人：林巧敏副教授 

各界與會人員：詳如簽到單 

助理：王琪寬 

四、記錄：王琪寬 

 

五、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有關「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研究（草案）」內容（詳如附件），焦點

座談討論。 

討論說明： 

林巧敏副教授 

1. 國立臺灣圖書館於身權法修訂後成為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專責圖書館，為推動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採委託研究案方式研訂本指引內容。另為廣泛收集

各圖書館與身心障礙團體意見，特召開此次座談會議。 

2. 身權法所稱身心障礙者服務對象廣泛，圖書資訊服務以排除資訊取用障礙為

主，故本指引所稱服務對象以「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為主，回

歸《圖書館法》第 9 條第 2 項所稱之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

為範圍。 

 

討論建議： 

（一）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建議本指引對於培訓圖書館工作人員一節，可以有更詳細的規範，並請專責圖

書館能協助辦理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研習課程，協助館員充實專業知能。 

（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 進行學習障礙者的服務時，最擔心的是因為其障礙等級的不同，而未能給予相

對需求的服務，建議指引中可以解釋學習障礙讀者的障別，讓圖書館瞭解學習

障礙的類型。 

2. 考量身心障礙讀者因為行動不便等困難，無法親臨實體圖書館使用館藏資源與

設備，建議指引中要求圖書館提供電子書或相關電子資源，以幫助身心障礙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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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 

3. 身心障礙讀者的環境設備，並不一定只能提供身心障礙者取用，可考量在指引

中，有關環境設施一節，鼓勵通用設計的理念。 

（三）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雖然專責圖書館今年有開始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研習課程，但對不同圖書館

類型可能需要之培訓課程內容不盡相同，建議考量針對不同類型圖書館調整課程單

元設計內容。 

（四） 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1. 本指引內文已考量到不同障別的需求有不同的差異，除統一通則性指導事項

外，建議指引中有關讀者服務部分能依照不同障別劃分服務項目，避免認知混

淆發生。 

2. 由於聽障讀者對於手語資訊的接收能力遠大於聽打，因此希望能將即時聽打服

務，改為建議圖書館進行室內演講活動時，可以考量提供手語服務，並善用聽

覺輔具系統（如：聲場系統），以改善室內演講的音質。 

（五） 國立臺東大學 

通用性設備以臺東大學圖書館為例，館內設有性別友善廁所，除了可以擴充滿

足肢障人士的使用空間外，亦可以調整不同性別使用廁所空間的限制，建議可以在

指引中強化通用設計的論述。 

 

六、決議事項 

（一） 圖書館基於維護社區民眾資訊取用平等之權利，必須儘量符合提供服務社區民

眾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為使本指引草案內容更為周延適用，接下來將賡

續辦理南部焦點座談，會議邀請各圖書館實務工作者以及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代

表參與討論。 

（二） 為圖書館人員規劃之培訓課程，需要兼顧實務需求，因而課程設計需要納入身

心障礙團體與圖書館專家意見，設計較符合第一線工作人員實務需求的課程內

容。 

（三） 對於學習障礙讀者服務，因其對於文字理解較為困難，故需要輔以圖形指標進

行文字訊息的明示，有關圖示指標之運用將於內容適當處增列之。 

 

七、散會（上午 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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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第三場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研究」 

南部焦點座談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2015 年 11 月 3 日 （二） 10:00 ～11:50 

二、會議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 

三、出席人員 

主持人：林巧敏副教授 

各界與會人員：詳如簽到單 

助理：王琪寬 

四、記錄：王琪寬 

 

五、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有關「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研究（草案）」內容（詳如附件），焦點

座談討論。 

討論說明： 

林巧敏副教授 

1. 首先說明承續前兩次座談討論重點，有身心障礙團體建議圖書館對於資源轉製

的速度應大幅提升，另為考量身心障礙讀者對於文字資訊有接收之障礙，故希

望在空間設施方面宜有簡單清晰之圖示指標，標明圖書館樓層與配置分布。 

2. 本指引之宣導對象不以身心障礙讀者為限，同時也包含一般讀者，藉由文宣與

各項主題活動，讓一般大眾瞭解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的服務。 

討論建議： 

（一） 臺灣盲人福利協進會全國總會 

1. 在視障人士運用圖書館電子資源時，最擔心的即為無法完全接收資訊，建議各

圖書館應該針對視障讀者的需求，進行視障輔具的購買與建置（如：螢幕閱讀

器/螢幕報讀軟體），將圖形以及電腦介面的其他部分轉換成語音或點字。 

（二） 臺南市立圖書館 

1. 不少縣市層級的圖書館，已有報讀軟體的裝置，然而使用率偏低，身心障礙讀

者因為行動不便或是怕使用時引起其他讀者側目（如：讀書機/聽書機在應用

時，會發出一定程度的音量），寧可在家裡以自身習慣之設備，進行各類資源

的閱讀。因此，建議在指引中考量針對身心障礙讀者輔具應用環境的規定，以

獨立空間為佳，較不會因為輔具聲音，影響到其他讀者。 



194 

 

2. 肢障讀者在等候流通櫃臺服務時，希望有叫號服務，以免排隊久候。 

3. 建議圖書館人員的培訓課程，需要和當地身心障礙團體進行諮詢，真正瞭解身

心障礙讀者的使用習慣與目前使用圖書館資源的難處。 

（三） 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 

1. 各圖書館提供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內容與環境設備，並不為社會大眾所熟

知，甚至是有許多專業人士也不見得完全瞭解圖書館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

項，建議未來在行銷方面需加強論述。 

2. 唯恐聽障讀者在圖書館遭逢緊急危難時，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內接收到逃生訊

息，建議指引內明訂逃生設備項目，如：聲場系統的警報、或是有警示燈與

跑馬燈的出現。 

（四） 國立臺南大學圖書館 

1. 圖書館人員在面對身心障礙讀者時，最擔心的即為不知道如何為這些身心障礙

讀者提供服務，因此建議圖書館宜培訓至少一位圖書館工作人員，能瞭解閱讀

輔具的使用方式，以打破有心服務卻無法服務的窘境。 

六、決議事項 

為了能提升身心障礙讀者使用圖書館資源的便利性，本指引所稱之讀者服務，應從

周遭環境設置與大門入口就開始，以加強對於身心障礙讀者的服務。館員應意識到需要

具備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理念與專業能力，並能將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培訓課程所學，應

用到實際圖書館作業之規劃。 

 

七、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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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深度訪談結果分析 

一、受訪者背景陳述 

深度訪談對象為國內目前設有專室或專人提供視障服務之國立圖書館與公共圖書

館業務主管或館員，共 8 人（S1-S8），因本研究探討問題偏向對於館務政策意見，故

以訪談業務主管人員為主，以部門主管或是館長針對訪談問題提供館方現況與問題陳

述，惟主管人員並未涉入業務則由專職業務同仁接受訪談。另為瞭解尚無專室提供服務

之圖書館看法，立意選擇具代表性之圖書館業務主管，共 2 人（N1-N2）。受訪者背景

詳如表 1。 

表 1 受訪者背景說明表 

編號 性別 
參與視障服

務年資 
職務 受訪者工作背景說明 

S1 女 35 年 館員 長年負責該館視障資源轉製與服務工作 

S2 女 3 年 部門主管 
擔任視障服務業務部門主管，統籌視障業務規劃與

人員管理工作 

S3 女 2 年半 館員 負責該館視聽障資源管理與推廣工作 

S4 女 2 年 館員 
負責該館視障資源閱覽服務工作，並兼任圖書館推

廣業務 

S5 女 7 年 館長 
曾擔任閱覽部門主管，負責過視障讀者服務工作，

現統籌規劃館務發展 

S6 男 2 年半 部門主管 
擔任視障分館業務主管，統籌規劃視障資源管理、

維護與服務工作  

S7 男 3 年半 部門主管 
擔任閱覽部門主管，負責館內有關視障閱覽服務規

劃與推廣活動 

S8 男 2 年半 部門主管 
擔任視障分館業務主管，統籌規劃視障資源管理、

維護與服務工作 

N1 女 19 年 館長 曾擔任閱覽部門主管，現統籌規劃館務發展 

N2 女 2 年 部門主管 
負責閱覽部門業務，曾有處理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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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讀者技術服務 

（一）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料類型 

視障資源的媒體主要以點字書、錄音帶、MP3、有聲書以及雙視圖書為主，電子點

字書及 DAISY 有聲書僅少數圖書館典藏。每年新增館藏量，依各館的採購經費分配量

及製作產出量而定。各館的館藏數量與各館編制規模及經費情形，呈現明顯懸殊落差，

但受訪者所述均以視障館藏為主，顯然其他障礙類型讀者之特殊需求尚未受到關注，目

前主要資料類型包括： 

1.有聲書 

各館視障館藏以有聲書較多，大多是採用自行錄製方式為主；另經由採贈管道購

置有聲書。 

2.點字書 

對於人力編制及經費充裕的圖書館，才有點字書的製作，經費及人力有限的館，

點字書較少，且大多來自採購或贈送。 

3.雙視圖書、大字書以及立體觸摸書 

雙視圖書大多自行加工製作，以兒童繪本為多，大字書則以來自採購為主；亦有

少數的館別有來自視障機構贈送的立體觸摸書或教具，像地圖、街道圖、捷運圖或空間

導引圖等。 

「以前沒有電腦，只有紙本，一字一字打出來印出來的紙本點字書，現在有電子檔、

有 CD，至於有聲書，我們有 DAISY 有聲書、有錄音帶，還有 MP3，我們現在比

較新的就是做親子雙視圖書。」 （S1：23-26） 

「我們因為是聽視障中心，所以主要是視障和聽障的部分，視障的部分，我們有有

聲書、點字書、雙視書，還有一些像是口述電影 DVD 這類。聽障部分有手語的教

學和應用資料等。」（S3：22-24） 

「主要提供的資料類型，以有聲書和點字為主，像是點字書、雙視圖書、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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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19-20） 

「目前大概有的就是有聲書啦，還有就是雙視圖書的部份，專門點字書我們目前還

沒有。」（S7：19-20） 

（二）特殊館藏取得管道 

歸納受訪圖書館特殊版本館藏資源取得管道，包括：自行製作、採購以及贈送等。

不同來源管道取得之資料特性，分述如下： 

1. 自行製作 

自行製作是公共圖書館提供視障資源主要的來源管道之一，點字書的製作，因市

面上無專門出版機構，因此大多圖書館必須自行製作，經取得出版社的圖書電子檔後進

行轉檔、校對及加工製作，或無法取得電子檔，需自行鍵檔製作，但是製作點字需要人

力和設備，不少館後來經費與支援減少，點字館藏就不再增加。有聲書的部分，比較容

易由志工或是工作同人自行錄製，數量比較容易有成長。而雙視圖書因應學童閱讀需

求，在採購兒童繪本進館後，可自行加工點字貼在原來繪本，成為雙視圖書。 

「我們現在有一個比較新的就是做親子雙視圖書，就是在繪本上，因為字不多圖案

很多，我們把內容文字一個字一個字打上去，印在膠膜上，然後貼在書上，圖不打，

小朋友和家長可以互相溝通，我們自己製作，或委外製作。」（S1：25-28） 

「因為國內沒有專門為視障者出版，針對視障資源的出版社，早期靠服務機構自己

錄音，找志工來錄製有聲書，或是將一般圖書轉成點字書，用點字打字機這樣打，

後期因為電腦資訊的進步，透過轉印軟體，轉成點字。」（S2：35-38） 

「自行製作的部份我們有提供兒童雙視書，我們也有招募志工錄製有聲書。」（S3：

27） 

「館藏來源是因為過去有計畫，我們請館內同仁將資料轉成點字書，但是計畫結束

後就沒有再增加館藏。」（S4：18-19） 

「雙視圖書主要是我們針對繪本去加工，所以只要有點字膠膜，打完後貼上去就

好，點字書和有聲書主要是我們自己有志工在幫忙我們製作，主要是他在外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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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取得。」（S6：20-22） 

