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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重點在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分析。具體研究目的為蒐整並分析國

內視覺功能障礙者所需之圖書(含電子化圖書資源)資訊，據以瞭解其對圖書資訊近用主題、圖

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及圖書資訊取得途徑之需求情形，俾作為相關視覺功能障礙機構後續提

升視覺功能障礙相關服務之重要參考依據。 

基於上述目的，本研究採用量化問卷調查與質化焦點團體座談等研究方法以取得視覺功能

障礙讀者及輔導或研究視覺功能障礙讀者的專家學者對此主題的意見與看法。 

本研究結果可歸納為五大面向：分別為主題需求多元化、提供資訊即時化、近用資訊平等

化、資料儲存雲端化及網頁障礙去除化。 

本次研究的建議亦可歸納為六點，分別為加強視障資源整合平臺功能，推動書目資訊共享

機制；加強電子化圖書資源保護機制，鼓勵捐贈出版品電子檔案；鼓勵出版明盲通用格式電子

書，保障資訊近用平等化；推動館際合作機制，擘劃視障資源服務藍圖；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

服務專員，減少視覺功能障礙者資訊近用落差；研修新版「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落實無障

礙網頁檢測機制。 

 

關鍵字：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訊近用、資訊需求、資訊使用行為、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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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access to published information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The specific purpose i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published information (electronic published information 

included) that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may require, to understand their current demand of subjects, 

electronic formats and ways of access to published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related institutions which aim to enhance their service of visual impairment.  

Based on the above objectives, the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s 

methods to obtain opinions and views from visually impaired readers and exper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into five dimensions: the need of diverse topics, the 

instantaneity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e equality of accessing to information, the cloud-based data 

storage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web pages.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in six points, respectively,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to enhance resource integration platform capabilities and promote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protection mechanisms of the electronic resources and encourage 

donated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to encourage the publication of a common format e-books for all 

readers, to protect the equality of accessing information; to promote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map out a future plan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resource services, to train visually 

impaired services specialists in order to reduce visually impaired readers their equality of accessing 

information; to amend new versions of "Accessible Web Development Guidelines" for the barrier-free 

accessing web-page detective mechanism. 

Keywords:  the Visually Impaired; Access to Published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Need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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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乃針對視覺功能障礙者資訊近用使用需求的調查研究，為瞭解研究概

貌，本章共分為四節，分別為第一節研究緣起、第二節研究目的、第三節名詞定義

及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法律規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修訂，前身為身

心障礙者保護法、殘障福利法)，應「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第一條)。 

 本案所稱視覺功能障礙者(The Visually Impaired)，屬於「身體系統構造或功

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

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

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二、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身心障礙者的教育主管機關的工作為，「身心障礙者教育

權益維護、教育資源與設施均衡配置、專業服務人才之培育等相關權益之規劃、推

動及監督等事項。」(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二條)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4)的資料指出，於民國 103 年第一季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手冊)者超過 112 萬人(1,125,632)，包括視覺功能障礙者 56,817 人。佔全體身

心障礙者 5%(56,817/1,125,632)，即每 20 名身心障礙者中，有 1 人屬於視覺功能障

礙者；佔全臺戶籍人口數 23,379,129 人的 0.243％(56,817/23,379,129)，即每萬人中

有 24 人 向 政 府 單 位 登 錄 為 視 覺 功 能 障 礙 者 ( 衛 生 福 利 部 統 計 處 ，

http://www.mohw.gov.tw/，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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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視覺功能障礙人數 

總計  Total 56,817 
新 北 市 New Taipei City  7,278 
臺 北 市 Taipei City  6,173 
臺 中 市 Taichung City  5,445 
臺 南 市 Tainan City  5,561 
高 雄 市 Kaohsiung City  6,909 
臺 灣 省 Taiwan Province  25,012 
  宜蘭縣 Yilan County   1,611 
  桃園縣 Taoyuan County   3,334 
  新竹縣 Hsinchu County   952 
  苗栗縣 Miaoli County   1,171 
  彰化縣 Changhua County   3,526 
  南投縣 Nantou County   1,465 
  雲林縣 Yunlin County   3,377 
  嘉義縣 Chiayi County   2,135 
  屏東縣 Pingtung County   2,544 
  臺東縣 Taitung County   805 
  花蓮縣 Hualien County   1,118 
  澎湖縣 Penghu County   391 
  基隆市 Keelung City  1,199 
  新竹市 Hsinchu City  721 
  嘉義市 Chiayi City  663 
福 建 省 Fuchien Province  439 
  金門縣 Kinmen County  408 
  連江縣 Lienchiang County   31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簡稱 WHO)的預防失明和耳聾計畫

(Prevention of Blindness and Deafness Programme)於 1995、2002、2004 與 2010 年，

以國際疾病分類標準為依據，分為非洲、美洲、東南亞、歐洲、東地中海、西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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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等六區，在 39 個國家做了 53 個調查，藉以估算全球的視覺功能障礙者現況。依

年齡分為三組：0 至 14 歲、15 至 49 歲以及 50 歲以上。 

2013 年 10 月估計，全球有 2 億 8,500 萬視覺功能障礙者(The Visually 

Impaired)，其中有 3,900 萬人為全盲(Blind)，其餘的 2 億 4,600 萬人為低視能(Low 

Vision) (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282/zh/ ，

2013)。 

表 1-2 視覺功能障礙全球人口數 

年齡 人口(百萬) 全盲(百萬) 低視能(百萬) 視覺功能障礙(百萬) 
0-14 1,848.5 1.421 17.518 18.939 
15-49 3,548.2 5.784 74.463 80.247 
50及以上 1,340.8 32.160 154.043 186.203 

總計 6,737.5 39.365(0.58%) 246.024(3.65%) 285.389(4.23%) 

教育部於民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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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同年 12 月 26 日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指定國立

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後，自當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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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圖書館接受教育部委託，執行 101 至 104 年度「強化視覺功能障礙

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畫」，採分年逐步方式，落實與推動視覺功能障

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服務。 

 國立臺灣圖書館乃於民國 101 年 7 月至同年 11 月，以委託研究方式，由淡江

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宋雪芳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完成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

源利用研究，蒐整國內外圖書資訊機構針對視覺功能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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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源

整合及儲存之統一格式，及視覺功能障礙電子化資源服務改進建議措施，以作為建

置視覺功能障礙數位與圖書館資源結合的無障礙學習空間，落實提供視覺功能障礙

者公平閱讀權益及資訊接收的機會(宋雪芳，2012)。 



4 
 

繼於民國 102 年 5 月至同年 10 月，仍以委託研究方式，由銘傳大學法律學系

汪渡村教授、章忠信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完成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徵集與

合理使用機制法制化之研究，探討藉由圖書館法、學位授予法及著作權法之修正，

有效徵集出版資訊之電子檔，以利轉換為視覺功能障礙者接觸之版本，落實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立法美意(汪渡村、章忠信，2013)。 

 西元 2013 年 6 月 17 日至 28 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簡稱 WIPO)外交會議(Diplomatic Conference)在摩洛哥的馬拉

喀 什 (Marrakech, Maroc [法文 ])召開 ，於 同年 6 月 27 日 發表 馬拉喀什 條約

(Marrakesh Treaty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Published Works for Persons Who Are Blind, 

Visually Impaired, or Otherwise Print Disabled)，其目的在「為盲人、視力障礙者或

其他對印刷品閱讀有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中文(簡體)為簽字的原件

之一，其他文字為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兩個月後，立法委員陳節如國會辦公室於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召開「從馬拉

喀什條約來看視覺功能障礙者教科書的授權重製分享等著作權相關問題」公聽會，

會議結論第 7 項為「臺灣圖書館應針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進行需求調

查，並於一年內完成」。嗣後，教育部據此函請國立臺灣圖書館針對視覺功能障礙

者書籍資訊近用，進行需求調查，期研究結果能更瞭解視覺功能障礙者實際需求與

使用行為，作為國內相關視覺功能障礙機構後續提升相關視覺功能障礙服務之重要

參據。 

 因此，103 年度即將此研究案納入前述執行中的「強化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

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畫」，繼續研究視覺功能障礙者的圖書資訊近用使用權

利，以期給予最完整的資訊近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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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前述，為瞭解視覺功能障礙者實際需求與使用行為，以強化視覺功能障礙

者的圖書資訊近用使用權利，而進行本項研究，期使本研究對相關施政有所助益。

因此，本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一、瞭解國內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訊近用主題需求情形。 

二、瞭解國內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點字書、有聲書等)需求情

形。 

三、瞭解國內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訊取得途徑需求情形。 

預期研究成果對相關施政之助益為： 

一、本研究結果有助於更瞭解視覺功能障礙者實際需求與使用行為。 

二、本研究結果有助於公共資源在消弭資訊落差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並提升視覺功

能障礙者公平閱讀權益及資源接收機會。 

三、本研究結果可作為圖書館或相關視覺功能障礙機構後續提升視覺功能障礙相關

服務之重要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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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定義 

一、視覺功能障礙者 

視覺功能障礙者，屬於「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

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

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二、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

條)。實際的認定標準，則依照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民國 102 年 8 月 6 日

修正)附表二：身心障礙鑑定類別、鑑定向度、程度分級及其基準所述，本研

究所指的視覺功能障礙者是指符合其基準者。 

二、圖書資訊 

依照圖書館法第二條的規定，「圖書資訊，指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

電子媒體等出版品及網路資源」。根據教育部訂定的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

書資源利用辦法(民國 100 年 12 月 15 日發布)，「電子化圖書資源，指視覺功

能障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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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科技環境下，本案所指的「圖書資訊」，

當以圖書館法第二條的規定為藍本，數位化的圖書資訊，則不脫視覺功能障礙

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所定義範圍。 

三、近用使用需求 

「近用」一詞，當以民國 83 年 9 月 23 日大法官解釋文釋字第 364 號為依歸，

藉「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解釋機會，將 Access 譯為「接近使

用」，傳播學者簡稱為近用。「需求」一詞，當以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出版之

公共圖書館服務綱領所述為準：「為了滿足其扮演的角色，公共圖書館服務對

其所有潛在使用者完全近用，必須完全對所有可能的用戶開放。任何近用限

制，不論是有意或無意的，會減少公共圖書館的能力，對滿足它所服務社區的

圖書館及資訊需求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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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本研究所蒐集之參考文獻，以國內可取得之中、英文文獻為限。  

二、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目的在於抽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大資訊量的研究對

象。因此，選取全臺灣北、中、南等區實際使用圖書館的視覺功能障礙讀者，

以及在圖書館外使用點字書/電子書/有聲書的視覺功能障礙讀者作為本研究的

受訪對象。 

三、考量視障者視力狀況等相關問題，實際發放問卷時依據不同視力狀況採取適性

方式，故訪談方式採用面訪、電話訪問、電子郵件及隨著受訪單位寄發出版品

隨件寄送問卷等方式，以取得受訪對象的意見。 

四、關於資料蒐集，由於本次研究對象為視障者，相關單位對於受訪者的個人資料

保密甚嚴，因此受訪者的找尋有一定的困難度。有鑑於此，為讓本次研究能夠

全面性的瞭解視障者對於圖書資訊近用使用需求的意見，除了蒐整相關文獻以

利後續資料分析討論外，亦透過質化的焦點團體座談方式以調查未能親自發聲

之潛在視障讀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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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擬從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角度，檢視其資訊權、資訊需求、資訊行為、資

訊近用困境及公共圖書館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服務等相關學術研究軌跡。本章共分為

五節，分別為第一節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資訊權、第二節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資訊需

求、第三節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資訊行為、第四節視覺功能障礙者資訊近用困境與第

五節公共圖書館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服務。 

第一節  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資訊權 

接觸資訊以獲取知識，係基本人權之一。聯合國公布的公共圖書館宣言，在

1972 年版提及「公共圖書館應充分開放，使社區內的所有成員，不論其種族、膚

色、國籍、年齡、性別、宗教、語言、社會地位或教育程度的差異，皆能免費且平

等的利用它。」因此，身心障礙不能構成差別利用的理由並要求公共圖書館「改進

近用方式、提供閱讀協助、供應大字體圖書及錄製錄音帶、以登門拜訪的服務，拓

展公共圖書館服務至最需要者身邊」。 

20 年後，1994 年版直接指出：「公共圖書館提供無私的服務，身心障礙人士

有事實上的困難，無法利用常態性的服務及資料時，公共圖書館應針對他們的需

求，提供特別服務。」當視覺功能障礙者無法利用常態性的公共圖書館服務及資

料，公共圖書館即應針對需求，提供特別服務。 

為了改進與推廣對視覺功能障礙者與其他對印刷物閱讀有障礙者的圖書資訊服

務，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於 2012 年 4 月通過圖書館服務對印刷物閱讀有障礙的

讀者宣言。該宣言指出，對印刷品閱讀有障礙的讀者無法近用資訊，是其全面參與

社會各層級活動的最大障礙。另一方面，聯合國障礙者權利公約特別在第 9 條、第

21 條與第 24 條，也確認障礙者擁有與其他人一樣的權利，在同樣的時限、成本與

品質下，近用圖書、知識與資訊。 

綜觀國內相關法律規定，保障視覺功能障礙者的圖書資訊服務，大抵在圖書館

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學位授予法及著作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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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視覺功能障礙者平等接受教育及完整之圖書資源之權利，民國100年2月

1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特別增訂第30-1條條文，參照圖書館法規

定，具體明定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

利用現代化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可讀取之電子

化格式提供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運用。教育部爰於同年12月15日訂定

發布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並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落實及推

動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以保障視障者對於電子化格式圖書資源之取得與利用，

進而降低視障者在公共資訊取得上的落差。 

當 2013 年 6 月 27 日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所發表的馬拉喀什條約為盲人、視力

障礙者或其他對印刷物閱讀有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而立約時，我國隨即

就在 2014 年 1 月 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陳節如委員所提出著作權法第 53、80 條之 2

及 87 條之 1 法律修正條文。主要的修正為：將來除非營利組織外，政府機關、各

級學校、視覺功能障礙者或其代理人也可以自行重製出版品，並和其他視覺功能障

礙者之間彼此分享該重製物，大大降低重製成本。馬拉喀什條約通過不到半年，在

各界的協助下完成國內法的修正。我國積極回應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的條約，對障

礙者人權的保障邁進一大步(殘障聯盟 Freemove123 部落格，2014)。 

而為涵括馬拉喀什條約所指涉受益對象，包括：1.全盲者；2.具視覺機能障

礙、知覺機能障礙或閱讀障礙之人，其實質上無法改善到與無該等機能障礙之人一

樣之視覺功能，致實質上無從與無該等機能障礙之人一樣程度地閱讀印刷物著作；

3.其他因肢體障礙而不能持書或翻書，或目光無法集中或移動以便正常進行閱讀

之人；不論其有無任何其他殘障(汪渡村、章忠信，2013)。103年6月4日新修正公

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0條之1，爰將關注資訊接觸權益保障之「身心障礙

者」，進一步擴大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

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並增列第二項，要求指定圖書館應優先提供障礙者提

出需求之圖書資源，以避免其典藏及重製圖書資源不符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其他特定

身心障礙者之期待。另，增訂第30-2條，強制向教科書發行業者徵集以教學為目的

之教科書電子檔，以利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其他特定身心障礙者進行重製。各級政

府機關（構）出版品亦同。進一步保障特定身心障礙者接觸資訊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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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0年公布的圖書館法第9條規定：「圖書館辦理圖書資訊之採訪、編目、

典藏、閱覽、參考諮詢、資訊檢索、文獻傳遞、推廣輔導、館際合作、特殊讀者

（視覺及聽覺障礙者等）服務、出版品編印與交換、圖書資訊網路與資料庫之建

立、維護及研究發展等業務。」上述條文中特別指出圖書館應辦理包含視覺障礙及

聽覺障礙者之特殊讀者服務。在民國103年4月14日經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完成審查之

圖書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除配合著作權法第53條修正條文，修正第9條第1項

特殊讀者為：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並增訂第2項，授權中

央主管機關就圖書資訊特殊版本之徵集、轉製、提供與技術規範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訂定相關辦法，期進一步賦予圖書館適當權限得向出版人徵集適當之電子檔，供轉

製成視障者方便接觸之無障礙版本，並利圖書館執行著作權法第53條規定及落實本

法第9條第1項規定服務特殊讀者之美意。 

至有關視覺功能障礙者近用博、碩士論文資料部分，依學位授予法第 8 條規

定：「博、碩士論文應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於國立中央圖

書館保存之。」本條規定僅使國家圖書館取得保存博、碩士論文之法源，尚不足以

使博、碩士論文被轉製成視障者得以接觸之無障礙版本。 

在民國 103 年 1 月 2 日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完成審查之學位授予法草案第 17 條

已修正為：「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專業實務報告、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學校應

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保存。國家

圖書館保存之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專業實務報告、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應提供

公眾閱覽其內容。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得不予提

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前項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專業實務報告、書面報告

或技術報告電子檔，經著作權人授權後，始得利用。」 

此外，立法院教育委員會還曾於民國 103 年 4 月 14 日審查圖書館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及委員陳節如等 20 人擬具學位授予法第 8 條條文修正草案時，做成附帶

決議附加於學位授予法第 17 條，也就是請教育部針對視覺功能障礙者及使用常規

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著作權

法第 53 條、圖書館法第 9 條等規定，提供可供上述人員閱讀之博碩士論文。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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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圖書館將依學位授予法獲得之博碩士論文電子檔，交由教育部指定之專責圖書館

（現為國立臺灣圖書館）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著作權法、圖書館法等規定轉

製，俾供上述人員閱讀使用。 

資訊權是人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包括視覺功能障礙者在內，每個人都應享有

基本人權。我國在資訊權的維護上，已呼應「馬拉喀什條約」精神逐步修訂國內相

關法規，其中最核心之著作權法第 53 條、第 80 條之 2 及第 87 條之 1 修正條文已

於本（103）年元月 22 日經總統修正公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亦於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第 30 條之 1 修正條文及增訂第 30 條之 2 條文；至圖書館法與學

位授予法等則刻正於立法院進行修法程序。雖然我國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但在資

訊權的維護上仍朝向聯合國揭櫫的方向邁進。期許未來在原有身心障礙者接觸資訊

的權益之上，透過落實各式資源轉製之合法性，更能提升視覺功能障礙者近用資訊

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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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資訊需求 

視障者接觸資訊的方式是受限的，由於無法直接藉由視覺接觸資訊，必須改以

聽覺、觸覺來代替(葉乃靜，2005)。Beverly, Bath and Booth(2004)就認為視障者會

因視力程度、視障類型等不同情況而有不同的資訊需求。視障者和一般人一樣具有

高度的異質性，包括其個人背景、經驗、技能及人格特質皆不同，視障者彼此間唯

一相同之處僅為視覺損傷(Godber, 2004)，因此資訊提供者應為不同視障程度的視

障者提供不同類型且可用的適當資訊(Beverly, et al., 2004)。為更清楚瞭解視障者的

資訊需求，以下針對國內外相關文獻對視障者資訊需求內容進行說明。 

Belkin, Oddy and Brooks (1982)指出，人們因為意識到自己的知識出現了某些

問題，需要其他知識來解決這些異常現象時，便產生資訊需求，進而發展出知識模

糊狀態（Anomalous States of Knowledge, 簡稱ASK）的資訊需求模式，指出讀者對

知識有不完全了解現象時，便會產生資訊需求，讀者發現自己需要資訊時，由於現

有知識不足，以致很難正確說出其資訊需求；讀者也因為個別特質的差異，以及對

主題的認知，產生不同程度的不規則知識狀態。Beverly, Bath and Barber(2011)就曾

針對28位視障者進行健康及社會照護資訊的需求調查，此調查結果更說明了視障者

屬於異質個體，需要有不同的資訊需求。 

也就因為人類對外界訊息的接收，約百分之八十來自視覺，如果視覺有了障

礙，就得依賴視覺以外的聽覺、觸覺或其他感官，因此訊息接收較為困難，影響學

習效率(王金香，2001)。對視障者而言，無論是先天失明或是後天障礙，其生活環

境中都存在各種訊息等待接收，無論是求學階段、工作階段、心理層面與生理層

面，都和明眼人一樣，仰賴資訊來提供正確的訊息。 

張博雅及林珊如(2010)曾提出視障者的資訊需求包括生活資訊、醫療健康資

訊、工作資訊、課業資訊、社交資訊、政府資訊及自我成長相關資訊等七大面向。

其中，生活資訊需求包括休閒娛樂、興趣嗜好、旅遊資訊、消費購物資訊、社交資

訊、吸收新知等(張博雅，2009；張瀚文，2000；陳怡佩，2006；趙雅麗，2000；

Williamson, 2000)。休閒娛樂為視障者利用圖書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視障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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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介的動機也多是為了滿足生活方面的資訊需求，如：獲取新知、增加與他人

談話的資料、尋找購物參考資料及打發時間等(趙雅麗，2000)。 

依據 Adetoro(2010)的研究，工作資訊的需求皆受到成人視障者及視障學生的

重視。國內針對視障者就業選擇的相關研究提出，視障者離開學校後即可能面臨就

業問題，在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率中，視障者屬於偏低一群(李永昌，2005；張博

雅，2009；張瀚文，2000；曾仁美，1997)。由此可見，一般明眼人需要充足的資

訊、學習資源以規劃未來甚至當前工作崗位上的職涯與轉銜計畫，視障者更需要多

元及充足的資訊輔以職業面向上的需求，提供各項就業資訊、就業規劃與相關進修

管道資訊等亦為不容忽視。 

視障者獲取資訊的途徑中，人際關係管道是很重要的方式之一，透過國內外的

相關研究中可知(張博雅，2009；張瀚文，2000；陳仕祐，2003；陳怡佩，2006；

葉乃靜，2005；Williamson, 2000)，家人及朋友為視障者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資訊來

源，人際關係網絡對視障者而言更勝於一般明眼人，但也凸顯出視障者仰賴他人協

助的特性，而資訊吸收的良窳多寡必受限於人際關係的因素。林聰吉(2013)進一步

指出家庭支持的介入，可以降低個人負面態度所帶來的不利影響，進而有助於提升

視障者的就業機會。張博雅(2009)的研究中指出，並非每位協尋者皆有時間及意

願，並且了解視障者的資訊需求，因此必面臨人際資源上的障礙。 

另外，學習所需的資訊，包括課業資訊、教科書、參考書、課程需求或進修學

習資料等。陳士祐(2003)將視障學生需求分為外在與內在需求，外在需求即指報告

撰寫、修課資訊等；而張瀚文(2000)研究臺灣盲人重建院的學生，指出院內視障學

生也有學習各項課程上需求；吳英美(1998)調查視障生的有聲書需求，參考書類型

也是不可或缺的資訊。視障者所能觸及的資訊資源遠比一般人缺乏，而貧乏的學習

資訊亦直接影響視障者的學習成效。因此，教育資訊為視障生不可或缺，於學習過

程中，所能接觸的教育資訊資源扮演了重要關鍵角色。 

Adetoro(2010)的研究指出，不管成人視障者或是視障學生，對於公共資訊、政

府資訊的需求皆為十大資訊需求中之一。由此可見，視覺功能障礙者參與公共事

務、對公共面向資訊的需求一樣不容忽視，再者，公共資訊是民眾參與社會活動時

重要的資源，其資訊的取得更能拉近與社會的連結，排除社會邊緣化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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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資訊需求與一般明眼人並無太大的差異，需要為

了工作、生活、人際及學習等各方面需求搜尋資訊，利用充足的資訊參與公民化社

會、支援工作、學習及休閒上的需求。因此，本研究綜整國內外相關文獻及考量此

次研究目的，歸納視障者的資訊需求包括生活資訊、求職資訊、就業資訊、人際關

係資訊、尋找新知資訊及社會常識資訊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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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資訊行為 
 

視覺功能障礙者受限視覺上的障礙，最常使用的閱讀媒介就是點字與有聲書。

一般而言，點字閱讀時，手移動方式可分為單手與雙手，雙手閱讀速度是單手閱讀

的兩倍，且效率較高(Wright, Wormsley & Kamei-Hannan, 2009)。但隨輔助科技的發

展，主要以點字閱讀的讀者在視障族群比例中逐漸降低。由於點字閱讀需要熟練技

巧，此與學習點字經驗息息相關，成功的點字閱讀需要早期學習(Legge, 1999)。因

此，點字閱讀對中途失明、因老化導致視覺機能受損或觸覺機能不敏銳者較為不

利。 

視覺功能障礙者偏好以聽覺來接收訊息，其媒介包含錄音帶、有聲書、收音機

等，在圖書館館藏中也以有聲書最受歡迎(林慶仁，2010；張博雅，2009；廖淑

珍、劉蓓君，1991)。Nomura(2004)指出有聲書對視覺功能障礙者來說扮演重要角

色，尤其對使用點字有困難的中途失明者或年長者而言更為重要。有聲書透過「聲

音 」傳 送訊 息， 一般 而言 可分 為自然音 (Natural Speech)及合 成語 音 (Synthetic 

Speech)，依據 Papadopoulos(2009)研究視覺功能障礙者對不同語音系統的辨識與理

解度，結果指出合成音的呈現相較於自然音在辨識語音的呈現出現更多錯誤，但在

理解度上兩者沒有太大差異。由此可知，有聲書的語音呈現方式會影響聽者的語音

辨識程度，如以自然音方式聽讀，不僅易引起讀者共鳴，更可提升讀者的口語發

音。 

不管是點字閱讀或是利用有聲書閱讀，皆有其優缺勢，但隨著輔助科技的發

展，點字學習的風潮漸受到挑戰，引發點字素養危機的討論。有聲書雖然閱讀速度

快，使用對象廣泛，但也有其限制，如缺乏整體邏輯架構、讀者易受錄音人員語音

的影響等。隨著視覺功能障礙者不同特性及使用習慣，閱讀媒介的選擇成為是否能

有效學習的關鍵，若能依據個人化需求調整閱讀媒介，將能提升閱讀與學習上的效

率(鄭嘉雯，2012)。 

在視覺功能障礙者閱讀媒介偏好的相關研究中可知，張博雅(2009)研究指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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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閱讀媒介以有聲資料佔最大比例；廖淑珍及劉蓓君(1991)研究指出盲人重建院

