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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教育部依據民國 100年 6月 29日所公布修正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條之 1

規定，於同年 12月 15 日發布「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並指定國立中央

圖書館臺灣分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負責規劃辦理視障電子化圖書資源服務事項，包

括：資源徵集、編目、典藏、閱覽服務、推廣與研究及館際合作等。爰此，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研提「強化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畫（民國 101-104年）」，

期以分年分期方式，逐步強化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服務。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有效整合國內電子化圖書資源，提供完善的圖書資訊服務，以減少

因網路等資訊技術發展而衍生視覺功能障礙者（以下簡稱為視障者）在資訊利用時所造成的

不便。希望透過研究，蒐整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針對視障者專用電子化圖書資源所採用之格

式及閱覽服務方式之相關文獻資料，據以研提一可供國內電子化資源整合及儲存之統一格

式，及視障電子化資源服務改進建議措施，俾供作為建置視障數位與圖書館資源結合的無障

礙學習空間，落實提供視障者公平閱讀權益及資訊接收機會之參考。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廣泛蒐集國內外公共圖書館針對視障讀者所提供之法規、資源

與服務特色，同時也探析點字書與有聲書相關使用現況與儲存格式；透過專家顧問訪談諮詢

法，邀請國內專家學者，以個別訪談及圓桌會議方式進行交流，除借重其長期服務視障者之

實務經驗、驗證文獻應用於國內圖書館之可能性與侷限性外，也請教其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於未來扮演視障資源中心角色之期許與建議；並運用網路資源整理分析比較法，實際

訪查各國圖書機構相關網站，繼而綜合整理美、英、德、澳、日、韓、新及中國大陸等各國

之視障資源、輔具設備與服務相關資料，期了解國外視障圖書館服務之現況，作為國內圖書

館提供視障服務之參考。 

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包括：（一）上述各國圖書資訊機構提供視障服務之現況，可分為「中

央集權式管理」及「分權式管理」二類，其中美國、英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大陸

屬前者，德國及澳大利亞屬後者；各國提供的視障服務與資源大多朝向網際網路（如數位圖

書館）、數位點字書與數位有聲書發展。（二）上述各國都致力於製作 DAISY有聲書，並視為

首選標準，但在國內推展時卻有門檻高、成本高、時程長、軟體不穩定、播放器價格不斐及

數位版權保護不易等種種限制與困難。（三）視障電子化資源儲存建議格式為：即時性及休閒

類資源採 MP3語音格式、參考工具書及教科書採 DAISY或 EPUB 3格式。（四）圖書館、視障

資源機構及出版社建議合作模式包括：「仿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與出版社約法三章」，以及

「部分使用者付費」方式。（五）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應扮演的視障資料中心角色為：建

立夥伴關係、成立製作中心、建置整合系統、推廣資源利用及數位參考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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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主旨 

壹、緣起 

教育部依據民國 100 年 6 月 29 日所公布修正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於同年 12 月 15 日發布「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如附錄 1），並

指定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負責規劃辦理視障電子化圖書資源

服務事項，包括：資源徵集、編目、典藏、閱覽服務、推廣與研究及館際合作等。爰此，國

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研提「強化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畫（民國

101-104 年）」，期以分年分期方式，逐步強化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服務。 

貳、預期目標 

為有效整合國內電子化圖書資源，提供完善的圖書資訊服務，以減少因網路等資訊技術

發展而衍生視覺功能障礙者（以下簡稱為視障者）在資訊利用時所造成的不便，希望透過研

究，蒐整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針對視障者專用電子化圖書資源所採用之格式及閱覽服務方式

之相關文獻資料，據以研提一可供國內電子化資源整合及儲存之統一格式，及視障電子化資

源服務改進建議措施，俾供作為建置視障數位與圖書館資源結合的無障礙學習空間，落實提

供視障者公平閱讀權益及資訊接收機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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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背景分析 

17、18世紀時，視障者幾乎無書可讀。直到1830年，法國教師路易士．布雷爾（Louis Braille）

發明點字之後，才逐漸有視障者書籍，但由於教育不夠普及、人們對點字認識不多，視障者

對圖書與資訊取得極其困難，中外皆然。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於民國 64 年 7 月成立盲人讀物資料中心（現為視障資料中心），執

臺灣公共圖書館視障者服務之牛耳，透過此中心一直以來蒐集的點字與有聲書等資源，不但

豐富了視障者的心靈，也逐漸開拓了其知識領域；另外，該中心除積極參與視障公益活動外，

更自行出版點字書籍、錄製有聲圖書，亦啟用盲用電腦，並與視障者相關組織積極合作，期

提供品質與便利性更佳的視障者服務。 

以文獻觀之，國外許多公共圖書館服務視障讀者措施已行之有年，除可作為國內借鏡外，

亦是協助國內視障機構與國際接軌之參考；另外，由於目前國內公共圖書館及視障機構分別

隸屬不同單位，尚未建立視障電子化圖書資源的統一格式，就轉檔與流通性而言，易產生人

力成本與資源的浪費，是故，整合國內視障資源，已成為當務之急。以上皆為本研究之主要

動機。 

 



3 

 

第三節 研究內容大綱 

壹、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服務視障讀者現況 

一、 國內機構提供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之服務現況 

二、 國外機構提供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之服務現況 

三、 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之服務系統與工具 

貳、視障電子化資源發展現況及相關格式介紹 

一、 視障電子化資源發展現況 

二、 視障電子化資源發展相關格式介紹 

三、 國內視障電子化資源服務改進建議 

參、視障電子化資源儲存建議格式 

一、 視障電子化資源儲存格式之相關文獻探析 

二、 研提統一電子化資源儲存格式，以利視障資源的整合與館際合作資源共享（含有聲、    

點字兩種電子資源格式）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步驟 

壹、文獻分析法 

利用圖書館的線上資料庫（如：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簡稱為 LISA）、Library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Science Full 

Text、ScienceDirect OnLine （簡稱為 SDOL）及搜尋引擎（如：Google、Google Scholar）等

工具，廣泛蒐集國內外以「公共圖書館」及「視障資源」為主題之相關文獻，藉文獻探討歸

納國內外圖書館針對視障讀者所提供之法規、資源、設備、服務及點字書與有聲書之應用格

式。 

貳、專家顧問訪談諮詢法 

為能進一步了解視障者所使用之點字書與有聲書之相關格式，本研究邀請國內專家，於

101 年 10 月以個別訪談或圓桌會議等方式進行交流，專家訪談與顧問名單請見附錄 2。 

參、網站資源整理分析比較法 

為了解國內外各視障圖書館服務之現況，實際前往各館之網站，分別整理美、英、德、

澳、日、韓、新及中國大陸等國之資源、設備與服務資料，各國圖書館視障服務一覽表請見

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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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進度及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本研究的研究執行進度，如表 1 所示。 

表 1：研究進度計畫表 

月 

工作項目 
7/16 8  9 10 11/30 

國內外視覺功能障礙

電子圖書館服務現況 

     

視障電子圖書館之

系統功能比較（網站

評估） 

     

視障電子化資源發

展現況及相關格式

介紹 

     

研提國內視覺功能障

礙電子化資源服務改

進建議 

 

 

    

研提視覺功能障礙

電子化資源儲存建

議格式 

     

期中報告    10/1  

期末報告初稿     11/15 

期末報告     11/20 

* 於 11 月 15 日前繳交期末報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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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視障資源的探析 

綜觀視障資源的發展，加拿大學者 Garry Chevalier 將之區分為點字時代（Braille age）、

錄音有聲書（Recorded audio Books）、數位資訊（Digital information）與 DAISY 世代（DAISY 

today）4 個階段。1
 點字時代始於 1830 年發明點字後，為視障者提供了閱讀與書寫的管道，

協助視障者跨越了資訊落差的鴻溝。至 1930 年開始，藉由錄音技術的發展，錄音有聲書快速

獲得各年齡層視障者的歡迎，尤其對不會使用點字的視障者更是一大福音。 

到了 1990 年左右，視障者開始使用電腦輔助閱讀，也使用 MP3 格式錄製數位有聲書。

而經過第三階段的改變，除了原有的 MP3 等數位有聲書格式外，也發展出多種電子書與有聲

書的格式，DAISY（數位無障礙資訊系統，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以下簡稱為

DAISY）即為其中之一。DAISY 的發展也讓各國圖書資訊組織開始加入 DAISY 協會，共同

發展具有導引功能的數位有聲書格式標準，擺脫錄音帶無法快速查詢及隨選章節播放的困

境。現今發展已至上述的第四階段，因此以下就常用的視障圖書資源格式進行了解。 

壹、點字書（Braille Book） 

點字由路易士．布雷爾（Louis Braille）發明，是以二排三列共六點所組成，全世界的點

字均由此六點加以變化，並賦予不同的意義，中文的點字是以注音符號與四聲拼音為拼字基

礎。由於中文點字是由注音符號所組成，因此將點字轉換成一般文字時容易產生許多同音異

義字，所以視障朋友通常藉由詞庫建立減低錯誤的發生率。 

由於傳統點字書的製作時間耗時且製作成本昂貴、體積大不利於攜帶，因此透過現代科

技，利用電腦程式可將點字與一般文字作轉換，然後使用語音庫將資料逐字讀出，或利用與

螢幕具相同功能的點字觸摸閱讀機，視障者也可以利用文字與一般人溝通。2
 同時國內外也

都藉由科技發展出點字轉譯技術，加以製作數位點字書，視障者可透過點字顯示器（Braille 

Display）或視障用文字處理器（Braille notetakers） 閱讀數位點字書。 

除了傳統點字書外，另有雙視點字書，其是指點字書上除了有點字外，在點字的上方還

有國字顯示，使明眼人可以看得到視障者現在摸讀的位置是什麼文字。一般形式有三，一為

普通書加點字透明膠膜，國內有財團法人普立爾文教基金會提供借閱；二是點字書加手工書

寫，以利普通班老師教學；三是雙視點字圖書，是在取得文字檔後，經過處理、校對，產生

國字檔、點字檔，國字檔在普通印表機上列印國字後，再以點字印表機印上點字碼。3
 

點字樂譜是專為視障音樂者設計的觸摸式樂譜，透過點字樂譜的閱讀，視障者可藉此受

                                                 
1
 Gerry Chevalier, “Future distribution and playback options for digital talking books, ” International Congress Series, 

1282 （2005）: 985-989. 
2 愛盲基金會，「視障情報站」，http://www.tfb.org.tw/new/knowus_6.html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3 日）。 

3
 鄭明芳（2005），「雙視點字圖書研發報告」，http://203.72.8.8/ftp/20101207053108.doc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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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相關訓練，並做為練習的基礎。然而，在臺灣，點字樂譜的產出數量以及懂得閱讀點字

樂譜的盲人均有限，因此受到應用的範疇並不廣泛4，同時在人工製作困難及商業利潤的考量

下，也不符需求。 

貳、大字書（Large Print） 

大字書是由英國 Frederick Thorpe 出版商於 1964 年開發，主要是受年長且視力不佳的讀

者所啟發，而製作出版了比原有書籍與字體大兩倍的圖書。至 1969 年，該公司將圖書以正常

書籍大小與 16pt 的字體再重新印製，使之為公共圖書館所接受。5
 

然而對弱視者而言，大字書只有放大字體是不夠的，印刷的品質不佳也會導致他們無法

分辨個別單字。因此美國視障印刷廠（American Printing House for the Blind, APH）在考量弱

視者的視覺特性開發出一套弱視者專用英文字型，名為 APHont。該字型的特性有一致的筆劃

寬度、小寫 j 和 q 下方突出部份、開放的字母副型態以及較大的標點符號。6
 APHont 字型與

一般印刷多元的字型相比雖較單調，但仍是讓大字書可適於弱視者閱讀的一項利器。 

參、電子書（E-Book） 

就書籍閱讀角度而論，將原來以紙本印刷出版的內容利用電腦科技結合文字、影像、聲

音與動畫等媒體呈現者即是電子書。其具備有節省儲存空間、改變線性閱讀方式、節點串連

搜尋容易、多種媒體的組合、互動性強與可透過資訊科技彙整各種知識的特性。7常見的電子

書格式有 PDF 檔、HTML 檔、EPUB、AZW 檔等，以下就目前較常用的 PDF 與 EPUB 格式

介紹。 

（一） PDF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意即「可攜式檔案格式」，由 Adobe Systems 在 1993 年用於檔案交換所發展出的檔案格

式。它的優點在於跨平台、能保留檔案原有格式、開放標準，能自由授權（Royalty-free）自

由開發 PDF 相容軟體。 

由於 PDF 保留原有格式的特性，讓視障者在閱讀時容易產生障礙。對保留文字屬性的 pdf

檔，原則上視障者可以讀取其文字內容，但無法閱讀圖形模式及無文字屬性的 pdf 檔8，因此

Adobe 公司也在新版本陸續更新增加相關的輔助功能，如協助編輯者將內容標籤化為標題、

段落或影像，以及新增影像和圖表的描述，讓視障者可以更輕鬆導覽文件。也因增加標籤化

頁面元素及設定影像的替代文字，讓螢幕閱讀程式可以播報標籤化 PDF 中的影像類內容。9

                                                 
4
 陳穆，「視障音樂工作者的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行為」，2008，頁 114（未出版碩士論文）。 

5
 Wikimedia, “Large-print”, http://en.wikipedia.org/wiki/Large-print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2）. 

6
 Paul Nini, “ Typography and the aging eye”, http://www.aiga.org/typography-and-the-aging-eye/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2）. 
7
 張慧雯，「淺談電子書對大學圖書館的影響」，東吳大學圖書館通訊 14 期（2002），頁 31-36。 

8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視障者輔助工具閱讀 pdf 檔的瞭解」，

http://www.webguide.nat.gov.tw/wSite/ct?xItem=36581&ctNode=14433&mp=1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8 日）。 
9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符合 PDF 協助工具標準」，

http://www.adobe.com/tw/products/acrobat/pdf-accessibility-wcag-508-compliance-standards.html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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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加強了視障者的閱讀便利性。 

（二） EPUB 

EPUB 是為一種數位出版物與文件交換的電子書格式標準。其前身為開放式電子書出版

品結構（Open EBook Publication Structure，以下簡稱為 OEBPS），OEBPS 1.0 於 1999 年通過

電子書論壇（Open eBook Forum）的認可，而後於完成 OEBPS 2.0 的修訂作業，同時更名為

EPUB 2。EPUB 3 是為第三個主要發行的版本，其於 2010 年 5 月開始發展，並於 2011 年 10

月正式發布相關規範。10
  

EPUB 為一個自由開放的標準，屬於可「自動重新編排」的內容，文字內容可以根據閱

讀設備的特性，以最適於閱讀的方式顯示。11
 其由四部份主要規範所組成： 

1. EPUB Publication 3.0 

此規範定義 EPUB 出版品（EPUB Publication）出版品層級的語意和整體符合性需求。 

2. EPUB Content Document 3.0 

定義 XHTML、SVG 和 CSS 用於 EPUB 出版品環境下的設定檔。 

3. EPUB Open Packaging Format （OPF） 

定義了一種檔案格式與處理模型，以封裝一組相關資源至一個單一檔案（ZIP）的

EPUB 容器（EPUB Container）。 

4. EPUB Media Overlays 3.0 

定義對同步文字和音訊的格式與處理模型。12
 

EPUB 3 除了更新 EPUB 2 之功能外，也增加多項功能，如 EPUB 3 以 HTML5 為基本內

容格式的基礎、支援在內容文件中嵌入音訊與視訊，另包含媒體層文件，當出版品使用預錄

旁白時，媒體層可提供文字與音訊同步功能，也增加多項有助於文字轉語音（Text To Speech, 

TTS）引擎的功能。13
 藉由這些新功能，讓 EPUB 3 可支援亞洲語系國家特有之文字直排、

斷行規則、注音符號旁註、以及翻頁規則，同時也可向下相容 EPUB 2 格式。 

EPUB 3 有利於製作多媒體以及更豐富排版輸出的數位出版品，也兼顧到亞洲以及非英語

系國家使用方式，再加上具文件導覽功能，也支援文字語音同步功能（即 DAISY 數位有聲書

功能），讓視障讀者可更易於使用 EPUB 電子書。 

                                                 
10 經濟部工業局，「EPUB 3 Changes from EPUB 2.0.1」，

http://download.cloud.org.tw/software/EPUB%203%20Changes%20from%20EPUB%202.0.1.pdf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3 日）。 

11
 經濟部工業局，「EPUB OPF 電子出版品結構資料中文規範書 v1.0」，

http://download.cloud.org.tw/software/EPUB_OPF_Taiwan_v1_0.pdf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3 日）。 
12

 經濟部工業局，「EPUB Media Overlays 3.0」，

http://download.cloud.org.tw/software/EPUB%20Publications%203.0.pdf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25 日）。 
13

 經濟部工業局，「EPUB 3 Changes from EPUB 2.0.1」，

http://download.cloud.org.tw/software/EPUB%203%20Changes%20from%20EPUB%202.0.1.pdf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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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有聲書（Talking Book） 

有聲書是一種個人或多人依據文稿，並藉著不同的聲音表情，和錄音格式所錄製的作品，

常見的有聲書格式有錄音帶、CD、數位檔（例如 MP3）以及 DAISY 格式。有聲書一詞約在

1980 年代出現，意謂著這是一本用聲音來表達內容的書。14
 目前常見的有聲書有 MP3 與

DAISY，以下即針對此二種資源進行描述。 

（一） MP3 

MP3 的全稱為 MPEG Audio Layer 3，由研究視訊和音訊編碼標準的動態影像專家組織

（Motion Picture Experts Group, MPEG）所制定。是一種高效的電腦音頻編輯方案，以較大的

壓縮比將音頻文件轉換成較小的副檔名為.MP3 的文件，基本保持原文件的音質。15而由於

MP3 具有高密度與需要較小傳輸頻寬的特性，使之可隨著網路與閱聽科技的發展而便於傳輸

使用，也被加以應用於有聲書的製作。 

數位有聲書除了真人錄製語音外，也可透過文字轉語音（Text To Speech）加以製作。目

前國內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前瞻技術中心開發一套視障有聲書系統，提供包括

合成語音、人聲錄製語音及點字書的行動有聲書下載服務，即可運用 MP3 隨身聽來下載有聲

書。16
 而 MP3 與 CD 同屬高容量儲存音樂資料的方式，但 MP3 可節省更多的儲存與實體

存放空間，且檔案的傳遞可透過電子傳輸進行，除了節省資訊尋求的時間，也能做最有效的

利用。 

（二） DAISY 

DAISY 係歐美多個先進國家鑒於傳統有聲書在聽讀及搜尋資訊上無法滿足人們需求，發

展出的一套數位化閱讀方式17，故於 1996 年組成了「DAISY 聯盟（DAISY Consortium）」，致

力於推動有聲書數位化的技術研發與應用。目前正式會員共計 17 個國家、20 個單位及 45 個

協同會員，會員遍布五大洲，其中協同會員包括國內的「臺灣數位有聲書協會」及「淡江大

學盲生資源中心」。18
 

DAISY 是指一種多媒體文件的製作標準，主要是將錄製聲音（或合成語音）搭配文字播

放，而其聲音資料的組合方式是根據「資源交換文件格式（Resource Interchange File Format, 

RIFF）」開發而來。19目前 DAISY 第 3 版（DAISY 3）已成為國際間製作有聲書的共通標準，

除語音資料外，也將圖形和文字資料一併依該標準規範製作，利用 DAISY 標準所製作的數位

有聲書（Digital Talking Book，以下簡稱為 DTB），即可將數位文字檔和語音檔同步化，也可

將數位文字檔轉換為點字檔，讀者可透過 DAISY 報讀軟體或點字顯示器了解內容，並依個人

喜好，選擇文字與語音同步播放或單獨播放。此外，DAISY 有聲書具有層次架構，讀者可隨

                                                 
14

 維基百科，「有聲書」，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8%81%B2%E6%9B%B8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7 日）。 
15

 汪勇、熊前興，「MP3 文件格式解析」，計算機應用與軟體 21 卷，12 期（2004）：126-128。 
16

 王桂敏，「聽見文字的聲音－視障有聲書系統」，http://idp.teldap.tw/epaper/20100429/409（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4 日）。 
17

 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DAISY 介紹」，http://www.tdtb.org/daisy/index.html（檢索於 2012 年 8 月 28 日）。 
18

 DAISY Consortium ,” DAISY Members,” http://www.daisy.org/members （accessed August 27, 2012）. 
19

 許敏華，「為盲人服務的數字是聲音信息系統─DAISY 在我國的發展前景展望」，圖書館學研究雙月刊 6 期

（1999）：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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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瀏覽書中的任何章節、搜尋書籍內容等，並具有新增與搜尋書籤、標記重點等功能。20
 

1. DAISY 標準與格式 

目前數位有聲書的國際通行標準為 DAISY 3，由美國國家資訊標準組織（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為 NISO）所發展，並獲得美國國家標準局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以下簡稱為 ANSI）的核准，其正式編號為 ANSI/NISO 

Z39.86 2005。該標準則以W3C的推薦格式為規範，如DAISY 3是基於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與 ANSI/NISO Z39.86 2005 的規格，而其前一版 DAISY 2 則是基於 XHTML

（eXtensible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與 SMIL（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的規格。21
 

使用 DAISY 標準所製作的 DTB，是由一連串的文件檔所組成的，其基本的元件包括22： 

(1) 語音文件：保存人工朗讀的聲音訊息。 

(2) 文本文件：經 XML 標註，包含全部或部分文本內容的文字檔。主要是支援關鍵字

檢索、點字輸出、語音合成等必要文件。 

(3) 同步控制文件（SMIL 文件）：在 DTB 播放時保持文本內容（有時包含圖像）和語音

等其他多媒體信息同步的控制文件。 

(4) 瀏覽控制文件（NCX 文件）：依內容的層次架構進行特定處瀏覽，可快速跳至想閱

讀的頁面。 

在 6 種 DTB 類型中，「含全文字檔的同步語音」的架構最為完整，包含以下部分：以 XML 

撰寫的文字檔（.xml file）、數位化語音檔（.mp3 file）、文字/語音同步檔（.smil file）、瀏覽控

制檔（navigation control file），但上述架構內容僅作為生產者製作所需之資訊，視障者即使不

了解技術細節亦不妨礙其使用。23
 

茲將 DAISY 版本發展情形整理如表 2
24： 

表 2：DAISY 版本發展情形一覽表 

DAISY 

格式版本 
發展年月 相關標準／規範 備註 

DAISY 計畫 1988  
由瑞典國家視障圖書

館主導 

DAISY 雛型 1994.09 專門設計於電腦 Windows 平台使用 
於維也納的 ICCHP 會

議發表 

DAISY 1996.05  DAISY 聯盟成立 

                                                 
20

 王建立，「DAISY 有聲書介紹兼談臺灣有聲書未來的發展」，啟明苑通訊 50 期（2002）：17-18。 
21

 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DAISY 介紹」，http://www.tdtb.org/daisy/index.html（檢索於 2012 年 8 月 28 日）。 
22

 齊向華，「基於 DAISY 的數字有聲讀物資源建設與傳遞」，中國圖書館學報 35 卷，181 期（2009）：109。 
23

 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DAISY 介紹」，http://www.tdtb.org/daisy/index.html（檢索於 2012 年 8 月 28 日）。 
24

 概念來自於 DAISY Consortium, “Obi/Tobi Project Charter”, 

http://data.daisy.org/projects/tobi/obi-tobi_charter_2011-12_updated/#Role_of_the_DAISY_Consortium （accessed 

September 1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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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SY 

格式版本 
發展年月 相關標準／規範 備註 

1997.05 HTML 決議採 HTML 格式 

DAISY 2 1998.09 

1. XHTML 

2.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 （SMIL） 

以左述標準為基礎 

DAISY 2.01 1999.09 

1. XHTML 

2.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 （SMIL） 

3. XML 

1.增加註腳、圖表自動

播放的控制功能 

2.增加 XML 全文同步

機制 

DAISY 2.02 2001.12 ANSI/NISO Z39.86-2002 與 NLS 共同發展 

DAISY 3 2002.03 

1. SMIL 2 

2. rich XML 

3. ANSI/NISO Z39.86-2005 

4. ANSI/NISO Z39.86-2005 （R2012） 

與 NLS 共同發展 

DAISY 4-AI 2011.01 

DAISY 4 AI - Z39.86 AI 

（Authoring and Interchange 

Framework, AI） 

1.草案發表 

2.計畫納入 EPUB 3、

PDF、點字 PBF 

2. DAISY 數位有聲書的特色 

DAISY 數位有聲書最大特色是它有別於一般有聲書，具有章節層級及加入書籤、指定頁

碼的功能，比起一般傳統有聲書，更符合明眼人的閱讀習慣。其特色包含下列幾點25： 

1. 減少搜尋聽讀的時間：一般 MP3 或 CD 的有聲書是屬於線性式聽讀，在聽讀過程中

若要跳至特定章節，需要花費額外的搜尋時間。而 DAISY 有聲書則是具有 6 個層級

架構的有聲書，其分成章、頁次、節、小節、段落及句子 6 個層次，使用者可以任

意選擇要從文本的哪個段落開始閱讀，此項功能可大幅減少搜尋時間。 

2. 可重複聽讀重要部分：DAISY 有聲書具有加入書籤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在聽讀過程

中將重點處加入書籤，若要複習，就能快速找到重點。 

3. 可調整聽讀的速度和音調：一般有聲書的播放軟硬體只能以相同的速度或音調來進

行聽讀，DAISY 有聲書的播放軟硬體則提供調整播放速度與音調的功能，使用者可

依個人喜好來調整聽讀速度和音調，使學習效率更佳。 

4. 文字和聲音同步：「含全文字檔的同步語音」類的 DTB 與雙視點字的功能相差無幾，

可以解決中文字同音異字的問題，也可以增加與明眼人互動的機會。 

英國學者 Gwenn McCreath 與 Jamie Cuthbertson 在其論文「使用數位科技提升獲取學習機

會（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improve access to learning）」中論及英國有鑑於 DAISY 的使用

潛力，所以透過使用新科技的前導計畫，來了解視障者使用現況。在一年中先以問卷調查 102

                                                 
25

 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常見問與答」，

http://repat.moi.gov.tw/02consultation/con_a_main.asp?id=4199 （檢索於 2012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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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職員生；再以觀察訪談從小學到大學各層級中的 3 位教師及 15 位視障學生使用者，了解

他們在使用 DAISY 新書及 CD 的狀況。DAISY 取得對於該計畫的回饋意見，發現他們最大

的需求是第二型的「具結構的純語音（audio only with structure）」及第四型的「含全文字檔的

同步語音（full text with synchronized audio）」最受使用者歡迎。26所以該計畫在量化問卷調查

後，就以此兩型為設計範圍作為深度訪談的依據。 

第二節 國內外視障讀者服務相關文獻探討 

視障者在各種資訊管道不足的情況下，對求知感到迫切需要，藉由圖書館提供的相關資

源，不但能吸收知識、激發潛能，更能成為其交誼的平台，因而，視障讀者服務（Library Services 

for the Blind）是圖書館不斷精進的服務項目。27本節將探討此領域之國內外相關文獻。 

壹、國內外實證研究 

  國內方面，廖淑珍與劉蓓君為得知視障者獲取資訊及使用圖書館的狀況，於民國 80 年對

臺灣盲人重建院 31 位視障者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發現28： 

（一）遇到困難時，多數的視障者會先求助於老師、朋友及家人，其次才會自行搜尋資

料。 

（二）視障者多由收音機及有聲資料獲得資訊，最常使用的資料載體是錄音帶；而資料

類型主要為辭典等工具書、心理及文學類資料，以及娛樂消遣性資料 3 大類。 

（三）受訪者中，表示想利用圖書館卻不知如何使用，以及根本沒想到使用的比率很高。 

民國 87 年，吳英美針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的視障讀者進行有聲書需求調查，根據

回收之 244 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其研究結果包括29： 

（一）因有聲書體積小、攜帶方便，能隨著聲音的抑揚頓挫、情緒起伏，享受書中情境，

因此，娛樂消遣即成為視障讀者向圖書館借閱有聲書的主要原動力。 

（二）視障者最喜歡及最常借閱的有聲書主題為小說及散文小品。 

（三）教育部對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的視障生皆提供點字或放大字體版本的教科書，大

專程度的視障生則有同學協助報讀或是點字筆記，對視障讀者而言，各科參考書

反而最難取得，也最為迫切；另外，亦有不少讀者希望有其他主題或外語資料。 

民國 87 年，趙雅麗針對 238 位視障者進行問卷調查，探討其使用大眾傳播媒介之行為與

動機，研究結果指出30： 

                                                 
26

 Gwenn McCreath and Jamie Cuthbertson,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improve access to learning,” International 

Congress Series, 1282 （2005）: 956-959. 
27

 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資訊網，「視障讀者服務」，

http://edic.nict.gov.tw/cgi-bin/tudic/gsweb.cgi?ccd=IBok2p&o=e0&sec=sec1&dispcnt=1&active=brwbh&s=sid="0000

0055180"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11 日）。 
28

 廖淑珍、劉蓓君，「盲人•盲人教育與盲人圖書館」，書香 8 期（1991 年 3 月）：33-40。 
29

 吳英美，「視障讀者對有聲書的需求調查－以彰化師大圖書館為例」，書苑 38 期（1998 年 10 月）：16-25。 
30

 趙雅麗，「臺灣地區視障者資訊媒介使用行為與動機調查研究」，新聞學研究 66 期（2001 年 1 月）：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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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視障者使用媒介動機方面，「尋找解決困難的辦法」和「尋找購物的參考資料」

高居第一、二位。 

（二）視障者在「個人電腦」與「網路設備」的媒介擁有率與明眼人不分軒輊；在所有

傳播媒介中，視障者擁有「收音機」和「網路」的普及率與接觸頻率超過明眼人，

且「網路」的擁有率已接近「收音機」，顯然「網路」已成為視障者獲取資訊的重

要管道。 

（三）視障者中，全盲者在「雜誌」的擁有率高於弱視者及明眼人，應與免費訂閱有聲

雜誌（光鹽愛盲服務中心、愛盲文教基金會、清華大學等單位定期發行）及點字

月刊（新莊盲人重建院發行）有關。 

民國 89 年，張瀚文以私立臺灣盲人重建院為個案分析對象，深度訪談院內 6 位視障學生

（16 至 45 歲；5 名全盲者、1 名弱視者），以了解其資訊行為，研究結果顯示31： 

（一）視障者之資訊需求大致分為課程資訊、就業規劃、新知消息、個人興趣、日常生

活、人際關係、精神勵志幾類；其中課程資訊以按摩為主，因視障者將該項技能

視為未來就業所需，故非常重視，較積極者會主動尋求就業或生涯規劃的相關資

訊。 

（二）除弱視者可閱讀資料外，其他全盲視障者皆須仰賴聽覺，其資訊來源管道包括廣

播、電視、錄音帶、聽人口述或報讀；除弱視者與少數熟悉點字的視障者會買書

（一般書籍或點字書）以外，其他視障者多半依賴收音機與電視錄音帶等大眾傳

播媒體。 

（三）在圖書館利用方面，雖然所有受訪者都知道圖書館服務，但使用率卻十分低落，

其表示並非不知道服務項目，也非不喜歡圖書館的作法，而是因為沒有時間或覺

得不需要。 

民國 91 年，陳仕祐探討重度視障大學生的資訊搜尋行為，深度訪談 8 位重度視障大學生，

並針對 8 位協助視障學生搜尋資訊的輔導老師、同學、工讀生和志工，辦理 2 場團體訪談。

其研究結果發現32： 

（一）重度視障生尋求資訊的媒介，包括圖書館利用、網路應用、人際網絡、尋求支援、

大眾傳播、商店賣場、詢問他人、利用資源中心支援及實地探訪等方式。其中人

際網絡的資訊傳布方式是視障生重要的資訊來源。 

（二）重度視障生在搜尋資訊時會遇到自身問題（如視力限制、行動能力限制、對主題

不熟悉、找不到人協助、需求表達不清、缺乏生活資訊、搜尋的心態消極、資訊

素養不足），媒介問題（如視障電腦設備的限制、資料形式不能讀取、媒介的資訊

不足、圖書館管理不周），檢索問題（如檢索之詞彙同音異字、字音與字形辨識困

難、資料繁雜、轉譯後原稿流失、資料太少、不相干資料、資訊遺漏），與協尋者

問題（如協尋者主觀判斷、關鍵詞彙混淆、檢索技巧不足、誤解原意、圖像表達

                                                 
31

 張瀚文，「視障者資訊尋求行為之調查研究－以臺灣省私立盲人重建院為例」，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64 期

（2000 年 6 月）：127-139。 
32

 陳仕祐，「重度視覺障礙大學生資訊搜尋行為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2003），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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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時間配合問題、友誼與熟悉度不夠）；且人際關係、資訊媒介、個人先前經

驗與科系背景是影響資訊搜尋行為的重要條件。 

（三）當重度視障生無法讀取資訊形式時，需要轉譯資訊形式，轉譯方式有報讀資訊、

錄音讀取、磁片存取、點字轉譯、代抄筆記，而圖像描述方式則有字幕報讀、情

節敘述、具體譬喻、引領體悟及困惑澄清等方式。 

民國 93 年，劉嘉馨以工作於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的視障者

為對象，訪談 16 位具大專以上學歷者，探討其網路資訊行為，研究結果指出33： 

（一）透過網路，視障者可以搜尋資料，解決學業或事業問題，滿足其生活應用、吸收

新知、人際互動方面的需求。 

（二）網路對視障者的重要性包括：資料新穎、資源豐富、不受時空限制、擴展視野、

增加溝通管道、強化資料搜尋獨立性以及省時省錢。 

（三）視障者大多習慣在熟悉的環境上網，主要於住處（家裡或宿舍）、學校或工作場所，

較少人親自到圖書館使用電腦網路設備；然而，視障者能透過網路使用圖書館提

供的數位點字書及有聲書等電子資源，對全盲者的助益較大。由此可知，網路的

電子圖書資源，可彌補視障者現實生活中的資訊落差。 

民國 93 年，葉乃靜訪談 14 位從事圖書館員、電腦教學、點字圖書製作、按摩業等工作

之視障者，欲探討其資訊行為。研究結果包括34： 

（一）視障者主要以聽覺和觸覺吸收知識，而網路、電視和收音機是最常獲取資訊的管

道。 

（二）點字圖書、有聲資料對視障者的學習過程中非常重要，因後者具有反覆收聽的功

能，更為重要。 

（三）因視障者個別需求不同，故亟需個人化資訊服務；受訪者亦表達館員對協助視障

者方面不夠專業。 

民國 94~95 年，李生雄針對普通高中資源班之視障生及臺北啟明學校高中普通班學生，

合計 26 所學校，視障學生共 75 人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和行動研究，探討高中資源班視障

學生的圖書資訊利用現况以及需求。研究結果顯示35： 

（一）圖書館應利用推廣教育加強對視障學生的特別指導，尤其是高三視障學生，以符

合升學及甄試需要。 

（二）視障學生最常查詢的資料，依次為文學類、歷史類、藝術休閒類，此排名表示出

視障學生的興趣和接觸範疇，也與視障學生的需求有關。 

（三）網路是視障學生的資訊重要來源，但其電子資料庫的使用經驗不足，是圖書資訊

利用教育的重點。 

                                                 
33

 劉嘉馨，「高教學歷視障者網路資訊行為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2005），104-109。 
34

 葉乃靜，多元文化下的資訊行為研究。（臺北市：文華出版社，2005），209-233。 
35

 李生雄，「高中資源班視覺障礙學生圖書資訊利用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7），

1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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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5 年，陳怡佩以視障兒童及青少年為對象，深度訪談 11 位視障兒童及青少年，以

瞭解其資訊需求、尋找資訊時面臨的困難和解決途徑，以及其利用圖書館的情形。研究結果

指出36： 

（一）受訪者閱讀教科書時大多透過點字書或大字書，課本以外則多以有聲資料為主。

當課業遇到困難時，通常有家庭教師或輔導員教導功課，老師在功課上的要求多

以課本內容為主要範圍，較少要求其自行尋找資訊來撰寫。 

（二）會看課外讀物的受訪者不多，「小說」是多數受訪者的第一選擇，其中以偵探、恐

怖及歷史小說最多，如《哈利波特》系列。此外，勵志（身體有部分缺陷，卻能

勇敢走出一片天的人物故事）及相聲類有聲書也頗受青睞。 

（三）受訪者有資訊需求時，仍是以人際溝通為主要尋求管道，只有少部分會使用圖書

館，並以學校圖書館為主（其表示學校資源已足夠），僅有 1 位受訪者表示常主動

利用校外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及清華大學盲友會）；值得注意的是，

有 7 位受訪者曾使用校外圖書館，但是因為不瞭解圖書館有哪些書籍可借，或不

明白圖書館提供的服務項目而不再使用。 

張博雅與林珊如於民國 97 年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的視障讀者為對象，訪談 23 名

視障者（全盲者 15 人、弱視者 8 人，年齡為 24 歲至 83 歲不等）的圖書館利用行為，參酌訪

談結果後，再以問卷調查 280 名視障者（全盲者 215 人、弱視者 70 人，年齡為 9 歲至 67 歲

不等）的意見，探討視障者的資訊尋求行為，研究結果發現37： 

（一）視障者利用圖書館的情形如下： 

   1.視障者利用圖書館係滿足對生活資訊、醫療健康資訊、工作資訊、課業資訊、社

交資訊、政府資訊、自我成長（包括心靈慰藉）等七大面向需求，另有尋找子女

教育資訊的需求。 

  2.有聲資料（錄音帶及 MP3）、網路資源或電腦文字檔為視障者主要閱讀的媒體型

式，使用數位點字書者最少。 

   3.視障者利用圖書館或視障服務機構最常遭遇「資訊媒體取用障礙」，請館員協助為

排除障礙的主要方式之一。 

（二）視障者期望增加小說、散文、醫療健康、精神勵志、工具書、生活應用類主題及

期刊雜誌類型的視障館藏資料，並期望製作成 MP3、網路資源、或電腦文字檔媒

體型式，以郵寄、網路連線或電子郵件方式提供利用。 

（三）就各種服務的需求程度而言，視障者對資料代查及引導服務的需求程度最高；其

次為與國外視障圖書館合作及報讀服務；付費宅急便服務及辦理讀書會的需求程

度較低。 

國外方面，衡諸本章第一節中談到視障資源發展的四個階段，其中從第一階段點字世代

                                                 
36

 陳怡佩，「視覺障礙兒童及青少年的資訊需求」，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2 卷 3 期（2006）：32-43。 
37

 張博雅、林珊如，「從意義建構取向探討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之視障服務」，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47

卷 3 期（2010）：28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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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進錄音有聲書的世界經歷了百年之久（1830~1930 年）；而錄音有聲書的階段也走了六十年

方進展到數位資源階段（1930~1990 年）；而從視障數位資源的發展到關注標準規格的 DAISY

世代卻僅有十餘年的變化。究其原因，美國於 1990 年訂定的「美國殘障者法案」（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發揮了顯著的影響力。立法後，許多機構組織更積極投入關注殘

障者的行列，圖書館界亦然。 

1991 年全美進行了殘障者普查，美國圖書館學會下的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也於同年對其

會員圖書館進行殘障者服務調查，了解該法案對圖書館的影響及圖書館界的反應。其後陸續

有多個計畫與調查，如 1993 年維吉尼亞州對全州圖書館進行相關調查38、1995 年科羅拉多州

則針對 131 所專門醫學圖書館進行殘障者服務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圖書館最常提供殘障者

的服務包括協助檢索及複印，此外，當時的圖書館較少關注殘障者使用線上目錄及資料庫的

不便，更少進行館際合作。39當關注殘障者之際，開始有人關注圖書館對於視障讀者的服務，

Corn 及 Koenig 倡議要有系統且客觀地為視障者評量出合適的閱讀媒介，並提出弱視者閱讀

媒介評量（Reading Media assessment），透過觀察使用感官管道、準備做觀察、引導觀察內容

及整理持續性閱讀媒介評量等四項評量流程，協助有成效的閱讀40；Patricia P. Nelson 則關心

視障者使用圖書館線上目錄的可及性。41
 

隨著科技進步與網路興起，視障用電腦有長足發展，一般網頁的設計也顧及到視障者的

閱讀使用42，1997 年卡內基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在發展數位圖書館時，亦將視

障者的使用納入網站環境設計中。不同程度的視障者（全盲、弱視等）在使用網站或圖書館

之數位資料時僅能閱讀文字，無法辨識影像代表的意義，除非借重文字輔助說明方能掌握圖

形相關訊息43；點字的閱讀也開始深根，Swenson 在 1999 年出版點字閱讀素養的入門書。44
 

邁入 2000 年的前夕，世界各國紛紛提出以資訊學習為目標的規劃。美國提出「美國 2000」

（American 2000），具體呈現六大教育目標，再提出「資訊 2000」（Information 2000），收集

全美相關學者、資訊及圖書館工作者的意見，具體研擬未來圖書館的資訊服務發展目標；其

他各國也先後提出如「資訊英國 2000」（Information UK 2000）、新加坡「圖書館 2000」（Library 

2000），陸續透過公共圖書館系統，建設一條開放、公平的資訊道路，滿足各式各樣學習者，

支援終身學習的最終目標。 

當資訊社會的人們透過網路悠遊於資訊大海中，網路資訊使用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

                                                 
38

 Christner Lee,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nd Virginia libraries: A survey report,” Virginia Libraries 39, 

no.4（October-December 1993）: 9-11. 
39

 Patricia P. Nelson, “Library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Results of a survey,”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84, no.3（July 1996）: 397-401. 
40

 Alan J. Koenig and M. Cay Holbrook, “Learning Media Assessment - A Resource Guide for Teachers （2nd ed）.” 