2. 採購 

採購是最直接取得資源的方式，多數無能力自行轉製館藏的圖書館，是以採購方式

為主，視障資源的採購主要以有聲書為多，而雙視圖書則是在採購繪本進館後，自行加

工點字而成。採購的經費部分，多是在圖書館整體採購費下統籌分配，並無專門預算，

也經常是依年度經費狀況變動。 

「主要的來源部分，像有聲書有自行採購、製作、索贈，採購部分，坊間能購買的

量不多，所以採購的部分比較少。手語的資料我們是來自採購，這些手語資料一般

人也能用。」（S3：25-27） 

「目前館藏數並沒有多少，前一陣子採購部門大概有用小額採購請視障團體幫忙製

作一些點字書，目前館藏數量其實大概沒有超過一百本。」（S7：21-23） 

「主要都是由我們總館自己選書，就是統一採購，總館幫我們買，我們只有建議權，

大概我們想要哪一部分的書，建議採購，其他的主動權在他們手上，我們會看視障

朋友比較需要哪些書我們會建議他購買這樣，他們現在買的大概都偏重視聽資料，

少量的就是我們的點字書，點字書每年增加數量不多。」（S8：19-22） 

3.贈送 

受訪者提及贈送來源也很重要，會主動捐贈者，通常是視障服務機構、政府專案計

畫委託製作後分送，或是民間機構辦理推廣活動後捐贈；也有自己索贈的，可以索贈的

來源，有來自視障團體、特教學校、社教機構、政府機關。但贈送來源大多為短期且非

定期贈送。 

「索贈的部分，我們會向啟明學校、愛盲定期有資料提供。」（S3：26） 

「雖然我們不見得有特意採購點字書或者是特殊版的圖書，但是因為圖書送存的關

係，只要有申請書號的點字書或者是大字體書，甚至錄音資料也會送存進館，所以

其實我們也有這些特殊版本的館藏。」（N2：23-25） 

「之前淡大、清大、彰師大承接教育部 DAISY 有聲書的計畫補助經費，他們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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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 DAISY 有聲書就轉贈給我們，.......視障資料來源跟一般圖書差不多，只是可

能不是用採購為主，主要是以製作為主，其他就是贈送。」（S2：47-51） 

「有時候我們會和一些視障團體或機構去做一些交流館藏，我們之前有跟無障礙有

聲書協會，也有跟臺灣圖書館要過一些資料。」（S6：22-23） 

4.委託製作 

圖書館會因人力不足或是缺乏轉製點字書人才，也會委託視障服務機構，協助製作

點字書或有聲書。 

「我們也會委託給視障服務機構承製點字書，幫我們做，館藏資源除自行製作，就

是委託製作。」（S2：44-45） 

「目前大概有的就是有聲書啦，還有另外就是雙視圖書的部份，專門點字書我們目

前還沒有。我有問過我們採編啦..就是跟一個視障協會請他們幫忙製作。」（S7：

19-21） 

（三）特殊館藏資源編目方式 

1.編目與常態圖書完全相同，但以資料類型區辨 

由於身心障礙讀者館藏多來自一般常態圖書的轉製，因此身心障礙讀者館藏資源的

編目，大多與一般圖書相同，但圖書館會加註資源類型，以識別其為特殊資源。 

「這些圖書主要是轉製，他的 original 來自一般圖書，基本上我們館針對這些轉製

的資源類型，我們會做書目的重製和重新編整在我們的 Aleph 自動化系統。」（S2：

58-59） 

「我們沒有特別的編目方式，就跟一般圖書一樣，只是他的類型裡面會特別拉一個

有關雙視圖書的類型。」（S7：27-28） 

2.與常態圖書相同索書號，但加上專室排架序號 

但也有圖書館會在分類號再加上排架序號，以便找尋特殊版本館藏圖書。 

「編目都是照一般圖書分類與編目規則納到館藏目錄系統，但因為聽視障中心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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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反映如果用一般的圖書館分類，視障者不容易理解，所以我們會在書標下方加上

一個序號，序號有點字，用序號排架，雖然一般圖書館的索書號還在，但等於多加

一個聽視障中心的排架序號。」（S3：32-25） 

（四）特殊館藏目錄查詢方式 

受訪圖書館提供特殊版本館藏查詢之方式，因為都會將這些資源編目，所以通常會

先鍵入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提供公用目錄介面（OPAC）查詢，有些公用目錄系統可以

滿足無障礙網頁要求，可以直接在公用目錄檢索，檢索者可以限縮資料類型，查到這些

特殊資源。但是有些圖書館會再將館藏特殊書目定期從原有自動化系統轉出，匯入視障

讀者資源整合系統，專供特殊版本館藏查詢。或是有圖書館是建置在自己圖書館網頁

上，提供資源清單瀏覽，另有圖書館將特殊館藏目錄轉成點字目錄提供查詢。故視障資

源查詢方式包括： 

1.圖書館館藏公用目錄與常態館藏一起查，但可限縮資料類型。 

「我們會將視障資料一樣鍵到館藏目錄系統，讀者可以在館藏目錄查詢，因為我

們有用分欄鍵入資料類型為點字書，所以也可以用資料類型限縮檢索範圍，將所有點字

書找出來。」（S5：29-31） 

2.圖書館網頁提供針對特殊版本館藏的目錄瀏覽。 

「使用者在找的時後，並不用一般館藏目錄，而是用我們聽視障中心網頁的目錄，

找到相對應的書號再到館內自己找，或是請館員幫忙找。其實視障使用者真正用的是中

心的網頁，但是視障資料書目還是會進館藏目錄，主要是管理目的，視障者查詢是用中

心網頁。所以我們要將書目鍵在兩個系統所以比較麻煩。」（S3：39-40） 

3. 將特殊版本館藏轉成點字目錄，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摸讀。 

「我們有兩種目錄，一種是一般查詢就是在館藏目錄查詢，一種是用紙本點字目錄

查詢。」（S6：44） 

4. 書目匯入視障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提供不只一館之視障資源聯合目錄查詢。 

「我們在視障電子化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做了一個介接的功能，他會每天晚上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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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們的自動化系統將新增的書目資料抓出來。我們會先在我們的系統進行編目，我們

其他的系統會去把新的書目抓出來，我們的視障讀者從資源整合系統進行書目的查詢。」

（S2：61-65） 

目前特殊資源的館藏在臺灣圖書館的推動下，邀請其他相關圖書館，將其特殊資源

館藏的書目定期匯入視障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目前只匯入目錄，有受訪圖書館希望未來

可提供各館圖書資訊內容，以便利使用者直接在線上瀏覽。誠如 S3 所述：「如果大家盡

全力加入同一個系統，視障者就能在線上環境取得圖書館藏內容，現在國臺圖如果能突

破不只是目錄，還有內容提供那就太好了，未來每一個館只要盡力就近服務在地讀者和

做推廣活動，圖書資訊的內容取得和提供，應該由國臺圖的系統來負擔。」（S3：41-45） 

（五）館藏徵集整理的問題 

在視障資源徵集方面所遭遇的困難，受訪意見多數圍繞在經費與人力不足問題，

人力問題以專業人力欠缺、人手不夠，導致轉製慢最為嚴重；再者，對於資料轉製過程，

也遭遇各種瓶頸，例如：電子檔取得不易、授權限制、整檔與轉檔格式問題，甚至各館

視障資源重複製作，造成人力與資源浪費，令人遺憾。各項意見整理分述如下： 

1. 經費不足 

經費不足是視障資源徵集的首要問題，大多未編列特定經費充實視障館藏，多是依

每年採購經費實際狀況分配，即使每年編列固定經費者，仍表示有所不足，無法符合該

館視障館藏發展需求。有受訪者認為必須爭取社會資源的贊助，以擴充館藏。 

「大概是經費問題吧！因為我們從專案計畫補助之後就沒有再增加館藏，一方面是

沒有經費採購或是製作這些館藏，再者也是沒有人員可以製作這種資料。」（S4：

33-35） 

「一般視障圖書，製作成本其實很高，尤其是點字書的部份，在有限的經費要充實

館藏的話，其實他的考量往往不會是最優先的啦，因為主要是他的費用比較高，所

以同樣的經費可以充實的館藏就比較少。」（S7：32-35） 

2. 人力不足且轉製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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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不足亦是視障資源徵集的主要問題，多數圖書館視障服務專責人力嚴重欠缺，

圖書館因編制上的問題，視障服務甚至僅有 1 位編制內員工負責管理業務，也無約僱或

臨時人員協助；或無專責人力編制而由圖書館櫃臺服務人員兼辦；亦或是整個視障服務

部門皆無正式編制，均為約僱人員及志工組成。視障資源製作及視障者服務上，由於缺

乏人力及專業訓練，造成視障館藏徵集與整理困難重重。 

「困難就是書出的太慢....感覺好像都會慢半拍，比較沒有即時性，因為做一本書不

是像我們買到這樣就可以看，一本書要一個字一個字打，打完還要剪貼好像在做加

工一樣，經過轉檔、校對再出版，這個都是比較耗時耗力，需要相當人力。」（S1：

72-76） 

「對於每一個公共圖書館來說實在沒有能力自己製作特殊文本館藏，而且轉製成本

和人力都很高。」（S5：34） 

「主要是我們沒有專門的能力，也沒有相關的設備，所以其實我們沒有辦法自己製

作這樣的書籍。」（S7：37-38） 

「我發現現在越來越少有人會點字，所以這部份越來越少，可以做轉製的人力是一

個比較大的問題。」（S8：67-69） 

「現在有蠻多視障機構，是以機器轉譯的方式，將文字內容轉成有聲檔，可是那個

聽出來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們目前還是透過我們每年徵選錄音人員來幫忙我們

錄製有聲書，但是一本書的錄製需要蠻長的時間，......製作這些資料不是那麼的容

易，需要人力和一些經費上面的支援。」（S6：61-66） 

3. 徵集電子檔不易且授權有限制 

在視障資源的製作上，點字書的製作往往耗費許多人力資源及時間，若能取得出版

品的電子檔，將能有效縮短製作的人力及時間。然而出版社基於商業考量，圖書館在徵

集電子檔時，常有取得不易的情形。同時即使取得授權，仍有授權年限及轉製格式的限

制。 

「一般我們比較希望出版社先提供電子檔，然後再進行內容轉製有聲書或點字書，

但是大部分的出版社都還蠻有疑慮的，所以在電子檔徵集的數量上，成績不是很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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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即使是政府出版品也一樣，......如果可提供文字檔直接利用，那轉製的速度會

快一點。」（S2：87-92） 

「如果我們直接把電子檔放上去，雖然是使用者自負權責，是他把電子檔流出去，

是他自己違反著作權法的使用，可是我們還是會害怕出版社會把矛頭指向我們，打

壞未來的合作關係，所以我們還是持比較謹慎的作法。」（S2：95-97） 

4. 資源重複製作問題 

由於目前視障資源缺乏有效的資訊交流平臺，所製作的特殊版本資源，可能會重

複製作，造成人力及資源的浪費。 

「國內還是有蠻多服務機構有爭取政府的補助，透過大家的協力，透過整合平臺的

運作，未來大家可以朝向不是那麼本位主義，各自發展自己的館藏特色，不要再重

複製作，.....大家都在為了滿足讀者的需求，製作重複的東西很可惜。」（S2：109-113） 

「應該要有一個統一製作的資源中心，而不是讓每一個館自己發展館藏。如果有統

一的資料製作中心，那每一個圖書館就主要是提供在地讀者的服務和推廣活動，就

不會重複館藏建置。」（S5：35-37） 

三、讀者服務與空間設備情形 

（一）較具成效之服務事項 

1. 提供特殊館藏資源借閱 

受訪圖書館均能提供特殊版本圖書借閱，多數讀者以借閱課外讀物為主。也有受訪

圖書館表示由於點字書利用較為困難，點字書利用有降低趨勢，而有聲書的使用則有增

加的趨勢。 

「我們有提供資料借閱服務，每張借書證可借閱一般書 6 冊、點字書 6 冊。一般書

每冊借期是 30 天；點字書每冊借期 60 天，點字書可以用書面通訊、網路、電話、

親自到館或委託親屬借閱。」（S4：39-41） 

「因為點字書的利用比較困難，……所以目前整個視障資料，有聲資料的利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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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點字書的利用情況。我們目前所製作的書籍，也希望集中在有聲書的製作為

