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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資訊社會的發展，圖書館員需要面對無法閱讀常態文本的

讀者需求。為了提供身心障礙讀者公平取用服務與便利的設備，圖書

館員必須瞭解身心障礙者需求及其在圖書館環境所遭遇的問題，因

此，圖書館員應該具備身心障礙服務知能與繼續教育的議題益加重

要。 

本研究首先調查 2006 至 2016 年間圖書資訊學及其他相關系所

專業教育培養的核心知能，採用「大學校院課程資源網」檢索分析相

關課程特性，並為瞭解受訓館員需求，採問卷調查方式，以近 5年參

與過身心障礙培訓課程之 404位館員為問卷發送對象，瞭解館員對於

課程需求與意見。綜合文獻探討、課程分析與館員意見，提出建議草

案，最終藉由焦點座談方式，彙整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之知能要求

與培訓制度之討論意見。 

結果顯示目前大專校院課程內容以講授概念與政策為多，課程

集中在「身心障礙者服務」、「讀者服務」以及「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此三項主流課程；多數館員在學時未曾修過身心障礙服務相關課程，

期許有在職繼續教育提升工作能力；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可歸為

10 大項主題，其中「相關政策與法規」、「資訊需求與行為」、「溝通

技巧與能力」等專業知能較受重視，最終提出未來發展建議，以供相

關學校系所開設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課程及圖書館規劃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人員專業知能課程與施行專業認證之參考。  

關鍵詞：身心障礙讀者，身心障礙者,圖書資訊學教育，繼續教育，

專業知能 



 

 

Abstract 

Nowadays, in our information society, librarians have to deal with 

an increasing range of users with print-related disabil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equal services and effective facilities to disabled users, librarians 

have to understand their needs and the problems which they encounter in 

the library environment. The issues of competencies for librarians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on disability reader services would be great 

importance.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at are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school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have taught of disability reader services in their courses from 2006 to 

2016.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Course 

Information Website” was taken to identify the context of their cours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needs and opinion of librarian, a questionnaire was 

sent to 404 librarian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training course of disability 

in the last five year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e analysis of courses 

and the opinion survey of librarians, a draft proposal was draw up. And 

by means of focus discussion, the discussions of the competencies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on readers' service librarians have generaliz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llege courses mainly were to teach 

concepts and policies, and the "service for disability", "reader service" 

and "welfare policy for disability" were the top three courses. Most 

librarians have not taken the course of disability services during school, 

and they were expected to have on-the-job continuing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ir working abilities. Librarians' professional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10 core competencies, of which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formation needs and behaviors"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abilities" are the most concerned. Finally, the suggestions for 

LIS schools and libraries to plan reader services on people with disability 

will be proposed for reference. 

Keywords : disabled reader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LIS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core compe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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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緒論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及動機；第二節陳述研

究目的；第三節說明研究問題；第四節解釋本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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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

識。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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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成資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不公平現象（莊道明，2001）。為了消

弭條件不足與弱勢者取用資訊的障礙，不僅需要國家法令保障不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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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身心障礙者穩定身心並融入社會生活。尤其在網路與數位資訊發

展後，一般民眾接觸資訊的管道更加多元，但對於原已處於資訊取用

弱勢之身心障礙者而言，如果缺乏輔助與服務機制，其接觸與取用資

訊的條件將更受限制，勢必產生嚴重數位落差，影響其受教、就業及

社會參與等權利。 

通常人們以視覺及聽覺接收周遭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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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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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播媒體與管道多是替身心健全者量身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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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對於感知常規著作內容有障礙者並不友善（李秉宏，2014）。 

過去圖書館對於視障者服務囿於經費人力不足，尚且力有未逮，

由中央到縣市各級公私立圖書館，僅有少數針對視障者服務之圖書

館，能提供特殊版本館藏、設備與服務（薛理桂、林巧敏，2012）。

根據國立臺灣圖書館《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南研究》報告調查

顯示，圖書館多數對於身心障礙讀者的需求瞭解不足，也不太會操作

閱讀輔具或設備，致使館員難以解決身心障礙讀者使用圖書館資源問

題。圖書館人員也多數缺乏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專業訓練，館員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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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人員期望專責圖書館能規劃提供館

員專業訓練課程，讓第一線服務館員和相關工作人員具備提供服務的

專業知能，以順利推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6）。 

圖書館員是圖書館推動業務的基礎，館員必須具備與時成長的專

業知能，才能配合時代需求推展業務。圖書館因應《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與《圖書館法》修訂後，勢必面對推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

要求。圖書館工作人員或志工需要具備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知能，始能

提供相應之服務。但圖書資訊學研究及大學圖書資訊專業教育體系對

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認知尚屬於起步階段（Koulikourdi, 2008；Hill, 

2013）。因專業教育課程未臻周全，必須藉由在職教育強化館員專業

知能。目前國內圖書館人員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認知普遍不足，而

強化人員專業知能與服務態度，成為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基礎建

設工作。因此，本研究計畫希望探究圖書館推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

員之專業培訓需求以及大學校院開授相關課程現況，藉以提供專責圖

書館與各級圖書館加強人員在職訓練及推展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作業

參考，進一步可提供大學校院相關系所培育身心障礙服務人員專業知

能課程規劃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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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專業知能

及其培訓需求，主要研究目的在於： 

一、藉由文獻分析與國內大學校院相關系所課程及研習活動內容分

析，探討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應具備之專業知能。 

二、藉由調查研究探討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人員培訓需求，瞭解

其對於培訓制度及專業認證之看法，提供圖書館未來規劃館員在

職培訓活動與推動專業認證制度可行性之參考。 

三、綜合課程資源調查與人員需求分析，提出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人員專業知能要求與培訓制度未來發展建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欲探究之問題重點在於： 

一、從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應具備那些專業知能？學校專業教

育課程是否能支援館員所需之專業知能？ 

二、圖書館館員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需要的培訓方式與培訓內

容為何？ 

三、圖書館館員希望在職培訓的學習活動為何？從業人員是否需要專

業認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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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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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限等因素考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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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之探討較

為缺乏，既有文獻分析多以視障研究為主。本研究文獻分析部

分，根據現有文獻難以兼顧不同身心障礙類型讀者之個別需求，

係根據文獻所述之整體概念，加以綜合整理。另本研究重點在於

探討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培訓制度之規劃，故對於特殊版本圖

書資訊之徵集與製作、閱讀輔具應用技術等議題，本研究不深入

探討。 

三、研究對象之限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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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關注之身心障礙

讀者對象，以「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為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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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服務對象加上肢體障礙者取用圖書資訊可及性的考量。 

（二）對於身心障礙服務相關課程與研習活動分析，為考量能採較長

時間觀察課程狀況，故以 2006 年至 2016 年為範圍，進行課程

資訊網與各專業組織網站的活動資訊分析。檢索課程係根據教

育部所建置之「大學校院課程資源網」為準，如各校資料未於

該課程資源網更新，可能產生資料遺漏問題，此為研究資料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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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限制。對於相關課程之查詢，本研究經不同詞彙嘗試查詢

後，確認最佳檢索策略是以「特殊讀者」、「讀者服務」以及「身

心障礙服務」等三個詞彙為主要關鍵字，選擇模糊查詢方式逐

一檢索。如有課程非採此類之關鍵字，應為極其少數者，將視

為遺漏值。此外，為避免遺珠之憾，課程檢索另增加以視障、

聽障、學習障礙、閱讀障礙等《圖書館法》所稱之服務對象，

進行課程名稱檢索，篩檢相關課程亦併同納入分析。研習活動

部分除檢索研習資訊網站外，並逐一檢視瀏覽各障別身心障礙

團體網站，以求完備相關研習資訊。 

（三）圖書館人員培訓需求之意見調查，囿於目前圖書館從事身心障

礙讀者服務人員多屬兼辦業務，而且人員職務異動頻繁（林巧

敏，2016c）。有鑑於各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人力條件差異

極大，如採普查發送問卷將造成各圖書館無法填答之困擾。因

此，本問卷調查對象以曾參加過國立臺灣圖書館辦理之身心障

礙服務工作坊、專業研習課程及學術研討會的受訓學員，並納

入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從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為對象，

因其曾參與相關課程，對於課程發展將可提供具體的經驗與想

法。 

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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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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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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行文所稱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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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 

「專業知能」是指一個人可以有效從事工作，所需具備的知識、

技能與態度，其能力要求則包括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與一般能力（generic competencies）（Griffiths & King, 1986）。本研究

所稱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人員之專業知能，是指圖書館人員從事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應具備之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與一般讀者服務

工作特出之處，是必須知悉身心障礙服務理念、身心障礙讀者類型與

需求、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格式、閱讀輔具之操作與運用、如何與身心

障礙者溝通等知識與能力。 

三、繼續教育 

「繼續教育」是指在專業人員整體工作生涯中，藉由常規之在職

訓練與外部課程，有系統地更新其專業知識和技術，以彌補專業理論

與實務作業上的落差，並提升專業人員執行其專業責任所需的工作品

質。「繼續教育」的功能在於改善或增加員工因應工作所需的知識與

技能，可提高員工工作效能並提升服務效率。本研究所稱繼續教育，

是指針對在職人員的職場教育訓練，不以在專業學校系所修習正式學

程，取得學位為目的，而是以充實職務專業所需之知能為主。 

四、專業認證 

專業認證（certification）是一種對專業能力進行考核的過程，經

認證可取得專業證照（license），成為有公信力的證明文書。無論是

認證制度或進一步提供證照，其目的皆在於確保專業人員具有相關的

專業知能與資格，以執行專業業務或提供專業服務。專業認證與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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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建立，是由於提供專業服務者與消費者、使用者之間存在著資

訊不對稱的關係，必須藉由專業認證或證照制度確保專業服務提供者

的資格與服務品質，以保護消費者或使用者之權益（程麗弘，2005）。

本研究所稱「專業認證」是指專業學會或業務主管機關藉由專業研習

課程培訓認可，發給證書取得專業人員資格之作法，學會或主管機關

授予之證書是對於專業人員資格之肯定，有提升專業人員地位之積極

效果。 

五、培訓制度 

培訓制度是為機構人員訓練、進修與人力資源發展等所建立之一

套系統性、計畫性的作法及規範的體制。其目的在於改進工作人員的

知識、技能、工作態度和行為，從而使其發揮更大的潛力，提高工作

素質，最終實現良好組織效能的活動（考試院，2017）。培訓制度包

括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因圖書館人員正式進用程序是經過資格考

試，故本研究所探討之「培訓制度」不探究職前訓練部分，主要針對

圖書館從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為實現工作效能，所進行之在職

教育訓練活動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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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本章文獻分析根據研究目的所涉及之議題層面，分為六節，第一

節介紹圖書資訊專業知能與要求；第二節說明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課

程現況；第三節介紹館員繼續教育及培訓制度；第四節介紹身心障礙

服務工作理念與內涵，以瞭解從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工作事項；第

五節針對身心障礙服務館員知能要求與訓練，引介國外相關作業指引

中對於身心障礙服務館員知能與培訓要求的內容；第六節分析過往曾

進行之身心障礙服務人員教育訓練相關研究成果。 

第一節  圖書資訊專業知能與要求 

「專業知能」是指一個人可以有效從事工作，所需具備的知識、

技能與態度，其能力要求則包括專業能力（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與一般能力（generic competencies）。專業能力是指應用於各學科領域

的特殊能力，例如在圖書資訊領域必須具備分類編目、資訊檢索與參

考服務等專業知能；而一般能力則是擁有勝任工作要求的管理與行政

能力（Griffiths & King, 1986）。 

Griffiths 與 King（1986）將圖書資訊服務的工作知識歸納為七大

項，包括：基本知識、學科知識、圖書資訊學知識、資訊工作環境知

識、工作內容知識、如何工作的知識、組織與服務社區的知識。而執

行圖書資訊服務工作需要的技能，則包括：基本技能、特定活動技能、

其他技能。至於在執行圖書資訊服務工作所要求的態度，則是專業態

度、個人特質以及作業、工作與組織態度（轉引自王梅玲，劉濟慈，

2009）。 

圖書資訊從業人員所需之專業知能內涵，根據Fisher, Hallam與

Partridge（2005）在英國與澳洲兩國進行的調查分析，以文獻、工作

職缺、訪談與焦點座談等過程所收集之相關資料，界定出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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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專業人員所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認為「學科知識」與「一

般能力」是構成圖書資訊專業人員知識技能的兩大基石，兩者相互依

存與互補，形成圖書資訊專業人員的特質。 

其中「學科知識」指特定的專門知識與技能，是處理專業問題有

關的必要知識、經驗與理解。圖書資訊專業人員之學科知識，包括：

資訊與社會、倫理與法律責任、管理、資訊組織、資訊服務、館藏管

理與發展、資訊資源與檢索、資訊素養指導、資訊管理（知識管理）、

圖書館與資訊專業人員的資訊系統、網頁內容管理、生涯規劃技能、

文書紀錄管理與檔案、以及圖書資訊研究等 14 項範圍。 

「一般能力」是指諸如解決問題、批判思考或有效溝通等方面的

能力，是近年愈來愈被重視的能力，也是一種終身的能力，能讓工作

者在不同的認知範圍、主題領域或特定的受雇環境中，可順利地執行

其專業工作。Fisher 等人（2005）則列出資訊素養、終身學習、團隊

工作、溝通、倫理與社會責任、專案管理、批判思考、解決問題、業

務敏感度、以及自我管理等 10 項，是為圖書資訊專業人員應具備的

一般能力。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於 2009 年

1 月公布之《圖書館學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s of Librarianship）

提出擔任圖書館員需要具備的 8 大能力與 40 項能力指標，涵蓋：專

業基礎、資訊資源、知識與資訊組織、科技知識與技能、參考及讀者

服務、研究、繼續教育與終身學習、行政與管理等 8 項能力（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9），可供圖書館學校課程規劃之參考。 

王梅玲與劉濟慈（2009）則以美國圖書館學會所述之《圖書館學

核心能力》為基礎，採焦點團體訪談與問卷調查方式，瞭解我國圖書

館機構以及圖書資訊學系所對於圖書館員專業能力要求的看法，從而

提出我國圖書館員專業能力要求清單，總計有 8 大領域與 55 項能力

指標，詳細指標可參見該文，在此不予贅述。此一能力指標係針對所



 

10 

有圖書館員專業知能之要求，但如果以從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相關工

作而言，特別需要擁有對於資訊服務多元價值的認知以及對於新科技

的應用能力。 

因此，本研究主要參酌王梅玲與劉濟慈（2009）此份經國內圖書

館意見調查後所修訂之圖書館人員專業能力指標，梳理文字保留與從

事身心障礙服務專業能力相關之內容，陳述如下： 

表 2-1-1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相關之專業能力指標 

能力範圍 能力指標 

專業基礎認知 

 具備因應變革的能力，能夠接受並面對科技的

挑戰。 

 瞭解圖書資訊專業的倫理、價值與基本準則。 

 瞭解並遵循圖書資訊機構營運的相關法律規

範。 

 運用科技解決問題，並提出適當的方案。 

 瞭解有關圖書資訊專業發展的國家和國際的

社會、公共、資訊、經濟、文化政策。 

 瞭解圖書資訊專業人員在提倡民主原則、智識

自由和多元思想上扮演的角色。 

參考和讀者服

務能力 

 將各種管道的資源藉由檢索、評估和綜合資訊

的技術，包含實體與虛擬參考服務，以協助所

有讀者的資訊使用。 

 瞭解和使用者互動的方法，以提供適當地諮

詢、調解和指導使用知識和資訊。 

 瞭解、評估並回應多元化使用者需求與資訊尋

求行為。 

 評估新興發展，以設計和執行適當的服務或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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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資源能力 

 管理多元化館藏的概念和方法。 

 瞭解採集和處理資源的相關概念和方法，包含

評估、選擇、採購、處理、儲存和淘汰。 

資訊和知識組

織能力 
 資訊和知識的組織與描述的原理。 

資訊科技應用

能力 

 瞭解與圖書館工作及服務的相關資訊技術之

應用、整合與傳播。 

 配合專業倫理和服務規範以運用資訊相關技

術。 

 瞭解新興科技的原則與技術，以改進與應用。 

 具備科技產品與服務之規格、效能和成本效益

的評估方法。 

繼續教育和終

身學習能力 

 認知圖書館在讀者終身學習扮演的角色，瞭解

終身學習以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並促進圖書館

服務的使用。 

行政與管理能

力 

 具備良好的公關與行銷能力，以促進合作關係

和社群服務聯盟的發展，並具備實體與網路行

銷圖書館服務的概念與方法。 

 具備創新服務與管理的能力，以因應時代變革

提供適切的服務。 

研究發展能力 

 懂得問題的界定與分析、並具有提出解決方案

的能力。 

 瞭解圖書資訊學領域的核心研究成果和文獻。 

資料來源：節錄自王梅玲、劉濟慈（2009）。從圖書館價值探討我國

圖書館員基本專業能力。圖書資訊學研究，4(1)，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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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圖書館從業人員該如何符合此類專業能力指標之要求，則有

賴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之專業教育課程與在職繼續教育的補強，因

此，以下分述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課程發展與圖書館在職繼續教育現

況。 

第二節  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課程 

專業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個人具備專業實務所需的工作能力，並依

據各專業的需求自我界定需要的知識與能力，專業教育目標有二：一

是培養足夠的專業人員；二是向社會保證這些經過教育者，具備專業

實務所需的工作能力（王梅玲，2008）。因此，專業教育的目標是在

培養有工作能力的專業人員，使其具備專業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並

擁有批判性認知可對於專業工作進行檢討省思。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簡稱 IFLA）有鑑於資訊社會時代來臨，圖書館實務與

圖書館學內涵皆必須與時俱進，故於 1976、2000 年曾推出《圖書館

與資訊專業教育學程指南》（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Library/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Programs），目前最新公布適用的是 2012 年版

本，內容架構分為七大單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2012）： 

（一）整體架構； 

（二）圖書資訊教育學程的核心； 

（三）課程； 

（四）教師； 

（五）學生； 

（六）行政支援； 

（七）教學資源與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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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 此一專業教育學程指南可視為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的通用

標準，此一標準在「圖書資訊教育學程的核心」中，有列出核心課程

名稱，以呈現圖書資訊專業教育課程內容規劃主題重點，並在「課程」

此單元中，說明課程設計的理念與教學方式，此份專業教育學程指南

針對課程內容規劃，則提出 11 項課程主題發展，包括： 

(一）資訊環境、資訊社會衝擊、資訊政策與倫理、資訊發展史； 

(二）資訊時代資訊傳播與使用； 

(三）資訊需求評估及回應服務； 

(四）資訊轉換過程； 

(五）資訊資源管理，包括各類資訊組織、處理、檢索、儲存典藏與

運用； 

(六）資訊研究、分析與解釋； 

(七）資訊與通訊技術應用於圖書資訊所有產品與服務； 

(八）知識管理； 

(九）資訊機構管理； 

(十）資訊與圖書館使用的質性及量化評估。 

(十一）瞭解本土知識的典範，探究本土知識的資訊特色與發展。 

2012年與前一次 2000年圖書資訊教育學程核心課程主題最大之

差異，是增列對於本土知識的特色與資訊處理的重視，以彰顯圖書資

訊教育發展對於本地特色文化與知識的尊重，可知圖書資訊專業教育

課程會隨著資訊社會的資訊價值變遷，而調整遞移課程重點。 

但主要的核心課程仍在於培養從事圖書資訊服務人員應具備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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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國圖書資訊學系之核心課程，教育部曾於 1965 年頒布圖

書館學系必修科目，1977 年、1983 年兩次修訂圖書館學系及教育資

料科學系必修科目。1998 年《圖書館學系核心課程的規劃》研究報

告，除將「圖書資訊學導論」列為基礎課程，並將課程重點分為五個

領域（陳雪華等人，1998）： 

（一）資訊與資源領域：館藏發展、參考資源； 

（二）組織與分析領域：主題分析、資訊組織； 

（三）使用者與服務領域：讀者研究、資訊服務； 

（四）資訊科技與應用領域：資訊檢索、資訊傳播； 

（五）系統與管理領域：圖書館管理、系統分析。 

李德竹（1998）研究國內圖書資訊學系所資訊科學相關課程，經

其歸為八大領域：電腦與程式設計；資訊需求與資訊行為；資訊儲存

與檢索；資訊系統分析、設計與評估；資訊科學與技術；圖書館自動

化、網路與通訊；資訊政策與管理；資訊社會、倫理與其他。 

前述研究均列出各大領域課程名稱，但對於課程內容則未有進一

步的探討。但「圖書資訊學」、「資訊組織」、「資訊服務」、「資訊技術」

成為圖書資訊學課程中，最重要的核心課程主題殆無疑義，惟隨著資

訊科技的發展與資訊社會的來臨，將促使圖書館服務型態轉變，也造

成館員工作重點的變遷。 

根據 2016 年發行之《圖書館年鑑》所載，目前國內大專校院設

有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組）者計有八校，分別是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簡稱臺大圖資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簡稱師大圖資所）、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簡稱

政大圖檔所）、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簡稱中興圖資所）、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簡稱淡江資圖系）、天主教輔仁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簡稱輔大圖資系）、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簡稱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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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傳系）、玄奘大學廣播與電視新聞學系圖書資訊管理組（簡稱玄奘

廣電系圖資組）。 

邱子恆、陳雪華（2004）曾指出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系所之間的

課程並沒有明顯的差異，除了政大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有檔案學

課程特色外，各研究所開設的課程並無太大區隔。因此，各系所應重

新思考教育目標、規劃重點領域，如資訊傳播、數位圖書館、學術傳

播、網路學習、知識管理等課程發展。 

林珊如（2016）在分析臺灣各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課程時，認為

資訊處理及數位科技相關主題為目前圖書資訊課程的主軸，雖各校課

程名稱略有差異，但「圖書資訊學」、「館藏發展」、「資訊組織」、「資

訊服務」為各校基礎必備課程，其他配合時代趨勢發展之課程多為資

訊技術、數位學習、數位內容建置及數位典藏等課程單元。 

可知目前我國圖書資訊人才培育課程，是以圖書資訊學理論與實

務為本，擴展至數位資訊科技與數位典藏的內涵，課程核心仍為培養

從事知識之保存、組織、加值、傳遞與管理之相關知能為主。各校課

程差異不大，雖有反映時勢變遷之新課程單元加入，但因課程規劃必

須兼顧學生畢業學分要求之穩定性，對於因應時代趨勢發展新增課程

的反應並不及時，往往需要配合教師教學專長逐步調整課程。 

未來圖書資訊學課程的發展，除了保持圖書館身為社會教育機構

的專業服務本質外，需要加入資訊環境與資訊技術導向的專業能力培

養；也需要持續與其他相關學科領域融合形成特色，以發展使用者導

向的服務內涵；更需要檢討與規劃各項專門性課程，以培養針對不同

使用者需求之資訊服務方式；可預見跨校與遠距教學課程是必然的趨

勢，將有助於學生進行彈性化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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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館員繼續教育及培訓制度 

一、繼續教育的意涵 

圖書資訊學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圖書館工作人員，圖書館是蒐

集、組織、整理資訊的機構，在資訊科技洪流的驅動下，傳統的資訊

蒐集、組織以及資訊服務的技術，勢必受到強烈衝擊。面臨這些改變，

圖書館工作人員在求學階段所建立的專業知識勢必無法長久應付，唯

有要求館員不斷接受繼續教育、充實專業知能、學習新技能，方能滿

足不斷變遷的資訊服務需求，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 

因此，「繼續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在圖書館顯得格外重

要，所謂「繼續教育」是指在專業人員整體工作生涯中，藉由常規之

在職訓練與外部課程，有系統地更新其專業知識和技術，以彌補專業

理論與實務作業上的落差，並提升專業人員執行其專業責任所需的工

作品質。繼續教育有許多相關名詞，如「繼續專業教育」（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繼續專業發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在職訓練」、「在職進修」等（王梅玲，2004），此類

用語在本研究中，均是指對於在職人員的職場教育訓練。與在專業學

校系所修習正式教育學位學程，以取得基礎教育資格之「專業教育」

不同。 

「繼續教育」的功能在於改善或增加員工因應工作所需的知識與

技能，可提高員工工作效能並提升服務效率；繼續教育也是在本身已

具有的學歷外，再進行的在職學歷教育、在職進修、遠距教學、成人

教育、工作培訓的概念。由於圖書館是一個成長的有機體，其外部環

境是不斷變化的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圖書館勢必需

要不斷組織各種教育活動，經常給予館員新理念、新知識和新技能的

培養，形成終身教育的氛圍。此一教育活動必須成為組織或機構的責

任，也必須成為員工工作的自覺行為，才能不斷地為圖書館培訓合適

的人才（黃國正，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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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目的在於使館員能不斷接受新知識與新技能，以因應資

訊變遷與館務革新的發展，繼續教育的功能在於（王政彥，1995；陳

蕙滿，1997；呂芳珍，2007）： 

(一）補充工作技能的不足； 

(二）促進專業知識的成長； 

(三）提升人力資源的素質； 

(四）激勵自我成就的超越與提升服務效能； 

(五）增加人員升遷與工作滿意度； 

(六）適應社會與環境變遷； 

(七）協助任職機構成長及發揮績效； 

(八）儲備人才與人力資源運用。 

目前繼續教育課程設計通常並不特別考慮館員不同時期的專業

發展需求，多是就資訊服務環境的變化，加強不同的學習單元，此一

現象尤其反映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每年開設的暑期研習班課程主

題，近年因資訊技術發展迅速，此類強化資訊專業知能相關課程成為

圖書館人員繼續教育課程主流（林素甘、柯皓仁，2007）。但如果回

歸圖書館專業人員職場不同時期發展的重點，繼續教育課程內容設

計，需要兼顧下列配合實務工作層面的需求考量（Pollack & Brown, 

1998；羅思嘉，1999）： 

（一）導覽訓練的設計 

  正規的圖書館學教育只是專業教育的起始，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

圖書館專業，對剛進入專業工作職場的新進館員來說，全方位的導覽

訓練是第一階段的繼續教育。透過這樣的設計，新進館員可對實務工

作有較為清楚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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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航制度（mentor）的建立 

  專業教育多以理論知識為主，但理論與實務仍有差距，可透過資

深或具工作經驗館員的經驗傳承，將這樣的落差降到最低的範圍。學

校學程教育無法涵蓋各種工作實務的問題及解決方案，但領航機制是

新進人員在職學習的階段需求。 

（三）專業討論平臺的形成 

  圖書館是偏實務導向需求的專業，而各自擁有獨特的服務生態，

館員可藉由論壇交換職場面對的問題與因應經驗，有助於彼此觀摩學

習成長。建構一個能對相同關心議題公開討論的機制，對於實務工作

者是最有效運用隱性資訊並發展專業交流的方式。 

（四）非專業課程的需求 

  館員的角色不只是單一的資訊工作者，隨著專業角色的轉換，館

員需要培養其他相關事務的專業素養，包括：人力資源、溝通技巧、

經費預算、談判藝術、決策過程、領導統御能力等都是館員因應內外

環境挑戰需要的學習內容，多元完整的課程內容規劃有助個人職場發

展需求。 

  圖書館方與館員對於繼續教育在專業發展的重要性，向來是持肯

定的態度，但在邁入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之際，如何透過審視專業發展

階段，發展符合需求的繼續教育課程內容與實施方式，是推動繼續教

育課程重要的思考議題。 

二、繼續教育需求與實施方式 

任何教育活動付諸實施前，應該有審慎的規劃與需求分析，需要

瞭解學習動機、學習方式與可能阻礙的因素。學習動機是引起個體學

習活動、維持活動並持續達成學習目標的心理過程，也是影響學習成

效的基礎。國內外學者探討圖書館員繼續教育的學習動機，可歸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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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發展與圖書館政策兩部分（Means, 1978；Neal, 1980；Lathrop, 