TSBVI 1995. 

http://www.tsbvi.edu/curriculum-a-publications/3/1037-learning-meadia-assessment-a-resource-guide-for-teachers-2nd-

ed （accessed November 3, 2012）. 
41

 Patricia P. Nelson, “A low-vision workstation for online catalog access: Empowering persons with visual 

disabilities,”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83, no.2（April 1995）: 247-248. 
42

 Scadden, L. A.., “Technology and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1 1997 update,” Technology and Disability 6

（1997）: 137-145. 
43

 Lilly, E. B., “Creating accessible web sites: An introduction,” The Electronic Library 19 no.6（2001）: 397-404. 
44

 Swenson. A. M., Beginning with braille: Firsthand experiences with a balanced approach to literacy （New York: 

AFB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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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性（convenience）和公平性（equality）逐漸被強化。Jackson Sanborn 研究網頁對視障者

的可及性45、Wooseob Jeong 於 2003 及 2005 年陸續探究數位點字的應用46
 

47，公共圖書館也

正視這群「資訊貧民」的存在，關注其在網路資訊環境中遭遇資訊獲取困難、不平等及弱勢

的現象與處境，並深入關懷視障孩童，從 2010 年 Diane D. Miller「自然閱讀：一位母親與其

視障小孩的經驗（Reading comes naturally: A mother and her blind child’s experiences）」一文中，

在在顯示視障孩童當今面臨的資訊弱勢環境，足供圖書館界對視障讀者服務之參考。48
 

貳、國內服務標準 

吳英美認為，視障讀者資訊服務的相關標準制定的考慮方向應包括49： 

（一）圖書館管理標準 

由於視障讀者使用圖書資源與輔具設備特殊，對於圖書館的空間、配置與典藏環境條件

須更為嚴謹，包括衡量讀者人數與館藏比例、經費來源情形、館藏來源不穩定性，以及確認

視障相關機構的專長領域以便合作等，另外，亦應特別注意資訊轉介服務的建立，以及強化

館際互借之流暢性。 

（二）有聲書錄製標準 

圖書館的視障館藏來源若為自行產出，因非屬專業出版，兼及審核制度未建立，有聲書

的品質良莠不齊，是讀者人數無法突破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建立標準作業流程，作為品

質管理的規範，包括錄製體例格式化、儲存媒體規格統一化及建立錄音品質管制標準。 

（三）書目著錄之標準 

有聲書儲存格式有錄音帶、光碟、磁帶及硬碟等，每種儲存媒體皆有其書目特性，故著

錄項目將更為複雜，包括以重製之媒體為著錄主體、對重製來源書目的表示，以及書目格式

須符合 ISO-2709 格式。 

（四）有聲書數位化標準 

視障用電腦技術發展日益成熟，受限於錄音帶儲存壽命短，有聲書數位化及網路化已是

大勢所趨。其標準制定內容包括壓縮格式、壓縮比例、資料傳送與下載，更涉及版權，因而，

對於資料傳送與下載之權限須嚴加規範與控管，該資料亦非終生擁有，而是應規範閱讀時限

或以資訊技術自動銷毀之。 

薛理桂及林巧敏於民國 101 年研提視障者利用電子化圖書資源之法規條文，並提出專責

                                                 
45

 Jackson-Sanborn, E., Odess-Harnish, K. and Warren, N., “Web site accessibility: a study of ADA compliance”, 

Technical Reports TR（May 05, 2001）, http://ils.unc.edu/ils/research/reports/accessibility.pdf （accessed November 3, 

2012）. 
46

 Wooseob Jeong and Myke Gluck, "Multimod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dding Haptic and Auditory 

Displa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4, no.3 （2003）: 229-242. 
47

 Wooseob Jeong, "Touchable Online Braille Generator," in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ACM SIGACCESS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and Accessibility （New York: ACM Press, 2005）, 188-189. 
48

 Diane D. Miller, “Reading Comes Naturally: A Mother and Her Blind Child’s Experiences,” Journal of Vis Impair 

Blindness 104 no.4（2010）: 188-9.  
49

 吳英美，「視障讀者資訊服務相關標準的制定－以國內視障讀者有聲書服務為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館刊 7 卷，1 期（2001 年 3 月）：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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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設置建議，研究結果發現50： 

（一）設置專責圖書館統合視障圖書資源服務 

目前國內視障者在圖書資源服務方面，最大的資訊落差在於「資訊取得管道不足」與「及

時性不高」等問題，未來視障服務專責圖書館將儘量取得出版社授權，或與其他圖書機構合

作，以取得出版品之原文電子檔，並轉置為視障者可觸摸或可聽的數位點字書或有聲書。 

（二）提供整合視障圖書資訊資源之單一查詢窗口 

以現今資訊技術而言，將文字檔轉換為點字書與有聲書並不複雜，但是因為國字一字多

音或多字同音的問題，需付出較高的人工校對成本；此外，視障資源分屬不同單位，對視障

者而言，獲取資訊相當不便，是故，整合國內相關視障機構之電子式視障圖書資源，提供聯

合目錄查詢與內容連結，將是未來提升視障讀者服務品質的改革趨勢。 

（三）修改著作權法與送存相關法規條文 

視障服務專責圖書館如能取得出版品之電子檔案，轉換為數位點字書與有聲書，將可滿

足視障者快速取得資源之需求，但出版單位常礙於商業利益與數位權利管理疑慮而未提供，

因而，建議「著作權法」第 53 條宜增列條文，使視障服務專責圖書館能合法重製視障資源，

以增加視障電子化圖書資源之來源。其次，各公私機構發行之出版品及學位論文之送存規定，

亦應考量視障者之需求，因此，建議「圖書館法」第 15 條及「學位授予法」第 8 條宜增列規

定，使相關圖書資源亦能送存視障服務專責圖書館，保障視障者權利。 

（四）建議政府機關持續編列經費推動視障圖書資源相關工作 

圖書資源電子檔之徵集與轉置、人力校對與加工、機具之維護與更新，皆需要穩定持續

之經費，故建議政府機關應維持固定經費編列，保障視障專責圖書館提供服務之質與量。 

（五）提供視障服務人員訓練並招募志工 

國內公共圖書館提供視障者服務之問題，除缺乏統籌規劃與經費不足外，缺乏工作人員

與專業不足也是嚴重問題，建議未來徵聘專業人員提供服務，並兼負現有人員教育訓練之職

責並仿效其他國家招募志工參與視障服務。 

參、國內外視障讀者使用相關格式 

國內方面，國立編譯館自民國 94 年起進行「數位點字書資訊網」的建構與資料內容擴充，

並為符合視障者的特殊需求，於是將該館歷年出版成果，應用先進的點字轉譯技術，轉譯為

數位點字版本，作為視障者專用的電子書。該館歷年來製作視障圖書資源的成果豐碩，於民

國 94 至 98 年度間，已完成 132 種數位點字書。該館視障資料製作及服務流程包括51： 

（一）選書與建檔 

該館先選出每年出版的優良讀物，列為製作清單，接著建置數位點字書資料檔，包括全

文建檔（打字或檢視文字電子檔，並進行人工校對）、轉譯（將校對完成文字電子檔自動轉譯

成點字檔）、校對（人工檔案編輯、明眼人協助報讀）、製版（製成點字數位有聲書）。 

（二）內建導覽軟體 

                                                 
50

 薛理桂、林巧敏，「視障圖書資源服務現況與相關法規之探討」，大學圖書館 16 卷，2 期（民國 101 年 9 月）：

20-39。 
51

 邵婉卿，「超越新視界：以國立編譯館的數位點字服務為例」，圖書館管理季刊 6 卷，2 期（2010）：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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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數位有聲書完成後，安裝「數位點字圖書自動導覽系統」（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

協會研發），透過語音輔助系統，可發聲讀出圖書逐字內容，如此即具備點字及有聲書雙重功

能。前述成品僅供視障者免費使用，不得轉為商業用途。 

（三）寄送成品光碟片 

將成品壓製成視障者專用光碟，免費寄送給視障者，包括視障圖書館、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中心、視障學校、視障團體、視障專家學者及擁有視障用電腦的視障讀者，約 1,000 位。 

（四）資料庫公開上網 

將完成的數位點字內容置於「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之國立編譯館專區中，視障者可使

用分類查詢、全文瀏覽等功能找到所需資料，待免費下載後，使用觸摸顯示器或螢幕朗讀等

軟體，來讀取書籍內容。 

該館數位點字有聲書完整製作流程如圖 1 所示。 

 

圖 1：國立編譯館數位點字有聲書製作流程 

 

該館數位點字書服務的效益包括52： 

（一）「點字」與「有聲」雙軌呈現 

國立編譯館採用資訊科技，即能使製作完成的電子圖書，具備「點字」與「有聲」雙重

                                                 
52

 邵婉卿，「超越新視界：以國立編譯館的數位點字服務為例」，圖書館管理季刊 6 卷，2 期（2010）：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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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更能滿足不同視障讀者的個別需求。 

（二）善用電子書利器 

電子書之優勢在於縮小書籍內容的體積，並增加檢索功能，透過光碟與網路更能達到快

速傳播的目標，流通更為便利。 

（三）超低成本，無限效益 

該館於民國 94 至 98 年間寄送予視障者光碟的成本，平均每位受益對象約花費 280 元，

即能獲得 132 冊的點字與有聲書的閱讀機會，未來更能以每片不到 20 元的複製成本無限制推

廣，無止境增加受益人數，若再加上網路下載次數，相信是傳統點字書無法匹敵之處。 

（四）創造視障者的就業機會 

因為製作數位點字書，必須有視障者參與校對工作，因此創造了數名視障（及視、聽雙

重障礙）者的工作機會，使其獲得經濟上些許援助。 

國外方面，2004年，Saumure及Given兩位學者以加拿大亞伯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

6 名視障學生為對象，進行深入的定性訪談，研究結果發現53： 

（一）視障學生的學術資訊尋求行為受到科技運用、主動支援網絡（active support 

networks）與個人決心而增強；但視障學生搜尋資訊時往往花費較多時間、難以

獨自進行、他人不易理解其需求，以致難以取得電子資源。 

（二）建議圖書館能將學術資源轉譯為可共享的替代格式（如點字），以及由出版商直接

提供電子資源予圖書館，以利視障學生使用。 

 有聲書部分已於本章第一節介紹，並於第三章中國外服務現況中分別敘明，在此不贅述。 

綜合以上所述，由於視障讀者到館不易，圖書館不能只是被動等待其上門，而是應扮演

主動的角色，努力宣傳館藏及線上視障圖書資源，並積極提供相關措施（如個人化服務），讓

更多的視障讀者受惠。 

                                                 
53

 Kristie Saumure and Lisa M. Given, "Digitally enhanc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s of visually 

impaired post-secondary student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28, no. 2（January 2004）: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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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服務視障讀者現況 

統計至民國 101 年 6 月，我國身心障礙者人數為 1,110,304 人，佔總人口 4.77%，其中視

覺障礙者約有 56,589 人，佔身心障礙者人數約為 5.1% 
54；這些「少數而重要」的視覺障礙

朋友如何取得最新資訊與圖書資源，確實是現今強調公平正義的臺灣社會，不可忽視的一環。 

而以國外先進國家發展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而言，弱勢族群一向是其關懷的對象，

相關機構的服務也應運而生，並且行之有年，其中，圖書館為符合視覺功能障礙讀者（以下

簡稱為視障讀者）對學業、求職、生活休閒等圖書與資訊的殷切期盼，所肩負的服務確實任

重而道遠。以下分述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提供視障讀者之服務情況，期了解各方之長，作為

精進之參考。 

第一節 國內機構提供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服務之現況 

現今國內視障相關組織相當多元，以下依服務與資源的提供類型分為「圖書資源單位」、

「教育研究單位」、「政府機關（行政法規）」及「其他相關服務單位」4 大類，其中「圖書資

源單位」再細分為「公共圖書館」及「大學校院專責機構」2 項；「教育研究單位」再細分為

「視障教育專門機構」及「大學學系及附屬單位」2 項（完整清單詳附錄 4）。 

壹、圖書資源單位 

一、公共圖書館（資料詳見表 3） 

此分類包括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國立臺中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桃

園市立圖書館視障資訊室、臺南市立圖書館中西區分館及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可區分

為「國立圖書館」和「市立圖書館」兩個次分類。 

屬於「國立圖書館」的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和國立臺中圖書館，前者資源相當完善，

提供予視障讀者之館藏資源類型共 6 種，其紙本點字書館藏量為 12,588 冊，而有聲書館藏量

更是高達 121,930 冊，其餘資源（除雙視圖書為 42 冊外）均含千餘冊，該館於民國 64 年即

成立「視障者讀物資料中心」，長期累積的視障圖書資源，至今共累積超過 140,000 冊，館藏

量相當可觀；而國立臺中圖書館之視障資源較集中於點字書光碟、雙視圖書與有聲書（館藏

量分別為 630 冊、248 冊及 349 冊），紙本點字書僅有 54 冊，然而，國立臺中圖書館以數位

圖書館為其未來發展趨勢，也與教育部、清華大學盲友會、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及渣打國

際商業銀行等單位，合作舉辦「2011 年視障學生閱讀推廣計畫」，未來對於視障者圖書資源

服務的發展極具潛力。 

市立圖書館中，臺北市立圖書館設立啟明分館專門為視障讀者服務，其館藏種類共 7 種，

除線上點字樂譜館藏量為 26 種外，其他資源均有上千冊，點字書館藏量更高達 11,190 冊。

服務方面則提供口述影像（audio description）、生活語音專線（24 小時查詢生活相關資訊）、

                                                 
54

 內政部，「101 年上半年身心障礙者福利統計」，http://sowf.moi.gov.tw/stat/week/week10134.doc （檢索於 2012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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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讀服務、啟明讀書會…等視障讀者活動，其資源及服務相當完善；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

館的視障實體資源分為 3 類，包括點字書、有聲書及雙視書，其有聲書館藏達 5,480 卷，該

館經常舉辦視障者相關活動，以及提供一部擴大閱讀機供視障者利用；本研究團隊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31 日致電桃園市立圖書館視障資訊室確認視障資源館藏量，但其長年均未進行確切

統計，因此參考民國 97 年取得之統計資料，館藏種類為紙本點字書與有聲書兩類，並設置視

障專用電腦 2 部、印表機 1 台、擴視機 2 部，且也提供視障者檢索網路資源；臺南市立圖書

館中西區分館則設置有聲圖書室，包括臺語與客家文學方面之數位有聲書，並且提供點字書

借閱、視障專書與網路資源服務、視障電腦輔助設備等服務。相較之下，臺北市立圖書館啟

明分館與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有較豐富之館藏資源與服務；桃園市立圖書館視障資訊室

與臺南市立圖書館中西區分館則在此方面較弱。本類別視障圖書資源、輔具設備及服務一覽

表請詳附錄 4。 

表 3：國內視障服務/資源機構概況-公共圖書館一覽表 

地區 名稱 館藏量（冊/份） 備註 

新北市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15,288 

B：121,930 

C：6,546 

D1：2,786 

D2：1,731 

G：42 

 

臺中市 國立臺中圖書館 

A：54 

B：349 

C：630 

G：248 

 

臺北市 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 

A：11,190 

B：9,866 

C：3,408 

D1：1,217 

E：26 

F：2,090 

G：4,222 

 

桃園市 桃園市立圖書館視障資訊室 
A：58 

B：1,010 

參考民國 97 年統

計資料 

臺南市 臺南市立圖書館中西區分館 A：844 

含臺語現代詩、臺

語散文、臺語諺語 

、客家文學 

高雄市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 

A：2,373 

B：5,480 

G：40 

 

（註）館藏代號意義如下： 

A：紙本點字書。B：有聲書（卡帶/CD）。C：數位點字書。D1：數位有聲書（MP3）。D2：數位有聲書（DAISY）。

E：線上點字樂譜。F：有聲報紙。G：雙視圖書。H：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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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校院專責機構（資料詳見表 4） 

此分類包括淡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其中淡江大

學及國立清華大學均設立專責單位服務視障者，分別為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以下簡稱為

淡大盲資中心）及國立清華大學盲友有聲書籍服務委員會（以下簡稱為清大盲友會）。就提供

視障圖書資源之數量而言，淡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較為豐富，值得注

意的是，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視覺障礙資料組（以下簡稱為彰師大視資組）每年提供新

書目錄予讀者，每半年編製新的有聲書訊，工作人員更負責義務撰寫新書摘要。 

就提供視障者服務方面，淡大盲資中心多年來製作大專點字教科書，清大盲友會將國小、

國中及高中的自然（數理）教科書錄製為有聲書，彰師大視資組則將國小、國中及高中的人

文社會教科書錄製為有聲書；由於大專教科書範圍較廣，難以全部錄製為有聲書，故後兩所

學校僅錄製現有盲生就讀科系之教科書。此外，淡大盲資中心近年致力於視障用電腦軟硬體

及手機 APP 研發，以及語音合成技術，使視障者獲取資訊更為便捷。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視聽中心除每月錄製「交大愛盲有聲雜誌」外，其建置的「交大數

位愛盲有聲書網」因顧及著作權法規定，僅限領有殘障手冊之視障者註冊使用。由此可知，

視障讀物數位化後的版權疑義，是目前亟需探討的重要議題。 

表 4：國內視障服務/資源機構概況-大學校院專責機構一覽表 

地區 名稱 館藏量（冊/份） 備註 

新北市 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 

A：8,828 

C：26,000 

D2：550 

H：35 

含華文視障電子圖

書館之館藏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盲友有聲書籍服

務委員會 

B：12,129 

D1：8,378 

D2：1,639 

 

新竹市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視聽中心 D1+D2：14,500 
含交大數位愛盲有

聲書網之館藏 

彰化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視覺

障礙資料組 

B：12,314  

（註）館藏代號意義如下： 

A：紙本點字書。B：有聲書（卡帶/CD）。C：數位點字書。D1：數位有聲書（MP3）。D2：數位有聲書（DAISY）。

E：線上點字樂譜。F：有聲報紙。G：雙視圖書。H：電子報。 

貳、教育研究單位 

一、視障教育專門機構（資料詳見表 5） 

此分類包括 4 所學校，一是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建置數位圖書館網站（需註冊會員才能

使用），同時提供心理諮商服務；二是國立臺中啟明學校，為臺灣第一所提供視障者點字教育

的學校，目前正積極發展雙視點字圖書資源；三是私立惠明學校，此單位免費收容視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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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視覺多重障礙的兒童，給予完整的國民教育及日常生活訓練，以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此

外也提供較特殊的音樂教育、盲聾啞視聽雙障教育；四是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啟明班，除

提供圖書資源外，更提供視障者就業方面的輔導。 

表 5：國內視障服務/資源機構概況-視障教育專門機構一覽表 

地區 名稱 主要服務項目 備註 

臺北市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視障圖書資源、心理諮商 數位圖書館須申請帳號 

臺中市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視障圖書資源、輔具、點

字教育及心理諮商 
發展雙視點字圖書資源 

臺中市 私立惠明學校 
音樂教育、盲聾啞視聽雙

障教育 
 

高雄市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

學校啟明班 

視障圖書資源、就業輔導

及心理諮商 
 

二、大學學系及附屬單位（資料詳見表 6） 

此分類包括大學相關學系及各大學的特殊教育中心，前者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及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上述單位均屬學術研究

性質，雖不一定直接服務視障者，但其學術成果對服務視障者之實務面仍有許多貢獻；後者

如中原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等機構，此類單位主要輔助從事特殊

教育的工作者，進行身心障礙人士的教學（特別是大學生），並提供心理諮商等方面的服務。 

表 6：國內視障服務/資源機構概況-大學學系及附屬單位一覽表 

地區 名稱 主要服務項目 備註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 
學術研究  

臺北市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工程

研究所 
學術研究、眼疾治療及視障者輔具  

臺東市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 
學術研究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心理

輔導中心資源教室 
心理諮商、視障者輔具  

臺北市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視障者輔具、心理諮商及教師研習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心理諮商  

新北市 國立臺北大學資源教室 視障者圖書資源、輔具及心理諮商  

桃園縣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心理諮商  

新竹市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視障者輔具、心理諮商及教師研習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心理諮商、教師研習  

彰化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心理諮商、教師研習及期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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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名稱 主要服務項目 備註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

中心 
視障者輔具、心理諮商及整合在地資源  

嘉義縣 國立嘉義大學特教中心 視障者輔具、心理諮商及教師研習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

中心 
視障者輔具、心理諮商及教師研習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

與重建中心 
視障者輔具、心理諮商及生活重建服務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視障者輔具、教師研習  

屏東市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特殊

教育中心 
視障者圖書資源、輔具及心理諮商  

參、政府機關（行政法規） 

此分類包括政府相關部會，其執掌與身心障礙人士法令與資料（如輔具、導盲犬管理）

相關者，如內政部社會司身心障礙者福利科、教育部特教小組、臺北市西區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等；而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則是重於展示各式輔助視障者生活的工具（如

家具）。（資料詳見表 7） 

表 7：國內視障服務/資源機構概況-政府機關一覽表 

地區 名稱 
是否設置

圖書館 
主要服務項目 備註 

臺北市 
內政部社會司身心障

礙者福利科 

□ 是      

■ 否 
視障者輔具及相關法令 導盲犬管理 

臺北市 
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

源整合推廣中心 

□ 是      

■ 否 
視障者輔具及相關法令  

臺北市 教育部特教小組 
□ 是      

■ 否 
視障者相關法令  

臺北市 
臺北市西區特殊教育

資源中心 

□ 是      

■ 否 
視障者相關法令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

心障礙者福利科 

□ 是      

■ 否 
視障者相關法令  

臺北市 
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

中心 

□ 是      

■ 否 

視障者輔具、相關法令及

教育訓練 
 

肆、其他相關服務單位 

國內視障民間機構團體（資料詳見附錄 4）包含宗教團體、私人機構等，其提供的服務

相當多元，大致可分為：生活及職業重建、輔具提供、心理諮商、醫療照護、視障者圖書資

源、導盲犬服務、眼疾治療資訊等類別。此外，也提供如何協助與照護視障者，以及宣導視

障者相關法規與權利，部分機構不僅服務視障者，更服務所有的身心障礙者。 

此外，部分機構團體設有圖書館（室）或收藏視障圖書資源，種類相當多元，包括紙本

點字書、有聲書、數位點字書、數位有聲書、線上點字樂譜、有聲樂譜、有聲報紙、雙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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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電子報等，而其中紙本點字書、有聲書、數位點字書及數位有聲書的比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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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外機構提供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之服務現況 

本節將依序介紹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等 8 國

之圖書資訊機構提供視障讀者之服務，另彙整各國資源與服務一覽表（詳附錄 3）；由國外之

組織、法規、資源、輔具、標準及服務的推動進行探討，期提供不同的服務運作模式供國內

圖書館參考。 

壹、美國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關於美國圖書館對視障讀者的服務，文獻記載之紀錄可追溯至 19 世紀末期。1868 年初，

波士頓公共圖書館首先成立為視障者提供服務的部門，使許多圖書館紛紛跟進；1897 年，由

國家圖書館為視障讀者建立閱覽室，並提供約 500 冊點字版（raised characters）藏書及音樂

館藏。1931 年，由國會圖書館建立全國性的圖書館計畫，並成立專責部門－美國國會圖書館

視障暨生理障礙者服務部門（ 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以下簡稱為 NLS）。55
 

一、簡介 

NLS 設立於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提供因視覺或生理受損而無法閱讀

或使用一般標準圖書資料者的免費服務，包括：借閱點字書、雜誌、樂譜、大字體音樂資料、

經特殊設計的播放設備等資源。56
 

二、相關法規 

在美國，為視障人士提供國家圖書館級服務的法源，開始於 1931 年的「Books for the Adult 

Blind Project」計畫，當時成立的國會圖書館視障與生理障礙部門（Library of Congress Division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即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視障暨生理障礙者服務部門

（NLS）的前身。57茲整理與美國圖書館視障服務之相關的法規，包括： 

（一） 1931 年 Pratt-Smoot 法案：又稱為 1931 年 3 月 3 日法案（Act of March 3, 1931）
58，該法案授權國會圖書館負起為全國成年視障者提供免費視障圖書的服務，並

開始聯合各地區圖書館建立初期全國視障圖書館服務網路體系。59
 

（二） 1962 年公法#87-765 法案：美國國會圖書館開始依法建立點字樂譜、學生教科用

書及其他資料。60
 

（三） 1963 年美國州立圖書館標準：美國州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Libraries, AASL）採用州立圖書館標準（State Library Standards）所聲明的「州立

                                                 
55

 摘譯自 NLS, “NLS History,”http://www.loc.gov/nls/about_history.html#one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56

 摘譯自 NLS, “About NLS,”http://www.loc.gov/nls/aboutnls.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57

 摘譯自 NLS, “NLS Laws and Ragulations,”http://www.loc.gov/nls/laws.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58

 摘譯自 NLS, “NLS Governing Legislation,”http://www.loc.gov/nls/act1931.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59

 林慶仁，「探討視障者利用圖書館的現況與展望」，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6 卷，2 期（2010）：18。 
60

 林慶仁，「探討視障者利用圖書館的現況與展望」，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6 卷，2 期（201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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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源，應大範圍包括全盲或視障者也可以使用之資源」，並將之

視為美國首部視障服務標準。61
 

（四） 1966 年公法#89-522 法案：此為 Pratt-Smoot 法案的修正案。62要求提撥更多經費

於視障資源服務，1968 至 1969 年間所使用之經費超過 600 萬美元。63
 

（五） 1967 年視障者及視覺障礙者圖書館服務標準（Standards for Library Services of the 

Blind and Visually Handicapped）：此標準規定各類型圖書館對視障服務的標準，

是美國圖書館界提供視障圖書館服務的指導原則。64
 

（六） 1984 年視障者及肢體障礙者圖書館標準及指南（Revised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f Service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etwork of Libraries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1984）：標準內容涵蓋 3 個範圍65： 

1. 行政：包括組織、經費、人員、設備等項； 

2. 資源發展：包括資料選擇、版權取得、品質控制、書目控制、資料處理與

館藏維護等項。 

3. 讀者服務：包括讀者登記、設備出借、館藏流通、參考與讀者顧問服務、

館際互借等項。 

（七） 1990 年美國殘障者法案：由布希總統簽署、頒布的美國殘障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是各類型圖書館對於視障等殘障者提供服務之新依

據，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各種權益。66
 

（八） 1996 年公法 #104-19 法案：此為美國著作權法修正案（ Copyright Law 

Amendment），內容針對為提供視障資源而重製之作品的相關版權規定。其中，

第 121 條針對「視障或其他障礙者」的合理使用訂定專屬權—經授權之非營利組

織或政府機關，如是為了提供教育、訓練、閱讀目的，或滿足「視障或其他障礙

者」之資訊需求，而對已公開發行的著作複製成特殊格式，不算違法。特殊的重

製物所指為點字書或限「視障或其他障礙者」使用的錄音資料或數位檔案資料，

應註明原著作權人及其發行日期等資訊。而此法之「視障或其他障礙者」為 1931

年 3 月 3 日通過為成年視障者提供特殊書籍或出版品之法律（An Act to provide 

books for the adult blind）所認定的合格人士。67
 

（九） 2011 年視障者及肢體障礙者圖書館標準及指南修訂版（Revised Standards and 

                                                 
61

 摘譯自 Stephen Prine and Kieth G. Wright, “Standards for the Visually and Hearing Impaired,” Library Trends 31, 

no.1（1982）: 93-108. 
62

 摘譯自 NLS, “NLS: Governing Legislation Public Law#89-522,” http://www.loc.gov/nls/pl89522.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63

 洪世昌，「公共圖書館的盲人服務」，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11 卷，2 期（1993）：31。 
64

 吳英美，「視障讀者資訊服務相關標準的制定－以國內視障讀者有聲書服務為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館刊 7 卷，1 期（2001 年 3 月）：1-17。 
65

 胡菊韻，「淺談圖書館對視覺障礙者的服務兼論啟明分館之規劃」，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11 卷，2期（1993）：

20。 
66

 吳英美，「視障讀者資訊服務相關標準的制定－以國內視障讀者有聲書服務為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館刊 7 卷，1 期（2001 年 3 月）：1-17。 
67

 摘譯自 NLS, “NLS Factsheets Copyright Law Amendment, 1996,” 

http://www.loc.gov/nls/reference/factsheets/copyright.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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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of Service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etwork of Libraries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2011）：該指南延續了 1984 年的內容，於 2010 年 6 月

及 2011 年 1 月 ALA 會議期間，召開兩次公開討論會，內容包括為 NLS 的服務、

資源發展與管理、公眾教育、諮詢服務、志工與實習計畫、行政與組織、預算與

資金、計畫與評鑑、政策與流程、報告、人員、研究與發展及點字與有聲資料下

載服務（Braille and Audio Reading Download）等 13 個範圍訂定相關標準。68
 

三、服務對象 

NLS 負責管理全國的計畫，由各州及各地區的合作館針對符合資格的個人、公共團體及

機構提供服務，亦包括哥倫比亞特區、波多黎各、關島和維爾京群島等地區，其服務也適用

旅居海外的美國公民。69
 

四、組織架構 

NLS 建立於 1931 年，採集中式行政管理模式。70組織架構完整且分工細膩，館長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下分別設置行政部門（Administrative Section）及出版與媒體部門（Publications 

and Media Section）；而出版與媒體部門（Publications and Media Section）下再分設資料發展

部門（Materials Development Division）及網路部門（Network Division）。資料發展部門（Materials 

Development Division）包括館藏發展、書目控制、產品控制、錄音室、點字發展、工程及品

質保證等單位；而網路部門（Network Division）則有顧客關係、財產管理、音樂資料、網路

服務及參考服務等單位。NLS 組織如圖 2 所示： 

                                                 
68

 概念來自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of Specialized and Cooperative Library Agencies, Revised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f service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etwork of libraries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2011（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1）, 10, 14-37. 
69

 摘譯自 NLS, “About NLS,” http://www.loc.gov/nls/aboutnls.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70

 如子，「國外圖書館對身心障礙者服務現況」，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http://disable.yam.org.tw/life/316 （檢

索於 2012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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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NLS 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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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各部門介紹如下71： 

（一）資料發展部門（Materials Development Division） 

資料發展部門（Materials Development Division, MDD）是負責管理有關徵集、研發、生

產、傳布、控制等活動及修復閱讀資料與相關設備的部門；建立並確保產品的品質標準；對

超過 50 家參與提供閱讀資料與設備的代理商、機關團體、協會、出版商及公司監督合約執行

並提供輔導諮詢；主導圖書與設備諮詢委員會之運作；並監控組成此部門的所屬單位。 

1. 資料發展部門辦公室（Materials Development Division Office） 

資料發展部門辦公室必須對負責規劃政策/做決策及為了研究、開發、設計、生產、測試、

評估、採購、首次散布、財產管理及有聲書、有聲雜誌、點字書、點字雜誌、播放設備及附

件提供後勤支援而擬訂計畫的主管，適時地提出建言。 

2. 書目控制部門（Bibliographic Control Section） 

書目控制部門是負責執行書目處理、書目維護、並對館藏閱讀資料進行有系統管理；為

視障及生理功能障礙者以特殊格式建立編目標準；為合作館及服務機構協調聯合目錄工作；

將 MARC 紀錄散布至各合作館；協調發展線上目錄；並參與書目控制的專業發展工作。 

3. 點字發展部門（Braille Development Section） 

點字發展部門負責研發並執行點字書相關的研究計畫案；作為國會圖書館所有點字書編

碼的管理單位，並與國內其他點字管理單位保持聯絡；發展點字書的技術規格並推動產品改

善計畫；規劃並準備指引及教學手冊、數學及音樂編碼，供地區性點字書轉錄者訓練學生時

使用，帶領點字領域的教師培訓工作坊；對志工及其他國內製作點字書者，提供培訓、授證

或提供諮詢。 

4. 館藏發展部門（Collection Development Section） 

館藏發展部門主要負責評估並徵集適合 NLS 館藏的閱讀資料；購買已被錄製或轉錄成點

字書的出版品；創建或更新資料庫讓書的檔案可新增至館藏；持續維護為了開始圖書生產週

期，而將所徵集的題名建立的流程；要求必要的著作權授權；為所有已出版的圖書準備描述

性的註解與初步的編目記錄；為替代物定義必要的題名；維護 NLS 雜誌計畫；主持館藏發展

計畫及外國語言計畫之所有活動。 

5.工程部門（Engineering Section） 

工程部門負責監督設計、發展、產品發行等工作，並為所有 NLS 的產品、配件及製作過

程做配置控制；為所有技術性規格決定測量方式；證明前置作業模式符合規格書；持續關注

並應用點字書與有聲書最先進的技術；並引導產品改善及創新的持續性計畫；計畫目標也包

括數位有聲書的設計與部署。 

6.產品控制部門（Production Control Section） 

                                                 
71

 整理自 NLS, “NLS:Organization Chart,” http://www.loc.gov/nls/reference/organization.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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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控制部門負責監控由 NLS 計畫所徵集的圖書與雜誌產品，並執行 NLS 所使用的「產

品資訊與控制系統」（Production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PICS）資料庫操作與相關行

政業務。其職責包括監測並協調產品及錄音、點字及與其他形式的閱讀資料的散布；對產品

製造商及志工機構規劃時程並安排資料；監控閱讀資料與產品容器的狀態、成本與分布；用

媒體做財務分析及預測；提供詳細報告給各階層管理者及承包商，以利其主導、評估並控制

產品相關作業。 

7.品質保證部門（Quality Assurance Section） 

品質保證部門是負責保證所有點字與有聲產品的品質與呈現，以及其是否符合 NLS 的規

格；確定 NLS 的技術性規格是可以用來測量生產過程的標準；擔保承包商的生產材料都有好

的品質性能；確保所有的合約與規格包含足夠的準備，保證符合所要求的標準；並且能針對

承包商的表現提出定期報告。 

8.錄音室（Recording Studio） 

錄音室是產品控制部門下具有為 NLS 提供研究與發展功能的單位，特別是為工程部門提

供研發。錄音室同時也可作為實驗室，為有聲書廠商及志工提供精製工具及錄製程序，進行

相關試驗。在這兒所錄製或製作的數位有聲書，皆受 NLS 規格書的管制，以提供發揮其最好

的功能的服務。 

（二）網路部門（NLS Network Division） 

1.顧客關係辦公室（Consumer Relations Officer） 

確保 NLS 各方面都要以所有的角度替使用者著想，包括數位發展活動、建立並維護與個

人使用者及讀者團體的積極聯絡、傳播關於 NLS 和網路圖書館之使用者查詢的訊息、向讀者

提供資訊和參考的協助，以及教導使用者認識及使用 NLS、網路、LC 服務和網路活動，也

可以透過小組討論以及帶團的方式達到成果。 

2.財產（庫存）管理組（Inventory Management Section） 

負責維護統計數據、控制、儲存、檢索和處理使用於 NLS 程序之國家清單的資料，如：

分配設備、家具，並提供 NLS 的所有採購。管理備用零件存貨清單並提供全國各地分館與廠

商所需要的零件；管理各式相關合約、並協調多州合作中心，持續維護多州合作中心（multistate 

centers, MSC）的執行手冊，以及網路圖書館使用之設備目錄，同時也維護 web ordering and 

warehousing system（WOW）：網路圖書館以及 NLS 可以透過 WOW 從國家型錄當中選購設

備器材，同時也讓主管及平行部門看得見書籍分配的流程。 

3.音樂資料組（Music Section） 

音樂組負責在音樂領域中，發展和推動適用全國特殊格式之館藏。包括點字樂譜和教學

方法、音樂和音樂家的點字書籍、可透過網路點字（Web Braille）網站取得的數位點字樂譜

及書籍，以及其他大字書或語音版等特殊格式音樂工具。此外，音樂組也編譯音樂雜誌；開

發和維護限閱（不外借）的紙本音樂參考資源館藏；以及鼓勵研發和使用新技術、新媒材，

用來提供視障和身障人士的音樂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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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網路服務組（Network Services Section） 

網路服務組負責協調全國的網路活動，包括解答網路服務的相關諮詢、協調網路查詢、

指導國內外館際互借計畫、提供顧問服務找出問題的模式，並評估績效關係建立標準、編製

特殊媒材之書目、組織發起針對網路成員的說明會（座談會）、維護使用網路圖書館的程序手

冊，以及確保美國境外具美國公民身份之視障讀者，亦能使用 NLS 所提供之服務。 

五、功能與責任 

NLS 負責統籌、管理全國性的計畫，為視覺及生理障礙者與美國海外公民提供閱讀資源。

同時，也負責建置點字版本、有聲版本或其他特殊形式的圖書、雜誌、樂譜及文件等適合視

障者使用的資料。NLS 為一個權威單位，其功能與責任在於72： 

（一） 為視覺或生理障礙者徵集、取得版權許可並採購閱讀資料。 

（二） 將相關資料及書目資訊直接或者透過合作地區的圖書館網路間接分送。 

（三） 設計、發展、採購聲音複製設備，並直接或透過合作機構分送。 

（四） 建立標準並保證優質的產品與服務。 

（五） 培訓、指導及協調志工以增加全國性及地方性資源。 

（六） 管理全國性館際合作計畫及各館間交換與贈送計畫。 

（七） 準備目錄及給視覺及生理障礙讀者使用的出版品或媒體，以確保全國性計畫能 

充分利用。 

（八） 提供視覺與生理障礙者各方面的全國性參考與轉介服務。 

（九） 全國音樂樂譜及特殊文本館藏的開發、維護與流通。 

（十） 監督圖書館網路，讓 NLS 資源能在每個網站有效利用，並提供指導與程序手冊。 

NLS 維護視障與生理障礙者間遍及國內各處現有的聯繫，包括合作的州或地區網路圖書

館，也包括非營利組織或有興趣提供視障服務的各級機關單位。73
 

六、服務項目 

整個美國公共圖書館的視覺障礙服務，係由 NLS 與地區圖書館及次地區圖書館共同組成全

國性的聯合服務網（如圖 3）： 

（一） NLS 的服務：依 2011 年的 NLS 年報資料顯示，每年由國會提供預算，68%購置

圖書、設備及相關資料；32%用於支援服務。74主要提供免費的點字與有聲資料（包

括圖書、雜誌及音樂性資料）及相關設備供視障讀者使用。NLS 約有 341,982 種

館藏（6,400 萬份），每位讀者借閱與下載有聲圖書與雜誌平均每年每位約 40 種，

使用點字書與雜誌的讀者平均為每年 22 種。此外，亦提供資訊服務、志工服務，

                                                 
72

 譯自 NLS, “Functions of NLS,” http://www.loc.gov/nls/functions.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73

 摘譯自 NLS, “About NLS,”http://www.loc.gov/nls/aboutnls.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74

 摘譯自 NLS, “NLS Factsheets:Annual Program Information, 2011,” 

http://www.loc.gov/nls/reference/factsheets/annual.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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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結合地區圖書館及次地區圖書館，組成視障圖書館服務網，主導並提供各種館

際服務。 

（二） 地區圖書館服務（regional libraries）：約 56 所，主要提供點字、有聲資料、大字

書及相關設備。 

（三） 次地區圖書館服務（sub-regional libraries）：約 62 所，主要提供點字、有聲資料、

大字書及相關設備。 

圖 3：美國公共圖書館視覺障礙服務網 

 

 

綜合觀察美國各圖書館針對視障讀者所提供之資源、設備及服務項目，整理如表 8 所示： 

表 8：美國圖書館對視障讀者服務項目表 

類型 項目 

資源 

點字書（Braille books） 

網路點字書（Web Braille） 

錄音帶（Recorded cassettes） 

錄影帶（Videotapes on disabilities） 

有聲書（Talking books） 

數位有聲書（Digital Talking books） 

有聲雜誌（Talking magazines） 

有聲參考書（如字典）（Digital reference） 

紙本參考書（Print reference collections） 

電子書（Digital books） 

觸覺資料（Tactile maps, Tactile pictures…） 

口述電影（Descriptive videos） 

大字書（Large-print） 

通訊（Newsletter） 

音樂資料（如點字樂譜）（Music score） 

學習資源（如教科書）（Learning material） 

輔具設備 螢幕放大軟體（Screen-enlarging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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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項目 

點字轉譯軟體（Braille translation software） 

主題書目（Subject bibliographies） 

地區出版品目錄（Catalog of locally produced materials） 

地區主題及作者著作（Local subjects and authors） 

讀書架（弱視者使用）（Book holders） 

點字觸摸顯示器與印表機（Braille display and embosser/printer） 

點字標示（Braille signs） 

擴視機（弱視者使用）（CCTVs） 

放大鏡（Magnifiers, hand-held） 

閱讀機（Reading machines） 

光學資源辨識器（Optical Character Reader ） 

有聲計算機（Talking calculators） 

有聲電梯（Talking elevators） 

有聲圖書館目錄（Talking library catalogs） 

有聲標示閱讀機（Talking sign receivers） 

盲用電腦、筆電（Braille notetaker） 

點字打字機（Braille writer） 

服務 

點字與有聲書下載服務（Braille and Audio Reading Download，

BARD） 

點字書客製服務（Braille on request） 

閱讀服務（如讀報）（Read over the phone ） 

免費郵遞服務（Free mail service） 

館際合作服務（Interlibrary loans） 

語音輸入與輸出服務（Speech input or output） 

機器維修服務（Machine and equipment repair） 

志工服務（Volunteer services） 

講習服務（New patron workshop） 

讀書會（Book discussion group） 

 

七、服務特色 

美國圖書館所提供的視覺障礙者圖書館服務，以國會圖書館下的 NLS 為核心，透過全美

56 所地區性及 62 所次地區性圖書館向外幅射，形成綿密的視覺障礙者圖書館服務網。其服

務特色為75： 

（一） 由政府單位負起大部分責任； 

（二） 歷史悠久； 

                                                 
75

 洪世昌，「公共圖書館的盲人服務」，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11 卷，2 期（19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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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健全的相關法令及標準； 

（四） 經費充裕； 

（五） 成立 NLS 專責規劃； 

（六） 地方政府支持； 

（七） 有盲用資料專門出版之機構，資料新增快速。 

八、DAISY 推動狀況76 

DAISY（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是有聲書的製作標準。美國加入 DAISY

聯盟（DAISY Consortium）成為正式會員、協同會員的人數最多，其中推動 DAISY 有聲書最

積極且最具代表性則非「視障及閱讀障礙者紀錄機構（Recording For The Blind & Dyslexic，

以下簡稱為 RFB&D）」莫屬。此機構是 DAISY 聯盟的正式會員之一。RFB&D 成立於 1948

年，總部設於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專責錄製有聲書，是提供閱讀有障礙者 1 個良好教育資源

中心。  

從 2002 年 9 月起，RFB&D 展開大規模的 DAISY 有聲書推廣活動，提供 6,000 多冊有聲

書給全國各地的視障者及失讀症者。前幾年 RFB&D 已開始製作此類有聲書，藉此活動更將

其藏書擴增至近萬冊。  

此項服務是提供給其所屬會員，會員們對這種新產品帶來在閱讀上的方便性均感到無比

的興奮，在活動展開後 10 天內，RFB&D 即接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訂閱，包括：超過 1,000 冊

的有聲書、400 多部的播放機及兩百多套的播放軟體。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教育單位及個人

都願意自掏腰包，購買播放機。可見這種可以讓讀者主動式的在章、節或頁次中任意跳躍聽

讀有聲書，可加註書籤及依個人需求調整聽讀速度，的確很受歡迎。它讓閱讀變得更有效率

且有樂趣，提昇了閱讀有障礙者在閱讀上的效率。 

RFB&D 對推展有聲書 DAISY 化仍不遺餘力，其會務人員 George Kersher 近期更接掌

DAISY 聯盟的秘書長，相信未來在帶領世界各地推動數位有聲書將有進一步的成效。 

九、DAISY 與 NLS 

2001 年 12 月，美國國家資訊標準組織（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以

下簡稱為 NISO）的會員國投票同意將「數位有聲書規格」（Specifications for the Digital Talking 

Book）作為國家標準。2002 年 3 月，美國國家標準局認可數位有聲書標準為 ANSI/NISO 

Z39.86-2002。數位有聲書（Digital Talking Book, DTB）標準乃為由使用者、圖書館、倡議團

體、製造商、生產者、借用人及出借人等各方代表組成之國際委員會將近 5 年努力的成果。

而 NLS 自 1997 年始扮演領導的角色，直至最終採用這標準。數位有聲書標準定義了所有組

成數位電子書之電子檔案的架構與內容。這些檔案被安排透過替代格式呈現出版資訊給讀

者。當然，最常見的為人聲。然而，有聲書依照 ANSI/NISO 的標準應包含文字格式的內容文

                                                 
76

 王建立，「DAISY 在美國的推動」，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http://www.tdtb.org/daisy/promotion/usa.html 

（檢索於 2012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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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檔案。如此，可輸出綜合人聲、全新點字書或放大版的文本。由於涉及費用，NLS 不傾向

生產許多包含純文字檔的電子有聲書，而是有需要的時候才做。77
 

DAISY 聯盟探討許多數位有聲書的議題，NLS 皆密切注意其發展及主要團體的狀況。

DAISY 已經研發也完成多種電子有聲書的規格書，每個版本也新增許多功能（features）。他

們將 ANSI/NISO 數位有聲書標準視為其發展規格書最先進之標準，如此一來，NLS 所生產的

資料將得與以 ANSI/NISO 數位有聲電子書標準的 DAISY 播放器相容。78
 

NLS 從 2004 年起，不再製作錄音帶之類的類比有聲書，只製作數位有聲書，並且計劃在

2008 年以前，製作 10,000 本數位有聲書。而從 2008 年起，每年製作 2,000 本有聲書，其採

行的標準是 ANSI/NISO Z39.86-2002。79
 

自 2009 年起，NLS 所使用的播放設備，無論是標準或進階設備，亦皆配合 ANSI/NISO 

Z39.86-2002 數位有聲書之標準規格（如表 9）。 

表 9：NLS 使用之播放設備規格表 

設備 
數位標準播放器 

（Digital Standard Player） 

數位進階播放器 

（Digital Advanced Player） 

卡帶播放器 

（Cassette Machine） 

資料規格 
可播放 NLS（ANSI/NISO 

Z39.86-2002）數位有聲書 

可播放 NLS（ANSI/NISO 

Z39.86-2002）數位有聲書 

可播放 2 軌及 4 軌 15/16ips

及 1-7/8ips 的錄音卡帶 

DAISY 

規格 

可播放DAISY 2.02數位有聲

書 

可播放DAISY 2.02數位有聲

書 

 