主，那點字書的製作量就會稍微減少。」（S6：95-99） 

2. 提供資料免費郵寄服務 

由於對於行動不便讀者而言，出門到圖書館就是一種障礙，所以多數圖書館會提供

資料免費寄送服務，方便不利到館或外縣市讀者，可以利用圖書館資源。 

「我們以前有跟郵局做一些協商，希望他們可以採公益方式幫我們寄一些視障資

料，所以有一個瞽者文件服務，可以讓比較遠端或是外縣市的讀者，透過寄送的方

式得到資料。」（S6：72-74） 

「類似這種有固定閱讀特定主題的視障讀者，如果我們知道他有興趣的主題，可以

改成主動送到家裡，或是優先幫他把當資料掃瞄後，提供光碟寄送服務。我們有針

對殘障者提供書香宅急便服務，只要有殘障手冊，我們就會提供免費寄送服務。」

（S5：59-62） 

3. 辦理研習活動充實讀者知能 

許多圖書館都有開設研習班，例如辦理電腦系統、閱讀輔具使用、語言學習、才藝

班、法規常識班等等，培養身心障礙讀者各項專長與資訊素養能力。 

「我們現在都有開課，七月多中南部都有開課，臺北也有開課，馬上就爆滿，就是

教他們怎麼使用手機…我們和淡大視障資源中心合作。」（S1：164-165） 

「去年我們辦了 107 場活動，......以前每一年視障的班，幾乎都是推拿的，不然就

是日語班或是什麼按摩的，或者是說電腦班，大概都是這幾樣。像最近 7 月 30、

31 就是辦蘋果手機 APP，手機裡面怎麼去上網，然後怎麼去尋找他要的資料，怎

麼去買東西，要怎麼坐車，怎麼聽音樂，很多的課……。」（S8：84-86，113-117） 

4. 建置網頁主題服務專區 

圖書館也在圖書館網站上設置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區，提供各項相關數位資源、相

關機關團體的網站連結，方便身心障礙讀者找到他們需要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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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在網頁做一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專區，將服務事項與資源放在網站宣

導，這部分我們已經開始在整理資料。」（S5：52-53） 

「我們的網站還有很多數位資源，例如演講錄音，只要進入我們圖書館網頁就有很

多數位形式資訊可用。」（S3：78-79） 

「把一些相關的視障資訊、團體資源把他們拉到跟我們連線，所以要找資源的話，

他一進我們這邊，可以自己尋找我們這邊有跟哪些網站連結，所以他需要的話直接

點進去就好。」（S8：126-128） 

5. 辦理明盲交流活動 

有受訪圖書館會舉辦明盲共讀會，由視障者和明眼讀者共讀一本書，進行互相交

流，或是舉辦明眼讀者嘗試導盲服務，感受理解視障者的世界。 

「我們比較有特色的部份，像是明盲讀書會，由視障者和明眼讀者共讀一本書，每

一年他們會在年初時篩選書單，提供給我們先去進行有聲書的錄製或是點字書的製

作。」（S6：75-77） 

「明盲共讀是讀書會的方式，在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禮拜六早上，第四個禮拜六

的早上還會有一位唱片公司的董事長，他會來跟視障讀者講述在那個月或之前他所

遇到的音樂內容和介紹。」（S6：80-82） 

「近幾年也發展了一些新的服務，像點字迷宮或是透過一些導覽服務的方式去讓明

眼讀者到這個地方參訪，體驗瞭解視障讀者的障礙。」（S6：237-238） 

6. 將館藏或演講轉為數位提供線上服務 

數位電子資源為目前服務的趨勢，許多圖書館會提供數位內容，使讀者可在家中透

過網路與電腦即能使用圖書館提供的資訊，不像以前需要等待郵寄服務才能使用。 

「我們目前還有經營一個數位服務—視障電子圖書館，就是將我們所有的館藏，包

含用心看電影、有聲書還有點字書，都放在那個圖書館上面，提供遠端存取和利用，

讀者只要透過身分認證的方式就可以。」（S6：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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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的演講過程會錄影音，轉成 MP3 檔放在系統讓讀者可以自由下載聽取，

有一些場次也會跟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申請聽打服務，甚至提供同步手語服

務。」（N2：43-46） 

7. 手機 APP 資訊隨行服務 

由於手機應用的普遍，圖書館也開發手機 APP，使身心障礙讀者透過手機即可下載

數位資源，並可隨時隨地使用，非常便利。 

「他們現在覺得我們的視障隨身聽非常好，就是電手機 APP，現在只要一開課，馬

上就爆滿要學，因為我們 iphone、Android 都做得不錯，下載書聆聽就隨身帶著走，

他們覺得現在這樣子對他們來講最棒。」（S1：160-164） 

「他們通常不會在館內現場聽有聲書，我們現在可以支援他們用手機使用，就是說

如果你是 Android 版可以直接下載聆聽，那 iphone 的話可以直接在線上做聆聽。」

（S6：144-146） 

8. 與相關單位合作推廣活動 

不少圖書館會和相關機構團體（例如：淡江大學、臺灣圖書館、無障礙科技發展協

會等）合作辦理研習班或講座，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更多元的學習機會。 

「會和一些機構合作規劃相關資源利用教育推廣課程，課程包含像 window 系統的

教學和手機的應用教學，教他們使用手機的基本操作、和一些 APP，……培養視障

朋友在電腦教育訓練上獲得更多的協助，剛有提到我們有個別教學，有些讀者就業

就學，希望可以增進他的電腦技能，我們會和一些協會，像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申

請，派老師來個別教學，他們提供一對一的教學指導。這些教學是免費的，提供教

學的這些團體也是接受政府的補助，……也會跟其他單位像淡大合作，他們提供師

資，我們館提供場地，以合作的方式辦理。」（S2：167-179） 

「我們八月底和國立臺灣圖書館合辦一場電影欣賞，9 月初也有活動，就是請身心

障礙的朋友，談他怎麼突破障礙，……然後現身說法。」（S8：120-124） 

「前兩年都有和淡江盲生資源中心合作，在暑假會合辦一些給視障者的電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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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年還有跟臺中一個科技大學，有一個智慧生活科技實驗室，跟他們合作開

設，已經開設四個梯次的 iphone 使用課程。」（S6：147-150） 

（二）服務空間與設備符合情形 

1. 鼓勵採用通用設計 

受訪有圖書館表示配合未來趨勢採用通用設計，包含圖書館家具、走道寬度、地面

坡度、櫃臺高度等等，都納入通用設計的考量，打造無障礙的服務環境。 

「譬如說我們空間走道的部分，包含我們的公共設施、閱覽座椅的部份，甚至於我

們的櫃臺都特別針對像輪椅讀者的容積率考量，其他還包含有一些家具選購部份，

其實我們都有特別考量身障讀者的需求，……我們現在有拿到一個公共圖書館無障

礙環境的認證，……通用設計這部分應該是我們在整個館舍空間，有特別針對這樣

的需求去做規劃和設計。」（S7：56-66） 

「其實對一個讀者來講，這個空間舒適與否，我覺得在通用設計上面，不管你是不

是身障的朋友，一個寬敞明亮的空間，對任何人來講都會非常舒服，所以這個反而

是我覺得在這次總館規劃過程當中，我自己覺得說這樣的空間設計觀念跟以往比較

不一樣。」（S7：108-111） 

2. 儘量符合無障礙空間要求 

因為圖書館是公共建築必須儘量符合無障礙設計，通常能符合無障礙坡道、無障礙

廁所、無障礙電梯、專用停車位等一般公共建物要求，如果目前尚未符合也會列為優先

改善設施，甚至有些圖書館也有電梯點字標示、聲播系統，但書架高度及走道寬度尚未

符合無障礙設計。 

「我們官網首頁有無障礙服務專區，就寫得很清楚我們有無障礙坡道設計，無障礙

環境要求的車位、廁所、輪椅和火警標示，我們都有。針對視障者，我們樓梯也都

有點字標示，聽障也有警示燈。」（S3：82-84） 

「我們建築第一個就是在門口有無障礙斜坡，電梯也有無障礙設計可以到每一個樓

層，廁所也是符合要求的。但是書架和閱覽室過去都沒有考慮到身心障礙讀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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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現在的書架可以讓讀者的輪椅進入和迴轉。我們的電梯算是比較符合要求的，

有點字和聲播系統，可以幫視障讀者搭電梯到閱覽室，對於肢障也考量到按鈕高度

問題。不過我們目前還是沒有專門閱覽室的提供。」（S4：53-58） 

「我們圖書館的公共空間多半已經符合公共場所的無障礙要求，我們有殘障廁所、

殘障坡道，電梯也有點字標示，只差館內並沒有設置導盲磚。」（N2：33-34） 

3. 提供身心障礙讀者專屬空間與設備 

有些圖書館為身心障礙讀者設置專屬的空間或資料中心，使得身心障礙讀者可使用

專屬相關設備，也比較不會干擾到其他讀者。 

「我們有專屬的視障資料中心，只要是相關的閱讀設備我們都有，有一些讀者常使

用的感應手提 CD 設備、盲人電腦、點字書顯示器、擴視機、自動閱讀機、把書放

進去會自動掃描把內容唸出來，還有 DAISY 播放器。」（S2：186-189） 

「他們需要一個專室來從事閱讀，以避免和一般讀者之間的相互干擾，目前我們圖

書館是勉強將研究小間改造成這樣的專用空間，但是搭乘電梯並不方便，如果能夠

有一筆空間改造的經費，讓我們把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地點可以放在比較低的

樓層，應該對身心障礙讀者會比較友善。」（N2：80-84） 

4. 有扶手與導盲磚等引導設施 

對於視障讀者服務部分，圖書館會提供牆壁扶手、導盲磚、導盲條、觸摸式平面地

圖，協助視障讀者在館內可自由行動。 

「現在牆壁上都有扶手，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沿著牆壁邊走，現在地板上也還是有貼

導盲條，可是那些導盲條已經不符合現行建築法規，……外面也有導盲磚……。我

們現在的平面地圖其實是屬於觸摸式的，他可以透過去摸那個材質，知道每一區所

代表的意義。」（S6：132-138） 

「無障礙……譬如電梯一出來就是，我們有導盲磚或是我們櫃臺就會看到有人進

來，如果是視障朋友的話，我們就會直接幫他導引，專人服務。」（S8：132-133） 

（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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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身心障礙讀者需求瞭解不足 