1986；Saechan, 2001；黃麗虹，1990；蘇諼，1999；呂芳珍，2007）： 

(一）在個人發展方面 

影響個人參與繼續教育的動機，包括：滿足個人學習興趣、提升

個人工作能力、取得個人升遷的機會、滿足個人工作成就感、獲得主

管與同儕肯定、上課地點的便利性。 

(二）圖書館政策方面 

圖書館方對於繼續教育的態度與支持，會影響館員的學習動機，

這些因素包括：上司的鼓勵和支持、提供學習經費、將學習納入考核

紀錄、提供升遷管道等。 

繼續教育的學習方式通常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種，正式學習是指

學習者在正式教育體制中的學習活動，係在教師引導下，從事有目

的、有計畫、有組織的學習過程。非正式學習是指在正規教育體制之

外，學習者因應生活與工作需求，所從事的所有學習性活動（陳乃林，

1998）。繼續教育不僅限於課程，其途徑可以是閱讀、聚會交談、研

習會、社群討論和電子郵件分享等方式。具體而言，圖書館員的繼續

教育學習方式，可以包括（楊美莉，1988）： 

(一）自我進修：持續性閱讀專業性期刊文章，掌握圖書館學的最新

動態。 

(二）讀書會：三五志同道合好友組成讀書會，每月一書或專論，深

入地去探討特定的主題。以腦力激盪的模式，表達自己的意念，

也聽取他人不同的見解。 

(三）座談會：是在職訓練最常見的方式，通常就某個議題進行商討，

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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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短期訓練：如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定期舉辦之暑期圖書館工作

人員講習，或圖書館學校所舉辦之專題研討會。 

(五）課程選修：針對工作上的需要，到學校選修正式課程，以加強

學科背景或語文能力。 

(六）參訪他館：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多觀摩他館，可擷取不同的經

驗，同時也可增加與同道之間的情誼。 

林素甘與柯皓仁（2007）曾分析國內圖書館員尋求在職繼續教育

的學習管道主要有四項： 

(一）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舉辦之暑期研習班及各種專題研討會； 

(二）國立圖書館為公共圖書館館員辦理之培訓課程； 

(三）各大專校院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舉辦之繼續教育活動，如在職

專班正式學位或專題研討會； 

(四）由政府機構、專業團體或私人企業舉辦之繼續教育活動，包括

研討會、產品展示說明會等。 

其中尤以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簡稱學會）每年暑期辦理之研習

班，屬於常態且較具規模，但目前學會研習班，僅是與公務人員學習

護照認證配合，提供公務人員學習時數的認證。除此之外並未與其他

專業認證制度相結合。若未來學會能領導建立專業認證制度，這些研

習班將可能配合專業認證要求，訂定修課時數與通過檢定方式，讓受

訓學員藉此研習管道取得專業認證資格，將有助於繼續教育課程的推

廣（黃國正，2007；林素甘、柯皓仁，2007）。 

針對圖書館員對於認證制度的看法，林素甘與柯皓仁（2007）曾

以訪談調查館員的意見，認為目前圖書館學會開授之研習班，因尚未

與其他專業認證制度相結合，建議可由國家圖書館和學會共同推動繼

續教育與專業認證制度，甚至在《圖書館法》中增列相關條款，讓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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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教育的課程規劃能夠與專業認證制度結合，將有助於繼續教育的推

廣，並落實認證制度在圖書資訊界的權威性。 

繼續教育的地點並不侷限於圖書館內，只是在館內辦理的繼續教

育學習活動，因能配合圖書館的個別需求，館員較容易與日常實務加

以結合運用，加上能免除交通奔波的不便，是比較受館員歡迎的學習

方式，但是參加館外的學習活動，卻能提供館員彼此經驗交流的機

會，有助開啟館員的視野。 

三、圖書館培訓制度 

培訓制度是指以規章制度的形式，將員工的培訓計畫、要求、實

施等方面，加以具體規範，以求落實推動。培訓制度包括職前培訓以

及在職培訓，職前培訓是對於新進人員在入職前進行短期講習、專業

指導與實習等學習活動。在職培訓是為提高工作勝任度所做的關於專

業技術方面的培訓，在職培訓內容與進行方式將視各職場專業需求重

點設計。 

針對圖書館員之培訓，林淑君（2002）曾以問卷調查法，針對國

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立臺中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及高雄市

立圖書館四館為調查對象，瞭解公共圖書館館員參與繼續教育的需求

與教育方式。調查發現四館圖書館員近三年曾經參加過繼續教育活動

的館員，高達 88.6%，學習方式是以「館內舉辦之實務課程訓練」為

主；館員參與繼續教育的主要因素是「因應工作的需要，提升工作技

巧」；館員無法參與繼續教育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繁忙，沒有時間參

加」；獲取繼續教育相關訊息的管道是透過「公文轉知」；館員認為需

要的知識及技能依序為：線上資料庫檢索、網路參考服務、人際關係

（口頭溝通技巧）、文書處理軟體（Word）及語文能力訓練；館員最

喜歡參與的繼續教育方式為「參加研習班或研討會」及「館內舉辦之

實務課程訓練」，其次是聽專題演講，再其次是參訪其他圖書館；館

員認為研習班或研討會的辦理天數以二至三天最為適合；認為適合繼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7%84%E7%AB%A0%E5%88%B6%E5%BA%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F%B9%E8%AE%AD%E8%AE%A1%E5%88%92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7%84%E8%8C%83%E5%8C%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93%E4%B8%9A%E5%9F%B9%E8%AE%AD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93%E4%B8%9A%E5%9F%B9%E8%A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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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教育的時間是平常上班時間；認為繼續教育最適合的主辦機構是國

家圖書館；至於繼續教育的經費負擔應由「館方負擔」比較理想。 

可知我國圖書館員對於參與繼續教育課程的意願多數是熱衷學

習，而目前館內自行辦理的實務演講是最頻繁的學習方式，但繼續教

育活動是一個持續性、有目標的學習過程，而且目標必須是隨著時代

的脈動、社會的發展而落實，在資訊發展快速的環境中，社會大眾對

於圖書館的角色有新的期許，因而圖書館員必須具備與時成長的專業

知能，才能達成圖書館在數位時代中的任務，對於課程內容規劃自是

應該隨著時代與業務需求而有所調整。尤其，面臨學習型社會的來

臨，館員專業知能的強化非常重要，圖書館為使人力發揮最大的效

能，提供讀者有效之服務，應針對館員不同的層次背景、處境需求與

知能程度，規劃人員繼續教育活動，並形成培訓制度，使繼續教育的

實施發揮最大的功效，達到館員能力與服務品質的提升。 

第四節  身心障礙服務工作理念與內涵 

一、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理念 

根據衛生福利部網站提供之統計，截至 2016 年底，臺灣地區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共計 1,170,199 人，較 2015 年增加 14,549

人，占總人口比率為 4.97％，障礙人口比率有逐年增加趨勢（衛生福

利部統計處，2017）。隨著臺灣高齡化社會到來，尚有因生理老化產

生之閱讀障礙，即使未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程度，但同樣是圖書館身

心障礙讀者服務必須考量之閱讀障礙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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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造成資源集中在少數

人或是先天即屬較有利的地區，導致資訊落差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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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族群平等取用

資訊的權益，更需要推動國家政策提升民眾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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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協助身心障礙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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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提供服務的基本理念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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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著重於視覺障礙讀者，圖書館身心

障礙讀者服務幾乎等同視覺障礙讀者服務，時至今日數位資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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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行動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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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特殊需求經常受到圖書館忽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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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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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

者雖有資訊取用需求，但搜尋過程經常遭遇各種難題，雖然科技工具

可帶給身心障礙者實質助益，但仍有待社會共同關心與經營，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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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空間規劃、設備運用、資源服務或態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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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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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視障者需要圖書館須將文本資訊轉為聲音或點字等呈現方

式；對於聽障者需要則須將單純以聲音表現的資源，加上字幕或是有

手語輔助傳達內容；對於學習或閱讀障礙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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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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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者取用資訊的困難與輔助閱讀方

式必須有所瞭解，才能規劃提供相應的讀者服務事項。 

二、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內容 

圖書館因應身心障礙讀者資訊需求，提供館藏資源、空間設備以

及各項服務措施，但各圖書館服務對象與宗旨不同，其業務發展重點

自是有所差異。國際圖書館協會（IFLA）為倡導資訊平等取用的理

念，2005 年曾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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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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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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服務劣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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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2005）。以下參採此份文件綱要，並參酌

相關文獻所述作業概況，說明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基本服

務要求： 

(一）資訊取用環境要求 

圖書館入口、廁所、樓梯、電梯和專用空間，均能考量符合不同

類型障礙者使用。使用輪椅者要能順利到達館室所有的空間，視障者

應能憑藉導盲杖或是導盲犬尋路；聽障者能與圖書館員溝通；閱讀障

礙或有其他閱讀問題讀者，可在圖書館中找出可閱讀的方式。圖書館

資訊取用環境必須符合下列要求（IFLA, 2005；Westbrook, 2011；The 

Association for Specialized and Cooperative Library Agencies, 2015）： 

1. 圖書館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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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供另一個可讓身心障礙者進出的門，宜備

有自動門、斜坡道和電話。此外，建築必須檢視： 

(1) 採國際指標符號標示無障礙停車位，車位接近圖書館入口。 

(2) 入館沿路有清楚易讀的路標或指引設施，並注意入館路徑無

障礙且照明良好。 

(3) 入口處地面平坦，但不能採用過於光滑的路面，樓梯設有斜

坡，且斜坡兩側有扶手。 

2. 圖書館內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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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使用輪椅、拐杖或是助步器的使用者都能從門口進入，

視障者可由聲音或導盲設施引導進入館內。內部空間必須符合

（IFLA, 2005）： 

(1) 門前不設門檻，方便輪椅者進入，且入口寬廣讓輪椅有迴

轉空間。自動門可感應輪椅高度，或是按鈕設計考量輪椅

者需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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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館內臺階採用鮮明對比的顏色，樓層平面圖提供點字或是

聲音導引。 

(4) 電梯照明良好，具備點字按鈕與圖示符號，並提供同步廣

播設備，電梯按鈕高度可讓輪椅者直接碰觸到。 

(5) 館內至少有一間無障礙廁所，專用廁所需要有清楚圖示指

引方位，廁所入口與門的大小能讓輪椅者無礙進入，廁所

內空間可讓輪椅迴轉，並讓輪椅者可自行換坐至馬桶座

位，馬桶沖水桿與緊急安全通知鈕的高度考量輪椅高度，

洗手臺、鏡子高度恰當可及。 

3. 閱覽相關設施 

圖書館各樓層空間應該都能讓不同障礙者順利進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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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架高度考量輪椅者可及性問題，或是提供取書服務。閱覽

室考量一定數量閱覽桌與電腦桌，可供輪椅者使用。閱覽設施需

求，包括（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2002；

IFLA, 2005）： 

(1) 閱覽空間條件：要有清楚而且易讀的指標，有配合輪椅高度

的書架與走道設計，閱讀桌與電腦桌考量輪椅與助步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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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求，椅子扶手堅固且避免複雜設計，並有專人提供身心

障礙讀者服務。 

(2) 流通櫃臺條件：設計有不同高度的櫃臺或是可調整高度的櫃

臺，為聽障人士提供感應線圈系統（induction loop system），

設置年長及身心障礙者適用座椅。 

(3) 兒童室條件：有清楚圖形標示指引，提供顏色與觸覺設施引

導讀者至兒童室，書架之間為無障礙通道，備有供身心障礙

兒童使用之電腦，書架與繪本區需考量輪椅高度取用問題。 

(4) 身心障礙讀者閱覽室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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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室空間可

集中提供身心障礙者各種特殊版本閱讀資源，提供舒適座

椅，採光與照明充足，並備有各種閱讀輔具。 

(二） 供應資料媒體格式 

圖書館館藏發展需要兼顧特殊文本徵集需求，館員需要瞭解如何

從其他圖書館取得並分享彼此館藏資源，館藏徵集身心障礙者使用的

圖書資源型式，包括（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2002；Beaton, 2005；IFL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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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或 DVD； 

6. 電子書； 

7. 觸覺圖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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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資源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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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訓練館員具備設備操作與問題諮詢能力。社會福利機構

往往有操作特殊閱讀電腦軟體與輔具的資訊或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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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cil for 

Museum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2002；IFLA, 2005）： 

1. 電腦高度考量輪椅者使用； 

2. 備有特殊設計鍵盤，供身心障礙讀者使用； 

3. 特定電腦配備螢幕閱讀程式，具備調整放大字體及同步發聲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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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服務與溝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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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使用者感受到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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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透過旁邊的照顧者。圖書館簡介與導覽資

料備有各種特殊版本型式，供不同障礙讀者使用。圖書館除了常態服

務，身心障礙者需要的額外服務，包括（Beaton, 2005；IFLA, 2005；

Pind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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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供人員協助閱讀或是將文本掃描轉到電腦螢幕的方式，供閱

讀障礙者使用，並備有閱讀障礙者諮詢服務。 

雖然身心障礙讀者並非圖書館主要使用的族群，但基於資訊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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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理念，即使是只占少數比例之族群，圖書館也必須爭取國家財政

支持，主動推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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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達到成效，因為推動改變的行動，主要是來

自館員的態度以及新思維的接受。 

國內圖書館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時，多採附設視聽障服務中

心、視障圖書分館、視聽障閱覽室服務身心障礙者。過往研究顯示圖

書館推動視障讀者服務的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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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婉真，2002；

葉乃靜，2005；張博雅，2009）。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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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排版系統不一

等問題（章忠信，2006；張博雅，2009；林巧敏，賀迎春，2015）。

這些圖書館營運與管理問題，亦是圖書館人員未來推動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需要因應與解決的核心議題。 

第五節  身心障礙服務館員知能要求與訓練 

圖書館是專業服務機構，館員需具備專業能力才能確保專業服務

的品質，尤其面對身心障礙服務要求，圖書館人員必須具備身心障礙

服務工作知識與技能。我國目前對於圖書館員能力尚無明確之規定，

僅有《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第 5 條對於圖書館人員任用資格加以

規範，要求圖書館專業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教育部，2016）： 

(一）國內外大學圖書資訊系、所或相關系、所畢業；或有圖書館專

門學科論著經公開出版者。 

(二）具公務人員圖書資訊管理職系任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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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進用之具國內外圖書資訊、人文社會相關

科系、所及學位學程碩士以上畢業資格者。 

(四）曾修習政府機關（構）、大專校院、圖書館及圖書館相關法人

團體辦理之圖書資訊學課程二十學分或三百二十小時以上者。 

(五）具三年以上圖書館專業工作經驗者。 

國民中學圖書館及國民小學圖書館如無前項資格人員，得由曾修

習圖書資訊或閱讀推動相關專業課程者擔任專業人員。 

前二項專業人員，每年應接受二十小時以上之專業訓練。 

該標準第 4 條亦明定各類圖書館專業人員占圖書館工作人員之

比率，以提升圖書館人員專業資格的任用。因此，我國現行對於圖書

館從事身心障礙服務人員之資格與專業訓練要求，基本上以《圖書館

設立及營運標準》為依據，必須符合專業人員資格，並接受每年二十

小時以上之專業訓練。但對於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之訓練，則有賴

人員繼續教育方式，強化館員專業服務能力。 

為瞭解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知能培訓要求與訓練

方式，將以歐美先進國家為例，瞭解其對於身心障礙服務館員之要求

與培訓方式，並說明臺灣現行作業現況，藉以歸納比較，提供研究後

續調查分析之文獻基礎。 

一、美國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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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出版品（The Association for 

Specialized and Cooperative Library Agencies，2017）。然而對於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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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專業教育，要回歸 ALA 認可之圖書資訊學校授

予的學位課程，正式館員資格亦以取得認可學校之碩士學位，始為專

業館員。在圖書資訊學校課程中，有各項基礎必修、讀者服務、資訊

設備課程，雖然課程名稱鮮有身心障礙服務字眼，但有關身心障礙讀

者的知識是融入各相關課程的學習單元，例如在資訊設備或是介面設

計課程中，提供有閱讀輔具的介紹；在參考與資訊服務課程中，介紹

身心障礙讀者的資訊需求與行為；在圖書資訊學基礎課程中，介紹身

心障礙服務的理念（Walling, 2004）。 

2012 年 ASCLA 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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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圖書館

視障及肢障服務圖書館作業標準與指引》（Revised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f Service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etwork of Libraries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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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作業之參考。該指引對於從事

身心障礙服務館員之培訓與要求，包括（ASCLA, 2012）： 

(一) LC/NLS 應每年規劃身心障礙館員在職教育計畫。 

(二) 圖書館負責身心障礙服務業務之主管人員（administrative 

head）應具備 ALA 認可之圖書資訊學校碩士學位資格。參與

提供身心障礙讀者諮詢服務之館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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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區域圖書館對於各參與視障服務之圖書館新進人員要求需要

接受 6 個月的新進訓練課程。1
 

在 ALA 出版的《館員準備服務身心障礙讀者：一本指導如何做

的手冊》（ Preparing Staff to Serve Patrons with Disabilities: A 

                                                 
1
美國建置完整綿密之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體系，除中央有「國會圖書館國家視障

與肢障服務中心」統籌規劃外，各地區設有 56所區域圖書館、47所地方圖書館以及 2

處跨州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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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Do-It Manual for Librarians）一書中，建議對於館員在職訓練

通常會採定期辦理演講方式進行，尤其在建立館員正確服務態度

（attitude）方面，是在職訓練最核心的內容，因為館方任何新的服務

事項或輔具設備，均能藉由政策推動落實，惟有館員態度與認知不

足，才是影響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成效的關鍵因素。 

針對館內工作人員辦理的演講，當邀請主講者時，可考量三種不

同背景人員，一是推動身心障礙服務的主管人員，介紹身心障礙服務

理念與趨勢；二是法規專業人員，介紹相關法規要求，如能通盤講解

所有相關法規推動理念與現行規範，會比針對單一法規說明更理想；

三是身心障礙者的現身說法，由身心障礙者分享使用圖書館的經驗和

對於圖書館的建議，搭起館員與服務對象的對話溝通機會

（Deines-Jones & Van Fleet, 1995）。 

針對新進人員的在職訓練內容，則是需要注意指導如何使用閱讀

輔具、服務身心障礙讀者的溝通方式與忌諱、本館服務對象之身心障

礙讀者族群及其特質。如何與身心障礙讀者溝通部分，可藉由自行閱

聽市面已存在之各種教學影片獲得學習（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 2000; Sakaley, 2014），其他必備知識則是館方必需有書面教育

訓練手冊提供新進人員參考。 

二、加拿大 

加拿大圖書館學會（Canadian Library Association, CLA）有鑑於

境內 14％的人口比例面臨身心障礙問題，加上 2010 年通過身心障礙

權益保障法令，促使加拿大圖書館界加速推動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者

的服務，1997 年曾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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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經適用檢討於 2016 年推出修訂版，2016 年之

修訂版對於從事身心障礙服務之館員要求，有下述重點要求

（Canadi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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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館需要持續性的培訓計畫，以便圖書館管理者、現有員

工、新進員工、志工均具備對於障礙讀者服務理念的認識與

敏感度，協助全部人員保有對待身心障礙者的正確態度。圖

書館人員訓練內容需要涵蓋對於各種障礙類型的瞭解，包

括：學習障礙、視覺障礙、心理疾病、語言障礙、發展或智

能障礙、聽覺障礙以及老年人等各類特殊需求者的特性與使

用圖書館的問題。 

(二) 關於人員教育訓練課程應該有身心障礙者或身心障礙團體

代表參與課程設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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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圖書館應編製一份有關瞭解各種身心障礙者特殊專業知識

的人員和組織名單，以備諮詢和安排課程演講。 

(五) 圖書館必須儘可能聘請身心障礙者擔任僱員或志工，讓人員

之間彼此互動學習。 

(六) 所有圖書館員都必須具備服務身心障礙讀者的基本知識，並

鼓勵參與社區身心障礙服務團體的活動。圖書館指派一位專

人負責本館所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計畫，包括：提供工作人

員與社會大眾相關服務訊息；協調活動和服務；追蹤新發展

和趨勢；與社區身心障礙團體保持聯繫；並擔任館內相關業

務的協調。但所有員工必須瞭解基本的身心障礙讀者需求問

題，當入館讀者有基本問題詢問，任何館員都可提供初步服

務，而非只能轉介給專責人員回應。 

對於圖書館人員的培訓內容，加拿大圖書館學會建議涵蓋下列課

程內容主題的設計（Canadi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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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館人員需要瞭解「通用設計」2的理念，理解符合各種

讀者需求的圖書館環境設計是基本權益，無障礙設計並非僅

是針對障礙者的額外付出。 

(二) 圖書館員需要瞭解身心障礙權益保護之相關法令規定、建築

規範，如有當地的特別法令要求也必須熟悉理解。 

(三) 瞭解國際圖書館協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對於資訊取用平等的主

張。 

(四) 適時安排館員接受下列有關身心障礙服務主題的教育訓練

課程： 

1. 反歧視的平等概念 

2. 服務空間與設備需求 

3. 資訊取用可及性要求 

4. 對於導盲犬或引導員的正確認識 

5. 閱讀輔具設備與技術 

6. 如何與身心障礙者溝通 

(五) 瞭解本社區有關身心障礙服務團體與地方可用資源。 

三、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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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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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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為 2009 年修訂版，內容增訂對於身心障礙服務的原則陳述，用

於指導各圖書館重視並提供身心障礙讀者需要的服務（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2009）。但在 1998 年版始有提供完

整的圖書館人員教育訓練與課程要求說明，整理 ALIA 於該指引中陳

述圖書館需要訓練館員擁有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基本能力，包括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1998）： 

(一) 協助員工發展適當的溝通技巧 

(二) 透過對使用者需求之理解，修正錯誤想法及文化偏見 

(三) 提供員工所需的館藏發展技巧 

(四) 協助員工評估目前和未來的閱讀輔具及設施發展 

人員訓練計畫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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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館員瞭解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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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訓練課程還必須考量下列的認知

課程（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1998）： 

(一) 溝通技巧與能力 

(二) 因應讀者的態度與問題處理能力 

(三) 多元族群的信仰及其文化差異 

(四) 各種障礙類型讀者特性與需求 

(五) 相關政策與法規 

(六) 各種閱讀輔具（Adaptive technology）的使用與發展 

換言之，館員必須具備服務認知與溝通技巧，對於相關法令與閱

讀輔助科技的發展，也能有所瞭解和運用。 

四、臺灣 

臺灣針對圖書館專業人員要求之知識與技能以及繼續教育內容

多是針對一般讀者與館藏服務所規劃辦理。目前針對圖書館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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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專業知能培訓，雖有國立臺灣圖書館定期辦理相關研習課

程，但因圖書館第一線服務人員流動率頗高，培訓後隔年又是另一批

待培訓人員，而圖書資訊系所專業人才養成過程中，此類課程規劃亦

較為缺乏，導致圖書館現職工作人員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認知與

專業知能，較為不足（林巧敏，2016b）。因此，圖書館期望專責圖書

館能有系統規劃繼續教育課程，提供館員有關身心障礙服務之在職訓

練，培養館員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理念與專業能力，以提升圖書館

對此項業務之認知與服務品質。 

前述說明我國對於圖書館員專業能力要求，僅有《圖書館設立及

營運標準》對於圖書館人員任用資格加以規範，並要求圖書館人員每

年應接受在職教育時數要求。因此，對於從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人員

之專業能力要求自是回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對於圖書館人員

專業認可的五款學歷或資格要求，但是對於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教

育，則由圖書館在職繼續教育方式加以培訓。因此，國立臺灣圖書館

出版之《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指引》，曾綜整國外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指引內容，而研訂適合國內圖書館現況發展的要求，在其第五章

「人員知能」中，期許圖書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所有相關工作人

員，必須具備健全的服務理念。圖書館進行人員知能培訓的要求，包

括（林巧敏，2016a）：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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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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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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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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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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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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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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人員培訓計畫，圖書館必須對於新進與在職人員提供培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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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與身心障礙者溝通之能力與技巧 

(二) 因應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態度要求 

(三) 身心障礙讀者類型及其資訊需求 

(四) 有關身心障礙者服務相關法規 

(五) 資訊科技降低資訊取用障礙的技術發展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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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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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工作人員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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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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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般性培訓 

1. 圖書館的環境與資源的認識 

2. 館方主要業務及工作簡介 

3. 圖書館召募志工的意義與價值 

(二) 專業性培訓 

1. 圖書資訊服務基本理念與專業 

2. 有關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培訓課程 

該指引內容針對從事身心障礙服務人員（含館員與志工）之培訓

知能要求與圖書館應提供之繼續教育課程規劃已有明確說明，惟對於

課程辦理方式與圖書館專業教育的配合，較缺乏館員需求調查與學校

課程資源現況的瞭解。因此，本研究接續前述國立臺灣圖書館已發展

之基礎，進一步調查分析館員繼續教育需求與專業教育課程概況，提

供專責圖書館未來課程規劃與尋求教育機構資源合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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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身心障礙服務人員教育之相關研究 

國內對於探討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教育訓練之相關文獻較為缺

乏，雖無直接針對身心障礙教育訓練的研究，但曾有圖書館服務現況

與館員從事此項服務之意見調查。如林巧敏（2016b）曾調查國內公

共圖書館對於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看法與營運問題，藉由深度訪

談瞭解公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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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普遍認為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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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圖書館均感受到圖書館員或志工需要具備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知

能的迫切性，建議圖書館可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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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圖書館發展之培訓課程能更務實致

用。 

國外有關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需求與課程之研究，可溯

自 1977 年 Gibson 曾進行圖書館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當時的課程對

於身心障礙服務問題才剛開始萌芽，而公立圖書館因為面臨身心障礙

者法令（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要求，不得不正視

對於此項服務之專業能力要求，在當時調查的 59 所圖書館學校中，

僅有 12 所有相關的課程教學（Gibson, 1977）。1990 年 ADA 修訂通

過要求網頁資訊的可及性，圖書館學校課程開始教育學生必須了解法

令規範，並能應用閱讀輔助科技設備，提供圖書館資訊服務，讓專業

教育培養的學生具備符合身心障礙法令要求的職業能力（Walling, 

2004）。此時課程會關注的議題，主要是 ADA 相關法令、閱讀輔助

科技以及網路可及性（網路無障礙設計）問題。 

至於針對圖書館人員教育訓練需求調查之研究，有 Ross 與 Akin

（2002）是針對美國 Texas 地區所有公共圖書館進行問卷調查，瞭解

各公共圖書館對於學習障礙學童所提供之服務、館藏資源、工作規劃

與人員教育訓練情形。人員教育訓練方面，在回覆問卷的 83 所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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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中，僅有 5 所曾辦理工作坊加強人員知能，有 4 所圖書館曾邀請學