功能 

可播放 AMR-WB+, MP3 及

WAV 錄音檔；具 8 個控制

項，可控制播放速度、搜尋

前後段 

可播放 AMR-WB+, MP3 及 

WAV 錄音檔；具 13 個控制

項，可控制播放速度、搜尋

前後段、增加書籤，亦可隨

選特定章節 

十、NLS 數位有聲書的發展 

NLS 數位有聲書之發展如下所述： 

（一） 研發使用者介面80
 

1. 採用 NLS 所發起的 NISO 標準，建立適合數位有聲書的使用者介面。 

                                                 
77

 摘譯自 NLS, “NL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Digital Talking Books,” http://www.loc.gov/nls/dtbfaq.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78

 摘譯自 NLS, “NL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Digital Talking Books,” http://www.loc.gov/nls/dtbfaq.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79

 匡意平，「國會圖書館 NLS」，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推展狀況，

http://www.tdtb.org/daisy/promotion/usa1.html （檢索於 2012 年 9 月 11 日）。 
80

 摘譯自 NLS, “NLS 2001 Conference Proceedings,” 

http://www.csun.edu/cod/conf/2001/proceedings/0030cookson.htm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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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選擇幾本適度複雜的書→用標準予以格式化→使用者評鑑→修改播放軟體，

並逐步增加書的複雜性及播放功能→擇擇樣本群，建立富彈性、可重複的觸控介面。 

（二） 設計階段81
 

NLS 的合作對象包括： 

1. 加拿大全國視障者協會（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簡稱為 CNIB）。 

2. 視障及閱讀障礙者紀錄機構（Recording For The Blind & Dyslexic，簡稱為 RFB&D）。 

3. DAISY 聯盟。 

4. 為 NISO 工作的小團體。 

NLS 目前每年約生產 2,000 件有聲書，其中近 1,000 件是特殊格式的磁帶，透過全國圖書

館網傳送給 764,000 符合資格的讀者免費使用。有聲書及播放器則透過美國郵政服務免費遞

送。NLS 目前致力於將其圖書與雜誌從類比轉換成數位，刺激改變的主要因素為成本考量及

使用者的期待，經歷了 20 個階段： 

1. 定義數位有聲書的未來，並安排從事的優先順序（1996 年 NLS 宣布數位有聲書採用

NISO 標準）。 

2. 模擬數位有聲書使用個人電腦。 

3. 為 NLS 系統及候選的數位系統開發一以電腦為主、有生命週期及成本分析的工具。 

4. 當書的模擬穩定，讓各地的評估者皆可使用。 

5. 設計並建置原型數位館藏查詢及典藏系統。 

6. 選擇合適的版權保護系統。 

7. 設計並選擇主要的錄音及播放系統。 

8. 從系統觀點檢查傳播方式，特別集中於成本及便利性。 

9. 依 NISO 數位有聲書標準選擇最好的播放器。 

10. 建立多種雛型系統（prototypes）。 

11. 設計並執行原型測試以決定生命週期成本。 

12. 縮小播放器及媒體選擇範圍。 

13. 設計並測試目錄檢索及訂購系統。 

14. 為圖書館、MLSs 及 NLS 設計並測試流通及財產盤點系統。 

15. 設計並測試跨國的借閱軟體。 

16. 評鑑製作廠商及承包商的播放器及媒體。 

17. 數位與磁帶系統同時存在的並行操作。 

18. 開始全面生產及開發數位設備。 

                                                 
81

 摘譯自 NLS, “NLS Technical Writings Digital Talking Books: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http://www.loc.gov/nls/dtb.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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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建立新系統使用者評估方式。 

20. 建立系統評估方式。 

十一、NLS 網路點字書 

NLS 的網路點字書（Web-Braille）服務是透過網路提供數千種由 NLS 製作的點字書、點

字雜誌與點字樂譜等服務。此服務也提供地區各合作館所轉錄的點字書館藏。網路點字書網

站受密碼保護，所有的檔案都採合約規定的電子形式，必須用特殊的設備才能檢索。網路點

字書的檔案必須可以線上閱讀或下載至離線的印表機瀏覽，另外也需要點字顯示器、點字用

的盲用電腦及點字印表機。 

其收錄範圍包括圖書、雜誌與音樂樂譜，敘述如下82： 

（一） 圖書（Books） 

將近 10,000 種自 1992 年由 NLS 製作的紙本點字書，經轉換後可以從網路點字書網站下

載或直接線上閱讀。舊的資料也都已回溯可於網站上取得，但不包括未簽約的點字書、外文

書及紙本/點字書。新到館的電子書資料則採批次處理，以利圖書館提供視障讀者使用。 

（二） 雜誌（Magazines） 

NLS 所製作的點字雜誌可自網路點字書網站取得。雜誌檔案在紙本雜誌到館的 1 個工作

天後，提供讀者下載。舊的雜誌可回溯至 2000 年，而音樂出版品《Popular Music Lead Sheets》

則可回溯至 1978 年的卷期資料。 

（三） 音樂樂譜（Music Scores） 

NLS 網路點字書網站可取得數千種點字音樂樂譜，每個月都有新進館藏。包括了各種樂

器的適用樂譜，例如語音小提琴作品。從入門至進階的資料都有，尤以鋼琴資料居多。類型

包含不同樂器的流行與古典的作品，包括頗受歡迎的 18 至 19 世紀及 20 世紀較早期的音樂大

師作品。 

著作權法要求 NLS 網路點字書僅能提供 NLS 的讀者及符合資格的機構使用，海外使用

者亦限制為符合資格的美國公民。符合資格的機構諸如視障學校、提供點字給視障兒童的學

校、美國境內非營利的點字書製造商、教育資料中心及非營利的轉錄機構等。這些機構僅能

利用網路點字書來製作點字書複本，依最新的著作權法，如未經著作權人同意，是不允許再

轉錄成大字書或轉碼的電子文本（e-text）。 

此外，網路點字書的檔案格式採用點字書 ASCII 格式，各個檔案以圖書或雜誌的單冊呈

現。每冊 NLS 製作的點字書以縮寫的 BR 及冊次號命名（副檔名為.brf），例如：BR12345 的

第 2 冊檔案即為「12345v02.brf」；雜誌檔案則採兩個雜誌字母編碼，再以月/日/年，及表示雜

誌題名的部分字母；NLS 音樂資料以 BRM 數字命名再加上冊次號，「M」可用與一般點字書

的 BR 區別。而如果是區域合作館的館藏，則會有兩個州名縮寫加書名再加 3 個數字的書號。 

                                                 
82

 摘譯自 NLS, “NLS Factsheets Web-Braille,” http://www.loc.gov/nls/reference/factsheets/webbraille.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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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美國公共圖書館對視障讀者所提供的資源與服務，可以發現各圖書館除了提供點字

書、有聲書、大字書等傳統的資源與相關輔具，也以 NLS 為首，積極發展網路點字書與數位

有聲書格式與平臺，不僅內部精細分工，也透過服務網與地區圖書館及次地區圖書館密切合

作。利用 DAISY，不僅整合了電子資源儲存格式與平臺，同時，讓有限的人力與資源，發揮

其最大效益，提供更完善的視障資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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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英國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英國圖書館對視障讀者的服務已行之多年，可說頗具規模，除了歸功於中央集權式的統

籌規劃、相關法規的配套外，更有多元的服務資源，以有聲圖書資料為例，從錄音卡帶的借

閱服務開始，到有聲書、有聲報紙及有聲雜誌如雨後春筍般的發展，均能作為我國規劃相關

服務措施之標竿對象。 

一、服務機構 

英國公共圖書館對視障讀者的服務，與美國雷同，採用集權式行政管理模式，由英國全

國皇家視障基金會（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以下簡稱為 RNIB）統籌全國圖書館

之作業83，此機構是英國服務視障人士最大的慈善團體，其圖書相關服務可分為以下幾方面84： 

（一） 有聲書服務（Talking book service）：製作並提供有聲圖書服務予視障讀者。 

（二） 學生卡帶（Student tape）服務：為視障學生提供專門的錄音與卡帶借用服務。 

（三） 快速閱讀服務（Express reading service）：錄製短篇及具有時效性之資訊提供視障讀

者使用。 

（四） 翻譯服務（Transcription service）：與相關公司和機構合作，以提供視障人士可閱讀

的帳單、雜誌等。 

（五） 聲音描述服務（Audio description）：利用聲音描述各種說明或活動。 

而英國國家視障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for the Blind，以下簡稱為 NLB）本身雖不製作

點字書籍，卻是一所點字資料流通圖書館。 

為進一步整合盲用圖書資源與相關服務，前述二機構已於 2007 年合併，成為英國國家皇

家視障圖書館（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lind People - National Library Service），期望支援視

障與弱視讀者，也能與一般讀者獲得相同的書籍內容與資訊服務。85   

二、服務標準 

NLB 於 2000 年編訂「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指南（Library Service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 manual of Best Practice）」作為全國各圖書館提供視障讀者服務的指標；另外，依據

2002 年通過著作權法修正案，視障服務機構可在不需作者同意下為視障者製作替代形式資料
86，使得視障服務規定鬆綁，使視障讀者獲得資訊管道更為充分而多元。 

                                                 
83

 洪世昌，「公共圖書館的盲人服務」，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11 卷，2 期（1993）：33-34。 
84

 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外輔具中心」，

http://repat.moi.gov.tw/06service/ser_b_main.asp?id=463 （檢索於 2012 年 9 月 10 日）。 
85

 摘譯自 RNIB, “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lind People,” 

http://www.rnib.org.uk/aboutus/who/historyofrnib/Pages/rnibhistory.aspx （accessed August 18, 2012）. 
86

 David Owen, “Sharing a vision to improve library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Library Trends, 55, no.4 （Spring 2007）: 80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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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特色 

十餘年來，卡帶服務（tape services）在英國公共圖書館視障者服務中成長迅速，而後，

以有聲報紙運動（talking newspaper movement）最受囑目87，例如英國有聲報紙協會（Talking 

Newspaper Association, TNA）成立的國家有聲報紙新聞及雜誌（National Talking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成為視障者有聲資訊來源88；英國有聲新聞聯盟（Talking News Federation, 

TNF）網站中，則提供在地化的有聲報紙。89
 

曾有研究針對愛爾蘭與英國的視障者資訊服務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愛爾蘭具備不少視

障讀者專用的免費期刊，使其圖書館擁有豐富的特殊館藏，且該國圖書館對於視障讀者的服

務不僅限於一般視障者，部分因年紀增長而視力衰退的老年讀者亦能受惠。90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英國公共圖書館對視障讀者服務，其最大特色在於其有聲資料製作

出版最為迅速發達，尤其是創辦有聲報紙，確實嘉惠許多視障朋友。 

四、DAISY 推動狀況 

2004 年間，NLB 即進行 DAISY 領航專案（DAISY Pilot Project），主要目的是測試語音

合成應用在有聲書上的可行性。91自 2000 年到 2005 年 9 月，英國政府將 DAISY 技術用於

學校教材的編纂上，發現視障學生的學習速度增快、社交溝通的技巧改進，以及與一般學生

相處的融合程度均有進步92；由此可知，DAISY 亦成為 1 種強而有力的教材輔助製作工具。

2005 年，RNIB 建議在博物館等場所使用符合 DAISY 標準的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來播放有聲導覽，將有助於視障者獲取相關資訊。93
 

五、英國提供之視障讀者服務 

英國提供視障讀者之服務可參考下表內容。 

表 10：英國提供視障讀者服務項目一覽表 

類型 項目 

資源 

1. 點字書（Braille books） 

2. 錄音帶（Recorded cassettes） 

3. 有聲書（Talking books） 

                                                 
87

 洪世昌，「公共圖書館的盲人服務」，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11 卷，2 期（1993）：31。 
88

 摘譯自 RNIB, “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lind People,” 

http://www.rnib.org.uk/aboutus/who/historyofrnib/Pages/rnibhistory.aspx （accessed August 18, 2012）. 
89

 摘譯自 TNF, “Talking News Federation,”http://www.tnf.org.uk （accessed August 19, 2012）. 
90

 Sinead Williams, "Library services to the bli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reland: a comparative study five years 

on,"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8, no.3 （September 1996）: 133-140. 
91

 Sarah Home, "Report to the Ulverscroft Foundation," http://www.foundation.ulverscroft.com/Home_report.htm 

（accessed August 20, 2012）。 
92

 摘譯自 DAISY Consortium，http://www.daisy.org/news-archive?page=26 （accessed August 20, 2012）. 
93

 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DAISY 在英國推動狀況」，http://www.tdtb.org/daisy/promotion/England.html （檢

索於 2012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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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項目 

4. 有聲參考書（如字典）（Digital reference） 

5. 電子書（Digital books） 

6. 有聲報紙（Talking Newspapers） 

7. 有聲雜誌（Talking magazines） 

8. 大字書（Large-print） 

9. 通訊（Newsletter） 

10. 點字樂譜（Braille music scores） 

11. 穆恩活字書（Moon book） 

輔具設備 

1. 放大鏡（Magnifiers） 

2. 擴視機（弱視者使用）（CCTVs）  

3. 符合人體工學的鍵盤及軌跡球（Ergonomic keyboards and tactile 

trackballs） 

4. 螢幕放大軟體（screen-enlarging software） 

5. 閱讀機（Reading machines） 

6. 光學資源辨識器（Optical Character Reader） 

服務 

1. BARD 點字與有聲書下載服務（Braille and Audio Reading Download） 

2. 點字書客製服務（Braille on request） 

3. 免費郵遞服務（Free mail service） 

4. 館際服務（Interlibrary loans） 

5. 語音輸入與輸出服務（Speech input or output） 

6. 志工服務（Volunteer services） 

7. 講習服務（New patron workshop） 

 

雖然英國圖書館規劃之視障讀者服務已相當周全，但仍有學者指出，其服務產生的問題

仍可作為我國的借鏡，列舉如下94： 

（一） 服務水準參差不齊 

不同地區的公共圖書館係由當地政府管理和資助，但僅有 5%的管理部門專門針對視

障人士制定明確的服務政策、不到 30%的圖書館為視障人士服務設有專門的財政預

算。 

（二） 服務利用率偏低 

依據拉夫堡大學圖書館與資訊統計中心（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tistics University, 

LISU）的調查顯示，94%的視障人士曾使用過圖書館的服務，但只有 37%的視障人

士在過去半年內持續使用。由於程序複雜、收費昂貴等障礙因素，視障讀者往往不

願使用某些服務。 

（三） 專門圖書館自身之不足 

                                                 
94

 肖永英、梁培之，「英國為視障人士提供的圖書館服務」，圖書館建設 4 期（2006 年 7 月）：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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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英國視障人士居住區域較分散，想組織志工團隊加強服務能量原無可厚非，但

一來這些組織均未獲政府固定資助，二來將紙本書籍轉換為視障人士可用之載體形

式成本仍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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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德國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德國圖書館對視障讀者的服務並無中央集權式主導，取代的是分權式的行政管理，各地

區視障圖書館經許可後即可自行製作有聲書，此制度使視障資源更形鬆綁且日益豐富；此外，

德國圖書館對於視障者用音樂資料（如點字樂譜）非常重視，亦可作為我國規劃相關服務措

施之參考。 

一、服務機構 

德國公共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發展較遲，1954 年之前，德國視障者只能從瑞士盲人暨

視覺障礙者圖書館（Swiss Library for the Blind and Sighted-Impaired）獲得點字與有聲圖書資

料。95位於萊比錫的德國視障者中央圖書館（Deutsche Zentralbücherei für Blinde，以下簡稱為

DZB），是德國境内歷史最悠久的視障公共圖書館96，統計至 2011 年 6 月止，其服務視障讀者

之館藏共計 43,300 種，包括點字書籍 22,200 本、有聲書（含 DAISY）15,000 卷、點字音樂

（如樂譜）6,100 冊，以及使用凸版印刷製成的浮雕地圖及日曆等。除借閱圖書資料外，該館

亦負責出版 17 種點字及有聲形式的雜誌。97
 

二、服務標準 

德國公共圖書館對視障讀者服務採取分權式（decentralized）行政管理模式，各地區視障

圖書館有權選擇所需資料，獲得全國規模最大的圖書館視障服務總部－馬爾堡（Marburg）視

障圖書館與出版商之許可後，便可以自行製作有聲圖書。此外，除德國視障者中央圖書館外，

大多數視障圖書館僅提供有聲與點字資料，而不提供大字書等其他形式資料。98
 

三、服務特色 

視障讀者使用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向 DZB 訂閱所需資料，圖書館則免費郵寄予該讀

者。另一特色，是德國政府資助該館的「DACAPO」專案，用以製作點字樂譜，旨在建立一

高容量、將現有樂譜轉換為點字樂譜的服務，供全世界視障音樂師使用；此外，亦從事樂譜

的轉譯工作，以「BrailleVis」服務為例，即是免費把系統内的樂譜與點字樂譜相互轉換99，

為明眼人與視障者音樂交流貢獻頗大。 

四、DAISY 推動狀況 

DZB 自 2002 年起已提供 DAISY 有聲書供讀者借閱，採用 DAISY 標準來製作供視障者

                                                 
95

 洪世昌，「公共圖書館的盲人服務」，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11 卷，2 期（1993）：31。 
96

 歌德學院在線編輯部，「『只須用耳朵，並垂手可及』位於萊比錫的德意志盲人中央圖書館」，

http://www.goethe.de/ins/cn/lp/wis/bib/port/cn82057.htm （檢索於 2012 年 8 月 22 日）。 
97

 摘譯自 Deutsche Zentralbücherei für Blinde, “ Who We Are and What We Do,” http://www.dzb.de/en/about-us.html 

（accessed August 21, 2012）. 
98

 洪世昌，「公共圖書館的盲人服務」，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11 卷，2 期（1993）：31。 
99

 歌德學院在線編輯部，「『只須用耳朵，並垂手可及』位於萊比錫的德意志盲人中央圖書館」，

http://www.goethe.de/ins/cn/lp/wis/bib/port/cn82057.htm （檢索於 2012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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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有聲書亦已行之有年。該館並致力於有聲書之革新，即是將舊的卡帶形式轉換為

DAISY 格式，並已於 2010 年全數轉換完成，而德國所有視障圖書館亦將面臨一項重大變革：

往後不再外借卡帶，而完全改採近幾年來已普遍流通的 DAISY-MP3 光碟供視障讀者借閱。100
 

五、德國提供之視障讀者服務 

德國提供視障讀者之服務彙整如表 11。 

表 11：德國提供視障讀者服務項目一覽表 

類型 項目 

資源 

1. 點字書（Braille books） 

2. 錄音帶（Recorded cassettes） 

3. 有聲書（Talking books） 

4. 觸覺地圖（Tactile maps） 

5. 有聲雜誌（Talking magazines） 

6. 大字書（Large-print） 

7. 點字樂譜（Braille music scores） 

8. 浮雕（Reliefs） 

9. 穆恩活字書（Moon book） 

服務 

1. 點字書客製服務（Braille on request） 

2. 製作有聲書 

3. 將書籍轉換為光碟資料庫 

在蒐集德國圖書館對視障讀者的服務時，不論從相關文獻或是當地圖書館等網站，對於

視障輔具設備相關的記載總是付之闕如，本研究團隊認為可能原因有二： 

（一） 語言之限制 

許多德國圖書資訊機構網站並未設置英文版，僅有德文等外語版本，以電腦程式或

相關工具翻譯德文時有所不足，故不易查到所需資料。 

（二） 著重於點字及有聲資料 

由於德國社會福利措施良善，視障族群可能獲取政府補助，以購買個人輔具設備，

而圖書館則僅聚焦於其提供的書籍資料與載體形式，對輔具設備則未加著墨。 

從德國將舊的卡帶形式全面轉換為 DAISY 格式可以得知，該國圖書館重視有聲書的電子

化，並以目前國際上普遍使用的 DAISY 標準作為儲存格式。從此舉可推測未來世界通用的有

聲書電子格式即為 DAISY 標準，我國更應不落人後，積極評估有聲書全面電子化、標準化的

可能性，期接軌國際，使視障讀者的「資訊視野」更為寬廣。 

                                                 
100

 歌德學院在線編輯部「迎向世界的有聲之門－西德視障有聲圖書館」，

https://www.goethe.de/ins/cn/tai/wis/sbi/cn4789945.htm （accessed 201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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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澳大利亞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澳大利亞的圖書館視障服務與其他國家不太相同，由於只有聯邦、州及市 3 級政府，因

此公共圖書館的設置也是分為 3 級，即國家圖書館、州立圖書館及市立圖書館。在分級之外，

並沒有設立專責機構進行視障者服務的規劃與執行，而是會以與現有視障組織合作的方式提

供服務，相關資源的傳遞模式則因州而異。以下即針對澳大利亞提供服務的組織、標準、模

式及資源的推動進行了解與探討，以期提供不同的服務運作參考。 

一、服務機構 

（一） 澳大利亞各級圖書館 

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在視障讀者服務中扮演與直接提供圖書館服務單位協調、合作的仲

介者，本身並不製作相關資源，而是與其他合作機構如澳大利亞視覺基金會（Vision 

Australia）、南澳皇家盲人協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Blind of South Australia）合作101；州立

圖書館的地位則是類似我國的國家圖書館，資料僅可內用而不能外借，同時也統籌規劃州內

的市立圖書館服務及相關人員的訓練。如昆士蘭州就針對轄內的圖書館整理了一份視障讀者

服務的概況與執行建議。市立公共圖書館可提供的有聲書與大字書館藏有限，因此公共圖書

館多會與澳大利亞視覺基金會合作，提供閱讀障礙者更多的服務。 

（二） 澳大利亞視覺基金會（Vision Australia） 

與澳大利亞多所圖書館合作的澳大利亞視覺基金會，是在 2004 年 7 月由皇家盲人協會

（Royal Blind Society, RBS）、維多利亞皇家盲人學院（Royal Victorian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RVIB）、澳大利亞視覺基金會（Vision Australia Foundation, VAF）及國家資訊圖書館服務

（National Information Library Services, NILS）合併而成。之後陸續合併昆士蘭皇家盲人基金

會（Royal Blind Foundation Queensland）、聽書服務公司（Hear a Book Service Inc.）、澳大利

亞導盲犬組織（Seeing Eye Dogs Australia），進而成為澳大利亞唯一的全國性視障服務機構。
102

 

該基金會提供的服務包括諮詢服務、生活獨立服務、書籍典藏及借閱、點字教學及服務、

職業能力訓練課程、導盲犬訓練服務與視障合併聽障者服務。103在圖書資訊服務方面，則特

別提供有全天的線上館藏取用服務（透過電話）、提供會員免費郵寄資源服務、製作有聲帶、

點字書、口述電影、DAISY 有聲書等資源、與其他公共圖書館合作提供其館藏的取用。除了

製作與提供可用的視障閱讀資源給各級合作館外，也透過政府視障服務計畫的進行，提供播

放設備給公共圖書館，這部份稍後會說明。 

（三） 南澳皇家盲人協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Blind of South Australia） 

南澳皇家盲人協會是一非營利組織，主要由專業志工與優質的組織提供服務給南澳地區

                                                 
101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2012. 
102

 Vision Australia - Our History, http://www.visionaustralia.org.au/info.aspx?page=645 （accessed September 8, 

2012）. 
103

 Vision Australia - Services, http://www.visionaustralia.org.au/info.aspx?page=587 （accessed September 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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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者。104服務範圍很廣，包含閱讀資源與技術的提供、就業服務、社區服務、導盲犬服務、

志工服務等。除了提供服務外，該協會也致力於資源的製作與開發新技術的應用，如透過與

播放器廠商 Audio-Read 合作進行的空中書閣計畫（Books in the Sky），便是共同提供有聲書、

報紙、雜誌、學習資源與其他文件到寬頻衛星，供閱讀障礙使用者利用的服務。105
 

二、服務標準 

澳大利亞在 1992 年通過殘疾歧視法案（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DDA），該法案除了

要消除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現象，同時也保障所有身心障礙者在就業或資源使用等擁有與常

人平等的權利與機會。1995 年再通過機會平等法（Equal Opportunity Act），其中再次強調殘

疾歧視法案包含的原則。 

相關法案的訂立也在在影響圖書館的服務。澳大利亞圖書館協會在 1979 年針對殘疾人士

圖書館服務做了宣示：圖書館協會相信每個人都有使用圖書館服務與資源，以滿足其個人在

資訊、激勵、教育及創作需求的權利。106
 1998 年澳大利亞圖書館與資訊協會再通過圖書館

殘疾人士服務指南（Guidelines on library standard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其中計畫和評

估、可得性、資源的提供及服務的提供都有最低標準的建議，而在指引的最後也重申各級圖

書館的館員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均需以殘疾歧視法案、殘疾服務法案與機會平等法為基礎。 

三、服務模式 

澳大利亞圖書館的視障服務多與現有的視障服務團體合作執行，除了各級圖書館依地理

環境與各州的視障服務團體尋求合作外，政府單位也透過相關服務計畫與會議的進行，鼓勵

各級公共圖書館積極參與，同時也加強了此種合作模式。以下列出幾項相關的圖書館服務計

畫與會議： 

（一） 閱讀障礙服務計畫（The Print Disability Services Program） 

該計畫由澳大利亞家庭、住家、社區服務及原住民事務部門發起，主要是提供經費贊助

相關組織，將閱讀資源加以數位化轉製為有聲檔、點字、電子文件、大字書等格式，以符合

新興技術，並且讓使用者取用高品質的資源。本計畫主要的重點在於資源的合作、分享，及

降低重複製作的問題，確保閱讀障礙的使用者可以有更廣泛的資源、多元的格式與接收方式。
107

 該項計畫中目前所贊助的組織包含澳大利亞視覺基金會、西澳盲人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 Western Australia）、南澳皇家盲人協會、皇家聾盲兒童學院（Royal Institute for Deaf and 

Blind Children）與 PLP 輔具製作公司（People Learn Productions Inc.）。 

（二） 加強圖書館無障礙服務先導計畫（Increasing Accessibility Library Initiative） 

                                                 
104

 About the RSB, http://www.rsb.org.au/About_Us/About_the_RSB （accessed August 28, 2012）. 
105

 The Book in The Sky Initiative, http://www.audio-read.com.au/text/bits.html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106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1998, Guidelines on library standard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ttp://alia.org.au/policies/disability.standards.html （accessed August 25, 2012）. 
107

 Print Disability Services, 

http://www.fahcsia.gov.au/our-responsibilities/disability-and-carers/program-services/for-people-with-disability/print-di

sability-services （accessed August 2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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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主要提供經費補助購置播放設備，藉以提昇閱讀障礙者取得閱讀資源及機會，協

助他們重啟閱讀並重新與社群連結。 

澳大利亞政府在 2011 年委由澳大利亞圖書資訊學會執行此計畫，而澳大利亞圖書資訊學

會再尋求有意參與的公共圖書館及組織。在歷經 1 年多的執行，該計畫提供超過 170 所合作

圖書館共 1,299 部的播放設備，其中包括 985 部 Daisy 播放器（Vision Australia 產品）及 314

部的聲音導航器（Audio-Read 產品）。108這些播放設備都可讓閱讀障礙者使用或借用，也會更

新像報紙、圖書等由圖書館挑選過且有數位格式的資源，也包含視障服務組織圖書館的資源。

而圖書館員也必須接受設備使用與協助使用者取得數位內容的訓練。109
 

2011 年 5 月至 2012 年 3 月期間，共有 1,345 位圖書館使用者參與本項計畫，在這段期間

內，這些播放器被借出共 1,473 次，多數都是屬於長期借用。其中詢問 432 位使用者對本項

計畫的感想，98.8%的使用者表示使用這些播放器增加他們取用閱讀資源的次數；同時有

94.7%的使用者滿意他們所使用的播放器。顯示透過圖書館先導計畫的執行，確實可協助使用

者們重啟閱讀並重新與社群連結。110
 

（三） 空中書閣（Books in The Sky, BiTS） 

此計畫是由南澳皇家盲人協會和聽覺閱讀有限公司（Audio-Read proprietary limited）合

作，共同提供有聲書、報紙、雜誌、學習資源與其他文件到寬頻衛星，供閱讀障礙使用者利

用。BiTS 系統有兩個組成元件，分別是聲音導航器（可攜式有聲播放裝置）與 1 套可以透過

寬頻衛星傳送無線內容的內容管理系統。聲音導航器是由前述公司開發，可接收透過衛星廣

播、同步的有聲資料。 

這套系統的運作模式是由顧客或圖書館提出並傳送資料需求，Audio-Read 中心接收到後

會進行傳送時間的安排、回應相關出版者，最後上傳檔案至衛星。Audio-Read 的衛星隨後進

行安全性編碼給使用者，使用者即可藉由 Audio-Read 導航器接收所需資源。這套系統可在訂

書後隔天立即傳送，也可在出刊前先取得新報刊。並具無法複製與審計跟蹤機制，可保障出

版者的著作權。 

透過系統的試行，南澳皇家盲人協會宣稱除了明顯降低花費及增加顧客的利益外，透過

使用寬頻技術，也讓服務範圍更廣泛、降低資源損壞率。另外 Audio-Read 的文件有安全的著

作權，傳輸過程中也以高安全級的編碼來進行，避免被非法複製。讓出版社有信心以低成本

提供閱讀障礙者資訊。同時 Audio-Read 也吸引了全球傳統出版及頻道的關注，如英國新聞傳

                                                 
108

 Increasing Accessibility Library Initiative Summary of Outcomes 

http://www.fahcsia.gov.au/our-responsibilities/disability-and-carers/program-services/for-people-with-disability/increasi

ng-accessibility-library-initiative/increasing-accessibility-library-initiative-summary-of-outcomes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109

 Increasing Accessibility Library Initiative 

http://www.fahcsia.gov.au/our-responsibilities/disability-and-carers/program-services/for-people-with-disability/increasi

ng-accessibility-library-initiative （accessed September 4, 2012）. 
110

 Increasing Accessibility Library Initiative Summary of Outcomes 

http://www.fahcsia.gov.au/our-responsibilities/disability-and-carers/program-services/for-people-with-disability/increasi

ng-accessibility-library-initiative/increasing-accessibility-library-initiative-summary-of-outcomes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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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BBC、澳大利亞新聞傳媒 ABC、澳大利亞最大的出版集團 Fairfax 等111，也引起世界各地

的視障組織及圖書館的興趣，透過如此的主動行動替閱讀障礙者和非閱讀障礙的使用者增加

了服務項目並降低了相關花費。執行效果之顯著，連澳大利亞家庭與社區服務部也宣佈將補

助南澳皇家盲人協會向其他州的公共圖書館展示並推廣成果。112
 

（四） 閱讀障礙者資訊取用圓桌會議（The Roundtable on Information Access for People with 

Print Disabilities） 

該圓桌會議是在 1981 年組成，成員包含有聯邦政府、直接提供服務的資料製作組織、高

等教育機構、自願加入的社群團體。由國家圖書館閱讀障礙者服務委員會主持，組成其中一

項重要任務就是制定無障礙資源的產品格式，包含有聲資源、點字、大字書、電子文件及盲

用點字圖形（tactile graphics）。而製作者亦依循此規範以確保品質與可用性。113
 

從組成以來已完成多項標準的訂立，如 1995 年的點字資源格式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Formatting of Braille material）、2005 年的澳大利亞版英語點字入門（Unified English Braille 

Primer: Australian Edition）、2011 年的 Duxbury 點字轉譯器製造商手冊（Duxbury Braille 

Translator Producer's Manual）、清晰列印指南（Guidelines for Producing Clear Print）等多項重

要的指引。114
 

四、DAISY 推動狀況 

澳大利亞參與 DAISY 聯盟的盲人服務組織主要有澳大利亞視覺基金會與南澳皇家盲人

協會，其他還有澳大利亞基督教救盲會（Christian Blind Mission Australia）、麥考瑞大學無障

礙 服 務 （ Macquarie University Accessibility Services, MQAS ） 和 閱 讀 隨 你 要 公 司

（ReadHowYouWant proprietary limited, RHYW）。 

澳大利亞視覺基金會在 2005 年開始製作 DAISY 格式的資料，截至 2012 年 3 月，已有

25,000 筆資料可供使用，這些資料都可在線上下載或是透過郵寄免費取得使用。115另外該基

金會圖書館除了提供合作館及會員館大量的 DAISY 資源（包含報章雜誌）外，也提供線上圖

書、雜誌與報紙的傳遞服務（僅限澳大利亞境內會員）。116該基金會的目標是每年製作 2000

本到 3000 本，並且計畫與其他單位合作以增加產量，以期能在 2008 年前至少有大約 8000 本

DAISY 有聲書產生。117南澳皇家盲人協會在 2006 年參加 DAISY 聯盟，並開始提供 DAISY

有聲書給視障者。澳大利亞政府也藉由推動閱讀障礙服務計畫，來增加 DAISY 有聲書的數量。 

                                                 
111

 The Book in The Sky Initiative, http://www.audio-read.com.au/text/bits.html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112

 More BiTS to help visually impaired in South Australia, 

http://www.formerministers.fahcsia.gov.au/6813/bits_17jun05/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2）. 
113

 Round Table on Information Access for People with Print Disabilities , 

http://www.e-bility.com/roundtable/about.php （accessed September 3, 2012）. 
114

 Round Table on Information Access for People with Print Disabilities , 

http://www.e-bility.com/roundtable/guidelines.php （accessed September 3, 2012）. 
115

 DAISY FAQ's, http://www.visionaustralia.org.au/info.aspx?page=687 （accessed August 27, 2012）. 
116

 Member Detail: Vision Australia, http://www.daisy.org/member/300/Vision%20Australia （accessed August 27, 

2012）. 
117

 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DAISY 在紐澳推動狀況」，http://www.tdtb.org/daisy/promotion/Australia.html 

（檢索於 2012 年 9 月 8 日）。 



 

50 

 

透過這些組織的製作，DAISY 有聲書的數量日漸增加，而為了增加 DAISY 有聲書的使

用，圖書館與相關組織都透過計畫的執行來向使用者推廣，如南澳皇家盲人協會的空中書閣

計畫、澳大利亞政府的加強圖書館無障礙服務先導計畫，都藉由提供相關播放設備的租借，

進而推廣有聲書與數位資源的利用。 

五、澳大利亞提供之視障讀者服務 

澳大利亞提供視障讀者服務彙整如表 12 所示。 

表 12：澳大利亞提供視障讀者服務項目一覽表 

類型 項目 

資源 

1. 點字書（Braille books） 

2. 錄音帶（Recorded cassettes） 

3. 有聲書（Talking books） 

4. 有聲參考書（如字典）（Digital reference） 

5. 紙本參考書（Print reference collections） 

6. 電子書（Digital books） 

7. 有聲雜誌（Talking magazines） 

8. 大字書（Large-print） 

9. 音樂資料（Music Scor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10. 觸覺圖像（Tactile pictures） 

輔具設備 

1. 螢幕放大軟體（Screen-enlarging software） 

2. 點字轉譯軟體（Braille translation software） 

3. 擴視機（弱視者使用）（CCTVs） 

4. 放大鏡（Magnifiers, hand-held） 

5. 閱讀機（Reading machines） 

6. 光學資源辨識器（Optical Character Reader ） 

7. 盲用電腦、筆電（Braille notetaker） 

8. DAISY 播放器 / 聲音導航器 

服務 

1. BARD 點字與有聲書下載服務（Braille and Audio Reading 

Download） 

2. 點字書客製服務（Braille on request） 

3. 閱讀服務（Read over the phone ） 

4. 免費郵遞服務（Free mail service） 

5. 館際合作服務（Interlibrary loans） 

6. 語音輸入與輸出服務（Speech input or output） 

7. 志工服務（如面對面朗讀）（Volunteer services） 

8. 講習服務（New patron workshop） 

9. 線上館藏目錄（Radio for Blind） 

10. 視障者廣播電臺（Online Catalogue） 

11. 圖書館播客頻道（Library Pod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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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圖書館的視障服務相當倚賴與視障團體的合作，政府官方雖不統籌製作資源、

規劃服務，但提供經費和管道與視障組織協力製作及推廣視障資源，也藉由計畫的主導建立

資源與服務的相關規範。在資源提供方面，視障組織目前多著重在製作數位有聲書，即 DAISY

格式的有聲書。為推廣 DAISY 有聲書及其他資源的使用，各級圖書館與視障組織除了透過館

際合作互供資源外，亦利用了現有科技發展出更便利的服務模式，其成效也確實相當顯著。

而這些運用科技的創新服務或許可作為我們規劃服務的另一種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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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日本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日本圖書館對視障讀者的服務由來已久，且其無微不至的服務態度及完善的服務項目是

其最大特色。即使在圖書資源電子化、網路化的今日，面對面朗讀的服務仍未停歇，都顯示

其對於視障讀者的關懷，以及盡力滿足弱勢族群需求之務實作法，不啻是我國圖書館就近取

經的服務典範。 

一、服務機構 

  日本國會圖書館於 1970 年代開始服務身障讀者，地方圖書館亦從 1980 年代起全面展開，

成立了「日本圖書館協會視障讀者服務委員會」及「日本視障者讀書權利保障協議會」，使視

障者使用圖書館的權利獲得保障。118根據日本圖書館協會 2009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日本公共

圖書館共有 3,164 館119，其中提供身心障礙讀者服務者有 1,397 館120（佔全體的 43.58%），故

仍有努力的空間。 

二、服務標準 

  日本政府分別於 2006 年及 2009 年修正著作權法，其重點為改善視障者服務，包括允許

其以網際網路傳送有聲書、有聲圖書製作由原本之點字圖書館擴大至公共圖書館、對於成長

上有障礙因而利用資料有困難之身心障礙者，允許其複製資料121，在在降低了視障讀者與明

眼讀者的資訊落差。 

三、服務特色 

日本公共圖書館對視障讀者服務包括下列項目122： 

（一） 面對面朗讀 

由志工或館員朗讀書籍、報章雜誌或文件等資料予視障讀者聆聽，每次朗讀時間約 2 至

3 小時，且該服務須在 2~3 天前預約；若預約當天無法到館，該館會將志工朗讀的文章錄音

後，郵寄給該讀者。123
 

（二） 音譯 

該服務泛指出版品及演講時所使用幻燈片之有聲化、美術館繪畫及雕刻之聲音解說等，

亦即是將文字或非文字之圖像等轉換成聲音。 

（三） 無障礙資源中心（Barrier-free Resource Center, BRC） 

                                                 
118

 吳玲芳、戴麗，「IT 時代日本公共圖書館為視障讀者的資訊服務」。圖書館 1 期（2003 年 2 月）：87-88。 
119

 2009 日本の図書館統計，http://www.jla.or.jp/portals/0/html/statistics/2009pub.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120

 公共図書館における障害者サービス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http://current.ndl.go.jp/files/research/2010/2010research_survey_summary.pdf （accessed September 11, 2012）. 
121

 何輝國，「日本公共圖書館身心障礙者服務之現況」，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6 卷，2 期（2010）：109-119。 
122

 何輝國，「日本公共圖書館身心障礙者服務之現況」，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6 卷，2 期（2010）：109-119。 
123

 胡靖華，「論公共圖書館為視障人士的服務」，圖書館論壇 26 卷 1 期（2006）：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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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讀者如欲取得坊間書籍，可先加入 BRC 會員，在申請者須購買 1 本原書的前提條件

下提出需求，再由 BRC 向該書出版社提出申請。取得出版社同意後，若能提供原書，BRC

就直接將該書提供予申請者；若因著作權等問題而無法提供原書，則由 BRC 代為製作，並將

書籍資料提供予申請者。 

（四） 大字書（日本漢字為「大活字書」） 

主要針對弱視者（Weak-sighted）、低視力（Low vision）及高齡者製作，其書名及內容字

體較一般書約大 1 倍。日本的視障團體並結合圖書館、眼科醫生和出版社等，共同使大字書

儘量普及，故每年舉辦大字書研討會、將大字書寄贈圖書館及有需要之個人，販賣或轉換為

大字書時降低價格。 

另以大阪府立中央圖書館為例，其服務亦包括124： 

（一） 資訊服務 

包括電腦畫面的有聲化、點字化及擴大化 3 種。服務內容包括下列 6 項，其中以第 2、3

項最受視障讀者歡迎。 

1. 通過光學文字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將書籍文字數位化。 

2. 閱覽與檢索網頁。 

3. 運用網路和光碟（CD-ROM）檢索館內藏書。 

4. 電子書的運用。 

5. 使用點字翻譯軟體。 

6. 使用其他視障者軟體。 

（二） 視障兒童文庫 

是由志工開設的書庫，該文庫除資料郵寄服務外，還會在每月第 2 週和第 4 週下午，舉

行視障兒童的讀書朗讀會。其典藏的點字繪畫讀物，是工作人員根據每張畫面的內容製作點

字，並貼在普通的兒童繪畫讀物上，即就成為點字讀物。 

四、DAISY 推動狀況 

日本殘疾人康復協會（Japanese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JSRPD）常進行身心障礙者相關研究，其 2001 年開始採用數位無障礙資訊系統（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 DAISY），並推行至全國約 90 家圖書館實際使用，該協會更自

行製作 DAISY 有聲書，並壓製為光碟（CD-ROM）可供視障讀者外借；2003 年，該協會本

著「人人能用（Everyone can use it）」的理念，另研製「自我調整多媒體資訊系統（Adaptive 

Multimedia Information System, AMIs）」，該系統採用 DAISY 2.02 規格製作，可以播放文字、

聲音和圖像；安裝外掛程式後，能使用遊戲控制器或觸控式螢幕顯示器、盲文點字顯示器來

                                                 
124

 王筱雯，「日本公共圖書館為殘疾人服務的思考－從大阪府立中央圖書館的殘疾人服務談起」，圖書館學刊
2 期（2002 年 3 月）：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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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鍵盤，更可以在另一視窗以大字顯示。125
 

日本圖書館協會指出，國立國會圖書館及大部分之點字圖書館，已停止製作卡式錄音帶，

漸漸改為 DAISY 標準的有聲書。此外，亦出現了 Multi-Media Daisy 格式，乃指利用電腦同

步輸出聲音與其對應文字內容、影像等資料，近期甚至可加入動畫、手語等之多媒體 DAISY，

該格式頗具發展潛力。126
 

五、日本提供之視障讀者服務  

日本提供視障讀者服務彙整如表 13。 

表 13：日本提供視障讀者服務項目項目一覽表 

類型 項目 

資源 

點字書（Braille books） 

錄音帶（Recorded cassettes） 

有聲書（Talking books） 

有聲參考書（如字典）（Digital reference） 

紙本參考書（Print reference collections） 

電子書（Digital books） 

口述電影（Descriptive videos） 

有聲雜誌（Talking magazines） 

大字書（Large-print） 

音樂資料（Music Scor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觸覺圖像（Tactile pictures） 

穆恩活字書（Moon book） 

輔具設備 

螢幕放大軟體（Screen-enlarging software） 

點字轉譯軟體（Braille translation software） 

點字觸摸顯示器與印表機（Braille display and embosser/printer） 

擴視機（弱視者使用）（CCTVs） 

放大鏡（Magnifiers, hand-held） 

閱讀機（Reading machines） 

光學資源辨識器（Optical Character Reader ） 

有聲圖書館目錄（Talking library catalogs） 

盲用電腦、筆電（Braille notetaker） 

服務 

BARD 點字與有聲書下載服務（Braille and Audio Reading Download） 

點字書客製服務（Braille on request） 

閱讀服務（Read over the phone ） 

免費郵遞服務（Free mail service） 

                                                 
125

 陳蘭、姚煒，「多媒體數位無障礙資訊技術與日本為閱讀障礙人群服務的實踐」，圖書館建設 6 期（2008）：

74-76。 
126

 何輝國，「日本公共圖書館身心障礙者服務之現況」，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6 卷，2 期（2010）：10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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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合作服務（Interlibrary loans） 

語音輸入與輸出服務（Speech input or output） 

志工服務（如面對面朗讀）（Volunteer services） 

講習服務（New patron workshop） 

由上可知，「電腦畫面的有聲化、點字化及擴大化」是日本圖書館不斷精進的項目，從

DAISY 標準在日本的發展，我們也更能了解有聲書格式的發展脈絡，啟發我國圖書館對視障

電子化資源儲存格式選擇之思考取向；其可供下載的數位點字書，與我國華文視障電子圖書

館提供之服務類似，亦可作為推廣點字檔案格式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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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韓國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韓國圖書館除了提供一般的服務項目外，也提供視障者等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而該