圖書館館員不知道身心障礙讀者的需求，也不會使用閱讀輔具或設備，館員難以解

決身心障礙讀者使用圖書館資源的問題。 

「身心障礙讀者是比較小眾，……因為參加人次不多，圖書館也會很有挫折，或者

質疑投入人力辦這些活動的成效在哪裡，如果我們可以比較瞭解這些身心障礙讀者

的需求，讓他們願意參加，館員辦起活動也會比較有勁。」（S5：77-81） 

「我們也並不知道這些身心障礙讀者真正需要的資料是甚麼，所以應該要有身心障

礙讀者服務需求的調查，知道他們需要甚麼，我們才來發展哪一些重點服務，才不

會在經費已經不足的情況下，又做了冤枉功夫。」（N1：49-52） 

2. 人員缺乏專業訓練課程或輔導 

圖書館人員多半缺乏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專業訓練，希望能提供相關訓練課程

或專業指導，需要瞭解如何採購資料或設備、如何規劃特殊服務事項，以及如何和身心

障礙讀者互動等專業知識，並希望能有共通作業制度或原則可供參考，讓第一線服務館

員和相關工作人員具備服務專業能力。 

「我們沒有視障館員，我常常會覺得好像沒跟上視障者現在用的新配備，或者他們

在使用一些資訊系統有問題，我也很難直接和他們溝通。例如有時報讀系統操作有

問題，或是讀者跟我說哪些內容跑不出來，我也不知道如何解決。」（S3：87-90） 

「希望能夠有相關課程訓練，包括教我們如何和讀者互動，我們不太知道這些讀者

怎麼想，他們需要圖書館的服務是什麼。我們一廂情願的做，會不會做得太過，也

怕不小心會傷到他們的自尊心，我們真的很需要這些課程的指導。」（S5：84-87） 

「像我們的館員他們針對那些像點字電腦或特殊設備，他們自己也不太會用，搞不

太清楚，所以我覺得人員能力培養應該是我們現在最急迫的問題。」（S7：130-133） 

「最大的困難是我們缺乏專業的指導，比方說我們需要哪些設備或是採購哪些資

料，這都是我們目前不熟悉的，所以應該要有一個專業的輔導團來幫助我們如何開

始規劃和發展視聽障讀者的服務。」（N1：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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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缺乏經費支持 

圖書館表示原有經費就已經很吃緊，或是政府每年撥給的經費年年遞減，要提供身

心障礙讀者服務有相當程度困難。 

「最大的困難應該是在經費吧！真的沒有錢沒辦法做事，……耗材很貴，像是點字

膠膜、點字印表紙，製作完點字書後必須裝訂，我們都是自己裝訂，就還要再去買

膠卷，然後我們自己做有聲雜誌時，又需要壓片，又需要去買 CD，……現在政府

在撙節經費的時候，每年遞減，所以兩年下來已經被減了 30 萬，經費短少又要做到

以前一樣的業績內容，愈來愈難。」（S6：158-181） 

「我們圖書館營運最大的問題就是經費，特別是鄉鎮圖書館的資源真的很少，我們

跟民意代表爭取一些地方建設經費，從這樣一點一滴募集購書費，……我們並沒有

清查有哪些人有視覺障礙或是聽覺障礙等等，如果比例很少，在經費和人力都不夠

時，自然容易被忽略。」（N1：53-57） 

「我們講了那麼多，很多業務很想推，可是問題是沒人而且沒錢。……要修修補補

要買一些東西什麼的，就差不多沒有了。」（S8：248-252） 

4. 難以確認讀者身份，館藏借閱對象判定困難 

身心障礙讀者的身份確認有困難，目前身權法所規範的範圍太廣，圖書館很難認

定，而醫生診斷證明又太過專業，非館員知識背景可理解。面對借閱特殊版本館藏權利

的爭議，館員感到很難判定。 

「因為我們目前這些視障資料，都是屬於重製，重製的話是因為著作權法有保障我

們可以基於這方面的需求去做，可是我們並不大清楚讀者所敘述的狀況是不是跟他

真實情況是一致的，所以這方面的讀者限制上面會比較嚴格。」（S6：137-139） 

「這邊有收過一些只要有醫生診斷證明的病人就可以，可是後來這個會有漏洞，因

為其實你只要拜託醫生，他只要願意開，他就可以開一張診斷證明書給你，再來就

是他所寫的一些病狀，你不見得會有那個專業背景去了解。」（S6：186-190） 

「民眾找了議員陳情，議員要求我們要開放這方面的服務，……後來我們都是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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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判斷的方式，……這個閱覽規則很難訂，你到底要怎麼樣去界定這些對象，……

我們現在希望把他朝向改成是由社會局做判定，以身心障礙證明為主，社會局發的

是八大類，比較廣，我們現在是以閱讀困難這一塊的學習障礙為主，所以我們還在

想說閱覽規則要怎麼做修訂，修正時必須同時考慮到有沒有其他類別的讀者也要放

進來。」（S6：246-267） 

5. 取得一般讀者無法借閱特殊館藏的諒解 

圖書館也會遭遇一般讀者想使用有聲資源，但礙於著作權法規範，因應身心障礙讀

者使用的有聲資料，無法提供一般讀者使用，但一般讀者不見得能諒解，造成圖書館服

務的困難。 

「有聲書的資料非常昂貴，一般出版社都沒有在做，所以我們常常會被一般讀者騷

擾，因為他們會希望我可以獲得到這些有聲資料使用，那我們就只可以用智慧財產

權的這個限制去回答他，當然他也會告訴你說，我也是有繳稅的納稅人，為什麼我

不可以使用用納稅人的錢所做出來的這些資料。」（S6：199-203） 

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規劃與合作 

（一）過去的合作對象與經驗 

1. 與身心障礙團體的合作 

圖書館經常合作辦理活動的對象為身心障礙服務團體，例如社福機構、社教機構、

視障團體、伊甸基金會等，合作方式有提供場地、支援講師、內容規劃或僅是提供活動

宣傳，尤其是加強宣傳部份，圖書館藉由身心障礙團體的人際網路，可以建立與目標服

務族群的聯絡關係。至於經常合作辦理的活動，通常是研習課程、講座、工作坊、書展、

課業輔導等活動屬性。 

「我們的工作坊或我們的講座，我們在規劃一些相關的課程、活動時，我們可能找

一個相關協會，也許可以幫我們推薦講師，跟國內其他視障服務圖書館或一些社教

機構，辦理講座。我們的活動規劃不是單純只有館內辦理，我們會往外推到中南部

或東部，我們透過在地社教服務機構，在地的身心障礙服務機構，給我們一些相關

的連結或合作。」（S2：26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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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和當地的視障團體合作，一方面看他們怎麼辦活動，學習他們的經驗，另

一方面是從他們那裡找到我們的身心障礙讀者，從那邊開始打入障礙者民眾的圈

子。」（S3：97-99） 

「之前有和社會福利團體合作過真人圖書館的活動，讓身心障礙者到圖書館分享人

生經驗，反映也很好。今年會繼續和這些社福團體辦書展，也會繼續辦理這種經驗

分享的活動。」（S4：68-70） 

「我們比較常跟視障者家長協會合辦，有關於視障兒童的課後輔導，暑假的時候他

們會辦一些給兒童、青少年的身體自主和未來獨立學習，類似夏令營的課程，他們

就會利用我們的空間，那也是屬於合辦活動，那之前也有辦理一些講座。」（S6：

217-219） 

2. 與特殊教育學校的合作 

圖書館也和特殊教育學校合作，合作方式通常是到校舉辦推廣課程、請學校老師協

助學生辦借書證，或向特殊學校教師請益有關身心障礙服務的專業問題。活動內容多半

是借重學校，向身心障礙學生推動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或是辦理借書證鼓勵到館使用。 

「我們會請學校老師幫他們辦借書證，就是剛入學時，如果學校老師看他們沒有辦

借書證，就會直接幫他們把他們的資料寄過來。」（S1：293-295） 

「我們還有系統推廣教育課程，我們在上半年度會和特殊教育學校合作，做系統推

廣時，同時會宣導如何辦證，如果學生沒有借書證，我們會盡量宣導，請老師協助，

做統一辦證，這就是一個連結，那以後定期會和老師聯絡，會有一些新生進來。」

（S2：297-300） 

「我們也和特殊教育學校合作，像啟明學校也是合作過的對象，我們會到學校辦活

動，或是請他們參加我們圖書館辦的口述電影等活動。」（S3：100-101） 

「我們也有跟本地的特殊學校老師，諮詢一些有關身心障礙者的問題，未來我們應

該會朝著跟特殊學校和身心障礙團體合作的方向嘗試看看。」（S5：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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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專責圖書館的合作 

有些圖書館有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作的經驗，主要合作方式是提供場地，配合舉辦活

動，活動內容通常是推廣教育課程。 

「我們現在唯一合作過的就是國臺圖，跟他們一起辦活動，其實比較像是借場地讓

他們辦南部的推廣活動。」（S5：92-93） 

4. 與提供社教或文化機構的合作 

有受訪圖書館曾和公共電視臺合辦視障人生劇展，或是和文化部合作辦理為視障者

朗讀活動，活動內容偏向藝文性質，圖書館與文教機構合作，可以增加活動宣傳與能見

度，吸引潛在讀者。 

「我們曾和公共電視合辦視障人生劇展，他們會提供公播版影片，今年比較大型的

活動，是他們有邀請導演和演員到現場和視障者做放映後的訪談和座談會。」（S6：

221-223） 

「去年剛好文化部有一個活動，……是辦理一個舞臺劇吧，是為視障者朗讀的活動，

有跟出版社合作，所以出版社找我們合辦一場邀請詩人來館，跟視障讀者做一個詩

的朗讀和介紹。會後他們也有提供餐點，和視障讀者做一些比較近距離的交流和訪

談。」（S6：223-226） 

5. 與醫療院所或區公所合作 

圖書館和地方醫療院所合作，是基於館藏推薦或策略聯盟考量。同樣和區公所合作，

也是為擴展找尋服務對象推廣圖書館服務，是圖書館主動出擊，希望將服務推廣出去的

作法。引述意見如下： 

「剛好我們旁邊是亞東醫院，前陣子有想跟亞東醫院合作，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做一

些像不管是館藏推薦或活動推廣策略的聯盟，其實這一塊是可以納入的。」（S7：

141-142） 

「我們現在是希望可以去服務到中途失明的讀者，但是他們會有一個問題是你接觸

他們不容易，以及他們的內心會有抗拒他是一個視覺障礙者，所以我們計畫今年可



216 

 

以跟區公所做合作，當這些人領到他們的身心障礙證明時，順便將我們分館的資料

和服務給他們，讓他們可以在第一時間知道我們現在有提供的服務內容。」（S6：

194-199） 

6. 與大學或研發機構的合作 

圖書館和大學相關學系或是研究機構的合作，主要是推廣閱讀的科技輔具或是閱讀輔

助軟體的教育訓練，通常採用合作推廣教育課程方式，指導身心障礙讀者運用新科技產品。 

「我們每年在年初時都會訂定年度工作目標，…… 103 年主力在辦推廣活動，今年

我們跟逢甲大學合作開發一些視障閱讀 APP，可以將館藏藉由 APP 使用。」（S3：

104-107） 

「前兩年都有和淡江盲生資源中心合作，在暑假會合辦一些給視障者上的相關電腦

課程，我們今年還有跟臺中一個科技大學，他們有一個智慧生活科技實驗室，跟他

們合作開設四個梯次的 iphone 使用課程。目前是有跟他們討論希望可以將所有館藏

資料匯入到他們的系統，因為他們跟中研院開發了一個系統，透過掃描條碼的方式

去讀出書的內容，像是作者、書名跟一些簡單的書籍簡介這樣。」（S6：147-152） 

（二）未來工作計畫重點 

1. 加強館員教育訓練 

圖書館表示未來將提供館員專業教育訓練，培養館員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理念與

專業能力，以逐步改善圖書館服務觀念與態度。 

「推廣教育訓練，不只對身心障礙讀者，也對館員的部份，……起碼在館員服務的

心態或認知上可以有比較正確的認知，在相關服務或相關環境改善方面都是逐步改

善，背後還牽涉到經費以及政府的重視。觀念要先形成，才會有比較正確的政策。」

S2（316-323） 

2. 改善空間設施 

多數圖書館希望未來能改善空間環境設施，包括希望進行新館籌劃設計納入身心障礙

讀者的需求，或是在既有館舍進行空間改善計畫，甚至新增設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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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代表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環境的重視。 