學生獲 得資 訊管 道，主要以收音機有聲資料為主 要途徑。Horowitz, Brennan, 

Reinhardt and MacMillan(2006)指出有聲書為視障老人閱讀的主要資源；Ryan, Anas, 

Beamer and Bajorek(2003)針對 23 位視障長者進行休閒閱讀的研究，指出有 60%

的受訪者使用有聲書閱讀。但 Adetoro(2010)研究調查 207 位視障成人指出，其偏

好點字多於有聲書；104 位視障學生中，偏好有聲書多於點字。依據研究者分析，

因研究樣本中視障成人大部分為先天視障或小時候即失明，較偏好點字；視障學生

則是點字技巧未於精熟，較偏好有聲書資料。在視覺功能障礙者的閱讀媒介方面，

因應視覺上的特殊需求，閱讀媒介以有聲書較受歡迎，而圖書館蒐藏的各類閱讀媒

介中，也由傳統錄音帶轉向 CD 光碟片、MP3 書籍，再至最新的 DAISY 有聲書

(林慶仁，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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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稱 RIFF)」開發而來(許敏華，1999)。目前 DAISY 第 3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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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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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單獨播放(宋雪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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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無經費持續製作與發展，且欲在國內推展也存在著加入 DAISY 組織的年費門檻

高、製作 DAISY 有聲書成本高、錄製時間長、播放軟體不穩定、播放器價格不斐

及數位版權保護不易等問題(宋雪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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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所談及的閱讀媒介外，視覺功能障礙者在其資訊尋求行為中，一旦產

生資訊需求時，所運用的管道也有不同。如劉嘉馨(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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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其網路資訊行為，研究結

果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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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佩(2006)以

視障兒童及青少年為對象，透過深度訪談以瞭解其資訊需求及管道。研究結果顯示

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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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雅及林珊如(2008)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現為國立臺灣圖書館)的視

障讀者為對象，探討視障者的資訊尋求行為，研究結果指出視障者期望以郵寄、網

路連線或電子郵件方式以提供資料利用。 

簡言之，儘管閱讀媒介的發展日益精進，但由於視覺功能障礙者差異性大，對

閱讀媒介之偏好可能因不同的特性及學習能力而有所差異。因此，圖書館僅提供單

一的閱讀媒介無法滿足不同特性視覺功能障礙者的需求。隨著數位化及科技設備的

提升，服務已漸轉為數位化模式，並著重適性化的服務，重視不同差異性讀者的需

求。而當實體圖書館轉為線上服務模式，可供視覺功能障礙者選擇的媒介多元化，

如數位有聲書、點字書、純文字資源等，視覺功能障礙者更能依自身的學習條件或

習慣選擇更合適的閱讀媒介(鄭嘉雯，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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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資訊近用困境 
 

視障學生點字閱讀速度遠不及一般學生閱讀速度。針對明眼人及視覺功能障礙

者進行閱讀的比較，將閱讀型態分為口頭閱讀、默念與研讀，結果發現不管哪一種

閱讀型態，視覺功能障礙者的閱讀速度皆比明眼人緩慢，且視覺功能障礙者對於視

覺資料的處理速度不及一般視力正常的學生(陳士祐，2003；Carey, 2007；Mason & 

Tobin, 1986；Wetzel & Knowlton, 2000)。Whittaker and Lovie-Kitchen(1993)指出閱

讀速度緩慢的原因可能會受視力保留度、對比保留度、視野、中心盲點大小等因素

影響，並指出過慢的閱讀速度可能影響閱讀理解。 

視覺功能障礙者囿於生理缺陷及市場出版生態不平衡，獲取資訊較艱辛且缺乏

暢通管道。國內圖書館及相關視障服務機構限於經費及人力考量，對於所有類目的

書籍僅以選錄方式進行，無法全面錄製，一份有聲書的產生，所花費的時間及人力

成本相當可觀，館藏的錄製不得不做有條件的選擇，而視覺功能障礙者大部分時間

必須等待資訊轉換成可用型式，如點字書或有聲書，甚至可能必須等待好幾個月的

時間，且點字書製作必須一家家拜訪出版社才能取得電子檔，再加上重製作業牽涉

著作權議題，許多出版社擔心保護版權技術問題。因此，雖然視覺功能障礙者的閱

讀需求與一般明眼人一樣具有多元化性質，但受限於資料重製的經費成本，圖書資

料可借閱種類稀少，和一般圖書出版速度更相差懸殊(吳英美，1998；洪錫銘、彭

淑青，1998；張博雅，2009；Nielsen & Harvey, 1992；Richaume, 1996)。 

由於視覺功能障礙者的閱讀資源須透過特殊轉製，以特定的點字、有聲書或印

刷大字體等不同媒介來傳遞訊息。然而，傳統媒介的體積卻帶來諸多問題，張悅薌

(1998)指出，原只有一冊的〈健康醫藥百科全書〉，轉譯為點字後卻膨脹為 34

冊，顯見一張紙本印刷轉成點字須要原來的 3-4 頁，一本點字的字典可能是印刷

本的 10 倍厚；大字體圖書亦因放大字體，體積與重量自然比一般書籍厚重，造成

攜帶不易的困擾，又因視覺功能障礙者個別差異大，以統一規格固定放大字體的圖

書並無法滿足個別需求(李永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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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內視覺功能障礙者可享受圖書資源十分缺乏，可利用資訊過少(中華

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2009；張瀚文，2000；陳士祐，2003)。而英國皇家全

國盲人協會(RNIB)的調查指出，在英國將近約 4%的圖書被轉成替代型式(主要是

有聲書)，但其他類型的資源(如期刊、雜誌)則甚少被轉為可用的閱讀型式；依據專

家學者的研究，全球的出版數量中，約只有 5%比例被轉製成視覺功能障礙者可用

的閱讀型式，無形間造成 95%的資源落差(Carey, 2007)。 

視覺功能障礙者閱讀資源的轉製經費比一般圖書資料須花費更多成本，當閱讀

資源以數位格式呈現，可以科技之便加快轉製資源速度，亦能增加閱讀資源的流通

使用量。但當以數位資源提供服務時，則面臨了無障礙資源的近用問題。在現今資

訊社會中，網路資源已成為不可或缺一部分，不只受一般人重視，對視覺功能障礙

者來說亦顯重要(Takagi, Saito, Fukuda & Asakawa, 2007)，透過適應性工具協助取得

資訊，即能如同明眼人悠遊在浩瀚的網路世界。 

再者，網頁資源快速的成長已成為日常生活中各面向重要的資源，如教育、休

閒、健康照顧、就業資訊等，而無障礙網頁的發展能夠提供給身心障礙者一個公平

近用的機會，亦能幫助積極參與社會(Henry, 2005)。欲使網路資源皆符合無障礙規

範並非易事，針對公共資訊傳播之需求，研究提出最直接達成無障礙目標的方法，

即是為視覺功能障礙者設立專屬網頁，利用純文字網頁達到無障礙概念的設計(黃

朝盟，2007)。 

全球資訊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簡稱W3C)於無障礙網頁倡議

(Web Accessible Initiative)的教案中就曾提及，美國民間團體國家盲人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Blind)告知總部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的塔吉特百貨公

司(Target Corporation)，視覺功能障者無法近用其網站Target.com，主要訴求為該網

站無文字補充、必須使用滑鼠才能進行線上採購、無法近用店面平面圖及無瀏覽用

的標題，當塔吉特百貨公司對其訴求置之不理時，國家盲人聯盟即向法院提起訴

訟，指控塔吉特百貨公司的網站缺乏近用性，此案凸顯出法律規範的必需性。 

事實上，行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2014年元月已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自

2003年起即開始推動無障礙網頁的建置，並頒訂「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提供14

條規範及90條檢測碼，依檢測結果，分別給予標章，發給"A"等級標章、"A+"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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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AA"等級標章、"AAA"等級標章，表示該網頁通過第一優先等級、A+等

級、第二優先等級、第三優先等級的檢測；並要求全國行政機關，身心障礙福利相

關機關，教育單位的全部網站在2006年之前要達成第一級要求。在科技不斷演進的

同時，政府也極力倡導公平的資訊化社會，為身心障礙者營造一個無障礙的網路環

境。W3C為因應新的網頁技術及應用不斷的創新，對網頁內容可及性的影響與衝

擊，於2008年底公布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WCAG) 2.0，以提供開發

無障礙網頁的遵循參考。國內目前已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中華民國資訊軟體

協會執行團隊，參考WCAG 2.0研訂適用我國環境的新版「無障礙網頁開發規

範」，期使「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能適於現今網路科技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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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共圖書館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服務 

每個人都有圖書資訊近用的需求時，視覺功能障礙者也不例外，尤其是當外在

環境不理想時，視覺功能障礙者的需求常被壓仰。此時圖書館就不僅是資源典藏機

構，更肩負了文化與教育責任，秉持包容性、公平性與獨立性的服務原則，提供多

樣化資源、公平獲取資訊機會及建立個人獨立學習與研究之環境，以實現圖書館服

務宗旨。 

歐美國家多設有全國性的國家視障圖書館，用以統籌視障者服務與製作視障資

料，政府也有經費的挹注，並設置周全的法令標準 (張博雅，2009)。如：瑞典的

有聲書服務是公共圖書館系統的一環，從在地的公共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就能借到

有聲書。瑞典國家視障圖書館的任務有二：製作與借出有聲書、點字書，並與公共

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合作，辨識障礙者對印刷品的需求。其具體的方式包括：圖書

館對障礙者提供使用印刷品的的建議及印刷品的需求、電子郵件以及電話服務；對

大學生提供直接的服務；提供兒童專用網站等(Ahola, 2009)。 

美國有學習聯盟(Learning Ally)提供有聲書籍相關服務給視覺功能障礙、閱讀

障礙(dyslexia)及其他不同狀況的障礙者；而國家圖書館盲人暨生理殘障者服務

(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簡稱 NLS)則透過

全美區域性及次區域性圖書館，形成完整的視障者服務網路，進行盲用資料之選擇

與採訪、視障專用刊物之出版、相關機構合作之促成等事項。 

英國公共圖書館視障體系採集權式行政管理模式（張博雅，2009）。其國內點

字圖書、大字體圖書和有聲讀物等視障圖書資源的生產和供應最早是由國家盲人圖

書館（National Libraryfor the Blind, 簡稱 NLB）、英國皇家盲人協會（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lind People, 簡稱 RNIB）和科立比錄音帶圖書館（Calibre 

Cassette Library）這三個機構負責，並以 NLB 為統籌，而公共圖書館僅提供大字

書及有聲書給當地視障者使用（Owen, 2007）。 

臺灣方面，國立臺灣圖書館為我國視障專責圖書館，其兼具有視障資源點譯、

錄製、出版、諮詢等功能，並提供視 障專 屬 網 頁， 自 101 年 12 月 21 日正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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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用符 合 AAA 等級 無 障 礙網 頁 規 範之 視 障 電子 資源 整 合 查詢 系 統 ，規 劃

逐 步整 合政 府 單 位、 圖 書 館、 學 校 及視 障 相 關機 構等 電 子 化圖 書 資 源與 書

目 資訊 ，提 供 單 一查 詢 窗 口之 便 捷 服務 。 另 提供 館藏 資 料 借閱 郵 包 免費 寄

送 、符 合視 障 讀 者個 別 需 求之 捷 運 站預 約 接 送與 代叫 計 程 車等 服 務 。針 對

第 一 次 到 館 使 用 的 讀 者 ， 亦 提 供 圖 書 閱 覽 設 備 等 相 關 服 務 (國 立 臺 灣 圖 書

館 ， http://www.ntl.edu.tw/， 2014)。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的聽視障資訊中心採

購視障讀者盲用電腦及相關輔具，加強蒐集有聲書、點字書、雙視書等館藏，設置

無障礙空間及環境，並提供由圖書館員代借館藏免費郵寄到府服務(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http://www.nlpi.edu.tw/，2014)。另 外 ， 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是臺北

市政府考量視障者需要，決定於啟明學校遷校後原址改設，並於 1994 年 9 月 30 日

成立，為全國第一所視障專門圖書館，館藏包括有聲書、點字書、雙視圖書、大字

圖書及點字電子圖書等，並設置擴視機、盲用電腦供視覺功能障礙讀者使用。2003

年成立視障版網頁，讓視覺功能障礙讀者也能悠遊網路資源(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

分館，http://www.tpml.edu.tw/，2014)。 

另一方面，亦有相關文獻指出，視覺功能障礙讀者至公共圖書館使用服務的頻

率變少。如：Davies(1989)的研究指出，極少數的視覺功能障礙者會在公共圖書館

使用電腦，受訪者之中甚至也有沒去過公共圖書館的人，原因是偏好其他機構提供

的服務。張博雅(2009)的訪談結果指出，過去一年未有借閱紀錄的讀者中，有部分

讀者改使用網路資源，調查結果亦指出，除傳統郵寄外，讀者亦希望以網路連線、

電子郵件的方式取得圖書資料。視覺功能障礙者也傾向在家使用圖書館的服務。 

因此，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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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推動的「協助我」遞送服務計畫，

將視覺功能障礙者或其他殘疾人士所需的圖書資源送至其住處以便使用 (Th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he Visually Handicapped, 2014)。中國大陸公共圖書館於

1980 年代起，亦提供主動服務模式，如上海市殘疾人聯合會成立有聲讀物圖書

館、天津市河東區圖書館提供「送書上門服務」(劉瑋，2008)。此服務皆反映公共

圖書館為讓視覺功能障礙讀者能取得其所需的圖書資源服務，圖書館主動服務視覺

功能障礙讀者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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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視覺功能障礙者相關研究多採用質性訪談，如焦點團體訪談法及

深度訪談法，亦有合併採用量化問卷調查及質性訪談等調查方式。本研究為獲得視

覺功能障礙者對圖書資訊近用使用需求較完整的看法，乃採用量化取向的問卷調查

及質性取向的焦點團體法進行資料的蒐集。本章共區分三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

第二節為問卷調查法、第三節為焦點團體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視覺功能障礙者對圖書資訊近用使用需求，依據研究目的發

展研究問題，並繪製研究架構圖，如圖3-1所示。 

 
圖3-1 研究架構圖 

基本資料 

性別、年齡、學歷、職業 

資訊使用行為 

目的、管道、方法 

資料類型、困難 

因應困難做法 

常使用的閱讀媒介 

喜歡的閱讀媒介 

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

頻率、種類管道、功

能、內容 

資訊需求 

生活需求 

求職技能 

就業工作 

人際關係 

尋找新知 

社會常識 

視力情況 

起源、程度、因素、時間 

使用經驗 

學習點字時間 

學習電腦輔具時間 

上網地點 

上網時間 

使用的網路功能 

至圖書館頻率 

圖書館內查詢資料頻率 

Q1 

Q3 

Q2 

Q4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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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架構，本次研究問題如下： 

一、瞭解國內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訊近用主題需求情形。 

(一)視覺功能障礙者對生活方面、求職技能方面、就業工作方面、人際關係方

面、尋找新知方面、社會常識及其他各方面所需要之資訊。 

(二)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背景（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對於他們所需要的資

訊主題（生活、求職技能、就業工作、人際關係、尋找新知、社會常識）

需求是否有所不同。(Q1) 

(三)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視力情況（源起、程度）對於他們所需要的資訊主題

（生活、求職技能、就業工作、人際關係、尋找新知、社會常識）需求是

否有所不同。(Q2) 

二、瞭解國內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點字書、有聲書等)需求情

形。 

(一)視覺功能障礙者常使用的閱讀媒介、喜歡的閱讀媒介、使用視障資訊服務

網站的頻率、種類、管道、功能、內容等情形。 

(二)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視力程度對常使用的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介面功能、資

訊內容需求是否有所不同。(Q3) 

(三)視覺功能障礙者的上網時間對常使用的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介面功能、資

訊內容需求是否有所不同。(Q4) 

三、瞭解國內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訊取得途徑需求情形。 

(一)視覺功能障礙者資訊使用的管道、目的、方法、資料類型、困難、因應困

難時的做法等情形。 

(二)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背景（性別、年齡、學歷）對於他們圖書資訊取得的途

徑(目的、資料類型、困難）造成之不同。(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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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調查法 

本節主要針對問卷調查的問卷設計、抽樣對象、實施方式及資料檢誤與處理等

方面簡述於下。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乃透過相關文獻，包括視障電子圖書館網站好用性評估之研究：

以臺北市立圖書館視障電子圖書館為例、中高齡視障者電腦使用動機及對圖書館

電子化資源服務需求之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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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度視覺障礙大學生資訊搜尋行為之研究、高中資源班視

覺障礙學生圖書資訊利用之研究、視覺障礙兒童及青少年的資訊需求及我國視覺

功能障礙者就業現況調查與就業輔導問題分析等文獻歸納整理，輔以專家學者審

視後彙編而成。本研究調查問卷各題項與參照文獻來源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問卷各題項 

變項 題項 參考文獻來源 

基本資料 
性別、年齡、學歷及職

業等 4 題。 

1. 李生雄(2007)。高中資源班視覺障礙

學生圖書資訊利用之研究。 

2. 李佳玲(2013)。中高齡視障者電腦使

用動機及對圖書館電子化資源服務需

求之研究 

視力情況 
起源、程度、因素及時

間等4題。 

1. 陳士祐(2003)。重度視覺障礙大學生

資訊搜尋行為之研究。 

2. 李佳玲(2013)。中高齡視障者電腦使

用動機及對圖書館電子化資源服務需

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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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經驗 

學習點字時間、學習電

腦 輔 具 時 間 、 上 網 地

點、上網時間、使用的

網路功能、至圖書館及

於圖書館內查詢資料頻

率等7題。 

1. 鄭嘉雯(2012)。視障電子圖書館網站

好用性評估之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

館視障電子圖書館為例。 

2. 李佳玲(2013)。中高齡視障者電腦使

用動機及對圖書館電子化資源服務需

求之研究。 

資訊需求 

生活、求職技能、就業

工作、人際關係、尋找

新知及社會常識等6題。 

1. 陳怡佩(2006)。視覺障礙兒童及青少

年的資訊需求。 

2. 李生雄(2007)。高中資源班視覺障礙

學生圖書資訊利用之研究。 

3. 林聰吉(2010)。我國視覺功能障礙者

就業現況調查與就業輔導問題分析。 

4. 張 博 雅 、 林 珊 如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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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訊 使用 行

為 

目的、管道、方法、資

料類型、困難、因應困

難做法、常使用的閱讀

媒 介 、 喜 歡 的 閱 讀 媒

介、使用視障資訊服務

網站的頻率、種類、管

道 、 功 能 、 內 容 等 13

題。 

1. 陳士祐(2003)。重度視覺障礙大學生

資訊搜尋行為之研究。 

2. 鄭嘉雯(2012)。視障電子圖書館網站

好用性評估之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

館視障電子圖書館為例。 

3. 李佳玲(2013)。中高齡視障者電腦使

用動機及對圖書館電子化資源服務需

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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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樣對象 

    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進行研究對象的選擇，目的在於抽取能夠為研究問題

提供最大資訊量的研究對象。因此，選取全臺灣北、中、南等區實際使用圖書館

的視覺功能障礙讀者，以及在圖書館外使用點字書/電子書/有聲書的視覺功能障

礙讀者作為本研究的受訪對象。受訪對象類別包括圖書館 3 所，如：國立臺灣圖

書館視障資料中心、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聽視障資訊中心及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

分館；大學 3 所，如國立清華大學盲友有聲書籍服務委員會、淡江大學盲生資源

中心及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視聽中心「交大數位愛盲有聲書網」；視障教育專門

學校 4 所，如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國立臺中啟明學校及高

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啟明班。此次問卷實際受訪單位服務內容及人數說明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問卷調查受訪單位 

單位 服務說明 服務對象 

國立臺灣圖書館 

視障資料中心 

1. 1975年7月設置盲人讀物資料中心; 

2. 1998年建立BBS資訊站提供視障者圖書資料

取得及下載的管道; 

3. 2011年經教育部指定為全國視障專責圖書

館; 

4. 2012年建置啟用「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

系統」; 

5. 服務內容主要為借閱 證申 辦、 視障 資料

借 閱、 出版 品 免 費寄 送 （ 「點 字 數 位

圖 書館 」光 碟 、 「數 位 有 聲圖 書 館 」

光 碟） 、參 考 諮 詢、 推 廣 活動 、 網 路

資 訊服 務。  

全國五萬餘位視障讀者 

國 立 公 共 資 訊 圖

書 館 聽 視 障 資 訊

中心 

1. 為服務視障族群，主要採購視覺功能障礙

者讀者盲用電腦及相關輔具； 

2. 加強蒐集有聲書、點字書、雙視書等館藏; 

全國五萬餘位視障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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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服務說明 服務對象 

3. 設置無障礙空間及環境; 

4. 服務內容主要為採購視障讀者盲用電腦及

相關輔具，加強蒐集有聲書、點字書、雙

視書等館藏，設置無障礙空間及環境，並

提供由圖書館館員代借館藏免費郵寄到府

服務。 

臺北市立圖書館 

啟明分館 

1. 1963年1月在盲人福利協進會內設立「盲人

點字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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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服務內容主要為提供視障圖書資源、刊

物、盲用電腦及輔助設備，另有提供報

讀、生活語音專線、舉辦讀書會、相關資

料剪輯等。 

全國五萬餘位視障讀者 

國立清華大學 

盲 友 有 聲 書 籍 服

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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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服務內容主要為自然學科教科書籍(含小

學、國中、高中、大專教科書)、中外優良

讀物、讀者委託之有聲書籍製作；協助訂

閱數位有聲期刊；MP3播放機借用等。 

目前服務使用者為 2,737 位

(調查時間：2014 年 7 月 28

日)。 

淡江大學 

盲生資源中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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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服務內容主要為視障者圖書資源及視覺功

能障礙者輔具; 

3. 服務內容主要為大專院校、高中職點字教

科書製作；音樂、數理點字圖書電腦化研

目前透過盲生資源中心網站

服務於2014.07~2014.08的使

用者為1,891位(調查時間：

2014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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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服務說明 服務對象 

究；華文點字電子圖書館之架設與經營維

護；視障資訊相關技術研發；舉辦盲用電

腦教育訓練課程。 

臺北市立啟明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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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服務內容主要為視障圖書資源、心理諮

商。 

目前在校視覺障礙學生人

數，學前有7位、國小有9

位、國中有10位、高中職有

47 位 ， 合 計 73 位 ( 調 查 時

間：2014年7月28日)。 

臺 中 市 私 立 惠 明

盲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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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服務內容主要為音樂教育及盲聾啞視聽雙

障教育。 

目前全校155位學生中有129

位 6 ～ 22 歳 視 多 重 障 礙 學

生，其中128位學生是重度

和極重度障礙(調查時間：

2014年7月28日)。 

高 雄 市 立 楠 梓 特

殊學校啟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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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首創融合式特殊學校; 

3. 服務內容主要為視障圖書資源、就業輔導

及心理諮商。 

高職復健按摩科，招生以視

覺障礙為主的學生，現設有

三班，學生人數共7人。 

巡迴班：高中職階段一班、

國中階段一班、國小階段二

班(調查時間：2014年7月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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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表 3-2 可知各受訪單位服務人數不一，故於問卷正式施測時，以每個受訪

單位有效樣本數 30 份為主。惟經實際調查，可得之有效樣本數為 144 份。分別

為： 

 （一）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資料中心 22 份 

 （二）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聽視障資訊中心 9 份 

 （三）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 20 份 

 （四）國立清華大學盲友有聲書籍服務委員會 24 份 

 （五）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 11 份 

 （六）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9 份 

 （七）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23 份 

 （八）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啟明班 10 份 

 （九）同意受訪的圖書館外視覺功能障礙讀者 6 份 

關於資料蒐集，由於本次研究對象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受訪者的找尋有一定的

困難度。潘雅麗(2000)尋找受訪者就曾遇上困難，由於相關單位對視覺功能障礙者

的詳細資料保密甚嚴，所以僅能透過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與臺灣圖書館視障資料

中心蒐集視覺功能障礙者名單。依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公布的資料，統計至 2010