國最大的特色即在於數位化的程度相當成熟，如設置專門的數位圖書館、提供數位化視障圖

書資源等。為了解韓國圖書館的視障服務，以下即針對韓國的服務機構、標準特色及資源推

動進行探析，以作為不同的服務運作參考。 

一、服務機構 

韓國國家圖書館目前設有一所數位圖書館，乃由韓國鮮京電信（SK telecom）與韓國身

心障礙者資訊鴻溝協議會捐助共同建置，原名為國立數位圖書館（The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而後改為 Dibrary（http://www.dibrary.net/），意涵結合「數位（Digital）」與「圖書

館（Library）」的縮寫。Dibrary 包含了一虛擬空間，稱為 Dibrary 入口網站（Dibrary Protal），

在 2004 年正式對館內外開放服務，另也在 2007 年於國家圖書館內建置一實體服務空間，稱

為 Dibrary 資訊共用空間（Dibrary information commons）127，以服務實際到館的視障讀者們。 

韓國點字圖書館（Korean Braille Library）為韓國第一所點字圖書館，該館除了進行點字

資源、DAISY 資料的開發與生產，也極力發展視障兒童的圖書資源及學習。128因此該館的服

務項目相當多元與完整，包含資料的借閱、資源的製作、播放輔具的借用、學習支援服務、

文化教育及推廣活動。也在 2008 年規劃並執行移動圖書館計畫（Mobile Library Project），透

過滿載圖書資源的巡迴列車（BOOKSORI Bus），來協助那些不喜歡與正常孩童一同使用圖書

館資源的視障或閱讀障礙孩童。129
 

LG 數位有聲書圖書館（LG Digital Talking Book Library）為全球第一個專為閱讀障礙建

立的數位圖書館，為了提供給使用者完善的資訊服務，應用多項科技，如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與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使身心

障礙者無需經過複雜的手續與連線過程，均能簡易取用其所需的數位圖書資源與其他的資訊

服務。130
  

二、服務標準131
 

韓國圖書館法對視障者資源設定了相關的規範與準則，該法案第 20 條為圖書資料的呈繳

規定，圖書資料（不含網上資料）在發行或製作完成時，自當日起 30 日以內必須向國家圖書

館提交資料樣本，修訂版也不例外。另外，專供視障者使用的點字、錄音及大字書 3 種版本

資料須呈繳 2 部；另外，可供視障者運用的數位資料則須呈繳 1 部。 

該圖書館法的第 45 條第 2 項第 3 號中規定，為身心障礙者製作、供應圖書資料、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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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brary, http://www.dibrary.net/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128

 Korean braille library, “Message,” http://www.kbll.or.kr/eng/message.php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129

 Korean Braille Library , http://www.kbll.or.kr/eng/activity.php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130

 The Ubiquitous Library for the Print-Disabled - LG Digital Talking Book Library, 

http://voice.lg.or.kr/usn/user?pgmid=HU19400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131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Korea, http://nl.go.kr/chinese2/c3/page2.jsp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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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説明書等，必要時得有權要求出版商或發行者提交數位形式的呈繳本，除特殊理由外均

須呈繳。據上述法規推測，可能是韓國國家圖書館較注重視障讀者獲取圖書資源的權利，故

制定相關規定予以保障。 

三、服務特色 

韓國圖書館以數位化服務為其特色，如國家圖書館的 Dibrary 即在 2004 年建置有視障者

專用的大學教科書全文資料庫，目前已有 2,985 種資料完成數位化。132
 實體服務方面，提供

有相關輔具設備的借用，如點字終端機、DAISY 播放器、VOICEYE 等。133
 其中 VOICEYE

是為韓國公司 VOICEYE 自製的 APP 軟體，可協助分類物品，在標的物上貼上類似二維條碼

（QR Code）的 VOICEYE 條碼（即語音標籤貼紙）後，即可透過手機掃描後進行錄音。134
 而

使用者可藉由行動載具掃描標的物的 VOICEYE code，即可取得標的物內容，並可自由縮放

字體與調節明暗、彩色對比模式，以利視障者的運用。 

LG 數位有聲書圖書館則提供手機和電腦間的通訊和數位有聲讀物的服務，當使用者將裝

有 NFC 晶片的行動裝置接近電腦時，電腦會透過藍牙（Bluetooth）識別使用者，並自動開啟

「我的圖書館」網頁中的數位有聲書服務，讓使用者可以透過語音導覽取用館內的數位有聲

讀物。135
 

四、DAISY 推動現況 

韓國的點字圖書館於 1996 年開始製作數位有聲書，在韓國點字圖書館裡保存 700 種、

7,500 冊點字書，其每年平均借閱人數達 1,500 人。該圖書館開始製作音質良好且利用 DAISY

標準呈現的數位有聲書，並以 CD 為媒介提供會員使用。而該館除了製作資源外，也與民間

公司 Sims Line 共同發展一套 DAISY 播放軟體 KBLL Reader
136，顯示其對 DAISY 推廣的積極

度。另外，為了整合視障專門圖書館的資源，該館也建置了一個網站，以提供視障者整合查

詢、下載與使用 DAISY 資源的管道。137
 

LG 數位有聲書圖書館的館藏皆為數位有聲書，目前提供有約 5,707 筆資料，其中有 3,466

筆為 DAISY 資料。該館雖然不自行製作數位有聲書，仍從點字圖書館等製作單位持續購入

DAISY 有聲書，積極的推廣 DAISY 資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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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美華，「韓國國家圖書館發展的省思」。臺灣圖書管理季刊 5 卷，2 期（2009 年 4 月）：105-121。 
133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Korea, http://nl.go.kr/chinese2/c3/page2.jsp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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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CEYE, “Contact Us“ http://www.voiceye.com/voiceye_2012/eng/About_us/contact_us.aspx（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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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譯自 LG Digital Talking Book Library, http://voice.lg.or.kr/usn/user?pgmid=HU19400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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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SY Consortium, “Tools & Services”, http://www.daisy.org/tools/all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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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LA（2007）, “ Funding and governanc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 

http://www.dinf.ne.jp/doc/english/access/0705_IFLA-rightscom/part2/135_south_korea_special.html （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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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韓國提供之視障讀者服務 

在資源方面，Dibrary 不僅提供一般的電子資源，也提供視障者圖書資源如點字書、教科

書及 DAISY 標準的使用與下載服務，便利視障者查詢及下載資源。除了可用資源外，數位圖

書館也設有身心障礙者專用電腦、點字語音軟體、點字顯示器、點字印表機及語音電話等輔

具資源。該館也建立身心障礙者專用網站138，提供視障者圖書資源的瀏覽和系統的檢索，此

站可因應使用者需求調整畫面大小及字體顏色，亦包含 DAISY 資源 5,331 筆，另有點字書、

有聲書（MP3、CD）、影片、電子資源（教科書、BRF 檔、DAISY 書籍、PDF 檔、VBF 檔）

與大字書，也可透過二維條碼（QR Code）的應用，在電子閱讀載具上讀取書目資料。139
 韓

國圖書館整體提供之服務可見表 14。 

表 14：韓國提供視障讀者服務項目一覽表 

類型 項目 

資源 

1. 點字書（Braille books） 

2. 有聲書（Talking books）  

3. 觸覺資料（Tactile maps, Tactile pictures…）  

4. 印刷參考書（Print reference collections）  

5. 大字書（Large-print）  

6. 學習資源（如教科書）（Learning material） 

輔具設備 

1. 螢幕放大軟體（Screen-enlarging software） 

2. 擴視機（弱視者使用）（CCTVs） 

3. 放大鏡（Magnifiers, hand-held） 

4. 閱讀機（Reading machines） 

5. 盲用電腦、筆電（Braille notetaker） 

服務 

1. 點字與有聲書下載服務（Braille and Audio Reading 

Download） 

2. 閱讀服務（如讀報）（Read over the phone） 

3. 志工服務（Volunteer services） 

由上可知，韓國圖書館極為重視圖書資源的數位化，進而積極發展視障者圖書資源與服

務，不論在保障視障者權利或是企業經費投入，也有著完善的發展，在服務傳遞的管道更是

善用該國的資訊技術，而這正是我國可參考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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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建萍，「信息社會中圖書館對殘疾人的信息無障礙服務與信息素養教育」，新世紀圖書館，4 期（2005）：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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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brary, http://www.dibrary.net/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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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新加坡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新加坡主要是由國家圖書館管理局（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統籌管理國家圖

書館、公共圖書館及國家檔案局的，並於 2000 年成立獨資企業子公司（Cybrarian Ventures 

Private Limited, CVPL），以企業經營的方式，進行該國圖書館經驗、服務、發展等的行銷。

由於其具有國家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系統的雙重功能，因此新加坡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可

透過國家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整體網絡，提供一個全國串連的無障礙圖書館和資訊服務。140
 

一、服務機構141
 

（一）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擁有 50 多萬件不同形式的出版文獻，提供研究員、專業人士、一般讀

者、特殊讀者（如視障者等）的資料和參考諮詢服務。其主要功能為法定圖書寄存、國家書

目服務與國家聯合目錄的維護與管理。142透過這些功能的運作，可更加落實資源共享，而視

障資源也可藉此在各館流通，達到使用的最大效益。 

（二） 新加坡公共圖書館（Public Libraries Singapore） 

新加坡公共圖書館在視障讀者服務中，對於無法閱讀的視障者、病人或是年紀較大的長

者，會以錄製有聲書（Audio Books）的方式，同時錄製了四種不同語言的版本（中文、馬來

西亞文、泰米爾文、英文）供其使用。143
 

（三） 新加坡視覺障礙學會（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Visually Handicapped） 

新加坡視覺障礙學會成立於 1951 年，隸屬於社會服務國家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其前身為新加坡盲人協會（Singapore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為一自願性

的社會福利機構。144該學會除了規劃與執行視障者視覺復健計畫外，也設置有圖書館，為落

實其服務宗旨，該館服務對象僅限符合資格之已註冊視障會員，提供視障者有聲書及點字書

的借閱、參考諮詢，該學會也進行點字書與有聲期刊（包括英文及馬來文版本）的製作，以

充實其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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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美華、王盈文，「新加坡圖書館再發現：知識、想像力與無限可能性」。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會訊，

26 期（200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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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Home page, http://www.nlb.gov.sg/（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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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Singapore, “ Statutory Function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http://www.nl.sg/NLWEB.portal?_cn_nodePath=NL/AboutNL/NLStatutoryFunctions&_nfpb=true&_cn_bookLev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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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標準145
 

根據新加坡著作權法第 54 條第 2 項訂定「所有已出版的作品可由公司或管理機構協助身

心障礙讀者轉錄為點字版、大字版或圖像，且不構成侵權」，但若第 54 條第 4 項和第 5 項成

立（如一出版品在出版時已有出版點字版或大字版），則不適用第 2 項之條文，因此不得再重

製。如達到身心障礙使用者或管理機構的同意，經過合理調查後，則可以成為一項複本以點

字或大字版型式出版，並且可於合理時間範圍內獲取普通的商業價格。146而第 54 條第 14 項

中，則提及每當一點字或大字版出版品出版，應將之視為一項新的出版品。 

而該著作權法在 2008 年完成部份修正，自 2009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施行。此次之修正

主要特別針對視障者及學術活動之需求，允許其破解鎖碼技術，以接觸著作內容或利於教學，

但仍禁止個人破解電腦程式及遊戲軟體。147根據以上法條可知，新加坡政府對於視障者資源

明定訂法條，不僅維護了視障讀者使用圖書資源的權益，也可有效保障出版商的著作權。 

三、服務特色148
 

新加坡圖書館的視障服務模式是以國家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雙重體系相互合作為基礎，

提供一個整合性的服務。在如此的運作模式下，也成功的設計與推展了視障者的圖書資源服

務，讓資訊資源的分佈與取得可以更加的平均。以下即針對相關計畫進闡述。 

（一） 公共圖書館與特殊讀者及其他社區合作計畫（Public Libraries for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and Other Community Initiatives） 

該計畫是由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所制定，目的是要鼓勵更多有特殊需求的讀者，特

別是殘疾人士，能夠受益於圖書館的服務，期望可以提供他們更便捷且值得信賴的圖書館服

務。149
 在計畫的運作之餘，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也不斷尋找新的途徑和機會以幫助改進

此項計畫，並與社區合作，推廣閱讀和圖書館的使用。而依據此計畫的執行，所提供的視障

者與其他身心障礙者的服務如下： 

1. 身心障礙者須出示官方文件（如政府對符合弱勢群體認可的文件），就可申請享受免

費會員，有效期限為一年，可以再次申請續期。 

                                                 
145

 Attorney-General in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view.w3p;ident=e986e24c-dfa8-44b7-b61e-27216b5ef8ff;page=0;query=D

ocId:e20124e1-6616-4dc5-865f-c83553293ed3%20%20Status:inforce%20Depth:0;rec=0#pr54-he-“.（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146

 Attorney-General in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view.w3p;ident=e986e24c-dfa8-44b7-b61e-27216b5ef8ff;page=0;query=D

ocId:e20124e1-6616-4dc5-865f-c83553293ed3%20%20Status:inforce%20Depth:0;rec=0#pr54-he-“.（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147

 章忠信，「新加坡修正著作權法有利盲胞接觸著作」，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4&act=read&id=201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12 日）. 
148

 Public Libraries Singapore, “Librarian Services – Children,” 

http://www.pl.sg/page/PlJustBrowseContentBook2/ChildrenLibrarianServices&_parent=ChildrenLibrarianServices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149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e-resourc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dex.aspx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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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身心障礙者借閱的權限，此計畫提供最多可借 4 件視聽資料，關於借閱期限則

是可借 3 周的書和 2 周的雜誌以及 2 周的視聽資料，書籍和雜誌可以免費續借一次，

而視聽資料則無法續借。 

3. 透過「協助我」（Project Deliver Me）遞送服務計畫協助遞送圖書資源給予身心障礙

者。 

4. 設置 Molly 移動圖書館，其中備有 3,000 冊的圖書資源與借還書設備，主動提供身心

障礙的讀者更多閱讀的契機。 

5. 出版＜Understanding disabilities＞刊物，使更多人了解身心障礙者。 

（二） 「協助我」遞送服務計劃150
 

「協助我」遞送服務計劃為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與新加坡視覺障礙學會，於 2009 年共同執

行的計畫。此計畫制定之起源在於「所有人皆有使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之豐富圖書資源的權

利」的理念，也因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極為注重於推廣閱讀以及終身學習，輔以新加坡國家圖

書館提出「無人將被遺置」（No One Left Behind）的口號，此計畫目前執行的相當順利。 

「協助我」遞送服務計劃的計劃成員相當多元，包含有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館員、志工、

以及相關團體人員。這些成員負責將視障者或其他殘疾人士所需之圖書資源遞送至其住處，

以便使用，此計畫實施以來，已有超過一百位會員從中獲得協助。會員可免費使用此項服務，

每次可借閱 8 件圖書館資源，每次借期為十週。對於視障者的是一項極為實用且目前也執行

相當穩定的服務。 

四、DAISY 推動現況 

新加坡傷殘人士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Physically Disabled）和國家圖書館管理局在 2009

年 9 至 10 月間合作進行了一項針對 DAISY 有聲書的研究。透過該研究除了解視障者的閱讀

資源需求外，也進而促進該國發展更多元的數位有聲書供視障者運用。而新加坡視覺障礙學

會因意識到新加坡國內的有聲書資源相當有限，希望透過各種測試與發展，能充分的滿足視

覺障礙讀者，並提供視覺障礙讀者更多的選擇，因此也極為支持 DAISY 的推動與發展。151
 

五、新加坡提供之視障讀者服務 

新加坡提供視障讀者服務彙整如表 15 所示。 

表 15：新加坡提供視障讀者服務項目一覽表 

類型 項目 

資源 
1. 點字書（Braille books） 

2. 有聲書（Talking books） 

                                                 
150

 Th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he Visually Handicapped, “What’s New,” http://www.savh.org.sg/info_news.php#A3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151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he Visually Handicapped, “ Trial Of DAISY Books,” 

http://www.savh.org.sg/daisybooks.php （accessed November 1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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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項目 

3. 電子書（Digital books） 

4. 大字書（Large-print） 

5. 學習資源（如教科書）（Learning material） 

輔具設備 

1. 螢幕放大軟體（Screen-enlarging software） 

2. 放大鏡（Magnifiers, hand-held） 

3. 閱讀機（Reading machines） 

4. 盲用電腦、筆電（Braille notetaker） 

服務 

1. 講習服務（New patron workshop） 

2. 遞送服務（Project Deliver Me） 

3. 移動圖書館（Mobile Libraries） 

 

以上可知，新加坡對於視障讀者的圖書資源已著手進行建置與利用，同時也積極在發展

與推動 DAISY 格式有聲書。而該國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主導，與傷殘人士學會及新加坡視覺

障礙學會合作推動及製作有聲書的模式，可作為我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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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中國大陸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中國大陸屬於發展中國家，其幅員千里、視障人口眾多；近年來的經濟快速成長，不但

逐漸改善了人民生活的品質，也帶動了社會關懷殘障者等弱勢族群的風氣，從全國公共圖書

館積極增加點字書、有聲讀物館藏及電腦設備、視障者應用之電腦軟體，以及成立網路圖書

館等方面，可以看出其不斷充實視障讀者服務之積極度。 

一、服務機構： 

  依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公布之資料，統計至 2010 年底，中國大陸的視障者約有 1,263 萬

人152，如此龐大數量的弱勢族群，兼之中國大陸幅員遼闊，可以想見公共圖書館對視障讀者

的服務確實不易推廣。以其發展脈絡而言，大致可分四個階段153： 

  （一）萌芽期：始於 1950 年，以「照顧」為主。當時圖書館尚無專門服務場所（如視障

閱覽室）及無障礙設施等，館員也僅能提供視障讀者行動與借閱方面的協助。 

  （二）轉折期：始於 1980 年，為「主動服務」模式。如上海市殘疾人聯合會成立有聲讀

物圖書館、天津河東區圖書館提供「送書上門服務」堅持至今。 

  （三）上升期：始於 1988 年，為「權利保障」模式。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於此時成立，隨

著省、縣、市各級殘疾人聯合會組織紛紛成立，各地公共圖書館對視障讀者的服

務項目也越來越多元。 

  （四）發展期：始於 2000 年，為「資訊服務」模式。截至 2005 年，中國大陸視障有聲

讀物圖書館（室）計有 244 個，隸屬關係分為：公共圖書館獨立興建、殘疾人聯

合會獨立興建、公共圖書館和殘疾人聯合會共同興建三種。 

  由上可知，中國大陸各地的殘疾人聯合會對於圖書館視障讀者服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近年來，中國大陸對視障讀者的資訊服務成效頗有建樹，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殘疾人

聯合會及中國盲文出版社為推動視障讀者服務，於 2008 年 10 月起合作建置「中國盲人數字

圖書館」，是第一個專為視障群體服務的國家等級網路圖書館154，統計至 2010 年為止，其館

藏約有 1,000 本電子圖書、2,600 筆有聲資料及樂曲及 400 場講座影片等資源。155此外，在實

體圖書館方面，2011 年 6 月新成立的中國盲文圖書館新館，館內設有視障閱覽區（設立視障

社科、視障科技、弱視大字書、視障兒童、親屬志工、視障有聲讀物閱聽、視障電子閱覽、

學術專題等 8 個閱覽室）、展覽展示區（設立觸覺博物館、視障文化體驗館、海倫凱勒展室等

3 個展館）、教育培訓區（設視障電腦培訓教室、視障音樂培訓教室、視力訓練室、心理諮詢

室等），以及口述影像館；其館藏約有點字書及大字書 5,000 種、有聲讀物 20,000 種、電子圖

書 10,000 種，為提高圖書資源的利用率，該館並免費提供全國盲校、圖書館（圖書室）借閱

                                                 
152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2010 年末全國殘疾人總數及各類、不同殘疾等級人數」，

http://www.cdpf.org.cn/sytj/content/2012-06/26/content_30399867.htm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6 日）。 
153

 劉瑋，「關於殘疾人圖書館建設和發展的幾點思考」，圖書館學研究 2 期（2008 年 2 月）：16-19。 
154

 李春明、陳力、張煒，「中國殘疾人數字圖書館建設展望」，圖書館建設 11 期（2010 年 11 月）：16-18。 
155

 章忠平，「圖書館為殘疾人提供知識援助的思考」，圖書館學刊 11 期（2010 年 11 月）：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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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書服務。156
 

  根據劉磊及楊楓 2 位學者於 2005 年 5 月的調查，中國大陸全國對視障讀者提供相關資源

與服務之公共圖書館計有 46 所，整理如表 16 所示157： 

表 16：中國大陸全國公共圖書館提供視障資源及服務一覽表 

地區 圖書館名稱 

資源 服務 

點字書 有聲書 視障用電

腦 

郵寄書籍 

華北地區 

中國盲文圖書館（舊館）     

國家圖書館     

首都圖書館     

北京朝陽區圖書館     

北京西城區圖書館     

天津圖書館     

天津河東區圖書館     

天津塘沽區圖書館     

滄州市圖書館     

秦皇島圖書館     

唐山市圖書館     

張家口市圖書館     

大同市有聲圖書館     

內蒙古圖書館     

東北地區 

遼寧省圖書館     

黑龍江省圖書館     

瀋陽市圖書館     

大連圖書館     

鞍山市少兒圖書館     

華東（北）

地區 

南京圖書館（舊館）     

合肥市圖書館     

銅陵市圖書館     

馬鞍山圖書館     

煙臺圖書館     

青島圖書館     

華東（南）

地區 

上海圖書館     

上海浦東新區圖書館     

上海盧灣區圖書館     

                                                 
156

 中國盲文出版社，「為全國盲校、圖書館（圖書室）免費提供盲文圖書借閱服務」，

http://www.cbph.org.cn/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339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12 日）。 
157

 劉磊、楊楓，「我國公共圖書館盲人服務體系發展構想」，圖書與情報 4 期（2006 年 8 月）：21-25。 



 

 65 

地區 圖書館名稱 

資源 服務 

點字書 有聲書 視障用電

腦 

郵寄書籍 

上海徐匯區圖書館     

上海市盲人有聲讀物圖書館     

浙江省圖書館     

富陽市圖書館     

福建省圖書館     

華中地區 

湖北省圖書館     

湖南圖書館頤而康盲人圖書館     

新鄭州市圖書館     

洛陽市圖書館     

華南地區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廣州圖書館     

深圳圖書館     

肇慶市端州圖書館     

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     

西南地區 

重慶市圖書館     

樂山市圖書館     

雲南省圖書館     

西北地方 西安圖書館     

由上表可知，北京朝陽區圖書館、秦皇島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廣州圖書館提供之資

源及服務較為多元，但對視障讀者最為方便的郵寄書籍服務反而尚未普及。上表的詳細館藏

資訊可詳附錄 6。 

二、服務標準： 

中國大陸於 1990 年 12 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中，對視障者的相關

條文列舉如下158： 

（一）第 26 條指出「政府有關部門應當組織和扶持盲文、手語的研究和應用，特殊教育

教材的編寫和出版，特殊教育教學用具及其他輔助用品的研製、生產和供應。」 

（二）第 38 條第 2 款指出「組織和扶持盲文讀物、盲人有聲讀物、聾人讀物、弱智人讀

物的編寫和出版，……在部分影視作品中增加字幕、解說。」 

（三）第 44 條指出「盲人可以免費乘坐市內公共汽車、電車、地鐵、渡船。盲人讀物郵

件免費寄遞。」 

此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以及政府相關部會開始規劃「五年工作綱要」，期許殘障人士能

                                                 
15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

http://www.gov.cn/banshi/2005-08/04/content_20235.htm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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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參與社會生活，其中與圖書館視障讀者的相關措施包括： 

（一）1996 年 4 月發布的《中國殘疾人事業「九五」計畫綱要（1996 年~2000 年）》的

配套實施方案中，提出「大、中城市圖書館要提供盲文及盲人有聲讀物借閱……

增加適合盲人、聾人、弱智人的讀物。159」 

（二）2001 年 4 月發布的《中國殘疾人事業「十五」計畫綱要（2001 年~2005 年）》的

配套實施方案中，要求「公共圖書館要積極開展盲文及盲人有聲讀物借閱服務，

省級以上圖書館設立盲文及盲人有聲讀物圖書館（室），有相應的無障礙設施。160」 

（三）2006 年 6 月發布的《中國殘疾人事業「十一五」發展綱要（2006 年~2010 年）》

提及「公共圖書館和街道（鎮）、社區、村圖書閱覽室要為殘疾人提供圖書借閱服

務，有條件的地方要開闢盲文及盲人有聲讀物場所。161」在實施方案中，除說明

「加強盲人讀物的出版發行和圖書借閱工作，基本滿足盲人學習文化的需求」外，

亦要求「推動地市以上公眾圖書館盲文及盲人有聲讀物圖書室的建設，對其中的

200 個給予扶持。強化圖書室的服務功能，增加圖書和有聲讀物種類、數量；發

揮志願者的作用，為盲人提供送書上門或郵寄上門的服務」，並宣示「加大盲文出

版和盲人有聲讀物的政策、資金扶持力度。162」 

（四）2011 年 6 月發布的《中國殘疾人事業「十二五」發展綱要》提及「各級公共圖書

館應設立盲人閱覽室，配置盲文圖書及有關閱讀設備，做好盲人閱讀服務。資助

中西部地區設區的市、縣兩級公共圖書館盲人閱覽室建設。充分發揮中國視障文

化資訊服務中心（中國盲文圖書館）資源輻射和公共文化服務作用。盲人讀物出

版規模比“十一五”翻兩番，加強盲人資訊化產品研發、生產和應用。163」在實

施方案中，另補充「繼續推進圖書和聲像數字資源的無障礙化，加強網上盲人數

位圖書館和殘疾人數位圖書館的共建。164」 

經由上述法規及工作綱要的介紹，不難發現中國大陸的積極作為，在不間斷的建設之下，

可想見未來視障讀者將有更好的設備與服務。 

三、服務特色 

過去，中國大陸圖書館對視障讀者的服務，主要採用點字書和有聲書（卡帶錄音）的方

式：點字書是用手工鑿成的，製作效率低，數量也非常有限；卡帶式有聲書的種類及數量也

                                                 
159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中國殘疾人事業“九五”計畫綱要配套實施方案」，

http://www.cdpf.org.cn/zcfg/content/2008-03/27/content_30317545_3.htm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 
160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配套實施方案之十二 殘疾人事業宣傳文化工作“十五”實施方案」，

http://www.cdpf.org.cn/2008old/zcfg/content/2001-11/06/content_50476.htm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 
161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中國殘疾人事業“十一五”發展綱要」，

http://www.cdpf.org.cn/zcfg/content/2007-12/06/content_30316178_5.htm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 
162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殘疾人事業宣傳文化工作“十一五”實施方案」，

http://www.cdpf.org.cn/2008old/zcfg/content/2007-12/06/content_50506.htm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 
163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

http://www.cdpf.org.cn/zcfg/content/2011-06/09/content_30341608_5.htm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 
164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配套实施方案之二十二:残疾人事业信息化和统计“十二五”实施方案」，

http://www.cdpf.org.cn/zcfg/content/2012-03/06/content_30381790.htm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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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視障讀者多以觸摸點字為閱讀方式，在技術設備上遠遠落後於先進國家。165
 

今日，為視障讀者服務的方式包括借閱點字書刊、點字數位讀物及有聲讀物、提供面對

面朗讀服務等。但是，目前中國大陸點字書刊的種類和數量仍然不多，國內只有「中國盲文

出版社」負責視障刊物的出版，無法滿足全國視障讀者的需要；有聲讀物雖然數量較多．但

是種類單調，許多讀者需要的書常無有聲形式版本；面對面朗讀則需要大量的服務人員。視

障讀者外出不便，非常需要通過郵寄的方式借還資料。166
 

誠然，目前中國大陸提供予視障讀者的資源與服務雖遠不及先進國家，但在其近年急起

直追的努力下，相信未來將有很大的進展。以下列舉幾所圖書館，略敘述其特色： 

（一）北京西城區圖書館167： 

館內設有點字書籍閱覽區和電腦使用區，專為視障者配置的電腦安裝了點字轉換

軟體、語音軟體，鍵盤下方並連接點字顯示器，同時，視障讀者還可以透過輕型

點字印表機列印文字檔案或網頁。該圖書館亦設置高清晰的多功能助視器，弱視

讀者通過觸摸超大觸感按鈕即可將書籍及報刊放大 3 至 99 倍，於大螢幕顯示出

來，閱讀更為方便。 

（二）上海浦東新區圖書館168： 

該館多次請視障者來館座談，對其讀書興趣進行研討，以利制訂協助視障者之策

略。採編部門依據座談結論，制訂點字版文獻的資源收集原則，以提升圖書資源

流通性，確保視障讀者均能受惠，其相關服務如下： 

1. 主動送書上門：自 2003 年 3 月起迄今，該館主動為視障讀者送書上門 800

多次。 

2. 舉辦電腦學習班：自 2002 年 8 月起連續舉辦 5 期電腦無障礙應用學習班，

學習使用中國大陸自行開發之「億時代藍天語言軟體」、「永德讀屏軟體」、

「福音盲人電腦系統」，每期經過一個多月的學習，迄今有 50 多位視障讀

者參加，其中 33 人獲得結業證書。 

3. 開展讀書活動：每月舉辦 1 次視障讀者讀書活動，迄今已進行 40 多次，有

1500 多人次參加。 

4. 出版通訊刊物：該館編制 4 期《浦東電腦無障礙應用學習班體會彙編》，受

到視障讀者喜愛。 

（三）廣州圖書館169： 

該館於 2001 年成立視障專用電子閱覽室，於 2004 年擴建為 100 平方公尺，館藏

點字書超過 2,000 冊，有聲讀物 300 多件，並配置視障專用多媒體電腦及音響視

聽設備，安裝視障語音軟體。該閱覽室擁有 70 多名固定讀者，多為視障學校的學

                                                 
165

 杜偉、王君，「世界盲人數位圖書館的發展」，晉圖學刊 1 期（2003 年 2 月）：27-29。 
166

 葛藹麗，「談圖書館盲人閱覽區的發展」，圖書館論壇 22 卷，6 期（2002）：91-92。 
167

 胡靖華，「論公共圖書館為視障人士的服務」，圖書館論壇 26 卷，l 期（2006）：183-185。 
168

 楊新娟、楊國榮，「為盲人讀者服務的實踐與思考」，圖書館雜誌 23 卷，8 期（2004）：47-48。 
169

 王桂敏，「聽見文字的聲音－視障有聲書系統」，http://idp.teldap.tw/epaper/20100429/409（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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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及在該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該館更因應視障讀者需求，推動電子圖書、

有聲讀物及網頁資訊複製及格式轉換等服務，並與廣州市殘疾人聯合會合作，每

月舉辦 1 次電腦愛好者學習班。未來更計畫建立視障讀者檔案，收集、記錄其特

點愛好、閱讀傾向之詳細情況，以便隨時聯繫、制訂服務內容。 

四、DAISY 推動狀況 

  雖然中國盲文出版社（China Braille Press）及香港盲人輔導會（Hong Kong Society for the 

Blind）是 DAISY 聯盟的協同會員170，但 DAISY 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仍屬百廢待興階段。依據

陳豔偉女士於 2010 年的調查，中國大陸（含港澳）主要提供視障讀者相關資源與服務之機構

現況整理如表 17 所示171，顯示均無提供 DAISY 標準之光碟供讀者借閱。 

表 17：中國大陸（含港澳）主要提供視障讀者相關資源與服務之機構現況（節錄） 

圖書館名稱 

服務內容 

中國國

家圖書

館 

北京西

城區圖

書館 

上海 

圖書

館 

南京 

圖書館

（新

館） 

廣州 

圖書館 

深圳 

圖書

館 

香港盲

人輔導

會 

澳門中

央圖書

館 

資源 

專用電腦         
專用網站         
數位點字書         
DAISY 光碟         

服務 

點字轉譯         
電腦培訓         
視障輔助設備         
有聲讀物製作         
影視服務         
讀報服務         
有聲化 OPAC         

  由上表可知，各圖書館除均未提供 DAISY 光碟借閱外，讀報服務、有聲化 OPAC（線上

公用目錄）及數位點字書亦尚未發展，可說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相較之下，民間機構對於發展 DAISY 的進度更快速，如北京紅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於

2011 年 1 月成立的「心目圖書館」：該中心於 2009 年起接受日本點字圖書館培訓，並建立由

員工與志工組成的技術小組，目前參與書籍錄音的志工已超過 100 人，且製作 DAISY 圖書超

過 80 部。172
 

                                                 
170

 DAISY Consortium, “DAISY Members” http://www.daisy.org/members （accessed August 27, 2012） 
171

 陳豔偉，「多媒體在推進圖書館無障礙服務中的應用研究」，圖書館建設 1 期（2011 年 1 月）：71-74。 
172

 北京紅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心目圖書館》正式掛牌成立」，

http://www.hongdandan.org/news/lnew/2011-04-26/349.html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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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提供之視障讀者服務 

中國大陸提供視障讀者之服務可參考表 18。 

表 18：中國大陸提供視障讀者服務項目一覽表 

類型 項目 

資源 

1. 點字書（Braille books） 

2. 錄音帶（Recorded cassettes） 

3. 錄影帶（Videotapes on disabilities） 

4. 有聲書（Talking books） 

5. 觸覺資料（Tactile maps, Tactile pictures…） 

6. 電子書（Digital books） 

7. 口述電影（Descriptive videos） 

8. 大字書（Large-print） 

9. 學習資源（如教科書）（Learning material） 

輔具設備 

1. 螢幕放大軟體（screen-enlarging software） 

2. 點字轉譯軟體（Braille translation software） 

3. 點字觸摸顯示器與印表機（Braille display and embosser/printer） 

4. 擴視機（弱視者使用）（CCTVs） 

5. 閱讀機（Reading machines） 

6. 有聲電梯（Talking elevators） 

7. 有聲標示閱讀機（Talking sign receivers） 

8. 盲用電腦、筆電（Braille notetaker） 

9. 點字打字機（Braille writer） 

服務 

1. 免費郵遞服務（Free mail service） 

2. 館際服務（Interlibrary loans） 

3. 語音輸入與輸出服務（Speech input or output） 

4. 志工服務（Volunteer services） 

5. 講習服務（New patron workshop） 

  雖然中國大陸目前未入已開發國家之林，但隨著全國殘疾人聯合會的遍布、各項法規與

工作綱要的實施與執行、中國盲文出版社持續出版視障圖書、公共圖書館視障資源的累積，

以及數位圖書館的導入與精進，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大陸會有越來越多的視障者享受圖

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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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之服務系統與工具 

視障圖書資源的主體為點字書、有聲書、大字書與各種輔助性質的教具，而藉由資訊科

技的協助，除了實體、印刷資源外，亦發展出多種電子格式的資源以利讀者使用。在面對多

元的資源格式，推展出相對應的製作技術，同樣拜科技進步所賜，現階段視障者電子圖書資

源的製作相當便捷，透過多間組織與公司的開發，有許多轉譯軟體可供利用，大大簡化製作

的時間與成本。另外，國外也就資源轉譯的規範進行制定，以確保各家產出的格式均具一致

性，而這部份正是我們可加以深入了解的部份。以下即就點字及有聲書的相關軟體資源及規

範做概略介紹與說明，以期提供未來發展、應用資源的參考。 

壹、規範與標準 

北美點字協會（Braille Authority of North America, BANA）在 2011 年公布了新版的點字

轉譯原則（Braille Formats Principles of Print-to-Braille Transcription），其中訂定了多項可直接

由文字轉為點字的規則，目標是希望透過整合及儲存的統一格式或工具，讓視障者能以最快

速、最簡易的方式獲取資訊；圖書館也能以最少的訓練成本，建立高效益且豐富的視障資源

館藏。 

澳大利亞閱讀障礙者資訊取用圓桌會議也針對點字轉譯部份在 2011年制定了Duxbury點

字翻譯製作商手冊（Duxbury Braille Translator Producer's Manual），該手冊的使用範圍以紐澳

地區為主，並以滿足全球點字出版商需求為目標（如支援多種語言、翻譯碼與格式需求）。173
 

而在 DAISY 數位有聲書部份，美國 NLS 針對 DAISY 數位有聲書的製作訂定了一系列的

製作標準，如規範#1202（2011 Digital Talking-Books Mastering）中即制定數位有聲書的音效

格式、內容品質標準；規範#1203（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alking Books）則訂定數位有聲書

的各層級內容格式、各相關檔案的命名方式等。 

另外，日本的錄音（DAISY）資料製作全國標準檢討委員會於 2011 年公布錄音（DAISY）

資料製作全國標準。該標準除提供製作資源的基本軟硬體建議外，也針對製作過程與內容提

供基本格式，以作為錄音製作常發生錯誤、有製作相關困難問題的圖書館員、圖書館合作者、

志工團體製作時的參考。 

除了點字書與數位有聲書外，電子書也是可以加以利用的資源。一般常用的電子書格式

有 PDF、EPUB、HTML 等，其中 EPUB 格式由經濟部工業局責成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

所，取得國際數位出版論壇（IDPF）授權同意，完成 EPUB 3.0 的規範中文化、EPUB 3.0 Reading 

System 實作建議書、實作出以 OCF 3.0 以及 OPF 3.0 規範為主的編輯工具（Sigil 0.3.4）、閱

讀 EPUB 3 電子書的套件中文格式規範的修訂（EPUB 3Toy）174，作為國內製作業者依循的參

考與標準。 

                                                 
173

 Round Table on Information Access for People with Print Disabilities, Duxbury Braille Translator Producer's 

Manual , http://www.e-bility.com/roundtable/guidelines-duxbury-braille-translator.php （accessed October 16, 2012）. 
174

 臺灣數位出版聯盟，「資策會：EPUB 3 中文規格及相關應用程式」，

http://www.dpublishing.org.tw/2011_12_01_archive.html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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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與工具 

視障圖書資源的製作與利用工具相當多元，透過電腦科技的發展與協助也持續簡化與降

低製作所需的時間及成本。以下即就相關資源的製作與運用軟體技術進行介紹，以供參考。 

一、視障圖書資源製作工具 

在點字部份，點字的轉譯除了如 Duxbury 點字翻譯、淡江大學盲資中心開發的中文點字

即時雙向轉譯系統外，亦有許多自由軟體可供使用，如高生旺自撰的線上點字轉譯系統、

freedots 點字樂譜轉譯軟體、Perky Duck 點字編輯器、NFBTRANS 英文二級點字轉譯軟體、

liblouis 各國點字轉譯程式庫；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也在今年發表其所開發的數位點字樂譜

軟體，將樂譜轉換成盲用點字樂譜，並提供中文語音導覽及樂譜播放的輔助功能。 

這些自由軟體的使用方式大多相當簡易，以「線上點字轉譯系統」為例。在進入系統網

頁後，點選「點字轉譯服務」並設定轉譯需求條件，即可自動將文字轉成點字格式（如圖 4、

圖 5）。 

圖 4：盲用電腦世界-點字轉譯服務系統畫面 1 

  
圖 5：盲用電腦世界-點字轉譯服務系統畫面 2 

 

而成大資工系於 2012 年開發數位點字樂譜（Touch Melody）軟體，將樂譜轉換成盲用點

字樂譜，並以中文化介面、中文語音導覽、及樂譜播放的輔助功能，協助視障者使用。175該

                                                 
175

 成大資工系開發數位點字樂譜 盲生學習音樂輕鬆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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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軟體用的是與國際接軌的「音層式點字樂譜」，而非臺灣慣用、簡化的音符式點字樂譜，增

加未來與國際串接並加以推廣的可行性。 

電子書方面，PDF 的製作除了透過 Adobe System 發售的 Adobe Acrobat Pro 外，另有 Foxit 

PDF、cutePDF、PDFCreator 等軟體可運用。其製作的概念同印表機列印，在安裝相關製作軟

體後，在印表機清單中會增加所安裝的軟體，在資料編輯完成後，即可透過列印功能選擇該

軟體，進行資料的轉製。在第二章第一節中有提及 PDF 可透過輔助功能協助視障者使用，但

若欲閱讀的 PDF 檔為圖檔轉製、不具有文字屬性，則較不便被視障者使用。為解決此問題，

Adobe System 也在 Adobe Acrobat Pro 中增加了識別掃描文件中的文字的功能，即是透過光學

字元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軟體來識別與轉換文字屬性。176但也不是所

有文件皆可執行字元辨識，若原始文件的掃描解析度低於 72 dpi 會無法辨識，低於 150 dpi

則辨識精準度會略為降低，而解析度 300 dpi 的掃描產生的文字則是最佳。因此若須使用字元

辨識則需要就掃描解析度加以注意。 

由於多數的電子書閱讀器都可支援 EPUB 格式，因此相關的製作軟體也較多元。如 Google 

開放原始碼專案之一的 Sigil，是一套「所見即所得」的編輯工具，因此製作方式較為簡易。

Sigil 是開放原始碼社群依 GPL3 條款釋出的的 EPUB2 電子書編輯器，而資策會自由軟體計畫

在取得 Sigil 授權，得開發中文版，並以其 0.3.4 版本為基礎，進行部分符合 EPUB 3 標準的

功能開發，相關的執行檔與原始碼皆公開於 Source Forge，期能吸引更多有興趣的廠商及個人

一同發展更完善的 EPUB 3 電子書編輯器。在編輯功能方面，Sigil 結合社群資源，實作出以

OCF 3.0 以及 OPF 3.0 規範為主的相關功能，並透過內嵌功能於 Sigil 電子書編輯器以進行驗

證。中文版除與英文版功能完全相同，也特別針對中文編輯環境，做了提供 EPUB v1.0 中文

化標籤、支援繁體中文語系（zh-tw）這兩項修正，讓這套軟體更適用於中文語系環境（如圖

6）。177
 

圖 6：Sigil 製作操作畫面 

 

有聲書部份與點字轉譯類似，除了商用軟體外，亦有自由軟體可供利用，如 Tobi DAISY、

                                                                                                                                                                  
http://ufo.ncku.edu.tw/files/14-1030-96823,r1184-1.php （accessed November 7, 2012）。 
176

 Adobe System，「識別掃描文件中的文字」，（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10 日）。 
177

 臺灣數位出版聯盟，「中文化的 EPUB 電子書編輯軟體 Sigil」，

http://www.dpublishing.org.tw/2010/09/epubsigil.html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7 日）。 

http://ufo.ncku.edu.tw/files/14-1030-96823,r118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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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i DAISY。以 Obi DAISY 為例，是開放原始碼的 DAISY 有聲書製作軟體，任何人都可透

過此軟體免費製作 DAISY 有聲書，無須額外購買其他設備，該軟體相對於 DAISY 有聲書製

作軟體，用法較為簡單（如圖 7），適合個人或小型機構使用178；Obi DAISY 於 2011 年 10 月

20 日發布 2.0 版，並於 2012 年 8 月 27 日發表 2.5 beta 版。179透過不斷的更新，目前可製作

DAISY 3 與 DAISY 2.02 版的有聲書、支援使用者設定個人熱鍵、支援更多國別語系。 

圖 7：Obi DAISY 製作操作畫面 

 