「第一個希望我們的環境設備符合無障礙的需求，首先我們會先針對我們館無障礙

環境設備逐步改善。」（S2：314-315） 

「我們現有的館舍空間已經發展有限，無法給身心障礙讀者專屬的空間，市府有未

來興建新館的計畫，新的館舍就應該將身心障礙讀者需求的空間設計納入規劃。」

（S4：73-75） 

「我們未來四年有規劃新館建築的專案，現在我知道不能只考量視障還有其他障礙

讀者類型。我們可以根據我們在視障的基礎，擴大推廣其他使用圖書資訊障礙的讀

者服務。」（S5：100-102） 

「最缺的就是空間改善的問題，我們現在已經有最基本的陽春做法，把研究小間改

為專室提供使用，但是空間還缺乏更友善的無障礙設計，這部分應該要有內政部或

者其他無障礙的專案計畫，讓我們可以申請補助，否則我們可以運用的經費與彈性

都沒有，如果可以有一些閱覽室改善的專案金額，讓我們把既有的空間調整成符合

的功能，就可以很快提供這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N2：71-76） 

3. 加強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推廣 

圖書館希望可以提升活動參與率也擴大使用者對於圖書館服務的瞭解，未來將加強辦

理推廣活動，或是建置專門主題服務網頁，提高使用者對於圖書館的認識。 

「目前館藏為視障或聽障服務的資料沒有再增加了，但是可以轉成另一種服務方

式，用活動推動服務，可以辦讀書會或是讀者閱讀經驗分享會。」（S5：98-99） 

「我最近比較想推動的是剛剛提到的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網頁，想提供不只是我們圖

書館的服務，甚至必須提供有關身心障礙者需要的資訊，例如生活需要的相關資訊，

提供相關資源的連結。」（S5：103-105） 

4. 發展地區資源中心建立合作網 

受訪圖書館表示視障讀者的資源需求較不明確，且製作成本耗時耗力，若有設立地

區資源中心或聯盟，可以進行各地讀者需求調查，落實館藏社區分析工作。再者，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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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館藏可互通有無，建立館藏特色發展分工，也可促進本地區資源不足小型圖書

館資料的借閱。 

「在館藏徵集上我們比較不知道讀者的需求，臺灣每年出版量這麼多，到底哪些是

視障讀者需要必須優先轉製的，我們不太知道方向，也許可以做一個身心障礙讀者

需求圖書館資源的調查，才能將經費有效的花在採購讀者比較迫切需要的館藏主

題。還有專責圖書館可以建立地區資源中心的作法，在北中南找到合作圖書館，在

每一個區域提供館藏建置經費，做分工典藏，但由專責圖書館集中採購，這樣比較

節省整體採購經費成本。」（S5：39-44） 

「所以採編課那邊其實會比較希望說可以跟那些館藏徵集已經比較有規模的館舍，

可以做一些交流，就是說引進一些他們比較特藏的部分或是他們一般的館藏，來針

對我們這個地區去充實。」（S7：38-40） 

（三）專責圖書館的角色與協助 

1. 提供專業人力培訓 

圖書館期望專責圖書館可提供館員專業訓練課程，使圖書館可順利開展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 

「我們在推廣身心障礙讀者業務前，也需要專責圖書館幫忙做人員教育訓練。」（S4：

93） 

「希望專責圖書館可以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的人才培訓，因為我們並不熟悉

這部份的工作，如果有一個統一的機構，來幫忙做指導和人才培訓，這樣我們才有

可能開始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N1：86-88） 

2. 提供專業諮詢窗口 

圖書館期望專責圖書館可作為專業諮詢窗口，使圖書館提供服務時有可遵循的方向。 

「需要有專責圖書館開授館員教育訓練課程，也提供我們圖書館在服務碰到問題

時，能有專業諮詢對象，現在有問題並不知道該去哪裡尋求協助。」（S3：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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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真的我們比較沒有概念，我們當然希望在很多不管是設備、人力、資源啊，

希望國臺圖他們可以多多來指導我們。」（S7：166-167） 

3. 進行業務檢視與輔導 

圖書館期望專責圖書館可建立全國服務網絡，並定期進行專業輔導，協助圖書館規劃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與相關業務。 

「既然是專責可以負責建立全國服務網絡，由專責圖書館提供館藏建置與作業指

導，然後各地方公共圖書館負責在地服務，提供空間與辦理地方推廣活動。」（S4：

89-92） 

「專責圖書館可以提供各圖書館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業務輔導，直接到圖書館

幫忙大家看看哪一些空間設備或者現行做法上應該要如何調整改善，就像一個輔導

團到館檢視業務並協助改善指導，對於實務的推動會比較有成效。」（N2：87-92） 

4. 提供特殊版本圖書資訊 

圖書館期望專責圖書館可協助取得圖書資訊內容文字電子檔，或是統一轉製特殊版本

圖書資源，以合作館藏資源分享方式，提供館際資料申請與資料寄送服務。 

「如果能夠有一個統合機構，統一和出版社爭取或洽談資訊內容電子檔的取得，視

障讀者就可以很快閱讀這些及時的資訊內容，這是一般圖書館做不到的，專責圖書

館應該去爭取出版社的授權。」（S3：111-114） 

「國臺圖可以提供書目和特殊資料，書目是目前有那些特殊館藏資料的書目，讓我

們可以查到資料在哪裡有，然後如果經費可行，能夠幫忙其他公共圖書館發展視障

資料館藏也是很需要的，因為我們自己的常態館藏經費都不夠，很難再製作特殊館

藏，也不可能有人力和專業從事館藏資料轉製的工作。」（S4：82-86） 

「因為經費不夠，如果讓每一個圖書館都去採購這些特殊媒體型式的資源，應該不

太可能，如果專責圖書館可以協助館藏發展，有點像現在各區建資源中心的作法，

或是建一個資源共享的網站，讓我們只要透過網路登入到它的資源共享網站，就可

以讓讀者使用這些特殊館藏資源。」（N1：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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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展全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合作圖書館聯盟 

圖書館期望國立臺灣圖書館可以整合資源，發展區域服務中心，輔導地方代表性圖書

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並做為各地服務的據點，讓中央與地方分層負責，建立臺灣身

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合作聯盟。 

「就像中央有專責圖書館，比照國圖的分區資源中心，建立分區的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中心，再由我們輔導我們所屬的地方圖書館，中央可以提供補助經費，地方提供

配合款，尤其中央有補助款，即使經費不用多，我們才會有機會跟地方首長爭取地

方補助款，中央有計畫有經費在做，讓地方配合，地方首長自然也會跟著重視。國

臺圖……各區建立區域中心，逐步擴散往下發展，就能建立一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的網絡。」（S5：108-114） 

「如果要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由專責圖書館提供數位館藏和專業指導，我們只

要設置讀者使用的閱覽空間和服務人員，各地方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普

及性會比較高。」（N1：93-96） 

五、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與未來建議 

（一）制訂服務指引之必要性 

受訪圖書館皆認為制訂服務指引有必要，其內容在剛開始應該是一種作業指引，而非

評估性的量化標準。 

「當然是非常必要。希望有這樣的指引或綱要，讓大家有遵循努力的方向。無法在

指引或綱要中呈現的細節或案例，希望能在研究報告中多所著墨，那大家除了指引

以外，在未來服務策略規劃上可透過這些案例，可得到更多的資訊與協助。」（S2：

345-348） 

「指引當然是一定有訂的必要，因為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該怎麼做，但我們很怕指引

不要是要求一定要做到甚麼的標準，因為我們現在甚麼都沒有，如果是一種評估標

準的話，我們很怕達不到，我們比較希望指引應該是指導我們如何做的內容性質，

而不是一種評估性的標準，尤其是量的標準。」（N1：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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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指引內容的期許 

受訪圖書館建議指引內容可以提供相關身心障礙服務機構名錄、特殊館藏資源指引、

硬體方面的設置準則、館藏發展指引等等內容。 

「國內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理念還是不夠，指引是有必要的。我很希望知道有

哪些館所的館藏可用，就像圖書館服務機構的名錄，可以提供視障服務機構名錄。」

（S3：122-124） 

「我覺得有幾個面向很重要，第一個是指引可不可以提供給我們特殊館藏資源的指

引，館員經常碰到讀者詢問，在哪裡可以找到那些資料，我們館員會需要知道有那

些資料查詢管道，所以要把館藏資源介紹和館藏機構資訊提供出來。第二個是館藏

發展的建議，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建置這類館藏，或是可以找誰幫忙轉製特殊文本形

式，可以提供給我們各種特殊資源格式和轉製的協助資訊。第三如果我要辦活動，

我希望可以找到有那些合作伙伴，可以找到那些機構提供支援願意一起參與。」（S4：

98-104） 

「我會覺得硬體方面要訂到內容裡面，因為閱覽環境要如何設計，需要哪些輔具，

這些認知我們館員是比較缺乏的。對於館藏的徵集和如何取得這些資源，也是比較

需要的，如果能做到館藏質量的評估就更好。既然是指引我想將全國相關圖書館和

服務機構的基本資料加到指引裡面，我們就可以互相聯繫業務，而且可以互相諮詢

討論。」（S5：122-127） 

（三）對於國內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建議 

受訪圖書館認為在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時，除前述的建議之外，最主要是觀念的建

立和宣傳，從圖書館行政決策者至第一線服務館員，目前對於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對

象與作法的認識不夠，需要在職教育訓練課程與意識推廣，才能提升圖書館全體人員都能

瞭解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理念與內涵。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觀念的建立，在上位者不管是圖書館或做政策的長官們，不能

用一種施捨社會福利的觀點，應該要做更進一步的了解，這些服務可能還很少，但

有沒有心很重要，像剛提到的人行道的設置，如果能體會使用者的需求做出來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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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在我們做一些服務規劃政策時，我們就應該要能體會身心障礙者的需求，

那你在做考量時就會不一樣。」（S2：251-256） 

「加強上層的概念，譬如說館長他沒有這方面的概念，譬如說課程或是演講一定要

請一些館長，讓他們知道這些東西，要不然有時候他也不會重視這些。」（S8：231-233） 

「專責圖書館要做觀念的宣傳，讓每一個圖書館意識到目前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是圖書館的責任而不是資源夠不夠的問題，即使沒有資源，就目前法規和讀者

權益的保護本來就該做。」（N2：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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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本問卷寄發給縣市級以上之公共圖書館，以及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各級學校

圖書館與協會，共計發送 92 份問卷，第一次回收 30 份，經電話或電子郵件再次催覆，

總計回收 49 份問卷，回收率為 53.2%。49 份問卷中，回覆目前已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者，計有 19 份（38.8%），未提供服務者計 30 份（61.2%）。 

表 1 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統計表 

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機構數 百分比（%） 

有 19 38.8 

無 30 61.2 

總計 49 100.0 

以下問卷資料分析前三部分：「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營運管理情形」、「圖書資訊特殊

版本館藏資源」、「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閱覽與使用情形」，係以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之 19 所圖書館回覆資料分析。第四部分之「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看法」是無

論是否有服務之 49 所圖書館，提出對於服務未來發展的看法。各項資料分析結果分述

如下： 

一、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營運管理情形 

（一）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讀者類型 

在 19 份回覆已提供服務之圖書館中，提供服務之讀者類型，以視覺障礙者占大宗，

達 68.4%；其次為聽覺障礙者，占 31.5%，再次為肢體障礙者，占 21%，而學習障礙者與

閱讀困難者，分占 15.7%與 10.5%，智障者與腦麻則各占 5.2%。 

表 2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類型統計表 

身心障礙讀者類型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視覺障礙者 13 68.4 

聽覺障礙者 6 31.5 

學習障礙者 3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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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讀者類型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閱讀困難障礙者 2 10.5 

肢體障礙 4 21.0 

智障 1 5.2 

腦麻 1 5.2 

 