年 底 ， 中 國 大 陸 的 視 覺 功 能 障 礙 者 約 有 1,263 萬 人 ( 中 國 殘 疾 人 聯 合 會 ，

http://www.cdpf.org.cn/，2010)。Li and Li (2014)為了瞭解中國圖書館對視覺功能障

礙者的服務，共對 11 個公共圖書館發出問卷，發掘該等圖書館對視覺功能障礙者

提供的服務現況。但研究樣本僅回收 97 份，在其研究中亦提及大部份的問卷來自

18 歲至 50 歲之間的成年人(55.67%)，其次為 50 歲以上的老年人(40%)、中年人與

上班族的問卷樣本數太少，還需納入老年人與學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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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文獻可知，受訪者找尋的確不易，且有集中於某一方研究對象的趨勢。

有鑑於此，為讓本次研究能夠全面性的瞭解視覺功能障礙者對於圖書資訊近用使用

需求的意見，亦透過質化的焦點團體座談方式以調查未能親自發聲之潛在視障讀者

的需求。 

三、實施方式 

為顧及視覺功能障礙者閱讀上特殊需求，問卷蒐集資料時採用面訪及電訪

時，受訪者口頭回答後再由訪員進行圈選；採電子郵件方式時，將問卷內容改以

純文字方式呈現，作答方式改以填入選項序號為主。電子問卷以.doc及.txt兩種檔

案格式發送，依視覺功能障礙者閱讀習慣需求寄送適合的電子問卷檔，由受訪者

自行填答。 

於此次調查過程中，某些受訪單位的視覺功能障礙讀者或使用者通常透過電

話或其他方式使用單位服務，故要取得此樣本，便須透過單位轉介以取得視障讀

者受訪意願，此部分如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清華大學盲

友有聲書籍服務委員會及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視聽中心「交大數位愛盲有聲書

網」；此外因為學校視障學生人數不多，多為巡迴班學生，不易掌握到實際受訪

人數，如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或視障學生年紀太小，不適合受訪，僅就適合

對象進行面訪，如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其他單位也有因為需面臨評鑑工作而婉

拒，如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四、資料檢誤與處理 

 （一）資料檢誤 

   問卷原始資料先經人工複查無誤，輸入電腦後，透過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

行資料邏輯檢誤。 

 （二）遺漏值的處理 

   單份問卷若有五分之一以上問項之答案為遺漏值，該問卷視為無效問卷；單

份問卷若有五分之一以下問項之答案為遺漏值，該問卷視為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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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焦點團體法 

本次主要辦理兩場焦點團體座談，分別為視覺功能障礙讀者及視覺功能障礙讀

者專家。後者為輔導或研究視覺功能障礙讀者的專家學者，不以持有視覺功能障礙

的身心障礙手冊者為限。以下針對本研究辦理的兩場焦點團體座談邀請的對象及座

談重點說明如下： 

一、座談對象 

本研究採用兩種方式找尋研究對象：(1)透過視障圖書館介紹：如國立臺灣圖

書、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透過人際關係滾雪球：如經由願意參與團體座談的

受訪者再詢問或其主動告知有其他適合此座談主題的人選。經由此兩種管道，再去

尋訪願意參加座談的參與者。 

 （一）視覺功能障礙讀者 

以社會人士為主，必須是視覺功能障礙的圖書館讀者，或在家自行閱讀的

讀者，受邀者如表 3-3 所示。 

表 3-3 焦點團體座談受邀讀者 

參與者 年齡 職業 學歷 參與者 年齡 職業 學歷 

高先生 50~59 退休 大學 范小姐 50~59 校對員 大學 

陽小姐 50~59 家管 - 藍先生 40~49 社工師 研究所 

張小姐 50~59 家管 - 梅小姐 50~59 家管 - 

林先生 50~59 服務業 - 劉小姐 40~49 圖書館員 大學 

附註：此次辦理焦點團體座談時，因缺乏調查受邀讀者完整的背景資料(如：視障程度、使用的主    

要閱讀媒介)，故後續引用背景資料時需審慎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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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視覺功能障礙讀者專家 

本次研究召開之焦點團體座談預計邀請之各單位專家如表 3-4 所示。 

表 3-4 焦點團體座談受邀單位 

單位 專家 服務說明 

中華民國視覺障

礙人福利協會 
陳理事長毓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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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服務內容主要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

源、輔具及就業輔導。 

中華民國無障礙

科技發展協會 
林理事長柏榮 

1. 1990年，為發展中文化盲用電腦系統，

若干淡江大學教授、特殊教育專家、與

中華電信研究所研究員，協力組成盲用

電腦研發小組； 

2. 1995年，首套軟、硬體系統完成研發，

並透過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執行各

校視障學生的推廣工作； 

3. 1998年，因應非就學階段之視覺功能障

礙者對於學習中文盲用電腦的需求，正

式成立全國性之非營利團體，致力於盲

用 電腦 推廣 及視 覺功能障 礙者 就業 協

助。 

中華定向行動學

會   
陳理事長淑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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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功

能障礙者定向行動訓練，維護視覺功能

障礙者合法權益與生活，保障其公平參

與社會之機會; 

2. 服務內容主要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

源、定性行動訓練。 

臺北市私立盲人

有聲圖書館 
林秘書淳豔 

1. 成立於1972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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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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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專家 服務說明 

間機構中，較有規模者; 

2. 服務內容主要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

源。 

社團法人台北市

視障者家長協會 
黃經理慧子 

1. 1996年7月成立了「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

會」; 

2. 服務內容主要為心理諮商、眼疾治療及

點譯服務。 

財團法人愛盲基

金會 
謝董事長邦俊 

1. 1991年成立，原隸屬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1997年底改制為全國性的社會福利

團體，2006年改隸於內政部; 

2. 服務內容主要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

源、輔具、心理諮商及就業輔導。 

財團法人臺灣盲

人重建院 
許小姐美蘭 

1. 1951年，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紐約總會

(簡稱美盲會)資助成立，致力於發展生活

重建、職業重建、視障社區大學及社區

關懷活動等; 

2. 服務內容主要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

源、輔具、就業輔導及生活重建服務。 

新北市盲人福利

協進會 
鄭總幹事舜介 

1. 以研究新北市盲人福利問題，並發動社

會力量，協助辦理盲人各項補助、聯誼

活 動、 各項 職業 輔導與訓 練、 居家 服

務，以提高盲人生活品質為宗旨; 

2. 服務內容主要為視覺功能障礙者輔具、

心理諮商、就業輔導、醫療照護及生活

重建服務。 

臺灣數位有聲書

推展學會 
梁秘書長美儀 

1. 2004年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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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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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專家 服務說明 

2. 服務內容主要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

源。 

二、座談主題 

本研究在焦點團體座談中，備有訪談大綱作為提示，在提問時鼓勵受訪者提出

自己的看法。此次研究於2014年6月進行，團體座談開始先向受訪者說明此次研究

的目的及所欲談論的問題，依序讓參與者針對問題回答，待所有參與者回答完後，

即結束第一輪的座談。接續，請參與者再針對此次談論的主題及其他參與者的意見

進行後續的問題討論與意見分享。 

訪談大綱以圖書資訊近用主題需求情形、圖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點字書、

有聲書等)需求情形及圖書資訊取得途徑需求情形為基礎設計，詳述如下：  

 (一)書籍資訊近用主題 

  1.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視力情況（源起、程度、因素、時間）對於他們所需要的

資訊主題（生活、求職技能、就業工作、人際關係、尋找新知、社會常識）

需求是否有所不同。 

  2.視覺功能障礙者對生活方面、求職技能方面、就業工作方面、人際關係方

面、尋找新知方面、社會常識及其他各方面所需要之資訊。 

 (二)書籍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 

  1.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點字的經驗、使用輔具的經驗，以及他們喜歡或常用的

閱讀媒介實際使用情況。 

  2.視覺功能障礙者時常上網使用之功能，或最常瀏覽之網站。 

  3.向視覺功能障礙者介紹視障資訊服務網站之類型及方式、視障資訊服務網站

應提供之內容及檢索介面應具備之功能。 

 (三)書籍資訊取得途徑之需求 

  1.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視力情況（源起、程度、因素、時間）對於他們書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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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途徑（管道、目的、方法、資料類型、困難、因應困難時的做法）造

成之不同。 

  2.對於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取得途徑之因應做法。 

三、座談資料分析 

座談資料分析包含以下步驟，依序為座談資料謄錄、座談資料分析及座談資料

詮釋，依序說明如下：  

(一)座談資料謄錄  

研究者將訪談內容錄音下來，再將錄音檔全部的內容轉謄為逐字稿，並在逐

字稿最前段註明受訪者。 

(二)座談資料分析  

完成逐字稿後，研究者隨即閱讀原始資料，並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做初步分

析。  

(三)座談資料詮釋  

座談內容依據本次研究目的及座談大綱摘錄，並於摘錄內容最後註記來源受

訪者，最後再依座談主題內容做成段落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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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重點在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近用使用需求分析。具體研究目的為蒐整並

分析國內視覺功能障礙者所需之圖書(含電子化圖書資源)資訊，據以瞭解其對圖書

資訊近用主題、圖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及圖書資訊取得途徑之需求情形，俾作為

相關視覺功能障礙機構後續提升視覺功能障礙相關服務之重要參考依據。本章分為

三節，第一節為問卷調查、第二節為焦點團體座談，第三節為綜合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問卷調查 

本節主要針對問卷調查後，有關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視力狀況、使用經驗、圖

書資訊需求、圖書資訊尋求行為與建議等調查內容逐一分析說明。 

一、基本資料分析 

此次問卷中基本資料部分包括受訪者性別、年齡、學歷及職業等 4 道問題。茲

就此次調查結果說明如下： 

由表 4-1 可知，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問卷調查的受訪者中，

就性別而言，「男性」受訪者共有 90 位，佔回答者中的 62.5%、「女性」受訪者

共有 54 位，佔回答者中的 37.5%；就年齡而言，主要分布於「18 歲以下」，受訪

者共有 54 位，佔回答者中的 37.5%、其次則為「19-29 歲」，受訪者共有 23 位，

佔回答者中的 16.0%；學歷方面，主要分布於「高中職」，受訪者共有 46 位，佔

回答者中的 35.9%，其次則為「大專(學)」，受訪者共有 45 位，佔回答者中的

31.3%；職業方面，主要以「學生」為主，共有 75 位，佔回答者中的 52.1%、其次

則為「服務業」，共有 19 位，佔回答者中的 13.2%，勾選「其他」選項者，多為

退休人士及按摩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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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問項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90 62.5 

 女性 54 37.5 

年齡    

 18 歲以下 54 37.5 

 19-29 歲 23 16.0 

 50-59 歲 21 14.6 

 拒答 16 11.1 

 60 歲以上 14 9.7 

 30-39 歲 10 6.9 
 40-49 歲 6 4.2 

學歷    

 高中職 46 31.9 

 大專(學) 45 31.3 

 國小(含以下) 24 16.7 

 國中 17 11.8 

 研究所以上 8 5.6 

 拒答 4 2.8 

職業    

 學生 75 52.1 

 服務業 19 13.2 

 其他 17 11.8 

 軍公教 16 11.1 

 待業中 8 5.6 

 拒答 5 3.5 

 家管 3 2.1 

 商 1 0.7 

 農漁牧礦業 - - 

註：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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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力情況 

    此次問卷中，調查受訪者視力情況部分，題項包括視力障礙起源、視力程度、

導致視力障礙因素及視力障礙發生至今的時間等 4 道問題。茲就此次初步調查結果

說明如下： 

    由表 4-2 可知，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問卷調查的受訪者中，

就視力障礙源起而言，勾選「先天」的受訪者共有 80 位，佔回答者中的 55.6%、

勾選「後天(中途失明)」的受訪者共有 62 位，佔回答者中的 43.1%；就視力程度而

言，勾選「弱視(低視能)」的受訪者共有 75 位，佔回答者中的 52.1%、勾選「全

盲」的受訪者共有 69 位，佔回答者中的 47.9%；就導致視力障礙因素而言，勾選

「疾病」因素的受訪者最多，共有 80 位，佔回答者中的 55.6%，其次為勾選「其

他」的受訪者，共有 35 位，佔回答者中的 24.3%，進一步詢問受訪者，其勾選

「其他」的因素有遺傳、不明等情況；就視力障礙發生至今的時間，主要以勾選

「10 年以上」的受訪者為主，共有 116 位，佔回答者中的 80.6%、其次則為「8-9

年」，共有 16 位，佔回答者中的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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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受訪者視力狀況 

問項 人數 百分比(%) 

視力障礙起源於   

 先天 80 55.6 

 後天(中途失明) 62 43.1 

 拒答 2 1.4 

視力狀況    

 弱視(低視能) 75 52.1 

 全盲 69 47.9 

 拒答 - - 

導致視力障礙因素 

 疾病 80 55.6 

 其他 35 24.3 

 意外 14 9.7 

 拒答 9 6.3 

 職業傷害 4 2.8 

 老化 2 1.4 

視力障礙發生至今的時間 

 10 年以上 116 80.6 

 8-9 年 16 11.1 

 6-7 年 6 4.2 

 4-5 年 2 1.4 

 不清楚 2 1.4 

 拒答 1 0.7 

 2-3 年 1 0.7 

 1 年(含以下) - - 

註：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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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經驗 

    此次問卷中，調查受訪者使用經驗部分，題項包括學習點字經驗的時間、使用

電腦輔具經驗的時間、常上網的地點、每天平均上網的時間、常使用的網路功能、

上網至圖書館查閱資料的頻率及親身至圖書館使用頻率等 7 項問題。茲就此次初步

調查結果說明如下： 

 (一)學習點字的時間 

    由表 4-3 可知，學習點字的時間以勾選「10 年以上」的受訪者共有 45 位，佔

回答者中的 31.3%、其次為勾選「未曾學過」的受訪者共有 44 位，佔回答者中的

30.6%。 

表 4-3 學習點字的時間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10 年以上 45 31.3 

未曾學過 44 30.6 

1 年(含以下) 15 10.4 

4-5 年 13 9.0 

2-3 年 9 6.3 

8-9 年 8 5.6 

6-7 年 6 4.2 

不清楚 3 2.1 

拒答 1 0.7 

註：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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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使用電腦輔具的時間 

由表 4-4 可知，使用電腦輔具的時間以勾選「10 年以上」的受訪者最多，共

有 43 位，佔者中的 29.9%、其次為勾選「1 年(含以下)」的受訪者，共有 29 位，

佔回答者中的 20.1%。 

表 4-4 使用電腦輔具的時間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10 年以上 43 29.9 

1 年(含以下) 29 20.1 

未曾使用 27 18.8 

6-7 年 13 9.0 

2-3 年 12 8.3 

4-5 年 10 6.9 

8-9 年 8 5.6 

不清楚 1 0.7 

拒答 1 0.7 

      註：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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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常上網地點 

由表 4-5 可知，常上網地點以勾選「家裡」的受訪者最多，共有 102 位，佔回

答者中的 70.8%，其次為勾選「學校」的受訪者，共有 54 位，佔回答者中的

37.5%。 

表 4-5 常上網地點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家裡 102 70.8 

學校 54 37.5 

其他 25 17.4 

工作場所 23 16.0 

圖書館 19 13.2 

拒答 7 4.9 

不清楚 3 2.1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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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每天平均上網時間 

     由表 4-6 可知，每天平均上網時間以勾選「1 小時以內」的受訪者最多，共有

32 位，佔回答者中的 22.2%，及勾選「2-3 小時」，共有 32 位，佔回答者中的

22.2%。 

表 4-6 每天平均上網時間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1 小時以內 32 22.2 

2-3 小時 32 22.2 

拒答 30 20.8 

4-5 小時 16 11.1 

6-7 小時 12 8.3 

10 小時以上 9 6.3 

不清楚 9 6.3 

8-9 小時 4 2.8 

       註：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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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常使用的網路功能 

    由表 4-7 可知，常使用的網路功能以勾選「瀏覽網頁」的受訪者最多，共有 95

位，佔回答者中的 66.0%，其次為勾選「電子郵件」，共有 67 位，佔回答者中的

46.5%。 

表 4-7 常使用的網路功能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瀏覽網頁 95 66.0 

電子郵件 67 46.5 

社群討論 60 41.7 

其他(如查資料) 28 19.4 

拒答 8 5.6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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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上網至各圖書館查閱資料的頻率 

    由表 4-8 可知，上網至各圖書館查閱資料的頻率以勾選「不常」的受訪者最

多，共有 80 位，佔回答者中的 55.6%，其次為勾選「偶而(一個月數次)」，共有

26 位，佔回答者中的 18.1%。 

表 4-8 上網至各圖書館查閱資料的頻率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不常 80 55.6 

偶而(一個月數次) 26 18.1 

拒答 21 14.6 

時常(一週一次以上) 12 8.3 

不清楚 5 3.5 

      註：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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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親身至圖書館使用頻率 

    由表 4-9 可知，親身至圖書館使用頻率以勾選「未曾使用」的受訪者最多，共

有 65 位，佔回答者中 54.6%，其次為勾選「不常到訪」，共有 22 位，各佔回答者

中的 18.5%。 

表 4-9 親身至圖書館使用的頻率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未曾使用 65 54.6 

不常到訪 22 18.5 

偶而(一個月數次) 19 16.0 

時常(一週一次以上) 11 9.2 

不清楚 1 0.8 

拒答 1 0.8 

      註：N=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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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未曾親身至圖書館使用的原因 

    由表 4-10 可知，未曾親身至圖書館使用的原因以勾選「都透過上網找資料」的

受訪者最多，共有 39 位，佔回答者中的 60.0%，其次為勾選「沒有需求」，共有

22 位，佔回答者中的 33.8%。 

表 4-10 未曾親身至圖書館使用的原因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都透過上網找資料 39 60.0 

沒有需求 22 33.8 

交通不方便 10 15.4 

沒有時間 9 13.8 

其他 7 10.8 

圖書館沒有所需資料 5 7.7 

註：題項為複選，N=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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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需求 

此次問卷中，調查受訪者資訊需求部分，題項包括生活方面資訊、求職技能

方面資訊、就業工作方面資訊、人際關係方面資訊、尋找新知方面資訊及社會常識

方面資訊等 6 項問題。茲就此次初步調查結果說明如下： 

 (一)生活方面資訊 

    由表 4-11 可知，受訪者對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以勾選「休閒娛樂」的選項最多，

共有 112 位，佔回答者中的 77.8%，其次為勾選「健康百科」此選項，共有 81

位，佔回答者中的 56.3%。 

表 4-11 生活方面資訊需求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休閒娛樂 112 77.8 

健康百科 81 56.3 

社會福利措施 65 45.1 

旅遊資訊 56 38.9 

消費資訊 52 36.1 

其他 6 4.2 

拒答 2 1.1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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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求職技能方面資訊 

     由表 4-12 可知，受訪者對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以勾選「電腦相關知識」的

選項最多，共有 71 位，佔回答者中的 49.3%，其次為勾選「社會福利措施」此選

項，共有 63 位，佔回答者中的 43.8%。 

表 4-12 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電腦相關知識 71 49.3 

社會福利措施 63 43.8 

進修管道資訊 49 34.0 

按摩相關知識 33 22.9 

命理相關知識 16 11.1 

其他 16 11.1 

拒答 13 9.0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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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就業工作方面資訊 

     由表 4-13 可知，受訪者對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以勾選「面談技巧」的選項

最多，共有 54 位，各佔回答者中的 37.5%，其次為勾選「就業服務方案」此選

項，共有 52 位，佔回答者中的 36.1%。 

表 4-13 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面談技巧 54 37.5 

就業服務方案 52 36.1 

求職注意事項 48 33.3 

職業規範 46 31.9 

各類公司簡介 45 31.3 

求才資訊 45 31.3 

拒答 18 12.5 

其他 14 9.7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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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際關係方面資訊 

    由表 4-14 可知，受訪者對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以勾選「與人溝通的技巧」此

選項最多，共有 101 位，佔回答者中的 70.1%，其次為勾選「和同學或朋友談心的

方法」此選項，共 70 位，佔回答者中的 48.6%。 

表 4-14 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與人溝通的技巧 101 70.1 

和同學或朋友談心的方法 70 48.6 

社交禮儀 59 41.0 

師長或上司間相處之道 45 31.3 

親子之間相處之道 41 28.5 

男女之間的相處之道 38 26.4 

拒答 7 4.9 

其他 6 4.2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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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新知方面資訊 

     由表 4-15 可知，受訪者對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以勾選「資訊科技新知」此

選項最多，共有 77 位，佔回答者中的 53.5%，其次為勾選「音樂新知」此選項，

共有 73 位，佔回答者中的 50.7%。 

表 4-15 新知方面資訊需求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資訊科技新知 77 53.5 

音樂新知 73 50.7 

語言新知 48 33.3 

史地新知 46 31.9 

藝術新知 44 30.6 

科學新知 42 29.2 

宗教新知 36 25.0 

體育新知 30 20.8 

哲學新知 28 19.4 

其他 9 6.3 

拒答 2 1.4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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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社會常識方面資訊 

     由表 4-16 可知，受訪者對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以勾選「時事新聞提

要」此選項最多，共有 79 位，佔回答者中的 54.9%，其次為勾選「健康常識」此

選項，共有 77 位，佔回答者中的 53.5%。 

表 4-16 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時事新聞提要 79 54.9 

健康常識 77 53.5 

財務管理 55 38.2 

流行事物 52 36.1 

儀容服飾 36 25.0 

常見騙術 33 22.9 

拒答 6 4.2 

其他 3 2.1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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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使用行為 

此次問卷中，調查受訪者資訊使用行為部分，題項包括查找資料的管道、查

找資料的目的、查找資料的方法、查找資料的類型、查找資料遭遇的困難、查找資

料遭遇困難時的做法、常使用的閱讀媒介、喜歡的閱讀媒介、使用視障資訊服務網

站的頻率、最常使用的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知道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管道、視障資

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資訊內容等 13 項問題。茲就此次

初步調查結果說明如下： 

 (一)查找資料的管道 

     由表 4-17 可知，受訪者對查找資料的管道以勾選「家人、朋友」的選項最

多，共有 96 位，佔回答者中的 66.7%，其次為勾選「自行上網」此選項，共有 85

位，佔回答者中的 59.0%。 

表 4-17 查找資料的管道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家人、朋友 96 66.7 

自行上網 85 59.0 

圖書館 36 25.0 

其他 8 5.6 

拒答 4 2.8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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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查找資料的目的 

    由表 4-18 可知，受訪者對查找資料的目的以勾選「滿足興趣/嗜好」的選項最

多，共有 88 位，佔回答者中的 61.1%，其次為勾選「休閒娛樂」此選項，共有 87

位，佔回答者中的 60.4%。 

表 4-18 查找資料的目的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滿足興趣/嗜好 88 61.1 

休閒娛樂 87 60.4 

獲取知識 60 41.7 

自我成長/肯定 51 35.4 

解答疑惑 51 35.4 

課業資訊 45 31.3 

醫療健康資訊 38 26.4 

旅遊資訊 34 23.6 

社交資訊 29 20.1 

工作資訊 25 17.4 

獲取子女教育資訊 10 6.9 

拒答 3 2.1 

其他 2 1.4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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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查找資料的方法 

    由表 4-19 可知，受訪者對查找資料的方法以勾選「請教圖書館館員」的選項最

多，共有 64 位，佔回答者中的 45.4%，其次為勾選「使用圖書館網路查詢系統

(如：OPAC)」此選項，共有 42 位，佔回答者中的 29.8%。 

表 4-19 查找資料的方法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請教圖書館館員 64 45.4 

使用圖書館網路查詢系統(如：OPAC) 42 29.8 

拒答 20 14.2 

其他 15 10.6 

      註：題項為複選，N=141(原樣本數為 144，但有三份問卷未勾選此題任一選項，故實際樣 

本數為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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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查找資料的捷徑 

    由表 4-20 可知，受訪者對查找資料的類型以勾選「圖書(包含點字與一般文字

圖書)」與「視聽資料」的選項最多，各有 70 位，各佔回答者中的 48.6%，其次為

勾選「網路資源」此選項，共有 51 位，佔回答者中的 35.4%。 

表 4-20 查找資料的類型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圖書(包含點字與一般文字圖書) 70 48.6 

視聽資料 70 48.6 

網路資源 51 35.4 

參考工具書(如百科全書、字典) 30 20.8 

期刊雜誌 27 18.8 

音樂資料(如樂譜) 22 15.3 

地理資料(如地圖、地球儀) 13 9.0 

碩博士論文 13 9.0 

研討會會議論文 9 6.3 

其他 6 4.2 

拒答 4 2.8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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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查找資料遭遇的困難 

     由表 4-21 可知，受訪者對查找資料遭遇的困難以勾選「無障礙環境不佳」的

選項最多，共有 51 位，佔回答者中的 18.8%，其次為勾選「圖書資料(如有聲書)品

質不佳」此選項，共有 50 位，佔回答者中的 34.7%。 

表 4-21 查找資料遭遇的困難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無障礙環境不佳 51 35.4 