二、視障圖書資源使用輔具 

在視障圖書資源製作軟體外，也有許多視障者可利用的免費輔助軟體，如表 19 中列出視

障者可用的電腦輔具等資源可供參考。另外如看漢科技公司因應視障者需求及個人電腦操作

系統發展，與 Freedom Scientific 公司合作推出中文版 JAWS 高效能螢幕朗讀系統－聲點 8.0

版，透過 JAWS，螢幕上的文字會以聲音或從點字器輸出，便利視障者瀏覽中文網站。 

中國大陸也發展了許多的視障語音軟體，包括：廣州永德、晨光、哈爾濱藍天、上海福

音、清華雙星、科大迅飛、清華北極光、北京陽光等。其中有些因設計缺陷而被取代，有些

也因為缺乏經費支持而無法繼續發展。而從公共圖書館的使用情況來看，目前使用最為廣泛

的是永德軟體，其次是北京陽光。180永德軟體的全名為永德讀屏軟體，是適用於微軟 Windows

作業系統的螢幕朗讀軟體，使用者可選擇不同語調、調整朗讀速度，並在電腦音效卡失常時

具有自動開啟語音的功能，且能支援網頁瀏覽及微軟 Office 等應用程式181；北京陽光的全名

                                                 
178

 香港盲人輔導會訊息無障礙中心，「OBI 1.0 免費的 DAISY 有聲書製作工具」，

http://netshare.hk/news/index09.php?content=a40 （檢索於 2012 年 10 月 22 日）。 
179

 Obi, http://daisy-trac.cvsdude.com/obi/ （accessed October 22, 2012）. 
180

 趙繼紅、王和平，「關於我國公共圖書館盲人服務的現狀、問題及思考」，農業圖書情報學刊 19 卷，l0 期

（2007）：72-74。 
181

 永德盲人網，「永德讀屏軟體簡介」，http://www.wangyongde.com/Shop/200809/3.html （檢索於 201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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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盲文電腦系統陽光標準／專業版，由中國盲文出版社開發182，不但包含螢幕朗讀、支

援輸出點字顯示器，亦有英漢辭典等功能，專業版更擴增點字編輯、校對、轉碼及排版等功

能；目前中國盲文出版社與臺北市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合作開發陽光軟體的繁體中文版，並

獲廣泛使用。183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更為視障者開發專屬的 Android 系統手機應用程式，係由

淡江大學盲資中心提供數位點字版技術，結合中華電信開發中文合成語音系統，再串連雲端

資料庫，稱為「盲用隨身助理」手機 APP：能「閱讀」《中時電子報》、辨識鈔票面額、臉書

並連結公車動態資訊，甚至進入數位圖書館「聽」紅樓夢，目前計有全國 60,000 多名視障朋

友受惠。184
 

表 19：盲用電腦世界盲用軟體項目一覽表 

 可用資源/軟體 

點字相關 

freedots 點字樂譜轉譯軟體 

Perky Duck 點字編輯器  

pockdot 點字編輯器 

NFBTRANS 英文二級點字轉譯軟體  

liblouis 各國點字轉譯程式庫 

有聲書相關 

Tobi DAISY 製作工具  

obi DAISY 製作工具 

TPB Reader DAISY 有聲書播放程式中

文版 

AMIS DAISY 有聲書播放程式中文版 

視障輔具及

其他 

ekho 中英文 sapi5 語音  

Dev-cpp C/C++ Windows 開發環境  

AutoIt Windows 自動化 script 語言  

AutoHokey Windows 熱鍵設定 script 

語言  

wxMaxima 電腦幾何系統  

SAFA 螢幕報讀軟體   

Balabolka 文字轉語音（win）  

dspeech 文字轉語音（win）  

Virtual Magnifier 擴視軟體  

DesktopZoom 擴視軟體（win）  

NVDA 螢幕報讀軟體（win）  

Orca 螢幕報讀軟體（lin）  

brltty 點字螢幕閱讀軟體 

目前全世界 70%的資訊存放在資料庫中185，顯示數位化資源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我們

必須思考如何用更簡單的方式提供資訊，如何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使資訊加值，如何使視障者

更容易取得資訊，這部份正是未來可加以探討與開發的。 

                                                                                                                                                                  
月 2 日）。 
182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淺談『陽光專業版』在盲文編輯中的應用」，

http://www.cdpf.org.cn/special/zmxh/content/2010-01/07/content_30265890.htm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2 日）。 
183

 廣東省盲人協會，「中國盲文出版社與陽光軟體」，

http://www.gdmx.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80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2 日）。 
184

 許俊偉、康文柔，「盲友手機專用 APP 會讀報認鈔票」，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301+112012060300149,00.ht

ml （檢索於 2012 年 9 月 18 日）。 
185

 劉漢卿，「什麼是『Pervasive Computing』 （無所不在的運算）？」，

http://www.iiiedu.org.tw/knowledge/knowledge20031231_1.htm （檢索於 2012 年 9 月 11 日）。 

http://delysid.org/freedots.html
http://www.duxburysystems.com/product2.asp?product=Perky%20Duck&level=free&action=pur
http://www.braille-pokadot.com/
http://www.nfbnet.org/files/nfbtrans/
http://code.google.com/p/liblouis/
http://www.daisy.org/tobi/download
http://www.daisy.org/obi/download
http://www.tdtb.org/support/multimedia/tpb_reader.zip
http://www.tdtb.org/support/software.html
http://downloads.sourceforge.net/e-guidedog/ekho-4.3-wav.exe
http://downloads.sourceforge.net/sourceforge/dev-cpp/
http://nonvisualdevelopment.org/node/18
http://www.autohotkey.com/
http://maxima.sourceforge.net/
http://www.nabdelhi.org/safa.zip
http://www.cross-plus-a.com/balabolka.htm
http://dimio.altervista.org/eng/
http://magnifier.sourceforge.net/
http://users.telenet.be/littlegems/MySoft/Index.html
http://nvda-project.org/
http://live.gnome.org/Orca
http://mielke.cc/brl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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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先以文獻分析及網站資源整理，探析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服務視障者之現況，

接著邀請國內專家接受個別訪談及座談，針對視障資源的服務與儲存格式等議題，進行意見

與經驗的交流。本章將研究結果綜合整理為「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視障服務分析」、「視障電

子化資源發展現況與困難」、及「視障電子化資源儲存建議格式」。 

第一節  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視障服務分析 

國內的視障組織可謂相當多元且分散，本研究依其屬性歸類為「圖書資源單位」、「教育

研究單位」、「政府機關」及「其他相關服務單位」四類，茲整理公共圖書館、大專校院專責

機構、視障教育專門機構、大學學系及附屬單位、政府相關部會機關及其他團體機構所提供

的視障資源或服務資料，包括其館藏量及服務項目等。其中，提供視障者電子資源及服務仍

以公共圖書館及大專校院專責機構居多，所收錄之視障館藏皆有相當的規模，多數圖書館都

提供了視障者常用的點字書及有聲書；視障專門機構及大學學系及附屬單位則除了提供圖書

資源及其輔具外，著重視障教育、學術研究及心理諮商可謂為其服務特色；而政府單位則是

負責制定相關法令並適時提供輔具補助或辦理教育訓練。  

本研究亦透過文獻及網站資源，觀察、整理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

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等 8 國之圖書資訊機構提供視障服務之現況。在國外，美國、英國、日本、

韓國、新加坡及中國大陸採中央集權式管理，德國及澳大利亞則是分權式管理。 

壹、中央集權式管理 

以美國最具規模，無論是組織分工、法規、資源、輔具、標準及服務，皆由政府單位負

責主導，其國會圖書館更成立了 NLS 專責規劃與執行，並以 NLS 為首，串連全國各地區各

級圖書館共享資源，提供聯合服務。英國由英國國家皇家視障圖書館主導，除了創辦有聲報

紙嘉惠視障者，在愛爾蘭更將服務對象擴大至因年長而視障之老年讀者。韓國及新加坡亦由

國家圖書館主導，韓國國家圖書館除了結合韓國電信業者及身心障礙協會的力量，建立國立

數位圖書館（即 Dibrary）。另有點字圖書館及 LG 數位有聲書圖書館，運用 RFID 與 NFC 等

先進技術，透過語音導覽或取件為視障者提供服務。新加坡的國家圖書館管理局，以企業經

營的方式，並聯合視覺障礙協會（SAVH）合作計畫（例如 Project Deliver Me）為視障者提供

無障礙服務。而中國大陸則整合了國家圖書館、視障團體及出版社的力量，即主要由中國國

家圖書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總會與各省分會）、中國盲文出版社等主導，建置「中國盲人

數字圖書館」，秉持積極作為、不斷建設的精神，共同推動中國大陸地區的視障服務。 

貳、分權式管理 

德國各地的圖書館經許可後可自行製作有聲書，視障資源鬆綁且豐富，其中又以音樂資

料（例如點字樂譜）最為卓越，點字樂譜不僅供全世界視障音樂師使用，更做為視障與明眼

人音樂交流之媒介。澳洲則是由國家圖書館扮演協調和仲介的角色，透過各項計畫（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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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障礙服務計畫、加強圖書館無障礙服務先導計畫、空中書閣等），委由視障組織（例如：

澳大利亞視覺基金會、南澳皇家盲人協會等）提供服務及輔具（例如昂貴的 DAISY 播放器）、

鼓勵各級圖書館參與、並也積極以「低成本提供閱讀障礙者資訊」的理念，尋求出版商的認

同與支援。 

參、視障資源、輔具及服務 

視障者常遭遇的困難，是無法主動且明確地表達其需求，而明眼人不知如何幫助他們。

圖書館藉由觀察、訪談、問卷調查及座談等方式，了解其資訊尋求及閱讀行為，制訂服務策

略，同時也透過資源及輔具，來滿足其資訊需求。除了「弱視」的視障者，其他較重度（例

如全盲）的視障者多以「觸讀」與「聽讀」兩種線性閱讀方式為主。而其中，以備有點字書

與有聲書的相關資源及輔具為最大宗。此外，科技的進步，為視障者帶來更寬廣的世界，網

際網路也成為現今視障者獨立取得資訊的重要管道。綜觀各國圖書館所提供視障資源、輔具

及服務，亦皆以此為考量。為因應視障者之網路使用需求，數位點字書與數位有聲書之相關

軟、硬體及格式的發展，亦是各國圖書館提供視障服務時持續關注的課題。 

第二節  視障電子化資源發展現況與困難 

關於視障電子資源的發展，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可知，各國都傾向致力於製作 DAISY

有聲書，普遍將之視為發展有聲書之首選標準；使用上甚至不再錄製或外借卡帶，而是以

DAISY 館藏進行流通。原因不外乎是數位格式資源的可用性、可攜性、製作與維護的簡易性，

最重要的是具有應用新技術開發新服務模式的彈性。許多國外圖書館更進一步利用 DAISY 格

式應用的多元性，開發出多種不同的應用模式，如智慧型手機的應用軟體、衛星的無線傳輸，

在在使視障資源的可用範圍更為廣泛。 

然而，在國內，亦有多個視障服務團體與學校曾接受政府補助，投入視障資源的製作，

針對 DAISY 有聲書的格式訂定標準規範，期能善用 DAISY 使國內數位有聲書的規格一致，

同時提升製作的品質，也便利圖書館檢核與控管有聲書內容。但目前國內資源的分散及著作

權法的限制，除了讓整體的製作成本提高，且尚無確實有效的數位版權管理機制及軟體，都

在在讓 DAISY 的使用效益不如預期，一旦計畫結束，亦無經費持續製作與發展。 

DAISY 有聲書雖可跳躍閱讀並加註書標功能，讓視障者更接近明眼人的閱讀方式，也較

符合國際有聲書發展之趨勢。但經由專家座談的分享，我們實際了解 DAISY 有聲書欲在國內

推展仍存在著困難，包括： 

一、 門檻高：發展 DAISY 需加入會員才能持續獲知新資訊，而成為會員需繳交高額年

費，國內圖書館或專業視障機構皆無此預算。 

二、 成本高：DAISY 有聲書的製作成本高，需花費之人力及時間成本皆不是一般視障機

構有能力負擔。多數有聲書製作單位現有的 DAISY 有聲書館藏，乃因曾接受政府單

位（例如教育部或文化部）委託，才有 DAISY 有聲書的轉錄成品，計畫結束後再無

經費繼續錄製。 

三、 時程長：有聲書錄音志工部分為專業播音者、有些是受過訓練的志工、有些則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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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之一般志工，造成 DAISY 有聲書錄音品質不一，常得再透過文字轉語音（TTS）

軟體，方能較為清晰。一般有聲書的錄製時程，以彰化師範大學為例約需 4 個月，

年產量約 650-800 冊186，而 DAISY 有聲書的製作流程更為繁複，從錄製、校對、轉

錄、標誌文字與語音同步的時間、語音合成到完成的時程肯定更長，產量也有限。 

四、 軟體不穩定：DAISY 轉錄及播放軟體尚不穩定，易造成當機。 

五、 播放器價格不斐：DAISY 有聲書需搭配專用播放器，一台約 1 萬多元，多數視障者

及圖書館難有此預算。 

六、 數位版權保護不易：目前國內的 DAISY 有聲書的版權幾乎不受保護，現行的數位版

權管理（DRM）亦都可破解，例如 KKBOX 雖使用了微軟的 DRM，仍可輕易被網

友破解，這點對出版社而言是較大的傷害，也是圖書館將 DAISY 有聲書放在網路上

供視障讀者取用或下載的一大障礙。 

第三節  視障電子化資源儲存建議格式 

本節將依據文獻探討與專家座談意見，綜合提出以下建議，作為未來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提供視障資源服務之參考。 

壹、視障資源及其儲存格式 

各國圖書館目前常用的視障資源格式有 MP3、.txt 或.pdf、DAISY 及 EPUB 3。各館提供

視障資源服務時，可考量使用者資訊尋求與閱聽行為、人力與經費、以及與出版社的互動關

係，再依資料類型區分，提供不同形式的資源服務。 

一、即時性及休閒類資源採 MP3 語音格式 

視障讀者常用的即時性（報紙及雜誌）及休閒類資料，考量視障者使用有聲書的習慣，

以中時電子及金庸小說報為例，都是快速聽過而不會想倒轉或反覆重聽，較用不著 DAISY

為章、節、小節、頁次或段落定位的功能。 

又，視障讀者較要求的是有聲資料之聲音與文字同步對應、以及聲音的清晰度。前者採

用數位檔（例如 MP3 格式）可做到；而後者如無法要求錄音人員，透過文字轉語音（TTS）

軟體，即可提升錄音品質。 

二、參考工具書、教科書採 DAISY 或 EPUB 3 格式 

視障參考工具書（例如書目、索引、摘要、字辭典、類書、百科全書、年鑑、年表、曆

譜、輿圖、名錄、手冊、統計資料、法規等等）其性質與普通書籍有所差異，依特定體例編

排，於檢索上有其繁瑣性。視障者在使用工具書時，不須從頭至尾全文閱聽，較需要章、節、

小節、頁次或段落定位的功能，倘若有人力及經費，可考慮以 DAISY 標準或 EPUB 3 格式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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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視覺障礙資料組有聲書線上收聽系統，「為視障者錄製一本有聲書，歡迎您的加

入。」，http://visual.ncue.edu.tw/index.php?do=shownews&id=2（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2 日）；吳英美，「視障

讀者資訊服務相關標準的制定-以國內視障讀者有聲書服務為例」，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7 卷，1 期

（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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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在求學階段中，教科書的公信力具有一定的權威，而視障教科書向來亦為視障學生學習

之重要資源。有鑑於此，教育部分別委託清華大學盲友會、淡江大學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及

彰化師範大學視覺障礙資料組等單位，分工製作視障教科書。教科書章、節明確，且視障讀

者常依老師的教學進度閱讀，如有人力及經費之預算，亦可嘗試以 DAISY 標準或 EPUB 3 格

式製作，善用其具搜尋書籤及標記重點的功能。 

三、建議格式之演進與未來走向 

2010 年時，DAISY 聯盟主席河村宏於第七屆中國信息無障礙論壇中公佈 DAISY 4 將與

EPUB 3 逐步進行融合。意即在 EPUB 3 新增語音導覽架構後，DAISY 4 也會逐步就 EPUB 3

的功能特性進行檢驗與驗證，最終 EPUB 3 會變成 DAISY 的一種常見格式。187而河村宏更在

2011 年的 ITU 亞太區數位包容論壇（Asia Pacific Regional Forum on Digital Inclusion for All）

提出DAISY 4=ANSI/NISO Z39.86-2011=EPUB 3的論點188，顯示未來EPUB 3會藉由與DAISY 

4 的相互成長而不再只是「電子書」。 

相較於現階段 DAISY 製作與應用成本高昂的缺點，EPUB 3 顯得平價與簡易許多，在閱

讀軟體與電子載具的開發應用也較為廣泛。如全美最大的數位與紙質圖書批發商英格拉姆內

容集團（Ingram Content Group）表示，他們的電子教材閱讀器 VitalSource Bookshelf 將全面

支持 EPUB 3，而 VitalSource Bookshelf 適用於 iPad、iPhone、Mac Windows、iOS 用戶端、

Android 等主流平臺。189而目前 IDPF 也釋出開放原始碼的 EPUB 3 製作軟體，資策會也將之

轉為中文版，並有詳細的製作文件可供參考；閱讀軟體部份 IDPF 與部份商業公司也已開放

免費軟體可供下載。 

因此，本研究建議現階段若考量時間與經費的成本，或可先嘗試建置 EPUB 3 資源，未

來若仍有 DAISY 製作的需求，較容易串接與相容，而無須花費多餘時間進行格式轉換及製

作。同時也因 EPUB 標準仍持續進步發展中，未來 EPUB 本身的功能及其與 DAISY 的相容

性是可期待的。 

貳、圖書館、視障資源機構及出版社合作模式 

透過專家座談，我們了解在實務操作上，國內出版社常是無人力將公開發行之出版品另

外轉錄成點字版，勢必得由視障機構或圖書館成立製作中心自行轉錄。而由書商提供內容格

式，以無任何標籤的純文字檔最佳。但是，純文字檔並不易取得！倘若作者直接於出版社具

有同步排版功能的編輯系統進行寫作；而出版社往往也只保留已經完成排版的檔案，皆非純

文字檔。即使如此，在國內，點字轉錄軟體已相當成熟，只要出版社願意提供作品檔案，彼

此間仍有合作空間。本研究建議合作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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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世界網（2010），「DAISY 联盟主席河村宏」，

http://www.cww.net.cn/zhuanti/html/2010/11/3/20101131426342811.htm （檢索於 2012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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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roshi Kawamura, “ DAISY Standard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for 

All,”www.itu.int/ITU-D/asp/.../S4_HiroshiKawamura.pdf （accessed November 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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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emy Greenfield（2012）, “ How Publishers Should Prepare for EPUB 3”, 

http://www.digitalbookworld.com/2012/how-publishers-should-prepare-for-epub-3/ （accessed November 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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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仿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與出版社約法三章 

（一）將出版社提供之檔案轉譯為點字檔 

由於出版社所提供之檔案格式尚未統一，來自不同出版社之內容格式均不一致。當

取得檔案時（盡量要求是文字檔或附文字屬性的 PDF 檔），會先將出版社提供文字

檔設法轉換為點字檔，隨即銷毀明眼檔，方合乎合理使用之規定。 

（二）以帳號、密碼限制使用 

利用帳號、密碼進行管控，使用者需領有殘障手冊，才能申請帳密。 

（三）盲用軟體加硬體鎖（KeyPro）雙重控管 

於使用者端利用具友善介面與語音功能的盲用軟體，並給予每位視障者唯一的硬體

鎖（KeyPro），予以管控。 

（四）酌收費用 

部分出版社酌收費用，例如請遠流出版社提供書籍內容時，其要求淡江大學盲生資

源中心須支付每本新臺幣 300 元，且需購買一本實體書籍。 

二、部分使用者付費 

由出版社提供內容者，可分為下列模式： 

（一）免費提供 

依著作權法之規定，已公開出版之作品重製成點字書，屬合理使用之範圍，故點字

書之來源，宜由出版社免費提供給圖書館。 

（二）使用者付費 

已公開之作品重製成有聲書，較可能危及出版商業利益者，圖書館可與出版社協商

（例如遠流與淡江盲生資源中心的合作模式），善用長尾理論與微利創造理論，說服

其提供有聲書來源，酌收費用或由政府補助其經費。 

（三）強制綁標處理： 

視障者所使用之點字教科書，是執行著作權法最徹底的一環，其模式可供相關執行

單位參考之處，即為由教育部特教小組主導的點字書製作，是與各級學校採購一般

教科書時綁標處理。在 2009 年教科書合約內容，規定除了要印出實體點字書給視障

學生，也需將教科書點字電子檔，寄一份給華文視障圖書館及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

重建中心，以便建檔與下載。惟，此做法不具強制性，實行兩學期後，送至臺南大

學之電子檔寥寥可數。190如果圖書館欲採行，可結合政府單位的力量予以強制。 

參、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的視障資料中心角色 

據內政部 101 年統計，國內視障者佔所有身心障礙者比例 5﹪以上。政府為落實對視障

讀者服務能夠更有效、更無障礙的與一般社會大眾同步，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90

 林慶仁，「探討視障者利用圖書館的現況與展望」，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6 卷，2 期（2010 年 4 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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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定：「（第一項）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需求，考量資源共享及廣泛利

用現代化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可讀取之電子化格式提供

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運用。（第二項）前項規劃、整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

及所需費用補助等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並由教育部特擬具「視覺功能障礙者

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指定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為專責圖書館，辦理相關事宜。透

過逐年編列預算添購相關視障輔具設備、強化視障圖書資料、推廣視障讀者利用學習為主要

宗旨。若以此為目標，建議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應如同美國 NLS 成立專責部門，提供服

務、資源發展與管理、公眾教育、諮詢服務、志工與實習計畫、行政與組織、預算與資金、

計畫與評鑑、政策與流程、報告、人員、研究與發展及點字與有聲資料下載服務等事宜，並

負責管理全國的計畫，由各鄉鎮圖書館以及視障者服務相關機構合作針對符合資格的個人、

公共團體及機構提供服務。 

在組織架構上若能設立資料發展部門（Materials Development Division），包括館藏發展、

書目控制、產品控制、錄音室、點字發展、工程及品質保證等單位；負責管理有關徵集、研

發、生產、傳布、控制等活動及修復閱讀資料與相關設備的部門；建立並確保產品的品質標

準；對參與提供閱讀資料與設備的代理商、機關團體、協會、出版商及公司監督合約執行並

提供輔導諮詢；主導圖書與設備諮詢委員會之運作；並監控組成此部門的所屬單位。並且負

責規劃政策／做決策及研究、開發、設計、生產、測試、評估、採購、首次散布、財產管理

及有聲書、有聲雜誌、點字書、點字雜誌、播放設備及附件提供後勤支援而擬訂計畫建言。

另設網路部門（Network Division）提供相關個人顧客關係、財產管理、音樂資料、網路服務

及參考服務等單位。然囿於國內機關人力、組織調整不易、亦有其侷限，因此，或可參採其

工作項目與執行、分工方式，以提升整體視障相關服務的品質。 

另外，資訊近用性（accessibility）是影響視障者資訊需求及尋求管道最主要的因素。191學

者林慶仁認為出版業者的著作權開放範圍的問題，不僅長期阻礙視障者圖書使用可及性程

度，同時也一直困擾著圖書館。國內的著作權法未強制出版社應在出版新書時，製作視障者

可讀版本（如點字、有聲書或文字檔）。192本研究參與座談的專家則認為，圖書館應充分發揮

資訊傳播的功能，並非僅聚焦於製作內容。圖書館成立製作小組後，請出版社提供內容檔案，

不必擔心數位版權管理的議題，只須負責轉錄成點字書或有聲書即可。是故，本研究建議國

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應扮演的角色為： 

一、建立夥伴關係：與國內各視障機構或圖書館維持「夥伴」關係，既連結也分工，用

帳號／密碼控管，必要時委託各單位分工製作，進而共享資源。 

二、成立製作中心：建議臺灣分館成立視障資源的製作中心，扮演取得「內容」的平台。

與出版社談合作，向出版社索取檔案、或取得授權後自行轉譯成點字書等符合視障

者使用需求及習慣之形式資料。 

三、建置整合系統：將資源存置於整合系統（聯合目錄），系統毋須複雜設計，但須符合

視障讀者的使用習慣，要能提供館際使用，共享視障館藏資源。專家建議系統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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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博雅、林珊如，「從意義建構取向探討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之視障服務」，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47

卷，3 期（2010 年）：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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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慶仁，「探討視障者利用圖書館的現況與展望」，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6 卷，2 期（2010 年 4 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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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或選擇宜具以下特點： 

（一）簡單易用：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初期因資源有限，無法做到如圖書館館藏目

錄系統規模的系統；又，明眼人所使用的圖書館系統，之於視障者，過於複雜。

於是，盲生資源中心決定採用 mail 及 BBS 系統。 

（二）階層式顯示：以視障者長期累積的使用習慣，像 BBS 系統般的階層顯示，較

符合其邏輯。他們也會使用像臉書（facebook）的網頁系統，但其中的圖片就

不在於其所能理解的範圍。 

四、推廣資源利用：視障資源使用率低，大部分原因是視障者不知有哪些資源可使用。

建議臺灣分館加強推廣或多多舉辦教育訓練及推薦活動，讓視障者能有機會了解國

內有哪些視障資源、可以透過哪些管道取得，進而辦理教育訓練等活動推廣利用，

讓視障資源皆能物盡其用。 

五、數位參考諮詢：建議於視障讀者專用網頁，設計「數位參考諮詢」的連結，透過使

用者熟悉的 BBS、E-mail 或網路聊天室的模式，進行即時答覆視障者使用圖書館的

問題，有了館員的熱心幫助，讓視障者更能善用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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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 

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電子化圖書資源，指視覺功能障礙者（以下簡稱視

障者）運用輔助設備可讀取之電子化格式文字檔、有聲書、大字體

圖書、點字圖書及其他圖書資源。 

第三條    教育部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指定之圖書館（以下簡

稱專責圖書館），應規劃辦理下列電子化圖書資源服務事項： 

一、資源徵集。 

二、資源編目。 

三、資源典藏。 

四、閱覽服務。 

五、推廣與研究。 

六、館際合作。 

前項第四款閱覽服務方式，得視需要採遠距、到館或其他方式

行之。 

第四條    專責圖書館應依視障者需求，徵集電子化圖書資源，其徵集方

式如下： 

一、接受贈與。 

二、自行採購。 

三、自行或委託製作。 

四、取得授權複製。 

專責圖書館規劃訂定前項資源之電子化格式時，應邀請視障者

教育機構及視障者代表提供意見。 

專責圖書館對第一項第一款之贈與人，得以獎狀或獎金方式公

開表揚。 

第五條    專責圖書館為有效管理電子化圖書資源，應將徵集到館之電子

化圖書資源分類編目及建檔管理，並提供便於視障者利用之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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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源查詢目錄。 

第六條    專責圖書館典藏電子化圖書資源，以提供視障者應用為限，並

應採帳號或其他權限控管方式管理。 

第七條    專責圖書館辦理電子化圖書資源閱覽服務，應提供視障者以電

話、通信、傳真或網際網路方式提出申請服務；外借圖書資源得以

視障專用郵包免費郵遞。 

第八條    專責圖書館應有適足人員編制、設備及空間提供視障者閱覽服

務，並備置符合視障者需求之閱讀設備及輔具，必要時，得提供設

備借用服務。 

第九條    專責圖書館應蒐集世界各國電子化圖書資源採用之格式及服務

方式，以辦理電子化圖書資源推廣與研究，並得與視障者福利機構、

學校或相關機關團體採合作或委託方式辦理之。 

第十條    專責圖書館應統合各機關與民間團體電子化圖書資源，建置單

一查詢窗口網站，並提供視障者無障礙之網路查詢、閱讀或下載服

務。 

第十一條    教育部應寬列電子化圖書資源服務預算，補助專責圖書館辦

理各項電子化圖書資源服務。 

第十二條    專責圖書館每年應提出工作成果報告，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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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專家顧問名單 

※專家座談名單（依姓名筆劃排列） 

姓名 職稱 簡介 研究領域／專長 

林柏榮 網路系統工程師／理事長 

淡大電機系碩士。現任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網

路系統工程師、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理

事長。 

視障資訊網路規劃和建置、盲用資訊系統開發、視

障者就業輔具硬體與軟體系統改良、無障礙網頁設

計、網路多媒體課程之視障介面設計與開發。 

洪錫銘 執行秘書 
淡江大學歷史系。現任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執

行秘書。 
盲用系統介面整合 

葉豐輝 教授 
大同工學院機械博士。現任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

工程學系教授。 
輔助科技、電腦輔助工程、機電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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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顧問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列） 

姓名 職稱 是否為視障 簡介 研究領域 備註 

王建立 理事長 是 
任職於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現任社團法人臺灣數

位有聲書推展學會理事長。 
奈米科技、視障科技輔具   

李家同 教授 否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電機系及計算機系博士。在美國念

書時有一位盲人恩師，從此開啟與盲人的接觸。曾在臺

中啟明學校做義工，並成立清大盲友會。 

符號邏輯、演算法設計分析、平行

計算方法、生物資訊 
  

李孝屏 助理教授 是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現任中山醫學大學應

用資訊科學系助理教授。 

生物資訊、資料探勘、視障輔助科

技 
  

李秉宏 律師 是 

因為早產之故，造成「先天性視網膜病變」。2002 年

臺北大學司法學系畢，於 2004 年成為臺灣第一位、亞

洲第三位的盲律師。 

法律   

杞昭安 教授 否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教授。 

視障教育課程與教學、定向行動、

點字學、視障教育工學 
  

林聰吉 副教授 是 
美國普度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專

任副教授。 
比較政治、政治行為、媒體政治   

林隆光 醫生 否 
國立臺灣大學臨床醫學所博士。現任臺大醫院眼科部醫

師。 
眼科學   

林慶仁 副教授 是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博士 。臺灣首位弱視特教博

士。現任臺南大學視障教育重建中心主任。 
視覺障礙、多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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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是否為視障 簡介 研究領域 備註 

張千惠 副教授 否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哲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視多重障礙、定向行動教學、質的

研究方法、科技輔具 
  

陳國詩 講師 是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研究所博士。是臺灣第一位全盲英文

博士。目前任教於慈濟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英文作文、口語訓練、文學作品導

讀、希臘羅馬神話、現代散文賞析 
  

曾怡惇 副教授 否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現任國立臺南大學特

教系副教授。 
視覺障礙、語言障礙   

黃東裕 音樂家 是 

文化大學音樂系畢業。曾任中華五眼護盲協會「五眼樂

團」首屆團長。1997 年在臺北國家音樂廳演奏廳舉辦

鋼琴獨奏會，是臺灣首位登上國家音樂廳舉行鋼琴獨奏

會的視障鋼琴家。作品更入圍第十五屆金曲獎，被譽為

「臺灣貝多芬」。 

音樂、鋼琴   

黃國晏 助理教授  是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教育領導與政策分析哲

學博士，是第一個拿到美國長春藤名校碩士以上學位的

臺灣全盲人士。現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教系助理教

授。 

視障教育、融合教育、特殊教育政

策與領導、特殊族群資賦優異 
  

劉文哲 律師 是 飛利浦大學法學院博士。臺灣首位留學德國的視障者。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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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lle books)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Recorded cassettes) v  v v    v  v   v v v v v 

(Videotapes on disabilities) v            v    v 

(Talking books)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 )(Digital reference)  v      v v         

(Tactile maps, Tactile pictures…) v     v v  v  v   v    

(Print reference collections) v       v   v       

(Digital books) v v       v   v  v   v 

(Descriptive videos) v      v  v     v    

(Talking magzines) v v v v  v   v         

(Large-print)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Newsletter) v v     v           

( )(Music score) v v  v     v         

( )(Learning material) v       v   v v  v    

(Moon books)  v  v     v         

 

(Screen-enlarging software) v v   v v v v   v v   v   

(Braille translation software) v       v      v v   

(Subject bibliographies) v                 

( )(Book holders) v                 

/ (Braille display and embosser/printer) v       v  v    v v   

(Braille signs) v                 

( )(CCTVs) v v      v v v v    v   

(Magnifiers, hand-held) v    v v v v v  v v      

(Reading machines) v v     v v  v v v  v    

(Optical Character Reader ) v v      v          

(Talking calculators) v                 

(Talking elevators) v             v    

(Talking library catalogs) v       v          

(Talking sign receivers) v             v    

(Braille notetaker) v         v v v v v v v v 

(Braille writer) v              v   

 

(Braille and Audio Reading Download) v v v   v v  v  v       

(Braille on request) v v  v  v v   v        

( )(Read over the phone) v      v v v v v       

(Free mail service) v v v   v v v v v  v    v v 

(Interlibrary loans) v v   v v v v v v    v    

(Speech input or output) v         v       v 

(Machine and equipment repair) v     v            

(Volunteer services) v v    v v v   v   v    

(Mobile Libraries)            v      

(New patron workshop) v     v v v v   v  v  v v 

 



機關名稱 設置單位 機構簡介 服務內容 館藏量 聯絡信箱 連絡電話 地址 備註

國立中央圖書

館臺灣分館
國家級圖書館

1.1975年7月設置視障者讀物資料中心

2.1998年提供視障者圖書資料取得及下載

的管道

3.2008年12月建置啟用AAA級無障礙網頁

規範之「視障圖書資訊系統」

視障者圖書資源

A: 15288

B: 121930

C: 6546

D1: 2786

D2: 1731

G：42

user@mail.nt

l.edu.tw
02-2926-1470

新北市中和

區中安街八

十五號

更新日期：

2012/9/30

國立臺中圖書

館
國家級圖書館

1.臺灣地方文獻數位化

2.建立數位學習

3.保存文化資產多樣性

4.深化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社區閱讀

5.落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結合地方特色

6.推展圖書資訊利用，提升國民藝術創作

與欣賞質能

7.積極營造優質的服務設施與文化環境

視障者圖書資源

A: 54

B: 349

G: 248

ref@ntl.gov.t

w
04-2262-5100

 臺中市南區

五權南路100

號

更新日期：

2012/9/30

(註)館藏代號意義如下：

A：紙本點字書。B：有聲書（卡帶/CD）。C：網路點字書。

D1：數位有聲書(MP3)。D2：數位有聲書(DAISY)。

E：線上點字樂譜。F：有聲報紙。G：雙視圖書。H：電子報。 88

http://viis.ntl.edu.tw/cgi-bin/sz/gsweb.cgi?o=dszbook
http://viis.ntl.edu.tw/cgi-bin/sz/gsweb.cgi?o=dszbook
http://www.ntl.gov.tw/
http://www.ntl.gov.tw/
mailto:ref@ntl.gov.tw
mailto:ref@ntl.gov.tw


機關名稱 設置單位 機構簡介 服務內容 館藏量 聯絡信箱 連絡電話 地址 備註

臺北市立圖書

館啟明分館
臺北市政府

1.1963年1月在盲人福利協進會內設立之

「盲人點字圖書室」

2.1986年6月遷入臺北市立圖書館大同分

館

3.1994年9月30日於啟明學校舊址成立啟

明分館

視障者圖書資訊

資源

A: 11,190

B: 9,866

C: 3,408

D1:1,217

E: 26

F: 2,090

G: 4,222

a15@email.t

pml.edu.tw
02-2514-8443

臺北市松山

區敦化北路

155巷76號

更新日期：

2012/10/5

桃園市立圖書

館視障資訊室
桃園市政府

1984年成立盲人資料室，之後更名為視

障資訊室
視障者圖書資源

A: 58

B: 1010

library2@tao

city.gov.tw
03-337-2160

桃園市民權

路24號

參考民國97年

統計資料。更

新日期：

2012/9/30

臺南市立圖書

館中西區分館
臺南市政府

1985年成立盲人資料室，之後遷移至中

西區分館
視障者圖書資源 A: 844

ttwen@tnml.t

n.edu.tw

06-225-5146轉

702

臺南市中正

路5巷1號

含臺語現代

詩、臺語散

文、臺語諺語

、客家文學，

於2012/11/22

電訪

高雄市立圖書

館新興分館
高雄市政府 1986年7月成立 視障者圖書資源

A: 2373

B: 5480

G: 40

libi@mail.ks

ml.edu.tw
07-237-2563

高雄市新興

區中正三路

34號3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註)館藏代號意義如下：

A：紙本點字書。B：有聲書（卡帶/CD）。C：網路點字書。

D1：數位有聲書(MP3)。D2：數位有聲書(DAISY)。

E：線上點字樂譜。F：有聲報紙。G：雙視圖書。H：電子報。 89

http://blind.tpml.edu.tw/mp.asp?mp=10
http://blind.tpml.edu.tw/mp.asp?mp=10
http://library.taocity.gov.tw/resource_text.aspx?id=eye
http://library.taocity.gov.tw/resource_text.aspx?id=eye
http://www.tnml.tn.edu.tw/about_branch_3.htm
http://www.tnml.tn.edu.tw/about_branch_3.htm
http://www.ksml.edu.tw/informactions/map_link/map_link01.aspx?lc=I
http://www.ksml.edu.tw/informactions/map_link/map_link01.aspx?lc=I


機關名稱 設置單位 機構簡介 服務內容 館藏量 聯絡信箱 連絡電話 地址 備註

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 教育部

教育部於1989年在「盲人

點字研究小組」下設立

「中文盲用電腦發展研究

小組」推動盲用電腦中文

化

視障者圖書

資源、視障

者輔具

A: 8828

C: 26000

D2: 550

H: 35

wwadm@bat

ol.net
02-2629-3337

新北市淡水區

英專路151號

商管大樓B125

含華文視障電子

圖書館之館藏

國立清華大學盲友有聲

書籍服務委員會
國立清華大學

1.1990年3月，清大盲友會

成立

2.1991年10月，獲教育部委

託，製作有聲書籍供盲友

使用

視障者圖書

資源

B: 12129

D1: 8378

D2: 1639

blind@cs.nth

u.edu.tw
03-572-1595

新竹市光復路

二段101號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視

聽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提供“有聲雜誌”的製作

及服務

視障者圖書

資源

D1+D2:

14500

blind@lib.nc

tu.edu.tw

03-571-2121

轉52672

新竹市大學路

1001號

含交大數位愛盲

有聲書網之館藏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

館視障資料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989年成立「大專有聲圖

書中心」

2.有聲書錄製、典藏與流通

服務

3.1995年納入圖書館，更名

為「盲人圖書組

4.2005年更名為「視覺障礙

資料組」

視障者圖書

資源
B: 12314

blind@cc2.n

cue.edu.tw
04-726-1041

彰化縣彰化市

進德路一號

以上更新日期：2012/10/19

(註)館藏代號意義如下：

A：紙本點字書。B：有聲書（卡帶/CD）。C：網路點字書。

D1：數位有聲書(MP3)。D2：數位有聲書(DAISY)。

E：線上點字樂譜。F：有聲報紙。G：雙視圖書。H：電子報。 90

http://www.batol.net/center/center-intro.asp
http://blind.cs.nthu.edu.tw/
http://blind.cs.nthu.edu.tw/
http://blind.nctu.edu.tw/Magazine/login.php
http://blind.nctu.edu.tw/Magazine/login.php
http://visual.ncue.edu.tw/
http://visual.ncue.edu.tw/


機關名稱 設置單位 機構簡介 服務內容 聯絡信箱 連絡電話 地址 備註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臺北市政府

1.前身為市立盲聾學校，1917年創立

，初名木村盲啞教育所

2.1975年政府為謀特殊教育之全面發

展，決定盲聾分校施教，另行成立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視障圖書資源、

心理諮商

tmsb@tp.edu.t

w
02-2874-0670

臺北市士林區忠

誠路二段207巷1

號

數位圖書館須申請帳號

於2012/11/2電訪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國立
1.1891年成立「訓瞽堂」

2.臺灣第一所實施盲人點字教育之始

視障圖書資源、

輔具、點字教育

及心理諮商

clw@cmsb.tc.e

du.tw
04-2556-2126

臺中市后里區廣

福里三豐路72號

發展雙視點字圖書資源

更新日期：2012/9/30

私立惠明學校 私立

免費收容視覺障礙及視多重障礙兒童

，施予完整的國民教育、生活訓練，

培養獨立生活能力

音樂教育、盲聾

啞視聽雙障教育

hueiming@huei

ming.org
04-2566-1024

臺中市大雅區雅

潭路280號
更新日期：2012/9/30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

學校
高雄市政府

1.扶助嚴重適應困難及行為偏差、需

要特別保護安置的學生，特別附設中

途學校

2.國內首創融合式的特殊學校

視障圖書資源、

就業輔導及心理

諮商

huiju@mail.nzs

mr.kh.edu.tw

07-364-2007

轉411

高雄市楠梓區德

民路211號
於2012/11/2電訪

91

http://www.tmsb.tp.edu.tw/
mailto:tmsb@tp.edu.tw
mailto:tmsb@tp.edu.tw
http://www.cmsb.tcc.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37
mailto:clw@cmsb.tc.edu.tw
mailto:clw@cmsb.tc.edu.tw
http://www.hmsh.tcc.edu.tw/
mailto:hueiming@hueiming.org
mailto:hueiming@hueiming.org
http://www.nzsmr.kh.edu.tw/
http://www.nzsmr.kh.edu.tw/
mailto:huiju@mail.nzsmr.kh.edu.tw
mailto:huiju@mail.nzsmr.kh.edu.tw


機關名稱 設置單位 機構簡介 服務內容 聯絡信箱 連絡電話 地址 備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前身「特殊教育中心」於1974年

10月設立
學術研究 kaykuo@ntnu.edu.tw 02-7734-5027

臺北市大安區和

平東路一段129

號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國立陽明大學

致力於醫療儀器、人工臟器、人

工關節、生醫材料、康復工程、

組織工程及再生醫學；其學術及

產學合作均居全國之冠

學術研究、眼

疾治療及視障

者輔具

cmtsai@ym.edu.tw
02-2826-7000轉

5368

臺北市北投區立

農街二段155號

實驗大樓三樓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
1997年成立，由曾世杰教授擔任

首屆系主任
學術研究 chengy@nttu.edu.tw

089-318-855轉

3101

臺東市中華路一

段684號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

資源教室
國立臺灣大學

2000年初申請成立身心障礙學生

資源教室，2000年12月15日正式

成立單位專門整合對身心障礙學

生的服務

心理諮商、視

障者輔具
ntuscc1@ntu.edu.tw 02-3366-3236~9

臺北市羅斯福路

四段1號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教育學院特殊教育中心於1979年

5月1日正式成立

視障者輔具、

心理諮商及教

師研習

speccen@tmue.edu.tw

02-2311-3040轉

4132~3
臺北市愛國西路

1號 勤樸樓一樓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提供特殊教育教師有關教學、行

政、諮詢、訪視、輔導、評鑑等

服務

心理諮商 action@tea.ntue.edu.tw
02-2732-1104轉

62151

臺北市大安區和

平東路二段13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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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tnu.edu.tw/spe/
http://bme.ym.edu.tw/
http://dps.nttu.edu.tw/sped/contents/news/news_list.asp?menu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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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資源教室 國立臺北大學

1.1989年招收第一批身心障礙學

生﹝社會系及法律系提供名額﹞

2.1991 年 9 月底積極籌辦成立資

源教室

3.提供盲用電腦、導盲鼠系統、

擴視機、數位式錄音機、錄音

室、點字打字機、點字列表機等

輔具供使用

視障者圖書資

源、輔具及心

理諮商

 

resource@mail.ntpu.ed

u.tw

2502-4654轉

18115

新北市三峽區大

學路 151 號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中原大學

1997年8月成立，主要服務桃園

新竹區中小學、幼稚園、托兒所

及機構老師、學生和家長

心理諮商 sec@cycu.edu.tw 03-265-6751

桃縣中壢市中北

路200號 中原大

學特教中心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981年8月奉准設立

視障者輔具、

心理諮商及教

師研習

spec@mail.nhcue.edu.t

w

03-5213132 轉

7200

新竹市南大路

521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成立於1982年，依照特殊教育法

規定負責協助輔導區內特殊教育

學生之鑑定、教學及輔導工作及

辦理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心理諮商、教

師研習
hjc@mail.ntcu.edu.tw 04-2218-3393

臺中市西區民生

路140號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東華大學

成立於1982年，擔負花蓮地區國

民教育階段特殊兒童教育輔導之

責

視障者輔具、

心理諮商及整

合在地資源

wenhui@mail.ndhu.ed

u.tw
03-863-4952   

花蓮縣壽豐鄉志

學村大學路二段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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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tpu.edu.tw/admin/a8/org/a8-8/resourceR1.php
http://140.135.172.114:8080/oldc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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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特教中心 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成立宗旨在支援本

校及輔導區之特殊教育教學與研

究工作

視障者輔具、

心理諮商及教

師研習

spedc@mail.ncyu.edu.t

w

05-2263411轉

2321

嘉縣民雄鄉文隆

村85號(特殊教

育中心)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臺南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於1980年成立，