者專家演講，有 1 所圖書館辦理過角色體驗活動，受訪之館員也表示

對於如何服務此類身心障礙學童感到挫折，急需教育訓練提升工作能

力。 

Walling（2004）則採問卷調查方式，分析 55 所美國 ALA 認可

的圖書資訊學校課程在「身心障礙法令」、「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閱

讀輔助科技」三項核心教育課程情形，在回收的 36 所學校課程中，

有提供身心障礙法令課程的學校有 30 所，能提供有關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教育課程的學校有 31 所，提供閱讀輔助科技教學者有 25 所，此

類課程屬於選修者居多，各校開課之課程名稱差異頗大，調查發現介

紹閱讀輔具的課程，有融入在：系統分析與設計、資訊科技設備、自

動化系統設計、網路與網頁設計等課程中；探討法令與身心障礙服務

的專業課程，會出現在：圖書資訊服務管理、資訊專業導論、圖書資

訊學概論、參考與資訊服務、特殊族群資訊服務、公共圖書館、人力

資源管理、政府資訊資源等課程學習單元中。 

Koulikourdi（2008）則是由分析圖書資訊學系所（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簡稱 LIS）課程的角度，瞭解身心障礙服務專業

教育的情形，採問卷調查方式發送總計 40 所，涵蓋亞洲、非洲、澳

洲、歐洲與美國等地重要之圖書資訊學高等教育學校，問卷主要調查

這些圖書資訊系所開過那些與身心障礙服務相關課程、開授學制（在

大學部、碩士班或博士班）、課程內容重點、課程進行方式（如課堂

講解、專題討論、工作坊）、系所教師相關專長分布、系所教師相關

研究成果、是否招收身心障礙學生等議題，如尚未提供此類課程，則

進一步詢問原因與意願。調查顯示有 86％的學校曾開設相關課程，

教學課程則包括：瞭解身心障礙讀者、協助身心障礙讀者取用資訊、

相關法規、特殊資源館藏格式、閱讀輔具及科技應用等內容。但這些

教學課程中，有 57％的學校課程，是在既有相關課程單元融入此類

課程內容，例如在「資訊資源與服務」課程中，加入探討身心障礙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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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務理念和特殊資源館藏格式，多數學校仍缺乏完整專門的課程設

計，主要原因在於目前圖書資訊大學教師具備此類專長與研究者較為

缺乏。 

Bonnici, Maatta, Wells, Brodsky 與 Meadows （2012）有鑑於美國

所謂嬰兒潮（Baby Boomers），在 1945 至 1964 年間出生的大量人口

正面臨因生理老化邁入有閱讀障礙的特殊需求，圖書館需要因應調整

服務，因而調查分析圖書資訊學校課程對於取用資訊障礙的專業教育

課程情形，以瞭解專業教育配合實務工作需求的程度。該調查先利用

網路檢索各校課程找尋與可及性（ accessibility）、身心障礙

（ disabilities ）、 輔 助 科 技 （ assistive technologies, adaptive 

technologies）、多元族群（diversity）、特殊族群（special populations）、

通用檢索（universal access）等關鍵字相關之課程，瀏覽分析課程大

綱，發現課程會探討多元族群服務理念的課程多達 99 門，討論生理

障礙者閱讀需求課程有 25 門，顯示圖書資訊學校教育對於因生理老

化產生閱讀障礙的讀者服務教育，尚有加強內容的必要。 

Hill（2013）為瞭解圖書資訊研究對於身心障礙服務議題的關注

與探討層面，採內容分析法統計圖書資訊學文獻有關此一議題的研究

取向，發現多數文獻僅侷限於概念宣導與理念呼籲，也不乏現況調查

瞭解圖書館現況，或是探討網站與資料庫資訊取用障礙問題，但對於

身心障礙服務內涵與技術探討較為不足，至於探討圖書館身心障礙教

育課程文獻則相當缺乏，認為未來圖書資訊學教育對於發展圖書館身

心障礙服務需要兼顧「技術」、「法規」與「服務」三層面的教學內容

規劃，尤其對於圖書館人員服務態度與服務理念的基本教育訓練，顯

得特別重要。 

Bonnici, Maatta, Brodsky 與 Steele （2015）以線上問卷發送 108

所提供身心障礙服務的圖書館業務負責人，回收總計 40 份問卷（回

收率 37%），調查館員在因應實務工作的專業教育需求，結果顯示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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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認為圖書資訊學校教育並未提供足夠支援身心障礙服務的

專業教育，館員因應資訊技術的變革，最需要有關無障礙資訊取用與

閱讀輔助科技的知識，隨著人口老化帶來的閱讀障礙，對於通用檢索

（universal access)的理念也應該在課程教育中推廣。 

綜合前述文獻可知，國外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學校對於身心障礙

相關課程規劃，主要探討相關法令、服務理念、閱讀輔助科技、特殊

館藏資源、通用設計、網站無障礙設計等專業知識，課程名稱雖然沒

有身心障礙服務的名稱，但採融入相關課程講授的方式較多。館員認

為學校課程尚不足以因應實務工作所需，需要圖書館專業學會或圖書

館機構辦理繼續教育研習活動，以貼近實務工作需求。 

但身心障礙服務議題涉及閱讀輔具與技術發展，此部分課程在傳

統圖書館讀者服務課程中較為缺乏，可借重與其他領域學者專家共同

合作開授方式，強化圖書資訊學專業教育課程與實務需求結合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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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首先藉由文獻分析參考前人相關研究，建立研究的概念架構，繼

而蒐集歷年有關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相關課程與研習資訊，進行內容分

析，瞭解過往辦理之課程主題與課程資源，並藉由問卷調查與焦點訪

談方式，瞭解課程規劃之目標族群對於培訓課程的看法。本章分為四

節，第一節研究設計，說明研究架構與研究設計概念；第二節研究方

法，說明本研究主要採用之研究方法；第三節研究步驟與流程，說明

本研究進行資料蒐集與調查的流程，以及研究步驟程序；第四節資料

處理與分析，說明研究資料之整理與編碼方式。 

第一節  研究設計 

首先蒐集有關圖書資訊專業知能與專業教育主題文獻，作為探討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專業知能與專業教育發展的基礎，此

外，針對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人員培訓制度部分，則採蒐集整理美、

加、澳等國家對於身心障礙服務人員培訓要求，提供我國制度設計參

考，最後探討館員繼續教育理念，以貫徹圖書館人員繼續教育理念的

發展。 

另為瞭解國內專業教育正規課程以及繼續教育的研習課程概

況，以內容分析法整理 2006 年至 2016 年的正規教育與繼續教育課程

主題與實施內容，同步進行問卷調查，瞭解未來培訓需求對象對於課

程的期許，綜合歷年課程分析與館員需求，根據文獻分析基礎，提出

我國讀者服務館員知能要求與培訓制度的規劃草案，初擬之草案並經

焦點座談方式修正草案內容，最終彙整完成研究成果報告。 

研究設計概念，圖示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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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相關文獻探討 

1. 圖書資訊專業知
能與要求 

2. 圖書資訊學專業
教育課程 

3. 館員繼續教育及
培訓制度 

4. 身心障礙服務工
作理念與內涵 

5. 身心障礙服務館
員知能要求與訓
練 

6. 身心障礙服務人
員教育之相關研
究 

研究問題 

問卷調查法 

對象：曾參加過國立臺灣
圖書館辦理之身心障礙
服務工作坊、專業研習課
程及學術研討會的受訓
學員，並納入縣市級以上
公共圖書館從事身心障
礙讀者服務館員 

分析：對於課程規劃主
題、研習時間、研習地
點、辦理方式、結業證
明、授課方式的需求 

焦點訪談法 

對象：大學校院相關系所

教師、圖書館人員、身心

障礙團體代表 

探討：對於本研究提出之

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教

育訓練課程主題與實施

方式的建議 

內容分析法 

蒐集分析 2006年至 2016
年： 

1.所有大專校院開授身
心障礙服務相關課程 

2.所有辦理與身心障礙
讀者服務相關之研討會
與研習班課程 

分析：課程主題、課程時
間、開課單位、課程要求
等資料 

 

 

 

 

 

 

 

 

 

 

 

 

 

 

 

 

 

 

 

 

 

圖 3-1-1 研究設計概念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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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用於解釋某個特定時間點，某現象呈現的狀態，或某

段時間內，現象的發展狀態。針對臺灣地區大學校院開授相關課程內

容以及繼續教育研習課程內容情形，以內容分析法整理比較課程主

題、課程時間、開課單位、課程要求等相關資料。 

(一）學校課程分析 

原計畫規劃是以問卷取得各校課程現況資料，然經電話詢問部分

學校狀況發現校務行政人員異動而難以提供課程資料，經多方探詢，

知 悉 教 育 部 建 置 之 「 大 學 校 院 課 程 資 源 網 」

（http://ucourse-tvc.yuntech.edu.tw/web_nu/search_course.aspx）為最理

想之課程資料查詢網站，該網站收錄全臺灣所有大學校院（含普通大

學與技職校院）開授課程。本研究經不同詞彙嘗試查詢後，確認最佳

檢索策略是以「特殊讀者」、「讀者服務」以及「身心障礙服務」等三

個詞彙為主要關鍵字，選擇模糊查詢方式逐一檢索。且考量進行較長

時間觀察課程開授狀況，故以 2006 年至 2016 年為範圍，進行逐年檢

索比對，總計查詢獲得 150 門相關課程。 

另為避免遺珠之憾，課程檢索增加以視障、聽障、學習障礙、閱

讀障礙等《圖書館法》所稱之服務對象，進行課程名稱檢索，經人工

檢視排除偏重身心障礙者醫療、教育等課程，保留與閱讀教育、閱讀

輔助科技和資訊需求等相關課程，納入分析，此部分新增列入 136 門

課程。將所有匯集之 286 門課程記錄課程名稱、開課學校系所、開課

年度、授課者、學分數、教學型態、系所屬性、學制以及課程大綱等

內容資訊，以利後續分析。 

（二）研習課程分析 

由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為國內提供在職人員繼續教育主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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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每年配合時代需求辦理各項研習活動，因此，針對圖書館人員繼

續教育研習課程部分，先利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網站

（http://lac4.glis.ntnu.edu.tw/LacEduMember/course_his.aspx）查詢歷年

辦 理 之 研 習 課 程 ， 再 利 用 圖 書 資 訊 專 業 社 群 網 站

（http://www.lib.pu.edu.tw/~jiang/OnLineDB/db-confence.htm）以及刊

載國內研討會訊息的「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

中 心 研 發 資 源 與 成 果 資 訊 網 」

（http://rdinfonet.stpi.narl.org.tw/GRB_RDInfoNet/KSP/index.jsp）查詢

分析 2006年至 2016年所有辦理與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相關之研討會與

研習班課程總計 11 場次研習，包含 56 項相關課程單元。 

研習活動部分除檢索前述研習資訊網站及其連結之網站外，考量

各身心障礙團體與縣市特教資源中心有可能開辦課程活動，故併同逐

一檢視瀏覽各身心障礙團體與特教資源中心網站，以求完備研習課程

資訊。惟經檢視各身心障礙團體網站辦理之研習活動以藝能班、夏令

營等為主，甚至部分網站資訊相當簡要，鮮有更新，提供資訊並不及

時。而縣市特教資源中心活動公告內容主要是資優鑑定、學前鑑定、

測驗標準、學術性向等，亦缺乏研習資訊。經瀏覽新增 65 個網站後

（含大學特教系所 14 個網站、縣市特教資源中心 29 個網站、特教學

校 5 個網站、身心障礙團體 17 個網站），發現相關研習課程資訊不

多，僅新增 3 場次研習活動。 

將所有匯集之 14 場次 67 門研習課程資料記錄研習班名稱、課程

主題、講者（背景）、授課時數、辦理方式（收費、結業證明）、辦理

地點、研習時間等內容項目，做為後續比較分析之基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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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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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未來的依據。本研究為蒐集圖書館人員對於培訓課程內容與辦理方

式之意見，採問卷調查方式，以近五年（2013-2017）曾參加過國立

臺灣圖書館辦理之身心障礙服務工作坊、專業研習課程及學術研討會

的受訓學員為發送對象，因其具備參與課程經驗以及有工作實務需

求，對於身心障礙服務課程規劃較有深切感受，並納入縣市級以上公

共圖書館從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的意見調查，以瞭解縣市級以上

公共圖書館現職人員意見，問卷內容設計包括：對於未來課程規劃的

主題、研習時間、研習地點、辦理方式、結業證明、授課方式等問題，

以探究調查對象的建議與看法（問卷內容參閱附錄一）。調查問卷以

線上 Google 問卷方式填答，方便填答者直接填寫回覆。為提升填答

意願，採隨機抽獎方式鼓勵填答。 

此外，為考量納入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從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館員之意見，另以函送問卷方式，將現職人員意見併同納入分析。 

三、焦點訪談法 

「焦點訪談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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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透過團體成員的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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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進行兩場焦點訪談會議，訪談會議邀請大學校院相關系所

教師、圖書館人員與身心障礙團體代表，針對本研究設計之圖書館身

心障礙服務教育訓練課程主題與實施方式進行邀約訪談，以瞭解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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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與學習對象對於課程規劃的意見；此外，也可藉由身心障礙團體

代表，以使用者感受的需求面向提供意見。訪談對象與訪談問題設

計，如下表： 

表 3-2-1 焦點訪談受訪對象與訪談大綱規劃 

徵求受訪

者管道 

參與人 

數規劃 
焦點訪談問題大綱 

大學校院

相關系所

教師 

3-4 名 

 對於館員專業知能要求有否修正建議？ 

 對於專業培訓課程主題與辦理方式的修

正建議？ 

 培訓課程是否有分級之必要？如需分

級，宜如何區分等級較為理想？ 

 相關系所未來有否類似課程開課規劃？

教師如何調整專長發展？ 

 為了提升人員專業性與社會認可，對於推

動「專業認證制度」的看法？ 

 對於專責圖書館推動專業培訓制度的期

許？ 

圖書館人

員 
3-4 名 

身心障礙

者、身心

障礙團體

或業者代

表 

3-4 名 

 對於館員專業知能要求有否修正建議？ 

 對於專業培訓課程主題與辦理方式的修

正建議？ 

 培訓課程是否有分級之必要？如需分

級，宜如何區分等級較為理想？ 

 為了提升人員專業性與社會認可，對於推

動「專業認證制度」的看法？ 

 對於專責圖書館推動專業培訓制度的期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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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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參與意見發表，但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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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謄錄成電子檔，並根據座談受訪者意見修正

調整教育訓練課程架構，提出未來實施制度建議。 

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流程 

本研究實施步驟首先經文獻探索，瞭解圖書館員教育訓練理念與

內容，進而分析國內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教育訓練課程與資源現況，

並根據國內外文獻探討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教育訓練制度與調查研

究成果，研擬國內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教育訓練課程建議草案，並藉由

專家諮詢與焦點訪談方式彙整館員與圖書資訊系所教師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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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所示，

重要步驟分述如下： 

一、擬定計畫書：構思擬訂本研究之研究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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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之進行，採相關詞彙檢索文獻資料庫，並利用引用文獻滾雪球方

式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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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研究調查設計的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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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研究範圍與架構：透過文獻分析掌握研究重點與核心議題概

念後，根據研究目的，設計研究方法並釐定研究對象與範圍。 

五、歷年課程內容分析：蒐集歷年開授相關課程或研習活動之內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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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辦理方式等資料，利用 EXCEL 建立資料整理表單，俾於課

程比較分析。 

六、問卷與焦點訪談內容設計：根據研究目的擬具問卷內容與焦點座

談問題，問卷部分探討圖書館人員對於專業培訓需求與經驗，焦

點座談部分在於徵求相關系所教師、圖書館人員、身心障礙團體

代表，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課程規劃與制度看法。正式發送問

卷前，邀請學者專家檢視修正，並進行問卷前測。 

七、實施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採線上問卷方式輔以公文方式，針對

曾參與身心障礙服務教育訓練課程之圖書館人員與縣市級以上

公共圖書館現職人員進行意見調查。於問卷回收期滿後視問卷回

收狀況進行電話催覆，以提高問卷回收率，並將回收問卷所有題

項進行 EXCEL 建檔，以利問卷內容統計分析。 

八、實施焦點訪談與記錄：根據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並參酌文獻所述

之前人研究基礎，擬訂國內圖書館讀者服務館員教育訓練課程規

劃草案，邀請圖書館員、大學相關系所教師以及身心障礙相關族

群代表，針對教育訓練課程草案，提供修正意見。 

九、資料整理與綜合分析：整理與歸納問卷調查及焦點訪談結果，綜

合分析研究調查資料。 

十、撰寫研究報告：總結研究發現，進行價值判斷與推論，完成本研

究報告內容之撰寫。 

十一、提出結論與建議：根據計畫整體研究成果，提出本研究計畫結

論、建議，以及對於未來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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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研究步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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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蒐集資料包含 2006至 2016年所有有關身心障礙服務專業

教育與研習課程內容資料、館員意見調查問卷以及焦點訪談紀錄等三

部分，所有蒐集資料之統計歸納與整理，說明如下： 

一、內容分析部分 

本研究針對「大學校院課程資訊網」載錄之課程內容進行分析，

將課程資料複製至 EXCEL 表單，有關講師背景與課程大綱細節，則

進一步查詢連結原開課學校課程資訊網確認內容，將課程資訊歸類後

編碼著錄。為確保對於網站內容編碼與分析資料之可信度，除在編碼

前先對編碼者進行作業說明外，在正式編碼作業前先進行部分資料載

錄編碼檢定，經研究主持人確認修正後，再全面載錄編輯。 

關於大學校院課程內容分析資料欄設定，包括：課程名稱、開課

學校系所、開課年度、授課者、學分數、教學型態、系所屬性、學制

以及課程內容大綱等欄位。各資料欄設定與編碼，如下： 

表 3-4-1 大學校院課程內容分析編碼表 

EXCEL 資料欄位名稱 編碼說明 

課程名稱 照錄名稱，排序統計次數 

開課學校 照錄名稱，排序統計次數 

開課系所 

照錄名稱，以系所屬性編碼統計 

1.圖書資訊 

2.特殊教育 

3.社會工作 

4.老人及健康照顧 

5.通識課程 

開課年度 照錄數字，分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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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資料欄位名稱 編碼說明 

授課者 照錄姓名，排序統計次數 

學分數 照錄數字，編碼統計次數 

教學型態 

照錄名稱，編碼統計教學型態 

1.課堂教學 

2.遠距教學 

系所屬性 

根據系所學科性質分為下列屬性 

1.圖書資訊 

2.特殊教育 

3.社會工作 

4.老人及健康照顧 

5.通識教育 

學制 

照錄名稱，編碼統計學制 

1.學士班 

2.進修學士班 

3.碩士班 

4.碩士在職專班 

5.博士班 

6.二技或四技 

課程內容主題 

採文字描述，將相關單元標示紅色，根據

內容賦予主題分類，同一課程不限一項主

題 

1.資訊取用平等理念 

2.障礙類型與特性 

3.資訊需求與行為 

4.圖書資訊服務 

5.特殊版本資料轉製 

6.閱讀輔具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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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資料欄位名稱 編碼說明 

7.無障礙環境設施 

8.溝通技巧與能力 

9.相關政策與法規 

10.模擬與互動體驗 

關於研習課程內容分析資料欄設計，包括：研習班名稱、課程主

題、講者、授課時數、辦理方式、辦理地點、研習時間等資料欄位。

各資料欄設定與編碼，如下： 

表 3-4-2 研習課程內容分析編碼表 

EXCEL 資料欄位名稱 編碼說明 

研習班名稱 

照錄名稱，加上研習類型編碼 

1.研討會 

2.研習班 

3.工作坊 

4.講座 

課程內容主題 

照錄名稱，根據內容賦予主題分類編碼： 

1.資訊取用平等理念 

2.障礙類型與特性 

3.資訊需求與行為 

4.圖書資訊服務 

5.特殊版本資料轉製 

6.閱讀輔具與科技 

7.無障礙環境設施 

8.溝通技巧與能力 

9.相關政策與法規 

10.模擬與互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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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資料欄位名稱 編碼說明 

講者 

照錄姓名，加上背景編碼 

1.圖書館工作者 

2.學校教師 

3.身心障礙團體 

4.身心障礙者 

5.身心障礙者家屬 

6.法律學者專家 

7.資訊科技專家 

8.醫師 

研習時間 照錄，分年統計，加上辦理日數編碼 

授課時數 照錄，統計時數 

辦理方式 

統計辦理機構： 

1.圖書館學會 

2.圖書館 

3.大學校院 

4.非營利組織（如身心障礙團體） 

統計收費狀況： 

1.免費 

2.收費（金額） 

統計是否提供研習時數證明 

辦理地點 統計縣市分布與地點 

最後利用 EXCEL 進行次數分布與百分比統計，並利用 EXCEL

繪製統計圖表。 

二、問卷統計部分 

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以曾參與身心障礙服務教育訓練課程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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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人員與現職人員為邀請填答對象，為爭取時效並降低填答者回郵

處理負擔，以 Google 問卷方式發放，現職人員則以公文方式寄送到

館。問卷回收後，針對有效問卷予以編號登錄，如有填答資料題數缺

漏達三分之一題數，則以無效問卷處理。問卷的題型分為單選題與複

選題，利用 Google 問卷後臺統計功能計分，並匯出資料至 EXCEL

進行統計圖表繪製。 

三、焦點座談部分 

焦點訪談結束後，進行座談資料整理與分析，整理步驟如下： 

（一）訪談資料分析：依研究目的與問題將訪談內容進行問題面向之

初步分類，試圖進行比較、歸納。 

（二）加入註解：為便於訪談資料的分析詮釋，研究者在訪談錄音紀

錄原稿，加上必要之研究觀察註解。 

（三）訪談資料詮釋：引錄訪談紀錄，並在符合特徵的文字上加上註

解，提供後續文稿整合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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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針對課程內容分析結果，探討大專校院與

研習課程現況，所提供之專業培訓知能情形；第二節針對後續進行之

館員意見調查問卷，分析館員對於在職訓練課程需求；第三節彙整兩

場次焦點訪談結果，整理分析大學相關系所、館員以及身心障礙團體

代表等異質族群，對於身心障礙課程規劃之意見；最後第四節綜合討

論前三節之研究發現。 

第一節  課程內容分析 

本研究針對臺灣地區大學校院開授相關課程內容以及繼續教育

研習課程內容情形，以內容分析法整理比較課程主題、課程時間、開

課單位、課程要求等相關資料。藉由網路查詢各校課程與專業學會、

論壇等相關網站資源，彙整 2006 年至 2016 年各大學校院相關課程共

286 門3；各項在職研習活動共 14 場次 67 項主題課程。各項資料分析

結果分述如下： 

一、大學校院課程內容分析 

(一）課程名稱與系所 

2006 年至 2016 年大學校院開授相關課程名稱在圖書資訊系所，

主要為讀者服務、讀者服務研討、讀者服務概論、圖書館管理等課程。

在特殊教育系所，開授之課程名稱較為多元，除了身心障礙者服務、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等通論性課程，也針對視障、聽障、學習障礙

等不同障別開授教育課程。在社會工作系所，開授過之課程名稱，則

包括：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身心障礙者政策

與服務、身心障礙者重建服務、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課題與方法等。

                                                 
3
 課程資料係根據教育部建置之「大學校院課程資源網」查詢，如開課學校未能同步更

新，可能會有與各校實際開授課程略有出入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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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識教育課程，開課名稱有：身心障礙者與我、身心障礙者福利服

務等。 

通常在圖書資訊系所的「讀者服務」是必修課程，往往是每年排

課一次；在特殊教育系所，除「身心障礙者服務」此類基礎課程外，

各障礙類型中以「聽覺障礙」課程開課次數最多；在社會工作相關系

所，開課次數以「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身心障礙者政策與服務」此

類課程，最為頻繁。 

表 4-1-1 開課系所屬性與課程名稱分布 

系所屬性 學校系所 課程名稱 開課次數 

圖書資訊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讀者服務 12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讀者服務 8 

玄奘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讀者服務 5 

淡江大學數位出版與典藏數位學

習碩士在職專班 
讀者服務 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讀者服務研討 12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

士在職專班 
圖書館管理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4
 

讀者服務概論 2 

特殊教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聽覺障礙 11 

視障教育工學 10 

學習障礙 7 

聽覺障礙研究 1 

聽覺障礙教育與復健

專題研究 
1 

                                                 
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曾分為新聞、圖書館（圖書資訊）、社會事業（社會工作）

三組教學，此門課程「讀者服務概論」以內容屬性屬於圖書資訊系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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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屬性 學校系所 課程名稱 開課次數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聽覺障礙 11 

聽覺障礙研究 5 

視覺障礙 3 

學習障礙專題 1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學習障礙 10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 9 

聽覺障礙專題研究 9 

聽覺障礙 1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 8 

身心障礙者服務 7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 3 

視覺障礙 1 

聽覺障礙專題研究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專題

研究 
8 

聽覺障礙 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聽覺障礙 8 

閱讀學習障礙 5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 4 

學習障礙 3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視覺障礙 7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聽覺障礙 5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研究 3 

聽覺障礙研究 1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身心 大專身心障礙學生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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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屬性 學校系所 課程名稱 開課次數 

障礙教育學程 持服務與轉銜 

社會工作 

國立臺灣大學人口學程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3 

國立臺灣大學老人與長期照護學程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4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9 

身心障礙福利政策專

題討論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身心障礙者政策與服務 8 

身心障礙者政策與服

務專題 
6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2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

務：課題與方法 
1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專題 
4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

工作學系 
身心障礙者重建服務 2 

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12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3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3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 2 

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3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11 

專題討論：身心障礙

福利服務 
2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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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屬性 學校系所 課程名稱 開課次數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6 

亞洲大學健康照顧與社會照顧學程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2 

育達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身心障礙與福利服務 1 

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 身心障礙褔利服務 2 

通識課程 
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1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身心障礙者與我 3 

如果將不同學校開授之相同課程名稱加以整併，可以更明確看出

「讀者服務」、「讀者服務研討」是圖資相關系所的主流課程，幾乎

每學年有持續開課狀況。「聽覺障礙」、「視覺障礙」、「閱讀障礙」、

「身心障礙者服務」以及類似瞭解身心障礙者的課程，是特殊教育學

系開授的相關課程；至於社會工作、老人照護或是社會政策等學系則

是以「身心障礙褔利服務」、「身心障礙者政策與服務」，此類較偏

向福利政策與服務工作性質的課程為主。 

表 4-1-2 開課系所與系所開課時間分布 

課程名稱 系所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讀者服務 

圖書資訊學系 

105-2、105-1、104-1、103-1、

102-2、102-1、101-2、101-1、

100-2、100-1、99-2、99-1、

98-2、97-2、96-2、95-2 

17 

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 

105-1、102-1、101-1、100-1、

99-1、97-1、96-1、95-1 
8 

數位出版與典

藏數位學習碩

士在職專班 

104-2、103-2、102-2 3 

讀者服務研討 圖書資訊學系 105-1、104-1、103-1、10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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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系所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101-2、100-2、99-2、98-2、