圖書資料(如有聲書)品質不佳 50 34.7 

不會操作系統/設備 43 29.9 

不知怎麼找資料 42 29.2 

圖書資料太舊 36 25.0 

缺乏資料內容簡介 29 20.1 

交通不便 27 18.8 

找不到人協助 25 17.4 

拒答 14 9.7 

其他 13 9.0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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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查找資料遭遇困難時的做法 

     由表 4-22 可知，受訪者對查找資料遭遇困難時的做法以勾選「請親友協助」

的選項最多，共有 83 位，佔回答者中的 57.6%，其次為勾選「請圖書館館員協

助」此選項，共有 64 位，佔回答者中的 44.4%。 

表 4-22 查找資料遭遇困難時的做法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請親友協助 83 57.6 

請圖書館館員協助 64 44.4 

自己想辦法克服 51 35.4 

放棄不找/不用了 24 16.7 

拒答 8 5.6 

其他 7 4.9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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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常使用的閱讀媒介 

     由表 4-23 可知，受訪者對常使用的閱讀媒介以勾選「有聲書」的選項最多，

共有 66 位，佔回答者中的 45.8%，其次為勾選「網路資源」此選項，共有 59 位，

佔回答者中的 41.0%。 

表 4-23 常使用的閱讀媒介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有聲書 66 45.8 

網路資源 59 41.0 

數位有聲書 37 25.7 

紙本點字書 32 22.2 

大字體圖書 23 16.0 

數位點字書 17 11.8 

其他 8 5.6 

拒答 - -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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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喜歡的閱讀媒介 

     由表 4-24 可知，受訪者對喜歡的閱讀媒介以勾選「有聲書」的選項最多，共

有 68 位，佔回答者中的 47.2%，其次為勾選「網路資源」此選項，共有 42 位，佔

回答者中的 29.2%。 

表 4-24 喜歡的閱讀媒介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有聲書 68 47.2 

網路資源 42 29.2 

數位有聲書 32 22.2 

紙本點字書 27 18.8 

大字體圖書 17 11.8 

數位點字書 11 7.6 

其他 11 7.6 

拒答 1 0.7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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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使用頻率 

     由表 4-25 可知，受訪者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使用頻率以勾選「未曾使用」

的選項最多，共有 70 位，佔回答者中的 48.6%，其次為勾選「不常到訪」此選

項，共有 24 位，佔回答者中的 16.7%。 

表 4-25 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使用頻率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未曾使用 70 48.6 

不常到訪 24 16.7 

偶而到訪(一個月數次) 22 15.3 

時常到訪(一週一次以上) 16 11.1 

拒答 12 8.3 

不清楚 - - 

       註：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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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最常使用的視障資訊服務網站 

    由表 4-26 可知，受訪者對最常使用的視障資訊服務網站以勾選「教育部華文

視障電子圖書館」的選項最多，共有 33 位，佔所有受訪者中的 22.9%，其次為勾

選「臺北市立圖書館視障電子圖書館網站」此選項，共有 13 位，佔所有受訪者中

的 9.0%。 

表 4-26 最常使用的視障資訊服務網站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教育部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 33 22.9 

臺北市立圖書館視障電子圖書館網站 13 9.0 

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10 6.9 

拒答 5 3.5 

其他 3 2.1 

  註：N=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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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知道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管道 

     由表 4-27 可知，受訪者知道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管道以勾選「朋友介紹」的

選項最多，共有 38 位，佔所有受訪者的 26.4%，其次為勾選「自行上網得知」此

選項，共有 24 位，佔所有受訪者的 16.7%。 

表 4-27 知道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管道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朋友介紹 38 26.4 

自行上網得知 24 16.7 

圖書館介紹 17 11.8 

其他 11 7.6 

拒答 2 1.4 

           註：N=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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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檢索介面功能 

    由表 4-28 可知，受訪者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應具備的功能以勾選

「網站連結的分類方式」的選項最多，共有 55 位，佔回答者中的 38.2%，其次為

勾選「增加網站超連結的內容描述」此選項，共有 50 位，佔回答者中的 34.7%。 

表 4-28 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網站連結的分類方式 55 38.2 

增加網站超連結的內容描述 50 34.7 

提供網站地圖功能 39 27.1 

提供文字大小調整功能 34 23.6 

其他 29 20.1 

提供顏色對比調整功能 15 10.4 

拒答 14 9.7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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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 

     由表 4-29 可知，受訪者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應具備的資訊內容以勾選「個人

休閒的需求」的選項最多，共有 85 位，佔回答者中的 59.0%，其次為勾選「教育

學業的需求」此選項，共有 57 位，佔回答者中的 39.6%。 

表 4-29 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個人休閒的需求 85 59.0 

教育學業的需求 57 39.6 

職業的需求 30 20.8 

公共議題的需求 24 16.7 

拒答 15 10.4 

其他 10 6.9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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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書資訊方面需求建議 

    由表 4-30 可知，受訪者對圖書資訊方面需求建議以勾選「增加圖書資料數

量」的選項最多，共有 57 位，佔回答者中的 39.6%，其次為勾選「很好了，目前

仍未想到」此選項，共有 45 位，佔回答者中的 31.3%。 

表 4-30 圖書資訊方面需求建議 

     選填項目 選填個數 百分比(%) 
增加圖書資料數量 57 39.6 

很好了，目前仍未想到 45 31.3 

提供圖書資料內容簡介 44 30.6 

提供新書目錄 43 29.9 

提升圖書資料品質 34 23.6 

增加圖書資料新穎性 33 22.9 

提供館藏目錄 26 18.1 

其他 15 10.4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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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叉分析 

本研究為瞭解此次調查對象在圖書資訊需求上是否會有不同的需求，擬就受訪

者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及視力狀況(包括：視力障礙的原因

及視力程度)與其圖書資訊需求(包括：生活方面、求職技能方面、就業工作方面、

人際關係方面、尋找新知方面及社會常識方面)進行交叉分析。 

 (一)性別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的男性受訪者中，以選填休閒娛樂需求佔最多，共有 73 位，佔總

回答人數的 50.7%，其次為健康百科，共有 52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57.8%；在回

答此題的女性受訪者中，亦以選填休閒娛樂需求佔最多，共有 39 位，佔總回答人

數的 72.2%，其次為健康百科，共有 29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53.7%。 

經由卡方檢定，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由此

可知，性別與生活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31 性別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性別 

項目 

男生 女生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休閒娛樂 73(50.7) 39(27.1) 1.543 0.214 

旅遊資訊 35(24.3) 21(14.6) 0.000 0.591 

消費資訊 31(21.5) 21(14.6) 0.289 0.633 

健康百科 52(36.1) 29(20.1) 0.228 0.411 

社會福利措施 43(29.9) 22(15.3) 0.675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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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齡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年齡為 18 歲以下、19-29 歲及 30-3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休閒娛樂

資訊佔最多，各有 48、19 及 8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33.3%、13.2%及 5.6%；40-

49 歲、50-59 歲及 60 歲以上受訪者則以選填健康百科資訊最多，各有 4、17 及 8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2.8%、11.8%及 5.6%。 

經由卡方檢定，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中的休閒娛樂、旅遊資訊及社會福利措施等

選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年齡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

設。亦即，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此三項生活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32 年齡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年齡 

項目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休閒娛樂 48(33.3) 19(13.2) 8(5.6) 2(1.4) 14(9.7) 7(4.9) 19.915 0.006* 

旅遊資訊 18(12.5) 14(9.7) 5(3.5) 2(1.4) 12(8.3) 2(1.4) 16.597 0.020* 

消費資訊 17(11.8) 11(7.6) 1(0.7) 1(0.7) 12(8.3) 4(2.8) 11.789 0.108 

健康百科 24(16.7) 13(9.0) 6(4.2) 4(2.8) 17(11.8) 8(5.6) 10.259 0.174 

社會福利措施 19(13.2) 13(9.0) 5(3.5) 2(1.4) 16(11.1) 5(3.5) 16.150 0.024*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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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歷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國中、高中職及大專(學)的受訪者，以

選填休閒娛樂資訊佔最多，各有 21、14、39 及 30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4.6%、

9.7%、27.1%及 20.8%；學歷背景為研究所以上的受訪者則以選填健康百科資訊最

多，共有 8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5.6%。 

經由卡方檢定，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中的社會福利措施項目顯著性小於 =0.05，

此代表應捨棄學歷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學歷的受訪者在此

項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33 學歷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學歷 

項目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休閒娛樂 21(14.6) 14(9.7) 39(27.1) 30(20.8) 6(4.2) 9.789 0.134 

旅遊資訊 5(3.5) 8(5.6) 15(10.4) 21(14.6) 6(4.2) 10.743 0.097 

消費資訊 2(1.4) 7(4.9) 20(13.9) 17(11.8) 5(3.5) 12.342 0.055 

健康百科 11(7.6) 10(6.9) 2(13.9) 29(20.1) 8(5.6) 12.513 0.051 

社會福利措施 6(4.2) 10(6.9) 18(12.5) 26(18.1) 5(3.5) 13.054 0.042*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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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職業與生活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職業背景為軍公教及待業中的受訪者，以選填健康百科資訊佔最

多，各有 11 及 6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7.6%及 4.2%；背景為服務業及學生的受

訪者則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最多，各有 13 及 65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9.0%及

45.1%。 

經由卡方檢定，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中的休閒娛樂資訊項目顯著性小於 =0.05，

此代表應捨棄職業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職業的受訪者在此

項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34 職業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職業 

項目 

軍公教 商 農漁牧礦 服務業 學生 家管 待業中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休閒娛樂 8(5.6) 1(0.7) - 13(9.0) 65(45.1) 1(0.7) 5(3.5) 17.963 0.022* 

旅遊資訊 6(4.2) 1(0.7) - 6(4.2) 31(21.5) 1(0.7) 2(1.4) 3.770 0.877 

消費資訊 4(2.8) 1(0.7) - 6(4.2) 28(19.4) 2(1.4) 2(1.4) 7.677 0.466 

健康百科 11(7.6) 1(0.7) - 12(8.3) 36(25.0) 1(0.7) 6(4.2) 8.371 0.398 

社會福利

措施 
7(4.9) 1(0.7) - 12(8.3) 32(22.2) 1(0.7) 2(1.4) 7.279 0.507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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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視力障礙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障礙為先天的受訪者，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最多，共有 66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45.8%，其次為選填健康百科資訊，共有 42 位，佔總回答人

數的 29.2%；後天(中途失明)的受訪者亦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最多，共有 44 位，佔

總回答人數的 30.6%、其次為選填健康百科資訊，共有 38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6.4%。 

經由卡方檢定，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由此

可知，視力障礙與生活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35 視力障礙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障礙 

項目 

先天 後天(中途失明)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休閒娛樂 66(45.8) 44(30.6) 3.267 0.195 

旅遊資訊 31(21.5) 24(16.7) 0.105 0.949 

消費資訊 28(19.4) 23(16.0) 0.236 0.889 

健康百科 42(29.2) 38(26.4) 1.129 0.569 

社會福利措施 33(22.9) 31(21.5) 1.099 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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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視力程度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的受訪者，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最多，共

有 57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39.6%，其次為選填健康百科資訊，共有 41 位，佔總回

答人數的 28.5%；全盲的受訪者亦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最多，共有 55 位，佔總回

答人數的 38.2%、其次為選填健康百科資訊，共有 40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7.8%。 

經由卡方檢定，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由此

可知，視力程度與生活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36 視力程度與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程度 

項目 

弱視(低視能) 全盲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休閒娛樂 57(39.6) 55(38.2) 0.286 0.593 

旅遊資訊 31(21.5) 25(17.4) 0.394 0.530 

消費資訊 30(20.8) 22(15.3) 1.026 0.311 

健康百科 41(28.5) 40(27.8) 0.159 0.690 

社會福利措施 30(20.8) 35(24.3) 1.669 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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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性別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的男性受訪者中，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與社會福利措施等需求佔最

多，各有 41 位，佔總回答人數 28.5%，其次為進修管道資訊，共有 28 位，佔總回

答人數的 19.4%；在回答此題的女性受訪者中，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需求佔最多，

共有 30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0.8%，其次為社會福利措施，共有 22 位，佔總回答

人數的 15.3%。 

經由卡方檢定，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性別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37 性別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性別 

項目 

男生 女生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按摩相關知識 18(12.5) 15(10.4) 1.156 0.282 

命理相關知識 10(6.9) 6(4.2) 0.000 1.000 

電腦相關知識 41(28.5) 30(20.8) 1.350 0.245 

進修管道資訊 28(19.4) 21(14.6) 0.909 0.340 

社會福利措施 41(28.5) 22(15.3) 0.318 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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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齡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年齡為 18 歲以下、40-49 歲及 50-5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電腦相關

知識佔最多，各有 26、3 及 13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8.1%、2.1%及 9.0%；19-

29 歲及 60 歲以上受訪者皆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及社會福利措施最多，每項各有 17

及 3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1.8%及 2.1%。 

經由卡方檢定，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中的命理相關知識、電腦相關知識、進

修管道資訊及社會福利措施等選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年齡與

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此四項求職技能方

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38 年齡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年齡 

項目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按摩相關知識 9(6.3) 9(6.3) 4(2.8) 2(1.4) 6(4.2) 1(0.7) 10.616 0.156 

命理相關知識 2(1.4) 6(4.2) 3(2.1) - 5(3.5) - 19.764 0.006* 

電腦相關知識 26(18.1) 17(11.8) 5(3.5) 3(2.1) 13(9.0) 3(2.1) 18.636 0.009* 

進修管道資訊 16(11.1) 16(11.1) 5(3.5) 1(0.7) 7(4.9) - 23.882 0.001* 

社會福利措施 20(13.9) 17(11.8) 4(2.8) 1(0.7) 12(8.3) 3(2.1) 15.975 0.025*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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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學歷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國中及大專(學)的受訪者，以選填電腦

相關知識佔最多，各有 10、11 及 26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6.9%、7.6%及

18.1%；學歷背景為高中職及研究所以上的受訪者則以選填社會福利措施資訊最

多，各有 24 及 66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6.7%及 4.2%。 

經由卡方檢定，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學歷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39 學歷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學歷 

項目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1 個數(%) 

按摩相關知識 2(1.4) 1(0.7) 12(8.3) 16(11.1) 1(0.7) 6.172 0.628 

命理相關知識 - 1(0.7) 3(2.1) 11(7.6) 1(0.7) 13.790 0.087 

電腦相關知識 10(6.9) 11(7.6) 19(13.2) 26(18.1) 3(2.1) 8.528 0.384 

進修管道資訊 4(2.8) 4(2.8) 17(11.8) 19(13.2) 4(2.8) 7.685 0.465 

社會福利措施 4(2.8) 9(6.3) 24(16.7) 20(13.9) 6(4.2) 7.549 0.479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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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職業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職業背景為軍公教、服務業、學生及待業中的受訪者，以選填電腦

相關知識最多，各有 7、10、41 及 5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4.9%、6.9%、28.5%及

3.5%；背景為商的受訪者則以選填社會福利措施資訊最多，共有 7 位，佔總回答

人數的 4.9%。 

經由卡方檢定，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職業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40 職業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職業 

項目 

軍公教 商 農漁牧礦 服務業 學生 家管 待業中 

P 值 顯著性 個數

(%) 

個數

(%)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按摩相關知識 3(2.1) 1(0.7) - 5(3.5) 15(10.4) 1(0.7) 2(1.4) 6.172 0.628 

命理相關知識 4(2.8) 1(0.7) - 1(0.7) 7(4.9) - 1(0.7) 13.790 0.087 

電腦相關知識 7(4.9) 1(0.7) - 10(6.9) 41(28.5) 1(0.7) 5(3.5) 8.528 0.384 

進修管道資訊 5(3.5) 1(0.7) - 7(4.9) 28(19.4) 1(0.7) - 7.685 0.465 

社會福利措施 1(0.7) 7(4.9) - 1(0.7) 1(0.7) 1(0.7) 1(0.7) 7.549 0.479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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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視力障礙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障礙為先天的受訪者，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最多，共有 43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9.9%，其次為選填社會福利措施資訊，共有 30 位，佔總回

答人數的 20.8%；後天(中途失明)的受訪者以選填社會福利措施資訊最多，共有 32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2.2%、其次為選填電腦相關知識，共有 26 位，佔總回答人

數的 18.1%。 

經由卡方檢定，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視力障礙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41 視力障礙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障礙 

項目 

先天 後天(中途失明)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按摩相關知識 17(11.8) 16(11.1) 1.013 0.602 

命理相關知識 7(4.9) 9(6.3) 1.429 0.489 

電腦相關知識 43(29.9) 26(18.1) 4.036 0.133 

進修管道資訊 25(17.4) 23(16.0) 0.762 0.683 

社會福利措施 30(20.8) 32(22.2) 2.859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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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視力程度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的受訪者，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最多，共

有 38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6.4%，其次為選填社會福利措施資訊，共有 33 位，佔

總回答人數的 22.9%；全盲的受訪者亦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最多，共有 33 位，佔

總回答人數的 38.2%、其次為選填社會福利措施資訊，共有 30 位，佔總回答人數

的 20.8%。 

經由卡方檢定，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由此

可知，視力程度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42 視力程度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程度 

項目 

弱視(低視能) 全盲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按摩相關知識 18(12.5) 15(10.4) 0.104 0.747 

命理相關知識 11(7.6) 5(3.5) 2.003 0.157 

電腦相關知識 38(26.4) 33(22.9) 0.116 0.733 

進修管道資訊 29(20.1) 20(13.9) 1.500 0.221 

社會福利措施 33(22.9) 30(20.8) 0.004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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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性別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的男性受訪者中，以選填面談技巧資訊佔最多，各有 36 位，佔總

回答人數 25.0%，其次為求職注意事項，共有 32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2.2%；在

回答此題的女性受訪者中，以選填各類公司簡介及就業服務方案佔最多，各有 21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4.6%，其次為求才資訊，共有 19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3.2%。 

經由卡方檢定，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性別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43 性別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性別 

項目 

男生 女生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面談技巧 36(25.0) 18(12.5) 0.640 0.424 

各類公司簡介 24(16.7) 21(14.6) 2.347 0.126 

就業服務方案 31(21.5) 21(14.6) 0.289 0.591 

求才資訊 26(18.1) 19(13.2) 0.623 0.430 

求職注意事項 32(22.2) 16(11.1) 0.533 0.465 

職業規範 28(19.4) 18(12.5) 0.677 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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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年齡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年齡為 18 歲以下的受訪者，以選填各類公司簡介及求職注意事

項最多，各有 24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6.7%；19-29 歲及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

皆以選填面談技巧資訊最多，各有 19 及 2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3.2%及

1.4%；30-3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職業規範資訊最多，共有 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8%；40-4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面談技巧資訊及職業規範資訊最多，皆有 2 位，

皆佔總回答人數的 1.4%；50-5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求職注意事項資訊最多，共有

5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3.5%。 

經由卡方檢定，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中的面談技巧、各類公司簡介、就業服

務方案、求才資訊、求職注意事項及職業規範等選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

代表應捨棄年齡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

此六項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44 年齡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年齡 

項目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面談技巧 23(16.0) 19(13.2) 3(2.1) 2(1.4) 2(1.4) 2(1.4) 34.883 0.000* 

各類公司簡介 24(16.7) 12(8.3) 1(0.7) 1(0.7) 4(2.8) - 22.270 0.002* 

就業服務方案 23(16.0) 15(10.4) 3(2.1) 1(0.7) 4(2.8) 1(0.7) 21.086 0.004* 

求才資訊 21(14.6) 12(8.3) 3(2.1) 1(0.7) 3(2.1) - 18.729 0.009* 

求職注意事項 24(16.7) 14(9.7) 2(1.4) - 5(3.5) 1(0.7) 23.135 0.002* 

職業規範 21(14.6) 11(7.6) 4(2.8) 2(1.4) 3(2.1) 1(0.7) 15.596 0.029*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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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學歷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高中職及大專(學)的受訪者，以選填面

談技巧資訊佔最多，各有 6、22 及 20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4.2、15.3 及 13.9%；

學歷背景為國中的受訪者則以選填求才資訊最多，共有 7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4.9%；學歷背景為研究所以上的受訪者則以選填各類公司簡介資訊及求職注意事

項資訊最多，各有 3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4%。 

經由卡方檢定，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學歷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45 學歷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學歷 

項目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1 個數(%) 

面談技巧 6(4.2) 3(4.2) 22(15.3) 20(13.9) 2(1.4) 8.633 0.195 

各類公司簡介 5(3.5) 5(3.5) 20(13.9) 11(7.6) 3(2.1) 6.017 0.421 

就業服務方案 4(2.8) 6(4.2) 22(15.3) 18(12.5) 2(1.4) 9.658 0.140 

求才資訊 3(2.1) 7(4.9) 20(13.9) 13(9.0) 2(1.4) 9.989 0.125 

求職注意事項 6(4.2) 2(1.4) 22(15.3) 14(9.7) 3(2.1) 9.319 0.156 

職業規範 4(2.8) 5(3.5) 19(13.2) 15(10.4) - 5.170 0.522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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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職業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職業背景為軍公教的受訪者，以選填職業規範資訊最多，共有 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8%；背景為服務業的受訪者則以選填就業服務方案資訊最

多，共有 6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4.2%；受訪者為學生身份者以選填面談技巧最

多，共有 40 位，佔總回答人數 27.8%。 

經由卡方檢定，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中的面談技巧、各類公司簡介、就業服

務方案、求才資訊、求職注意事項及職業規範等選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

代表應捨棄職業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職業的受訪者在

此六項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46 職業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職業 

項目 

軍公教 商 農漁牧礦 服務業 學生 家管 待業中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面談技巧 2(1.4) 1(0.7) - 5(3.5) 40(27.8) 1(0.7) 1(0.7) 22.796 0.004* 

各類公司簡介 1(0.7) 1(0.7) - 4(2.8) 33(22.9) 1(0.7) 1(0.7) 18.878 0.016* 

就業服務方案 3(2.1) 1(0.7) - 6(4.2) 37(25.7) 1(0.7) 1(0.7) 19.288 0.013* 

求才資訊 2(1.4) 1(0.7) - 4(2.8) 32(22.2) 1(0.7) 1(0.7) 15.716 0.047* 

求職注意事項 2(1.4) 1(0.7) - 4(2.8) 36(25.0) - - 22.057 0.005* 

職業規範 4(2.8) 1(0.7) - 3(2.1) 31(21.5) 1(0.7) 1(0.7) 16.266 0.039*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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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視力障礙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障礙為先天的受訪者，以選填面談技巧最多，共有 36 位，佔

總回答人數的 25.0%，其次為選填求職注意事項，共有 31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1.5%；後天(中途失明)的受訪者以選填就業服務方案最多，共有 21 位，佔總回答

人數的 14.6%、其次為選填面談技巧及各類公司簡介，各有 17 位，各佔總回答人

數的 11.8%。 

經由卡方檢定，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中的求職注意事項顯著性小於 =0.05，

此代表應捨棄視力障礙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視力障礙

起源的受訪者在此項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47 視力障礙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障礙 

項目 

先天 後天(中途失明)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面談技巧 36(25.0) 17(11.8) 4.472 0.093 

各類公司簡介 27(18.8) 17(11.8) 0.983 0.612 

就業服務方案 29(20.1) 21(14.6) 3.674 0.159 

求才資訊 25(17.4) 18(12.5) 4.542 0.103 

求職注意事項 31(21.5) 15(10.4) 7.387 0.025* 

職業規範 27(18.8) 18(12.5) 0.662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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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視力程度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的受訪者，以選填面談技巧資訊最多，共

有 33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2.9%，其次為選填就業服務方案資訊及職業規範資

訊，各有 29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0.1%；全盲的受訪者以選填就業服務方案最

多，共有 23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6.0%、其次為選填求職注意事項資訊，共有 22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5.3%。 

經由卡方檢定，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視力程度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48 視力程度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程度 

項目 

弱視(低視能) 全盲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面談技巧 33(22.9) 21(14.6) 2.822 0.093 

各類公司簡介 26(18.1) 19(13.2) 0.850 0.356 

就業服務方案 29(20.1) 23(16.0) 0.443 0.506 

求才資訊 26(18.1) 19(13.2) 0.850 0.356 

求職注意事項 26(18.1) 22(15.3) 0.125 0.723 

職業規範 29(20.1) 17(11.8) 3.253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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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性別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的男性受訪者中，以選填與人溝通的技巧佔最多，共有 60 位，佔

總回答人數數 41.7%，其次為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共有 42 位，佔總回答人

數的 29.2%；在回答此題的女性受訪者中，亦以選填與人溝通的技巧最多，共有

41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8.5%，其次亦為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共有 28 位，

佔總回答人數的 19.4%。 

經由卡方檢定，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性別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49 性別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性別 

項目 

男生 女生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與人溝通的技巧 60(41.7) 41(28.5) 1.382 0.240 

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 42(29.2) 28(19.4) 0.363 0.547 