（二）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人力 

圖書館負責身心障礙讀者業務現有人力統計，目前人數最多者為志工，高達 69 人

（平均每館 13.8 人），其次為約聘僱人員有 21.5 人（平均人數每館 2.7 人），再者為臨

時人員（平均每館 2.5 人）。但屬於正式編制之行政人員總數僅有 16.5 人（平均每館僅

1.8 人）。由此可知，圖書館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業務時，大多以非正式人力為主，

如志工、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等，屬正式編制人力不多。 

表 3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人力統計表 

人力類型 人力分布 機構數 填答機構總數 總計人數 平均人數 

正式編制行政人員 1人以下 4 9 16.5 1.8 

1-3人 3 

4-6人 2 

7人以上 0 

教育任用條例人員 1人以下 1 1 0.5 0.5 

1-3人 0 

4-6人 0 

7人以上 0 

約聘僱人員 1人以下 4 8 21.5 2.7 

1-3人 1 

4-6人 2 

7人以上 1 

臨時人員 

（含工讀生） 

1人以下 1 3 7.5 2.5 

1-3人 1 

4-6人 1 

7人以上 0 



225 

 

人力類型 人力分布 機構數 填答機構總數 總計人數 平均人數 

志工 1人以下 0 5 69.0 13.8 

1-3人 3 

4-6人 1 

7人以上 1 

其他 支援職工 1 1 0.5 0.5 

無專責人力 2 2 0 0 

專案研究助理 1 1 6 6 

教師兼任圖書

館主任 

1 1 1 1 

註：如為兼任人數採折半方式計算，計為 0.5 人。 

（三）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經費 

回覆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 19 所圖書館中，有編列年度預算者僅 4 所圖書館，以

2014 年預算為例，有編列「業務費」者有 3 所，數額分別為 5,000 元、123,000 元及,111,666

元；有編列「設備費」者，僅 2 所，數額為 90,000 元、98,000 元。其餘圖書館並未編

列年度預算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但視實際需要自相關經費下勻支或是自政府相關專案

或民間團體獲得資助。 

（四）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人數 

圖書館服務之身心障礙讀者類型與人數統計，根據 2014 年館務統計，圖書館服務

之身心障礙讀者辦證人數，以視覺障礙者為主，總數達 5,046 人（平均填答館每館 504

人）；聽覺障礙讀者辦證人數，為 85 人（平均每館 42.05 人）；學習障礙者辦證 76 人；

肢體障礙者辦證總數 265 人。 

表 4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辦證人數統計表 

身心障礙讀者類型 辦證人數 填答機構數 總計人數 填答館平均數 

視覺障礙者 1-100 人 7 5046 504.0 

100-500 人 1 

500-1000 人 0 

千人以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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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讀者類型 辦證人數 填答機構數 總計人數 填答館平均數 

聽覺障礙者 1-100 人 2 85 42.5 

學習障礙者 1-100 人 1 76 76.0 

閱讀困難障礙者 0 0 0 0 

肢體障礙者 1-100 人 1 265 132.5 

100-500 人 1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人數，同樣採各館 2014 年統計，其服務讀者類型人數，

仍以視覺障礙者為大宗，計有 12 個圖書館提供服務，總計 17,781 人（平均每館 1,482

人）；其次為聽覺障礙者，有 4 所圖書館服務共 592 人（平均每館 148 人）；再者為肢體

障礙者，僅 1 所圖書館提供入館人數統計，有 109 人，而學習障礙者，則有 2 所圖書館

提供服務，總計 79 人（平均每館 39.5 人）。 

表 5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人數統計表 

身心障礙讀者類

型 

服務人數 填答機構數 總計人數 平均數 

視覺障礙者 1-100 人 5 17,781 1,482.0 

100-500 人 1 

500-1000 人 1 

千人以上 5 

聽覺障礙者 1-100 人 3 592 148.0 

100-500 人 0 

500-1000 人 1 

千人以上 0 

學習障礙者 1-100 人 2 79 39.5 

閱讀困難障礙者 0 0 0 0 

肢體障礙者 1-100 人 0 109 109.0 

100-500 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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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計畫 

圖書館因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已發展年度工作計畫或是中程發展計畫者，各有 8

所圖書館，各占 42%，並無任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計畫之圖書館計有 7 所，占 36.85%。  

      表 6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計畫統計表 

項目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年度工作計畫 8 42.0 

中程發展計畫 8 42.0 

無 7 36.8 

有年度工作計畫之圖書館，計畫內容以說明「讀者服務」為主，計有 7 所圖書館，

計畫內容敘明「行銷推廣」與「環境設施改善」內容者，各占 26.3%與 21%，而「人員

培訓」與「館藏發展」則各占 15.7%。 

有中程發展計畫之圖書館，其中程計畫內容以說明「館藏發展」事項最多，占

31.5%；其次為「讀者服務」與「環境設施改善」，各占 26.3%與 21%，「行銷推廣」僅

占 15.7%，論及「人員培訓」則更少，僅 10.5%。 

        表 7 身心障礙讀者工作計畫內容統計表 

項目 內容事項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年度工作計畫 館藏發展 3 15.7 

讀者服務 7 36.8 

行銷推廣 5 26.3 

環境設施改善 4 21.0 

人員培訓 3 15.7 

中程發展計畫 館藏發展 6 31.5 

讀者服務 5 26.3 

行銷推廣 3 15.7 

環境設施改善 4 21.0 

人員培訓 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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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資訊特殊版本館藏資源 

（一）特殊版本館藏發展政策 

圖書館對於特殊版本館藏是否有館藏發展政策，填答「有」者，共有 6 所，其中 5

所是將特殊版本館藏發展列於整體館藏發展政策中，另有 1 所，則具備針對特殊版本館

藏獨立出來的館藏發展政策。然而，尚無特殊版本館藏發展政策者，反居多數，計有

13 所，占 68.4%，顯示大多數的圖書館並未建立特殊版本館藏永續經營之館藏發展政策。 

表 8 特殊版本館藏發展政策情形統計表 

有否館藏發展政策 機構數 百分比（%） 

有 列於本館整體館藏發展政策 5 26.3 

有獨立之身心障礙讀者館藏發展

政策 

1 5.3 

無 13 68.4 

總計 19 100.0 

（二）特殊版本館藏資源成長情形 

詢問受訪圖書館每年特殊版本館藏資源成長情形，採近三年平均數量估算，有 13

所圖書館表示每年會平均增加 1-500 種館藏，占填答總數 72%；而每年館藏可以平均增

加 501-1000 種及 1001-1500 種者，各有 2 所圖書館，各占 11%。未填答與近三年全無

新增者，各有 1 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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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特殊版本館藏資源成長數量分布統計表 

數量 機構數 百分比（%） 

近三年館藏量全無新增 1 5.3 

每年平均增加 1－500 種 13 68.4 

每年平均增加 501－1000 種 2 10.5 

每年平均增加 1001－1500 種 2 10.5 

未填答 1 5.3 

總計 19 100.0 

（三）特殊版本館藏徵集來源 

圖書館特殊版本館藏資源徵集來源，以採購為大宗，占 52.6%，有自行製作與接受

贈送的來源，有 7 所圖書館，各占 36.8%，委託製作則占 15.7%，取得授權複製和其他

來源，則各占 10.5%。 

表 10 特殊版本館藏徵集來源統計表 

徵集來源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採購 10 52.6 

自行製作 7 36.8 

委託製作 3 15.7 

取得授權複製 2 10.5 

贈送 7 36.8 

其他 2 10.5 

（四）特殊版本館藏媒體類型與數量 

統計圖書館目前館藏擁有之特殊版本館藏媒體類型，如以擁有資源類型之機構數觀

之，「數位有聲書（DAISY、MP3）」是目前多數館擁有的媒體類型，占填答機構數 57.8%

的比例；其次最多圖書館擁有的媒體類型為「紙本點字書（含雜誌）」，計有 36.8%的圖

書館擁有此類館藏；而「立體觸覺圖書」與閱讀障礙用的「字彙量少、圖解豐富之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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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擁有館數最少，甚至提供學習障礙者使用之「版面可編排與標示之電子書」尚

無圖書館有此類館藏。 

至於以館藏總數統計，所有特殊版本館藏總數最多者，為「類比有聲書（錄音帶）」，

總計有 142,558 冊（件）；平均每館有 28,511 冊（件）；其次為「數位有聲書（DAISY、

MP3）」，總計有 86,839 冊（件）；各館累計最少的館藏媒體類型是「立體觸覺圖書」與

閱讀障礙用的「字彙量少、圖解豐富之特殊文本」，顯然有聲書是目前最普遍的館藏資

源類型。 

表 11 特殊版本館藏資源媒體類型與數量統計表 

類型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總計數量 平均數 

紙本點字書（含雜誌） 7 36.8 28,378 4,054 

數位點字書（含雜誌） 5 26.3 75,845 15,169 

雙視圖書（含雜誌） 6 31.5 8,097 1,350 

大字體書（含雜誌） 4 21.0 561 141 

立體觸覺圖書 1 5.2 21 21 

類比有聲書（錄音帶） 5 26.3 142,558 28,511 

數位有聲書（DAISY、MP3） 11 57.8 86,839 7,894 

口述影像影片（DVS） 2 10.5 23 11 

加註字幕/手語的影片

（Video/DVD） 
6 31.5 16,174 2,695 

版面可編排與標示之電子書 0 0 0 0 

字彙量少、圖解豐富之特殊文

本（學習與閱讀障礙用） 
1 5.2 1 1 

其他 2 10.5 73 37 

註：1.勾選「其他」類型之 2 所圖書館資料類型，分別為：特殊教學資料（遊戲、測驗用品）

58 件、多媒體組件 15 件。 

    2.「平均數」係採四捨五入，取至整數。 

 

 

（五）特殊版本資源徵集之困難 

在徵集特殊版本館藏時經常遭遇的困難，圖書館認為以「採購與製作經費不足」最

嚴重，計有 12 所圖書館，認同此一問題，並經由填答者標示嚴重程度排序加權計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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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各館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其次多數館認為遭遇的問題是「轉製資源之電子檔取得困

難」以及「資源轉製無法取得授權」，均各有 9 所圖書館面臨此類問題。但如果讓受訪

者標示嚴重程度排序，會發現最待克服的問題依序是：「採購與製作經費不足」、「轉製

資源之電子檔取得困難」、「缺乏特殊版本資源處理專業」、「對於身心障礙讀者需求認識

不足」、「資源轉製無法取得授權」，顯然除了經費之外，解決電子檔取得與資源轉製技

術問題，是比較重要的事項。 

表 12 特殊版本館藏徵集遭遇困難統計表 

困難原因 選取機構數 序次加權平均分 

轉製資源之電子檔取得困難 9 3.7 

資源轉製無法取得授權 9 2.3 

採購與製作經費不足 12 4.0 

缺乏特殊版本資源處理專業 7 3.6 

對於身心障礙讀者需求認識不足 7 2.6 

 

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閱覽與使用情形 

（一）特殊版本館藏資源檢索方式 

 圖書館提供特殊版本館藏資源檢索方式，採「併入一般館藏公用目錄」為大宗，

占 52.6%，其次為建置「特殊館藏線上公用目錄」，占 42.1%；再者為提供「特殊館藏

點字目錄」，占 21%。能提供「特殊館藏紙本目錄」及「特殊館藏光碟目錄」者，各占

15.7%，而完全未製作目錄可供查詢者，僅有 1 所圖書館。 

 

 

表 13 特殊版本館藏檢索方式統計表 

檢索方式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特殊館藏紙本目錄 3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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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館藏點字目錄 4 21.0 