97-2 

讀者服務概論 社會教育學系 96-1、95-1 2 

圖書館管理 
圖書資訊學數位

碩士在職專班 
105-1、104-1、103-1 3 

資訊資源與服

務 

圖書資訊與檔

案學研究所 
104-2 1 

視覺障礙 特殊教育學系 

105-1、104-1、103-1、102-1、

101-2、100-2、99-2、97-2、

95-1 

11 

視障教育工學 特殊教育學系 

105-1、104-1、103-1、102-1、

100-1、99-1、98-1、97-1、

96-1、95-1 

10 

視覺障礙輔助

科技專題研究 
特殊教育學系 

105-1、102-2、101-1、100-1、

99-1、97-1、96-1、95-1 
8 

視覺障礙輔助

科技研究 
特殊教育學系 101-1、100-1、98-2 3 

閱讀學習障礙 特殊教育學系 
105-2、100 暑、98-2、96-2、

96-1 
5 

學習障礙專題

研究 
特殊教育學系 

105-1、104-1、103-2、103-1、

102-1、101-1、100-2、99-2、

99-1、98-1、97-2、97-1、96-1、

95-2、95-1 

21 

學習障礙 特殊教育學系 

105-2、105-1、104-2、104-1、

103-2、103-1、102-2、102-1、

101-2、101-1、100-2、100-1、

99-2、99-1、98-2、96-2、96-1、

95-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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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系所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學習障礙專題 特殊教育學系 105-2 1 

聽覺障礙 特殊教育學系 

105-2、105-1、104-2、104-1、

103-2、103-1、102-2、101-2、

101-1、100-2、99-2、99-1、

98-2、98-1、97-2、97-1、96-2、

96-1、95-2、95-1 

39 

聽覺障礙專題

研究 
特殊教育學系 

105-1、104-1、103-1、102-1、

101-1、100-1、98-1、97-1、

96-2、95-2 

11 

聽覺障礙研究 特殊教育學系 
105-2、103-1、97-2、97-1、

96-2、95-2 
6 

聽覺障礙教育

與復健專題研

究 

特殊教育學系 103-1 1 

身心障礙福利

服務 

人口學程 105-1、101-2、100-2 3 

老人福利與事

業系 

105-2、104-2、103-2、102-2、

100-2、98-2 
6 

老人與長期照

護學程 
101-2、100-2、98-1、97-1 4 

社會工作學系 

105-1、104-1、103-2、101-2、

100-2、99-2、98-1、97-1、

96-1、95-1 

12 

社會福利與社

會工作學系 
105-1、104-2 3 

健康照顧與社

會照顧學程 
101-1、99-1 2 

身心障礙福利

服務專題 

特殊教育學系 105-2、103-2、102-2 3 

社會福利與社 105-1、10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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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系所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會工作學系 

專題討論：身心

障礙福利服務 
社會工作學系 99-2、95-2 2 

身心障礙與福

利服務 

健康照顧社會

工作系 
104-1 1 

身心障礙福利

政策專題討論 
社會工作學系 105-2 1 

身心障礙者與

我 
特殊教育學系 105-2、103-2、102-2 3 

身心障礙者服

務 
特殊教育學系 

105-2、103-2、102-2、101-2、

99-2、98-1、96-1 
7 

身心障礙者福

利服務 

社會工作學系 

105-2、104-2、103-2、102-2、

101-2、100-2、99-2、99-1、

98-2、97-2、96-2、95-2 

27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97-1、96-1 2 

社會福利與社

會工作學系 
103-2、103-1、102-1 3 

身心障礙者褔

利服務專題 

社會工作學系 95-2 1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96-1、95-1 4 

身心障礙者福

利服務：課題與

方法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95-2 1 

身心障礙者政

策與服務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105-1、104-1、103-1、102-1、

101-1、100-1、99-1、98-1 
8 

身心障礙者政 社會政策與社 102-1、100-2、9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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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系所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策與服務專題 會工作學系 

大專身心障礙

學生支持服務

與轉銜 

特殊教育學系 104-1 1 

身心障礙者重

建服務 

醫學社會學與

社會工作學系 
102-1、99-1 2 

(二）教師與課程 

學校課程需有相關專長與研究成果之教師開課，目前開授與身心

障礙相關課程之教師，依教師姓名筆畫彙整如下，對於近年持續開課

教師，其授課專長未來可發展成為培訓課程師資與推動課程規劃之參

考。 

表 4-1-3 授課教師與課程分布表 

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LEE 

Jik-Joen 
身心障礙者重建服務 102-1、99-1 2 

方昱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03-2 1 

王育瑜 

身心障礙者政策與服務 

105-1、104-1、103-1、

102-1、101-1、100-1、

99-1、98-1 

8 

身心障礙者政策與服務專題 102-1、100-2、97-2 6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97-1、96-1 2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課題與方

法 
95-2 1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專題 96-1、95-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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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王敏菱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05-1 1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 105-1、104-1 2 

王雲東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05-1、104-1、101-2、

100-2、99-2、98-1、

97-1、96-1 

15 

身心障礙福利政策專題討論 105-2 1 

任麗華 

身心障礙者服務 

105-2、103-2、102-2、

101-2、99-2、98-1、

96-1 

7 

身心障礙者與我 105-2、103-2、102-2 3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 105-2、103-2、102-2 3 

何世芸 視覺障礙 101-2 1 

吳訓生 
學習障礙 98-2 1 

閱讀學習障礙 98-2 1 

吳綵玲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02-2 1 

宋雪芳 讀者服務 

105-1、104-2、103-2、

102-2、102-1、101-1、

100-1、99-1、97-1、

96-1、95-1 

11 

杞昭安 視障教育工學 

105-1、104-1、

103-1、102-1、

100-1、99-1、98-1、

97-1、96-1、95-1 

10 

邢敏華 
聽覺障礙 

104-2、103-2、

97-2、96-2、95-2 
5 

聽覺障礙研究 9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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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卓明怡 聽覺障礙專題研究 105-1 1 

周台傑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 
103-2、102-1、100-2、

99-2 
4 

周容玉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05-2、104-2 2 

林巧敏 
資訊資源與服務 104-2 1 

圖書館管理 105-1、104-1、103-1 3 

林玉霞 

聽覺障礙 105-1 1 

聽覺障礙專題研究 

105-1、104-1、103-1、

102-1、101-1、100-1、

98-1、97-1、96-2 

9 

林呈潢 讀者服務 102-2 1 

林育毅 視覺障礙 100-2、99-2、97-2 3 

林玟秀 
大專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與

轉銜 
104-1 1 

林惠芳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03-2 1 

林慶仁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研究 101-1、100-1、98-2 3 

胡永崇 學習障礙專題 105-2 1 

范文良 視覺障礙 
105-1、104-1、103-1、

102-1、101-2、95-1 
7 

徐嘉隆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105-2、104-2、103-2、

102-2、100-2、99-2、

99-1 

10 

高明志 聽覺障礙 105-2、104-2、103-2 3 

康雅淑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 
105-1、104-1、103-1、

97-1、95-2、95-1 
8 

張弘昌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專題研究 10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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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張美華 

學習障礙 

105-2、104-2、103-2、

102-2、101-2、100-2、

99-2、99-1、96-1、95-1 

10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 

105-1、104-1、103-1、

102-1、101-1、99-1、

98-1、97-2 

8 

張美華、 

簡瑞良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 96-1 1 

張蓓莉 

聽覺障礙 

104-2、103-2、101-2、

100-2、99-2、98-2、

96-2、95-2 

8 

聽覺障礙專題研究 95-2 1 

聽覺障礙教育與復健專題研

究 
103-1 1 

莊素貞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專題研究 
102-2、101-1、100-1、

99-1、97-1、96-1、95-1 
7 

郭麗玲 讀者服務概論 96-1、95-1 2 

陳伶珠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00-2 1 

陳秀芬 學習障礙 

105-1、104-1、103-1、

102-1、101-1、100-1、

99-1 

7 

陳長源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105-2 2 

陳冠至 讀者服務 

105-1、104-1、103-1、

102-1、101-2、101-1、

100-2、100-1、99-2、

99-1 

10 

陳美智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01-1、99-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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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陳書梅 讀者服務研討 

105-1、104-1、103-1、

102-1、101-2、100-2、

99-2、98-2、97-2 

12 

陳雅琪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103-2、103-1、102-1 3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04-2 1 

陳慶章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103-2 1 

彭于萍 讀者服務 105-2 1 

馮秋萍 讀者服務 
100-1、98-2、97-2、

96-2、95-2 
5 

黃玉枝 

聽覺障礙 

105-1、104-1、103-2、

103-1、102-2、101-2、

100-2、99-2、98-2、

96-2、95-2 

11 

聽覺障礙研究 
105-2、103-1、97-2、

96-2、95-2 
5 

楊俊威 身心障礙褔利服務 96-1、95-1 2 

楊玲芳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98-2、 1 

楊雅惠 聽覺障礙 

105-1、103-1、101-1、

99-1、98-1、97-1、

96-1、95-1 

8 

葉肅科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105-1 2 

葉靖雲 聽覺障礙 

105-1、103-1、101-1、

99-1、98-1、97-1、

96-1、95-1 

6 

廖岱珊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105-1 1 

滿春梅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10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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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開課次數 

趙任民 身心障礙與福利服務 104-1 1 

蔡青芬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專題 95-2 1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98-1 1 

劉秀丹 聽覺障礙 105-2 1 

劉惠美 聽覺障礙 102-2、97-2 2 

謝東儒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105-2、104-2、103-2、

102-2、101-2、100-2、

99-2、98-2、97-2、

96-2、95-2 

11 

羅秀華 專題討論：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99-2、95-2 2 

(三）學制與學分數 

如果以學制及學分數分析在大專校院的身心障礙相關課程，可觀

察出學士與研究所不同學制課程名稱差異不大，幾乎在學士或技職進

修課程名稱與研究所課程名稱相仿，但在研究所課程名稱多加上「專

題」或「研討」二字，增加專題討論深度。 

學士階段以開授 2 學分課程為多數，至研究所階段則改以 3 學分

為主，有助於課程更深化學習。但無論是研究所或是學士階段課程，

均有「身心障礙者服務」、「讀者服務」以及「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此

三項基礎課程，亦即無論是學士或是碩士教育，均能提供有關基本服

務認知、圖書資訊服務以及福利政策三項主要課程的專業學習管道。

至於針對視障、聽障與學習障礙者的瞭解，則有賴在特殊教育系所的

各學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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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系所開課名稱與時間分析表 

學制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次數 

學士班 

聽覺障礙 2 36 

學習障礙 2 19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3 18 

2 4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3 12 

2 5 

視覺障礙 2 11 

視障教育工學 2 10 

身心障礙者政策與服務 3 8 

身心障礙者服務 2 7 

讀者服務 2 7 

聽覺障礙 3 3 

身心障礙者與我 2 3 

讀者服務概論 2 2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 2 2 

大專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

與轉銜 
2 1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課題與

方法 
2 1 

學士班在職專

班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2 1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2 1 

進修學士班 
讀者服務 2 10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2 3 

碩士班 

聽覺障礙專題研究 2 10 

讀者服務研討 3 9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 
3 9 

2 9 

讀者服務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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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次數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專題研究 3 7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 
3 3 

2 1 

身心障礙者政策與服務專題 3 3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專題 3 3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研究 3 3 

聽覺障礙研究 
3 3 

2 3 

身心障礙者重建服務 3 2 

專題討論：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2 2 

閱讀學習障礙 2 2 

身心障礙福利政策專題討論 3 1 

資訊資源與服務 3 1 

聽覺障礙專題研究 3 1 

聽覺障礙教育與復健專題研

究 
3 1 

學習障礙 2 1 

碩士班在職專

班 

讀者服務 3 3 

讀者服務研討 3 3 

圖書館管理 3 3 

閱讀學習障礙 2 3 

學習障礙專題研究 3 1 

學習障礙專題 3 1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 2 1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專題研究 2 1 

博士班 
身心障礙者政策與服務專題 3 3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專題 3 2 

四技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2 6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2 6 

身心障礙與福利服務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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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次數 

四技進修學院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2 2 

二技進修學院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2 4 

(四）教學型態與學制 

如果分析課程的教學型態，目前在大專校院仍以採「課堂教學」

為主，僅有 2.7％的碩士在職專班是採「遠距非同步教學」。也因為採

用「課堂教學」為主，到校實體上課方式對於有意願在職進修者，勢

必需要服務機構支持並提供上班請假時間，在職者才有機會回校進

修。相對之下，「遠距非同步教學」或類似「磨課師（MOOC）」等彈

性選擇上課時間的線上學習方式，未來或可發展成為在職進修者的學

習管道。 

表 4-1-5 教學型態與學制分析表 

教學型態 學制 開課次數 百分比（%） 

課堂教學 

學士班 148 51.7 

學士班在職專班 2 0.7 

進修學士班 13 4.5 

碩士班 81 28.3 

碩士班在職專班 10 3.5 

博士班 5 1.7 

四技日間部 13 4.5 

四技進修學院 2 0.7 

二技進修學院 4 1.4 

遠距非同步教學 

學士班 1 0.3 

碩士班 1 0.3 

碩士班在職專班 6 2.1 

註：因百分比採四捨五入計算，故經捨去尾數後，本項百分比加總未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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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內容主題 

本研究根據各課程公布大綱內容說明進行課程內容主題分析，參

酌前述文獻分析所述從事身心障礙服務的工作內涵與知能，將課程內

容分為 10 大類（分類說明參閱第三章第四節資料處理與分析說明）。

總計 286 門課程授課內容涉及的主題，以介紹「障礙類型與特性」最

多，占全部課程 25.5％的比例；其次為「資訊需求與行為」，占 13.4

％；再者為「資訊取用平等理念」，占 13％。其他分布在教學內容探

討的主題依次數多寡，排序為：「相關政策與法規」、「閱讀輔具與科

技」、「無障礙環境設施」、「溝通技巧與能力」、「圖書資訊服務」、「特

殊版本資料轉製」、「模擬與互動體驗」，顯示目前課程內容對於認識

身心障礙類型、平等服務理念以及身心障礙者資訊需求等概念性課程

有比較多的課程探討，但是對於偏重實務技術性需求的資料轉製、模

擬與互動體驗等課程較為缺乏。甚至有關圖書館資訊服務內容的規

劃，也僅有 5.2％的課程有此類內容介紹。可知目前大專校院課程主

題以講授概念與政策為多，但提供實務技術學習的課程較少。 

表 4-1-6 課程內容主題次數分析表 

課程內容主題 次數 
勾選數占總課

程數百分比（%） 

資訊取用平等理念 122 13.0 

障礙類型與特性 239 25.5 

資訊需求與行為 126 13.4 

圖書資訊服務 49 5.2 

特殊版本資料轉製 27 2.9 

閱讀輔具與科技 92 9.8 

無障礙環境設施 78 8.3 

溝通技巧與能力 77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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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政策與法規 107 11.4 

模擬與互動體驗 21 2.2 

(六）課程內容主題與系所屬性 

如比較不同系所開課內容主題取向，可以發現圖書資訊系所以

講授「資訊取用平等理念」、「圖書資訊服務」、「障礙類型與特性」以

及「資訊需求與行為」等內容為主；特殊教育系所以介紹「障礙類型

與特性」、「溝通技巧與能力」與「閱讀輔具與科技」為多；至於社會

工作相關系所講授課程內容主題涉及較廣，包括：「取用資訊權利」、

「障礙類型與特性」、「資訊需求與行為」、「無障礙環境設施」、「相關

政策與法規」、「閱讀輔具與科技」等主題。其他相關系所的課程也是

偏重以認識「障礙類型與特性」、「相關政策與法規」為主。由於不同

系所講授課程內容主題重點不同，針對人才培育專業的完整性需求，

未來或可考量不同系所專業交流或跨領域合作教學方式，以培育不同

系所畢業人才擁有相對較完整的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識。 

表 4-1-7 課程內容主題與系所屬性分析表 

    系所屬性 

課程內容主題 

圖書 

資訊 

特殊 

教育 

社會 

工作 

老人或健

康照顧 

通識 

課程 

資訊取用平等理念 45 1 71 5 0 

障礙類型與特性 26 125 76 11 4 

資訊需求與行為 34 14 73 5 0 

圖書資訊服務 46 3 0 0 0 

特殊版本資料轉製 3 24 0 0 0 

閱讀輔具與科技 0 65 24 3 0 

無障礙環境設施 0 10 61 7 0 

溝通技巧與能力 0 66 0 11 0 

相關政策與法規 0 17 75 11 4 

模擬與互動體驗 0 7 1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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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課程內容分析 

2006 年至 2016 年曾經辦理與身心障礙相關之研習或研討活動總

計 14 場次，各場次研習內容與身心障礙相關之講授單元，計有 67 項。

分析近 10 年研習課程辦理情形如下： 

(一）課程類型與主題 

分析 2006 年至 2016 年與身心障礙相關之研討會計有 4 場次、研

習班計有 2 場次、工作坊計有 6 場次、講座 2 場次。 

表 4-1-8 研習課程類型統計表 

課程類型 場次 課程單元 課程數百分比(%) 

研討會 4 23 34.3 

研習班 2 5 7.5 

工作坊 6 36 53.7 

講座 2 3 4.5 

總計 14 67 100.0 

2006 年至 2016 年與身心障礙相關之研討會場次與主題單元為： 

1. 2016 年圖書館隱形障礙服務研討會：議程含「閱讀障礙者的

困難與需求」、「跨越閱讀障礙的困滯」、「隱形的翅膀」、「從

心翻轉服務無礙」、「『精訝』的日常：與精神障礙父親的生活

點滴」、「『精奇』與平凡：談精神障礙者的困難與需求」、「老

爸，今天吃什麼？與失智父親的生活點滴」、「失智症之診斷

與照護」等共計 8 單元。 

2. 2016 年淡江大學 66 週年校慶暨圖書館新總館落成 20 週年研

討會：議程有「讀者服務危機處理：特殊讀者事件的處理」

單元。 

3. 2015 年圖書館身心障礙者閱讀服務國際研討會：議程含「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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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公共圖書館為身心障礙者所提供的服務」、「身心障礙者

使用需求」、「國立臺灣圖書館推動視障服務成果及經驗分

享」、「日本圖書館針對使用印刷品有困難之身心障礙者所提

供之服務－從視障館員的立場」、「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身心

障礙者服務現況及未來挑戰」、「大專院校服務身心障礙者經

驗分享」、「身心障礙者閱讀的特殊需求」、「圖書館身心障礙

讀者服務指南之研訂」、「圖書館如何在著作權法規範下為身

心障礙者提供服務」、「身心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

版本相關規範之研究」、「無障礙的網路通用設計」、「圖書館

如何應用新科技強化視覺障礙者的閱讀服務」等共計 12 單

元。 

4. 2014 年百年好圕．國立臺灣圖書館 100 週年館慶－「未來圖

書館」國際研討會：議程含「閱讀天堂：在美國的點字書及

有聲書服務」與「圖書館視障者可及性議題初探」兩場次。 

在研習班部分，曾辦理之場次與主題為： 

1. 2015 年量身訂作圖書館服務—分齡分眾終身閱讀研習班：課

程內容含「聽障讀者資訊需求」、「認識視障者及視障體驗」、

「新思維新視界－視障讀者如何與「書」共舞？」、「重塑『視』

界－以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為例」等共計 4 單元。 

2. 2010 年公共圖書館暨兒童圖書館閱讀與圖書館利用教育專

題研習班：課程內容有「閱讀困難與閱讀障礙學童的閱讀指

導策略」單元。 

在工作坊部分，曾辦理之場次與主題為： 

1. 2016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105 年度提升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

專業知能」工作坊：課程內容有「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指引」、「開啟視/學障者的閱讀天空－強化館員服務能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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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服務實務」、「身心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權益保障相

關議題之探討」、「與聽損者共舞－提供有幫助感的服務」、「誰

把我的聰明藏起來－揭密學習障礙」等共計 6 單元，並分別

於北、中、南地區辦理共計 3 場次5。 

2. 2015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104 年度提升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

專業知能」工作坊：課程內容有「身心障礙者之認識與服務

原則」、「圖書館的通用設計」、「視障服務」、「有聲圖書資源

介紹」、「聽障服務」、「學障服務」等共計 6 單元，並分別於

北、中、南地區辦理共計 3 場次。 

在講座部分，曾辦理之講座為： 

1. 2012 年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辦理之大學部專題演講：「無

障礙網路與視障有聲書座談」。 

2. 2012 年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從『心』重建：日本

身心障礙者重建體系交流講座」：其中包含「下一個十年：

日本『障害者基本計畫』推行成果（2003-2012）與未來展望」、

「從『心』重建：堺市身心障礙重建中心設置規劃與服務現

況」2 單元。 

將 67 門課程單元依其授課內容主題加以分析，其中以介紹「障

礙類型與特性」占最多；但對於介紹「無障礙環境設施」、「資訊取用

平等理念」以及「模擬與互動體驗」等課程內容較少（圖 4-1-1）。 

 

 

 

                                                 
5「105 年度提升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原規劃有東部場次，但因招生

人數不足取消辦理，故不納入分析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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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研習課程主題 

以研討會課程為例，主要的內容主題是介紹「圖書資訊服務」；

在研習班課程中，除了「圖書資訊服務」外，也重視認識「障礙類型

與特性」以及「資訊需求與行為」；在工作坊中，顯然有比較多實務

操作內容，曾辦理過「特殊版本資料轉製」、「閱讀輔具與科技」、「溝

通技巧與能力」、「模擬與互動體驗」等課程；在講座中，則有「特殊

版本資料轉製」、「閱讀輔具與科技」、「無障礙環境設施」、「相關政策

與法規」等課程單元。 

表 4-1-9 研習課程類型與課程主題分布統計表 

課程主題 研討會 研習班 工作坊 講座 小計 
占課程數

百分比(%) 

資訊取用平等理念 1 0 3 0 4 6.0 

障礙類型與特性 8 3 21 0 32 47.8 

資訊需求與行為 6 1 6 0 13 19.4 

圖書資訊服務 11 3 12 0 26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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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版本資料轉製 2 0 3 1 6 8.9 

閱讀輔具與科技 3 0 6 1 10 14.9 

無障礙環境設施 0 0 3 1 4 6.0 

溝通技巧與能力 4 1 6 0 11 16.4 

相關政策與法規 3 0 3 1 7 10.4 

模擬與互動體驗 0 1 3 0 4 6.0 

(二）講者背景 

67 門課程單元共有 39 名主講者，講者背景以身心障礙團體代表

最多，占 52.2%；其次為學校教師，占 13.4 %；也不乏身心障礙者現

身說法，或是邀請法律專家講解相關法規，或邀請資訊科技專家講解

閱讀輔具與科技發展等內容。 

表 4-1-10 課程講者背景統計表 

講者背景 次數 百分比(%) 

圖書館工作者（含主管） 6 8.9 

學校教師 9 13.4 

身心障礙團體 35 52.2 

身心障礙者 4 6.0 

身心障礙者家屬 2 3.0 

法律學者專家 5 7.5 

資訊科技專家 4 6.0 

醫師 2 3.0 

總計 67 100.0 

（三）研習時數 

14 場次的研習活動有 10 場次（71.4％），是課程內容全部與身心

障礙服務相關的議程，其餘 4 場次（28.6％），身心障礙服務內容只

是部分議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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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研習課程相關內容場次比例分布圖 

 

如統計各場研習單元課程時間，發現單次講授課程時間以 1 小時

（28.3%）最多，其次為 3 小時（25.4%）。 

表 4-1-11 課程時數分布統計表 

課程時數 次數 百分比(%) 

20 分鐘 4 6.0 

40 分鐘 1 1.5 

50 分鐘 7 10.4 

1 小時 19 28.3 

1 小時 10 分鐘（70 分鐘） 1 1.5 

1 小時 30 分鐘（90 分鐘） 1 1.5 

1 小時 40 分鐘（100 分鐘） 2 3.0 

2 小時 15 22.4 

3 小時 17 25.4 

總計 6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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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方式 

各場次研習課程的辦理機構，由「圖書館」主辦的課程所占比例

最高（64.3％），其次為圖書館學會與大專院校主辦之課程。至於各

研習課程是否收費，多數是免費，而採收費部分主要是圖書館學會辦

理之暑期研習活動。針對此類研習課程是否有提供學習者研習時數證

明，原則上均可登記研習課程時數，唯其中有 1 場淡江大學辦理之研

討會，因報名系統已關閉，無法確知是否有提供研習時數證明，故列

為無法確定。 

表 4-1-12 研習課程辦理方式統計表 

（五）辦理地點與機構 

分析研習課程辦理之地點以北部為主，占 42.9％；其次為中部，

占 35.7％。過去辦理相關研習課程地點，在北部為國立臺灣圖書館，

計有 4 次；在中部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計有 4 次。針對館員辦理

之在職培訓研習活動，主要辦理機構為國立臺灣圖書館，因其於 2015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辦理機構 

圖書館學會 2 14.3 

圖書館 9 64.3 

大專院校 2 14.3 

非營利組織 1 7.1 

總計 14 100.0 

收費狀況 

免費 12 85.7 

收費 2 14.3 

總計 14 100.0 

研習證明 

有研習證明 11 78.6 

無研習證明 2 14.3 

無法確定 1 7.1 

總計 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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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 2016 年6曾辦理之提升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分

別於北區、中區、南區辦理課程，對於北部以外之臺灣地區圖書館館

員具有提升服務知能的重要功能。 

表 4-1-13 研習課程辦理地點統計表 

 

第二節  問卷調查分析 

問卷調查方式，以近 5 年（2013-2017）曾參加過國立臺灣圖書

館辦理之身心障礙服務工作坊、專業研習課程及學術研討會的受訓學

員為發送對象，因其具備參與課程經驗以及有工作實務需求，對於身

心障礙服務課程規劃較有深切感受，並納入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從

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的意見調查，以瞭解縣市級以上公共圖書館

現職人員意見。 

問卷發送對象總數 404人，扣除郵件信箱無效退件 50封，問卷

發送母群實際為 354人，自 106年 9月分送問卷，經 4次線上催復，

並設計填答獎勵機制以提升問卷回收率，截至 106年 10月中旬總計

                                                 
6國立臺灣圖書館「提升圖書館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於 2017年仍持續辦理，

但因不在本研究資料分析範圍，故不納入本項統計。 

地區分布 地點 次數 百分比(%) 

北部 

國立臺灣圖書館 4 

42.9 淡江大學覺生圖書館 1 

淡江大學校友聯誼會館 1 

中部 
臺中市文化局 1 

35.7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4 

南部 

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1 

21.4 高雄市立圖書館左新分館 1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1 

總計 1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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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188份問卷，問卷回收率 53.1 %。問卷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一、 填答者背景資訊 