男女之間相處之道 28(19.4) 10(6.9) 2.755 0.097 

親子之間相處之道 27(18.8) 14(9.7) 0.275 0.600 

師長或上司間相處之道 28(19.4) 17(11.8) 0.002 0.963 

社交禮儀 37(25.7) 22(15.3) 0.002 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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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齡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年齡為 18 歲以下、19-29 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及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以選填與人溝通的技巧最多，各有 39、18、6、3、12 及 8 位，

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27.1%、12.5%、4.2%、2.1%、8.3%及 5.6%。 

經由卡方檢定，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中的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師長或

上司間相處之道及社交禮儀等選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年齡與

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此三項人際關係方

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50 年齡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年齡 

項目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與人溝通的技巧 39(27.1) 18(12.5) 6(4.2) 3(2.1) 12(8.3) 8(5.6) 10.227 0.176 

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 32(22.2) 14(9.7) 6(4.2) 3(2.1) 8(5.6) 3(2.1) 16.566 0.020* 

男女之間相處之道 17(11.8) 9(6.3) 3(2.1) 2(1.4) 3(2.1) 1(0.7) 9.284 0.233 

親子之間相處之道 16(11.1) 9(6.3) 3(2.1) 3(2.1) 4(2.8) 4(2.8) 8.316 0.306 

師長或上司間相處之道 17(11.8) 15(10.4) 2(1.4) 3(2.1) 5(3.5) 1(0.7) 24.430 0.001* 

社交禮儀 25(17.4) 14(9.7) 5(3.5) 1(0.7) 7(4.9) 4(2.8) 15.981 0.025*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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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學歷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高中職、大專(學)及研究所以上的受訪

者，以選填與人溝通的技巧最多，各有 16、35、32 及 4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1.1%、24.3%、22.2%及 2.8%；學歷背景為國中的受訪者則以選填和朋友或同學

談心的方法最多，共有 13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9.0%。 

經由卡方檢定，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學歷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51 學歷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學歷 

項目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與人溝通的技巧 16(11.1) 11(7.6) 35(24.3) 32(22.2) 4(2.8) 3.167 0.788 

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 13(9.0) 13(9.0) 22(15.3) 18(12.5) 3(2.1) 8.547 0.201 

男女之間相處之道 4(2.8) 7(4.9) 13(9.0) 12(8.3) 2(1.4) 4.608 0.595 

親子之間相處之道 4(2.8) 5(3.5) 13(9.0) 16(11.1) 3(2.1) 4.672 0.587 

師長或上司間相處之道 3(2.1) 6(4.2) 16(11.1) 18(12.5) 2(1.4) 7.891 0.246 

社交禮儀 8(5.6) 7(4.9) 18(12.5) 22(15.3) 2(1.4) 4.167 0.654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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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職業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職業背景為軍公教、服務業、學生、家管及待業中的受訪者，以選

填與人溝通的技巧最多，各有 8、12、55、2 及 5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5.6%、

8.3%、38.2%、1.4%及 3.5%。 

經由卡方檢定，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中的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與社交禮

儀等選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職業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無

關的假設。亦即，不同職業的受訪者在此兩項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

聯。 

表 4-52 職業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職業 

項目 

軍公教 商 農漁牧礦 服務業 學生 家管 待業中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與人溝通的技巧 8(5.6) 1(0.7) - 12(8.3) 55(38.2) 2(1.4) 5(3.5) 7.026 0.534 

和朋友或同學談心

的方法 
5(3.5) 1(0.7) - 10(6.9) 47(32.6) 1(0.7) 4(2.8) 23.592 0.003* 

男女之間相處之道 3(2.1) 1(0.7) - 4(2.8) 27(18.8) 1(0.7) 2(1.4) 15.084 0.058 

親子之間相處之道 5(3.5) 1(0.7) - 4(2.8) 24(16.7) 1(0.7) 2(1.4) 5.027 0.755 

師長或上司間相處

之道 
3(2.1) 1(0.7) - 6(4.2) 30(20.8) 1(0.7) 1(0.7) 13.554 0.094 

社交禮儀 2(1.4) 1(0.7) - 6(4.2) 38(26.4) 2(1.4) 2(1.4) 15.623 0.048*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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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視力障礙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障礙為先天的受訪者，以選填與人溝通的技巧最多，共有 61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42.4%，其次為選填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共有 45 位，

佔總回答人數的 31.3%；後天(中途失明)的受訪者亦以選填與人溝通的技巧最多，

共有 39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7.1%、其次亦為選填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共

有 2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6.7%。 

經由卡方檢定，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視力障礙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53 視力障礙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障礙 

項目 

先天 後天(中途失明)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與人溝通的技巧 61(42.4) 39(27.1) 3.364 0.186 

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 45(31.3) 24(16.7) 4.303 0.116 

男女之間相處之道 24(16.7) 13(9.0) 2.049 0.359 

親子之間相處之道 24(16.7) 16(11.1) 0.763 0.683 

師長或上司間相處之道 26(18.1) 17(11.8) 4.882 0.087 

社交禮儀 36(25.0) 21(14.6) 4.711 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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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視力程度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的受訪者，以選填與人溝通的技巧最多，

共有 52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36.1%，其次為選填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共有

40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7.8%；全盲的受訪者亦以選填與人溝通的技巧最多，共

有 49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34.0%、其次亦為選填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共有

30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0.8%。 

經由卡方檢定，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視力程度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54 視力程度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程度 

項目 

弱視(低視能) 全盲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與人溝通的技巧 52(36.1) 49(34.0) 0.048 0.826 

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 40(27.8) 30(20.8) 1.397 0.237 

男女之間相處之道 22(15.3) 16(11.1) 0.699 0.403 

親子之間相處之道 25(17.4) 16(11.1) 1.816 0.178 

師長或上司間相處之道 24(16.7) 21(14.6) 0.041 0.840 

社交禮儀 32(22.2) 27(18.8) 0.186 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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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性別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的男性受訪者中，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最多，共有 47 位，佔總回

答人數 32.6%，其次為音樂新知，共有 29.9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0.1%；在回答此

題的女性受訪者中，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及音樂新知佔最多，各有 30 位，各佔總

回答人數的 20.8%，其次為史地新知與藝術新知，各有 17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1.8%。 

經由卡方檢定，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中的宗教新知及哲學新知等選填項目顯

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性別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

即，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此兩項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55 性別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性別 

項目 

男生 女生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資訊科技新知 47(32.6) 30(20.8) 0.151 0.698 

史地新知 29(20.1) 17(11.8) 0.009 0.926 

音樂新知 43(29.9) 30(20.8) 0.817 0.366 

藝術新知 27(18.8) 17(11.8) 0.035 0.852 

體育新知 19(13.2) 11(7.6) 0.011 0.916 

語言新知 34(23.6) 14(9.7) 2.133 0.144 

宗教新知 28(19.4) 8(5.6) 4.780 0.029* 

哲學新知 22(15.3) 6(4.2) 3.831 0.050* 

科學新知 28(19.4) 14(9.7) 0.439 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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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年齡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年齡為 18 歲以下的受訪者，以選填音樂新知最多，各有 27 位，各

佔總回答人數的 18.8%；19-29 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及 60 歲以上的受

訪者皆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最多，各有 19、6、3、13 及 6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3.2%、4.2%、2.1%、9.0%及 4.2%。 

經由卡方檢定，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中的資訊科技新知、藝術新知及哲學新

知等選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年齡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無

關的假設。亦即，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此三項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

聯。 

表 4-56 年齡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年齡 

項目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資訊科技新知 25(17.4) 19(13.2) 6(4.2) 3(2.1) 13(9.0) 6(4.2) 15.992 0.025* 

史地新知 16(11.1) 13(9.0) 1(0.7) 2(1.4) 5(3.5) 4(2.8) 12.727 0.079 

音樂新知 27(18.8) 14(9.7) 5(3.5) 2(1.4) 12(8.3) 4(2.8) 6.618 0.470 

藝術新知 14(9.7) 14(9.7) 2(1.4) 1(0.7) 5(3.5) 5(3.5) 14.801 0.039* 

體育新知 12(8.3) 8(5.6) 3(2.1) 1(0.7) 2(1.4) 3(2.1) 7.216 0.407 

語言新知 19(13.2) 13(9.0) 3(2.1) 2(1.4) 6(4.2) 3(2.1) 10.115 0.182 

宗教新知 9(6.3) 8(5.6) 3(2.1) 1(0.7) 7(4.9) 2(1.4) 7.686 0.361 

哲學新知 4(2.8) 9(6.3) - - 9(6.3) 1(0.7) 29.207 0.000* 

科學新知 12(8.3) 11(7.6) 4(2.8) 1(0.7) 10(6.9) 2(1.4) 13.469 0.061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95 
 

 (二十七)學歷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及國中的受訪者，以選填音樂新知佔最

多，各有 8 及 11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5.6%及 7.6%；學歷背景為高中職及大專

(學)的受訪者則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最多，各有 27 及 30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8.8%及 20.8%；學歷背景為研究所以上的受訪者則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音樂新

知、藝術新知、體育新知及科學新知最多，各有 4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2.8%。 

經由卡方檢定，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中的資訊科技新知、體育新知項目顯著

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學歷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即，

不同職業的受訪者在此兩項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57 學歷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學歷 

項目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資訊科技新知 4(2.8) 11(7.6) 27(18.8) 30(20.8) 4(2.8) 21.940 0.001* 

史地新知 6(4.2) 3(2.1) 15(10.4) 19(13.2) 3(2.1) 6.318 0.389 

音樂新知 8(5.6) 11(7.6) 22(15.3) 24(16.7) 4(2.8) 8.398 0.210 

藝術新知 2(1.4) 5(3.5) 13(9.0) 18(12.5) 4(2.8) 11.311 0.079 

體育新知 4(2.8) 1(0.7) 7(4.9) 12(8.3) 4(2.8) 12.575 0.050* 

語言新知 6(4.2) 3(2.1) 17(11.8) 18(12.5) 2(1.4) 6.054 0.417 

宗教新知 1(07) 4(2.8) 11(7.6) 16(11.1) 3(2.1) 9.389 0.153 

哲學新知 1(0.7) 2(1.4) 9(6.3) 14(9.7) 2(1.4) 9.250 0.160 

科學新知 5(3.5) 6(4.2) 8(5.6) 19(13.2) 4(2.8) 11.243 0.081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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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職業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職業背景為軍公教、服務業及學生的受訪者，皆以選填資訊科技新

知最多，各有 7、12 及 43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4.9%、8.3%及 29.9%；背景為家

管及待業中的受訪者則以選填音樂新知最多，各有 6 及 8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4.2%及 5.6%。 

經由卡方檢定，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中的哲學新知項目顯著性小於 =0.05，

此代表應捨棄職業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職業的受訪者

在此項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58 職業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職業 

項目 

軍公教 商 農漁牧礦 服務業 學生 家管 待業中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資訊科技新知 7(4.9) 1(0.7) - 12(8.3) 43(29.9) 1(0.7) 4(2.8) 5.373 0.717 

史地新知 4(2.8) 1(0.7) - 4(2.8) 26(18.1) - 2(1.4) 11.158 0.193 

音樂新知 5(3.5) 1(0.7) - 10(6.9) 39(27.1) 6(4.2) 8(5.6) 7.789 0.454 

藝術新知 3(2.1) 1(0.7) - 6(4.2) 26(18.1) 1(0.7) 4(2.8) 6.719 0.567 

體育新知 4(2.8) 1(0.7) - 3(2.1) 17(11.8) - 2(1.4) 6.441 0.598 

語言新知 4(2.8) 1(0.7) - 5(3.5) 28(19.4) 2(1.4) 1(0.7) 10.884 0.208 

宗教新知 6(4.2) 1(0.7) - 5(3.5) 15(10.4) 1(0.7) 1(0.7) 10.482 0.233 

哲學新知 2(1.4) 1(0.7) - 4(2.8) 10(6.9) - - 26.261 0.001* 

科學新知 5(3.5) 1(0.7) - 6(4.2) 22(15.3) - 1(0.7) 5.582 0.694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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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視力障礙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障礙為先天的受訪者，以選填音樂新知最多，共有 47 位，佔

總回答人數的 32.6%，其次為選填資訊科技新知，共有 42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9.2%；後天(中途失明)的受訪者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最多，共有 33 位，佔總回答

人數的 22.9%、其次為選填音樂新知，共有 2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6.7%。 

經由卡方檢定，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視力障礙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59 視力障礙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障礙 

項目 

先天 後天(中途失明)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資訊科技新知 42(29.2) 33(22.9) 1.772 0.412 

史地新知 26(18.1) 20(13.9) 0.953 0.621 

音樂新知 47(32.6) 24(16.7) 7.585 0.023 

藝術新知 26(18.1) 16(11.1) 5.347 0.069 

體育新知 18(12.5) 12(8.3) 0.743 0.690 

語言新知 32(22.2) 16(11.1) 4.181 0.124 

宗教新知 23(16.0) 13(9.0) 1.804 0.406 

哲學新知 14(9.7) 14(9.7) 1.065 0.587 

科學新知 19(13.2) 23(16.0) 3.847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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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視力程度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的受訪者，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最多，共

有 38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6.4%，其次為選填音樂新知，共有 37 位，佔總回答人

數的 25.7%；全盲的受訪者亦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最多，共有 39 位，佔總回答人

數的 27.1%、其次亦為選填音樂新知，共有 36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5.0%。 

經由卡方檢定，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視力程度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60 視力程度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程度 

項目 

弱視(低視能) 全盲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資訊科技新知 38(26.4) 39(27.1) 0.495 0.482 

史地新知 28(19.4) 18(12.5) 2.091 0.148 

音樂新知 37(25.7) 36(25.0) 0.116 0.733 

藝術新知 25(17.4) 19(13.2) 0.569 0.451 

體育新知 15(10.4) 15(10.4) 0.066 0.797 

語言新知 30(20.8) 18(12.5) 3.130 0.077 

宗教新知 18(12.5) 18(12.5) 0.003 0.773 

哲學新知 15(10.4) 13(9.0) 0.031 0.861 

科學新知 20(13.9) 22(15.3) 0.474 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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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性別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的男性受訪者中，以選填時事新聞提要資訊佔最多，各有 50 位，

佔總回答人數數 34.7%，其次為健康常識資訊，共有 48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33.3%；在回答此題的女性受訪者中，以選填健康常識及時事新聞提要資訊佔最

多，各有 29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20.1%，其次為財務管理資訊，共有 22 位，佔

總回答人數的 15.3%。 

經由卡方檢定，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性別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61 性別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性別 

項目 

男生 女生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常見騙術 22(15.3) 11(7.6) 0.317 0.573 

財務管理 33(22.9) 22(15.3) 0.237 0.626 

流行事物 31(21.5) 21(14.6) 0.289 0.591 

健康常識 48(33.3) 29(20.1) 0.002 0.966 

儀容服飾 22(15.3) 14(9.7) 0.040 0.842 

時事新聞提要 50(34.7) 29(20.1) 0.047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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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年齡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年齡為 18 歲以下的受訪者，以選填時事新聞提要資訊最多，共有

27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8.8%；19-2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財務管理與健康常識的資

訊最多，各有 15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0.4%；30-3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財務管理

資訊最多，共有 6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4.2%；50-59 歲及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選填

健康常識資訊最多，各有 13 及 10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9.0%及 6.9%。 

經由卡方檢定，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中的財務管理及儀容服飾等選填項目顯

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年齡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

即，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此兩項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62 年齡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年齡 

項目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常見騙術 9(6.3) 9(6.3) 3(2.1) 1(0.7) 8(5.6) 3(2.1) 12.547 0.084 

財務管理 15(10.4) 15(10.4) 6(4.2) 1(0.7) 10(6.9) 7(4.9) 21.443 0.003* 

流行事物 20(13.9) 11(7.6) 5(3.5) 1(0.7) 9(6.3) 4(2.8) 8.010 0.332 

健康常識 23(16.0) 15(10.4) 5(3.5) 4(2.8) 13(9.0) 10(6.9) 11.176 0.131 

儀容服飾 13(9.0) 14(9.7) 2(1.4) - 5(3.5) 1(0.7) 24.071 0.001* 

時事新聞提要 27(18.8) 14(9.7) 5(3.5) 4(2.8) 11(7.6) 8(5.6) 2.642 0.916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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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學歷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及高中職的受訪者，以選填時事新聞提要

資訊佔最多，各有 9 及 29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6.3%及 20.1%；學歷背景為國

中、大專(學)及研究所以上的受訪者則以選填健康常識資訊最多，各有 10、30 及 7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6.9%、20.8%及 4.9%。 

經由卡方檢定，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中的常見騙術、財務管理及健康常識等

選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學歷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

假設。亦即，不同學歷的受訪者在此三項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63 學歷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學歷 

項目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常見騙術 1(0.7) 1(0.7) 12(8.3) 15(10.4) 3(2.1) 15.813 0.015* 

財務管理 2(1.4) 4(2.8) 21(14.6) 22(15.3) 5(3.5) 19.353 0.004* 

流行事物 3(2.1) 6(4.2) 21(14.6) 16(11.1) 3(2.1) 10.615 0.101 

健康常識 8(5.6) 10(6.9) 21(14.6) 30(20.8) 7(4.9) 13.749 0.033* 

儀容服飾 3(2.1) 3(2.1) 10(6.9) 15(10.4) 3(2.1) 8.196 0.224 

時事新聞提要 9(6.3) 8(5.6) 29(20.1) 27(18.8) 5(3.5) 7.028 0.318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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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職業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職業背景為軍公教的受訪者，以選填健康常識資訊最多，共有 11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7.6%；背景為服務業的受訪者則以選填流行事物資訊最多，

共有 11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7.6%；受訪者為學生身份者以選填時事新聞提要資訊

最多，共有 41 位，總佔回答人數 28.5%；背景為待業中的受訪者則以選填健康常

識資訊最多，共有 6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4.2%。 

經由卡方檢定，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學歷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64 職業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職業 

項目 

軍公教 商 農漁牧礦 服務業 學生 家管 待業中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常見騙術 2(1.4) 1(0.7) - 5(3.5) 16(11.1) - 4(2.8) 9.102 0.334 

財務管理 7(4.2) 1(0.7) - 8(5.6) 26(18.1) 1(0.7) 4(2.8) 3.763 0.878 

流行事物 4(2.8) 1(0.7) - 11(7.6) 28(19.4) 2(1.4) 1(0.7) 13.141 0.107 

健康常識 11(7.6) 1(0.7) - 9(6.3) 37(25.7) 2(1.4) 6(4.2) 10.535 0.229 

儀容服飾 2(1.4) 1(0.7) - 3(2.1) 24(16.7) - 1(0.7) 10.977 0.203 

時事新聞提要 9(6.3) 1(0.7) - 10(6.9) 41(28.5) 3(2.1) 2(1.4) 7.192 0.516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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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視力障礙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障礙為先天的受訪者，以選填時事新聞提要資訊最多，共有

4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30.6%，其次為選填健康常識資訊，共有 37 位，佔總回答

人數的 25.7%；後天(中途失明)的受訪者以選填健康常識資訊最多，共有 39 位，佔

總回答人數的 27.1%、其次為選填時事新聞提要，共有 3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3.6%。 

經由卡方檢定，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

由此可知，學歷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65 視力障礙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障礙 

項目 

先天 後天(中途失明)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常見騙術 16(11.1) 16(11.1) 1.509 0.470 

財務管理 28(19.4) 26(18.1) 0.831 0.660 

流行事物 29(20.1) 21(14.6) 3.674 0.159 

健康常識 37(25.7) 39(27.1) 3.903 0.142 

儀容服飾 20(13.9) 15(10.4) 0.688 0.709 

時事新聞提要 44(30.6) 34(23.6) 0.020 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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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視力程度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的受訪者，以選填時事新聞提要資訊最

多，共有 46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31.9%，其次為選填健康常識資訊，共有 40 位，

佔總回答人數的 27.8%；全盲的受訪者以選填健康常識最多，共有 37 位，佔總回

答人數的 25.7%、其次為選填時事新聞提要資訊，共有 33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2.9%。 

經由卡方檢定，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中流行事物資訊顯著性小於 =0.05，此

代表應捨棄視力程度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視力障礙起

源的受訪者在此項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存有顯著關聯。 

表 4-66 視力程度與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交叉分析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視力程度 

項目 

弱視(低視能) 全盲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常見騙術 14(9.7) 19(13.2) 1.600 0.206 

財務管理 33(22.9) 22(15.3) 2.235 0.135 

流行事物 33(22.9) 19(13.2) 4.222 0.040* 

健康常識 40(27.8) 37(25.7) 4.001 0.972 

儀容服飾 20(13.9) 16(11.1) 0.232 0.630 

時事新聞提要 46(31.9) 33(22.9) 2.648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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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瞭解此次調查對象在圖書資訊取得的途徑上是否會有不同的需求，擬

就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背景（性別、年齡、學歷）對於他們圖書資訊取得的途徑(目

的、資料類型、困難）進行交叉分析。 

 (三十七)性別與查找資料目的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的男性受訪者中，以選填滿足興趣/嗜好佔最多，共有 57 位，佔總

回答人數 39.6%，其次為休閒娛樂，共有 56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38.9%；在回答

此題的女性受訪者中，以選填滿足興趣/嗜好及休閒娛樂佔最多，各有 31 位，各佔

總回答人數的 21.5%。 

經由卡方檢定，查找資料目的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由此可

知，性別與查找資料目的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67 性別與查找資料目的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性別 

項目 

男生 女生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滿足興趣/嗜好 57(39.6) 31(21.5) 2.007 0.367 

休閒娛樂 56(38.9) 31(21.5) 0.327 0.567 

旅遊資訊 17(11.8) 17(11.8) 2.967 0.085 

健康醫療資訊 22(15.3) 16(11.1) 0.467 0.494 

工作資訊 16(11.1) 9(6.3) 0.029 0.865 

課業資訊 32(22.2) 13(9.0) 2.071 0.150 

社交資訊 19(13.2) 10(6.9) 0.141 0.707 

獲取知識 41(28.5) 9(13.2) 1.493 0.222 

自我成長肯定 34(23.6) 17(11.8) 0.585 0.444 

獲取子女教育資訊 6(4.2) 4(2.8) 0.029 0.866 

解答疑惑 34(23.6) 17(11.8) 0.585 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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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年齡與查找資料目的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年齡為 18 歲以下的受訪者，以選填滿足興趣/嗜好最多，共有 38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6.4%；19-2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休閒娛樂最多，共有 17 位，

佔總回答人數的 11.8%；30-3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休閒娛樂最多，共有 7 位，佔總

回答人數的 4.9%；50-59 歲以選填滿足興趣/嗜好最多，共有 13 位，佔總回答人數

的 4.9%、60 歲以上的受訪者選填滿足興趣/嗜好及健康醫療資訊最多，各有 5 位，

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3.5%。 

經由卡方檢定，查找資料目的中的休閒娛樂、健康醫療資訊及課業資訊等選填

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年齡與查找資料目的無關的假設。亦即，

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此三項查找資料目的存有顯著關聯。 

表 4-68 年齡與查找資料目的交叉分析 

    年齡 

項目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滿足興趣/嗜好 38(26.4) 15(10.4) 4(2.8) 3(2.1) 13(9.0) 5(3.5) 17.279 0.242 

休閒娛樂 36(25.0) 17(11.8) 7(4.9) 3(2.1) 8(5.6) 4(2.8) 15.709 0.028* 

旅遊資訊 12(8.3) 9(6.3) 2(1.4) 1(0.7) 7(4.9) 2(1.4) 8.574 0.285 

健康醫療資訊 7(4.9) 8(5.6) 4(2.8) 3(2.1) 9(6.3) 5(3.5) 16.500 0.021* 

工作資訊 7(4.9) 7(4.9) 3(2.1) 1(0.7) 5(3.5) 1(0.7) 7.786 0.352 

課業資訊 19(13.2) 16(11.1) 2(1.4) - 3(2.1) - 36.643 0.000* 

社交資訊 12(8.3) 8(5.6) 2(1.4) 1(0.7) 5(3.5) 1(0.7) 8.938 0.257 

獲取知識 26(18.1) 11(7.6) 4(2.8) 2(1.4) 11(7.6) 3(2.1) 9.635 0.210 

自我成長肯定 15(10.4) 9(6.3) 3(2.1) 2(14) 11(7.6) 4(2.8) 5.115 0.646 

獲取子女教育資訊 1(0.7) 3(2.1) 1(0.7) 1(0.7) 3(2.1) 1(0.7) 7.459 0.383 

解答疑惑 18(12.5) 11(7.6) 4(2.8) 1(0.7) 9(6.3) 3(2.1) 7.120 0.416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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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學歷與查找資料目的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國中及大專(學)的受訪者，以選填滿足

興趣/嗜好佔最多，各有 16、9、25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1.1%、6.3%、17.4%；

學歷背景為高中職及研究所以上的受訪者則以選填休閒娛樂最多，各有 33 及 6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22.9%及 4.2%。 

經由卡方檢定，查找資料目的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由此可

知，學歷與查找資料目的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69 學歷與查找資料目的交叉分析 

    學歷 

項目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滿足興趣/嗜好 16(11.1) 9(6.3) 29(20.1) 25(17.4) 5(3.5) 6.313 0.900 