特殊館藏線上公用目錄 

（透過軟體及輔具可供身心障礙讀者讀

取） 

8 42.1 

特殊館藏光碟目錄 3 15.7 

併入一般館藏公用目錄 10 52.6 

完全未製作目錄可供查詢 1 5.2 

其他 2  10.5 

註：勾選「其他」之 2 所圖書館，提供檢索方式註明為：老師協助尋找、聽障生可利用一般查

詢工具。 

 

（二）特殊版本館藏資源使用情形 

 以 2014 年圖書館特殊版本館藏資源使用統計為例，分析各類館藏使用情形，其中

以借閱「數位有聲書（DAISY、MP3）」為最大宗，占填答機構數 47.4%，總借閱人次

為 6,992 人，總借閱數 22,172，平均單人次借閱冊數為 3.2 冊。 

如以借閱人次觀之，借閱人次與借閱數量最多的前三名館藏資源媒體為：「數位有

聲書（DAISY、MP3）」、「數位點字書（含雜誌）」、「雙視圖書（含雜誌）」。但平均單人

次借閱數量最多的前三名媒體為：「數位點字書（含雜誌）」、「雙視圖書（含雜誌）」、「紙

本點字書（含雜誌）」，意味著最常被借閱使用的館藏為有聲書與數位點字書，但單次借

閱比較多的是數位點字書與雙視點字書。 

 

 

 

 

表 14 特殊版本館藏資源使用情形統計表 

資源類型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
百分比（%） 

 借閱人次 借閱     

總冊數 

平均     

借閱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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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類型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
百分比（%） 

 借閱人次 借閱     

總冊數 

平均     

借閱冊數 

紙本點字書（含雜誌） 4 21.0 2,682 10,912 4.1 

數位點字書（含雜誌） 3 15.8 3,672 26,615 7.2 

雙視圖書（含雜誌） 4 21.1 2,700 11,315 4.2 

大字體書（含雜誌） 3 15.8 479 755 1.6 

立體觸覺圖書 1 5.2 不外借 不外借 不外借 

類比有聲書（錄音帶） 1 5.2 35 77 2.2 

數位有聲書（DAISY、MP3） 9 47.4 6,992 22,172 3.2 

口述影像影片（DVS） 1 5.2 1 1 1 

加註字幕/手語的影片
（Video/DVD） 

2 10.5 8 10 1.3 

 

（三）圖書館網頁無障礙設計情形 

詢問圖書館網頁是否通過無障礙網頁檢測規範，已通過者有 9 所圖書館，其中 AAA

級占 15.8%，AA 級則占 10.5%，A 級占 21%。未通過無障礙網頁規範的圖書館網頁則

有 10 所，占 52.6%。 

表 15 圖書館無障礙網頁設計統計表 

無障礙網頁情形 等級 次數 百分比（%） 

通過無障礙網頁規範 A 級 4 21.1 

AA 級 2 10.5 

AAA 級 3 15.8 

無 10 52.6 

總計 19 100.0 

（四）設置身心障礙讀者專用閱覽區情形 

圖書館目前已設置身心障礙讀者專用閱覽區者，計有 11 所圖書館，占 57.9；其設

置空間面積以 10-100 坪者居多，占 26.3%，其次為 1-10 坪者，21.1%，而 100 坪以上者，

有 2 所圖書館，占 10.5%。然而尚未設置專用閱覽區的圖書館有 8 所，占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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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身心障礙讀者專用閱覽區設置情形統計表 

有否身心障礙讀者專用閱

覽區 

坪數 機構數 百分比（%） 

有 1-10 坪 4 21.1 

10-100 坪 5 26.3 

100 坪以上 2 10.5 

無 8 42.1 

總計 19 100.0 

（五）圖書館建築符合無障礙空間情形 

關於圖書館符合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情形，已完全符合內政部規範

者，有 7 所圖書館，占 36.8%。部分符合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者，占 47.4%。

目前部分符合項目中，以符合無障礙坡道為多（36.8%），其次為符合電梯和無障礙廁所

（31.5%），符合導盲地磚、閱覽桌椅、停車位、服務鈴者，各有 5.2%的比例。未填答

者，有表示係因建築非圖書館初始規劃，不知悉目前建築設計情形。 

表 17 圖書館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計情形統計表 

選項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完全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7 36.8 

部分符合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電梯 6 31.5 

無障礙廁所 6 31.5 

無障礙坡道 7 36.8 

導盲地磚 1 5.2 

閱覽桌椅 1 5.2 

停車位 1 5.2 

服務鈴 1 5.2 

未填答 3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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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閱讀輔助設備 

 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使用之閱讀輔助設備，以提供「盲用電腦及其輔具（如

點字觸摸顯示器等）」與「放大鏡（手持或照明式）」者最多，各有 9 所，占 47.3%。其

次為「擴視機（文字放大設備）」，占 42.1%；再者，為「語音輸出設備」，占 26.3%，

其餘可提供「錄放音機」、「DAISY 播放器」、「放大列印設備」、「觸控式螢幕」設備比

例並不高。 

表 18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閱讀輔助設備統計表 

設備類型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盲用電腦及其輔具（如：點字觸摸顯示器） 9 47.3 

擴視機（文字放大設備） 8 42.1 

放大鏡（手持或照明式） 9 47.3 

錄放音機 4 21.0 

DAISY播放器 2 10.5 

放大列印設備 2 10.5 

語音輸出設備 5 26.3 

觸控式螢幕 2 10.5 

其他 4 21.0 

 

（七）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 

圖書館目前已提供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以「設置電子圖書館提供線上閱讀或下

載內容」為最多，有 52.6%的圖書館均已提供此項服務；其次為「資料居家宅配或郵寄服

務」和「以電話、email、傳真等辦理借閱相關服務」、「提供多種管道參考諮詢服務」，各

有 47.3%的圖書館提供；至於能提供「讀報或朗讀服務」、「講演類活動手語服務」、「口述

影像播映活動」之圖書館有 15.7%的比例。但提供「有聲書或點字書客製服務」、「建置身

心障礙讀者需求主題資源網站」者，只有 10.5%，最少者為「閱讀障礙陪讀或相關輔助服

務」和「出借閱讀輔助」，僅各有 1 所圖書館提供此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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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統計表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事項 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資料居家宅配或郵寄服務  9 47.3 

以電話、email、傳真等辦理借閱相關服務 9 47.3 

提供多種管道參考諮詢服務 9 47.3 

設置電子圖書館提供線上閱讀或下載內容 10 52.6 

有聲書或點字書客製服務 2 10.5 

讀報或朗讀服務 3 15.7 

講演類活動手語服務 3 15.7 

口述影像播映活動 3 15.7 

即時聽打服務 0 0 

閱讀障礙陪讀或相關輔助服務 1 5.2 

出借閱讀輔助設備 1 5.2 

建置身心障礙讀者需求主題資源網站 2 10.5 

其他 1 5.2 

 

四、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看法 

以下問卷資料分析，是針對無論是否已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總計 49 所圖書

館，回覆對於圖書館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看法。 

（一）圖書館認為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困難 

所有回覆問卷之圖書館認為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所遭遇的困難，以「欠缺專業人

力」為主要困難，根據回覆重要程度所標示序次，予以加權計分後排列第一（2.975 分）；

其次為「經費不足」，有 37 所圖書館認同此一問題，其序次加權分為 2.8 分。第三為「館

藏資源不足」，最後為「輔助設施與資訊設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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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困難統計表 

認為發展服務的主要困難 選取機構數 序次加權平均分 

經費不足 37 2.8 

欠缺專業人力 41 2.975 

館藏資源不足 37 2.27 

輔助設施與資訊設備不足 39 2.07 

 

（二）期許專責圖書館推動事項 

圖書館期許未來能與中央專責圖書館合作發展之事項，以「輔導各館辦理身心障礙

讀者服務業務」為最多，有 28 所圖書館，序次加權分為 3.3 分；其次為「進行專業人

才培訓」，序次加權分為 3.29 分，第三為「辦理館際互借」，第四為「合作辦理推廣活

動」，第五為「合作建置特殊版本館藏資源」。 

表 21 期許專責圖書館推動事項統計表 

建議合作發展項目 選取機構數 序次加權平均分 

辦理館際互借 35 3.08 

合作建置特殊版本館藏資源 34 2.67 

合作辦理推廣活動 31 2.96 

進行專業人才培訓 28 3.29 

輔導各館辦理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業務 

28 3.3 

 

（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應優先進行事項 

圖書館認為國內圖書館界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最應優先進行之事項為「辦理圖

書館員專業培訓課程提升服務知能」，有高達 69.3％的圖書館勾選此項；其次為「加強

與身心障礙相關機構合作事宜」，占 51%；而「建置國家級特殊版本館藏資源典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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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訂定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營運標準與規範」，則各占 48.9%，第四為「建置特殊版本

館藏資源聯合目錄」，占 46.9%。「制訂工作手冊或工作指引」與「優先解決圖書資源轉

製特殊版本的授權問題」，則各占 44.8%與 42.8%。 

表 22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應優先進行事項統計表 

建議優先進行事項 選取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建置國家級特殊版本館藏資源典藏中心 24 48.9 

建置特殊版本館藏資源聯合目錄 23 46.9 

加強與身心障礙相關機構合作事宜 25 51.0 

訂定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營運標準與規範 24 48.9 

制訂工作手冊或工作指引 22 44.8 

優先解決圖書資源轉製特殊版本的授權問題 21 42.8 

辦理圖書館員專業培訓課程提升服務知能 34 69.3 

 

（四）對於訂定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之需求 

至於對於訂定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之需求，有高達 93.9%的圖書館認為有必要，

其中大部分圖書館期許此一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的內容取向，為「實務操作指導」比

較理想（占 85.7%），認為內容取向定位為「作業評估指標」者，僅占 8.2%。而認為不

需要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者，僅 6.1%。 

表 23 對於訂定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需求統計表 

有否有需求 期許內容取向 機構數 百分比（%） 

是 實務操作指導 42 85.7 

作業評估指標 4 8.2 

否 3 6.1 

總計 4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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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尚未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原因 

詢問圖書館目前尚未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原因，以「缺乏專業人力」為主要因

素，占 57.1%的比例；其次為「館舍空間條件不夠」，有 51%；再者為「經費不足」（占

48.9%）、「服務對象身心障礙讀者人口少」（46.9%），最後為「不知如何規劃身心障礙

讀者服務」（占 24.5%）。 

表 24 圖書館尚未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原因統計表 

未提供服務的原因 選取機構數 填答數占總數百分比（%） 

服務對象身心障礙讀者人口少 23 46.9 

不知如何規劃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 

12 24.5 

經費不足 24 48.9 

缺乏專業人力 28 57.1 

館舍空間條件不夠 25 51.0 

其他 5 10.2 

 

（六）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意願 

詢問圖書館未來是否有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意願，有 61.2%的圖書館，有意願

進行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規劃，但仍有 28.6%圖書館填答無意願，10.2%的圖書館，未表

示意見。 

表 25 圖書館發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意願統計表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意願 機構數 百分比（%） 

是 30 61.2 

否 14 28.6 

未填答 5 10.2 

總計 4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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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期中審查意見修正說明對照表 

 