（一） 個人基本資料 

問卷填答館員基本資料分析，女性館員占 81.9%；男性館員占

18.1%；館員年齡分布，以 41-50 歲最多（38.8%），31-40 歲次之

（30.9%），填答者中並沒有 61 歲以上者。由填答者之教育程度得知，

館員之教育背景為其他學科學士者占最多（32.4%），其他學科碩士者

次之（22.3%），而圖書資訊學碩士與圖書資訊學學士則各占 16.0%（表

4-2-1）。 

表 4-2-1 填答者個人資料分析 

背景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4 18.1 

女 154 81.9 

年齡 

21-30 歲 18 9.6 

31-40 歲 58 30.9 

41-50 歲 73 38.8 

51-60 歲 39 20.7 

教育程度 

圖書資訊學碩士 30 16.0 

其他學科碩士 42 22.3 

圖書資訊學學士 30 16.0 

其他學科學士 61 32.4 

專科畢業 18 9.6 

高中職畢業 4 2.1 

其他 3 1.6 

（二） 圖書館服務年資 

    問卷填答者於圖書館服務的年資，以 1-5 年最多（28.2%），6-10

年次之（22.9%），而不到 1 年者最少，僅占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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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填答者服務年資統計表 

圖書館服務年資 人數 百分比(%) 

不到 1 年 18 9.6 

1-5 年 53 28.2 

6-10 年 43 22.9 

11-15 年 26 13.8 

16-20 年 20 10.6 

20 年以上 28 14.9 

總計 188 100.0 

（三） 職別 

    問卷填答者於圖書館服務之職別以館員、組員為最多，占

46.8%；擔任主任、組長者次之，占 20.2%；而擔任館長者最少，僅

占 4.2%。另外，填答「其他」者，有各種職稱，例如：研究助理、

特教教師、圖推教師等。 

表 4-2-3 填答者職別統計表 

職別 人數 百分比(%) 

館長 8 4.2 

主任、組長 38 20.2 

館員、組員 88 46.8 

約聘僱人員 27 14.4 

其他 27 14.4 

總計 188 100.0 

（四） 任職圖書館類型 

    填答者任職的圖書館類型以公共圖書館最多，占 48.4%；學校圖

書館次之，占 24.5%；而專門圖書館最少，僅占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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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填答者任職圖書館類型統計表 

任職圖書館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國家圖書館 6 3.2 

大學圖書館 44 23.4 

公共圖書館 91 48.4 

學校圖書館 46 24.5 

專門圖書館 1 0.5 

總計 188 100.0 

（五） 圖書館所在地區 

    填答者服務之圖書館所在地區以北部最多，占 44.1%；南部次

之，占 34.1%；而東部最少，僅占 2.7%。 

表 4-2-5 填答者圖書館地區分布統計表 

圖書館所在地區 人數 百分比(%) 

北部 83 44.1 

中部 36 19.1 

南部 64 34.1 

東部 5 2.7 

總計 188 100.0 

（六） 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詢問填答者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其中以未領有者為多，占

94.7%；而領有者僅占 5.3%，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障別有肢體障礙、

聽力障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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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填答者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統計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障別 人數 

是 10 5.3 上肢輕障 1 

多重（視障及自閉） 1 

肢體障礙 3 

重度 1 

視障 1 

聽力障礙 3 

否 178 94.7  

總計 188 100.0  10 

 

二、 參與繼續教育經驗 

(一) 修習身心障礙服務課程情形 

詢問填答者在學時，是否曾修習過身心障礙服務相關課程，其中

以未曾修過者較多，高達 87.2％的比例；曾修過相關課程者，僅有

12.8％的比例。填答修過課程者，提供修習過之課程名稱，包括：自

閉症、視障服務、特殊教育、特殊教育行政、特殊教育概論、特殊教

育導論、特教系相關科目、圖書館讀者服務等，顯示有修過的課程是

以特殊教育課程為主。 

表 4-2-7 修習身心障礙服務課程統計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是 24 12.8 

否 164 87.2 

總計 1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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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在職繼續教育活動的動機 

詢問填答者過去參加在職繼續教育活動的動機（可複選），統計

結果以「提升工作能力」為最多，占總人數百分比 89.3%；「滿足個

人學習興趣」次之，占總人數百分比 73.9%；而「獲得主管與同儕肯

定」及「機關有獎勵制度」則占少數，勾選「其他」的原因，則有主

管推派、工作需要或是規定要參加等。 

表 4-2-8 參加繼續教育的動機統計表 

項目（複選題） 數量 占總人數百分比(%) 

提升工作能力 168 89.3 

滿足個人學習興趣 139 73.9 

增加升遷機會 20 10.6 

獲得主管與同儕肯定 17 9.0 

機關有獎勵制度 14 7.4 

其他 9 4.7 

(三) 曾接受過的在職繼續教育方式 

    詢問填答者過去曾接受過的在職繼續教育方式（可複選），以「聽

演講或參加座談會」為最多，占總人數百分比 82.9%；「參加研討會」

次之，占總人數百分比 71.2%；其他依勾選比例多寡排序則為：「參

觀其他圖書館」、「在職訓練」、「館方舉辦的討論會」、「閱讀專業書籍

期刊」、「閱讀工作手冊」、「攻讀學位」、「參訪身心障礙服務機構」、「到

大學選修或旁聽課程」、「遠距教學」、「職前訓練或職前講習」、「職務

輪調」、「發表論著」、「電腦輔助教學」、「從事或參與研究計畫」，而

「與其他館員組成讀書小組」則占最少，僅占總人數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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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曾接受過的繼續教育方式統計表 

項目（複選題） 數量 占總人數百分比(%) 

聽演講或參加座談會 156 82.9 

參加研討會 134 71.2 

參觀其他圖書館 131 69.6 

在職訓練 89 47.3 

館方舉辦的討論會 68 36.1 

閱讀專業書籍期刊 56 29.7 

閱讀工作手冊 51 27.1 

攻讀學位 49 26.0 

參訪身心障礙服務機構 42 22.3 

到大學選修或旁聽課程 38 20.2 

遠距教學 38 20.2 

職前訓練或職前講習 36 19.1 

職務輪調 32 17.0 

發表論著 15 7.9 

電腦輔助教學 15 7.9 

從事或參與研究計畫 13 6.9 

與其他館員組成讀書小組 6 3.1 

 

（四）喜好的在職繼續教育方式 

    詢問填答者喜好的在職繼續教育方式（可複選），以「聽演講或

參加座談會」為最多，占總人數百分比 74.4%；參觀其他圖書館次之，

占總人數百分比 69.1%；其他依勾選比例多寡排序則為「參加研討

會」、「在職訓練」、「參訪身心障礙服務機構」、「館方舉辦的討論會」、

「職前訓練或職前講習」、「到大學選修或旁聽課程」、「閱讀專業書籍

期刊」、「攻讀學位」、「遠距教學」、「閱讀工作手冊」、「電腦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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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或參與研究計畫」、「職務輪調」、「與其他館員組成讀書小組」，

而「發表論著」則占最少，僅占總人數百分比 4.2%。 

表 4-2-10 喜好的繼續教育方式統計表 

項目（複選題） 數量 占總人數百分比(%) 

聽演講或參加座談會 140 74.4 

參觀其他圖書館 130 69.1 

參加研討會 126 67.0 

在職訓練 100 53.1 

參訪身心障礙服務機構 93 49.4 

館方舉辦的討論會 59 31.3 

職前訓練或職前講習 56 29.7 

到大學選修或旁聽課程 54 28.7 

閱讀專業書籍期刊 50 26.5 

攻讀學位 47 25.0 

遠距教學 44 23.4 

閱讀工作手冊 33 17.5 

電腦輔助教學 27 14.3 

從事或參與研究計畫 26 13.8 

職務輪調 18 9.5 

與其他館員組成讀書小組 16 8.5 

發表論著 8 4.2 

 

（五）可鼓勵參與繼續教育的原因 

    詢問填答者認為可鼓勵參與繼續教育的原因（可複選），以「課

程內容實用」為最多，占總人數百分比 92%；「結業證書」次之，占

總人數百分比 51%；而填答其他者，則有提升考績與工作表現、補助

學費、課程內容有趣可激發創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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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可鼓勵參與繼續教育的原因統計表 

項目 數量 占總人數百分比(%) 

課程內容實用 173 92.0 

結業證書 96 51.0 

授與大學學分 56 29.7 

繼續教育點數 45 23.9 

可報領出差補助 33 17.5 

其他 5 2.6 

（六）參與繼續教育的機會分配 

    詢問填答者認為館內同仁參與繼續教育的機會應如何分配，認為

工作性質相關者優先為最多，占 75.5%；自由報名參加次之，占

22.9%；而認為年資長者優先為最少，僅占 0.5%。填答其他者，則包

括「有興趣者優先」等原因。 

表 4-2- 12 參與繼續教育的機會分配統計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工作性質相關者優先 142 75.5 

自由報名參加 43 22.9 

年資長者優先 1 0.5 

其他 2 1.1 

總計 188 100.0 

 

（七）適合辦理身心障礙服務繼續教育的機構 

    詢問填答者認為最適合辦理身心障礙服務繼續教育的機構，以身

心障礙服務專責圖書館居多，占 65.4%；其次為圖書館學會，占

14.4%；認為是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者最少，僅占 5.8%。填答其他者，

則認為可由公共圖書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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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適合辦理身心障礙服務繼續教育的機構統計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圖書館學會 27 14.4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 11 5.8 

身心障礙服務專責圖書館 123 65.4 

各圖書館輪流舉辦 24 12.8 

其他 3 1.6 

總計 188 100.0 

（八）館員參加繼續教育費用分擔問題 

    詢問填答者對於館員參加繼續教育之收費方式，其費用應如何分

擔，認為應由服務單位負擔者最多，占 54.8%；而認為由參加者自行

負擔者最少，僅占 6.9%。填答其他者的說明提到如果是指派參與應

由服務單位負擔，而自由報名者應由參加者自行負擔。 

表 4-2-14 館員參加繼續教育費用分擔統計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由參加者自行負擔 13 6.9 

由服務單位負擔 103 54.8 

由參加者和服務單位採合理比例共同負擔 70 37.2 

其他 2 1.1 

總計 188 100.0 

 

三、 參與繼續教育需求 

（一）理想的繼續教育課程辦理時段 

    填答者認為比較理想的繼續教育課程辦理時段以上班時段為最

多，占 67.6%；而以平日下班時間為最少，占 7.4%。其他意見則有

利用寒暑假或是休館日進行繼續教育課程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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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 繼續教育課程辦理時段統計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平日下班時間 14 7.4 

週末假日 42 22.3 

上班時段 127 67.6 

其他 5 2.7 

總計 188 100.0 

（二）繼續教育課程的時間長短 

    詢問填答者希望每次繼續教育課程的時間長短為何，以 1 日內為

最多，占 53.7%；2-3 日次之，占 40.4%；1 週以上為最少，僅占 2.1%。

而其他意見則認為應視規劃內容而定。 

表 4-2-16 繼續教育課程時間統計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1 日內 101 53.7 

2-3 日 76 40.4 

1 週 6 3.2 

1 週以上 4 2.1 

以上皆非，請說明 1 0.6 

總計 188 100.0 

 

（三）繼續教育課程主題重要性認知 

    詢問填答者對於繼續教育課程主題重要性的認知，題組總平均

數為 4.272，在各項認知選項中，其中以「無障礙環境設施」認同度

最高，平均數為 4.494，其他依序為：「溝通技巧與能力」、「閱讀輔

具與科技」、「障礙類型與特性」、「資訊需求與行為」、「圖書資訊服

務」、「模擬與互動體驗」、「相關政策與法規」、「資訊取用平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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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殊版本資料轉製」平均分數最低，僅有 4.154，表示圖書館從

業人員認為有助於立即服務身心障礙讀者的課程主題較為重要，而

較需要長期培養的技術，如「特殊版本資料轉製」的認同度則較低。 

表 4-2-17 繼續教育課程主題重要性認知統計表 

課程主題 
非常 

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 

重要 
平均數 

(1) 資訊取用平等理念 2 2 19 106 59 4.159 

(2) 障礙類型與特性 2 0 11 98 77 4.319 

(3) 資訊需求與行為 2 0 14 105 67 4.250 

(4) 圖書資訊服務 2 0 15 113 59 4.223 

(5) 特殊版本資料轉製 3 1 24 96 64 4.154 

(6) 閱讀輔具與科技 2 0 12 86 88 4.372 

(7) 無障礙環境設施 2 0 9 69 108 4.494 

(8) 溝通技巧與能力 2 0 14 81 91 4.377 

(9) 相關政策與法規 2 1 28 89 68 4.170 

(10)模擬與互動體驗 2 0 25 92 69 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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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繼續教育課程主題重要性認知 

（四）對於繼續教育課程主題的興趣程度 

    詢問填答者對於繼續教育課程主題的感興趣程度，題組總平均數

為 4.036，在各項課程主題中，其中以「溝通技巧與能力」認同度最

高，平均數為 4.180，其他依序為：「閱讀輔具與科技」、「無障礙環境

設施」、「模擬與互動體驗」、「資訊需求與行為」、「障礙類型與特性」、

「圖書資訊服務」、「特殊版本資料轉製」、「相關政策與法規」，而「資

訊取用平等理念」平均分數最低，僅有 3.771，根據統計顯示，圖書

館從業人員對於課程主題的重要性認知與感興趣程度差異不大。 

    除上述課程主題外，在開放性問題陳述中，填答者感興趣的課程

還包括相關經驗分享，如其他國家或國內圖書館經營無障礙圖書館之

實務經驗、身心障礙者之親身分享等，以瞭解過去圖書館是如何辦理

推廣活動、增進服務技能與規劃軟硬體設備。另外，實地參訪特色圖

書館亦是填答者感興趣的繼續教育課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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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8 繼續教育課程主題興趣程度統計表 

課程主題 
非常 

沒興趣 
沒興趣 普通 有興趣 

非常 

有興趣 
平均數 

(1) 資訊取用平等理念 3 4 53 101 27 3.771 

(2) 障礙類型與特性 3 0 26 111 48 4.069 

(3) 資訊需求與行為 4 0 24 109 51 4.079 

(4) 圖書資訊服務 3 0 34 102 49 4.031 

(5) 特殊版本資料轉製 4 1 37 98 48 3.984 

(6) 閱讀輔具與科技 3 0 20 104 61 4.170 

(7) 無障礙環境設施 3 1 25 100 59 4.122 

(8) 溝通技巧與能力 3 0 24 94 67 4.180 

(9) 相關政策與法規 3 4 51 92 38 3.840 

(10)模擬與互動體驗 3 0 28 99 58 4.111 

 

 

 

 

 

 

 

 

 

 

 

 

圖 4-2-2 繼續教育課程主題之興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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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加繼續教育目的之認同程度 

    詢問填答者對於參加繼續教育目的之認同程度，題組總平均數為

3.5，在繼續教育目的中，以「可以提升個人工作能力」認同度最高，

平均數為 4.319，其他依序為：「是館員應有的權利」、「可以暫時離開

辦公室」、「有助於升遷」，而「有助於調薪」平均分數最低，僅有 2.904，

顯示館員參加繼續教育目的，以可以提升個人工作能力為主。 

表 4-2-19 參加繼續教育目的之認同程度統計表 

繼續教育目的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數 

(1)可以提升個人工作能力 1 1 8 105 73 4.319 

(2) 是館員應有的權利 4 1 24 107 52 4.074 

(3) 有助於升遷 12 29 93 45 9 3.053 

(4) 有助於調薪 16 41 86 35 10 2.904 

(5) 可以暫時離開辦公室 18 33 58 60 19 3.154 

 

 

 

 

 

 

 

 

 

 

圖 4-2-3 對於參加繼續教育目的之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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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法參加繼續教育課程的原因 

    詢問填答者無法參加繼續教育的原因，題組總平均數為 3.771，

其中以「開課地點」的平均數最高，為 4.319，其他依序為：「工作負

擔無暇參加」、「不知道有此課程」、「課程內容不理想」、「主管不支

持」，而「沒興趣參加」平均分數最低，僅有 3.271，顯示館員無法參

加繼續教育的原因，以開課地點為主，而沒興趣參加者為少數。 

    除以上原因外，部分填答者在開放填答中表示，會因沒有公假或

找不到其他人代班而無法參與繼續教育，亦有填答者表示，因身心障

礙讀者使用率低，故主管認為不需參與繼續教育。 

表 4-2-20 無法參加繼續教育課程的原因統計表 

未參加繼續教育原因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數 

(1) 開課地點 0 4 22 101 61 4.164 

(2) 不知道有此課程 1 7 33 105 42 3.957 

(3) 課程內容不理想 3 11 58 88 28 3.675 

(4) 主管不支持 3 24 57 68 36 3.585 

(5) 沒興趣參加 9 27 73 62 17 3.271 

(6) 工作負擔無暇參加 2 9 33 91 53 3.978 

 

 

 

 

 

 

 

 

 

 

圖 4-2-4 無法參加繼續教育課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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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於繼續教育認證的看法 

（一）對於館員專業知能認證的態度 

有高達 77.7％的填答者認為專業認證制度有必要，主要原因是認

為取得專業認證的館員具有關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基本知識，透過

認證的制度更能提升服務的品質，同時亦能夠使身心障礙讀者感到安

心，但填答者也表示認證制度需要有複訓制度相互配合，才能確保一

定的服務品質。 

表 4-2-21 館員專業知能認證之態度統計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是 146 77.7 

否 42 22.3 

總計 188 100.0 

    而部分填答者認為不需要專業知能認證的主要原因，是擔心認證

往往會流於形式，取得認證並不一定能提供專業的服務，若未取得專

業認證的館員就不能從事身心障礙服務的話，反而會導致館員人力不

足，也可能讓願意付出熱忱的館員無法在職場繼續提供服務。因此，

具有熱忱比取得認證重要，認證制度的實施要能區辨適性適才的人

員。 

（二） 對於專業認證制度設計的認同程度 

    詢問填答者對於專業認證制度設計的認同程度，題組總平均數為

3.675，在認證制度設計中，以「館員繼續教育課程累積研習時數做

為專業認證依據」認同度最高，平均數為 4.026，其他依序為：「由專

責圖書館擔任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認證機構」、「由圖書館學會擔任

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認證機構」、「館員專業認證需要經過考試鑑定

過程」、「認證資格經取得後永久有效」，而「取得大專校院相關學系

學位即具備專業資格無須申請認證」平均分數最低，僅有 3.361，顯

示填答者認為繼續教育所累積之研習時數可作為專業認證依據，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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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相關學系學位作為評量標準。  

表 4-2-22 專業認證制度設計的認同程度統計表 

認證制度設計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數 

(1) 館員繼續教育課程累

積研習時數做為專業

認證依據 

0 3 28 118 39 4.026 

(2) 館員專業認證需要經

過考試鑑定過程 
3 19 50 92 24 3.611 

(3) 取得大專校院相關學

系學位即具備專業資

格無須申請認證 

1 32 69 70 16 3.361 

(4) 由圖書館學會擔任身

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

認證機構 

0 10 55 99 24 3.728 

(5) 由專責圖書館擔任身

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

認證機構 

1 4 48 104 31 3.851 

(6) 認證資格經取得後永

久有效 
2 21 69 77 19 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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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專業認證制度設計的認同程度 

    在開放填答意見中，有填答者表示專業認證制度應有法規明文規

定，且須設定認證效期，通過認證者必須於固定時間接受教育訓練或

考核，以確保服務的品質。而資訊發展快速，軟硬體設施亦會不斷更

新，因此設定年限才能鼓勵人才不斷進修，使服務能夠貼近使用者的

需求。 

    在認證機構方面，填答者多認為應由身心障礙專責圖書館負責認

證事宜，並提供專業諮詢與實習培訓。不過亦有填答者認為認證制度

並不能確保服務品質，圖書館的服務對象亦包含樂齡讀者、兒童讀者

等，圖書館為讀者提供適切的服務比建立認證制度更為重要。 

（三） 對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建議  

在最後的開放性填答問題中，填答者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的相

關建議，歸納有以下意見： 

1. 由於未曾接觸過身心障礙讀者，因此不瞭解他們確切的需

求，亦不知如何從旁協助，因此實際體驗與同理心就相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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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需要真正瞭解後，才能提供貼近他們需求的服務。 

2. 現有的館舍並無法滿足身心障礙讀者的需求，因此增添軟硬

體設備與相關輔具應列為未來圖書館的興建標準，如櫃臺的

設計、電梯設置等。 

3. 主管與館員之間對於身心障礙服務的認知與重視程度有落

差，館內同仁間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共識，如此推動與提供

服務才能更為順利。 

4. 建議設置綜合資訊平臺提供各圖書館間相互交流並彙整資

訊，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103 

第三節  焦點座談意見分析 

根據前述課程內容分析與問卷意見調查結果，進行兩場學者專家

焦點座談，邀請對象包括大學校院相關系所教師與圖書館人員，以瞭

解開課單位與學習對象對於課程規劃的意見；同時也邀請身心障礙團

體代表，以使用者感受的需求面向提供意見，邀請與會出席名單與背

景說明如表 4-3-1。 

表 4-3-1 焦點座談與會者名單與背景說明 

 姓名 職稱 相關背景 

身心障

礙團體

代表 

林柏榮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

理事 

國臺圖身心障礙計

畫諮詢委員 

謝邦俊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董事長 

國臺圖 102-104 年

度視障計畫諮詢委

員 

劉永寧 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理事長 
國臺圖身心障礙計

畫諮詢委員 

大專院

校系所

教師 

薛理桂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國臺圖 102-103 年

度視障計畫諮詢委

員 

彭于萍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課程分析核心課程

開課教師 

謝東儒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講師、

臺灣社工專業人員協會秘書長 

課程分析核心課程

開課教師 

林奇秀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兼系主任 
圖資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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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崇榮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

教授兼系主任 
圖資系所主任 

莊道明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

兼系主任 
圖資系所主任 

圖書館

人員 

何健豪 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主任 
負責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實務工作 

莊雅因 新北市立圖書館閱覽典藏課 
具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之實務經驗 

楊靜宜 國資圖數位資源服務科科長 
負責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實務工作 

繁運豐 國家圖書館總務組主任 
具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之實務經驗 

 

兩場次焦點座談先由研究主持人說明研究背景與調查分析之基

本資訊，將探討議題重點分為「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館員專業

培訓課程辦理方式」以及「館員培訓與認證制度」等三項議題，針對

各議題提供問卷分析基本資訊並擬具討論焦點，由與會之學者專家針

對各項問題充分表達意見。 

將各議題討論過程呈現之意見面向統整分析，為能有系統地呈現

兩場次討論結果，以下根據與會者陳述內容意旨，回歸研究目的將各

議題探討內容歸納分列出主題重點，各主題下引錄與會者發言之相關

內容，為精要呈現分析結果，不逐一引錄發言，而採表列說明方式較

容易對照分析（表 4-3-2），至於與會者完整意見紀錄可參閱附錄四、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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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各項議題討論內容重點整理 

探討議題 陳述意見內容重點 

 

 

 

 

 

 

 

館員專業

知能學習

內容 

 

 

 

 

 

 

 

 

 

 

（一）對於專業知能學習主題的意見 

1. 十大主題專業知能可再增加「身心障礙讀者使用圖書資訊

的行為」及「國內提供圖書資訊的現況」。前者可了解身

心障礙族群如何使用圖書資訊，後者則可讓館員更加了解

專責圖書館以及提供身心障礙服務的相關學校，是如何提

供服務的。 

2. 教學或研習可加強「相關政策與法規」，法規對於各類型

的圖書館員都十分重要，如那些族群可以借有聲書、法律

是否有明文規定等，進而瞭解讀者的權益與需求。 

3. 應增加身心障礙族群資訊行為的課程，與目前的樂齡族

群、新住民族群重點課程進行整合，邀請外界的講者進行

實務經驗分享。 

4. 每位身心障礙人士需求都不盡相同，無法以一套模式服務

所有人，可能需要專人服務……，館員的溝通能力與應變

能力就顯得更重要。 

5. 法規反而能保障雙方權益，應更被重視，所以，有必要增

進館員的法律意識。《身權法》明文規定提供身障者之圖

書館服務必須「專責規劃」，因此，友善環境必須先確立，

才能談後續的服務。 

6. 館員對資源的提供方式不清楚且不了解其需求，雙方資源

未整合的情況之下，造成身心障礙讀者到館的頻率很低，

館員應增加這方面的認知。 

7. 館員需要具備的能力其實很多，溝通能力與同理心是非常

重要的，且需要機靈、心理素質高者，否則會不小心造成

身心障礙讀者心理傷害。特殊資料版本轉製雖然重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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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專業

知能學習

內容 

 

 

 

 

 

 

 

 

 

 

 

 

多數圖書館無暇自行製作，可由專責圖書館（國臺圖）來

負責。 

8. 在專業知能項目中增加「社會心理學」一科，因為社會心

理學的學習將有助於館員處理身心障礙者的態度與行

為，同時對於溝通方式探討，能對團體間的行為、權利和

衝突能有所理解，對日後的工作互動應當有所助益。 

9. 「模擬與互動體驗」是屬於學習方式而不是學習主題，故

較傾向於9大專業知能項目。 

10. 十大專業知能項目的架構已非常完整，另外可補充「社會

資源」，向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學習相關實務經驗。 

（二）對於專業知能學習或研習的建議 

1. 十大專業知能項目所包含的內容可以更為具體，因每個人

對於知能項目所解讀的意涵與層次可能不同（如身心障礙

需求屬於「圖書資訊服務」或是「資訊需求與行為」，因

為沒有細目，所以不是很明確），故項目如可更為清楚具

體，對未來應該教導館員什麼課程、強化哪方面的能力，

將更為明確。 

2. 「無障礙環境設施」此項目，除硬體裝置外，還需包含軟

體設施，如聽障者需有音頻接收、聽打、手語等，以增加

互動之便利性。 

3. 建議未來教學課程依據不同障別形成專班、工作坊、主題

內容，而不是以廣義的「身心障礙」作為課程主題，這樣

的課程方式會較有效益。 

4. 可建置知識庫，讓全國館員瞭解應該如何提供服務，因每

個人遇到的狀況不同，可讓大家互相交流學習。 

5. 「模擬與互動體驗」可利用繪本、電影進行教學，讓館員

換位思考，對未來服務能有所幫助。「障礙類型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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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專業

知能學習

內容 

 