休閒娛樂 12(8.3) 9(6.3) 33(22.9) 24(16.7) 6(4.2) 9.099 0.168 

旅遊資訊 3(2.1) 1(0.7) 11(7.6) 13(9.0) 4(2.8) 11.784 0.067 

健康醫療資訊 2(1.4) 5(3.5) 9(6.3) 17(11.8) 4(2.8) 10.944 0.090 

工作資訊 3(2.1) 4(2.8) 6(4.2) 11(7.6) 1(0.7) 3.990 0.678 

課業資訊 6(4.2) 9(6.3) 13(9.0) 14(9.7) 2(1.5) 4.957 0.549 

社交資訊 2(1.4) 1(0.7) 11(7.6) 12(8.3) 3(2.1) 8.336 0.215 

獲取知識 9(6.3) 7(4.9) 20(13.9) 19(13.2) 3(2.1) 1.784 0.938 

自我成長肯定 5(3.5) 7(4.9) 16(11.1) 21(14.6) 2(1.4) 7.549 0.273 

獲取子女教育資訊 - - 2(1.4) 6(4.2) 2(1.4) 10.716 0.098 

解答疑惑 4(2.8) 8(5.6) 14(9.7) 21(14.6) 5(3.5) 8.255 0.220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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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性別與查找資料類型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的男性受訪者中，以選填視聽資料佔最多，各有 46 位，佔總回答

人數 31.9%，其次為圖書，共有 45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31.3%；在回答此題的女

性受訪者中，以選填圖書佔最多，共有 25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7.4%，其次為視

聽資料，共有 2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6.7%。 

由卡方檢定，查找資料類型中的研討會會議論文此項目顯著性小於 =0.05，此

代表應捨棄性別與查找資料類型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性別的受訪者在此項查找

資料類型存有顯著關聯。 

表 4-70 性別與查找資料類型交叉分析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性別 

項目 

男生 女生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圖書 45(31.3) 25(17.4) 0.185 0.667 

期刊雜誌 21(14.6) 6(4.2) 3.309 0.069 

視聽資料 46(31.9) 24(16.7) 0.600 0.438 

碩博士論文 9(6.3) 4(2.8) 0.276 0.599 

研討會會議論文 9(6.3) - 5.760 0.016* 

參考工具書 22(15.3) 8(5.6) 1.898 0.168 

網路資源 36(25.0) 15(10.4) 2.204 0.138 

音樂資料 17(11.8) 5(3.5) 2.418 0.120 

地理資料 10(6.9) 3(2.1) 1.268 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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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年齡與查找資料類型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年齡為 18 歲以下及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以選填視聽資料最多，各

有 28 及 8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9.4%及 5.6%；19-29 歲、30-39 歲、40-49 歲的受

訪者以選填圖書最多，各有 23、17、5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6.0%、11.8%及

3.5%；50-5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網路資源最多，共有 10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6.9%。  

經由卡方檢定，查找的資料類型中的圖書及期刊雜誌等選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年齡與查找的資料類型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年齡的受訪

者在此兩項資料類型存有顯著關聯。 

表 4-71 年齡與查找資料類型交叉分析 

    年齡 

項目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圖書 23(16.0) 23(16.0) 17(11.8) 5(3.5) 2(1.4) 4(2.8) 21.010 0.004* 

期刊雜誌 5(3.5) 9(6.3) 1(0.7) - 9(6.3) 2(1.4) 22.089 0.002* 

視聽資料 28(19.4) 8(5.6) 5(3.5) 4(2.8) 6(4.2) 8(5.6) 11.566 0.116 

碩博士論文 2(1.4) 5(3.5) 1(0.7) - 4(4.1) - 11.448 0.120 

研討會會議論文 3(2.1) 3(2.1) - 3(2.1) 3(2.1) - 7.237 0.405 

參考工具書 11(7.6) 9(6.3) 2(1.4) - 5(3.5) 2(1.4) 9.632 0.210 

網路資源 22(15.3) 10(6.9) 2(1.4) 3(2.1) 10(6.9) 2(1.4) 10.872 0.144 

音樂資料 10(6.9) 2(1.4) 2(1.4) 1(0.7) 6(4.2) 1(0.7) 7.857 0.345 

地理資料 7(4.9) 2(1.4) - 1(0.7) 3(2.1) 1(0.7) 4.964 0.664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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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學歷與查找資料類型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國中及高中職的受訪者，以選填視聽資

料佔最多，各有 15、10 及 21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0.4%、6.9%及 14.6%；學歷

背景為大專(學)的受訪者以選填圖書佔最多，佔總人數的 18.1%；研究所以上的受

訪者則以選填參考工具書最多，共有 1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9.7%。 

經由卡方檢定，查找資料類型中的碩博士論文此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

代表應捨棄學歷與查找資料類型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學歷的受訪者在此項資料

類型存有顯著關聯。 

表 4-72 學歷與查找資料類型交叉分析 

    學歷 

項目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圖書 10(6.9) 6(4.2) 2(1.4) 26(18.1) 4(2.8) 4.800 0.570 

期刊雜誌 1(0.7) 2(1.4) 6(4.2) 14(9.7) 3(2.1) 11.887 0.065 

視聽資料 15(10.4) 10(6.9) 21(14.6) 19(13.2) 2(1.4) 9.362 0.154 

碩博士論文 1(0.7) - 2(1.4) 7(4.9) 3(2.1) 14.233 0.027* 

研討會會議論文 1(0.7) - 3(2.1) 4(2.8) 1(0.7) 2.652 0.851 

參考工具書 3(2.1) 1(0.7) 11(7.6) 11(7.6) 14(9.7) 9.114 0.167 

網路資源 7(4.9) 8(5.6) 16(11.1) 16(11.1) 2(1.4) 3.634 0.726 

音樂資料 1(0.7) 1(0.7) 12(8.3) 6(4.2) 2(1.4) 9.038 0.171 

地理資料 1(0.7) 2(1.4) 6(4.2) 4(2.8) - 2.941 0.816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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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性別與查找資料遭遇的困難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的男性受訪者中，以選填圖書資料品質不佳佔最多，共有 37 位，

佔總回答人數 25.7%，其次為無障礙環境不佳，共有 3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3.6%；在回答此題的女性受訪者中，以選填無障礙環境不佳最多，共有 17 位，

佔總回答人數的 11.8%，其次為不知怎麼找資料，共有 16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1.1%。 

經由卡方檢定，查找資料遭遇的困難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0.05，由

此可知，性別與查找資料遭遇的困難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表 4-73 性別與查找資料遭遇的困難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性別 

項目 

男生 女生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圖書資料品質不佳 37(25.7) 13(9.0) 4.322 0.038 

不知怎麼找資料 26(18.1) 16(11.1) 0.009 0.925 

圖書資料太舊 24(16.7) 12(8.3) 0.356 0.551 

不會操作系統/設備 28(19.4) 15(10.4) 0.179 0.672 

缺乏資料內容簡介 18(12.5) 11(7.6) 0.003 0.957 

無障礙環境不佳 34(23.6) 17(11.8) 0.585 0.444 

交通不便 18(12.5) 9(6.3) 0.246 0.620 

找不到人協助 16(11.1) 9(6.3) 0.029 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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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年齡與查找資料資料遭遇困難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年齡為 18 歲以下的受訪者，以選填圖書資料品質不佳最多，共有

17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1.8%；19-29 歲、40-49 歲及 50-5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無

障礙環境不佳最多，各有 15、3 及 10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0.4%、2.1%及

6.9%；30-3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圖書資料太舊最多，共有 5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3.5%；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選填不會操作系統/設備及無障礙環境不佳最多，各有 5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3.5%。 

經由卡方檢定，查找資料遭遇困難中的圖書資料品質不佳、不知怎麼找資料、

圖書資料太舊、無障礙環境不佳及交通不便等選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

表應捨棄年齡與查找資料遭遇困難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此五項

困難存有顯著關聯。 

表 4-74 年齡與查找資料遭遇困難交叉分析 

    年齡 

項目 

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圖書資料品質不佳 17(11.8) 6(4.2) 3(2.1) - 8(5.6) 3(2.1) 26.235 0.000* 

不知怎麼找資料 15(10.4) 7(4.9) 4(2.8) 1(0.7) 4(2.8) 2(1.4) 20.451 0.005* 

圖書資料太舊 9(6.3) 10(6.9) 5(3.5) - 10(6.9) - 23.858 0.001* 

不會操作系統/設備 14(9.7) 5(3.5) 2(1.4) 2(1.4) 6(4.2) 5(3.5) 8.105 0.323 

缺乏資料內容簡介 14(9.7) 6(4.2) 2(1.4) 1(0.7) 5(3.5) - 7.478 0.381 

無障礙環境不佳 7(4.9) 11(7.6) 3(2.1) 3(2.1) 10(6.9) 5(3.5) 30.360 0.000* 

交通不便 9(6.3) 10(6.9) 2(1.4) - 5(3.5) 1(0.7) 16.064 0.025* 

找不到人協助 8(5.6) 6(4.2) 2(1.4) - 7(4.9) 2(1.4) 9.961 0.191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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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學歷與查找資料遭遇困難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國中、高中職及研究所以上的受訪者，

以選填圖書資料品質不佳佔最多，各有 6、6、20 及 4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4.2%、4.2%、13. %9 及 4.8%；學歷背景為大專(學)的受訪者則以選填無障礙環境

不佳最多，共有 22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5.3%。 

經由卡方檢定，查找資料遭遇困難中的圖書資料太舊及無障礙環境不佳等選填

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學歷與查找資料遭遇困難無關的假設。亦

即，不同學歷的受訪者在此兩項困難存有顯著關聯。 

表 4-75 學歷與查找資料遭遇困難交叉分析 

    學歷 

項目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圖書資料品質不佳 6(4.2) 6(4.2) 20(13.9) 13(9.0) 4(2.8) 4.593 0.597 

不知怎麼找資料 5(3.5) 5(3.5) 20(13.9) 10(6.9) 1(0.7) 7.931 0.243 

圖書資料太舊 1(0.7) 2(1.4) 13(9.0) 15(10.4) 4(2.8) 15.738 0.015* 

不會操作系統/設備 7(4.9) 6(4.2) 14(9.7) 12(8.3) 3(2.1) 1.137 0.980 

缺乏資料內容簡介 6(4.2) 2(1.4) 8(5.6) 9(6.3) 2(1.4) 5.718 0.455 

無障礙環境不佳 1(0.7) 6(4.2) 17(11.8) 22(15.3) 4(2.8) 15.163 0.019* 

交通不便 3(2.1) 2(1.4) 8(5.6) 10(6.9) 2(1.4) 6.529 0.367 

找不到人協助 3(2.1) 3(2.1) 7(4.9) 9(6.3) 1(0.7) 6.187 0.403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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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瞭解此次調查對象在圖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是否會有不同的需求，

擬就視障者的視力程度及上網時間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介面功能、資訊內容進行

交叉分析。 

 (四十六)視力程度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的受訪者，以選填網站連結的分類方式最

多，共有 31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1.5%，其次為選填提供文字大小調整功能，共

有 26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8.1%；全盲的受訪者以選填增加網站超連結的內容描

述最多，共有 25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7.4%、其次亦為選填網站連結的分類方

式，共有 2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16.7%。 

經由卡方檢定，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中的提供文字大小調整功能選

填項目顯著性皆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學歷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

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視力程度的受訪者在此項功能存有顯著關聯。 

表 4-76 視力程度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交叉分析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視力程度 

項目 

弱視(低視能) 全盲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提供文字大小調整功能 26(18.1) 8(5.6) 10.607 0.001* 

提供顏色對比調整功能 9(6.3) 6(4.2) 0.420 0.517 

提供網站地圖功能 17(11.8) 22(15.3) 1.546 0.214 

網站連結的分類方式 31(21.5) 24(16.7) 0.653 0.419 

增加網站超連結的內容描述 25(17.4) 25(17.4) 0.133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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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視力程度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的受訪者，以選填個人休閒需求最多，共

有 40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7.8%，其次為選填教育學業需求，共有 25 位，佔總回

答人數的 17.4%；全盲的受訪者亦以選填個人休閒需求最多，共有 45 位，佔總回

答人數的 31.3%、其次亦為選填教育學業需求，共有 32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2.2%。 

經由卡方檢定，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

=0.05，由此可知，視力程度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

顯著關聯。 

表 4-77 視力程度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交叉分析 

註：題項為複選，N=144 

    視力程度 

項目 

弱視(低視能) 全盲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人休閒的需求 40(27.8) 45(31.3) 2.099 0.147 

教育學業的需求 25(17.4) 32(22.2) 2.557 0.110 

職業的需求 18(12.5) 12(8.3) 0.952 0.329 

公共議題的需求 16(11.1) 8(5.6) 2.454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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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上網時間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上網時間為 1 小時內、4-5 小時、6-7 小時的受訪者，以選填增加

網站超連結內容描述最多，各有 13、8 及 9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9.0%、5.6%及

6.3%；上網時間為 2-3 小時及 8-9 小時的受訪者以選填網站連結的分類方式最多，

各有 15 及 2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0.4%及 1.4%；上網時間為 10 小時以上的受

訪者選填提供網站地圖功能最多，共有 6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4.2%。 

經由卡方檢定，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中的增加網站超連結內容描述

此選填項目顯著性小於 =0.05，此代表應捨棄上網時間與增加網站超連結內容描述

無關的假設。亦即，不同上網時間的受訪者在此項項目存有顯著關聯。 

表 4-78 上網時間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交叉分析 

上網時間 

項目 

1 小時內 2-3 小時 4-5 小時 6-7 小時 8-9 小時 10 小時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提供文字大小調整功能 7(4.9) 12(8.3) 4(2.8) 3(2.1) - 1(0.7)  7.394 0.596 

提供顏色對比調整功能 3(2.1) 3(2.1) 1(0.7) 3(2.1) - -  5.748 0.765 

提供網站地圖功能 3(2.1) 10(6.9) 4(2.8) 2(1.4) 1(0.7) 6(4.2) 14.574 0.103 

網站連結的分類方式 9(6.3) 15(10.4) 8(5.6) 8(5.6) 2(1.4) 4(2.8) 16.031 0.066 

增加網站超連結內容描述 13(9.0) 11(7.6) 8(5.6) 9(6.3) - 2(1.4) 20.122 0.017* 

註 1：題項為複選，N=144 

註 2：*表示顯著性 值<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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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上網時間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交叉分析 

在回答此題上網時間為 1 小時內、2-3 小時、4-5 小時、6-7 小時的受訪者，以

選填個人休閒的需求最多，各有 18、21、11 及 6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2.5%、

14.6%、7.6%及 4.2%；上網時間為 10 小時以上的受訪者以選填教育學業的需求最

多共有 7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4.9%。 

經由卡方檢定，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中各選填項目顯著性皆高於 值

=0.05，由此可知，上網時間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

顯著關聯。 

表 4-79 上網時間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交叉分析 

上網時間 

項目 

1 小時內 2-3 小時 4-5 小時 6-7 小時 8-9 小時 10 小時以上 
P 值 顯著性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數(%) 

個人休閒的需求 18(12.5) 21(14.6) 11(7.6) 6(4.2) 1(0.7) 6(4.2) 5.956 0.744 

教育學業的需求 7(4.9) 15(10.4) 7(4.9) 3(2.1) 1(0.7) 7(4.9) 14.145 0.117 

職業的需求 6(4.2) 6(4.2) 5(3.5) 5(3.5) - 4(2.8) 15.051 0.090 

公共議題的需求 4(2.8) 9(6.3) 2(1.4) 4(2.8) 1(0.7) 2(1.4) 12.625 0.180 

註：題項為複選，N=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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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結 

本節內容主要在彙整視障者圖書近用使用需求統計分析的結果。以下分別就基

本資料、視力情況、使用經驗、資訊需求、資訊使用行為及交叉分析等方面與以說

明。 

 (一)基本資料分析結果 

1. 性別：以男性居多，佔 62.5%、女性為 37.5%。 

2. 年齡：以 18 歲以下居多，佔 37.5%、其次則為 19-29 歲，佔 16.0%。 

3. 學歷：以高中職居多，佔 35.9%，其次則為大專(學)，佔 31.3%。 

4. 職業：以學生居多，佔 52.1%、其次則為服務業，佔 13.2%，勾選其他選項

者，多為退休人士及按摩從業人員。 

 (二)視力情況分析結果 

1. 視力障礙源起：以先天的居多，佔 55.6%、後天(中途失明)，佔 43.1%。 

2. 視力程度：以弱視(低視能)的居多，佔 52.1%、全盲，佔 47.9%。 

3. 導致視力障礙因素：以疾病因素的居多，佔 55.6%，其次則為其他因素，佔

24.3%，包括：遺傳、不明等情況。 

4. 視力障礙發生至今的時間：以 10 年以上居多，佔 80.6%、其次則為 8-9

年，佔 11.1%。 

 (三)使用經驗分析結果 

1. 學習點字的時間：以 10 年以上居多，佔 31.3%、其次則為未曾學過，佔

30.6%。 

2. 使用電腦輔具的時間：以 10 年以上居多，佔 29.9%、其次為 1 年(含以下)，

佔 20.1%。 

3. 常上網地點：以家裡居多，佔 70.8%，其次為學校，佔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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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天平均上網時間：以 1 小時以內居多，佔 22.2%，其次則為 2-3 小時，佔

22.2%。 

5. 常使用的網路功能：以瀏覽網頁居多，佔 66.0%，其次為電子郵件，佔

46.5%。 

6. 上網至各圖書館查閱資料的頻率：以不常居多，佔 55.6%，其次為偶而(一

個月數次)，佔 18.1%。 

7. 親身至圖書館使用頻率：以未曾使用居多，佔 54.6%，其次為不常到訪，佔

18.5%。 

8. 未曾親身至圖書館使用的原因：以透過上網找資料居多，佔 60.0%，其次為

沒有需求，佔 33.8%。 

 (四)資訊需求分析結果 

1. 生活方面資訊需求：以提出休閒娛樂的受訪者居多，佔 77.8%，其次為健康

百科，佔 56.3%。 

2. 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以提出電腦相關知識的受訪者居多，佔 49.3%，其

次為社會福利措施，佔 43.8%。 

3. 就業工作方面資訊需求：以提出面談技巧的受訪者居多，佔 37.5%，其次為

就業服務方案，佔 36.1%。 

4. 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以提出與人溝通技巧的受訪者居多，佔 70.1%，其

次為和同學或朋友談心的方法，佔 48.6%。 

5. 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以提出資訊科技新知的受訪者居多，佔 53.5%，其

次為音樂新知，佔 50.7%。 

6. 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以提出時事 新聞提要的受 訪者居多 ，佔

54.9%，其次為健康常識，佔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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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資訊使用行為分析結果 

1. 查找資料的管道以提出家人、朋友居多，佔 66.7%，其次為勾選自行上網，

佔 59.0%。 

2. 對查找資料的目的以提出滿足興趣/嗜好居多，佔 61.1%，其次為勾選休閒

娛樂，佔 60.4%。 

3. 對查找資料的方法以提出請教圖書館館員居多，佔 45.4%，其次為勾選使用

圖書館網路查詢系統(如：OPAC)，佔 29.8%。 

4. 對查找資料的類型以提出圖書(包含點字與一般文字圖書)居多，佔回答者中

的 48.6%，其次為勾選網路資源，佔 35.4%。 

5. 對查找資料遭遇的困難以提出無障礙環境不佳居多，佔 18.8%，其次為勾選

圖書資料(如有聲書)品質不佳，佔 34.7%。 

6. 對查找資料遭遇困難時的做法以提出請親友協助居多，佔 57.6%，其次為勾

選請圖書館館員協助，佔 44.4%。 

7. 對常使用的閱讀媒介以提出有聲書居多，佔 45.8%，其次為勾選網路資源，

佔 41.0%。 

8. 對喜歡的閱讀媒介以提出選有聲書居多，佔 47.2%，其次為勾選網路資源，

佔 29.2%。 

9. 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使用頻率以提出未曾使用居多，佔 48.6%，其次為勾

選不常到訪，佔 16.7%。 

10. 對最常使用的視障資訊服務網站以提出教育部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居多，

佔 22.9%，其次為勾選臺北市立圖書館視障電子圖書館網站，佔 9.0%。 

11. 知道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管道以提出朋友介紹的選項居多，佔 26.4%，其

次為勾選自行上網得知，佔所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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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應具備的功能以提出網站連結的分類方式居

多，佔 38.2%，其次為勾選增加網站超連結的內容描述，佔 34.7%。 

13. 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應具備的資訊內容以提出個人休閒的需求的選項居

多，佔 59.0%，其次為勾選教育學業的需求，佔 39.6%。 

 (六) 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背景（性別、年齡、學歷、職業）及所需資訊主題（生

活、求職技能、就業工作、人際關係、尋找新知、社會常識）交叉分析結

果。(Q1) 

1. 性別 

(1) 就生活方面資訊需求而言，男性以選填休閒娛樂需求佔最多，其次為

健康百科；女性亦以選填休閒娛樂需求佔最多，其次亦為健康百科。 

(2) 就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男性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與社會福利

措施佔最多，其次為進修管道資訊；女性亦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佔最

多，其次為社會福利措施。 

(3) 就工作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男性以選填面談技巧資訊佔最多，其

次為求職注意事項；女性以選填各類公司簡介及就業服務方案佔最

多，其次為求才資訊。 

(4) 就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而言，男性以選填與人溝通技巧佔最多，其

次為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女性亦以選填與人溝通技巧佔最多，

其次亦為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 

(5) 就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而言，男性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佔最多，其

次為音樂新知；女性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及音樂新知佔最多，其次為

史地新知與藝術新知。 

(6) 就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而言，男性以選填時事新聞提要佔最

多，其次為健康常識資訊；女性以選填健康常識資訊及選填時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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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佔最多，其次為財務管理資訊。 

2. 年齡 

(1) 就生活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年齡為 18 歲以下、19-29 歲及 30-39 歲的

受訪者，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佔最多；40-49 歲、50-59 歲及 60 歲以上

則以選填健康百科資訊最多。 

(2) 就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年齡為 18 歲以下、40-49 歲及 50-5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佔最多；19-29 歲及 60 歲以上則以

選填電腦相關知識與社會福利措施最多。 

(3) 就工作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18 歲以下的受訪者，以選填各類公司

簡介及求職注意事項最多，各有 24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6.7%；19-

29 歲及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皆以選填面談技巧資訊最多，各有 19 及 2

位，各佔總回答人數的 13.2%及 1.4%；30-3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職業規

範資訊最多，共有 4 位，佔總回答人數的 2.8%；40-49 歲的受訪者以選

填面談技巧資訊及職業規範資訊最多，皆有 2 位，皆佔總回答人數的

1.4%；50-59 歲的受訪者以選填求職注意事項資訊最多，共有 5 位，佔

總回答人數的 3.5%。 

(4) 就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年齡為 18 歲以下、19-29 歲、30-39 歲

40-49 歲、50-59 歲及 60 歲以上以選填與人溝通技巧佔最多。 

(5) 就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年齡為 18 歲以下以選填音樂新知佔最

多；19-29 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及 60 歲以上以選填資訊科

技新知佔最多。 

(6) 就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年齡為 18 歲以下以選填時事新聞

提要佔最多；19-29 歲以選填財務管理及健康常識資訊最多；30-39 歲

以選填財務管理資訊最多；50-59 歲及 60 歲以上以選填健康常識資訊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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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歷 

(1) 就生活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國中、高中職及

大專(學)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佔最多；學歷背景為研究所以上以選填健

康百科資訊最多。 

(2) 就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國中及大專

(學)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佔最多；學歷背景為高中職及研究所以上以選

填社會福利措施最多。 

(3) 就工作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高中職及大

專(學)以選填面談技巧資訊佔最多；學歷背景為國中以選填求才資訊最

多，學歷背景為研究所以上以選填各類公司簡介及求職注意事項最

多。 

(4) 就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高中職、大

專(學) 及研究所以上以選填與人溝通技巧佔最多；學歷背景為國中以

選填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最多。 

(5) 就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及國中以選填

音樂新知佔最多；學歷背景為高中職及大專(學)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最

多；研究所以上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音樂新知、藝術新知及體育新

知較多。 

(6) 就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而言，學歷為國小(含以下)及高中職國中

及大專(學)以選填時事新聞提要佔最多；學歷為國中、大專(學)及研究

所以上以選填健康常識資訊最多。 

4. 職業 

(1) 就生活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職業背景為軍公教及待業中以選填健康百

科資訊佔最多；背景為服務業及學生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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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職業背景為軍公教、服務業、學生及

待業中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佔最多；背景為商則以選填社會福利措施最

多。 

(3) 就工作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職業背景為軍公教的受訪者，以選填

職業規範資訊佔最多；背景為服務業以選填就業服務方案最多；學生身

份者以選填面談技巧資訊佔最多。 

(4) 就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職業背景為軍公教、服務業、學生、

家管及待業中以選填與人溝通技巧佔最多。 

(5) 就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職業背景為軍公教、服務業及學生皆

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佔最多；背景為家管及待業中以選填音樂新知最

多。 

(6) 就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職業背景為軍公教以選填健康常

識資訊最多；服務業以選填流行事物資訊最多；學生以選填時事新聞提

要佔最多；待業中以選填健康常識資訊最多。 

5. 卡方分析 

(1) 性別與生活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相反地，年

齡、學歷與職業則與生活方面資訊存有顯著關聯。 

(2) 性別、學歷及職業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

聯。相反地，年齡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存有顯著關聯。 

(3) 性別及學歷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相

反地，年齡及職業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存有顯著關聯。 

(4) 年齡及職業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相

反地，性別及學歷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存有顯著關聯。 

(5) 性別尋找新知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相反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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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學歷、職業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存有顯著關聯。 