1987年成立特殊教育系，2007年

起特教中心同時經營本校資源教

室，中心主任由特教系專任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視障者輔具、

心理諮商及教

師研習

amai@mail.nutn.edu.t

w

06-213-3111轉

645

臺南市樹林街二

段33號

國立臺南大學視障教育與重建中

心
國立臺南大學

2002年8月1日起改名「視障教育

與重建中心」，為國內視障服務

單位

視障者輔具、

心理諮商及生

活重建服務

vhc-

1@pubmail.nutn.edu.t

w

06-213-8354
臺南市樹林街二

段33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部發展特殊教育五年計畫，

籌設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視障者輔具、

教師研習

sujan@nknucc.nknu.ed

u.tw

07-7172930轉

1631

高雄市和平一路

116號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980年成立，協助輔導區內各級

學校推展特殊教育達到教育機會

均等的理想為目的

視障者圖書資

源、輔具及心

理諮商

sp123@mail.npue.edu.t

w

08-722-6141轉

25001

屏東市民生路4-

18號五育樓10樓

以上更新日期：20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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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yu.edu.tw/spedc
http://www2.nutn.edu.tw/gac646
http://www2.nutn.edu.tw/vhc
http://www2.nutn.edu.tw/vhc
http://ksped.nknu.edu.tw/
http://spec.npue.edu.tw/front/bin/hom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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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社會司身心障礙者

福利科
內政部

專門整合並提供身心障礙

者資源服務、福利、法規

介紹與相關培訓課程

視障者輔具及相關

法令

moi1097@moi.gov.

tw

02-2356-5181

02-2356-5184

臺北市徐州路

五號7樓
導盲犬管理

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

合推廣中心
內政部

內政部於2000年委託國立

陽明大學成立與辦理「多

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

視障者輔具及相關

法令

repat.catrp@msa.hi

net.net

02-28743415

02-28743416

臺北市北投區

石牌路2段322

號B1

教育部特教小組 教育部
1997年4月16日設置特殊

教育工作小組
視障者相關法令

moemail@mail.mo

e.gov.tw
02-7736-5620

臺北市徐州路

五號12樓

臺北市西區特殊教育資源

中心
臺北市政府 1990年3月8日成立 視障者相關法令

lsm0621@tp.edu.t

w
02-2308-6378

臺北市萬華區

莒光路315號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

礙者福利科
臺北市政府

本局身心障礙福利以「社

會融合、機會均等」為目

標，提供身心障礙者全人

及個別化的服務

視障者相關法令
ha_s3@mail.taipei.

gov.tw

02-27597728

02-27597729

02-27207157

02-27207158

02-27238980

臺北市信義區

市府路1號(東

北區1樓)

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 臺北市政府

2001年8月1日起設於臺北

市立啟明學校教學行政大

樓二樓；正式成立開始作

業

視障者輔具、相關

法令及教育訓練

 

hoyun49@yahoo.co

m.tw

02-28740670

#1600 or #1611

111 臺北市士

林區忠誠路二

段207巷1號

以上更新於20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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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wf.moi.gov.tw/05/new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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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五眼協會 1992年3月1日成立 心理諮商 wuyen7@ms65.hinet.net 02-2708-5595

臺北市大安區復

興南路2段111巷

7號3樓

於2012/11/2電訪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

協會

前法務部長廖正豪先生號召全國各

地的社會賢達與視障音樂專修有成

之士，共同成立本會

視障者圖書資源、就業

輔導(音樂類)
service@apad.org.tw 02-2762-0209

臺北市信義區忠

孝東路5段71巷3

弄2號1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

1.淡江大學的老師為視障學生研發本

土化的盲用電腦

2.結合了中華電信研究所的研究員，

於1990年組成盲用電腦研發小組

3.於1998年籌組成立中華民國無障礙

科技發展協會

視障者圖書資源、輔

具、就業輔導及生活重

建服務

service@twacc.org 02-2599-4236
臺北市中山區雙

城街21號5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中華民國視覺障礙人福利協會

於1987年7月15日成立，是臺灣第一

個內政部立案的全國性視障福利團

體

視障者圖書資源、輔具

及就業輔導
bwaroc@ms34.hinet.net 02-2599-1234

臺北市撫順街6

號6樓

可語音查詢相

關圖書資源資

訊

於2012/11/2電訪

中華民國愛盲協會

中華民國愛盲協會自1973年8月26日

正式成立至今，矢志為推動盲人文

教活動暨增進盲人福利而努力不懈

眼疾治療 loving.blind@msa.hinet.net 02-2784-8468

臺北市中山區林

森北路67巷90號

6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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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dmedia090.so-buy.com/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373717
http://www.apad.org.tw/ap/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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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光鹽愛盲協會二十年來從一個小小

簡陋的錄音室開始，由熱心的志工

們為盲友們錄製一卷卷有聲書，用

聲音為盲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世界的

橋，更要陪著他們充滿自信與勇氣

的邁向世界更寬廣的舞臺

視障者圖書資源、就業

輔導

philip@mail.tkblind.tku.edu

.tw

service@peint.blind.org.tw

02-2371-1867

臺北市中山北路

一段二號9樓902

室

更新日期：

2012/9/30

臺北市私立盲人有聲圖書館

成立於1972年，是全省第一個以民間

力量創辦的有聲圖書館，是臺灣目

前類似的民間機構中，較有規模的

視障者圖書資源 無 02-2553-9429

臺北市大同區延

平北路2段135巷

8號3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中華視障經穴按摩推廣協會

成立於1994年1月23日，經內政部核

淮在案（臺內社字第八三０四九一

號，統一編號76602925），為一全國

性視障福利團體

就業輔導 cpmbtw@yahoo.com.tw 02-2553-1365
臺北市雙連街11

巷21號

另有錄音帶

/CD、大字書、

點字書，無詳

細館藏資訊

更新日期：

2012/9/30

中華視障聯盟

期盼改善視障者所處社會環境，藉

由視障團體合作結盟力量，為視障

者爭取相關權益發聲而成立本會

心理諮商、就業輔導 tfb.n1115@msa.hinet.net 02-2745-5526
臺北市信義區松

信路35號3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臺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成立於1957年1月7日
就業輔導、醫療照護及

視障者相關法令

25585000@pchome.com.tw

a2558500@ms52.hinet.net

02-2558-4613

02-2558-5000
臺北市南京西路

18巷8-3號2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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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按摩業職業工會 成立於1955年5月2日 就業輔導、醫療照護 無 02-2100-2425

臺北市中山區林

森北路101號11

樓之3

提供台北市各

區按摩業名錄

以及地圖

更新日期：

2012/9/30

臺北市啟明權益促進會 1999年4月8日正式成立啟明會 視障者相關法令
a28978300@gmail.com

apbrtp@gmail.com

02-2894-7717

02-2897-8300

臺北市北投區中

和街504號2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臺北市惠盲教育學會 創設於1975年
就業輔導、生活重建服

務
tbes.blind@msa.hinet.net 02-2552-8848

臺北市大同區延

平北路2段135巷

8號4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臺北市視障生活品質福利促進

會

從德、智、體、群、美五育上關懷

視障同胞

就業輔導、生活重建服

務

questfor0227@yahoo.com.t

w
02-2558-7370

臺北市大同區長

安西路122號4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1996年7月成立了「台北市視障者家

長協會」

心理諮商、眼疾治療及

點譯服務
forblind@forblind.org.tw

02-2717-7722 轉

33

臺北市松山區敦

化北路155巷76

號1樓

視障者提供鋼

琴調音服務，

亦整理視障相

關機關團體的

聯絡方式

更新日期：

2012/9/30

臺北市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
於是於1994年成立本會，推動視障者

之音樂教育及發展的各項工作

視障者圖書資源、就業

輔導及生活重建服務
music.blind@msa.hinet.net 02-2523-4444

臺北市中山北路

一段83巷9號4樓

之4

現無館藏，僅

提供課程

於2012/11/2電訪

臺北市瞽者福利協進會 於2000年成立，並取得社會局立案
就業輔導、生活重建服

務
taipei.blind@msa.hinet.net 02-2375-9415

臺北市萬華區昆

明街142號6樓之

17

主要提供予中

途失明者

更新日期：

20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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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關懷盲人教育協會

臺北市關懷盲人教育協會（簡稱

「盲教協會」）成立於民國1999年3

月5日，又於臺北地方法院登記為社

團法人

視障者圖書資源(教材)、

輔具、心理諮商及協助

升學

kjtang@mail.com 02-2371-2391
臺北市懷寧街60

號9樓之2

自製輔具

更新日期：

2012/9/30

臺灣導盲犬協會
臺灣導盲犬協會成立於2002年，非營

利組織機構

視障者法規、導盲犬訓

練
tgda@guidedog.org.tw 02-2827-2107

臺北市北投區富

貴一路1巷28號 1

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臺灣公益資訊中心

臺灣公益資訊中心係財團法人喜瑪

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建置，成立

於西元1999年，為服務臺灣非營利組

織的大型公益資訊交流平臺

志工招募 webmaster@npo.org.tw 02-2585-2106
臺北市松山區復

興北路167號

提供非營利組

織名錄

更新日期：

2012/9/30

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2004年成立。目的為引進並推動國際

有聲書製作技術（DAISY），推展方

便閱讀的數位有聲書之製作與流通

為主要目標

視障者圖書資源
webmaster@tdtb.org

administrator@tdtb.org
02-2389-4915

臺北市萬華區康

定路64號5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財團法人普立爾文教基金會

於1999年8月成立了雙視點字童書館

，藉由上千本中英語的雙視童書 ( 點

字與明眼字並存 ) ，提供視障生閱讀

資源，培養他們的閱讀習慣

視障者圖書資源 public@premierf.org.tw 02-2657-1989

臺北市內湖區內

湖路一段66號7

樓

多為童書

更新日期：

2012/9/30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1981年創立，是臺灣少數服務對象涵

蓋兒童、成人、老人的公益團體，

每天有超過8000人在伊甸得到幫助

視障者輔具、心理諮

商、就業輔導、醫療照

護、生活重建服務

dep138@gmail.com

02-2230-7715

02-2230-7715轉

159

臺北市文山區萬

美街一段55號3

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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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機構簡介 服務內容 聯絡信箱 連絡電話 地址 備註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民國八十年(1991年)成立，原隸屬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八十六年(1997年)

底改制為全國性的社會福利團體，

2006年改隸於內政部

視障者圖書資源、輔

具、心理諮商及就業輔

導

eyelove@tfb.org.tw
2361-6663轉

8612

臺北市中正區忠

孝西路一段50號

13樓之19

更新日期：

2012/9/30

愛盲護康按摩會館

1995年6月6日，由『愛盲基金會』輔

導設立臺北地區之首家護康示範按

摩中心

就業輔導 gretta@tfb.org.tw 02-2361-6609

臺北市忠孝西路

一段50號24樓之

1

於2012/11/2電訪

廣青文教基金會
廣青文教基金會成立於 1988 年 9 月

15 日，以服務身心障礙者為宗旨

心理諮商、就業輔導及

生活重建服務
kcf.love@msa.hinet.net 02-2581-1954

臺北市松江路

206號12樓之7

更新日期：

2012/9/30

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

成立於1998年，後鑒於擁有穩定的工

作機會，才足以讓視障者溫飽，遂

成立了「雙連視障關懷基金會」

就業輔導、生活重建服

務
suanlien@yahoo.com.tw 02-2531-2320

臺北市中山區中

山北路二段111

號11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中華定向行動學會

以推動定向行動專業人員之培訓與

認證、定向行動專業之研究發展與

視障者定向行動訓練，維護視障者

合法權益與生活，保障其公平參與

社會之機會

視障者圖書資源、定性

行動訓練
96oandm@gmail.com

(02)2811-5354、

0985271459

台北市大安區和

平東路三段４６

４巷１０號１２

樓之１

僅提供輔具

於2012/11/2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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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機構簡介 服務內容 聯絡信箱 連絡電話 地址 備註

臺灣盲人重建院
1951年，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紐約總

會(簡稱美盲會)資助而成

視障者圖書資源、輔

具、就業輔導及生活重

建服務

IBT@ibt.org.tw 02-2998-5588
新北市新莊區中

正路384號

1.只提供予院內

學員

2.主要提供給中

途失明者

更新日期：

2012/9/30

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成立於1957年

視障者輔具、心理諮

商、就業輔導、醫療照

護及生活重建服務

jie0029@pchome.com.tw 02-2964-8122

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一段126號6

樓

更新日期：

2012/9/30

臺中市愛心家園
臺中市愛心家園原名為臺中市殘障

福利服務中心

視障者輔具、就業輔

導、醫療照護、生活重

建服務

service.tl@maria.org.tw 04-24713535
臺中市南屯區東

興路一段450號

皆使用其他圖

書館資源，本

身無館藏

於2012/11/2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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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 國立 臺北 桃園 臺南 高雄

中央圖書館 臺中圖書館 市立圖書館 市立圖書館 市立圖書館 市立圖書館

臺灣分館 啟明分館 視障資訊室 中西區分館 新興分館

點字書(Braille books) v v v v v v

錄音帶(Recorded cassettes) v

錄影帶(Videotapes on disabilities)

有聲書(Talking books) v v v v v v

有聲工具書(如字典)(Digital reference)

觸覺資料(Tactile maps, Tactile pictures…)

印刷參考書(Print reference collections)

電子書(Digital books) v

口述電影(Descriptive videos)

有聲雜誌(Talking magzines)

大字書(Large-print)

通訊(Newsletter)

音樂資料(如點字樂譜)(Music score) v

學習資源(如教科書)(Learning material)

穆恩活字書(Moon books)

螢幕放大軟體(Screen-enlarging software) v

點字轉譯軟體(Braille translation software)

主題書目(Subject bibliographies)

讀書架(弱視者使用)(Book holders)

點字觸摸顯示器與印表機

(Braille display and embosser/printer)

點字標示(Braille signs)

擴視機(弱視者使用)(CCTVs) v

放大鏡(Magnifiers, hand-held)

閱讀機(Reading machines) v

光學資源辨識器(Optical Character Reader )

有聲計算機(Talking calculators)

有聲電梯(Talking elevators)

有聲圖書館目錄(Talking library catalogs)

有聲標示閱讀機(Talking sign receivers)

盲用電腦、筆電(Braille notetaker) v v v

點字打字機(Braille writer)

點字與有聲書下載服務

(Braille and Audio Reading Download)

點字書客製服務(Braille on request)

閱讀服務(如讀報)(Read over the phone) v

免費郵遞服務(Free mail service)

館際合作(Interlibrary loans)

語音輸入與輸出服務(Speech input or output)

機器維修服務(Machine and equipment repair)

志工服務(Volunteer services)

移動圖書館 (Mobile Libraries) v v v

講習服務(New patron workshop)

口述影像服務(Audio description) v

類型 視障服務項目

輔具

設備

v v

資源

服務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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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歷次會議記錄 

101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8月 14日(二)12:00~13: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吳理莉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 

 

壹、 主席致詞 

本次的計畫是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的「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計

畫，很開心邀請 3位同仁願意參與這計畫的研究團隊，計畫時間自 7月 16日至 11月 30日止，

為期 4.5個月。計畫時程為： 

月 

工作項目 
7/16 8  9 10 11/30 

國內外視覺功能障礙

電子圖書館服務現況 

     

視障電子圖書館之

系統功能比較（網站

評估） 

     

視障電子化資源發

展現況及相關格式

介紹 

     

研提國內視覺功能障

礙電子化資源服務改

進建議 

 

 

    

研提視覺功能障礙

電子化資源儲存建

議格式 

     

期中報告    10/1  

期中報告修訂    10/30  

期末報告初稿     11/15 

期末報告     11/20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101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分工，提請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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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圖書館視障資源資料蒐集與整理：美國視障資料由吳理莉負責、英國視障

資料由林泰君負責、澳大利亞視障資料由游曉芬負責。 

二、電子資源格式：請先了解各國發展 DAISY有聲書的狀況。 

三、請以”blind”, “vision impared”、”visual handicapped”等關鍵字尋找

相關文獻，並於下次會議提出討論。 

四、國內視障資源服務：由大學部臨時工讀生負責。（本計畫尚有 2名臨時工讀生職

缺，由宋雪芳詢問系上學生意願。） 

 

提案二：本年度研究小組定期會議及形式，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每週召開一次會議，暫訂每週二中午召開。 

二、請與會人員準備每週研究進度，於會議中提出討論。 

 

參、 臨時動議： 

無。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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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8 月 21 日(二)12:00~13: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陳德雯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陳德雯、周庭郁 

 

壹、 101 年第 1 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1 
美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1 吳理莉 

1. 設計國外圖書館視障資源與

服務一覽表格式，尚待分類。 

2. 瀏覽 NLS 資料，並開始整理

各公共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 

2 
英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1 林泰君 

1. 英國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詳附件 1）。 

2. DAISY 在英國推動的狀況。 

3. 電子書形式 

3 
澳洲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1 游曉芬 

1. 瀏覽澳洲公共圖書館視障讀

者服務概況。 

2. 瀏覽 DAISY 相關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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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4 
台灣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1 

陳德雯 

周庭郁 

1. 國內大學院校及附屬單位：此

部分大多為該校特教中心或

特教系，而特教機構較偏向於

心理諮商性質，較無直接針對

視障者提供相關學習工具；而

特教系則為研究性質的單位。 

2. 公共圖書館：絕大多數的公共

圖書館網站都有標明所提供

給視障者的資料類型，但少部

分圖書館（如：台南市立圖書

館中西區分館）網站並無詳細

介紹。 

3. 機構/協會：這部分為民間機構

團體，大多的資訊為對視障者

的心理輔導、就職資訊以及教

導如何自行生活，也有教導非

視障者如何應對視障者，有些

機構有附設圖書資訊中心，提

供能給視障者使用的資源，有

提供輔助工具，但大多都沒有

無障礙網頁。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國外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務一覽表分類，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先粗分大類，再細分小類。 

二、例如： 

資源/服務 設備 

軟體 硬體 

點字書、有聲書、有聲報

紙、有聲雜誌、樂譜、繪

本、下載功能 

盲用電腦、錄音或錄影設

備、放大鏡、有聲書架、

閱讀器…等） 

 

提案二：研究小組線上討論及共享檔案方式，提請討論。 

決  議： 

一、請游曉芬申請 FB 社團供小組成員使用，亦請成員於會後提供 FB 帳號給曉芬。 

二、請游曉芬研究小組共享檔案平台，例如 Google Drive 或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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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決  議： 

一、薛理桂、林巧敏老師的文章--「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 

利用辦法」。 

二、陳如貞的文章--「臺灣有聲書市場概況與未來發展策略初探」。 

三、請林泰君研究德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務，其他人員繼續整理美、澳、台資料，

於下次會議提出討論。 

 

參、 臨時動議： 

一、請吳理莉了解研究計畫經費之餐費金額。 

二、研究計畫小組會議由陳德雯與周庭郁輪流記錄，會後請吳理莉先寄範本給德雯參考。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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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8 月 29 日(二)12:00~13: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陳德雯、周庭郁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陳德雯、周庭郁 

 

壹、 101 年第 2 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1 
美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2 吳理莉 

1. 國外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務

一覽表格式分類需再修改。 

2. 更詳細閱讀 NLS 資料。 

2 
英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2 林泰君 

1. 英國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2. 德國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3 
澳洲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2 游曉芬 

1. 澳洲公共圖書館視障讀者服

務概況。 

2. 瀏覽 DAISY 相關網站資料。 

4 
台灣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2 

陳德雯 

周庭郁 

將國內公共圖書館、國內大專院校

機構、國內視障民間機構團體、國

內視障專門教育機構、國內大學院

校及附屬單位、國內政府機關之資

料整理成較詳細的格式。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國外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務一覽表名詞統一，提請討論。 

決  議： 

一、Braille = 點字；Descriptive videos = 口述電影；large print books = 大字書；讀

本地性和全國性報紙 = 讀報；時事通訊 = 通訊；盲人改稱視障者；total blind 

= 全盲；其他則使用台分館所使用的名詞。 

 

提案二：國外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務一覽表分類，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分類需更詳細，如：發聲字典 => 有聲書中的工具書，錄音/影帶 => 有聲書/

數位有聲書，口述電影 => 現場口述為服務; 錄音播放為資源。 

二、增加類型”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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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美國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功能與責任為重點，需深入研究。 

二、組織架構中，挑出何為服務視障者的部門，詳看其服務項目。 

三、詳看錄音規格規定。 

四、詳看 NISO 投票內容。 

 

提案四：澳洲公共圖書館視障讀者服務概況，提請討論。 

決  議： 

一、與美國、英國圖書館的差異，澳洲為寄存，英美國為整合。 

二、詳看 The Print Disability Services Program 與 Books in the Sky 計劃書。(智慧財產

權、著作權法、重製標準) 

 

提案五：國內視障相關機構資料整理格式。 

決  議： 

一、先前提到製作資料庫的提議暫先停止，以 EXCEL 檔詳細呈現較為重要。 

二、將國內所有視障相關機構之服務特色詳列，並統一其定義。 

 

提案六：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決  議： 

一、報告整體架構。 

二、參考文獻格式訂定。 

三、張博雅的相關著作。 

 

參、 臨時動議： 

一. 請陳德雯掃描薛理桂、林巧敏老師的文章--「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

辦法」寄給大家。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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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4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9 月 6 日(四)12:00~13: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陳德雯、周庭郁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陳德雯、周庭郁 

 

壹、 101 年第 3 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1 
美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3 吳理莉 

1. 國外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務

一覽表格式分類需再修改。 

2. NLS 組織圖資料發展部門。 

2 
英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3 林泰君 

1. 英國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2. 德國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3. 日本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 

3 
澳洲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3 游曉芬 

澳洲公共圖書館視障讀者服務概

況。 

4 
台灣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3 

陳德雯 

周庭郁 

將國內公共圖書館、國內大專院校

機構、國內視障民間機構團體、國

內視障專門教育機構、國內大學院

校及附屬單位、國內政府機關之資

料整理成較詳細的格式。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NLS 組織圖詳細內容說明，提請討論。 

決  議： 

一、資料發展部門監控了資料發展部門辦公室、書目控制部門、點字發展部門、館

藏發展部門、工程部門、品質保證部門與錄音室，其中重點為技術規格、評估

標準與品質維護。 

二、需再詳細深入了解，分工去了解。 

 

提案二：需關注同為亞洲區域的圖書館視障者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了解馬來西亞、新加坡與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圖書館之視障者服務。 

 

提案三：澳洲公共圖書館視障讀者服務概況，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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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澳洲圖書館在計劃執行時，委託學會執行，並尋求公共圖書館之協助，政府則

提供需要的設備。 

 

提案四：日本圖書館的視障讀者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服務有面對面朗讀(讀報)、音譯(同口述電影、有聲書)、無障礙資源中心、大活

字書本，已停止使用卡帶錄製資源。 

 

提案五：國內視障相關機構資料整理格式，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機構簡介需再精簡。 

二、各類資源使用英文字母代稱。 

三、整理分析。 

 

提案六：本週分工事項。 

決  議： 

負責人 工作項目 

林泰君 
1. 查詢 NLS 點字發展部門及品質保證部門深入之資料。 

2. 整合各國視障者資源服務資料。 

游曉芬 查詢 NLS 工程部門深入之資料。 

吳理莉 查詢館藏發展部門、書目控制部門以及產品控制部門深入之資料。 

陳德雯 

1. 查詢 Network Division Office 深入資料。 

2. 國內盲人機構整理。（與周庭郁合作） 

3. 查詢 NLS 錄音室深入資料。（與周庭郁合作） 

4. 協助學長姐 

周庭郁 

1. 國內盲人機構整理。（與陳德雯合作） 

2. 查詢 NLS 錄音室深入資料。（與陳德雯合作） 

3. 協助學長姐。 

 

參、 臨時動議： 

無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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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5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9 月 12 日(三)18:00~19: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陳德雯、周庭郁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陳德雯、周庭郁 

 

壹、 101 年第 4 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1 
美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4 吳理莉 NLS 組織圖資料發展部門。 

2 
英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4 林泰君 

統整國外公共圖書館視障讀者服

務概況。 

3 
澳洲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4 游曉芬 

澳洲公共圖書館視障讀者服務概

況與規格書。 

4 
台灣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4 

陳德雯 

周庭郁 

1. 將國內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2. 輔具設備資料整理。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期中報告的編寫與格式，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將統整好的國內、外資料編寫進期中報告正文、附錄中。 

二、9/17 前須有初步形態，9/20 印製 15 份。 

三、參考來源使用芝加哥格式。 

四、個別製作 PPT。 

 

提案二：輔具資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統一稱為輔具設備。 

二、表格須更加清晰詳細。 

 

提案三：澳洲公共圖書館視障讀者服務概況，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澳洲改稱澳大利亞。 

二、更詳細閱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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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錄音室資料著重的部分，提請討論。 

決  議： 

一、著重閱讀設備、規格、數位化等部分。 

 

提案五：國內視障相關機構資料整理格式，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比對原版資料，將新增資料做區別。 

二、彙整成文章樣式。 

 

提案六：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決  議： 

一、檢視上週進度。 

 

參、 臨時動議： 

無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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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6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9 月 19 日(三)18:00~19: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陳德雯、周庭郁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陳德雯、周庭郁 

 

壹、 101 年第 4 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1 
美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5 吳理莉 期中報告彙整。 

2 
英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5 林泰君 期中報告彙整。 

3 
澳洲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5 游曉芬 期中報告彙整。 

4 
臺灣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資料整理 
101-5 

陳德雯 

周庭郁 
期中報告彙整。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期中報告格式、內容，提請討論。 

決  議： 

一、「附件」改為「附錄」。 

二、將檔案合併成一個檔案。 

三、會議記錄放在最後。 

四、空格過大處，將圖案拉大。 

五、資源類型表格同類型者排序在一起，資源類型翻譯更改：印刷=>紙本；工具書

=>參考書。 

六、空行不要過多。 

七、DAISY 後方去掉冒號。 

 

提案二：各國圖書館內容，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各國圖書館增加結論與前言。 

二、NLS 統一簡稱。 

 

提案三：國內圖書館內容，提請討論。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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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整格式。 

二、修改連結文字。 

三、民間機構表格，圖資項目移到最前面。 

 

提案四：新增部分，提請討論。 

決  議： 

一、編寫 DAISY 演化表。 

 

參、 臨時動議： 

一、請陳德雯列印盲人数字图书馆的构建研究.pdf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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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7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0 月 3 日(三)18:00~19: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陳德雯、周庭郁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陳德雯、周庭郁 

 

壹、 101 年第 6 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1 期中報告檢討 101-6 吳理莉 期中報告檢討 

2 期中報告檢討 101-6 林泰君 期中報告檢討 

3 期中報告檢討 101-6 游曉芬 期中報告檢討 

4 期中報告檢討 101-6 
陳德雯 

周庭郁 
期中報告檢討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國內外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各國篇幅大小加到同一層級(英國、日本、澳大利亞……) 

二、另看北歐及東南亞國家之服務(大陸、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三、國內機構資料整理齊全並放至附錄。 

四、增一機構為｢中華民國定向協會｣。 

五、訂定專家訪談時間，整理資料中不寫生卒年、已過世者。 

六、須知道各機構館藏統計時間。 

七、此部分為重點，須詳加了解。 

 

提案二：期中報告檢討，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文獻有太多網路資源，應多期刊與學術論文。 

二、希望成果與建議是具體的，能夠直接使用。 

三、報告方向如下： 

1. 國際：以國家立場來說，若要互通有無則可以研究 DAISY。 

2. 休閒：使用者到圖書館使用休閒類的資源，此類資源不需使用到 DAISY 格式。 

3. E 化、已建置：雜誌、期刊方面=>彰師大 

四、期中報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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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繼續執行計畫，提請討論。 

 決  議： 

一、研究方法：細節須補充。 

二、文獻探析：探析更多中、英文文獻，於 LISA 搜尋近六年之文獻(格式、公共圖

書館) 

三、格式：從之前看過的網站中，找出服務是透過何種軟體、工具等相關資訊。 

四、網站：整理大陸、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韓國的圖書館資訊。 

五、專家訪談：暫無訂定時間。 

 

提案四：期末報告，提請討論。 

決  議： 

一、統整、潤筆：林泰君執行。 

二、格式整理：吳理莉執行。 

 

提案：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決  議： 

一、檢視上週進度。 

 

參、 臨時動議： 

無。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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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8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0 月 12 日(三)18:00~19: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陳德雯、周庭郁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陳德雯、周庭郁 

 

壹、 101 年第 7 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1 修正期中報告 101-7 吳理莉 修正期中報告 

2 大陸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101-7 林泰君 大陸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3 DAISY 格式 101-7 游曉芬 DAISY 格式 

4 
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

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101-7 

陳德雯 

周庭郁 

新加坡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韓國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新加坡、馬來西亞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網站可以翻譯英文，但大部分仍有馬來語，系統無法使用，e-mail 也無效，無

法寄信詢問館員。 

二、除資源介紹外，資料需要更加詳細。 

 

提案二：韓國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除資源介紹外，資料需要更加詳細。 

二、檢視網址是否有效(資料庫)。 

 

提案三：國內視障者服務機構表格修改，提請討論。 

決  議：參考大陸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中的表格格式做修改。 

 

提案：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決  議：邀請訪談無障礙科技協會理事長林柏榮。 

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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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9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0 月 24 日(三)18:00~19: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周庭郁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周庭郁 

 

壹、 101 年第 8 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1 修正期中報告 101-8 吳理莉 修正期中報告 

2 大陸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101-8 林泰君 大陸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3 視障資源格式 101-8 游曉芬 視障資源格式撰寫 

4 
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

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101-8 

陳德雯 

周庭郁 

新加坡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韓國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10/17 訪談回答整理，提請討論。 

決  議：將專家訪談記錄彙整為完整段落形式。 

 

提案二：韓國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將資料整理並細分至各項目內容中。 

  

提案三：國內視障者服務機構表格修改，提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改服務代號，同步更新附錄檔案。 

二、刪減不必要欄位。 

 

提案四：下次會議討論事項。 

決  議： 

一、邀請訪談林柏榮理事長、葉豐輝老師、洪錫銘秘書。 

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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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10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0 月 31 日(三)18:00~19: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周庭郁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陳德雯、周庭郁 

 

壹、 101 年第 9 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1 修正期中報告 101-9 吳理莉 修正期中報告 

2 大陸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101-9 林泰君 大陸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3 視障資源格式 101-9 游曉芬 視障資源格式撰寫 

4 
新加坡、韓國視障者圖書

資訊服務 
101-9 

陳德雯 

周庭郁 

新加坡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韓國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10/27、29 專家訪談整理，提請討論。 

決  議：將專家訪談記錄彙整為逐字稿。 

 

提案二：韓國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增加 DAISY 格式推動情形。 

二、詳細了解數位圖書館並撰寫進去。 

三、文章層次需修改。 

  

提案三：新加坡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增加 DAISY 格式推動情形。 

二、查找文獻並增加篇幅。 

 

提案四：國內視障者服務機構表格修改，提請討論。 

決  議：電訪各單位，更新單位館藏量。 

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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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11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1 月 4 日(三)18:00~19: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研究助理林泰君 

出  席：                                            紀  錄：周庭郁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游曉芬、陳德雯、周庭郁 

 

壹、 101 年第 9 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

員 
進度說明 

1 修正期中報告 101-10 吳理莉 修正期中報告 

2 大陸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101-10 林泰君 大陸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3 視障資源格式、輔助軟體工具 101-10 游曉芬 視障資源格式、輔助軟體工具撰寫 

4 
新加坡、韓國視障者圖書資訊

服務 
101-10 

陳德雯 

周庭郁 

新加坡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韓國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韓國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文章層次需修改。 

二、查找文獻並增加篇幅。 

三、更正說明不清楚的部分。 

 

提案二：新加坡視障者圖書資訊服務，提請討論。 

決  議： 

一、查找文獻並增加篇幅。 

二、更正說明不清楚的部分。 

 

提案三：視障資源探析部分，提請討論。 

決  議： 

一、確認 DAISY 發展說明內容。 

二、增加其他規格。 

 

提案四：國內視障者服務機構表格修改，提請討論。 

決  議：電訪相關機構，更新視障資源館藏量，並標註更新日期。 

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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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小組第 12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年 11月 12日(一)18:00~20:00 

地  點：淡江大學 

主  席：宋館長雪芳 

出  席：                                                紀  錄：吳理莉 

研  究  助  理：吳理莉、林泰君、游曉芬 

 

壹、 101年第 11次研究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序

號 
追蹤事項 

提出 

時間 
執行人員 進度說明 

1 

「視障資源探析」內容增

修及「技術與工具」內容

增修 

101-1 游曉芬 

1. 將第二章第一節之「視障資源

發展」修改為「視障資源探

析」；補充第三章第二節「技

術與工具」內容。 

2. 增加視障圖書資源類型及格

式的介紹。 

2 
「國內外視障讀者服務相

關文獻探析」內容增修 
101-1 林泰君 

將第二章第二節之「視障資源的整

合與傳播」修改為「國內外視障讀

者服務相關文獻探析」。 

3 
第四章「結論與建議」內

容 
101-1 吳理莉 

依第 8次會議決議整理「視障電子

圖書館的格式與作法」、「國內

DAISY 有聲目目前的問題」、「視障

資源格式的解決方式」、及「公共

圖書館應扮演之角色」。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國內外視障讀者服務相關文獻探析」內容增修與分工，提請討論。 

決  議：國內由林泰君負責；國外由宋雪芳老師提供。 

 

提案二：第四章「結論與建議」內容調整，提請討論。 

決  議： 

一、請吳理莉調整內容，分別探討「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服務視障讀者現況」、「視

障電子資源發展現況與困難」、及「視障電子化資源儲存建議格式」。 

二、建議格式：MP3、TXT、PDF、DAISY、EPUB，請游曉芬協助提供 EPUB 3的介紹。 

 

參、 臨時動議： 

無。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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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中國大陸省市級圖書館（閱覽室）視障館藏情形及服務項目一覽表 

地區 圖書館名稱 
成立 

時間 

點字書

(冊) 

有聲書

(盒、盤) 

視障用 

電腦(台) 

主要服務 

項目 

北京 

中國盲文圖書館(舊館) 1994/10 50,000   借閱(郵寄) 

國家圖書館分館殘疾人閱覽室 2001/01 80 種報刊 2,000 6 借閱、上網、活動 

首都圖書館康復文獻閱覽室 2001 200 餘 289 2 借閱、上網、活動 

西城區圖書館社區視障人圖書館 2002/05 200 餘 有 3 借閱、上網 

朝陽區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1 100 餘種 2,000 2 
借閱、上網、將書傳遞

到府 

北京盲人語音電子圖書室 2003/11   有 上網 

天津 

天津圖書館殘疾人服務中心 2002/05 183 1,095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天津河東區圖書館盲人有聲讀物閱覽

室 
 400 餘 有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河北 

石家莊市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4/12 680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滄州市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4/11 100 餘 有 有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秦皇島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3/11 669 647 2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邢臺市圖書館盲文及盲人有聲讀物借

閱室 
2004/10 200 餘 400 餘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唐山市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4/08 300 餘  有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張家口市圖書館盲人圖書室 2003/12 120 餘   借閱 

山西 
山西省圖書館盲人閱讀區 2005/06 400 300 餘 有 

借閱、流動站將書傳遞

到府 

大同市盲人有聲圖書館 2004/11 500 餘 1,600 餘 有 借閱 

內蒙 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0/08 264  無 借閱 

遼寧 

遼寧省圖書館省盲人讀物服務中心 1995/11 100 餘 有 2 
借閱、有聲讀物製作、

活動 

瀋陽市圖書館盲人有聲讀物室 1996/05  有  借閱 

瀋陽市殘疾人康復教育培訓中心有聲

讀物圖書室 
2005/01  有  借閱 

大連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4/08 600 13,200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活動 

鞍山市少兒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2/12 有 有 2 閱覽、上網 

黑龍江 

黑龍江省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5/12  有  借閱 

哈爾濱市殘疾人圖書館 2004/07 114 26 有 閱覽、上網 

牡丹江市圖書館盲人電腦讀物閱覽室 2006/09   有 閱覽、盲人閱覽室上網 

上海 
上海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1/05 2,882 12,358 有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活動 

浦東新區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1/04 1,036 3,545 5 借閱、上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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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圖書館名稱 
成立 

時間 

點字書

(冊) 

有聲書

(盒、盤) 

視障用 

電腦(台) 

主要服務 

項目 

浦東新區第二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800 餘 2,500  借閱、活動 

盧灣區盲人有聲讀物圖書館 1990 300 餘 800  借閱、活動 

徐匯區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1999/05 100 餘 4,500 餘 有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活動 

嘉定區殘疾人圖書室 2004 2,000   借閱、活動 

靜安區圖書館盲人電子閱覽室    有 上網 

上海市盲人有聲讀物圖書館 1988/10  30,000  借閱、活動 

江蘇 

南京圖書館盲人有聲讀物圖書館 1990 1,500 18,000  借閱、送書、活動 

蘇州市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1/06 800 餘 1,000 餘 1 借閱、活動 

常州市圖書館盲人圖書館 2005/10 200 餘  有 借閱、活動 

浙江 浙江省圖書館盲人圖書館 2004/01 300 1,700 3 借閱、送書、郵寄 

安徽 

安徽省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4/07 數百冊   借閱 

合肥市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4/05 有 10,000  借閱 

銅陵市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4/05 70 餘 100 餘  借閱 

馬鞍山市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2004/07 有 有  閱覽、將書傳遞到府 

福建 

福建省圖書館－福建省盲人有聲讀物

服務中心 
1999/05  有 4 借閱 

廈門市盲人有聲讀物室 2005/06 100 餘 200 餘  借閱 

江西 江西省圖書館康復閱覽室  有  有 借閱 

山東 

山東省圖書館康復閱覽室 2004/05 10 多種  有 借閱 

煙臺圖書館盲文及盲人有聲讀物室 2004/10 有 有  借閱 

青島圖書館殘疾人閱覽室  有 有 有 借閱 

河南 

河南省圖書館愛心閱覽室 2003.12 304 1,695 3 借閱、上網、活動 

洛陽市圖書館殘疾人閱覽室  有 有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活動 

湖北 
湖北省圖書館盲文圖書館 2004/05 350 餘 有 3 借閱、活動 

荊門市盲人電子圖書館 2005/12     

湖南 
湖南圖書館頤而康盲人圖書館 2004/10 3,000 餘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活動 

廣東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視障讀者電腦專

用坐席 
2003/10   有 上網 

廣州市盲人圖書館 1996 1,146 1,960 有 上網、電子書借閱 

廣州市圖書館盲人電子閱覽室 2001/05 2,000 300 餘 5 閱覽、上網、活動 

深圳市圖書館視障人閱覽室 2006/07 1,000 餘  5 借閱、上網 

佛山市殘聯盲人圖書室 2006/03 有  6 借閱、上網 

廣西 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盲人有聲閱覽

室 
2005/03  651 8 借閱、資料燒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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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圖書館名稱 
成立 

時間 

點字書

(冊) 

有聲書

(盒、盤) 

視障用 

電腦(台) 

主要服務 

項目 

桂林市圖書館盲人有聲讀物圖書室 2003/10 115 2,520 5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活動 

柳州市盲人專用有聲讀物閱覽室 2006/05 70 餘 有 有 借閱、將書傳遞到府 

重慶 重慶市圖書館盲人閱覽室 1999 很少 很少 無 借閱 

四川 

成都市殘聯盲人網路圖書館 2004/05   30 餘 上網 

樂山市圖書館盲人有聲讀物室 2004/11   3 上網 

南充市圖書館殘疾人讀書角 2004/09 200 餘套 有  借閱 

雲南 雲南省圖書館盲人讀物閱覽室 2004/12 500 餘 2,000 餘 4 借閱、活動 

陝西 西安市圖書館盲文圖書角 2004/10 600 餘   借閱 

青海 青海省圖書館盲文有聲讀物閱覽室 2005.09 198 941  借閱 

新疆 烏魯木齊市圖書館盲文圖書角 2005    借閱 

註：表格空白處為無內容或情況不詳。 

資料來源：王子舟、夏凡，「圖書館如何對殘疾人實施知識援助」，圖書情報知識 2 期(2007 年 3 月)：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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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專家訪談紀錄 

 

【第 1場】 

一、背景簡介： 

訪談日期：民國 101年 10 月 18日（星期四） 

訪談時間：下午 6時至 8 時 

受訪者：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林柏榮理事長 

訪談紀要： 

（一）本次訪談方向為請教國內現行點字書及有聲書相關技術及規格、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

目前作法，以及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與出版社及圖書館之合作方式。 

（二）林理事長於訪談過程中使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設備實機展示視障用相關軟體、

文字轉語音程式，以及手勢觸控等之運作情形，使本團隊對視障者使用資訊載具獲得

書籍資訊之現況更為瞭解。 

（三）本訪談內容將擇要整合於期末報告之「結論與建議」中。 

 

二、逐字稿： 

宋雪芳（以下簡稱宋）：他從大學就開始… 

林柏榮（以下簡稱林）：搞飛機的。 

宋：但是他都搞盲人的點字。他就從點字開始做起，那理事長這邊就是在我們學校從盲生資

源中心構思開始就是他在弄，他從大學就開始做了，還在學期間他就幫忙做這個，我們

那時候稱為…叫 BBS 是嗎？ 

林：對 BBS站，你們如果比較早期有玩就知道，有撥接式的，那個 modem要叫半天才會連線。 

宋：然後一直做到現在，所以等於整個的視障的電子資源來講，他非常的熟悉，所以今天我

們也請他來。那我也介紹一下我們的幾個研究助理，這個是林泰君，然後泰君他現在是

文學院的院長秘書，然後請他來幫忙，他是中文系然後教科所。 然後這位是吳理莉，是

我們系上畢業也是系上的研究所，那現在圖書館採編組。 那這位是游曉芬，他也是在我

們圖書館，他是輔大畢業的，他主要是走電腦，他電腦滿在行，所以我請他來幫忙有關

這個格式的部分。那另外我們有兩位大學部的，這是陳德雯他大四了，他是研究所先修

班。 

林：他這麼早就來參與研究這塊。 

宋：對，就是協助我們。還有一個更早的，這個才升大三。 

林：比以前專題生還要早。 

宋：他們兩個就是等於協助我們，協助這幾位學長姐。這個是我們的研究生，來 你自我介紹

一下。 

游明儒：我叫游明儒，那之前是讀資管的。 

宋：他現在是德明科大資管，今年才進我們系研究所的，然後他剛好來找我說有興趣想，可

能會從…他現在再找題目啦，跟每個老師都會接觸，所以我就說好，那你來聽聽我們的

meeting，所以他今天來旁聽。大概就是介紹這些人。 接下來那個期中報告，他這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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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是圖書資源的利用，所以會涵蓋兩個，一個是有哪些服務，資源跟服務，然後第二個

就是說，如果台灣分館…因為教育部頒了一個辦法。 

林：最早好像是政大那邊… 

宋：對！第一期的辦法是政大那個薛理桂老師跟林巧敏。然後現在是第二期，是我來接，就

是格式的部分。那林老師他們已經弄了辦法，那已經通過了，教育部已經發到各個單位

了，所以他們也指示要台分館擔任這個中心，那他現在就是要我們去研究，那如果以他

們的角色，他們要怎麼做，所以才會想說先了解國外的狀況。 

林：像技術的部份我們比較熟，那有關這種運作的，他們做這麼多年，應該比我更熟。 

宋：那今天請你來主要是技術的部分，我們現在遇到一個瓶頸。因為我們在了解各國的狀況

的時候，我們發現每個國家都用 DAISY，但是在我們期中報告的時候，請了台師大的杞

昭安還有張千惠這兩位老師，還有一位啟明分館的，然後他們從一個使用者還有館員的

角度，他覺得我們國內其實沒有… 

林：這麼迫切的需要這個 DAISY  

宋：對！所以那到底我們應該怎麼做，畢竟國外只能參考，那我們到底可以怎麼做，畢竟我

們都是文科，所以我們必須請教你們這邊技術的部分，就是現在國內的服務可以分成幾

類？這個可能比較具代表性，就是他資源的部分他就有點字、網路點字、錄音帶… 

林：其實這些國內都有，而且各有負責的單位。 

宋：那現在就是說我們也會收集國內的單位，所以我們在國內，我們已經在整理了，這個就

是在整理國內的各個機構，他們的網址，他們提供的內容，我們會再作詳細的資料整理。

未來我們資源的部分，有一些放大或是轉印的，然後有一些你剛剛提到的出版目錄的狀

況，還有這些的然後還有服務的部分，我們現在就分這三個在作了解。那現在遇到最大

的瓶頸就是，到底國內要怎麼走，在技術的部分，現在很簡單的，如果這本書是用 Word

檔打的，因為現在比以前我們念書那個時代方便，他本身要編成書的時候已經先是電子

檔了，所以他要轉成點字，那沒問題對不對，那轉成你講的語音也沒問題，那現在有一

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但是他直接這樣念下來，這些理念我們也會像 DAISY 或

metadata，會有說章節，有一些你們在設計的時候，會不會有這些格式的制定？ 

林：我們現在是這樣，因為對於視障朋友來講，他聽書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對他來講，