可以教導館員如何「判斷」身心障礙讀者，而不是對他們

「貼標籤」。 

6. 「模擬與互動體驗」之相關課程必須考慮其適切性與效

益，避免走向娛樂化，導致學習成果不顯著。 

7. 「障礙類型與特性」對於館員來說相當重要，館員必須知

道那些人需要那些服務，有些族群可能屬於隱性障礙，有

些並沒有身心障礙證明，但他們也有需求，圖書館的服務

並不應侷限於是否具有證明。 

（三）對於系所課程教學的意見 

1. 國內圖資系所可依據障別或相關主題開設選修或相關獨

立課程，但因目前國內相關系所的師資在此方面的研究並

不是很多，因此可以尋求其他實務專家協助開課，朝深化

方向發展，並對未來實務領域有所幫助。 

2. 當面對身心障礙讀者時應該如何應對，並確認館員是否具

備這方面的能力，建議於學校教育時就應該提供這方面的

課程與實作機會。 

3. 建議加入推廣活動的設計與執行相關課程，必須真正瞭解

身心障礙讀者的需求，並融入教育中，才能設計出具有成

效的推廣活動。 

4. 圖資相關系所應將身心障礙服務設成專門課程，當然設成

必修會更好，讓學生瞭解身心障礙的特性與需求，未來於

服務時才有相關的基本概念。 

5. 讀者服務課程中，真正講授「身心障礙服務」主題的時間

相對不足。課程應不僅在於課堂上的理論，而是必須利用

時間帶領學生實地參訪相關機構，以瞭解身心障礙者的需

求，例如：輔具設施與環境等。 

6. 未來在系所開課除可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到校演講，或是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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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同學至校外參訪外，教師亦可透過自行閱讀或再進修的

方式進行相關知識的補充。 

 

 

 

 

 

 

 

 

館員專業

培訓課程

辦理方式 

 

 

 

 

 

 

 

 

 

 

（一）對於辦理培訓課程方式的意見 

1. 可請社工與特教等領域的老師、有服務經驗的館員以及具

有實際使用經驗者，開設專題課程或演講，而非侷限於目

前之暑期研習基礎課程。 

2. 除了研討會、演講之外，亦可舉辦工作坊。 

3. 館員皆認為實務經驗非常重要，希望國臺圖能舉辦相關課

程活動。以淡江為例，資圖系與盲生資源中心能互相配

合，學生可結合實務相關經驗，更加了解身心障礙同學。 

4. 北中南地區規模較大的圖書館可參與合作籌辦課程之計

畫，結合各館之資源。 

5. 國臺圖可製作身心障礙讀者之主題知識庫、資料庫或平

臺，供館員查詢相關疾病名稱、應對方式或是影片資源

等，亦可提供他館參考。 

6. 可進行體驗式學習以彌補現行課程之不足，舉辦讓館員體

驗身心障礙者行動之活動，例如：矇著眼睛不摔倒、坐輪

椅進入大門等，可培養館員之同理心。 

7. 除了體驗式學習，亦可推廣個案式學習。每個身心障礙者

都是獨特、具有不同需求的，可與相關法人團體合作，因

其較了解身心障礙者之狀況，可協助館員與身心障礙者之

溝通。 

8. 近年來與身心障礙者相關的電影非常多，館員可蒐集相關

系列的電影自行學習、了解不同身心障礙者的狀況。 

9. 國臺圖可製作一套數位學習課程（如：MOOC 相關課程

影片），也可降低邀請講者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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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專業

培訓課程

辦理方式 

 

 

 

 

 

 

 

 

 

 

 

 

10. 課程亦可與身心障礙團體、協會合作，開設特別的一天主

題性體驗式學習，並推派館員參加。例如：新北市圖曾與

愛明發展中心合作，請中心輔導員教導館員如何與視障者

溝通、交談。國資圖之前與愛盲合作體驗在暗黑中走路的

活動，有助於館員了解服務身心障礙讀者時會碰到的實務

情況。 

11. 參訪可以依不同的障礙類別，也可以採互訪的形式，讓館

員與障礙者進行體驗，就其實際經驗進行分享，以瞭解未

來服務的相關需求與重點。 

12. 聽演講或參加座談會等的繼續教育方式成效並不是很

好，如將「模擬與互動體驗」的專業知能套用於繼續教育，

讓館員實際體驗並進行換位思考，如以工作坊的方式進行

課程辦理，將會有較好的成效。 

13. 聽演講或參加座談會等繼續教育方式可能會影響館員的

工作時間，可多利用其他方式如工作手冊、輔助教學等。 

14. 可將「真人圖書館」應用於館員培訓，邀請長期於此領域

工作的學者專家或館員前來分享經驗，使館員於工作之餘

培養工作能力與進行學習。 

15. 法規政策或相關新知可以用 15 分鐘短片的形式進行繼續

教育，讓館員不會分散注意力或花費太多時間。 

16. 可利用工作坊形式進行繼續教育，或是以世界咖啡杯的互

動討論方式，由資深桌長帶領其他比較沒經驗的館員進行

討論與分享，以利雙向交流與互動。 

（二）對於課程是否分級的意見 

1. 培訓課程有分級必要，可設置基礎班與進階班兩種。例

如：為了增進館員溝通能力，（進階的）手語課程是有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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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專業

培訓課程

辦理方式 

 

 

 

2. 培訓課程及知識庫皆有設置與分級的必要，因館員工作經

常輪調，新接手的人較不會慌張。 

3. 培訓課程有分級必要，目前國臺圖開設之基礎課程多數館

員已有參與經驗，建議可有進階課程。 

4. 服務必須具備相關知能，因此繼續教育的課程要求有其必

要性。可依工作內容、需求、學習主題進行分級。 

5. 因館員流動率高，加上許多人員屬於非專業背景，其專業

訓練不足。因此，課程有分級的必要性，如分為基礎課程

與進階課程，且可提供作為考核或是否留聘的依據。課程

分級可使工作類別劃分更清楚，使繼續教育與相關時數認

證不至於混亂。 

6. 因身心障礙主題屬於小眾，因此課程分級不太具有必要

性。反而可以利用障礙別區分，讓館員認識每一障礙類別

與特性，並做出相對應的服務，這樣的方式較為實際。 

 

 

 

 

館員培訓

與認證制

度 

 

 

 

 

（一）對於認證必要性與認證機構的意見 

1. 贊同有專業認證制度，並由專業學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

會）來執行較妥當，因專業學會是由專業人士及專業團體

組成。 

2. 對於專業認證制度與認證資格取得，個人認為有其必要，

相信會有助於館員的專業性受到服務對象的認可，對於館

員執行實務時的尊重和配合，應有所幫助。至於認證機

構，贊成由專責圖書館負責執行是最恰當不過。 

3. 贊同有認證制度之必要，如果國臺圖有預算願意推動當然

很理想，但如果是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角色上較

為客觀、合適。 

4. 認證對館員來說，是提升品質要求的好辦法。 

5. 以實務工作角度而言，是認同需要有認證制度，甚至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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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培訓

與認證制

度 

 

 

 

 

 

 

 

 

 

 

不同障別，有不同的認證也是有必要的。 

6. 相對於圖書館學會的義務性質，如由專責的圖書館進行專

業認證會較為合適。 

7. 圖書館學會與國臺圖都可以進行認證，但學會的人力不

足，因此較傾向於由國臺圖進行身心障礙館員的專業認

證。 

8. 國臺圖較有資源與能力，因此由國臺圖進行專業認證較為

合適。 

（二）對於認證程序的意見 

1. 進行專業認證後，應有誘因可促使館員取得認證。建議可

透過立法，於《圖書館法》中加入對於專業認證要求的相

關的條文。 

2. 六都、縣市級的圖書館都至少應有一位館員通過認證，大

學圖書館可再討論，但各類型圖書館都應重視此一問題。 

3. 此認證不應永久有效，因環境與能力變化非常快速，應有

基本時效限制。有認證之後應再繼續進行修課或研習以達

基本時數，但前提是相關研習課程須持續辦理。 

4. 認證課程須要搭配課後測驗，並分科目、設定修習標準。 

5. 認證制度必須設立誘因，如：加薪、記嘉獎或是升遷考評

等。 

6. 既然要求認證，基本訓練教材、課程等配套都必須完備，

對於需要考核的能力項目（如：輔具使用、溝通能力等）

亦須明確，整體架構清楚後，認證制度才能順利推行。 

7. 認證制度要有課後之檢核機制，除了測驗之外，或是累積

修習課程時數以取得證照。 

8. 館員因輪調頻率高，取得證照後可能就換工作了，在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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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需要誘因。 

9. 認證制度對館員來說是額外的負擔，必須要提供足夠的誘

因（如：加給）。 

10. 在各館負責身心障礙服務的人都較少的情況下，也可先以

修習課程之方式慢慢漸進到考核機制，逐步符合認證要

求。 

11. 因身心障礙服務變化非常快，就算館員取得認證後，每年

仍然要有接受繼續教育的時數規範，以維持新知成長。 

12. 認證制度可與優秀館員制度、考評結合，館員須具備一定

能力，因此必須要有認證。 

13. 認證單位必須設計一套有系統的教學流程，並包含檢核過

程。同時也可與身心障礙團體一起設計認證制度與進行學

習內容合作。 

14. 定期要求館員進行認證與相關的複訓是一個重要的過

程，且如何讓館員們認為這個專業認證對於他們來說是重

要的，亦是一個需要考量的問題。 

15. 認證制度的推動，需要館員自身對於取得認證有動機，或

是服務單位有一定要求，才會形成一股驅動力。 

16. 除利用考試鑑定與研習時數作為認證依據外，是否可以利

用其他相關課程做搭配。 

17. 專業認證需要有效期要求，例如一定時間後進行複訓，這

樣才能確保服務品質的有效性。 

上述焦點座談學者專家提出之意見，在「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方面，學者專家多能認同本研究提出之十大專業知能主題，並強調「相

關政策與法規」、「資訊需求與行為」、「溝通技巧與能力」等知能主題

對於館員專業發展特別重要，也有對於原有十大專業知能學習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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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包括： 

（一）與會學者專家多能認同本研究提出之十大專業知能主題，僅針

對第十項「模擬與互動體驗」，有認為較屬於學習方式而不是

學習主題，故傾向於可減併為九大專業知能項目。因此，將原

專業知能刪除「模擬與互動體驗」，而改至辦理課程方式的說

明。 

（二）有認為在原十大項專業知能學習內容外，可新增「社會心理學」

與如何爭取「社會資源」的知識學習。本研究衡酌建議新增「社

會心理學」的目的在於促進溝通與理解，原有「溝通技巧與能

力」主題可涵蓋此面向，故可不單獨提列「社會心理學」，而

併入「溝通技巧與能力」的學習內容說明。至於如何爭取「社

會資源」的學習，則新增為「資源取得與合作」，主要在於培

訓館員具備瞭解可提供身心障礙服務之社會資源，並能與其他

身心障礙團體合作推動圖書資訊服務。 

（三）至於圖書館應該加強推廣並讓身心障礙者知道圖書館有那些服

務的建議，原應屬於「圖書資訊服務」此項內容，但考量文字

不夠明確，故修改為「圖書館資訊服務」。 

（四）原十大項專業知能學習內容經座談討論並回應意見處理，修改

專業知能項目，改為：資訊取用平等理念、障礙類型與特性、

資訊需求與行為、圖書館資訊服務、特殊版本資料轉製、閱讀

輔具與科技、無障礙環境設施、溝通技巧與能力、相關政策與

法規、資源取得與合作。 

（五）館員專業知能之培訓應該回歸學校專業教育課程，學校課程設

計不只講授還應該提供實作與模擬學習機會。惟目前國內相關

系所的課程與師資尚有待發展，與會學者專家建議未來幾個努

力方向： 

1. 邀請身心障礙團體與實務專家到課堂，以專題演講方式加

強課程與實務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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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可以依不同障礙類別，介紹使用資訊特性與需求，不

是以廣義的「身心障礙」作為課程主題，應提升課程教學

深度。 

3. 課程教學設計可導入電影或是模擬體驗方式，讓學習過程

建立同理心，讓館員可換位思考，並瞭解身心障礙者的需

求與問題。 

在「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方面，學者專家討論較為聚焦

之意見，包括： 

（一）館員繼續教育研習課程，除鼓勵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每年研

習班加入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課程外，國臺圖每年參與辦理學

會暑期研習班課程，也可考慮改以開授此一主題為課程特色。 

（二）繼續教育研習強調與實務結合，可邀請社工或特教領域教師、

有服務經驗館員擔任講者，提供實務導向的學習內容，或是

與身心障礙服務機構合作，導入實務資源。 

（三）除辦理研討會、演講之外，可舉辦工作坊，提供更深入的實

務學習內容；主題性體驗工作坊可與身心障礙團體合作，提

供館員場域模擬與實際體驗，有助於館員具備換位思考能力。 

（四）建議國臺圖可製作身心障礙讀者服務相關專業之主題知識

庫，提供館員線上學習，或是製作數位學習課程（如：MOOC

課程影片），以彌補基層館員因公務時間無暇參與研習課程的

缺憾。 

（五）對於繼續教育課程是否分級，多數學者專家支持可分為初階

與進階兩級。但也有學者認為身心障礙服務主題屬於小眾，

課程分級不太具有必要性。反而應該以讀者障礙類別區分課

程，讓館員認識每一障礙類別與特性，才能做出相對應的服

務。 

（六）然考量圖書館員流動率高，加上現職館員本身即非專業背景，

原已缺乏專業訓練。因此，培訓課程未來仍應逐步發展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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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進階的課程分級，學習分級可使參訓者分流，能針對初階

者培訓基礎認知，對於已上過初階課程而具備基礎能力者，

則建構發展更專業的知能，以逐步提升圖書館此項專業的服

務品質。 

在「館員培訓與認證制度」方面，學者專家討論較為聚焦之意見，

則包括： 

（一）基於提升館員工作之專業性，與會學者專家均支持身心障礙

館員應有專業認證之必要性，但對於辦理專業認證之機構，

有學者專家認為可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擔任，因專業學會

是由專業人士自發性組成，具有維護專業人員權益的合理角

色。但也有考量由專責圖書館負責較具有可行性，因專責身

心障礙服務之國立臺灣圖書館，目前具備此項專業能力，也

有相關經費可推動人員培訓與認證，目前圖書館學會無論是

專業或是經費都可能無法因應。 

（二）對於未來推動建立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認證制度的執行問

題，有幾項明確的原則，可供參考： 

1. 鼓勵館員專業認證要有誘因，短期可藉由列入考績或是升

遷條件考量，鼓勵館員取得認證。長期發展則建議於《圖

書館法》中，加入對於專業認證要求的相關條文，成為館

員資格的必要條件。 

2. 有鑑於此一專業課程在學校教育階段尚未普及，認證不宜

逕行以考試作為資格確認的過程，應以要求修習課程，搭

配課後測驗確認具備能力的方式，累積學習要求的時數，

始能授與證書。因此，課程設計必須與前述培訓課程有所

搭配，由專責圖書館固定辦理相關課程，搭配委託相關系

所學校辦理經專責圖書館認可的研習課程，進而發展出完

成認證要求的課程地圖，館員經累積學習登記時數，符合

通過資格者，取得證書。 

3. 因身心障礙服務環境變化快，館員取得認證後，每年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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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接受繼續教育的時數規範，以維持新知成長。因此，

認證不是永久有效，取得認證後每年仍應有基本修課或研

習時數要求，但相關研習課程須有開課機構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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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綜合前述課程分析、問卷調查與座談分析結果，根據研究資料比

對觀察，發現下述議題值得討論： 

一、館員擁有身心障礙專業教育背景者不多，有必要提供在職教育補

強專業知能學習。 

過去十年大學相關系所開授課程不少，課程名稱包括：讀者服

務、讀者服務研討、身心障礙者服務、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身心障

礙者政策與服務等課程。但問卷調查顯示館員曾修習過身心障礙服務

相關課程者，僅有 12.8％的比例，而修習過之課程，則偏向特殊教

育等主題，顯示目前身心障礙服務館員缺乏身心障礙專業教育背景，

需要優先推動在職繼續教育，強化專業知能。 

二、在職者囿於課程時間難以至大學相關系所修習正式學程，如有其

他輔助提供課程方式，將有助於鼓勵館員在職進修。 

目前大學相關系所授課方式多採到校「課堂教學」，較不利於在

職者到校進修。雖然館員意見調查顯示，館員喜好的在職進修方式，

是以「聽演講或參加座談會」為最多，「參觀其他圖書館」次之，主

要原因考量應是此類研習方式，時間較短，且能以公務時間推派參

加，較無負擔。但對於「到大學選修或旁聽課程」，仍有 28.7％的支

持度，對於「攻讀學位」也有 25.0％的認同度，顯示館員對於大學

正式學程仍有一定的嚮往程度。因此，未來大學相關系所開課是否能

兼顧在職進修需求，提供在職者線上教學或採學習學分認證方式，是

強化在職者完備專業知能的發展方向之一。 

三、研習課程以配合實務需求為學習重點，大學專業課程教育雖以理

論與概念探討課程為主，但可適度納入職場實務知能養成教育。 

大學課程內容對於認識身心障礙類型、平等服務理念以及身心障

礙者資訊需求等概念性課程，有比較多的課程探討，但是對於技術性

之資料轉製、閱讀輔具與科技等課程則較為缺乏。 

對應比較館員在問卷調查顯示，館員對於繼續教育課程主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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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認知，以「無障礙環境設施」認同度最高，其次為「溝通技巧與

能力」、「閱讀輔具與科技」、「障礙類型與特性」、「資訊需求與行為」

等主題。填答者對於繼續教育課程主題的感興趣程度，則以「溝通技

巧與能力」認同度最高，其他依序為：「閱讀輔具與科技」、「無障礙

環境設施」、「模擬與互動體驗」、「資訊需求與行為」等主題。顯示館

員對於學習實務相關知能的迫切程度。而問卷開放性問題也呈現館員

感興趣的課程，包括經驗分享、實務機構參訪、情境模擬體驗等內容，

對照焦點座談分析，多位學者專家也認為在職訓練以符合實務工作導

向的學習內容較為重要。 

因此，未來大學課程需要適度導入實務經營理念，而在職研習則

可以規劃經驗分享、參訪學習、使用者座談、主題工作坊等與推動實

務密合度高的學習方式為主。 

四、在職館員進修需兼顧工作時間要求，為降低開課地點與授課時間

造成的限制，建置線上課程或是專業知識庫是可行的方式。 

館員問卷填答表示無法參加繼續教育的原因，主要是「開課地

點」，其次為「工作負擔無暇參加」。顯示館員無法參加繼續教育的原

因以開課地點為主，而沒興趣參加者為少數。填答補充說明也提到，

由於沒有公假或找不到其他人代班而無法參與繼續教育。 

因此，即使館員有繼續教育的意願，但往往受限於時間，如值班、

代班問題，而不克參與。如何提供在職者可兼顧工作時間，又能彈性

學習專業知識的授課方式，可以考量發展錄製線上遠距課程，或是以

MOOC 課程經營開放學習環境，皆是可行的方向。焦點座談也有兩位

學者專家不約而同提到，建立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知識庫的概念，

希望有線上知識庫累積收集整理需要的專業知能學習內容以及研習

的相關訊息。 

五、有關專業知能學習主題的認知已有相當的共識，未來可根據學習

主題發展學校課程與開授相關研習課程。 

經問卷意見調查與焦點座談討論，將原十大項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彙整意見，調整專業知能項目與內涵，並補充各項專業知能說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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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未來可供研習課程主題規劃與學校課程發展之參考。 

（一）資訊取用平等理念：瞭解公平取用資訊與平等服務概念，

具備正確資訊服務理念。 

（二）障礙類型與特性：瞭解各種身心障礙讀者類型及其閱讀產

生之障礙。 

（三）資訊需求與行為：瞭解身心障礙讀者需求之資訊類型、尋

求資訊的過程，可根據不同資訊需求提供適切的資訊服務。 

（四）圖書館資訊服務：瞭解身心障礙讀者取用資訊特性，可規

劃符合身心障礙讀者之各種資訊服務內容。 

（五）特殊版本資料轉製：瞭解各種特殊版本資料轉製技術以及

轉製過程的合法性。 

（六）閱讀輔具與科技：瞭解不同障礙類型輔助閱讀科技設備，

具備閱讀輔具採購與評選的知識。 

（七）無障礙環境設施：瞭解各種無障礙軟硬體設施，針對不同

類型障礙讀者規劃提供適切的圖書館環境設施。 

（八）溝通技巧與能力：瞭解與不同障礙讀者的溝通方式，能因

應處理不同障礙讀者在圖書館發生的問題。 

（九）相關政策與法規：瞭解身心障礙相關權益法規以及資訊取

用法令。 

（十）資源取得與合作：瞭解各種身心障礙團體與資源提供管道，

可申請資源補助並開發合作關係。 

六、專業認證雖然可提升館員專業性，但認證制度需考量館員職場可

行性。 

詢問填答者對於專業認證制度設計的認同程度，在認證制度設計

中，以「館員繼續教育課程累積研習時數做為專業認證依據」的認同

度最高，平均數為 4.026，其他依序為：「由專責圖書館擔任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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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服務館員專業認證機構」、「由圖書館學會擔任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

業認證機構」、「館員專業認證需要經過考試鑑定過程」、「認證資格經

取得後永久有效」，而「取得大專校院相關學系學位即具備專業資格

無須申請認證」平均分數最低，僅有 3.361，顯示填答者認為繼續教

育所累積之研習時數可做為未來專業認證的依據，而非以考試或學位

要求作為評量的標準。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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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分析層面 

（一）相關課程主要集中在圖書資訊系所、特殊教育系所以及社會工

作系所，不同領域授課重點有所區隔。 

圖書資訊系所主要開授讀者服務、讀者服務研討、讀者服務概

論、圖書館管理等課程；特殊教育系所開授過之相關課程名稱，包括：

身心障礙者服務、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等。社會工作系所開授過之

課程名稱，則包括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題、身心

障礙者政策與服務、身心障礙者重建服務等。 

顯然關注「讀者服務」、「讀者服務研討」是圖資系所特色；認

識「身心障礙者服務」與瞭解身心障礙者是特殊教育學系開授課程的

重點；社會工作、老人照護或是社會政策等學系則偏向福利政策與服

務工作性質的課程。代表身心障礙服務人才培育需要跨領域合作，未

來培訓身心障礙服務館員的師資，需要結合不同領域教師專長，近年

持續開授相關課程的教師，是未來開授培訓課程可以規劃的師資人選

與課程諮詢的對象。 

（二）在研究所與學士養成階段均有相關課程可供修習，但服務理

念、服務事項與福利政策是三大主流課程。 

分析學士與研究所不同學制的相關課程名稱差異不大，在學士或

技職進修階段的課程名稱與研究所課程名稱相仿，但在研究所課程名

稱多加上「專題」或「研討」二字，區分內容深度。在學士階段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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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2學分課程為多數，至研究所階段則改以 3學分為主。但無論是研

究所或是學士階段課程，均有「身心障礙者服務」、「讀者服務」以

及「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此三項主流課程，亦即無論是學士或是碩士

教育，均能提供有關基本服務認知、圖書資訊服務以及福利政策等三

大專業學習內容。但對於不同障礙類型的瞭解，則有賴在特殊教育系

所的各學制課程中，有針對障礙類型的專深課程。 

（三）大專校院課程內容以講授概念與政策為多，研習課程內容則以

實務需求為主。 

大專校院目前提供的課程內容，在認識身心障礙類型、平等服務

理念以及身心障礙者資訊需求等概念性課程有比較多的探討，但是對

於偏重實務技術性需求的資料轉製、模擬與互動體驗等課程較為缺

乏。可知目前大專校院課程主題以講授概念與政策為多，但提供實務

技術學習的課程較少。 

相較之下在研習課程方面，則有比較多實務操作內容，辦理過「特

殊版本資料轉製」、「閱讀輔具與科技」、「溝通技巧與能力」、「模擬與

互動體驗」等課程。研習課程不乏身心障礙者現身說法，或是邀請法

律專家講解相關法規，或邀請資訊科技專家講解閱讀輔具與科技發展

等內容。研習課程以圖書館辦理較多，規劃內容偏重符合實務需求為

主。 

（四）目前大專校院課程以課堂教學為主，研習班與工作坊辦理方式

與內容比較貼近館員實務工作需求。 

目前在大專校院仍以採「課堂教學」為主，僅有碩士在職專班是

採「遠距非同步教學」。「課堂教學」較不利於在職者到校進修，「遠

距非同步教學」或類似「磨課師（MOOC）」等線上學習方式，對於在

職進修者可提供較彈性的課程學習方式。 

研習課程以研討會或工作坊形式辦理，講者背景則以身心障礙團

體代表最多；其次為學校教師；研習課程可規劃著重實務導向的學習

內容，並考量邀請具備實務經驗者分享討論，較能符合館員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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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分析層面 

(一) 多數館員在學時未曾修過身心障礙服務相關課程，期許有在職

繼續教育提升工作能力。 

問卷調查顯示館員在學時，修習過身心障礙服務相關課程比例偏

低，僅有 12.8％的比例。即使有修習過相關課程，也以認識各種身

心障礙類型以及特殊教育概論，或是圖書館讀者服務等科目為限。 

館員認為參與在職繼續教育的動機，主要是希望能「提升工作能

力」（89.3%）；或是「滿足個人學習興趣」（73.9%）。顯示館員對於工

作進修學習是有自我成長期許，希望能具備符合工作要求的專業知

能。 

（二）館員接受過的在職繼續教育方式以參加研討會和演講為主，但

希望增加參訪圖書館與身心障礙服務機構的學習機會。 

館員過去曾接受過的在職繼續教育方式，以「聽演講或參加座談

會」為最多（82.9%）；「參加研討會」次之（71.2%）；其他如「參觀

其他圖書館」、「在職訓練」、「館方舉辦的討論會」、「閱讀專業書籍期

刊」等都是比較常接受的學習方式。如果相對比較館員認為比較喜歡

的繼續教育方式，會發現「參觀其他圖書館」、「在職訓練」、「參訪身

心障礙服務機構」等方式，排序提前，顯然館員除了目前圖書館界比

較經常辦理的演講與研討會學習形式外，更希望有「參觀其他圖書

館」、「參訪身心障礙服務機構」的機會。 

（三）館員參與繼續教育的心態是以回歸工作需求為主，「課程內容

實用」是主要動機，故認為學習費用由單位負擔較為合理，學

習時間以上班時段為主。 

館員認為有助於鼓勵參與繼續教育的原因，是以「課程內容實用」

最多（92.0%）；有「結業證書」次之（51.0%）；顯示館員參與繼續教

育的心態還是以回歸實務工作需求為主。也認為職場對於繼續教育的

機會，應以工作性質相關者優先。因此，對於館員參加繼續教育之收

費，會認為由服務單位負擔較為合理（54.8%）；而認為可由參加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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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採合理比例共同負擔者，也有 37.2％的認同度。 

館員希望的繼續教育時間是以上班時段為主，每次繼續教育課程

的時間，則以 1 日內為宜（53.7%）；或者 2-3 日（40.4%）亦可；但

過久的時間會對工作造成影響。 

（四）館員對於繼續教育課程主題認知重要性與感興趣程度差異不

大，但對於實務體驗有比較高的興趣程度。 

館員對於繼續教育課程主題重要性的認知，以「無障礙環境設施」

認同度最高，其他依序為：「溝通技巧與能力」、「閱讀輔具與科技」、

「障礙類型與特性」、「資訊需求與行為」、「圖書資訊服務」、「模擬與

互動體驗」、「相關政策與法規」、「資訊取用平等理念」，而「特殊版

本資料轉製」平均分數最低。 

對於繼續教育課程主題的感興趣程度，則以「溝通技巧與能力」

認同度最高，其他依序為：「閱讀輔具與科技」、「無障礙環境設施」、

「模擬與互動體驗」、「資訊需求與行為」、「障礙類型與特性」、「圖書

資訊服務」、「特殊版本資料轉製」、「相關政策與法規」，而「資訊取

用平等理念」平均分數最低。顯示圖書館員對於課程主題的重要性認

知與感興趣程度差異不大，尤其對於「溝通技巧與能力」、「閱讀輔具

與科技」與「無障礙環境設施」等三項的認知重要性與感興趣程度均

為分數較高的主題。 

（五）館員支持專業認證制度，希望以累積研習時數做為專業認證依

據。 

館員問卷調查顯示有 77.7％的填答者認為專業認證制度有必

要，主要原因是認為取得專業認證的館員具有關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的基本知識，透過認證的制度能提升服務的品質。但對於認證制度的