審查意見 回覆及處理說明 

一、報告撰寫格式 

報告內容在撰寫上，建議於每章起始加上前言

敘述以利閱讀；另於報告封面上加註「期中報

告」字眼，書背上加註題名及研究單位等，以

利資訊完整呈現。（杞委員昭安） 

已修正。 

二、文獻資料整理 

（一）文獻探析有關國外現況分析部分，有些

國家資訊有所缺漏，如：P.20 美國國會圖書館

分析中就未提到他們會在每個州設置一個中

心，對各州提供服務，此外建議放入芬蘭國立

視障圖書館，因其也是統籌館，值得參考。（曾

委員淑賢） 

1） 加入文字說明美國國會圖書

館情形。 

2） 增加芬蘭國立視障圖書館簡

介。 

（二）文獻資料呈現層級不一且順序應做些調

整，如：各國介紹不一致，有些涵蓋大學圖書

館，有些則無；而 IFLA 的介紹應獨立於各國之

前（後），而非穿插在國家之間。（曾委員淑賢） 

1） 已將 IFLA 移至各國之前。 

2） 原內容各國介紹之圖書館為

營運較具特色者。根據審查意

見為了統一考量，刪除大學圖

書館部分。 

（三）請重新檢視調整補足文獻說明，如：敘

明 P.32 日本公共圖書館館名。（曾委員淑賢） 

已修正為日本公共圖書館概況。 

（四）文獻中所提及之相關資料內容請檢視修

正，如：P.15「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資料中心於

1975年 1月成立……」，1975年 1月應改為 1975

年 7 月。（曾委員添福） 

已修正本段文字並改寫。 

（五）請檢視統計數據的正確性，如：P.67 公

共圖書館數量扣除私立館所應只有五百多所而

非 698 所。報告在撰寫上也應要統一所使用的

1） 原數據來自圖書館名錄，業依

建議改為 500 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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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及處理說明 

名詞，例如：權責人員或專責人員。（李委員玉

瑾） 

2） 名詞修正統一為專責人員。 

三、研究方法論述 

（一）現行訪談、座談及問卷調查的預設對象

都是以圖書館從業人員或是學者專家為主，但

指引內容應較有針對性，能切合使用者需求，

因此建議在後續相關調查等對象上尚應包含服

務對象如視障者、聽障者、學習障礙者等。（林

委員珊如、曾委員淑賢） 

後續待執行之座談與問卷將增加

身心障礙學校與服務團體。 

 

（二）圖表名稱請重新檢視修正，例如：P.64

圖 3.1 是研究程序，而非研究概念架構。（曾委

員淑賢） 

根據審查意見修正。 

四、報告內容撰寫 

（一）訪談內容的選用上，應斟酌刪減無直接

相關之內容，建議文字、標題應予精簡以增加

可讀性；另訪談結果的標題與內容描述上應一

致，如：P.100 中第 5 條「取得一般讀者無法借

閱特殊館藏的諒解」，因此條歸納在所遭遇的困

難項下，因此於標題應要較加強顯著困難點。

（曾委員淑賢） 

訪談內容全部重新檢視修正，已大

幅刪節內容。 

（二）指引（草案）內容相關建議： 

1.名稱建議可以用「指引」來代替「指南」。（曾

委員淑賢） 

已將「指南」改為「指引」。 

2.釐清服務指引的定位，指引應是原則性、宣

誓性的參考性建議，在內容上不宜有太多「要

求」等法規用語，而單位名錄也比較適合放

在工作手冊而非指引中。（林委員珊如、陳委

員昭珍、曾委員淑賢） 

1） 已檢視指引內容用語，儘量採

原則性規定。 

2） 根據審查意見已刪除機構名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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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及處理說明 

3.文中提及「特殊讀者」之用語，但對於此詞

彙各圖書館之解讀與定義都不一樣，所以請

斟酌是否用「身心障礙讀者」即可，以免造

成受訪者和與會者的理解錯誤。（杞委員昭

安、陳委員昭珍、曾委員淑賢） 

將指引內容，改採「身心障礙讀

者」，期中報告內容本身仍保留圖

書館慣用之「特殊讀者」。 

4.指引應清楚釐清適用對象，本案中分專責、

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及其他圖書館，但專

責圖書館已有其他法規做規範；而在其他圖

書館所涵蓋的類型又太過廣泛，因此建議重

新釐清適用對象究竟為何。（林委員珊如、曾

委員淑賢） 

根據審查意見將本指引內容刪除

不同層級作業之明確說明。 

5.指引中所規範的服務對象應釐清到底包含

那些障別，而身心障礙者常有同行或協助的

照護者，其往往是圖書資源的運用者，請考

量是否也應列入指引規範中。各障別內容著

墨上比例應一致，或是分案研究，針對各障

別需求研擬適切之指引。（杞委員昭安、林委

員珊如、陳委員昭珍、曾委員淑賢） 

1） 本指引增列適用對象說明及

圖書館應關注之障礙類型。 

2） 分障礙類型分別研訂指引，可

列入委託單位未來計畫，本案

接受委託係以通則性規範為

主。 

6.指引服務對象應更具有針對性及前瞻性，從

使用者角度了解需求，合理分配資源，並建

議增列館內、館外所提供之服務。（林委員珊

如） 

因涉及修改內容較多，於期中報告

要求 10 日內完成修改有困難，將

於期末報告之指引內容增列「讀者

服務事項」。 

7.請調整修改指引中的設施設備部分，到館使

用的身心障礙讀者畢竟是少數（建議可參考

各縣市的身心障礙者統計），不宜硬性要求設

置專區及完善所有設備，以免造成資源浪費

問題。（林委員珊如、曾委員淑賢） 

本指引原無指定設置專區之意，但

對於有設置專區者，則提供空間與

設備建議。 

8.指引的人員部分，宜用「人員知能」替代「人

員培訓」，並列出人員知能即可。（曾委員淑

賢） 

根據審查意見修改名詞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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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及處理說明 

9.人員培訓應朝專業化、證照化的方向發展，

或列出不同身心障礙服務人員所需之知能，

並從中發展出相關培訓內容。（陳委員昭珍） 

針對不同障礙者研訂需要知能，建

議於未來委託機關分服務對象研

訂指引內容時探討，因非本案通則

性指引重點，暫予保留。 

10.美國圖書館學會指引列有志工與實習計畫

項，國內亦多有志工運用，可斟酌增列志工

運用及訓練。（林委員珊如、陳委員昭珍） 

因涉及修改內容較多，於期中報告

要求 10 日內完成修改有困難，將

於期末報告之指引內容「6.人員知

能」增列志工運用說明。 

11.於無障礙空間之撰寫上，內政部已訂定詳

盡之「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於指引

撰寫中可簡單敘寫原則即可，不必逐條列

出。（曾委員淑賢） 

根據審查意見修正。 

12.建議新增無障礙網頁項目，但不必逐條列

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制定之「無障礙網頁

開發規範」內容，簡單敘寫原則即可。（杞委

員昭安、林委員珊如） 

根據審查意見修正。 

13.指引在撰寫上，文字應要更精簡，且內容

應是具有針對性的服務，至於經費等管理經

營面向不宜列入。（陳委員昭珍） 

根據審查意見已刪除「5.經費預算」

項目內容。 

（三）指引研訂完成後，建議可邀請相關領域學

者專家檢視，針對內容逐條審視，提出修正建議。

（杞委員昭安） 

已於 7 月 27 日、29 日辦理過兩場

專家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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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期末審查意見修正說明對照表 

 

審查意見 回覆及處理說明 

一、報告撰寫格式 

請修正報告內容格式，建議將各章節的起始頁

置於奇數頁，並統一前後文用詞，目次中附錄

不需使用冒號。 

 

已檢視修正。 

二、文獻資料整理 

（一）第二章文獻分析缺乏對各國服務指南內

容之分析比較，建議重新檢視調整補足文獻說

明，加強各國服務指南內容探討，據以研訂適

合本國參考之指引，並統一採「指引」一詞。 

 

1.「指南」除封面外，內容均統一

改為「指引」。 

2.原第二章文獻分析有關各國指引

內容比較分析，經重整加強內容增

列為第四章。 

（二）建議 P.56 各國特殊讀者服務指引內容之

比較分析表可說明國外服務對象有那些障礙

別，用以呼應之後的指引內容。 

分析表增列身心障礙讀者類型。 

三、 研究方法論述 

（一）建議根據文獻分析來訂定研究架構，如

先以文獻分析及問卷訪談內容草擬國內指引草

案，再根據專家座談修正指引。 

 

調整內容章節架構，第四章先說明

指引研訂過程與內容，第五章結論

與建議，其餘調查資料移至附錄。 

（二）現行訪談、座談及問卷調查的預設對象

都是以圖書館從業人員或是學者專家為主，但

指引內容應著重在圖書館針對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的呈現，較能切合使用者需求，建議說明對

於使用者意見的社會效度評估。 

焦點座談設計部分有納入身心障

礙讀者參與意見，故增列此部分文

字說明以佐證社會效度評估。 

（三）本案問卷回收率偏低，只有 53.2%，建

議可電話探詢調查對象未答覆問卷的原因，並

透過直接訪談瞭解其服務現況及對指引的需

電話催復過程瞭解未回覆問卷之

對象均因尚未提供此項服務故未

回覆問卷，已於第五章增列文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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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及處理說明 

求，加強問卷調查結果之參考價值。 明。 

四、報告內容撰寫 

（一）文中提到衛福部身心障礙人數統計，但

本案主要探討範圍僅係其中一部分，建議可針

對關注之研究對象資料進一步說明。 

 

業於報告第 6 頁增列文字說明。 

（二）本研究的重點及目的是研訂服務指引，

建議如非與指引內容相關者應可節略，並應將

指引內容放在報告之中，強調指引內容的修訂

過程及內容，將研究重點拉回服務指引的範圍

中。 

回應研究重點在於研訂服務指

引，故增列第四章說明本指引研訂

過程與內容。 

（三）第四章前言敘寫與各節實際內容順序不

一致，請調整修正；第五章結論內容應與第一

章研究目的前後互為呼應。 

文字已併同章節內容調整後併修。 

（四）可探討其他國家圖書館於提供身心障礙

者服務時是否有所限制，但在指引中不需要限

定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才能使用，而

是要說明如何服務有所需要的人。 

本指引所稱服務對象並不限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者，為避免誤解，已

增列文字說明。 

（五）指引（草案）內容相關建議 

1.建議釐清服務指引的定位，指引僅需原則性

說明，無需詳述實務操作內容，規範儘量精

簡並以圖書館服務角度撰寫。 

 

規範文字調整較為精簡。 

2.指引 P.156 第 8 項「無障礙網站」建議可改

為「網站服務」，避免於標題誤解硬性規定不

同層級之圖書館皆須進行無障礙網站標章認

證；另，指引內容僅需簡單敘寫原則，有些

既有現行規範可資遵循者，如無障礙網頁開

發規範和圖書館空間規範等，應斟酌比例，

不需要將全部內容都放在指引中。 

1）「無障礙網站」標題改為「網站

服務」。 

2）刪除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但

保留必要之空間需求說明，以協

助圖書館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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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及處理說明 

3.建議重新釐清本案中專責、縣市級以上公共

圖書館及其他圖書館之身心障礙者服務差

別。各圖書館服務對象各有不同，規模大小

亦有差異，不宜強制要求對特殊讀者提供統

一之服務標準及內容，或要求設置專區及完

善所有設備，避免造成資源浪費。 

本指引為參考性質，並非強制規

範，亦無不同層級因應重點之要

求，建議圖書館可參照本身條件參

酌適用，為避免此項誤解，於指南

內容增列文字說明。 

4. 指引應為各圖書館通用，建議其中名詞解

釋或內容避免提及專責圖書館或特定層級圖

書館權責。 

本版指引內容均已刪除對於專責

圖書館或其他圖書館作法之說明。 

5. 建議調整指引 5.1 各款之呈現順序，另屬

人員培訓相關者應放在一起，以避免閱讀時

順序混亂；指引中用詞宜用「培訓」替代「教

育課程訓練」。 

依建議已修改文字。 

6. 建議修正指引名稱為「圖書館身心障礙讀

者服務指引」；另 p.142 有關「圖書資訊特殊

版本」名詞解釋引用「特殊讀者使用圖書資

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

草案內容，該辦法業經教育部於 2015 年 12

月 7 日發布施行，引用條文及內容亦略有變

更，請配合修正。 

已依據法規修訂名詞解釋與指引

內容相關文字。 

（六）建議能將編訂好的指引提供給相關服務

單位進行實際測試，藉此檢核指引的可行性。 

本指引完成修訂後將接續此一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