如果是教科書的話，可能需要知道章節段落，可是對於一般的書，他聽過去就好了，所

以他不見得需要 DAISY 這麼複雜的工具，而且 DAISY 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他的播

放器不太容易取得。PC 版的播放器很容易當掉，而且他操作並不是很簡單，因為說實在 

DAISY這個組織，雖然他是為了盲人弄， 可是他私心還是滿重，你如果不是加入他們的

組織的話就是屬於外人，所以你連那個最簡單、最好用那個 my studio PC那個做 DAISY

的那個你都拿不到。所以這個組織其實私心還是滿重的。所以現在就回過頭來，就是我

們到底是要去附和這樣一個組織，還是我們可以走出自己開放的路，其實我覺得所有的

東西裡面最好用就是文字檔，不管你文字檔將來可以轉 PDF或轉成 EPUB 等等都可以。那

其實這些我們都做過，我應該讓你們看一些實際的東西比較好，像中時電子報他有放在

網路上，他有給我們，我們也有把它轉成 EPUB的格式，像這個中時電子報，他每天送給

我們，我們弄了一個系統自動轉，他就會有這樣的格式，將來他不管用手機還是平板，

他搖一下他就會開始念了，搖一搖就會念了，這是 EPUB格式，然後它會自動翻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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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盲人就可以跟得上，所以這個是能夠跟著資訊跑的是最起碼的要求 當然還沒有討

論到他怎麼去操作 所以我們有做這種 EPUB 然後這種是可以離線下載。另外一種是線

上，線上我們也有做，像這個他只要用手機裝一個這樣的軟體，他就可以連到我們的圖

書館，他這樣有什麼好處呢？盲用電腦你可能需要學很久才會用，可是對於手機，你只

要會上下左右就好，那平板更是簡單，你看到什麼就點什麼，比如說我想要去看什麼我

就點進去...進去之後呢，假設我想要去看中時電子報，假設是焦點新聞，那點進去就會

有這樣的新聞，那你可能會說這可能會牽涉到版權，因為這個字大家都看得懂，你只要

能夠進來你就能看懂，所以因為中時電子報允許我們放明眼字，他就這樣唸… 

吳理莉（以下簡稱吳）：所以這同時是明眼人跟視障者都能… 

林：對！他允許我們放明眼字，然後如果說是點字的話，大家都一直覺得盲人應該是用點字，

可是用明眼字是更好的，假設這邊有近期新書，這書進去的格式就是屬於點字，點字碼

看起來就是 ASCII code 那種亂碼，我隨便點一本，完全沒有版權的問題，因為著作權法

第 53條同意任何的資訊轉成點字，就第一個不需要知會作者，就不會有版權的問題，但

是他有個但書，在不營利的前提之下，所謂的營利，不是完全不營利，是假設你做了這

個點字之後燒成光碟方便盲人用 你收了工本費 50 塊這樣算還可以的，可是你如果收

1,500或 2,000，明顯就是不合理的高價的話就算營利，這樣就不行。所以我們國內為什

麼對 DAISY 沒有那麼大的意願，就是 DAISY 他本身有很大的問題，你們如果要測 DAISY

的話，你們電腦裡面應該有裝 DAISY，那個 DAISY 非常不穩很容易當掉，再來就是我們

國內這樣使用已經很久了，你只要把文字檔弄進來他就可以聽了，可是 DAISY 呢？他需

要錄音，那為了要讓他分章節，你還要去做一個 tag，你必須去做一些麻煩的東西，那

做那些東西需要，可能做這個書的 10 倍 20 倍的力氣，所以我們才說那種特別需要精確

閱讀的，像教科書，我們才適合這樣做，或者是那種技術類，比如法律的導覽那種工具

書才比較適合。那剩下的其實以我們現有的架構，就足夠了。那我們的做法是，以一個

章節，以最小的單位來當作，那剩下的靠那個應用程式來做，比如說我展示這個，我們

自己做的那個中時電子報，等下我在讓大家實際看看。就是系統可以做的，我們不需要

那麼忙，這個我們系統自動作的中時電子報，他可以閱讀他可以念他也可以分上一段下

一段，然後這個完全沒有像 DAISY 那麼麻煩的手續，那這個就是靠這個軟體來做這樣的

東西，這個軟體是現成的，網路可以 download的到，其實網路有很多這樣的工具，那當

然將來 DAISY聯盟的 EPUB格式，如果做得更健全的話更好，但是我們目前可以用很方便

的方式來做，就是有一個 go read 這種東西，就是他念的時候他可以分段落，我可以下

一個段落，也可以上一個段落，目前以這個平板的話，他沒有方向鍵所以不方便，但是

我這邊有一個他是有方向鍵的，他們可以操作，同樣是這個系統，這就是一般 Android

的手機。我先把那個協助工具打開，不然隨便有風吹草動他就會念出來，那我都用這個

上下方向鍵，這其實是個五向的按鍵，讓他幾乎零學習，你只要告訴他怎麼操作，他幾

乎零學習。然後我在讓大家聽一下那個 DAISY … DAISY不一定是都好的，因為他還牽涉

到錄音的品質，我先讓你聽唐詩三百首，你會昏倒。而且這個還是國外很有名的組織錄

出來的。當然也有錄得很好的啦！所以我是說如果你要做工具書的話，最好去找那種真

正一線那種廣電人員錄配音的那種，把它弄得很優質，像國外就找什麼湯姆漢克來錄阿，

錄出來你就會很想借，連一般人都很想借，那東西其實你做得好的話，不只有視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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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其實老年化的問題一直都存在。所以我現在就要講說，我終於有得到回報，我假如

年紀大，我平常有閱讀的習慣，所以我在想說我哪天沒有辦法用眼睛看，我還可以用這

個，所以這個將來你如果把它擴及到銀髮族也可以來借的話，他市場就很大，國內為什

麼對 DAISY 沒有那麼大的依賴就是，不管你在線上聽的還是離線 PDS 當然他有很多語

者，他有很多不同的發音。 

吳：昨天有在看那個期中報告委員說要改的部分，那個林老師他就有提出說，他覺得文字檔，

純文字檔是最好的， 

林：你如果要讓他稍微比較規格化就是做成 EPUB，很容易做，而且你透過我剛剛說的那個 go 

read，他也可以分段落很方便。我們現在要研究 Android 4.0 以上的，他有那個手勢，

就像 iPhone、iPad上的那個手勢。 

林泰君（以下簡稱泰）：我們有些文獻提到，就是微軟 Word 2010，他有一個可以轉… 

林：他有一個 pipe line 可以轉 

泰：但我每次轉都失敗不知道為什麼？ 

林：他有一個 pipe line。Pipe line你要…他有很多限制啦，而且他可以結合 TTS，把他轉

出來。我們自己有這樣做。但光是裝那個軟體就麻煩了，然後他的播放器相當貴，一台

要一萬多塊。 

宋：請問像我們盲生資源中心現在負責…跟彰師大、清大，他們各自負責的部分不一樣嘛？ 

林：對！ 

宋：那這樣在合作上有甚麼問題？ 

林：其實我們以前也有錄音，後來發現錄音真的是需要花很大的功夫，再加上國內已經有甚

麼愛盲、清大、彰師大，他們在做。所以我們就不做那塊了。國內圖書館面臨的一個問

題就是，系統很容易做，你只要肯花時間來做就好，可是那個 content 一直就是拉不起

來。我們一年也只產出一千本而已。 

宋：所以我們其實要走的方向是去找出版社討論看看？ 

林：兩個部分，一個就是出版社他自己做的是 EPUB或是帶文字屬性的 PDF。帶文字屬性的 PDF

我們現在有辦法讀他，因為你可以做那個對應的，他可以標記那個字在那裏的圖塊然後

對應到一個中文字，把它合在一起現在已經可以做到這樣了。 

宋：不是 scan？ 

林：是 scan 不用 OCR，或是你出版社當初在做的時候就已經合在一起。像這個有文字檔，所

以當我把這段標記起來的時候，這是 PDF…但是他可以唸，而且我把它複製起來貼到一

個編輯軟體的時候，他就是一個文字檔，這就是 PDF 跟文字的結合，目前也不是難題，

所以這個最好是從書商的源頭來做。反正所有東西一定要帶有文字屬性才讀得出來。 

宋：帶有文字屬性的 PDF 檔？ 

林：對！最好是有 mapping 的動作。一個文字的圖塊對應到背景的一個文字，將來你去 mark

他的時候才能夠同步。 

宋：像 PDF跟帶有文字屬性的 PDF他的差別是什麼？他在運作的時候是怎麼運作的？  

林：一般書我們把它拆掉，下去掃的時候就是 PDF，那我們事後用 OCR軟體把它作對應 scan

之後對應，讓他文字圖塊的位置對應，最好的方法是出版社在做的時候在編排的時候，

轉成 PDF的時候就不要把文字濾掉，頂多上鎖。這樣將來才可以用，就跟我們論文一樣，



130 

 

我們一般上傳的論文都還有文字屬性，很少人會刻意把那個文字弄掉。 

宋：一般我們 word檔在轉為 PDF他就帶有文字屬性？ 

林：對！那我查比較古老的文件，那種期刊論文直接掃的就不行。他就是這樣，一個文字的

圖塊對應到一個字，將來你去把它標記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因為原本掃出來的圖檔的格

式他是沒辦法標記，他就整篇是一個圖檔，你有做那個標記的時候，他才能夠像文字那

樣一塊一塊才能被標記，現在有現成的軟體可以幫你做這件事。 

泰：那我是不是要做一個文字對應到圖的資料庫或什麼？ 

林：喔不用。現在有現成的軟體可以幫你。 

泰：您剛說我們的盲生資源中心，一年可以產出一千本，是說用 TTS之類的… 

林：我們的來源是網路，自己打的，跟出版社要。那我們跟出版社在 20年前我就跟我們中心

的工作人員一起去要。那時候去要，那時候出版社的負責人就說，我給你書的話，那你

怎麼幫我保障說他真的是給盲人用的？所以那時候我回來想一想，想好久，就跟他約法

三章，第一個，他給我明眼字，不管什麼什麼格式，只要他願意給我們，我們都有辦法

都有弄。只要出版社願意給我們都覺得很慶幸。所以第一個不管他給我們什麼文字，我

們最終會把他整理好之後轉成點字。他的疑慮就消除了，而且這完全符合國內的著作權

法，完全沒有侵權的行為。第二個我們轉成點字之後會把明眼字消掉，只留點字，然後

放在我們的網站上給盲人下載，盲人網站是有帳號控管的，第二重帳號控管，第三章，

即便是有帳號控管，如果你知道帳號，那你要怎麼辦呢，你也有盲生系統，你是不是就

可以進去聽，所以我們是有作控制的，就是盲人他的盲用軟體有一個 KeyPro。他一定要

領有殘障手冊才能有那個 KeyPro，所以就相當於一個進入視障者服務的鑰匙，有這個

KeyPro就可以有盲用系統，有盲用系統就可以進來享受我們的圖書服務，所以有這三大

約法三章，所以他才對我們很信任。 

宋：你們有跟他訂一個契約或什麼嗎？ 

林：我們其實跟出版社都有一個約定，很早以前，後來一些出版社，我們在跟他要的時候，

因為跟各出版社有良好的關係，所以最早跟遠流好像有簽，後來幾個出版社都不用簽。 

宋：那你覺得對視障最友善的是哪個出版社？ 

林：圓神出版社的老闆真的是很好，不過遠流我們跟他是互利的，就是說他給我們一本書，

我們給他 300 元的整理費，然後我們還要花錢去買他的書，所以他就願意了。不要小看

這個喔，我們每年還是要花很多錢在買書，然後我們買的書都怎麼樣呢？我本身是這樣，

有的人會覺得很可惜，可是我覺得一點都不可惜 因為書總有一天會死掉，可是一旦他電

子化他就活了，我目前有掃了兩百多本，我花了很多工夫在上面，一本一本掃，我把他

整本拆掉。 

泰：所以這是帶文字屬性的嗎？ 

林：對！而且只有一個 PDF 檔，不是說一個檔配一個檔，是一個 PDF就帶文字屬性，就像 MP3

檔案可以帶歌詞。當然他還可以做一些應用。 

泰：我想要問一下電子圖書館，他的點字書和有聲書目前是用什麼格式？  

林：MP3。然後點字書只有一種格式，就是文字檔，這個我們是要分別 txt 檔就是明眼字。

brl就是 braille，我們只是要這樣分而已，其實他就是文字檔，只是一個你看得懂，一

個你看不懂。看不懂的就是 brl 就是點字檔，因為如果你所有的檔案都是 txt 的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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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你會不知道他是不是點字檔，在歸類整理的時候不方便。 

泰：你剛剛說 MP3…那可是我們上網的時候，到那個網站，他的左手邊都有什麼 DAISY 有聲

書目查詢。 

林：DAISY 是有一年有聲書協會去跟馬英九吵，吵說他們想要做書啊，吵到後來教育部就火

大說，你一吵，內政部也要做 DAISY 的書，大家都要做，我就不給你，我就給盲生資源

中心做，他就氣我們氣得要死，我們也不願意阿！說實在我們在做 DAISY 的時候，心裡

在淌血，明明就是可以直接用語音合成，他還把合成語音之後還做成 DAISY 的格式。花

更多工夫，這麼多錢，雖然有一部分扣掉成本到我們中心來，可是我們真的很不願意國

家的錢是這樣花。這邊每個檔案都是小小的 就等於是一章一個檔，他就是一個段落一個

檔，然後比較長的話，他會有一個聲音的位置，就像 MP3 的話，他的歌詞有沒有？前面

那個聲音的位置就跟這個有點像，註記他是什麼比如說什麼 2 分 5 秒。他這個通常都很

短。 

吳：那這個錄音的這個人是…？ 

林：這是機器合成的，他就像電子字典那種，在講話的人，語者，是可以換的，他可以有不

同的語系。 

宋：那請問一下台灣主要用的語音系統是哪幾個？ 

林：其實他所有的語系 18 國語系他都有，一個語系才 2.99美金，很便宜，他有好多家在做，

比較容易取得的是 SVOS，剩下的不容易取得，他軟體不是免費的，主系統不用錢，但是

你要買音庫。其實只要你願意收集，有好多家，中研院也有。訊飛是中國的，另外還有

中華電信。 

宋：我有個問題，例如剛剛說有聲書都是 MP3格式，那其實就是說這個 MP3 的來源， 等於說

不管是台灣或是視障圖書館他都是用 PDS檔直接轉成的？ 

林：不是這樣的，PDS的技術既然可以轉換，那就直接拿文檔來念就好啦，點字檔完全沒有

版權的問題，為了要聽更好，所以會找人來錄，如果你人錄出來品質沒有像 PDS這樣的

話，你乾脆就不要錄了，意思就是，語音合成是沒問題的，除非我們希望比語音合成更

好的話，才需要去找人聲，不然一點意義都沒有，還有一個就是，這個目前國內做的所

有 DAISY都沒有保護，也就是說你只要拿到，任何人都可以 copy，其中 DAISY如果完整

的話，他是文字跟聲音同時存在的，可是國內都把他閹割掉只留聲音而已，可是即便是

只有聲音，任何人都聽得懂，對出版社就是一個很大的傷害。那國內所有的錄音，出版

社是不抓你的，他們都是作成光碟寄出，就不再回收了，就是你要借什麼書他就燒成光

碟寄給你，就不回收，因為回收的郵費比光碟的價值更高，所以他就不回收，所以常常

借書的人身邊就有一堆光碟，那光碟你想也知道，任何人拿去就可以 copy，然後再來就

是清大跟彰師大，他是把他放在資料庫裡面放在網路上給人家直接讀，只用一個帳號控

管而已，可是你也知道帳號根本就沒有什麼保護力。所以目前只有我們這種方法是最經

得起考驗的，帳號還有盲用軟體，而且盲用軟體的操作一般人不太會，因為他有一些是

用點字的規則。所以圖書館在 run這個時候版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怎麼樣才能跳脫版

權的問題呢？也就是說你要先把書商餵飽，他就沒有這個疑慮了，怎麼樣叫餵飽呢？目

前已經有這樣的例子了，那家公司說服很多其他書商跟作者願意把他的書做電子化，做

成電子化之後呢，會不會被盜用，會，因為我就會！那 KKBOX是不是會被盜用，就是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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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轉成其他的檔案，那個我也會我也做過，可是後來為什麼我不做了，因為我只要每

個月付 149元，我就可以隨時上去聽，我幹嘛要這樣做，所以就是一個很著名的理論，

你的書可能了不起賣一萬本就絕版了，你收不到錢了，可是你放在電子書上面呢？有一

些新來的 User，他就會去聽，即便是收他一點點錢，累積起來也很多，所以現在就是慢

慢累積，圖書館就是這樣，所以上面的書不是不能破解，是不願意，不想去破解，他一

定要做到這樣。我最終的想法是這樣，書商來放這個的時候，不管他放 PDF或是 EPUB，

他這個讀書的軟體都有盲用的介面，他的介紹很容易做，他做好之後盲人就可以來讀了，

怎麼樣才能形成壓力呢？當你買書的商業規模夠大，比如說每年花 500 萬或七八百萬買

這樣的電子書的時候，書商就會迫於這樣的壓力，你就可以寫規格或是他就一定要做，

那做出來的這些東西，你說他會不會被破解之類的，那是書商要考慮的不是我們要考慮

的，如果你自己做圖書館要去做 MP3這些，將來這些出了什麼問題你要負責，所以圖書

館不適合來做這些書的製作跟格式的保護，適合做一個陳列，以前一直是陳列紙本，現

在就是陳列這個，我們就跟書商買，今年預算不夠就買一千本，一千本裡面如果經費多，

我就買 10個 copy，不夠多就買 3個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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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場】 

一、背景簡介： 

訪談日期：民國 101年 10 月 29日（星期一） 

訪談時間：上午 9時至 11 時 

受訪者：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葉豐輝教授、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林柏榮理事長、 

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洪錫銘執行秘書 

訪談紀要： 

（一）本次訪談方向針對國內現行點字書及有聲書相關技術及規格、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目

前作法，以及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與出版社及圖書館之合作方式等議題，再次請益，

期能蒐集更廣泛之專家意見。 

（二）訪談過程由宋雪芳老師主持，針對上述訪談方向，同時提供本研究之期中報告資料及

期末報告預計研討之方向，邀請 3位專家輪流分享經驗與建議。 

（三）本訪談內容將擇要整合於期末報告之「結論與建議」中。 

 

二、逐字稿： 

宋雪芳（以下簡稱宋）：那他就想了解說他這個角色定位要怎麼做，所以就委託我做的案子，

就是說先了解國外的狀況，以公共圖書館的角度，就沒辦法以那個技術的部份，那就是

了解說他們角色定位應該定在哪裡。然後，接著就是說他們要不要整合、制定格式，讓

大家能夠統一，那這個跟老師報告，這個是我們的期中報告，這是他要求的就是說先了

解國內外的那個電子資源的狀況；然後，第二部分就是了解他們格式的運作，也就是主

要了解國內外圖書館的狀況，然後再了解格式的部分。那國內外的狀況，像美國的話，

他們做得非常的完整，複雜的就是他們的組織裡面就有蠻多跟視障有關的。但是，國內

不可能做到這個程度，因為他們做得很完整了，那以國內圖書館的組織跟人員、技術絕

對沒辦法做到；那後來我們又看了像德國的話，他這個等於是集中式的，那還有分散式

的一個作法，可是走到一半之後，我們發現國內其實都沒辦法做到什麼，只能就是說看

是不是我們有一個平台，然後能夠把各個圖書館的資料、或是說像貴單位這種一些已經

建置好的，比如說教科書的啦，已經有的，只能做一個整合平台的部分。那這是我們前

半段我們發現國內的狀況，因為我們也報告了這些東西，可以從期中報告裡面了解。那

接著部分就是說那我們格式要怎麼制定，那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就是發現在國外一般

圖書館大概會提供這些類型（期中報告附錄 3各國圖書館視障服務一覽表內容），就是有

資源的部分，還有輔具跟服務的部分，那資源的部分我們還在陸續整理當中，格式國外

很多大部分都是用 DAISY 的。 

洪錫銘秘書（以下簡稱洪）：對，因為早期有聲書的部分是用一般的錄音帶，閱讀會比較不方

便，後來因為電腦化之後才有錄音機，他們是因為前面錄音帶的學習有他的奠定，所以

他們才去組織後面因應電腦的一個技術，他們去發展所謂的 DAISY 格式，那 MP3 其實也

是那時候之前就有了。他那個是民間發起，不是針對視障的，但是他本身的功能實際上

現在大概是習慣，還是有很多聚焦在 MP3，所以各有利弊。 

宋：我們現在就是有一點困惑，現在就是可能走到這一步的話，因為我們畢竟技術部分我是

沒辦法，我也跟他們講說技術部分我一定要請教專家，就是請教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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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說幫他們擬一個方向，所以要請教 3 位專家，就是說那格式的部分我們該怎麼去設

置? 

葉豐輝老師（以下簡稱葉）：我先講一下就是以前那一個，從你的報告其實資料蠻完整的。當

初，我們要在建立這個圖書館的時候，我有查過資料。其實，我們早期的一個整個構想

是要從臺灣的一個聯合目錄，我們也有到中央圖書館，希望他把整個目錄弄起來。那個

時候好像歐陽崇榮還在那一邊，後來他來淡江，那個時候我沒講，我們也要了一筆資料，

就是回來的話，那個時候的一個想法就是說，盲人查得到的其實是沒有點字書，至少他

也知道國內有這個圖書，他可以去借，因為那個時候都還有一些社工，他們可以報讀，

至少他還可以去各個圖書館借來報讀。當初的想法是這樣，可是後來我們花了 2 年的時

間，我們發現圖書館的系統並不是像我想像的那麼好弄。不過，那個時候是因為早期資

訊中心有一個建邦系統，那個時候我是很想把它做在建邦系統裡面。就是說至少它有圖

書，那你查到如果是有點字書後面有一個的話，他有一個註明，你還可以進去，透過電

腦可以下載、或是直接閱讀。當初的構想是這樣，那後來的話，當然就是一個資源上的

問題，我們大概也沒有能力。所以，後來的話我們就是放棄了，放棄的一個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說每一次在 maintain這個格式，因為我們就在想說不知道那一個即時的目錄，

後來，就是說因為那個即時的目錄不好弄；再來的話，我們要在現有不知道要選哪一個

圖書館系統，作為我們現在這一個華文的圖書館，我們發現要去下手的話大概都是不容

易。所以，後來我們就是放棄掉了。因為我們現有的圖書那個時候也已經有了，那個時

候請部長開始整合我們這邊的，就是我們的一個 mail系統。因為我們那個時候還有 TTS

的系統，那就乾脆用我們現有的，我們的話那個時候只有做全盲的，所以大部分全盲，

我們講就是只有文字檔。那其實我們也有所謂的有聲書，不過，我們一直覺得有聲書應

該有法律上的問題，我們遲遲不太敢去碰。雖然說清華、還有現在的有聲書學會他們的

話都有擺上去，這個只是應該是人家沒有去 argue 而已。我個人感覺，因為想說我們既

然是做這樣的一個事情，是幫忙的立場，不希望到時候還要去走這種法令。所以，我們

大部分大概都在做文字檔的點字圖書，我們的文字檔這一部分只有點字而已，完全的話

就是只有點字。其實，隨著系統的一個開發，說實在的，WORD 檔我們沒問題，PDF 其實

也沒問題。PDF 如果是包括國外的，應該是 1990 以前的 PDF，它是影像產生的，這個是

絕對有問題，那如果說主要是 PDF 本身的話，我們可以搜尋的，只要上面你可以去把他

mark，但是也許它有鎖住，不能夠讓你複製或是列印，其實那個的話都沒有關係，一樣

就是透過盲用的一個 screen reader，也是可以讀得到的。所以，基本上來講，雖然我

們這邊在明年的圖書是不多，當然那個林柏榮他有找一些，就是像大陸那些，我們還是

有一些，除了這個文字檔的話，其實.doc及.pdf基本上來講，如果是合法的，可以擺得

上去的，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那現在就是談到這個聲音檔的問題，就是說 DAISY，事

實上本身它是相當有規模的。確實啦，你要是遵循人家有那規模的東西，製作起來的話

是比較好依循，也許透過一些教育訓練、也許好像使用起來應該也是比較好，可是這都

是一個理想。因為真正你要的話，DAISY 你要去做的時候，還要加入會員，後面的時候

還有一些瀏覽器，雖然說他的瀏覽器也比較方便，電腦上面也有了，可是慢慢地，現在

他們發現盲人的話就是後來為什麼他們有所謂的聽書，原因就是說他們希望出去的時

候，也許是坐公車、坐捷運，他本身就有東西可以聽，這個時候並不是 DAISY 格式，它



135 

 

可以做，那另外做 DAISY 格式，那個時候我們也有做，其實成本上比較高。那至於 MP3，

大家總是會覺得說 MP3 好像沒有 DAISY 的這些功能，事實上也並不然，其實現在也有人

用 MP3 在做卡拉 OK 的，那就表示其實你文字要去對音軌，跟你今天的話要去做搜尋跟

tag，事實上它也是可以做得到。所以，假若沒有牽涉到法律的問題，其實如果是我們中

心，就是說我們自己的想法，我要推我會推 MP3，我不會先推 DAISY。那當初我們是因為

要因應有聲書學會他們去陳情，教育部的話就大量的做了 DAISY，那我們做完以後，我

更感覺，我個人感覺，不知道林柏榮看法怎麼樣，我的一個感覺，如果真的是要做，我

們這個地方應該還是會朝向 MP3 為主。因為成本上低、推廣上容易，而且在各方面的設

備上的取得，至少他們個人化的一個東西的話，那個比較容易，這是我基本上個人的一

個看法，那至於你說其他有一些錄音製作，其實早期我們陸陸續續都有弄，只是說要不

要擺到上面去，這個我們是蠻困擾的。 

宋：對，現在就是涉及……。 

洪：所以，要製作還是要製作費。 

葉：所以說大部分我們大概的話就是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我給你的回覆是這樣，不知道柏榮

你的看法? 

林柏榮理事長（以下簡稱林）：因為文字檔只要透過 TTS，你可以選擇喜歡聽的語音合成，就

可以把它還原，而且它非常穩定，不同的志工錄出來的聲音，你不一定都能接受，但是

TTS 你只要習慣它的讀音的方式，其實可以聽得很快，現在盲人讀音檔，他們都會挑好

的或是那種休閒類的，後面剛好有休閒類的，那個等下再談，他們會去借《科學人》這

類的雜誌來自己聽。為什麼呢？因為像錄音的話比較快。就是同樣是錄音跟雜誌的話，

雜誌還要校對，那錄音只要看過去錄了就好，所以他適合那種就是更新很快的那種。那

對於盲人來講，只是資訊的提供，那資訊提供最多就是聲音是他們最方便的，所以他們

這樣聽過來的話，只要能夠有資訊的提供讓他們聽，他們就很高興。至於 DAISY 格式的

話，因為 DAISY格式他最主要是要去錄 MP3，所以你既然錄了，還要去把他做那個定位，

他有一些時間軸的 tag，你要去做那個，所以說為什麼一集可能要花到 6 萬塊，對盲人

來講他聽書的速度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說除非是他要去定位某個定位點，否則他其實聽

過去就算了，他不會再回來聽第二遍，教科書、法律的書，才比較適合去做 DAISY。 

葉：如果是做規劃來講，我是認為說可以雙向去並行，就好像當初我們在中文字在定義那個

碼，也不是國家碼，你自然用久以後，自然的話就會成形，就好像臺灣當初的話，你到

底要選擇 Mac 還是選擇 Windows 系統，臺灣就是適合 Windows 系統，因為那個時候功德

版的軟體比較多，這個就有一些環境上的一個背景上的問題。當然，我也是知道 DAISY

臺灣是有，是有一家單位他們非常極力地在追，不過，畢竟當然從他的角度這也是不對

的，可是我會覺得是可以讓他去試看看，因為有時候牽涉到成本上的問題跟使用度的問

題。 

宋：對，因為走到這裡，就是已經在建構那個結論的部分，就會想說像休閒的部分真的就是

不需要用到 DAISY，像剛剛柏榮講的。 

葉：古龍小說應該的話不會去停止，除非是要學武功。 

林：也除非他找到「名人」來錄，錄得非常棒，說書講得抑揚頓挫、非常棒，就值得做，所

以它一定要精緻化或工具書。 



136 

 

宋：所以那次有跟，以前就跟他熟一點，我就跟部長講，那個我們就想說休閒的我們就是用

一般國內的這樣子的狀況，那就是說可能未來會跟國際接軌的部分，一些比較學術性的，

我們才會建議說用 DAISY。就是說有真正比較有用到的工具書 reference 的部分，我們

再來用 DAISY的格式，可以做未來跟國外的互動，那現在在這塊有一個小小問題想請教，

就是說因為在圖書館界他們會想到的就是說一個資料裡面我們要類似 metadata，就是要

有這個 title、author，他可以去檢索或是每一段應該要有一些標示，那這個問題我們

要怎麼去解答。 

林：其實 DAISY 當然是最完整的，那他沒有做成 DAISY 格式的時候，他可以譬如說放著，然

後你去做檢索的時候，例如說第一章就是對應到第一軌。所以，你變成要從資料庫去對

應這個檔案，就跟點字檔一樣，點字檔是一個對應一個。 

宋：所以是用音軌去……？ 

洪：反正，你資料庫能夠對應到檔案就可以。 

葉：其實那個 MP3，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那個軟體進去看一下？MP3的話，你要進去的話，裡

面有一些隱藏的資料，它有講是誰唱，其實裡面的資料已經是可以了。基本上來講，其

實那一些在 MP3，應該那一些訊息就夠了。我那個人的看法，跟他們接觸完以後，就是

說他們常在問，就是說我們現在還會再去回過頭來就去想當初在構想整個那個跟明眼系

統整個同步，我說，現在可能比較不會去想，因為視障使用者的一個習慣比較不一樣，

他們有那個搜尋就像部長講的，其實他們搜尋的情況就是只有作者的名稱跟書名。基本

上的作者還有書名裡面某一些的 keyword，大概是目前他們去看華文圖書館他們在搜尋

的一個情況，大部分都是使用這一些，當然有人建議既然你已經做了全文，是不是可以

做全文檢索，這個當然就是需要一些大的架構，不管是電腦或是引擎等等，我們都必須

要加強，本來的話就是建議他們那個臺灣分館的話，是希望他們要整合的時候這個部分

是可以考量的，他們做的情況會是怎麼樣那就不知道了。 

宋：就是加上全文檢索的部分。 

葉：其實全文檢索我們也有做，只是速度比較慢。 

洪：一直就是很想得到政府的補助，然後我們的 database引擎都是免費的，我們也有想過要

把他做成圖書館那種比較龐大的資料庫，後來看一看，只有 2~3 萬筆而已，所以後來就

用比較開放式的資料庫。 

宋：可是你們的貢獻很大，國內談起來就是。 

洪：其實並不需要太複雜的功能。因為我們書少，所以他們來根本不會去搜尋，他們只有兩

個，一個就是我想要去看哪一類，我就進去；要不然，就是來找找看最近上了哪幾本書，

就是近期新書。所以，最常用的就是近期新書，要不然就是他知道哪一類他就進去看。 

宋：所以是很單純的，所以視障者是很單純的。 

葉：因為我們的資料，真的就是內容製作的人真的很少。就國內其實在提供這些內容的人，

大部分都是做系統，真正在做這個內容的人比較少。提供那個內容比較少，其實每人我

大概都有找那幾個比較常用華文圖書館，就是問他，他們有沒有再去上到國內那些大型

的圖書館系統有沒有去做一些搜尋，他們幾乎後來的話就是沒有。當初還沒有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很好的想法，希望有一套很好的系統也包括盲人，等你有部分去滿足他們，

其實他們上去的機會不是很大。 



137 

 

洪：除了讀研究所，你今天被老師逼，就是要去找資料，這些他們會上期刊論文那些，那這

個裡面只要期刊論文如果能夠方便他們去檢索，這樣他們也都接受。 

宋：那其實檢索上應該不是困難，像我們文館 507 教室，像我們在教，他們就是看網路上然

後檢索聯合目錄。 

洪：你說那個聯合目錄是不是那個聯合目錄？我有請我們這邊試過，大部分沒有問題，只是

他們現在 OK 了以後不用。以前是 DOS 系統，就是那個文字 text 畫面的那個 DOS 系統，

那個時候是有問題，所以說那個時候我們才會想要把他們所有的目錄全部把它撈回來。 

葉：那個時候國家圖書館 2百多萬筆，淡江是 40萬筆。那個時候，他們就想說另外的話聯合

目錄是每個圖書館提供的，那等於是我們要變成要跟每個圖書館都是同意，那個動作也

是很困難，所以說後來那個時候只有做過淡江的，那弄完以後提供部分。 

林：但是其他館的館藏可能會稍微有點變動或是 copy數，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他到底有幾

本借出去或沒借出去。所以，我們做這個等於功能也小很多。重點是我們曾經有去問那

個盲人，他說你不要弄雜七雜八這麼多，我只要教授有沒有就好，就是我希望所查到的

就是我可以看得到的。 

宋：對，其實單純。 

葉：看到就可以下載，他也方便閱讀。 

林：我是希望上去查就可以看到這樣子。 

宋：所以目前的狀況其實還蠻 ok 的，因為現在在 WEB 系統裡面的檢索是 ok 的。只要用盲人

系統，他一樣用點字就摸得到。 

葉：他摸得到、也可以聽得到。 

洪：對，他可以檢索。只要這些目錄符合無障礙規劃，他們就可以把它用了，所以這比較簡

單。 

林：臺灣這幾年就是在有聲部分其實也進展得蠻好的，就是其實他們也上那個網站，有聲書

不是不能上網站，但我們也曾經放過一陣子，後來我們自己想一想，我們還要跟出版社

走很久的路，所以我們就不撤下來，最早是錄音帶，現在已轉成 MP3 了。所以，如果說

他們可以把文字附在 MP3 裡面，然後用時間軸去對應那個 tag，現在有很多 MP3 的播放

軟體，它其實可以去拉那個歌詞的部分。然後，就可以找得到那個他要的段落，甚至比

DAISY更簡單、更直覺，DAISY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使用者端的播放器很不穩定，專用的

播放器又太貴，然後版權的保護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宋：對，說到這裡，另外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裡面，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MP3因為他 dowload

什麼就很容易，就是變成明眼人拿來聽。 

林：只要是聲音的東西，都有這特色。 

宋：那您剛剛提到法律的問題會不會?這個部分你們現在怎麼處理? 

林：因為我們非常怕這一塊，所以說為什麼我們在上面非常少有聲書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洪：他的 DAISY 在推可能也有一些像國外，他們圖書館裡面借有聲書，播放機也是以前那個

錄音機錄那個放映機的，播放也跟一般的人家的傳統錄音機是不太一樣，這個也有一點

這樣的意味，就是說我是特定查詢使用，所以是不是可以有一個使用上的豁免，這個可

能他們也有這樣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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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對，因為我上網去找了一些 DAISY的 reader，他就變成是說你要先去圖書館申請，他會

給你一個特殊帳密，然後你自己機器也有一個帳密，然後你去抓，抓完之後聽，你可能

要再傳給別人是不容易的。 

林：對，所以他有一個保密機制的。 

洪：其實他只是有一個保護的機制而已，基本上來講你只要能夠access，就一定是絕對可以的，

就是說看你要不要去做這件事情而已，其實MP3也是一樣可以保護，你那下載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邊有一些像那個點字圖書其實我們也有做一些加密，不然的話一樣的道理，

他那下下去之後都是沒有，但是說實在那是人家要不要幫你解而已，你既然加密就一定

可以解密，DAISY他也是一樣，他也是可以解的，就是只是比較麻煩一點。 

林：對，就是你的鎖是幾個這樣子而已。 

宋：對，表示說我們已經有做到了，盡到責任這樣。 

洪：這個我想他的功能在此，因為一開始國外對著作權也是蠻重視的，所以他們可以請名人

來幫忙錄書，但是他的播放器就是一個特殊的，DAISY也是因為他們只是一個搜尋在聽，

學習上有他不便的地方，所以才會想出那麼多的規範出來。然後讓他就是說我除了可以

聽之外，我真的可以提升到做研究，這個部分就像我們點字書的一個情況，我隨時要哪

段哪個章節可以快速地去搜尋到，那這個功能主要是當時是因應這個情況出來。 

洪：我想這個你們可以去看DAISY的發展，因為你去查那個東西。 

宋：對，所以我就在想說就像您提的研究的部分，因為現在網路上全文檔都有，比如說要做

研究好了，我看那視障者，尤其是研究歷史，因為那些書都已經沒有著作權的問題，然

後又已經文字化，所以他們其實在做研究來講，也不需要涉及到DAISY。 

葉：對，如果說你有content，那你一定從screen reader就可以了，screen reader他本身就可以。 

林：DAISY最好就是以後工具書，就是這些工具書，讓我這麼方便去搜尋，對他來講，因為

一般來講我要帶一個工具書是不便的，那一個比較好的搜尋工具，也許這個部分是有他

的一點功用。所以是比較驚險的，就是說一定不是大量去做DAISY，大量的話可能它的

成本要非常高，也許後來的製作技術能不能去提升或等等。 

洪：所以它現在是比較渴望是不是，是直接從文字檔去弄，所以DAISY未來發展還是一樣的。 

葉：這個是可能他們現在也是為什麼要國家可以成就，是說他們有一個電子資源的一個統一

的平台，立法的形成原來是從這裡來的，他們是希望是取得出版社可以給的這些文字的

檔案，他們來做後端很多的應用的部分，在MP3或是在DAISY格式或是點字或是放大，

這些都是他發明的一個使用。 

林：像我們當初有一個軟體，其實我們裡面做也是這樣子，只要是文字馬上能轉成MP3，可

是這個功能我們一直不敢開放。我們就怕說我們今天跟那個廠商的話，我們好不容易跟

人家要了文字檔，我們把他轉成點字檔，結果它把點字檔轉成聲音檔，然後又散布出去，

其實我們也很怕。那現在的話，像那個DAISY的話，他本身的reader現在也幾乎都是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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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也是隨手可得。所以你的話，MP3跟你那邊其實對你有reader來講事實上是一樣的，

他不過是一種播放器，他還是一樣的，所以我才想說站在這樣子同樣這個保護性不是那

麼高，製作成本的話就是永遠的一個考量，大概我們這邊如果有做的話。不過，應該我

們會做得很慢。 

洪：3年，我們做了一千本，花不少錢。 

宋：太棒了，你們一談就已經解決了我好多問題。再請教一下，就是剛剛您提到出版社的部

分，這塊上次也請部長跟我們解釋，教會我們一些問題。就是說我們大概就是很理想的

狀況，因為現在製作書都已經就是直接作者都直接在上面打了，所以其實要轉成點字是

根本沒有困難的，只是說出版社願不願意提供這樣的一個資訊給我們。 

葉：應該不是，這個問題其實上一次的話，那個臺灣分館他們有請了廠商去講，其實作者弄

完以後，跟出版商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弄完會另外交給出版社，編譯社的話，他們會

去排版，他們會去做，雖然他們好像是有source，但是基本上他們有的都已經是排完版的。

所以，有的時候為什麼我們要跟廠商要，廠商說有時候並不是說他不願意給你，就是純

粹文字檔，我們的一個想像應該是先純粹打成文字，然後才去排版，照理說會有那個source

檔，但是他們出版社不是這樣子。他們基本上是跟某一個排版公司，也許他用的是Mac

的系統，有的時候是用PC的系統，他們都不知道，其實他們也無所謂，他們要的是把作

者的話他們的稿件直接到那家製造商，他們弄完以後，其實他們只有原稿，比如說他們

用了A排版系統他們就有A排版系統的原稿，也許他們下一個版本可以再去印，所以說等

到我們去跟他要的時候，事實上還要再花人力去把他反轉，那反轉的時候那就不一樣了，

像我們排版的時候這裡有文字，插了一個圖，當你要排的時候123456，這個都是好好的，

文字檔是123，你把他排完，可以他從這邊反轉回來的時候，搞不好的話是12389456，這

整個都是亂的。所以說有時候我們去要的那個主要提供給我們的時候，我們那個時候這

很奇怪，幹麻給我們這個，後來是有一次我們去溝通的時候，廠商就說我已經花很多時

間給你們了，你們還覺得那個，其實有的時候這是溝通的，並不是像我們想像。 

洪：遠流也知道，遠流我們也花時間幫他整理。 

葉：這個不是我們的一個想像，就是說這你應該要有123456789，你怎麼會故意12389456，這

我沒有重新再去對一次，有的時候如果轉得很亂的時候，我要重新去對一次，說實在的，

我重打比較快。 

宋：因為我自己第一次出書，我自己跑到出版社去自己編排，我以前在美國用Mac，那我大

概知道這個狀況，就是我們的原稿他是用Mac，然後他在排的時候是用矩陣的方式。 

葉：對，沒有錯！當你在反轉，雖然說他可以save成文字檔，當他save的時候不是這個。 

宋：如果說我們假設在這個辦法裡面，去制定說希望他們能保有這個檔給我們。 

葉：廠商是說，你的話，就是等於是我比如說這個是出版商，這一個的話是作者，你是要去

要求這個單位，製作的單位，不是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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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可是這其實是他的下游廠商啊？ 

葉：對，講起來都很容易，你多了一層，他當初就在講說我們不會去想這麼多。 

洪：出版商講得很現實，就是說今天也許以圖書館的立場，我今天只是跟你要個檔案，那這

個檔案，一個磁片好了不要講檔案，就是一個磁片，那磁片那天出席也有律師，就是有

研究著作權的，然後有經濟部的長官，那今天談的時候就是說你這個是不是可以把他解

釋說是一個物權而已，只是一個物品，磁片嘛就是物，就是說我磁片給你，那你圖書館

怎麼用，我出版社就給你，就是磁片給你，那問題這個算是只有物權而已嗎？這個幾十

片裡面有內容物，內容物是不是牽扯到著作的一個著作的情況。所以，這個當時理想就

是說也沒問題，出版社說OK，你只是要個磁片，我給你磁片，問題是說我這個磁片裡面

牽扯到著作權，你有內容物，你的內容物是含括人家的心血所寫的東西，那你這個不能

把人家解讀成這樣子，所以這個東西不是出版社要不要給你的問題，出版社也很怕，我

給你的時候，作者來告他。 

林：所以，很多事情沒辦法一概而論。唯一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我們有權利把它點譯，但是

中間的過程，誰會觸犯什麼問題，這是中間他要去負責的，至少我把它點譯，那是沒有

問題的。像我們唯一做的就是我們去買書絕對是合法的，我們買書以後自己把他打進去，

這也是合法的，因為我們沒有牽涉到散播，我們也不是跟人家從那邊拿來的，我們再把

他點譯這也合法，當點譯完以後，我們把他公告到網路這也合法，所以我們目前做的是

這樣子。 

宋：公告到網路也是合法？ 

林：點字是合法的，你不能用文字，文字的話那就是違法，依據著作權法第53條。 

葉：不過像我們剛才那樣談，當然這是考慮好像百分之一或是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的可能

性，可是對「法」上來講的話，這種問題是要去考量的。但是，現在就是說我們的話都

在邊緣上面走，包括我們中心也是有請廠商，他就乾脆我們的話不敢去跟原來的。那其

實原來的，聽出版商的話，他們去問，其實他們也都不保留，他們唯一保留的都已經排

版好了，他不會去保留你過程的東西，也許這個過程的東西並不是像你講的，完整以後

他才排版的。他是寫一些的時候就丟給他了，那丟給他，他排進去以後的話，搞不好的

話作者一看，這裡我要刪，他不可能再去改你這個原始檔，他是在直接排版裡面，所以

他說即使你保留最原始那個版本，也絕對不會跟你後面的版本是一樣的，那他說，既然

是這種樣子，你跟我要這邊有意義嗎？還是說你要完整就是我從這邊轉得出來的，那轉

得出來的當然就會牽涉到這一些，那我們的話就會看，如果是圖片或是他排版格式不是

太複雜的，那個書是可以用，如果你去看那個圖書，這一看就知道大概轉完一定是亂七

八糟，那個也絕對是亂七八糟，那我們就慢慢打了，大概原因是這樣子，所以他們都把

他想得太理想化了。 

林：即便是那個有給我們轉出來的排版檔，可是我們還是要買書去對，我們除了跟他要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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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還要給他買一本書回來， 所以我們是很嚴謹的在做這個書。 

葉：因為有時候他會漏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漏一段。 

宋：對，因為那排版。我那時候因為趕著要升等，所以就乾脆自己去排版，自己去弄，所以

這個整個流程我都自己做，出版社就是我學姐，所以我就說我自己到這邊來編，只要她

教我怎麼編，我才發現說的確這是有問題，那現在圖書館一般的想法就是說這一塊，所

以這一塊那個數位典藏他們就認為說如果可以要求到著作權，就是說作者他本身的一個

自己擁有自我典藏權，現在數位典藏裡面有幾種權利，有一種就是說我還沒經過排版之

後的東西，這個前面他擁有自己作者的權利，所以說圖書館有時候會想到這塊，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跟作者要？ 

葉：沒問題，作者A同意就ok了。 

宋：對，那時候會比較單純是想到因為他已經賣給出版社，所以我們想到跟出版社要。但是

剛剛跟各位談過之後發現，其實他們擁有權是在這塊，他們認為他們的出版社擁有權是

在已經編排過的，要出書的東西才是出版社的東西，那他可以給我們，但是他不能給這

個作者的東西。 

葉：不是，他們一般來講也沒留，出版社他不會去留 source檔。剛剛我已經講了，其實的話，

第一個版本可能只有兩段，他排進去以後，作者的話直接插的時候，他會在這邊改，他

不會再去改原始檔，然後作者有的時候他是整個手稿給出版社，他也並不會有 source

檔，他打完以後也不會給他。 

洪：他的電子檔也不見得是完整的，除非他整理過，就是說除非作者把他陸續給作者的，然

後這個東西他去整理出來，那是 ok的。 

洪：這個問題還是作者自己典藏的部分，今天他已經交給出版社，那兩個的權利到底要怎麼

劃分也是一個爭議的部分，這一些要處理這個問題又變成會是一個很繁雜的，所以大家

聽了都頭大了！作者說我已經簽那個，因為現在還不只是出版的一般書的問題，現在還

可以有數位還有電影版、電視版，那些版權裡面其實現在已經很多樣了，所以那天出版

社去談的時候，我今天到底為你這本書我要簽到什麼樣的情況，我是要把他簽成是有一

般印刷的還是我要做電影版，還是電視版那些要不要一起簽下來，這都會變成他們抉擇

的一個課題。所以，現在已經複雜了，所以我覺得國外的做法也不是這樣做，其實他們

雖然說給出版社印，但是做法都是比較用人工作業的方式。今天有視障者需求，你就統

一窗口跟圖書館提出這樣的一個我有希望去閱讀這本書，由圖書館去跟作者、出版社去

索取說我今天有確定的讀者，我需要這樣的書，能不能提供方便他閱讀，提供相關電子

檔的資料來給他閱讀，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就是其實圖書館可以好好扮演這個角色，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把他擴大一個很大的概念，好像圖書館給大家去讀，但是問題是視障

者其實到底有多少人會來讀，其實是一個很專業的課程，其實搞不好就 only one在讀。

但是，我們不去預設，因為畢竟書是要流傳的情況，那這種情況就是說你現在先有這樣

子，你需要的先滿足，個別的需求透過圖書館去要到資料。那這個部分裡面，這樣的情

況作者、出版社的意願都比較高，像我們做大專書，我們也是通常透過這樣的機制然後

我們每一次簽一個切結書，讓作者確實知道或是出版社確實知道，這本書是我們給哪一

個人用，這個部份我們也保證不會幫他去流傳，僅供他在學習上使用，那這個東西累積

多了將來可以在一個程度說，我時間過了我再跟這些去爭取說既然都這樣子了那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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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 open，讓更多人使用。我覺得也許這是一個比較有效解決，因為目前去談太複雜

了。國外也是這樣子，德國那邊也是圖書館我們有問，因為上次去德國參觀的時候就問

他們這個部分，他們也是朝這樣去走，然後裡面他可以，他可能在網站上有時候這些回

去做成點字書，需要再索取，索取的時候就註明你是某某人、就讀什麼、你的需求是什

麼，就很清楚的，讓作者等等一看就會比較願意提供。 

洪：目前來講也沒有國外任何一個國家做到，就是像原始檔就馬上轉，不知道您的研究有沒

有? 