(6) 性別及職業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相反地，學歷及年齡與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存有顯著關聯。 

(7) 綜合此次受訪者卡方分析結果可知，推論不管受訪者具備何種背景，

其資訊需求主題可謂多元，但從結果中稍可瞭解在資訊需求主題方面

有顯著不同者，較與其學歷、年齡、職業有關，究其原因可能為因應

不同的功能性需求，所以需要不同的資訊內容，較不會因性別而改變

其資訊需求主題。 

(七)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視力情況（源起、程度）及所需資訊主題（生活、求職技

能、就業工作、人際關係、尋找新知、社會常識）交叉分析結果。(Q2) 

1. 視力障礙起源 

(1) 就生活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障礙為先天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最

多，其次為選填健康百科資訊；後天(中途失明)亦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

最多，其次為選填健康百科資訊。 

(2) 就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障礙為先天以選填電腦相關知識

最多，其次為選填社會福利措施；後天(中途失明)以選填社會福利措施

最多，其次為選填電腦相關知識。 

(3) 就工作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障礙為先天以選填面談技巧最

多，其次為選填就業服務方案；後天(中途失明)以選填就業服務方案最

多，其次為選填面談技巧及各類公司簡介。 

(4) 就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障礙為先天以選填與人溝通技巧

最多，其次為選填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後天(中途失明)亦以選填

與人溝通技巧最多，其次為選填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 

(5) 就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障礙為先天以選填音樂新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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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次為選填資訊科技新知；後天(中途失明)以選填資訊科技新知最

多，其次為選填音樂新知。 

(6) 就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障礙為先天以選填時事新聞

提要最多，其次為選填健康常識資訊；後天(中途失明)以選填健康常識

資訊最多，其次為選填時事新聞提要。 

2. 視力程度 

(1) 就生活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以選填休閒娛樂

資訊最多，其次為選填健康百科資訊；全盲亦以選填休閒娛樂資訊最

多，其次亦為選填健康百科資訊。 

(2) 就求職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以選填電腦

相關知識最多，其次為選填社會福利措施；全盲亦以選填電腦相關知

識最多，其次為選填社會福利措施。 

(3) 就工作技能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以選填面談

技巧最多，其次為選填就業服務方案及職業規範資訊；全盲以選填就

業服務方案最多，其次為求職注意事項。 

(4) 就人際關係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以選填與人

溝通技巧最多，其次為選填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全盲亦以選填

與人溝通技巧最多，其次為選填和朋友或同學談心的方法。 

(5) 就尋找新知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以選填音樂

新知最多，其次為選填資訊科技新知；全盲亦以選填以選填音樂新知

最多，其次為選填資訊科技新知。 

(6) 就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需求而言，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的受訪

者，以選填時事新聞提要最多，其次為選填健康常識資訊；全盲以選

填健康常識資訊最多，其次為選填時事新聞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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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卡方分析 

(1) 視力障礙及視力程度與生活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

聯。 

(2) 視力障礙及視力程度與求職技能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

關聯。 

(3) 視力程度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相反

地，視力障礙與就業工作方面資訊存有顯著關聯。 

(4) 視力障礙與人際關係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5) 視力障礙及視力程度與尋找新知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

關聯。 

(6) 視力障礙與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

相反地，視力程度與尋找社會常識方面資訊存有顯著關聯。 

 (八)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視力程度對常使用的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介面功能、資 

訊內容需求交叉分析結果。(Q3) 

(1) 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以選填網站連結的分類方式最多，其次為選

填提供文字大小調整功能；全盲以選填增加網站超連結的內容描述

最多、其次亦為選填網站連結的分類方式。 

(2) 視力程度為弱視(低視能)以選填個人休閒需求最多，其次為選填教育

學業需求；全盲亦以選填個人休閒需求最多、其次亦為選填教育學

業需求。 

(3) 視力程度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

聯。究其可能之原因為視障礙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與其原始資訊

需求為何有關，視力程度的差異不致造成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

內容的要求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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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視力程度與視功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各選填項目之間存有顯

著關聯。從研究結果顯示弱視(低視能)的使用者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

檢索介面所提供的文字大小需求性相較於全盲的使用者來的高，相

反的，若是全盲者對此功能的需求性就不具備使用上的意義。 

(九)視覺功能障礙者的上網時間對常使用的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介面功能、資

訊內容需求交叉分析結果。(Q4) 

(1) 上網時間為 1 小時以內、4-5 小時、6-7 小時以選填增加網站超連結

內容描述最多；上網時間為 2-3 小時及 8-9 小時以選填網站連結的分

類方式最多；上網時間為 10 小時以上選填提供網站地圖功能最多。 

(2) 上網時間為 1 小時內、2-3 小時、4-5 小時、6-7 小時以選填個人休閒

的需求最多；上網時間為 10 小時以上以選填教育學業的需求最多。 

(3) 上網時間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

聯。究其可能之原因為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容與其原始資訊需

求為何有關，上網時間的差異不致造成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資訊內

容的要求有所不同。 

(4) 上網時間與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檢索介面功能各選填項目之間存有顯著

關聯。從研究結果顯示上網時間在 3 小時以內的使用者對於增加網

站超連結內容描述的需求多於使用上網 10 小時以上的人，究其可能

之原因與其希望能有效並快速檢索到所需的資訊內容有關，故上網

時間較短的使用者以尋找資料為主，上網時間較長的使用者可能是

以瀏覽資料為主，所以對於網站超連結內容描述的需求相較之下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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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視覺功能障礙者的背景（性別、年齡、學歷）對於他們圖書資訊取得的途

徑(目的、資料類型、困難）交叉分析結果。(Q5) 

1. 性別 

(1) 男性以選填滿足興趣/嗜好佔最多，其次為休閒娛樂；女性以選填滿

足興趣/嗜好及休閒娛樂佔最多。 

(2) 男性以選填視聽資料佔最多，其次為圖書；女性以選填圖書佔最多，

其次為視聽資料。 

(3) 男性以選填圖書資料品質不佳佔最多，其次為無障礙環境不佳；女性

以選填無障礙環境不佳最多，其次為不知怎麼找資料。 

2. 年齡 

(1) 年齡為 18 歲以下及 50-59 歲以選填滿足興趣/嗜好最多；19-29 歲及

30-39 歲以選填休閒娛樂最多；60 歲以上以選填滿足興趣/嗜好及健

康醫療資訊最多。 

(2) 年齡為 18 歲以下及 60 歲以上以選填視聽資料最多；19-29 歲、30-39

歲、40-49 歲以選填圖書最多，50-59 歲以選填網路資源最多。  

(3) 年齡為 18 歲以下以選填圖書資料品質不佳最多；19-29 歲、40-49 歲

及 50-59 歲以選填無障礙環境不佳最多；30-39 歲以選填圖書資料太

舊最多；60 歲以上選填不會操作系統/設備及無障礙環境不佳最多。 

3. 學歷 

(1) 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國中及大專(學)以選填滿足興趣/嗜好佔最

多；學歷背景為高中職及研究所以上以選填休閒娛樂最多。 

(2) 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國中及高中職以選填視聽資料最多；學歷

背景為大專(學)以選填圖書最多；研究所以上選填參考工具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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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歷背景為國小(含以下)、國中、高中職及研究所以上以選填圖書資

料品質不佳佔最多；學歷背景為大專(學)以選填無障礙環境不佳最

多。 

4. 卡方檢定 

(1) 性別及學歷與查找資料目的中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究其

可能之原因為查找資料目的與其原始資訊需求為何有關。相反地，

年齡與查找資料目的各選填項目間，包括休閒娛樂、健康醫療資訊

及課業資訊間存有顯著差異。 

(2) 性別、年齡及學歷與查找資料類型中各選填項目之間存有顯著關聯。

主要差異在男性對於研討會會議論文的需求多於女性；29 歲以下的

受訪者對於圖書及期刊雜誌的需求較多；大專(學)以上的受訪者對於

碩博士論文的需求較多。 

(3) 性別與查找資料遭遇困難中各選填項目之間未存有顯著關聯。究其可

能之原因為查找資料遭遇困難與其本身對資料查找的軟硬體資源的

熟悉度、無障礙環境等因素有關。年齡及學歷對查找資料遭遇困難

個選填項目間則存有顯著關聯。主要差異在 29 歲以下的受訪者對於

圖書資料品質不佳、不知怎麼找資料、圖書資料太舊、無障礙環境

不佳及交通不便等項目與其他年齡層受訪者有所差異；高中職及大

專(學)的受訪者對於圖書資料太舊及無障礙環境不佳等項目與其他不

同學歷的受訪者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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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焦點團體座談 

本次主要辦理兩場焦點團體座談，分別為視障讀者及視障讀者專家。後者為輔

導或研究視障讀者的專家學者，不以持有視覺功能障礙的身心障礙手冊者為限。 

本階段的焦點團體座談共舉行 2 場，各場次舉行之時間、地點與受邀對象，如

表 4-80 所示。 

表 4-80 焦點團體座談參與名單 

場次 時間 地點 參與者 

1 
2014 年 6 月 13 日 

下午 3 點-4 點 30 分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

學系 LE506 教室 

藍小姐、劉先生、高先生、楊小姐 

劉小姐、林小姐、梅小姐、范小姐 

2 
2014 年 6 月 20 日 

上午 10 點-11 點 15 分 

國立臺灣圖書館 

7051 會議室 

(1) 中華定向行動學會              

陳理事長淑惠 

(2) 臺北市私立盲人有聲圖書館      

林秘書淳豔 

(3) 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家長協會 

黃經理慧子 

(4) 財團法人臺灣盲人重建院        

黃小姐惠文 

(5) 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鄭總幹事舜介 

(6) 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梁秘書長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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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歸納整理此兩場焦點團體座談的討論內容，試圖掌握視障者對於圖書資

訊近用需求的相關議題。 

一、書籍資訊近用主題 

（一）視障者的視力情況（源起、程度、因素、時間）對於他們所需要的資訊主

題（生活、求職技能、就業工作、人際關係、尋找新知、社會常識）需求

是否有所不同。 

就在學學生而言，尤其是在大學及研究所階段，對所尋找的資料，經常都

沒有電子化及語音資源，需要請人唸給他們聽。另針對中途失明者，通常好奇

想了解自己為何生病，他們會去搜尋為何會如此、有何醫療管道、方法及養生

資訊。經常人家告訴他們一個資訊的源頭，想借書時，卻發現尚未轉製成有聲

書，因而找不到後續的問題解答。(中華定向行動協會陳淑惠理事長) 

先天失明者所需要的資訊很廣泛，包括：生活、常識或教育等各方面。在

國中小、高中階段，除了學校教科書及網路的搜尋外，有很多訊息是沒有電子

書或點字書的提供，像這部分就是很大的需求點。若是和學校課業上有關的資

訊，能在圖書館借閱到的話，對他們的求學有很大的幫助。在成人部分，經詢

問在協會工作的視障同仁，普遍反應需要人際互動的技巧。視障者的年齡層及

身分背景不同，需要的主題性圖書就有不同，與明眼人需求一樣。因此，在新

的資訊製作時，也應考量做無障礙格式版本，使他們的訊息落差能更減少。(社

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黃慧子經理) 

針對視障者圖書資訊近用，提出幾個簡單的重點訴求，就是與明眼人一樣

的資訊取得平等權，不是只看到視障朋友視力受損，而是要把他當全人看待，

回到個人發展各階段的全面需求，也就是明眼人有的，視障者都能獲得，所以

希望資訊具有多元性與豐富性。(財團法人臺灣盲人重建院黃慧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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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老年人而言，學習使用圖書可能性較低，平常都是看電視或聽廣播。

我們最近有發展口述影像電影，某個角度而言也是屬於圖書資訊的一種，初期

來看效果不錯。與其讓他們進圖書館看書，不如把書變成劇本、劇本變成電影

讓他們來聽。(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鄭舜介總幹事) 

我認為視障者到社福機構時，需求可能是生活求職、職業重建等各方面需

求，這時比較快速的方法可能是技能上的增進。雖然針對技能增進的圖書也很

缺乏，像要考公職的人員，需要考公職的圖書，但各類的圖書都應該要有，因

為提升視障者本身程度，對求職才會更有利。再來，外界會偏重於盲人就等於

點字，學習的管道就是點字，然而因為現在科學越來越發達，先天盲的人已經

比較少，反而中途失明的人佔了大部份，這些人對於摸點字學習上是有困難

的，因此有聲書錄製有其需要。然而有聲書錄製和點字書的製作耗時耗錢，製

作量有限。視障者普遍需要最新排行版圖書，最快速的方法是取得電子檔，但

是出版社通常不願意提供電子檔。(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協會梁美儀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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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視障者對生活方面、求職技能方面、就業工作方面、人際關係方面、尋找

新知方面社會常識及其他各方面所需要之資訊。 

就資料類型而言，我除了生活類部分之外，對教育類比較有興趣。像我們協會

有服務很多視障的小朋友，遇到最大的問題是教科書。(藍先生) 

另外，視障朋友讀大學的機會愈來越多，學生讀的科系也不同，大學的教科書

累積更多的話，對視障朋友有很大的幫助，對於圖書館提供資料類型的部分，以教

育類型部分對視障朋友有很大的幫助。(藍先生) 

很多資訊不只在視障資訊裡面，可以讓視障朋友將使用圖書資料範圍擴充到一

般的圖書館。有些影印行願意的話，請其幫忙掃描，再用辨識軟體，就可以看更多

的書。圖書館的概念應該要提供更多元的資訊，視障朋友的資訊不應只停留在視障

圖書館中。(藍先生) 

種類，對我而言，拿到什麼就用什麼。如果能有更多方面的訊息，剛好圖書館

有提供，可以開拓視野。(劉小姐) 

多給我們一點資訊，雖然我可以自己上網，我自己搜尋到，但還是希望可以

給我們更多的資訊。(梅小姐) 

另外，有關資料的類型，現在大多數是圖書的轉譯，但視覺功能障礙者生活

上喜歡唱歌，歌曲或歌詞的取得卻不易，建議以後可以增加歌曲或歌詞的部分。

關於口述電影部分，場次辦理較少，即使想參加，也常因交通不便，而無法參

與。(財團法人臺灣盲人重建院黃慧文小姐) 

至於口述影像部分，視障者也會想看到院線片，希望能有更新穎即時的口述

影像資料。(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協會梁美儀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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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籍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 

 （一）視障者學習點字的經驗、使用輔具的經驗，以及他們喜歡或常用的閱讀媒

介實際使用情況。 

格式的部分，華文資訊網關於電子書的部分，提供點字碼，未來如果能提供純

文字檔會更方便。關於科技輔具的部分，當有純文字檔時對字有更多的理解，可以

避免一些同音異字的誤用。(藍先生) 

我的習慣會把它放在閱讀機中，容量大，出去可以帶那樣的設備，文字檔也

可存。(劉小姐) 

目前視障者使用圖書館 99%以上都是偏向休閒人文類，像學術、專業、技術

性幾乎都沒有，好像表達出另一層意義，臺灣視障者是沒有能力閱讀這些專業圖

書。另外，像手機 APP 對視障者都很有幫助，但關於 APP 開發的書我找不到。(高

先生) 

格式的問題，文字檔是比較粗糙的格式，我建議改用 HTML 檔，就是網頁的

格式，有很多好處，視障者無須安裝另外的軟體，其本身就是純文字的屬性、多媒

體的格式，圖檔聲音檔都可以呈現，也可以同時連結，攜帶性也很強，製作這樣的

格式只要一般文書編輯軟體都可使用，製作上也會比較省時。(高先生) 

愛盲有聲書、交大的書、中廣的廣播劇、食譜，我就念一念後，我就會把它

用電腦存在隨身聽。(張小姐) 

其實我已經離開臺灣三十幾年，當我到臺灣圖書館時，臺灣圖書館有給我們

專門的擴視機和電腦，我自己會摸索電腦，臺灣圖書館內有資訊工程師，有問題我

會問他，對我幫助非常大。(梅小姐) 

我曾接觸過一位視障朋友，反應說想聽古典鄉土歌曲，但我們卻只能提供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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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帶。若要轉成 MP3 等符合現代使用習慣的格式，人力耗費也是一個問題。(臺

北市私立盲人有聲圖書館林淳豔秘書) 

至於口述電影部分，依據協會辦理經驗，一種是請口述老師，成本最貴；另

一種是一邊講一邊錄，成本較低；再一種是請配音員錄製。實際經驗還是真人在

現場講述效果比較好。(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鄭舜介總幹事) 

針對電子檔提供問題，是否有可能讓出版社有點利基？像是做個認證標章，

可能會提高出版社授權視障者使用的意願。(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鄭舜介總幹事) 

格式部分，以前認為視障者只能讀純文字或是點字的電子檔，這是錯誤的觀

念。電子檔如果有 DAISY 格式，很容易可以翻頁、跳章節、跳前一句後一句，相

較於傳統純文字檔的閱讀，便利許多。(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協會梁美儀秘書長) 

 （二）視障者時常上網使用之功能，或最常瀏覽之網站。 

  以網站為例，我會上華文資訊網、臺灣圖書館或清大盲人資訊網，清大盲友會

有很多 MP3，但上架到網路上比較舊，像華文資訊網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圖書，可

以去下載，還可提供中時電子報，每天都會習慣上網使用，另網頁若是有舊版的網

頁連結，是比較好的。(藍先生) 

  找資料當然會，就是找谷歌、部落格、臉書。(劉小姐) 

對中老年人及不需要讀很多書的視障者而言，他們的需求是在 youtube 上聽

歌、唱歌，或用通訊軟體跟人溝通，這部分我們的訴求就是無障礙網頁。關於無障

礙網頁，NCC 最近已做了最新版的修正草案，也開了公聽會說明，只是在執行上

面，以前只要透過網站檢測就可以拿到 AA 級，但現在二級政府以上才強制取得，

在推動上面已經倒退回去了，所以標章的取得是以前所取得的依舊擺在上面，現在

是否是無障礙我們已經不曉得了。先前參加陳學聖立委的公聽會，NCC 表示人力

有限，不想推動。視障者真的覺得非常的無奈，我們希望政府能著力在這部分。

(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協會梁美儀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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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向視障者介紹視障資訊服務網站之類型及方式、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應提供

之內容及檢索介面應具備之功能。 

有關網頁介面部分，目前網頁介面的問題，另外花一筆錢做一個專屬的網頁，

還是大量考慮明眼人的介面，像現在很多無障礙，要找到一筆資料，就要做很多動

作。(高先生) 

有關無障礙網頁瀏覽的部分，除了訓練視障孩子、學生及視障者瀏覽操作電

腦的技能外，也應正確認知適合視障者使用的網頁才能稱作無障礙網頁。像一般

身障者可看得到，用到無障礙網頁並不多，真正能測試無障礙網頁最適合的就是

視覺功能障礙者。我們曾經做過一個頁面瀏覽的測試，發現很多的圖檔是無法取

得訊息的，但現在哪個網頁是沒有圖檔的？所以真正要落實無障礙網頁，需要由

視覺功能障礙者來做檢視，不管到各個訊息點，都可以真正取得想要取得的訊

息，這部分應該由政府來落實。雖然我們有一個無障礙網頁檢測的 3A 標準，然

其考核基準是參考早期十幾年前國外的標準，可是人家已經更正好久了，建議政

府在考核標準這塊應再加強落實。(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黃慧子經理) 

不知道未來有沒有可能透過合作，用錄影或錄音的方式將口述電影資料放在

網路平臺，像有聲書一樣可以自由連結查詢，或可更具成本效益及使用便利性。

(財團法人臺灣盲人重建院黃慧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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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籍資訊取得途徑之需求 

 （一）視障者的視力情況（源起、程度、因素、時間）對於他們書籍資訊取得的

途徑（管道、目的、方法、資料類型、困難、因應困難時的做法）造成之不

同。 

有些中途失明變成全盲，在短期間內不會用電腦，不知尋找何種資料，應著

重在如何讓他們知道等問題。(劉小姐) 

另針對中途失明者，通常好奇想了解自己為何生病，他們會去搜尋為何會如

此、有何醫療管道、方法及養生資訊。經常人家告訴他們一個資訊的源頭，想借

書時，卻發現尚未轉製成有聲書，因而找不到後續的問題解答。(中華定向行動協

會陳淑惠理事長) 

 （二）對於視障者書籍資訊取得途徑之因應做法。 

如果圖書館這邊針對現有的點字教科書部分有一個資訊平臺，我們小朋友可上

網下載。淡大的華文資訊網主要針對大專院校可下載，對於國小或國中或高中部

分，比較困難。有些是南一或翰林，如果有一個點字書教育類資訊平臺，小朋友去

下載搜尋會比較方便。(藍先生) 

如果很多圖書沒有點字書怎麼辦，我會請人幫我掃描成圖檔，再用辨識軟體去

辨識，會請認識的圖書館員幫我掃描，甚至使用館際合作。如果圖書館能提供額外

的掃描服務，會幫助很大。(藍先生) 

像書的取得，像有介紹新書，新書很不錯，但沒辦法拿到，最快的方式就是錄

音。(劉小姐) 

我希望做的資訊會分門別類，好比小說類、佛教類，後來改了資訊分類，就

找不到，希望網站不要常常變，要分門別類。(楊小姐) 

在視障閱讀推廣部分，我們協會曾請吳念真導演來辦過口述電影，會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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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的花費，但對導演而言，是在做公益。我們也辦過一場戴勝通董事長遊臺灣

的講座，邀請作者來講一些旅遊心得及網站經營，吸引很多視覺功能障礙者參

與。因此，建議除由專業的口述影像老師做主題式導覽外，直接邀請作者來講述

其著作、心路歷程及生活經驗，也可以吸引視覺功能障礙朋友參與。(社團法人台

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黃慧子經理) 

圖書資訊取得時效也不是那麼立即。我們提供幾個建議：1.搭配輔具；2.提供

志工資源。像有聲書的錄製由志工提供協助，一本書錄製只有一個人錄製需花很

多時間，建議建構線上志工報讀的資源，當視覺功能障礙讀者有需求的時候，可

做線上資源連結，儘管沒辦法於短時間內讀完一整本書，然往後有時間或想要再

獲得資源時，可透過不同志工來協助完成，這樣可以增進時效性；在多媒體的時

代，有聲書資源有些介面操作困難，例如：要確認輸入的密碼。不管是透過報讀

軟體的回饋，或觸摸顯示器的回饋，因為輸入密碼只會出現星號的符號，無法確

認輸入是否正確，這要回到輔具提升的部分。(財團法人臺灣盲人重建院黃慧文小

姐) 

多半的圖書資訊借閱單位，都需要視障者傳真身障手冊影本以進行驗證，但

實際操作上他們可能有困難，不知是否有更便利的方式可協助他們？當視覺功能

障礙朋友越可以獨立完成的時候，他們會比較有自信，也更樂意和他人分享。 

(財團法人臺灣盲人重建院黃慧文小姐) 

就年輕人而言，圖書資訊取得的整體友善環境還是很差，如臺灣圖書館非常

漂亮，無障礙設施完整，但不是每個地方都這樣，花蓮或其他學校的圖書館未必

有這樣的無障礙空間，恐怕從大學進入圖書館都是障礙重重。有些時候視覺功能

障礙者知道資訊，但要走進去都有點困難。所以是不是可以更友善？所謂更友善

就是全部圖書資源在電腦上可以做有效查詢，點選申請就直接寄送。這些都需要

成本，我知道未必能達到，但可以再想一下用什麼方式，建立一個更友善的環

境。(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鄭舜介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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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焦點團體座談的內容顯示，圖書館在提供視障者資訊內容時除了學生

所需的教科書外，教育及生活上的資訊內容也能多加提供，甚至內容主題能更加

多元化。此外，視障資訊服務網站介面的可用性是可值得進一步探究，未來視障

相關服務機構若在製作此類網站時，除了考慮介面的可用性外，包括網站內容的

豐富性、可得性都需一併考量。最後，視障圖書資訊的取得不僅包括線上資源平

臺建構、圖書館的額外服務(掃描)、更包括營造友善的無障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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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以下將焦點團體座談結果分別就圖書資訊近用主題、圖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