設計，是以「館員繼續教育課程累積研習時數做為專業認證依據」認

同度最高，也比較偏好「由專責圖書館擔任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認

證機構」，顯示館員比較希望由繼續教育所累積之研習時數做為專業

認證的依據，而非以取得相關學系學位或是以考試成績做為認定標

準。  



 

125 

三、座談意見分析層面 

（一）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可歸為十項主題，「相

關政策與法規」、「資訊需求與行為」、「溝通技巧與能力」等專

業知能較受重視。 

焦點座談與會者認同本研究提出之十大專業知能主題，惟對於第

十項「模擬與互動體驗」，有認為較屬於學習方式而不是學習主題，

故傾向於可減併為九大專業知能項目。並強調「相關政策與法規」、「資

訊需求與行為」、「溝通技巧與能力」等知能主題對於館員專業發展特

別重要。 

因此，將原專業知能刪除「模擬與互動體驗」，並新增學者專家

提出之「資源取得與合作」，主要內涵在於培訓館員具備瞭解可提供

身心障礙服務之社會資源，並能與其他身心障礙團體合作推動圖書資

訊服務。 

（二）館員專業培訓課程除辦理研討會、演講之外，可舉辦工作坊等

貼近實務需求的多元學習方式。 

研討會、專題演講與研習班是過往辦理在職進修的主要活動方

式，而辦理主題性體驗工作坊，則可提供館員場域模擬與實際體驗，

有助於館員具備換位思考能力。除了體驗式學習，亦可推廣個案式學

習，每個身心障礙者都是獨特、具有不同需求的，此類課程可與身心

障礙團體合作，因其較瞭解身心障礙者之狀況，可促進館員與身心障

礙者溝通。 

（三）繼續教育課程有分級之必要，可依據館員推動實務需求分為初

階與進階兩級。 

多數學者專家支持可分為初階與進階兩級。但也有學者認為身

心障礙服務主題屬於小眾，課程分級不太具有必要性。然考量圖書館

員流動率高，加上現職館員本身即非專業背景，原已缺乏專業訓練。

因此，培訓課程仍應根據館員推動實務需求的知能，逐步發展初階與

進階的課程分級，學習分級可使參訓者根據已具備的知能程度學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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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知識內容，未來可針對初階者培訓基礎認知，對於已上過初階課

程而具備基礎能力者，則能建構發展更專業的知能，以逐步提升圖書

館此項專業的服務品質。 

（四）推動館員專業認證制度雖有助於館員專業發展，但需要權責機

構辦理並規劃認證標準與程序。 

基於提升館員工作之專業性，與會學者專家均支持身心障礙館員

應有專業認證之必要性，但對於辦理專業認證之機構，有學者專家認

為可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擔任，因專業學會是由專業人士自發性組

成，具有維護專業人員權益的合理角色。但也有考量由專責圖書館負

責較具有可行性，因專責身心障礙服務之國立臺灣圖書館，目前具備

此項專業能力，也有相關經費可推動人員培訓與認證，目前圖書館學

會無論是專業或是經費都可能無法因應。 

（五）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認證可考量以修習課程後檢測成效的方

式進行，取得認證後仍有每年進修時數的要求，以維持新知成

長。 

有鑑於此一專業課程在學校教育階段尚未普及，認證不宜逕行

以考試作為資格確認的過程，應以要求修習課程，搭配課後測驗確認

具備能力的方式，累積學習要求的時數，始能授與證書。因此，課程

設計必須與前述培訓課程有所搭配，由專責圖書館固定辦理相關課

程，搭配委託相關系所學校辦理經專責圖書館認可的研習課程，進而

發展出完成認證要求的課程地圖，館員經累積學習登記時數，符合通

過資格者，取得證書。但因身心障礙服務環境變化快，館員取得認證

後，每年仍然要有接受繼續教育的時數規範，以維持新知成長。因此，

認證不是永久有效，取得認證後每年仍應有基本修課或研習時數要

求，相對於研習課程也必須有持續開課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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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結論，提出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專業知能與培

訓制度兩面向建議如下： 

一、館員專業知能部分 

（一）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教育需要不同系所跨領域合作教學，建

議學校由邀請演講開啟合作機會，培養兼備理論與實務需求的

專業人才。 

不同系所開課內容有明顯主題取向，圖書資訊系所以講授「資訊

取用平等理念」、「圖書資訊服務」、「障礙類型與特性」以及「資訊需

求與行為」等內容為主；特殊教育系所以介紹「障礙類型與特性」、「溝

通技巧與能力」及「閱讀輔具與科技」為多；至於社會工作相關系所

講授課程內容，涉及「取用資訊權利」、「障礙類型與特性」、「資訊需

求與行為」、「無障礙環境設施」、「相關政策與法規」、「閱讀輔具與科

技」等主題。由於不同系所講授課程內容主題重點不同，針對人才培

育專業的完整性需求，建議未來不同系所可考量專業交流，藉由在課

程中邀請專題演講方式，建立跨領域合作教學的共識，以培育不同系

所畢業人才擁有投入身心障礙服務的專業知能。 

為促進大學系所重視相關課程的發展，國臺圖可考量以支援學

校課程專題演講師資方式，鼓勵大學相關系所發展此類課程內容，較

長期的努力目標，則是促進相關系所教師跨領域授課，可邀請相關課

程核心教師，辦理核心課程教師之座談，逐步建立不同領域教師的交

流與合作共識，朝向開授專業課程方向邁進。 

 

（二）建議學校課程發展與在職繼續教育研習可參考十大專業知能主

題，逐步規劃納入課程學習單元或是研習班講授主題內容。 

    本研究經調查提出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所應具備之專

業知能，計有十大項，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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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取用平等理念：瞭解公平取用資訊與平等服務概念，具

備正確資訊服務理念。 

2. 障礙類型與特性：瞭解各種身心障礙讀者類型及其閱讀產生

之障礙。 

3. 資訊需求與行為：瞭解身心障礙讀者需求之資訊類型、尋求

資訊的過程，可根據不同資訊需求提供適切的資訊服務。 

4. 圖書館資訊服務：瞭解身心障礙讀者取用資訊特性，可規劃

符合身心障礙讀者之各種資訊服務內容。 

5. 特殊版本資料轉製：瞭解各種特殊版本資料轉製技術以及轉

製過程的合法性。 

6. 閱讀輔具與科技：瞭解不同障礙類型輔助閱讀科技設備，具

備閱讀輔具採購與評選的知識。 

7. 無障礙環境設施：瞭解各種無障礙軟硬體設施，針對不同類

型障礙讀者規劃提供適切的圖書館環境設施。 

8. 溝通技巧與能力：瞭解與不同障礙讀者的溝通方式，能因應

處理不同障礙讀者在圖書館發生的問題。 

9. 相關政策與法規：瞭解身心障礙相關權益法規以及資訊取用

法令。 

10. 資源取得與合作：瞭解各種身心障礙團體與資源提供管道，

可申請資源補助並開發合作關係。 

    此十大專業知能要求需要學校課程與繼續教育提供學習內容，建

議專責圖書館未來辦理相關研習活動能兼顧各項專業知能學習面

向，規劃年度研習課程，或委由不同專長學校開辦專長特色課程。 

二、館員培訓制度部分 

（一）配合館員實務工作的迫切需求，建議學校課程導入專家演講與

實務分享課程，或是加入參訪與模擬互動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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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專業知能之培訓長期發展仍需回歸學校專業教育課程，學校

課程設計，除講授理論與概念，可以加強實作與實務學習機會。惟目

前國內相關系所的課程與師資尚有待發展。因此，可以邀請身心障礙

團體與實務專家到課堂，以專題演講方式加強課程與實務的結合。課

程教學設計也可導入電影或是模擬體驗方式，讓學習者建立同理心與

換位思考能力。 

（二）建議國臺圖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專業能力培訓，除每年

定期為館員辦理研習課程外，也能在學會每年的暑期研習班有

實務相關的學習主題及課程，甚至主動與圖資系所合作辦理學

習活動。 

館員繼續教育研習課程的規劃，不只國臺圖每年參與辦理學會暑

期研習班課程，能以開設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的研習班為主。也能

鼓勵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辦理的暑期研習班，能加入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課程單元，提供館員有更多的學習課程。此外，國臺圖可主動開啟

與學校課程的合作關係，可考量提供講者名單至學校課堂講授相關主

題內容，或是規劃參訪導覽及學生實習機會，創造與學校的合作機會。 

至於圖書館所規劃之繼續教育研習活動可更強調與實務結合，

建議國臺圖可在每年定期辦理之研習課程，邀請社工或特教領域教

師、有服務經驗館員擔任講者，提供實務導向的學習內容，或是與身

心障礙服務機構合作，導入實務資源。 

（三）建議國臺圖可製作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知識庫，規劃發展線

上數位學習課程。 

有鑑於學校「課堂教學」較不利於在職者到校進修，「遠距非同

步教學」或類似「磨課師（MOOC）」等線上學習方式，對於在職進修

者可提供較彈性的課程學習方式。建議國臺圖未來可製作身心障礙讀

者服務相關專業之主題知識庫，提供館員線上學習，或是製作數位學

習課程（如：MOOC課程影片），以彌補基層館員因公務時間無暇參與

研習課程的缺憾。 

（四）發展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認證需要指定專責機構辦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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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責圖書館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規劃辦理。 

本研究委託機關希望探討館員專業認證制度問題，然而專業認證

需要有認證過程與認證機構持續辦理，如未來預計推動身心障礙服務

館員專業認證制度，建議幾項制度規劃原則供參考： 

1.鼓勵館員專業認證要有誘因，短期可藉由列入考績或是升遷條

件考量，鼓勵館員取得認證。長期發展則建議於《圖書館法》

中，加入對於專業認證要求的相關條文，成為館員資格的必要

條件。 

2.認證課程設計可與培訓課程有所搭配，由認證機構固定辦理相

關課程，搭配委託相關系所學校辦理經認可的研習課程，進而

發展出完成認證要求的課程地圖，館員經累積學習登記時數，

符合通過資格者，取得證書。 

3.取得認證證書必須要求每年繼續研習的時數，以維持新知成

長。 

對於館員專業認證的辦理機構，建議可由專責圖書館與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合作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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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問題仍待深

入探討，為使日後其他研究者或委託研究機關能進行接續議題研究，

提出進一步研究建議如下： 

一、 探討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學習知識庫建置之可行性 

本研究過程發現館員在實務工作上迫切需求相關專業知識，也渴

望工作問題有諮詢對象，但需求之知識專業可能跨圖書資訊、特殊教

育與閱讀科技等不同領域專業，根據焦點座談意見，本研究建議未來

可考量建立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知識庫，一方面提供館員線上專業

知識學習與經驗分享的交流園地，一方面也能成為圖書館與身心障礙

者線上溝通與服務行銷的管道。至於如何建置此一扮演館員知識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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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以及能與身心障礙者意見溝通的線上知識庫，需要進一步研究探

討知識庫內容架構與提供之資訊內容。 

二、 研議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認證課程規劃之研究 

本研究結果獲致館員與學者專家意見，均傾向於建立身心障礙服

務館員專業認證制度，惟認證制度涉及長期持續辦理機制，需要有專

責機構與完整制度規劃，甚至對於調查結果顯示傾向以課程認證方式

授予證書，但對於那些課程屬於認證範圍，那些機構持續辦理課程，

則需要有完整的全盤規劃，建議後續可針對推動館員專業認證制度，

提供課程規劃與認證辦理程序的實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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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培訓需求與課程意見」調查問卷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調查問卷係受國立臺灣圖書館委託「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專業

知能及培訓制度探討」研究，研究中需要瞭解圖書館人員對於從事身心障礙者服

務之館員培訓需求與課程規劃的意見。感謝您之前熱情參與國立臺灣圖書館之身

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實務專業課程，或是基於目前業務執掌情形，

請您提供寶貴經驗，以提供未來課程研議之參考。 

本問卷預估填答時間不超過 10 分鐘，請連結下列 google 表單填寫，若您願

意填答並留下聯絡資訊者，後續可以參加抽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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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未盡事宜，可電話聯繫 02-82377460，或

電子郵件 cmlin@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 

林巧敏敬上 

一、 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女 

2. 年齡： 

□20-30 歲；□31-40 歲；□41-50 歲；□51-60 歲； 

□61 歲以上 

3. 教育程度： 

□圖書資訊學碩士；□其他學科碩士；□圖書資訊學學士； 

□其他學科學士；□專科畢業；□高中職畢業； 

□其他____________ 

      4. 圖書館服務年資： 

□不到 1 年；□1-5 年；□6-10 年；□11-15 年；□16-20 年； 

□20 年以上 

      5. 職別： 

□館長；□主任、組長；□館員、組員；□約聘雇人員； 

□其他___________ 

      6. 任職圖書館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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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 

□專門圖書館 

      7. 圖書館所在地區：□北部；□中部；□南部；□東部 

8. 您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是，所屬障別是：＿＿＿＿＿＿ 

□否 

 

二、 參與繼續教育經驗 

1. 您在學時，是否曾修習過身心障礙服務相關課程？ 

□是，課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否 

2. 您過去參加在職繼續教育活動的動機是（可複選）： 

□滿足個人學習興趣；□提升工作能力；□增加升遷機會； 

□獲得主管與同儕肯定；□機關制度有獎勵制度； 

□其他＿＿＿＿＿＿。 

3. 請勾選您過去曾接受過的在職繼續教育方式（可複選）： 

□攻讀學位；□到大學選修或旁聽課程；□參加研討會； 

□聽演講或參加座談會；□職前訓練或職前講習；□在職訓練； 

□閱讀工作手冊；□參觀其他圖書館；□參訪身心障礙服務機構； 

□館方舉辦的討論會；□從事或參與研究計畫；□發表論著； 

□閱讀專業書籍期刊；□電腦輔助教學；□遠距教學；□職務輪調； 

□與其他館員組成讀書小組； 

□其他______________ 

4. 請勾選您喜好的在職繼續教育方式（可複選）： 

□攻讀學位；□到大學選修或旁聽課程；□參加研討會； 

□聽演講或參加座談會；□職前訓練或職前講習；□在職訓練； 

□閱讀工作手冊；□參觀其他圖書館；□參訪身心障礙服務機構； 

□館方舉辦的討論會；□從事或參與研究計畫；□發表論著； 

□閱讀專業書籍期刊；□電腦輔助教學；□遠距教學；□職務輪調； 

□與其他館員組成讀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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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______________ 
5. 請勾選您認為可鼓勵參與繼續教育的原因（可複選）： 

□結業證書；□授與大學學分；□繼續教育點數； 

□課程內容實用；□可報領出差補助；□其他______________ 

6. 您認為館內同仁參與繼續教育的機會應如何分配？ 

□工作性質相關者優先；□自由報名參加；□年資長者優先； 

□其他______________ 

7. 您認為下列何者是最適合辦理身心障礙服務繼續教育的機構： 

□圖書館學會；□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 

□身心障礙服務專責圖書館；□各圖書館輪流舉辦； 

□其他______________ 

8. 您認為館員參加繼續教育如採收費方式，其費用應如何分擔？ 

□由參加者自行負擔；□由服務單位負擔； 

□由參加者和服務單位採合理比例共同負擔； 

□其他_______________ 

 

三、 參與繼續教育需求 

      1. 您認為比較理想的繼續教育課程辦理時段為何？ 

□平日下班時間；□週末假日；□上班時段； 

□其他_______________ 

      2.您希望每次繼續教育課程的時間長短為何？ 

□1 日內；□2-3 日；□1 週；□1 週以上； 

□以上皆非，請說明_____________。 

      3.您認為以下專業知能對於身心障礙服務館員的重要性為何？ 

專業知能項目 
非常 

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 

重要 

(1) 資訊取用平等理念 □ □ □ □ □ 

(2) 障礙類型與特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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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需求與行為 □ □ □ □ □ 

(4) 圖書資訊服務 □ □ □ □ □ 

(5) 特殊版本資料轉製 □ □ □ □ □ 

(6) 閱讀輔具與科技 □ □ □ □ □ 

(7) 無障礙環境設施 □ □ □ □ □ 

(8) 溝通技巧與能力 □ □ □ □ □ 

(9) 相關政策與法規 □ □ □ □ □ 

(10)模擬與互動體驗 □ □ □ □ □ 

 4.請問您對於以下繼續教育課程內容主題，感興趣的程度為何？ 

專業知能項目 
非常 

沒興趣 
沒興趣 普通 有興趣 

非常 

有興趣 

(1) 資訊取用平等理念 □ □ □ □ □ 

(2) 障礙類型與特性 □ □ □ □ □ 

(3) 資訊需求與行為 □ □ □ □ □ 

(4) 圖書資訊服務 □ □ □ □ □ 

(5) 特殊版本資料轉製 □ □ □ □ □ 

(6) 閱讀輔具與科技 □ □ □ □ □ 

(7) 無障礙環境設施 □ □ □ □ □ 

(8) 溝通技巧與能力 □ □ □ □ □ 

(9) 相關政策與法規 □ □ □ □ □ 

(10)模擬與互動體驗 □ □ □ □ □ 

 

     5.除上述課程主題外，您是否有其他感興趣的課程，請列舉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請勾選您對於下述參加繼續教育目的之認同程度： 

繼續教育目的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1) 可以提升個人工作能力 □ □ □ □ □ 

(2) 是館員應有的權利 □ □ □ □ □ 

(3) 有助於升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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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助於調薪 □ □ □ □ □ 

(5) 可以暫時離開辦公室 □ □ □ □ □ 

7.請問您個人如果無法參加繼續教育課程的原因通常是因為？ 

未參加繼續教育原因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1) 開課地點 □ □ □ □ □ 

(2) 不知道有此課程 □ □ □ □ □ 

(3) 課程內容不理想 □ □ □ □ □ 

(4) 主管不支持 □ □ □ □ □ 

(5) 沒興趣參加 □ □ □ □ □ 

(6) 工作負擔無暇參加 □ □ □ □ □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繼續教育認證 

      1.您認為從事身心障礙服務館員是否需要經過專業知能認證？ 

□是，原因__________________；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 

2.您對於下列身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認證制度設計的認同程度為何？ 

認證制度設計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7) 館員繼續教育課程累

積研習時數做為專業

認證依據 

□ □ □ □ □ 

(8) 館員專業認證需要經

過考試鑑定過程 
□ □ □ □ □ 

(9) 取得大專校院相關學

系學位即具備專業資

格無須申請認證 

□ □ □ □ □ 

(10) 由圖書館學會擔任身

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

認證機構 

□ □ □ □ □ 

(11) 由專責圖書館擔任身

心障礙服務館員專業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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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機構 

(12) 認證資格經取得後永

久有效 
□ □ □ □ □ 

(7)其他，有關制度建議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請陳述您在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過程中，感受最大的困難為何？或是有

何相關建議？ 

 

＿＿＿＿＿＿＿＿＿＿＿＿＿＿＿＿＿＿＿＿＿＿＿＿＿＿＿＿＿＿＿ 

 

＿＿＿＿＿＿＿＿＿＿＿＿＿＿＿＿＿＿＿＿＿＿＿＿＿＿＿＿＿＿＿ 

 

填答完整者可參加抽獎，為利抽獎通知，請留下您的姓名與通知方式： 

姓名：_________   聯絡電話：＿＿＿＿＿＿＿ 

 

問卷到此，感謝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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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館員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之探討」 

委託研究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 地點：本館七樓 7051 會議室 

參、 主席：鄭館長來長記錄：莊易儒 

肆、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會議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簡報：詳如會議資料。 

柒、 審查委員發言摘要： 

一、 文獻資料整理 

（一） 第一章名詞解釋部分，請增加「培訓制度」之說明，另請於第二章文獻

分析部分補充有關培訓制度之資料，並清楚界定培訓制度之範疇與內涵。 

（二） 第二章文獻分析不宜出現「本研究」之字眼，建議修正。 

（三） 第四章課程內容分析部分，建議除現有關鍵詞外增加各障別名稱進行搜

尋，以使內容周全。並建議將身心障礙團體所開設之課程也列入分析，

由中瞭解釐清那些專業知能及課程是圖書館員真正所需。 

二、 報告內容撰寫 

（一） 目前報告名稱之斷句容易造成誤解，建議修正為「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

服務之館員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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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焦點團體訪談設計： 

1. 建議訪談之身心障礙團體代表應包含各障別之代表，人數上也建議

增加，以瞭解其真正需求。 

2. 建議焦點訪談對象可增加輔具製造、系統開發、電子書商等業者，

以吸取更多新穎的觀念及第一手資訊，瞭解未來發展趨勢及可

能，俾利規劃更合宜的教育訓練內容。 

3. 訪談對象中的系所教師建議以對課程開設具影響力之教師為主。 

4. 建議訪談圖書館員時可增列問題瞭解館員於服務時曾遭遇的困

境，以利規劃出更切合需求之教育訓練課程。 

（三） 問卷調查對象僅限縮於參加過國臺圖 105-106 年度辦理專業訓練課程之

學員，似有不足，建議擴及至近 5 年國臺圖所舉辦的相關研討會及工作

坊之參與講師及學員；或有提供特殊讀者服務之圖書館、各直轄市及縣

市大型公共圖書館。 

（四） 問卷內容設計： 

1. 關於受訪者之基本資料調查，建議增列題目調查受訪者本身是否為

身心障礙者，藉此可交叉比對其與一般館員之需求差別。 

2. 建議增加選項調查受訪者參與課程之背景企圖，以瞭解並掌握學員

參與繼續教育的原因。 

3. 問卷第二部分參與繼續教育經驗，第 2、3 題所列在職繼續教育方

式，建議可增加參訪其他身心障礙服務機構之選項。 

4. 問卷第三部分參與繼續教育需求，有關專業知能及課程內容題項

目，建議邏輯結構可更細緻化，以利結果分析。另，關於身心障

礙讀者服務館員之教育訓練，建議斟酌是否加入有關瞭解身心障

礙者生、心理基本認知及照護常識，以及閱讀推廣活動規劃執行

能力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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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加入開放性問題，以瞭解參加者於特殊讀者服務上曾遭遇過那

些困難或有何相關建議。 

（五）建議期末報告部分增加與國外培訓內容之比較，並做出具體建議。 

（六）建議研究成果能分別呈現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兩部分，並依結論提出具體

規劃細節。 

（七）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涉及圖書資訊及特殊教育專業領域，其培訓師資來源建

議可朝跨領域合作方向規劃。 

捌、 結論： 

感謝研究團隊的努力及審查委員的用心。本案研究報告名稱請依委員建議

修正，報告內容請研究團隊依委員提供意見做相關調整與修正，並依原定規劃主

題及方向賡續進行研究。 

玖、 散會：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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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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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資料整理 

（一）第一章名詞解釋部分，請增加「培訓

制度」之說明，另請於第二章文獻分析部分

補充有關培訓制度之資料，並清楚界定培訓

制度之範疇與內涵。 

 

名詞解釋增加「培訓制度」，

第二章文獻分析業已增加培

訓制度相關陳述。 

（二）第二章文獻分析不宜出現「本研究」

之字眼，建議修正。 

已統一修正。 

（三）第四章課程內容分析部分，建議除現

有關鍵詞外增加各障別名稱進行搜尋，以使

內容周全。並建議將身心障礙團體所開設之

課程也列入分析，由中瞭解釐清那些專業知

能及課程是圖書館員真正所需。 

第四章課程內容分析增加各

障別課程搜尋，此部分增列加

入 136 筆課程；同時增加各身

心障礙團體與特教資源中心

等網站可搜尋之課程資料，此

部分總計增加 3 筆研習課程，

均納入本報告課程內容分析。 

二、報告內容撰寫 

（一）目前報告名稱之斷句容易造成誤解，

建議修正為「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

員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探討」。 

 

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正題目。 

（二）焦點團體訪談設計 

1.建議訪談之身心障礙團體代表應包含各障

別之代表，人數上也建議增加，以瞭解其真

正需求。 

 

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正訪談設

計。 

2.建議焦點訪談對象可增加輔具製造、系統開

發、電子書商等業者，以吸取更多新穎的觀

念及第一手資訊，瞭解未來發展趨勢及可

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正訪談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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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俾利規劃更合宜的教育訓練內容。 

3.訪談對象中的系所教師建議以對課程開設

具影響力之教師為主。 

後續執行之焦點座談將參酌

意見邀請對課程開設具影響

力之教師為主。 

4.建議訪談圖書館員時可增列問題瞭解館員

於服務時曾遭遇的困境，以利規劃出更切合

需求之教育訓練課程。 

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正訪談問

題設計。 

（三）問卷調查對象僅限縮於參加過國臺圖

105-106 年度辦理專業訓練課程之學員，似有

不足，建議擴及至近 5 年國臺圖所舉辦的相

關研討會及工作坊之參與講師及學員；或有

提供特殊讀者服務之圖書館、各直轄市及縣

市大型公共圖書館。 

問卷調查對象修正為近 5年國

臺圖所舉辦的相關研討會及

工作坊之參與講師及學員，預

估人數將近 400 多人。 

（四）問卷內容設計： 

1.關於受訪者之基本資料調查，建議增列題目

調查受訪者本身是否為身心障礙者，藉此可

交叉比對其與一般館員之需求差別。 

 

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正問卷。 

2.建議增加選項調查受訪者參與課程之背景

企圖，以瞭解並掌握學員參與繼續教育的原

因。 

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正問卷。 

3.問卷第二部分參與繼續教育經驗，第 2、3

題所列在職繼續教育方式，建議可增加參訪

其他身心障礙服務機構之選項。 

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正問卷。 

4.問卷第三部分參與繼續教育需求，有關專業

知能及課程內容題項目，建議邏輯結構可更

細緻化，以利結果分析。另，關於身心障礙

讀者服務館員之教育訓練，建議斟酌是否加

入有關瞭解身心障礙者生、心理基本認知及

照護常識，以及閱讀推廣活動規劃執行能力

等項目。 

已根據審查意見修正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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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議加入開放性問題，以瞭解參加者於特殊

讀者服務上曾遭遇過那些困難或有何相關建

議。 

已根據審查意見增列開放性

問題。 

（五）建議期末報告部分增加與國外培訓內

容之比較，並做出具體建議。 

將於期末報告增列本審查意

見建議。 

（六）建議研究成果能分別呈現專業知能及

培訓制度兩部分，並依結論提出具體規劃細

節。 

將於期末報告參酌審查意見

分列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兩

部分。 

（七）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涉及圖書資訊及特

殊教育專業領域，其培訓師資來源建議可朝

跨領域合作方向規劃。 

將於期末報告參酌審查意見

提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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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第一場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探討」 