林：沒有那麼多，他們也是有部分提供。 

洪：現在國內也有很多作者願意提供，像你說我是宗教的書，那他很樂意，希望更多人來使

用。那這個權限就會比較多，或是他具有要教化或等等他有特殊的一個情況，他也願意

提供也是有的，不能講說沒有，就是說有各種的一個，那完全就是說我們徵求整個的一

個同意之下，然後有一個這樣的確認度，可以減少一些糾紛。 

宋：如果是這樣子，大概會想到，因為最初很單純的想法就是去談，談完之後就可以嗎？ 

洪：結果大家談到後面都很清楚了。 

林：我們 20幾年前去談的就是這個，第一家就是思維明，因為我們有很多系統研發需要用電

腦，我們原本是想成這樣，後來慢慢覺得並不是這樣。 

葉：就像那個空中英文給我們，也是排版了的。 

宋：現在更嚴重了，因為現在那個他本身有一個排版軟體都弄好了，像最近我想要開始寫書，

你就直接進去裡面，你打進去他就已經開始排版了，就變成書的樣子。 

葉：所以這個已經沒有了，所以說囉。 

宋：未來會沒有。也是一個趨勢，那就更慘了！不過，剛剛洪教官談到一個應該是最務實的，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想像就是說就跟所有的出版社要來，但是現在應該是說有需要的時

候，一個一個才去做，機制來做就可以了。 

洪：現在就是這樣做，因為我們那個大專院校的話，他們會提出他們教科書是什麼，他們要

什麼參考書，就到這一邊來，那我們就要去不是自己打就去跟廠商的話，要得很慢還是

自己打，要到的時候已經 3 個月了，那 3 個月學生都在上課了，已經考完試了，我們就

一定要馬上自己製作，只是說在之前能夠先溝通，那他願意就可以等待，那如果不行我

們還是照常做，我們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做。 

洪：可以寫得理想一點，理想總是慢慢去達成的。圖書館有他扮演的平台跟角色，上一次他

們館長來我有跟他建議，其實說因為開這麼多也很清楚這個部分實際上要釐清有關法律

的問題，那真的不容易解決，那這個方式倒是一個比較可行的，尤其是都是有固定的對

象。 

葉：現在民視有在用電腦排版，所以的話很清楚，有時候講怎麼可能沒有這個，就沒有。 

洪：我們自己的電子檔很容易就是流傳這樣的型態，他們都還停留在這個概念，其實不知道

說整個排版系統那個後面的過程複雜的一個情況，這個是大家他們視障者期待的落差，

跟一般對電子書理解的很大的落差。 

宋：所以這塊變成要很強調，要不然因為很多人真的還停留在這裡，然後就會覺得他不是那

麼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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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因為有的時候他們每一次開會，代表都不一樣，他們身心障礙的代表也不一樣，那有一

些每一次來，我們就發現有一些老問題就不斷的一直在，我們在 80 幾年就在討論了。 

林：國家級的圖書館，他一定要有一個製作中心。因為不管是你特定的 user 需要去要來或是

什麼，格式不一定完整，所以要再整理，這個是特定讀者；還有一種不特定的就是你就

是要準備在那裏，他們就會上來看，那我們一直扮演的就是這個角色，就是點譯，就是

進來不管什麼格式你交給我們，我們一定轉得出來。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自己去找一

些書，然後那些書我們自己很喜歡看，我們就假設其他 user也喜歡看，目前的成效還不

錯，就是至少 user都覺得我們提供的書很不錯。 

宋：那就把層次拉到高一點點，就是說臺灣分館他扮演的角色，因為他等於說要 call 全國，

那第一部分是 call整個公共圖書館，所以他變成可能是要有一個中心，然後要有人是專

門製作點字，那如果鄉鎮圖書館有需求過來，他們就扮演像你們的角色這樣子。那另外

還有一部分就是他也要是掌握像各位這種，還有彰師大等等像你們這些單位的話，那你

覺得他跟你們的角色應該是做一個轉介，就是說他的平台上只要介紹你們，然後能連結

到你們的東西，把 user 轉介到你們這裡來用呢，還是這個互動上應該要怎麼做？ 

洪：因為現在他們的構想是我們全部都要讓他吸星大法全部給他，我覺得這個思考有待商確

的一個情況。雖然，你就是說我不能說我有故宮，我其他縣市的或其他已經特殊單位的

博物館就不能設了，因為我有故宮了，整個國家了，你有的全部都要給我。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構想可能要去思考的一個部分。那我覺得剛剛館長那個建議其實可以連結，

另外還可以進一步的說畢竟很重要的還是內容，內容你就委由相關的，像說我們可以點

字書的那你就委託我們來，你必須要去累積這些東西，因為畢竟你還是要有典藏的東西，

你這些還是要去製作，因為他的圖書館，就是我覺得視障圖書館不是只有流通這個業務，

他中間很重要，他內容要不斷去累積的，那其實這個是很關鍵的東西，你要去做這個，

可以把相關的像彰師或是清大他可以做有聲的部分或是等等他需要，他已經獲得過程或

是他要做的那是由他們去幫他製作這一些，所以說我們既然可以連結，也可以把我們製

作的同時可以把製作內容然後去充實他自己的典藏的東西，我覺得這是比較長久的一個

形態，就是說各有專業的部分。 

林：其實應該就是跟你們的明眼的聯合目錄意思是一樣的，我想不大可能就是說你把所有的

圖書後面全部集中到中央圖書館去典藏。那是不可能的！他們現在做的那個系統應該要

能夠怎麼去把別人有的怎麼樣去把他連結，我想那一個功能可能是他們必須要考量的，

不過以我目前看，他們是沒有考量這功能，他們現在做的還是一個單純的圖書館系統，

而且那個系統是比較偏向明眼系統。他們定出來的格式，因為當初他有想要委託淡江，

我們看完以後我們不敢做，另外一個他們訂的合約就是外面那種圖書館合約，看完以後

我說其中兩、三條大概淡江的話全部都不行了，你的話再怎麼做都是不可能的，因為我

們也有我們技術上的一個問題，現有的明眼圖書館系統，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那樣的功

力，但是有很重要，其實他們本身自己也應該是清楚，就是說其實視障圖書館有一半除

了這個系統跟介面以外，其實有一半就是 content 還有推廣的問題，這個都是他們沒有

考量的。其實他們系統裡面除了主系統你要有一些 interface，因為那個系統你沒有

interface就像說你是盲人的 screen reader，你那個手機本身他有沒有可以 access到，

這個的話是你 interface 的部分，再來的話你這些都足夠以後，你也要有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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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的話怎麼來，那另外的話你怎麼去推廣。 

洪：對阿，這是他們核心的很大的主軸。 

葉：對，但是他們的話，他們今年都在系統的建構上，所以這個系統的建構、還有規格當然

就是比照圖書館的明眼人系統。 

宋：我是沒看他們系統的設計。 

林：他們好幾年前有做一個系統，就是你進到他們所謂的視障的那個，其實就已經很完整了，

他們不在系統是在經營，他所有的問題不在那個系統上，這個系統架好之後沒人用，他

又覺得一定是系統有問題，所以又架了。 

葉：因為他們就講說為什麼一個臺灣分館進來的使用量要比淡江的華文圖書館來得少，可是

真正你去看，他們的系統比我們好，因為他是花錢請明眼人公司幫他設計的。他們的話

是有整個全館，那個硬體設備要比我們這邊好很多，那之所以沒有的一個情形，當然其

實他們的 content 也很多，那主要的情形就是說，他怎麼去把 content 按照盲人的一個

需求，這種的編排方式，因為圖書館你們一定會去走那個專業的編碼。如果那樣的編碼

我跟你講盲人一定不大會去用，當初我也研究了差不多一年多，因為我以前是做那個國

圖編碼，所以我想說這樣去了解的話應該還好，後來是可以編，但弄完，我想盲人的一

個需求是我們變成一個單方向的想法而已，他們的需求並不是那樣子。所以，我才說其

實他們要的就是那 3 種，書名、作者，最多再加一個 content，大概的話就是這 3 個，

書名、作者、content 搜尋，那對他們來講就非常好了。 

洪：像圖書館，除了搜尋引擎比較像圖書館之外，其他安排方式都比較像 BBS 的精華區，他

進去就算不知道要怎麼找書，他也可以循序的找。 

葉：我們比較階層式的，就是進跟出，這樣的一個方式，因為他們 BBS 還是比較習慣，當然

他們慢慢也是會學習，像 facebook 他們也用得很好，facebook 他們唯一碰到最大的問

題就是他們不知道照片是什麼。 

洪：視障圖書館實際上目前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但是要看他們，到底決心如何，因為畢竟是

說這個任務是不是長期的，還是說只是一個階段的，但是很難跳脫，他已經立法了，照

道理他們應該要長期的經營，但是現在目前來講，這個系統很難去做這樣子，因為畢竟

他們的任務有很多樣，這只是中間很小支的，你看我們可以 30幾年在那邊已經成為圖書

館很大的特色，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正式編制就可以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個情況，因為畢竟

你是非常少眾的一個型態。 

宋：所以，如果說他們自己要很清楚自己的角色，他本身自己要有一個類似一個就是要有人

在裡面協助做 content，就是像專貴單位。 

洪：他們盲人做校對，但是有限。就是說因為他們雖然用了 4 個盲人，4 個盲人裡面有一個

是做，產量還是有限，一天做一般的 paper 大概 10~20 頁，一個人一天的產量是一般制

的 40頁，所以你看 4 個人一天 120頁，一個月 30本書，這樣子產出。 

葉：當然跟你今天到這個文字的 source檔，就是說這個中間的速度如果是更快，當然後半段

一樣會快。 

洪：他們這個已經是我們整理完給他，他再去做二校再那個，他不是一個人做，他是要兩個

人，要有一個人報讀，一個人校對，本來這就是一個很耗工的，就是說點字書的製作本

來就是一個費時費力還要費錢的部分，這是沒辦法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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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如果說，以剛剛我們回歸到他跟公共圖書館來講的話，他們是一個上下關係，那跟你們

的話應該是夥伴關係，那夥伴關係要做到怎樣，第一件事情是把你們的目錄就是拉進來，

當然不是 content。但是目錄拉進來就是說讓他們檢索到，然後他是可以來跟你們借呢？

還是說應該是協助你們。 

葉：其實的話基本上來講，我們就是跟那個認證是一樣的，今天不是有很多他們做的一個網

站都用 facebook 的一個帳號做認證，因為 facebook 大家都有，所以說有很多網站以前

都是你要去申請註冊然後才去登入，現在的話就是直接用 facebook的登入。其實以後他

們要是做得好的一個狀況，如果說他已經登入了，今天在我們這邊 access，我們已經

access知道他已經登入他們那邊的帳號，那直接的話他就可以做一些 access，就是跟我

們這邊的情況是完全一模一樣。因為現在的情況就是說，假若說有 A、B、C 三個單位都

在做，他們是 D，他們比較大，那你把 A、B、C 全部都吃了，他們就沒事做，這三個單

位搞不好就不見了；可是他們做了 3 年以後，他們也不做了。吃得下來是他推廣上的問

題，那你今天只是一個透過網路上的一個技術，你那今天你還是可以 access，可是在你

這一邊的話，我 A 是沒有錄了，B 到 C 也沒有錄了，A 到 C 是沒有了，可是 A、B、C、D

都是有的，他們盲人自然就會到這個地方來，這個是一定的，早晚這個慢慢不見，至少

不會馬上突然間從上面掉下來，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宋：我了解，其實我反而希望是說一個夥伴關係，未來是會很強。就是說你們是負責教科書，

然後誰是負責理工或國中、國小這樣；然後都不要去誰吃誰，應該是這個會逐漸茁壯，

然後這個平台也會跟著大起來。 

葉：其實他們圖書館以他們現有的一個編制，他們也能夠去做他們要的書，說實在的那麼多

的書，不可能他們全部有。 

洪：他們可以編預算，就是說既然是視障的國家圖書館的一個型態，那應該就要編好多的預

算，去爭取預算來委由相關單位來處理。 

宋：對，就委託嘛，然後夥伴關係這樣子。 

葉：如果說日後慢慢他做為一個統籌的中心，比如說教育部或是國家級，所有的錢都給他了。

當然他不可能去害了這麼多人，他就委託 A、B、C 做完，那個時候他的 content 就不會

只有 hyperlink，他一定慢慢的話就回來了，慢慢這自然當然就一定會消退，他會從整

個他有系統的運作到了後面他沒有系統運作，他只有變成是一個 content 的製作，或著

是說這某一個單位哪一個單位比較適合推廣的，他可能他會去做，應該是這樣子，應該

不是他們現在只有著重在系統而已。 

林：現在圖書館，他的製作中心都沒有人，人都在外面，絕對沒有清大、彰師大厲害。 

葉：這也蠻好玩的，我們以前在那個做那個應該是前置動作，前半年的應該就是在像您做的

這個，要先做規劃，現在是同步在做了。 

吳理莉（以下簡稱吳）：期中報告的時候，臺灣分館的周組長有說，就是想要我們請教洪老師

到德國參訪的經驗，可以請您分享嗎？ 

洪：我的理解就是這樣子，圖書館他們本身剛剛我講了那個部分，就是他們有因應到視障者

的需求，然後去跟作者要了一些，他們出來就是會給直接可以透過 email 或是用寄磁片

給他，他們也會在他們的圖書館出現的一些目錄這一些有點字書的一個，要的你還是要

再回過頭要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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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那他們在做盲生資源就是視障資源這一塊，人員的編制是正式的嗎? 

洪：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因為參觀的是一般的大學圖書館裡有做這個服務，並沒有說我專屬

為盲人，當然他也有另外可能他的視障者，所以這個可能要另外再去蒐集。 

葉：通常我們都是這樣子，上去找有沒有新的概念，沒有，我們就按照我們目前的。中文占

了一個便利，就是中文的是字型不是拼音的；德國他們是拼音的，也就是說你把電子檔

放上去之後，一般人也可以走，可是中文轉成點字之後跟原本的是有很大的差別。 

葉：應該是這樣子，歐美語系的他們是跟盲人是同步的對待，他們的檔案是共通的，那只要

是亞洲語系的，那點字是不一樣的，我覺得應該可以去參考日本的。 

林：所以德國他們的圖書館就是可能要想起來就比較複雜，他們的開放程度沒有像我們國內

這麼開放，我們是就放著給你，像我們國內就是開放給你 dowload。反正你 dowload 你

要去散播都沒有關係，不要營利就好，所以我們國內的盲人在看這些書都是很便利的。

那還有一部分的聲音是說他們要看字，可是這個是魚與熊掌沒辦法兼得，因為如果你要

看明眼字的話，除非出版商他們這個版權解決，否則目前用點字的方式呈現，用方式是

最好，我們國內占了這個，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因為他有兩面，一種是你沒辦法從字

面上直接知道他原來的意思，但是也因為這樣，所以一般你也沒辦法使用，所以我們的

散布就很容易，就是你只要散布都可以。 

宋：這就比較安全。 

洪：那現在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只有你的，因為對我們中文字來講要有形、音、義，那你只有

一個聲音的學習，因為他是拼音的一個學習，那你畢竟我跟一般人在使用的中文字還是

有落差，所以在這一點目前也是一直在討論說到底他的點字規則，因為點字有 16，只是

因應拼音的就是注音符號這樣的形態，那這樣的形態跟傳統的中文還有那麼大的落差，

那現在是不是可以創一個你的新的一個點字規則，能夠有形，能夠比較貼近符合，但是

那個學習又非常困難，那這個東西視障者能不能一開始就學到這麼複雜，這個是一個目

前為什麼推不太容易的地方，這個東西要怎麼解決，那目前已經他們其實也有創那個他

理想中的新的盲人系統應該怎麼弄，那也考慮到電腦的需求，那目前也在訂這些，那目

前還是在討論中，這個問題還是蠻大的。 

林：其實我們臺灣點字有調，大陸還是沒調，就好像我們臺灣的話，還是繁體字，他們的話

是簡體字，我們還有形的概念，他們的已經沒有形；我們臺灣的盲人還有調的概念，他

們那一邊是沒有調，他們是自己要去判斷的。調是幾聲的，聲符，就是音符，我們有音

符，他們沒有。就是說我們會有ㄨ、ㄨㄛ，然後會有四聲，我們會有一個調，他們只有

一個音。像"砍"樹跟"看"樹是一樣的。像"淡"江他就是ㄉㄢ江，那知道的話就 ok，他自

己前後文來判讀，變成他要自己再去理解，他的一個概念就是說因為大陸南腔北調，所

以我去標這個東西也很難去考慮到真正的需求。 

葉：所以說香港他們的點字是廣東點字，我們一開始就是中、港、臺統一，其實我們是失掉

那個時間，那個時候臺灣的盲用電腦比較那個，其實那個時候有機會可以把中、港、臺

整個用電腦把他統一，他們的話就是開個兩、三次後來就沒有，結果中、港、臺點字同

意，後來也沒辦法。 

洪：因為這種是約定成效，要改變不是那麼簡單，就是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所以這

個問題還是一個還是無解的，就是只能說當他面臨到大家覺悟到我這樣的情況在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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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嚴重的落差。 

葉：所以說從明眼文字，是中、港、臺是統一的，但是對點字而言，中、港、臺是不一樣的。 

洪：不過，這都不是問題，現在電腦他可以解決，電腦轉換還是有互轉，還是會侷限。 

葉：對，因為我看有一些網站，什麼盲什麼世界，他那個轉換就很多。對，他們的話都要轉，

其實轉換不完全也還好，他們自己會去。 

洪：那個翻譯絕對不是精準的，而是給大致上考量的。以前我們常在說，我的"著"作"著"火

了也一樣都通的，就是著作嘛。 

宋：因為那時候在看盲人同學的作業，錯別字就很多。 

洪：以前我們覺得說要把他扭轉，要他們學字形字義，結果到現在推，他們都不會，因為沒

有迫切的一個需要，結果後面現在問題就很多，你看在職場上就出了很大的問題。 

葉：所以說館長其實你幫他們考量的已經非常完整了，只是所以我說報告本來就是理想，然

後你給他幾點的建議，其實有時候做起來可能不是會像想像的那樣。 

宋：沒錯，我現在就是很怕那個真的不是學術的，因為這個是要實作，要真的能走下去，要

不然這個東西就沒意義了，所以才想就叫三位就說您在看這個我們的問題的時候會不會

覺得太，現在已經被部長給整個 DAISY已經不理他了。 

葉：對，其實 DAISY真的很花錢。 

洪：真的要提醒他們就說他的內容的建置，不能說我因為有這個系統我就不需要內容建置的

一個情況，圖書館的功能這個還是很重要，另外他自己要去想辦法如何提高視障讀者的

一個使用，也許他的推廣是要加強的，那這部分裡面真的是很弱。 

宋：因為我做盲生做三年了，因為之前突然間我們系上有一個全盲生，那我發現教起來有一

些的落差，然後我就開始研究，研究完我就發現把他送畢業了，他沒工作了，所以我又

做一年研究去了解各個圖書館視障者的問題，就發現視障圖書館像啟明聽起來都很好

聽，可是事實上根本沒什麼視障者進去用。 

洪：就是你的交通的問題，還有他到那邊你能夠、有沒有什麼內容，你的服務內容可以吸引

他們來，因為我們都是定位在圖書的一個部分，那其實圖書館是很多元的，我怎麼去把

圖書館現在是多功能的角色，也讓視障者願意來用，就是說讓他可以方便來用，然後可

以跟一般有很好的互動的情況，這個目前大家都還在思考、迷茫需要什麼，都沒有考慮

說我只要善用圖書館現有的資源裡面，好好在規劃的時候考量到視障的需求，結合起來

讓他跟一般人同樣去享有這樣的一個情況，那另外可以針對視障特殊的需求，特別安排

一些推廣，那這個都是要講比較簡單，但是你怎麼去想、去做到這些，那這都是要花心

思的，不是隨便想的，然後就這次有效但下一次可能人家就不來了，所以他的很多活動

必須要去以實際的心態，而且也是考慮到他們的需求再辦。 

洪：國外的情況大概也是一樣的一個情況，目前這個情況並沒有很大的突破，因為畢竟他是

少眾的情況。 

宋：現在就是發現圖書館的角色定位要很清楚，要跟各個單位不要重疊，因為你重疊就沒意

義了，或是說一定可以結合、可以合作。 

洪：他們部分推廣電腦大概都有找我們，我們協助他們去做。 

葉：他們可以統籌，整合並不代表所有東西一定建置在他們那一邊才叫整合，他們可以統合。

如果說整合叫做吃人家，統合就是分工，那其實他們其中有的時候是上一次有一次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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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舊的館長他們是覺得說他們的視障服務好像量很少，我就跟他講，其實量不是那樣

子算的，其實現在的話就是說那個電子服務也應該算是他們的服務，其實網路上那個服

務，所以說那個時候我有跟他們講，他們的圖書其實也有跟我們淡江是有結合在一起的，

後來的話我們每個月提供給他，就是每個月下載，視障讀者他們來看他們的圖書有多少，

其實他們扮演蠻好的一個角色，所以在這個服務的效率上，我是認為說可能在電子圖書

館或是網路上的服務，應該也屬於他們視障服務的一種，不然的話你說真的要視障者本

身跑到他們圖書館才算，那我想那個是太少了。 

洪：他一定要規劃，就是說你今天要讓他移動這個情況，那這個部分的服務內容就要去思考，

因為不是評分就只有分數。 

葉：對，就像我們那個圖書館員，以我來講以前的話，在還沒有那麼好以前，我大概一個禮

拜會進去兩次，我那算算我已經不知道有多少年我沒有進去總館，只有開會從那邊經過，

因為電腦上就很方便了，我是覺得我們的圖書館很好，但是不在於說我有沒有去，因為

我在用各方面的話都很好，應該這個是他們的評估範圍裏面。 

洪：新北市的圖書證我只去一次，就是要辦那個，辦完之後我就再也沒去過了，然後用的就

是網路上的電子資源。所以他不斷的要有新書、有新的東西要去製作。 

林：像他之前有開放館際合作，就是新北市的帳號可以去申請臺中圖書館，現在那條路好像

斷掉了，不能申請了，我覺得館際合作也是一個很棒的，因為既然科目不一樣的話，用

館際的互相認證是很棒的。 

宋：因為那個臺中未來他會變成國家電子公共資源數位的圖書館。 

洪：其實我覺得不光是他們，就是各地方圖書館一定也會這樣子走，館藏就是需要地方，書

買了幾年之後就沒地方放了。 

宋：因為桃園市是那個視障圖書館，他就是門進去兩台電腦這樣。因為高雄我那時候去的時

候是看到他沒有點字，那我就說他們可以做這個服務，然後他們就來找你們，然後隔年

報紙就登出來，就是館員騎摩托車去載視障者來圖書館。 

林：因為視障的讀者不會去，所以我們就借他地方上課。 

宋：那不曉得各位看這邊有沒有什麼再幫我們提點的部分，有沒有什麼覺得說我們可以再強

化的？ 

葉：事實上這個讀者，非常特殊，你建好一個圖書館他們不會來，所以教育訓練非常重要。

像你如果要推廣的話，一定要辦教育訓練，一步一步地教他怎麼做，那怕是一本書怎麼

打開來看，每個步驟都不可以亂掉，因為像這個啟明分館他們也有，可是他們有放在上

面，可是用得都很少，就是因為他們很少做推廣、教育訓練。其實他們當初的構想是希

望跟淡江做的差不多，這是對的，因為使用上的一個習慣，那只是說他們在提那個計畫

的時候，既然你講了跟你計畫書出來我們看得不一樣，因為那個就是牽涉到那個計畫書

的一個問題，所以說那個時候我們才說抱歉，我們真的是沒有能力接。 

洪：那個計劃書是一個圖書館管理系統這樣子。 

宋：他們有時候在做這個需求書，他們只說我想要什麼，沒有去想很完整的一個。 

洪：所以說，我們才一直跟他講你們先做了一年、兩年再看看，以後需要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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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修正情形對照表 

 

審查委員意見 本研究回覆 備註 

一、 報告撰寫格式： 

（一） 宜將報告內容撰寫格式包

括、專有名詞、機構名稱之

原文及翻譯用語、年代、數

字表示方式、文獻格式與版

面編排加以統一，使其前後

一致。建議研究團隊指定專

責人員將蒐集之資料加以統

整撰稿，將有助於整本報告

的閱讀性。（杞委員昭安、曾

委員添福、周委員淑惠） 

1. 表示年代及數字時，統一使用阿

拉伯數字，若為西元年，前方不

加「西元」二字，民國年則於前

方加「民國」二字。 

2. 翻譯用語修正，如 Vision 

Australia已統一譯作澳大利亞

視覺基金會。 

3. 錯漏字修正，如南澳皇家盲人協

會（Royal Society for Blind）後

已增加「of South Australia」字

樣。 

4. 用語已統一，如「盲人」統一改

為「視障者」。 

參見報告

P.5-P.47頁。 

（二） 全文請使用正體字，尤其是

機關、學校及團體名稱。（周

委員淑惠） 

已將「臺灣」的「臺」與「台」統

一。 

參見報告

P.5-P.47頁。 

（三） 過於繁雜的表格建議置於期

末報告附錄。（P.38-53）（杞

委員昭安） 

1. 部分表格已彙整簡化。 

2. 繁雜表格（國內視障民間機構團

體）已改為置於附錄。 

參見報告

P.13-16頁及

P.74-75。 

二、 文獻資料整理： 

（一） 國外發展介紹部分，各國之

資料與篇幅比例應適當分

配。（杞委員昭安） 

本研究團隊主持人（宋老師）已於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表示，由於美國

視障讀者服務體系較為完整，且資

料較充足，極具參考性，故美國之

資料及篇幅較多；將於期末報告補

充其他國家之資料。 

併修於期末

報告。 

（二） 國外文獻建議增加新加坡、

大陸或韓國這些和我國較鄰

近的亞洲地區資料。（李委員

國外文獻增加新加坡、大陸或韓國

等資料將於期末報告呈現。 

併修於期末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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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瑾、周委員淑惠） 

（三） 本研究之參考文獻網路資料

所佔比例偏高，建議補充期

刊論文等較嚴謹之文獻。另

國內相關機構現況之資料以

網頁資訊為主，然部分資訊

不全，並有因網頁久未更新

以致資料過時或錯誤的問

題。請考量更新及補全之機

制，定稿資料並請註明最後

資料更新時間，以供參考。

（P.38-53及附錄 P.64-73）（杞

委員昭安、廖委員美宏、周

委員淑惠） 

本研究團隊主持人（宋老師）已於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表示，由於本案

為實務性質，故多以網路資料呈現

其服務現況。將增加期刊論文引用

比例、更正所有國內相關機構之統

計數據，並註明最後資料，於期末

報告呈現。 

併修於期末

報告。 

三、 研究方法論述：於研究方法與步驟

部分，請補充說明本研究採行的各

研究法之內涵與執行過程，使整體

內容更有完整性。（P.3）（杞委員昭

安、林委員巧敏） 

已於研究方法大綱下增加研究方法

描述與步驟之說明。 

參見報告 P.3

頁。 

四、 報告內容撰寫： 

（一） 建議將第一章及第四章的內容

再作補充，增加報告豐富性。

（杞委員昭安） 

1. 已改寫「背景分析」第三段之文

字內容。 

2. 將補充第四章內容於期末報告

呈現。 

參見報告 P.2

頁。 

（二） 報告章節第二章第二節與第三

章標題類似、內容重疊，建議

適度對這兩個標題強化兩者差

異性。（P.i）（林委員巧敏） 

第二章第二節標題改為「視障資源

的整合與傳播」、第三章標題改為

「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服務視障讀

者現況」。 

參見報告

P.i、P.2及

P.12頁。 

（三） 章節前言不宜太過冗長。（P.5）

（杞委員昭安） 

第二章前言篇幅將再檢討，於期末

報告呈現。 

併修於期末

報告。 

（四） 報告內容對應「國內外」標題

之撰寫方式宜先國內再國外。

已修正為第三章第一節介紹國內現

況、第二節介紹國外現況。 

參見報告

P.1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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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杞委員昭安） 

（五） 所列美國圖書館視障服務相關

法規中有關盲人及肢體障礙者

圖書館標準及指南，目前最新

版為 2011年版本《Revised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f 

Service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etwork of Libraries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建議增列。

（P.12）（周委員淑惠） 

已增列美國 2011年版圖書館標準

及指南內容。 

參見報告

P.18頁。 

（六） 「行政法規（政府機關）」標

題，建議修正為「政府機關（行

政法規）」，且內容敘述需再進

行修整。（P.45）（曾委員添福、

周委員淑惠） 

已將標題修正為「政府機關（行政

法規）」，並修整內容。 

參見報告

P.16頁。 

（七） 在國內視障服務機構部分，應

補充「中華定向行動學會」之

資料。（P.47）（張委員千惠） 

已增加「中華定向行動學會」資料。 參見報告

P.72、P.75

頁。 

（八） 專家顧問訪談諮詢的名單中，

有三位已辭世（柯燕姬、王亦

榮、陳五福），應加以刪除；另

王建立博士是一直在研究

DAISY格式的專家，可補充

之。（P.61）（杞委員昭安、周

委員淑惠） 

專家顧問名單中已刪除辭世者，並

增加王建立博士之資料。 

參見報告

P.53-54頁。 

五、 研究主題範圍： 

（一） 由於研究涵蓋主題範圍過大，

於本報告中所撰內容也稍嫌簡

要，建議限縮一範圍，並加以

界定、釐清研究目的。（杞委員

研究主題為「視障電子資源格式之

訂定」及「視障閱覽服務方式之了

解」。主題範圍配合委託單位研究案

需求說明書要求。 

參見報告 P.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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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安） 

（二） 本研究重點，一為視障電子資

源格式之訂定；另一為視障閱

覽服務方式之了解。建議將前

者視為本研究探討之重點，而

閱覽服務部分發展內容則留待

明後年再接續探討。如此主題

範圍聚焦使研究結果可提出較

具體與完整建議，對未來館方

在參考及執行上都有較大助

益。（林委員巧敏） 

視障電子資源格式的探討，將於期

末報告呈現。 

併修於期末

報告。 

六、 後續研究建議： 

（一） 由報告內容觀之，各國的電子

資源格式以 DAISY格式為主

流，若未來建議國內視障電子

化資源也以 DAISY格式為

主，則請於期末報告具體提出

臺灣分館因應 DAISY格式需

要的相應設備與軟體經費及既

有的視障資源轉換為 DAISY

格式的成本評估；亦可建議出

版機構提供最佳的格式或得以

進行資料整合之格式。（林委員

巧敏） 

1. 以訪談方式徵集專家學者意見

後，評估是否建議臺灣分館全面

採用 DAISY格式；若是，再提

出具體經費建議。 

2. 將提供出版機構提供書籍檔案

格式之建議。 

 

併修於期末

報告。 

（二） 從使用者行為面來看，格式制

定需考量盲用電腦與一般電腦

網頁或圖書館的各種功能網頁

之相容性，並建議未來圖書館

可提供客製化的點字服務與館

際合作服務。爰此，格式的研

訂佔有相當重要位置，並非僅

1. 除 DAISY標準之文獻探討外，

將另介紹支援視障讀者之電腦

檔案格式。 

2. 經訪談專家學者，表示除DAISY

標準外，尚有純文字檔(.txt)、點

字檔(.brl)、ePub、mp3等格式，

將於期末報告呈現。 

併修於期末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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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展 DAISY格式有聲書。

（張委員千惠） 

（三） 有關 DAISY格式應用部分，以

實際服務經驗來說，視障者認

為休閒書籍不需要使用到

DAISY這麼複雜的格式，反之

參考書、工具書、字辭典這類

型的書籍才有可能需要使用

DAISY。且 DAISY格式於製

作、轉換上需花費許多人力、

時間與經費，加上其採分段儲

存方式，使資料需分段上傳，

致後台大量資料的上傳作業易

流於繁冗與錯誤，因此目前國

內 DAISY格式並非主要採用

方式。建議研究報告納入視障

者的閱讀方式與習慣，並增加

國內 DAISY格式使用者調

查。（廖委員美宏、李委員玉瑾） 

1. 文獻探討中除介紹 DAISY標準

之介紹外，經訪談專家學者，表

示 DAISY標準有較為適用之書

籍分類，將於期末報告呈現。 

2. 審查會議主席（陳館長）已於期

中報告審查會議裁示，本研究案

範圍不包括視障者的閱讀方式

與習慣及 DAISY格式之問卷調

查。 

併修於期末

報告。 

（四） 建議研擬相關視障設施、設備

等問題之問卷，讓視障相關機

構於網路填寫，藉以彌補網路

資訊與各機構實際現況不符之

落差。（李委員玉瑾） 

審查會議主席（陳館長）已於期中

報告審查會議裁示，本研究案範圍

不包括視障設施、設備等問題之問

卷調查。 

併修於期末

報告。 

（五） 研究結論應以方向明確、內容

具體描述為佳，讓館方後續在

執行時有所依據。（李委員玉

瑾） 

1. 研究結論將朝方向明確、內容具

體描述修正之。 

2. 期中報告之研究結論僅為階段

性的成果歸納，詳細與完整的結

論將於期末報告呈現。 

併修於期末

報告。 

（六） 第四章初步建議部分，參考美

國 NLS之組織架構，提出對專

1. 修正對組織權責劃分的內容敘

述，以符合臺灣分館之現況。 

參見報告

P.48-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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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圖書館組織權責劃分的建

議。因機關人力、組織調整不

易，也有其侷限，國內採行不

易，建議未來由視障業務相關

單位如採編、閱覽典藏及推廣

等組室以列入年度重點工作計

畫方式，較能發揮實效。（P.57）

（林委員巧敏） 

2. 期中報告之初步研究建議僅為

階段性的成果歸納，詳細與完整

的結論將於期末報告呈現。 

 



 155 

「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 

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修正情形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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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撰寫格式： 

（一） 第二章第一節中，註釋 23

格式有誤（P.9），另註腳之

寫作方式建議考量使用者

閱讀習慣，將「同註」部分

改引為完整參考資料之註

腳。（林委員巧敏、周委員

淑惠） 

已修正所有註腳，將「同註」部分

改引為完整參考資料之註腳。 

參見報告

P.5-79。 

（二） 第二章第二節中，圖 1「國

立編譯館數位點字有聲書

製作過程」之文字說明宜放

在該圖下方。（P.18）（林委

員巧敏） 

已修正。 參見報告

P.18。重新繪

製該圖，使文

字更為清

晰。 

（三） 報告內容涉及政府機關、學

校及團體名稱，除團體名稱

依其登記註冊名稱撰寫

外，餘請使用正體字。（廖

委員美宏、周委員淑惠） 

已修正。 參見報告

P.1-159。 

二、 文獻資料整理： 

（一） 附錄 3之「各國圖書館視障

讀者服務比較表」中，美國

NLS的諸多服務為間接服

務且有其限制，與前述文獻

分析所述認知不同，請確認

附錄之表格內容與文獻的

一致性。（P.85-86）（林委員

巧敏） 

已修正。 參見報告

P.86。 

（二） 附錄 4-1與附錄 4-2在內容

方面多有重疊，建議整併。

（P.95-100、P.101-102）（周

已刪除附錄 4-2，並將「附錄 4-1」

改為「附錄 4」。 

參見報告

P.8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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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淑惠） 

（三） 建議增列參考文獻，供本館

後續開放應用與參考。（周

委員淑惠） 

另增列參考文獻一覽表，分為「期

刊專書」與「網路資源」兩類。 

參見報告

P.152-159。 

三、 研究方法論述：第一章第四節研究

方法與步驟中，採用專家顧問訪談

諮詢法，建議納入視覺功能障礙者

訪談，以瞭解實際使用者之需求。

另為完整呈現研究過程，建議補充

說明專家顧問訪談進行方式，並將

訪談資料列於附錄作為參考。（P.3）

（林委員巧敏、薛委員理桂） 

 

1. 由於本研究團隊主持人（宋老

師）已於期末會議說明，視覺

功能障礙者訪談不屬於本研究

案範圍，將納入後續研究主題。 

2. 已將訪談逐字稿列於附錄 7，並

補充說明專家顧問訪談進行方

式。 

參見報告

P.126-148。 

四、 報告內容撰寫： 

（一） 第二章第一節中，提及英國

已進行 DAISY使用意見研

究，其研究結果顯示「具結

構的純語音」及「含全文字

檔的同步語音」最受使用者

歡迎。為使日後探悉 DAISY

格式在臺灣推廣應用的可

行性，建議補充說明此二者

受歡迎原因，並增列國內

DAISY格式之使用現況說

明。（P.10）（薛委員理桂、

林委員巧敏） 

1. 已補充英國研究之說明。 

2. 由於本研究團隊主持人（宋老

師）已於期末會議說明，因國內

機構使用 DAISY之現況資訊屬

各單位內部文件，難以取得，故

無法補充此內容，將納入後續研

究參考。 

參見報告

P.10-11。 

（二） 第三章國內圖書機構資源

服務現況部分，有關公共圖

書館之館藏服務現況敘述

如國立臺中圖書館、臺南市

立圖書館部分，應修正報告

內容論述與實際現況之差

異。另外，點字樂譜之館藏

目前臺灣尚屬稀少，啟明分

館有此典藏應視為其特色

已更正詮譯文字。 參見報告

P.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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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內容，建議修正詮釋方

式。（P.20-21）（廖委員美宏） 

（三） 第三章已將各國視障讀者

服務現況逐一敘述，並於附

錄 3列出比較表，建議增列

一節專述各國服務內容比

較，及針對專責圖書館角色

所提供相關服務之改善建

議。另國內相關視障圖書館

服務部分，建議也增列服務

比較表，讓國內視障機構服

務現況之呈現更為明確。

（薛委員理桂、周委員淑

惠） 

1. 各國視障讀者服務現況比較表

因牽涉層面較廣，本研究團隊

主持人（宋老師）將另行整理

後以學術論文形式發表。 

2. 已補充專責圖書館角色所提供

相關服務之改善建議。 

3. 國內相關視障圖書館服務已另

製作服務比較表，置於附錄 4。 

參見報告

P.74-80、

P87-101。 

（四） 第四章第一節標題「國內外

圖書資訊機構服務視障讀

者現況」與第三章標題重

複，建議適度修正俾以區

辨。（P.20、P.74）（周委員淑

惠） 

第四章第一節標題已修正為「國內

外圖書資訊機構視障服務分析」。 

參見報告

P.74。 

（五） 結論部分提及公共圖書館

之任務與責任部分，建議直

接敘明「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即可。（P.78-79）（薛

委員理桂） 

已將結論中「公共圖書館」字樣修

正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參見報告

P.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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