學者專家焦點座談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2017 年 10 月 23 日（一） 9:30 ～11:30 

二、會議地點：政治大學百年樓四樓圖書室 

三、出席人員 

主持人：林巧敏教授 

邀請與會人員：（依姓名筆劃排序） 

莊道明（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莊雅因（新北市立圖書館閱覽典藏課） 

楊靜宜（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資源服務科科長） 

歐陽崇榮（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謝邦俊（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董事長） 

薛理桂（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助理：吳虹靜、李沅臻 

四、記錄：吳虹靜 

 

五、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有關「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探討會議

資料」內容（詳如附件），焦點座談討論。 

討論說明： 

林巧敏教授 

1. 本委託研究案重點為從事身心障礙服務之圖書館員應具備何種能力，

且對於課程有何種需求，使國臺圖從事課程設計時有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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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每年國臺圖皆有舉辦研習，但各圖書館因職務輪調關係，出席者

時常更換，過去課程內容主要以邀請身心障礙團體代表講授身心障礙

者使用需求與閱讀輔助科技應用等課程，或是邀請圖資領域的老師講

解圖書館服務規劃等課程內容。 

3. 本研究案為瞭解館員需求先前已進行問卷調查以及課程分析，根據調

查結果，此次座談討論問題聚焦為下列三個面向：館員專業知能學習

內容、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以及培訓與認證制度等議題。 

討論意見： 

（一）薛理桂教授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1） 十大主題專業知能可再增加「身心障礙者使用圖書資訊的行為」

及「國內提供圖書資訊的現況」。前者重點在於可了解身心障礙族

群如何使用圖書資訊（如：輔具、點字書等），後者則可讓館員更

加了解專責圖書館（國臺圖）以及提供身心障礙服務的相關學校

（淡江、彰師大等）是如何提供服務的。 

（2） 未來教學或研習可加強「相關政策與法規」的部分，法規對於各

類型的圖書館員都十分重要。此外，「身心障礙使用圖書資訊的行

為」也可作為研習辦理的重點，相關系所過去之研究亦可作為參

考，並可邀請淡江、彰師大等實際提供服務的單位擔任講者，使

圖書館更加了解該如何提供服務，這是圖書館的弱項，過去皆只

於「讀者服務」課程中淺談一些概念而已。 

2.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 培訓課程有分級必要，可設置基礎班與進階班兩種。例如：為了

增進館員溝通能力，手語課程是有必要的。 

（2） 可請社工與特教等領域的老師、有服務經驗的館員以及具有實際

使用經驗者來開設專題課程或演講，而非侷限於目前之暑期研習



 

154 

基礎課程。 

（3） 除了研討會、演講之外，亦可舉辦工作坊。 

（4） 特殊資料版本轉製可由專責圖書館（國臺圖）來負責。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1） 贊同有專業認證制度，並由專業學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來

執行較妥當，因專業學會是由專業人士及專業團體組成。 

（2） 進行專業認證後，應有誘因可促使館員取得認證。建議可透過立

法，於《圖書館法》中加入對於專業認證要求的相關條文。 

（3） 六都、縣市級的圖書館都至少應有一位館員通過認證，大學圖書

館可再討論，但各類型圖書館都應重視此一問題。 

（二）歐陽崇榮教授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1） 圖書館到底有那些資源以及科技設備能輔助身心障礙讀者，這是

圖書館必須讓大眾知道，否則身心障礙族群並不會特別想要踏入

圖書館。 

（2） 「相關政策與法規」的課程雖較制式，但必須重視，且注意其更

新情況。 

（3） 淡江的身心障礙同學若有需求通常會前往盲生資源中心，資圖系

講授相關的課程反而是少的。往後應增加身心障礙族群資訊行為

部分的課程，與目前的樂齡族群、新住民族群重點課程進行整合，

並與盲生資源中心合作，邀請外界的講者進行實務經驗分享。 

2.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 從問卷結果可知館員皆認為實務經驗非常重要的，希望國臺圖能

舉辦相關課程活動。以淡江為例，資圖系與盲生資源中心能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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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學生可結合實務相關經驗，更加了解身心障礙同學。 

（2） 北中南地區規模較大的圖書館可參與合作籌辦課程之計畫，結合

各館之資源。 

（3） 國臺圖可製作身心障礙讀者之主題知識庫、資料庫或平台，供館

員查詢相關疾病名稱、應對方式或是影片資源等，亦可提供他館

參考。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1） 贊同有認證制度之必要，如果國臺圖有預算願意推動當然很理

想，但如果是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辦理，角色上較為客觀、合

適。 

（2） 此認證不應永久有效，因環境與能力變化非常快速，應有基本時

效限制。有認證之後應再繼續進行修課或研習以達基本時數，但

前提是相關研習課程須持續辦理。 

（3） 認證課程須要搭配課後測驗，並分科目、設定修習標準。 

（4） 認證制度必須設立誘因，如：加薪、記嘉獎或是升遷考評等。 

（三）莊道明教授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1） 每位身心障礙人士需求都不盡相同，無法以一套模式服務所有

人，可能需要專人服務、依照不同的障別給予不同的資源，但除

非圖書館有特別培訓志工，否則館員通常礙於時間及能力無法達

成，且未有心理準備與良好的訓練去應對。當未透徹了解眼前這

位身心障礙人士的情況下必須提供服務，館員的溝通能力與應變

能力就顯得更重要。 

（2） 將課程重要程度與感興趣程度相減，發現館員可能認為法規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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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實務上的落差而不感興趣，但以「設備不夠完善使得身心障

礙讀者受到傷害」此情境為例，法規反而能保障雙方權益，應更

被重視，所以，有必要增進館員的法律意識。《身權法》明文規定

提供身障者之圖書館服務必須「專責規劃」，因此，友善環境必須

先確立，才能談後續的服務。 

2.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 可進行體驗式學習以彌補現行課程之不足，舉辦讓館員體驗身心

障礙者行動之活動，例如：矇著眼睛不摔倒、坐輪椅進入大門等，

可培養館員之同理心。 

（2） 除了體驗式學習，亦可推廣個案式學習。每個身心障礙者都是獨

特、具有不同需求的，可與相關法人團體合作，因其較了解身心

障礙者之狀況，可協助館員與身心障礙者之溝通。 

（3） 近年來與身心障礙者相關的電影非常多，館員可蒐集相關系列的

電影自行學習、了解不同身心障礙者的狀況。 

（4） 國臺圖可製作一套數位學習課程（如：MOOC 相關課程影片），

也可降低邀請講者之成本。 

（5） 可訓練館員向上級機關申請補助的能力，若無資源導入，後續的

服務也將無法順利推行。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1） 認證對館員來說是提升品質要求的好辦法。 

（2） 既然要求認證，基本訓練教材、課程等配套都必須完備，對於需

要考核的能力項目（如：輔具使用、溝通能力等）亦須明確，整

體架構清楚後，認證制度才能順利推行。 

（3） 認證制度要有課後之檢核機制，除了測驗之外，或是累積修習課

程時數以取得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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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莊雅因小姐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以新北市圖為例，身心障礙者進入圖書館的頻率其實非常低，他

們較常尋求身心障礙團體的資源或協助，或是有家人陪同才會進入圖

書館使用資源。身心障礙讀者會認為館員沒有人告知資源如何使用，

而館員則對資源的提供方式不清楚且不了解其需求，雙方資源未整合

的情況之下，造成身心障礙讀者到館的頻率很低，館員應增加這方面

的認知。 

2.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 培訓課程及知識庫皆有設置與分級的必要，因館員工作經常輪

調，新接手的人較不會慌張。 

（2） 課程亦可與身心障礙協會合作。例如新北市圖曾與愛明發展中心

合作，請中心輔導員教導館員如何與視障者溝通、交談。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1） 認證有其必要性。 

（2） 館員因輪調頻率高，取得證照後可能就換工作了，在實務上仍需

要誘因。 

（五）楊靜宜科長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1） 國資圖與愛盲協會合作、將活動拉進圖書館後，身心障礙讀者的

數量漸漸增加。當身心障礙讀者進入圖書館後，必須給予專人服

務，從去公車站帶領、協助中餐至使用資源，都必須有專人陪同，

不同障別亦有不同的情形需要處理、會有不同專人陪伴。 

（2） 館員需要具備的能力其實很多，溝通能力與同理心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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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需要機靈、心理素質高者，否則會不小心造成身心障礙讀

者心理傷害。溝通應是目前學校需要教給學生最重要的課程。 

（3） 特殊資料版本轉製雖然重要，但多數圖書館無暇自行製作。 

2.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 培訓課程有分級必要，目前國臺圖開設之基礎課程多數館員已有

參與經驗，建議可有進階課程。 

（2） 可與身心障礙團體合作，開設特別的一天主題性體驗式學習，並

推派館員參加。例如國資圖之前與愛盲合作體驗在暗黑中走路的

活動，有助於館員了解服務身心障礙讀者時會碰到的實務情況。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1） 以實務工作角度而言，是認同需要有認證制度，甚至面對不同障

別，有不同的認證也是有必要的。 

（2） 認證制度對館員來說是額外的負擔，必須要提供足夠的誘因

（如：加給）。 

（3） 在各館負責身心障礙服務的人都較少的情況下，也可先以修習課

程之方式慢慢漸進到考核機制，逐步符合認證要求。 

（4） 因身心障礙服務變化非常快，就算館員取得認證後，每年仍然要

有接受繼續教育的時數規範，以維持新知成長。 

（六）謝邦俊董事長（以書面表達意見）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在專業知能項目中增加「社會心理學」一科，因為社會心理學的學

習將有助於館員處理身心障礙者的態度與行為的評量，同時有助於瞭解

溝通方式，建立互信，也能增加對於團體間的行為、權力和衝突的理解，

對日後的工作互動應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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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對於專業認證制度與認證資格取得，個人認為確實有其必要，相信

會有助於館員的專業性受到服務對象的認可，對於館員執行實務時的尊

重和配合，應有所幫助。至於認證機構，贊成由專責圖書館負責執行是

最恰當不過。 

六、決議事項 

（一）有關專業知能學習內容的建議，將歸納彙整各位學者專家提供的內容重

點，納入本報告課程主題設計的說明。 

（二）有關館員培訓課程辦理方式，因為不同背景與服務資歷的館員需求，有設

計初階與進階不同研習課程的必要性。 

（三）認證制度有助於提升身心障礙服務的品質，但需要設計誘因，館員才有參

與的動機，考量目前身心障礙服務尚處於理念宣導階段，認證應以辦理課

程為主，輔以考試檢定能力的方式，較能符合職場生態情形。 

（四）隨著社會的需求變遷，圖書館對於提供身心障礙服務的觀念會慢慢改變與

融入。今天謝謝各位與會者提供之寶貴意見，日後若還有其他問題與想

法，將再度聯繫懇請指導，感謝大家！ 

七、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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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第二場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探討」 

學者專家焦點座談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2017 年 10 月 23 日（一）14:00～16:00 

二、會議地點：政治大學百年樓四樓圖書室 

三、出席人員 

主持人：林巧敏教授 

邀請與會人員：（依姓名筆劃排序） 

何健豪（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主任） 

林奇秀（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主任） 

林柏榮（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理事） 

彭于萍（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劉永寧（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學會理事長） 

繁運豐（國家圖書館總務組主任） 

謝東儒（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講師、臺灣社工專業人員協會

秘書長） 

助理：吳虹靜、李沅臻 

四、記錄：李沅臻 

 

五、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有關「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探討會議

資料」內容（詳如附件），焦點座談討論。 

討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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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敏教授 

1. 國立臺灣圖書館為教育部指定之身心障礙專責圖書館，本委託研究案

重點在於探討從事身心障礙服務之圖書館員應具備何種專業知能，且

對於課程之辦理方式、培訓制度有何需求，以提供國臺圖未來從事課

程設計時能有所參考。 

2. 本研究先前已針對館員之意向與需求，藉由問卷調查以及課程內容分

析，擬具本次會議討論說明資料，請各位學者專家參閱會議資料，討

論問題分為以下三個面向：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館員專業培訓課

程辦理方式以及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討論意見： 

（一） 謝東儒教授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1） 十大專業知能項目所包含的內容可以更為具體，因每個人對於知

能項目所解讀的意涵與層次可能不同（如身心障礙需求屬於「圖

書資訊服務」或是「資訊需求與行為」，因為沒有細目，所以不是

很明確），故項目如可更為清楚具體，對未來應該教導館員什麼課

程、強化那方面的能力，將更為明確。 

（2） 館員對於專業知能項目之字彙表示是否會因為不熟悉，或沒有敏

感度，進而影響到對於項目的感興趣程度。 

（3） 關於「無障礙環境設施」此項目之建議，除硬體裝置外，還需包

含軟體設施，如聽障者需有音頻接收、聽打、手語等，以增加互

動之便利性。 

2.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錄製數位學習的影片須注意其時效性，超過時效性的影片意義就不

大。 

（2）參訪可以依不同的障礙類別，也可以採互訪的形式，讓館員與障礙

者進行體驗，就其實際經驗進行分享，以瞭解未來服務的相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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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重點。 

（3）服務必須具備相關知能，因此繼續教育的課程要求有其必要性。可

依工作內容、需求、學習主題進行分級。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1）認證制度可與優秀館員制度、考評結合，館員須具備一定能力，因

此必須要有認證。 

（2）相對於圖書館學會的義務性質，如由全職與專責的圖書館進行專業

認證會較為合適。 

（二） 林奇秀教授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1） 對於專業知能項目的定義可以放寬，因為並不是每個人所解讀的

意涵都具有一致性。 

（2） 對於十大專業知能的架構沒有意見，但認為第 10 項「模擬與互動

體驗」是屬於學習方式而不是學習主題，故較傾向於 9 大專業知

能項目。 

（3） 建議未來教學課程依據不同障別形成專班、工作坊、主題內容，

而不是以廣義的「身心障礙」作為課程主題，這樣的課程方式會

較有效益。 

（4） 國內圖資系所可依據障別或相關主題開設選修或相關獨立課程，

但因為目前國內相關系所的師資在此方面的研究並不是很多，因

此可以尋求其他實務專家協助開課，朝深化方向發展，並對未來

實務領域有所幫助。 

2.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聽演講或參加座談會等的繼續教育方式成效並不是很好，如將    

「模擬與互動體驗」的專業知能套用於繼續教育，讓館員實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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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並進行換位思考，如以工作坊的方式進行課程辦理，將會有較

好的成效。 

（2）因館員流動率高，因此許多人員屬於非專業背景，其專業訓練不足，

因此，課程有分級的必要性，如分為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且可

提供作為考核或是否留聘的依據。課程分級可使工作類別劃分更

清楚，使繼續教育與相關時數認證不至於混亂。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1）對於認證制度的推動樂見其成，認證單位必須設計一套有系統的教

學流程，並包含檢核過程。同時也可與身心障礙團體一起設計認

證制度與進行學習內容合作。 

（2）圖書館學會與國臺圖都可以進行認證，但學會的人力不足，因此     

較傾向於由國臺圖進行身心障礙館員的專業認證。 

（三） 繁運豐主任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1） 十大專業知能項目的架構已非常完整，另外可補充「社會資源」，

向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學習相關實務經驗。 

（2） 可建置知識庫，讓全國館員瞭解應該如何提供服務，因每個人遇

到的狀況可能不同，可以讓大家互相交流學習。 

（3） 「模擬與互動體驗」可利用繪本、電影進行教學，讓館員換位思

考，對未來服務能有所幫助。「障礙類型與特性」可以教導館員如

何「判斷」身心障礙讀者，而不是對他們「貼標籤」。 

2.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因一般人的專注力無法持續太久，故可利用如 TED 演講等形式，     

讓學習者不至於失去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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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辦理方式需改善過往的單向學習模式，利用機構間參訪互動     

可增加學習效果。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除了專業認證制度，課程本身的設計與檢核同樣必須經過認證。 

（四） 何健豪主任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1） 未來如有「模擬與互動體驗」之相關課程，必須考慮其適切性與

效益，避免走向娛樂化，導致學習成果不顯著。 

（2） 建議加強諮商教育，當面對身心障礙讀者時應該如何應對，並確

認館員是否具備這方面的能力，建議於學校教育時就應該提供這

方面的課程與實作機會。 

（3） 建議加入推廣活動的設計與執行相關課程，必須真正瞭解身心障

礙讀者的需求，並融入教育中，才能設計出具有成效的推廣活動。 

（4） 圖資相關系所應將身心障礙服務設成專門課程，當然設成必修會

更好，讓學生瞭解身心障礙的特性與需求，未來於服務時才有相

關的基本概念。 

2.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 聽演講或參加座談會等繼續教育方式可能會影響館員的工作時

間，可多利用其他方式如工作手冊、輔助教學等。 

（2） 可將「真人圖書館」應用於館員培訓，邀請長期於此領域工作的

學者專家或館員前來分享經驗，使館員於工作之餘培養工作能力

與進行學習。 

（3） 因身心障礙主題屬於小眾，因此課程分級不太具有必要性。反而

可以利用障礙別區分，讓館員認識每一障礙類別與特性，並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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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應的服務，這樣的方式較為實際。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定期要求館員進行認證與相關的複訓是一個重要的過程，且如何讓館

員們認為這個專業認證對於他們來說是重要的，亦是一個需要考量的問

題。 

（五） 劉永寧理事長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1） 「相關政策與法規」對於館員來說非常重要，館員必須知曉最新

法規與修正中法規，如那些族群可以借有聲書、法律是否有明文

規定等，進而瞭解讀者的權益與需求。 

（2） 「障礙類型與特性」對於館員來說亦相當重要，館員必須知道那

些人需要那些服務，有些族群可能屬於隱性障礙，有些並沒有身

心障礙證明，但他們也有需求，因此圖書館的服務並不應侷限於

是否具有證明。 

2.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法規政策或相關新知可以用 15 分鐘短片的形式進行繼續教育，     

讓館員不會分散注意力或花費太多時間。 

（2）可利用工作坊形式進行繼續教育，或是以世界咖啡杯的互動討論方

式，由資深桌長帶領其他比較沒經驗的館員進行討論與分享，以

利雙向交流與互動。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國臺圖較有資源與能力，因此由國臺圖進行專業認證較為合適。 

（六） 彭于萍教授 

1. 館員專業知能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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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學校課程規劃來說，身心障礙服務可能包含在讀者服務的課程

中，因為同時還有許多主題必須講授，因此真正講授「身心障礙

服務」主題的時間相對不足。課程應不僅在於課堂上的理論，而

是必須利用時間帶領學生實地參訪相關機構，以瞭解身心障礙者

的需求，例如：輔具設施與環境等。 

（2） 未來在系所開課除可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到校演講，或是帶領同學

至校外參訪外，教師亦可透過自行閱讀或再進修的方式進行相關

知識的補充。 

2.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辦理方式 

（1） 館員雖有繼續教育的意願，但往往受限於時間，如值班、代班問

題，同時也牽涉到授課單位經費與講師的時間限制，因此成本效

益是必須要考量的問題。 

（2） 「身心障礙服務」屬於較為專門與小眾的主題，必須考慮到有多

少館員會願意報名，並且意識到它的重要性。 

3. 培訓與認證制度之必要 

（1）認證制度的推動，需要館員自身對於取得認證有動機，或是服務單

位有一定要求，才會形成一股驅動力。 

（2）除利用考試鑑定與研習時數作為認證依據外，是否可以利用其他相

關課程做搭配。 

（3）專業認證需要有效期要求，例如一定時間後進行複訓，這樣才能確

保服務品質的有效性。 

（七）林柏榮理事（以電話表達意見） 

圖書館館員對於身心障礙讀者服務專業知能的加強很重要，尤其對於科技

輔具之操作與採購必須具備基本知識。是否需要認證則視大環境整體需求，如果

社會對於館員專業能力有所期許，自然需要有認證過程確認館員的專業能力。 



 

167 

六、決議事項 

今天討論的議題對於國臺圖未來在制定相關培訓與認證制度非常重要，非

常感謝各位撥空前來，各位學者專家的意見都非常重要，之後會將所有意見彙整

與記錄，作為未來制度研擬的參考。 

七、散會（下午 16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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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書館身心障礙讀者服務之館員專業知能及培訓制度探討」 

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貳、 地點：本館七樓 7051 會議室 

參、 主席：鄭館長來長                           記錄：莊易儒 

肆、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會議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簡報：詳如會議資料。  

柒、 審查委員發言摘要： 

三、 報告格式撰寫 

（一） 若以 APA格式撰寫，請通篇檢視是否符合 APA格式標準。 

（二） 表目次標題有缺漏字情形，請通篇檢視修正。 

（三） 報告部分表格百分比數據加總未達 100%，請檢核修正或補充說明；

另小數點取位不一致，建議統一取至小數點第一位；數字之小數點

或個位應對齊，不宜置中。另有部分分析統計表同時出現於正文與

附錄中，然其使用數據有所落差，建議前後對照修正或補充說明差

異原因。 

四、 文獻資料整理 

（一） 第二章第三節 p.24及 p.32提及「殘障車位」、「殘障團體代表」字

眼，建議修正適當用語，如：「無障礙停車位」、「身心障礙團體代

表」等。 

（二） 第二章第六節 p.38-39 提及國內部分對身心障礙服務教育訓練相

關文獻較欠缺，而段落所提及之文獻也與上述主題較無關，建議刪

除該段落，能使內容較聚焦。 

（三） 第四章關於國內大學開課系所資料分析部分，有部分相關學校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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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未納入分析，請再查核確認，若是囿於使用資料來源導致資訊

落差，建議補充敘明研究限制。 

五、 報告內容撰寫 

（一） 請通篇檢視報告用語之時態及留意相關用字遣詞，以增加閱讀流暢

性。 

（二） 建議第一章除研究目的外，應增列研究問題強調研究核心之「專業

知能」及「培訓制度」的概念，並於結論呼應上述研究核心。 

（三） 第四章第三節內文所提焦點座談與會者名單與附錄中兩次座談會

議紀錄所列出席名單不符，且部分人員職稱與現況不符，請檢核修

正。 

（四） 有關 p.119所提之 10項專業知能，建議可再詳述以幫助理解。 

（五） P.124（四）「……對於溝通技巧與能力、模擬與互動體驗相對顯示

有較高的學習興趣。」，依實際調查分析結果，應為「溝通技巧與

能力」及「無障礙環境設施」，請修正。 

（六）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有關學校系所課程內容部分，建議應呼應焦點訪

談內容，提供更具體之未來課程發展建議；有關圖書館繼續教育部

分，則可思考從專責圖書館角度切入，針對未來開辦課程上應如何

進行，提出更具體規劃。另外，也希望能針對學校、學會與圖書館

在專業/繼續教育上分別扮演的角色與分工，可以提供更具體可行

的短、中、長程發展策略及建議，透過多元管道相輔相成，落實提

升圖書館員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 

（七）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有關專業認證機構部分，考量學會具有維護專業

人員權益的合理角色與較高的專業信賴度，專責圖書館則擁有實務

服務經驗與推動經費優勢，建議可朝兩者合作方向規劃，提供較具

體之逐步發展策略。 

（八） 第五章第三節後續研究建議第一點提及之「建置知識庫」應屬實務

上之建議，如要列為研究建議應加上「可行性研究」等陳述字眼較

符合。 

捌、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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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感謝研究團隊的努力及審查委員的用心，請研究團隊續依委員建議進

行期末報告內容修正，於計畫規定時程內送交本館審查通過後辦理結

案。 

二、 本案屬實務性研究，請業務單位參考研究結果，實際應用於未來相關

館員專業培訓課程規劃，使能更加周延並符合服務現場需求。 

玖、 散會： 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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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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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格式撰寫 

（一）若以 APA 格式撰寫，請通篇檢視是否

符合 APA 格式標準。 

 

已檢視修正。 

（二）表目次標題有缺漏字情形，請通篇檢

視修正。 

已檢視修正。 

（三）報告部分表格百分比數據加總未達

100%，請檢核修正或補充說明；另小數點取

位不一致，建議統一取至小數點第一位；數

字之小數點或個位應對齊，不宜置中。另有

部分分析統計表同時出現於正文與附錄中，

然其使用數據有所落差，建議前後對照修正

或補充說明差異原因。 

百分比與小數點位置已統一

修正。附錄資料為座談參閱資

料，為過程文件，為避免誤解

採移除處理。 

二、文獻資料整理 

（一）第二章第三節 p.24 及 p.32 提及「殘障

車位」、「殘障團體代表」字眼，建議修正適

當用語，如：「無障礙停車位」、「身心障礙團

體代表」等。 

 

已檢視修正，詳如 p.25 及

p.33。 

（二）第二章第六節 p.38-39 提及國內部分對

身心障礙服務教育訓練相關文獻較欠缺，而

段落所提及之文獻也與上述主題較無關，建

議刪除該段落，能使內容較聚焦。 

已檢視刪除，詳如 p.39。 

（三）第四章關於國內大學開課系所資料分

析部分，有部分相關學校系所課程未納入分

析，請再查核確認，若是囿於使用資料來源

導致資訊落差，建議補充敘明研究限制。 

已於第一章第四節及第四章

第一節補充文字說明研究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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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內容撰寫 

（一）請通篇檢視報告用語之時態及留意相

關用字遣詞，以增加閱讀流暢性。 

 

已檢視修正。 

（二）建議第一章除研究目的外，應增列研

究問題強調研究核心是「專業知能」及「培

訓制度」的概念，並於結論呼應上述研究核

心。 

已新增至研究問題一節，並修

正研究目的文字。 

（三）第四章第三節內文所提焦點座談與會

者名單與附錄中兩次座談會議紀錄所列出席

名單不符，且部分人員職稱與現況不符，請

檢核修正。 

已檢視修正。 

（四）有關 p.119 所提之十項專業知能，建議

可再詳述以幫助理解。 

已補充說明。 

（五）p.124（四）「……對於溝通技巧與能力、

模擬與互動體驗相對顯示有較高的學習興

趣」，依實際調查分析結果，應為「溝通技巧

與能力」及「無障礙環境設施」，請修正。 

已檢視修正。 

（六）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有關學校系所課程

內容部分，建議應呼應焦點訪談內容，提供

更具體未來課程發展建議；有關圖書館繼續

教育部分，則可從專責圖書館角度切入，針

對未來開辦課程上應如何進行，提出更具體

規劃。另外，也希望能針對學校、學會與圖

書館在專業繼續教育上分別扮演的角色與分

工，可以提供更具體可行的短、中、長程發

展策略及建議，透過多元管道相輔相成，落

實提升圖書館員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 

已全盤配合修正結論與建議

內容。 

（七）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有關專業認證機構

部分，考量學會具有維護專業人員權益的合

理角色與較高的專業信賴度，專責圖書館則

擁有實務服務經驗與推動經費優勢，建議可

已新增至有關認證機構之未

來發展建議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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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兩者合作方向規劃，提供較具體之逐步發

展策略。 

（八）第五章第三節後續研究建議第一點提

及之「建置知識庫」應屬實務上之建議，如

要列為研究建議應加上「可行性研究」等陳

述字眼較符合。 

已加上「可行性研究」等研究

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