及圖書資訊取得途徑之需求等三方面彙整說明。 

 (一)圖書資訊近用主題 

1. 不同背景的視覺功能障礙者對於資訊主題的需求是多元的，且所需主題是與

明眼人相同的。但在資訊取得的時效上，由於沒有無障礙格式版本的電子

檔或點字書，以致延緩甚至是阻隔他們取得資訊的權利。 

2. 就學生而言，無論是小朋友或是大學生，對於教科書的需求是存在的。圖書

館在提供圖書資訊方面，不僅包括教科書，如教育類、生活類的圖書資訊

也都含括，希望圖書館能多方面的提供不同的資訊主題。 

3. 有關口述影像部分除了增加舉辦場次外，在內容上也希望能增加其新穎及即

時性。 

4. 從上述焦點團體座談的內容顯示，如何維護視覺功能障礙者取得資訊的權

利，問題不僅包括資訊內容的新穎即時性，甚至資訊電子檔能否順利取得

都是視覺功能障礙相關機構未來在維護視覺功能障礙者資訊權利時所需面

對的一大挑戰。 

 (二)圖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 

1. 在閱讀媒介的格式部分，有不同的看法，如希望提供純文字檔，另外也有不

同的看法，如提供 HTML 檔，另一種就是 DAISY 格式。此問題在淡江大

學宋雪芳教授(2012)所進行的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的報

告中亦指出：「許多國外圖書館利用 DAISY 格式應用的多元性，開發出不

同的應用模式，但在國內欲推展 DAISY 格式有門檻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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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所以，其報

告建議依資料類型區分，以提供不同形式的資源服務，包括：即時性及休

閒類資源採 MP3 語音格式、參考工具書、教科書採 DAISY 或 EPUB3 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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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電子檔提供的問題，則希望在視覺功能障礙者與出版社營造雙贏的機

會，像是做個認證標章，可能會提高出版社授權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的意

願。此問題亦在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研究報告中提出與出

版社約法三章及部分使用者付費等圖書館、視覺功能障礙機構與出版社的

合作模式(宋雪芳，2012)。 

3. 視障者常上網的網站多樣化，無固定侷限。舉凡通訊軟體皆有使用，反倒是

無障礙網頁檢測的問題被凸顯出對視障者使用的侷限性，此部分亦提供視

障服務相關機構對於其所提供之視障資訊網站全面檢視是否符合無障礙網

頁的規範。 

4. 視障資訊服務網站製作仍考量明眼人的介面，若要製作無障礙的視障資訊服

務網站，應請視障者試用，才能真正做出適合視障者使用的網頁。而在視

障資訊服務網站上也希望能將口述電影資料放置於此平臺，提供自由的查

詢。 

 (三)圖書資訊取得途徑之需求 

1. 屬於中途失明且變成全盲者，對於資訊的尋求產生茫然，不知何處搜尋，即

使知道資訊源頭，亦因資訊難以取得而未尋獲所需資訊。 

2. 視障者若非先天因素，而是因中途失明，往往對於資訊的尋求感到困惑，關

鍵在於不知道何處尋找。未來在有關視覺功能障礙資訊的提供如何能讓有

需要的視障者知道到何處搜尋與如何獲取，亦是視障相關服務機構可著墨

之處。 

3. 圖書資訊取得途徑的因應做法包括由圖書館提供點字書教育類資訊平臺、提

供額外的圖書掃描服務、資訊網站不要常常變更使用介面、搭配輔具及營

造友善的無障礙環境。在提供的類型上除可安排由專業的口述影像老師做

主題式導覽外，亦可直接邀請作者來講述其著作、心路歷程及生活經驗。

在圖書資訊取得的時效性上，建構線上志工報讀的資源，當視覺功能障礙

讀者有需求的時候，可做線上資源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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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此可知，對於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訊取得的因應做法需從資源、環境及

人員服務三方面著手，這也是給予視障相關服務機構著手規劃完整的視障

者服務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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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結果與討論 

經由本次對視覺功能障礙者進行的問卷調查及焦點團體座談的結果，也將依圖

書資訊近用主題、圖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及圖書資訊取得途徑之需求等面向分別

討論。 

一、圖書資訊近用主題 

就生活資訊而言，休閒娛樂為視障者利用圖書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視障者

使用大眾媒介的動機也多是為了滿足生活方面的資訊需求，如：獲取新知、增加與

他人談話的資料、尋找購物參考資料及打發時間等(趙雅麗，2000)。而由本次調查

研究可知生活中的休閒娛樂資訊也是較受到視障者的青睞。 

就求職及就業工作技能方面而言，以往研究指出視障者將按摩技巧及相關知

識，視為未來就業時相當重要的資訊(張翰文，2000)。而由本次調查研究可知電腦

相關知識與面談技巧，方為當前所需之資訊主題，此與以往不同之處，也是往後提

供視障者資訊內容時所應考量的。 

以人際關係方面而言，需要相當程度的主動性及人際互動技巧，才能適應多

變的社會環境，所以視覺功能障礙者的社會技巧、人際互動對他們而言是相當重要

的課題(林香秀、張景然、劉郁玨，2013)。而由本次調查研究可知與人溝通之技

巧，仍為視障者非常需要的資訊主題。 

就尋找新知方面而言，過往雖無相關研究特別提出論點，惟由本次調查研究

可知，視覺功能障礙者為適應當前科技化之社會，對資訊科技方面之新知，有相當

之需求程度。 

就社會常識方面而言，Adetoro(2010)的研究指出，不管調查對象為成人視障

者或視障學生，他們的十大資訊需求之一皆包含公共及政府資訊。在此次調查中，

受訪者對時事新聞提要資訊需求程度亦高，顯示他們對於取得公共資訊的期待。 

就視力障礙起源而言，先天者資訊主題需求包括休閒娛樂、電腦相關知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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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技巧、與人溝通技巧、音樂新知及時事新聞提要；後天(中途失明)者，則為休閒

娛樂、社會福利措施、就業服務方案、資訊科技新知及健康常識資訊。 

就視力程度而言，弱視(低視能)者的資訊主題需求包括休閒娛樂資訊、電腦相

關知識、面談技巧、與人溝通技巧、音樂新知及時事新聞提要；全盲者則為休閒娛

樂資訊、電腦相關知識、就業服務方案、與人溝通技巧、音樂新知及健康常識資

訊。 

二、圖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 

由以往研究結果指出，視障者最常使用的媒介為網路資源、數位有聲書及數位

點字書，顯示以往的紙本閱讀模式已逐漸轉趨為數位閱讀模式(鄭嘉雯，2012)。

Nomura(2004)指出有聲書利用方便，尤其對使用點字有困難的中途失明者或年長者

而言相當重要。但也有其限制，如缺乏整體邏輯架構、讀者易受錄音人員語音的影

響等。而點字書需要熟練技巧，此與學習點字經驗息息相關(Legge, 1999)。因此，

點字閱讀對中途失明、因老化導致視覺機能受損或觸覺機能不敏銳者較為不利，但

對視障者學習外文、按摩之穴位圖等知識傳遞上，也有有聲書無法替代的功能。 

雖有聲書與點字書兩者各有其優勢與限制，但本研究結果顯示目前有聲書依然

是國內視覺功能障礙者最常也最喜歡的媒介。未來建議在製作圖書資源時，小說等

休閒類資源可考慮優先以有聲書形式出版，按摩技巧或外語學習等則優先以點字書

形式提供。 

本次研究對象未曾使用視障資訊服務網站佔的比例最多，如何提升視覺功能障

礙者對於網站的利用率，除了辦理相關的利用推廣活動外，洪淑惠(2005)提出在網

站的設計上縮短障礙者與網站設計者之間的差距要點，包括：提供替代文字、提供

導盲磚的網頁可以加快使用者操作的效率、提供全文檢索的網站可讓使用者有系統

的查詢資料，檢索的輸入設計應該有預設值並力求簡單、提供網站地圖讓使用者瞭

解網站的整體功能架構、盡量不要使用開啟新視窗的設計，容易混淆使用者的焦

點、提供正確的連結等。鄭嘉雯(2012)的研究亦指出圖書館的介面及資訊面向攸關

視覺功能障礙者是否願意再度使用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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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視力程度不同的視障者對視障資訊服務網站介面功能的需求，鄭嘉雯

(2012)以 69 位北市圖視障電子圖書館使用群（弱視 30 位；全盲 39 位）為對象，

調查其對臺北市立圖書館視障電子圖書館網站之使用結果顯示：弱視與全盲者在介

面偏好上有顯著差異。弱視者對「文字大小」、「顏色對比」、「網站地圖」偏好

較高，顯示弱視者喜隨自身視力條件，隨時調整最適合的大小及顏色對比；全盲者

在「網站分類」偏好高於弱視者，顯示將網站先進行有效分類，較受全盲者歡迎，

若能增加網站內容描述，亦較受喜愛。 

本研究以全臺使用過視障資訊服務網站之視障者為對象，調查其對教育部華文

視障電子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視障電子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電子資源

整合查詢系統等網站之使用結果顯示：視力程度不同的視障者，對視障資訊服務網

站介面功能的要求有著顯著不同，主要差異在弱視(低視能)者，對檢索介面文字大

小的需求，較全盲者來的高。結論應證前人研究，故可知未來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於

介面功能之設計上，宜特別注意弱視者對文字大小之需求。」 

Lilly(2001)亦有指出不同程度的視障者，包括全盲及弱視(低視能)，在使用網

站或圖書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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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說明才能掌握圖形相關訊息。因此，網站介面設計除了須符合視覺功能障礙者

需求外，為提升視障者對於此類網站的偏好，也須滿足視障者對資源的偏好及介面

使用設計。 

三、圖書資訊取得途徑之需求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視覺功能障礙者查找資料的管道最多是透過家人、朋友。

劉嘉馨(2004)的研究結果就曾提及視覺功能障礙者較少親自到圖書館使用。但若視

障者本身是學生，即使未來是透過不同管道以查找資料，但學校亦可透過不同資源

的利用指導，如：圖書資訊利用、網路資源(如：臉書、討論群組)利用讓視障生學

會不同的資訊使用能力(李生雄，2007)。另外，也有研究曾針對中高齡視覺功能障

礙者問其對圖書館電腦設備的需求：前往圖書館使用設備對中高齡視障者而言是一

種「特地」去做的行為。由於生理上的不便，以及交通時間長，大多數的受訪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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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為了借書或使用電腦而前往圖書館，中高齡視障者偏好在家中透過遠端服務獲

取圖書館的資源，原因在於受訪者已經習慣自己電腦原本的設定，而且也不喜歡在

公共環境下使用電腦，此外，受訪者認為透過電話借書及網站下載，就足以得到想

要的資料，不需前往圖書館(李佳玲，2012)。 

就使用目的而言，多是為了滿足興趣與嗜好。張博雅及林珊如(2010)曾提出視

障者利用資訊時是為了滿足隊生活資訊、醫療健康資訊、工作資訊、課業資訊、社

交資訊、政府資訊、自我成長及子女教育資訊等需求。 

就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最常遭遇到的困難及因應做法而言，為無障礙環境不

佳，此時多以尋求親友協助為主。張博雅與林珊如(2008)研究中亦提到視障者利用

圖書館或視障服務機構最常遭遇資訊媒體近用障礙，請圖書館員協助排除障礙是主

要的方式之一。亦有相關研究提出需營造適合視障者使用的無障礙網站，網站的開

發建議包括：以使用者為中心做為設計概念，希望使用者在瀏覽網站時不會感到壓

力或挫折，並且在使用網站功能時，用最少的努力達到他的使用目標、考量所有使

用者對文字的描述方式和用詞的認知程度，以達到資訊平衡、紀錄使用者變更的文

字格式，方便下次使用者再次進入網站使用時，不用再調整文字大小、網站版型的

設計需要遵照一般使用者瀏覽網站的習慣、配合瀏覽的輔助工具或是使用者的基本

認知能力做為開發的思考原則、最後則是輔助工具的使用習慣是設計的關鍵要素，

透過了解輔助工具的使用及運作方式，會讓我們更瞭解視障者在瀏覽網站時的需求

(廖婉雅，2011)。當然，無障礙網站的設計最終仍須由視障者本身親自測試使用，

才能真正符合以人本為中心的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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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瞭解國內視覺功能障礙者圖書資訊近用主題需求情形、圖書資訊

近用電子化格式(點字書、有聲書等)需求情形及圖書資訊取得途徑需求情形。並經

由問卷調查及焦點團體座談蒐羅視覺功能障礙者對此問題的意見。經分析彙整後，

提供相關結論與建議，並供圖書館或相關視障服務機構後續提升視障相關服務的參

考依據。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結論、第二節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於調查視覺功能障礙者對圖書資訊近用的使用需求。由問卷

調查及焦點團體座談的結果可知視覺功能障礙者對於圖書資訊近用主題、電子化格

式及途徑需求等面向。 

為了改進與推廣對視覺功能障者與其他對印刷物閱讀有障礙者的圖書資訊服

務，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於 2012 年 4 月通過圖書館服務對印刷物閱讀有障礙的

讀者宣言。該宣言指出，對印刷品閱讀有障礙的讀者無法近用資訊，是其全面參與

社會各層級活動的最大障礙。另一方面，聯合國障礙者權利公約特別在第 9 條、第

21 條與第 24 條，也確認障礙者擁有與其他人一樣的權利，在同樣的時限、成本與

品質下，近用圖書、知識與資訊。 

當 2013 年 6 月 27 日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所發表的馬拉喀什條約為盲人、視力

障礙者或其他對印刷物閱讀有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而立約時，我國隨即

就在 2014 年 1 月 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陳節如委員所提出著作權法第 53、80 條之 2

及 87 條之 1 法律修正條文。主要的修正為：將來除非營利組織外，政府機關、各

級學校、視覺功能障礙者或其代理人也可以自行重製出版品，並和其他視覺功能障

礙者之間彼此分享該重製物，大大降低重製成本。馬拉喀什條約通過不到半年，在

各界的協助下完成國內法的修正。我國積極回應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的條約，對障

礙者人權的保障邁進一大步(殘障聯盟 Freemove123 部落格，2014)。 

呼應馬拉喀什條約鼓勵各方建立平臺、分工合作、資源共享、跨境流通，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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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功能障礙者接觸資訊的締約目的，此次研究關於視覺功能障礙者對圖書資訊資

源近用的情況，可歸納為五大面向：分別為主題需求多元化、提供資訊即時化、近

用資訊平等化、資料儲存雲端化及網頁障礙去除化。以下將分別說明此五大面向： 

一、主題需求多元化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視覺功能障礙者對於主題的需求是多元的，與明眼人無

異。無論是休閒娛樂的需求、電腦相關知識、就業時需要的面談技巧、人際溝

通時的技巧、資訊科技新知、音樂新知、時事新聞提要、口述影像內容的新穎

及辦理的場次增加等，都為其所需。除一般書籍外，教科書亦為所需之資訊主

題，其中，國小至高中階段，教科書不需要很多版本，但數量須充足；大學以

上階段，則注重版本之多樣性。目前受限於市場機制，一般書籍主題比之明眼

人較為侷限，教科書及課程補充教材更是不足，是故，關於視障者圖書資訊主

題多元化的之需求，在未來如何消弭供給與需求間的差異著實重要。 

二、提供資訊即時化 

研究過程裡，所有的資料都指向視覺功能障礙者可接觸之資源，因未從源頭即

提供無障礙格式版本，須再經轉製程序，導致接觸之時效性落後，延緩甚至阻

隔他們取得資訊的權利。因此，在出版一般圖書資訊的同時也能製作出版無障

礙格式版本，使視障者與明眼人接收資訊的時間同步無落差，亦為未來努力方

向之一。 

三、近用資訊平等化 

視覺功能障礙者與明眼人擁有平等的資訊近用權，惟視障圖書資訊在轉製為無

障礙格式版本過程中，囿於市場機制等現況，使種類及數量均受到限制，損及

視障者近用資訊之權益，故未來如何提供視障者與明眼人在同樣的時限、成本

與品質下，近用圖書、知識與資訊，實為需要進一步擘劃之處。 

四、資料儲存雲端化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視障者獲取資訊的管道不再僅透過圖書館之利用，已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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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上網查找資料，故於提供視障圖書資源時，亦不再僅將資訊儲存在各單位

資料庫中，更可發展儲存至雲端資料庫，再配合整合搜尋引擎之建置，讓視覺

功能障礙者能不受限於時間與地點，自由近用所需之資訊。 

五、網頁障礙去除化 

研究結果顯示，視覺功能障礙者上網的網站多樣化，無固定侷限，舉凡像臉

書、部落格皆有使用。但由於現今網頁大多為多媒體型態，視覺功能障礙者在

搜索網頁資源時，無法利用閱讀輔助軟體近用其內容。因此，應儘量推廣無障

礙網頁之設置。國內目前已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執行團隊，參考 WCAG 2.0 研訂適用我國環境的新版「無障礙網頁開發規

範」，期使能適於現今網路科技之發展，後續研修進度及方向以及嗣後檢測機

制之考核落實，仍有賴政府主管機關及各界共同努力與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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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此次研究的目的及結果，提出視覺功能障礙者對圖書資訊近用主題需

求情形、圖書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點字書、有聲書等)需求情形及圖書資訊取得途

徑需求情形等相關議題的建議，以供圖書館或相關視障機構後續提升視障相關服務

的參考依據。以下將分別說明此次研究的建議： 

一、 加強視障資源整合平臺功能，推動書目資訊共享機制 

鑒於國內並無專門出版視障資料之機構，而視障點字書及有聲書的製作耗

時、耗力、耗財，為有效降低人力及資源重複製作之成本及時間，滿足視覺

功能障礙者所需主題多元及即時取得資訊之需求，建議視障專責圖書館除持

續依需轉製視障者所需之無障礙版本圖書資訊外，更應積極主導國內視障資

源徵集製作與提供應用之整合服務，建立公開透明之資訊及資源分享平臺，

匯集整合（或連線查詢）既有從事轉製無障礙版本公益團體及各政府主管

（權責）機關、學校建置之資源，俾利視覺功能障礙者透過單一介面，查詢

所需資源之館藏狀態、進行中或規劃中之視障資料製作資訊，即時取得資

源，提高視障資訊服務效益。 

二、 加強電子化圖書資源保護機制，鼓勵捐贈出版品電子檔案 

基於近用資訊平等化、資訊取得即時化之服務理念，縮短視覺功能障礙者等

待取得所需資源的時間，建議政府出版品應全面在製作紙本或電子書的同

時，要求廠商另行提供或轉存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可閱讀之格式，並寄送視障

專責圖書館利用供閱。此外，視障服務機構可透過訂定獎勵機制或編列預算

價購等方式，向出版機構（含獨立出版）及電子書通路書商徵集電子檔案，

並積極爭取一般文字電子檔案使用授權，以有效降低圖書館轉製資料之時間

與成本，方便視障者直接透過報讀軟體或點字觸摸顯示器等輔具協助閱讀書

籍內容，提升資訊取得即時性及便利性。而為確保著作權人與視障者雙方權

益，利於提高著作權人捐贈或提供電子檔意願，建議視障專責圖書館可將電

子化圖書資源保護機制列為平臺功能改善重點執行項目，編列更多經費投入

文字電子檔保密軟體之開發及系統之維護與管理，俾利於電子化圖書資源之

徵集與質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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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鼓勵出版明盲通用格式電子書，保障資訊近用平等化 

為維護視障者閱讀權益，保障其資訊近用平等化，鼓勵出版社製作明盲通用

格式的電子書為最佳解決之道。建議視障專責圖書館可扮演推手的角色，積

極宣導及促成「出版單位」與視障相關團體共同研商「明盲通用的電子書格

式」與無障礙閱讀平臺，未來視覺功能障礙者即可與一般明眼人同步取得市

面發行之電子書，告別耗時等待資源轉製之漫漫長路與「書選人」的窘境，

隨時、隨處享受「人選書」的閱讀樂趣。 

四、 推動館際合作機制，擘劃視障資源服務藍圖 

建議視障專責圖書館可邀集國內主要視障資訊服務機構，召開資源合作協商

會議，透過簽署館藏發展合作協議、籌組聯盟等方式，針對視覺障礙者資訊

使用需求研究、相關規範研議等議題進行經驗交流與工作規劃，建立視障書

目資訊共享機制、發展各合作機構館藏特色，辦理終身學習課程與館員專業

訓練課程，訂定「視覺障礙者資訊服務整合實施計畫」，作為規劃視障資源

服務之藍圖。 

五、 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者服務專員，減少視覺功能障礙者資訊近用落差 

因視覺功能障礙者對資訊服務內容需求與一般讀者有明顯差異，提供視障服

務之相關機構或單位，應加強服務人員在視障領域的專業智能，以便提供符

合需求的貼心服務。建議專責圖書館規劃辦理全國性服務專員的教育訓練及

服務經驗分享，課程內容包括：資訊素養的養成、諮詢技巧的訓練及無障礙

服務相關規範的瞭解等，縮短視覺功能障礙者資訊近用落差。 

六、 研修新版「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落實無障礙網頁檢測機制 

為因應新的網頁技術及應用不斷的創新，建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儘速完

成「新版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之研修及發布，以提供開發無障礙網頁之遵

循參考。後續並應落實公用網站無障礙設計及無障礙網頁檢測機制，逐一清

查列管政府機關所屬網站無障礙設計現況，並提供獎勵措施鼓勵私人經營網

站進行無障礙網頁設計，以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取資訊的權利，營造視覺功能

障礙者近用網路資源的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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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調查問卷 

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調查問卷 

問卷編號：________ 

您好！ 

我們是「輔仁大學」的面訪員。這裡有一份國立臺灣圖書館委託輔仁大學

針對視障者的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所做的調查表，想請您協助回答。這份問

卷只會提供國內相關視障機構後續提升相關視障服務的重要參據，不會洩露您

個人的隱私，請您放心回答。謝謝! 

計畫主持人：毛慶禎 副教授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18 歲以下   □19-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拒答 

3.學歷：□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拒答 

4.職業：□軍公教   □商   □農漁牧礦業   □服務業   □學生  □家管 

       □待業中    □其他__________      □拒答 

二、視力情況 

1.視力障礙源於：□先天   □後天(中途失明)   □拒答 

2.視力程度：□弱視   □全盲   □拒答 

3.導致視力障礙因素：□疾病 □老化 □意外 □職業傷害 □其他______ □拒答 

4.視力障礙發生至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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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含以下) □2-3 年 □4-5 年 □6-7 年 □8-9 年 □10 年以上 □不清楚     

□拒答 

三、使用經驗 

1.學習點字的經驗已有 

□未曾學過 □1 年(含以下)  □2-3 年 □4-5 年  □6-7 年  □8-9 年  □10 年以上    

□不清楚    □拒答 

2.使用電腦輔具經驗已有 

□未曾使用過 □1 年(含以下)  □2-3 年  □4-5 年  □6-7 年  □8-9 年  □ 10 年

以上   □不清楚   □拒答 

3.您常上網地點(可複選) 

□家裡  □工作場所  □學校  □圖書館  □其他_______  □不清楚  □拒答 

4.您每天平均上網時間 

□1 小時以內    □2-3 小時    □4-5 小時    □6-7 小時    □8-9 小時      

□ 10 小時以上     □不清楚      □拒答 

5.您常使用的網路功能為(可複選) 

□電子郵件  □瀏覽網頁  □社群討論(如 Facebook)  □其他________ □拒答 

6.您利用上網至各圖書館查閱資料的頻率 

□時常(一週一次以上)  □偶而(一個月數次)    □不常   □不清楚  □拒答 

7.您親身至圖書館使用頻率 

□未曾使用，原因(可複選)為□沒有時間  □都透過上網找資料  □沒有需求          

            □圖書館沒有所需資料   □交通不方便  □其他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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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到訪(一週一次以上)  □偶而到訪(一個月數次)  □不常到訪 □不清楚   

□拒答 

四、資訊需求 

1.以下哪些資訊，能使您生活方面更方便幸福? (可複選) 

□休閒娛樂  □旅遊資訊  □消費資訊  □健康百科  □社會福利措施              

□其他____________       □拒答 

2.您希望在求職技能方面，得到哪些資訊? (可複選) 

□按摩相關知識  □命理相關知識  □電腦相關知識  □進修管道資訊              

□社會福利措施  □其他____________ □拒答 

3.您希望在就業工作方面，得到哪些資訊? (可複選) 

□面談技巧  □各類公司簡介 □就業服務方案  □求才資訊 □求職注意事項        

□職業規範  □其他____________    □拒答 

4.您希望在人際關係方面，能得到哪些資訊? (可複選) 

□與人溝通的技巧    □和同學或朋友談心的方法  □男女之間的相處之道             

□親子之間相處之道  □師長或上司間相處之道    □社交禮儀                   

□其他____________   □拒答 

5.您希望在尋找新知方面，能得到哪方面資訊? (可複選) 

□資訊科技新知  □史地新知  □音樂新知  □藝術新知  □體育新知              

□語言新知      □宗教新知  □哲學新知  □科學新知  □其他______  □拒答 

6.您希望在社會常識方面，能得到哪些資訊? (可複選) 

□常見騙術    □財務管理    □流行事物      □健康常識    □儀容服飾                

□時事新聞提要     □其他____________        □拒答 

五、資訊使用行為 

1.當您查找資料時，通常是為了(可複選) 

□滿足興趣/嗜好  □休閒娛樂      □旅遊資訊     □醫療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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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資訊       □課業資訊     □社交資訊      □獲取知識                  

□自我成長/肯定  □獲取子女教育資訊    □解答疑惑    □其他________     

□拒答 

2.當您有資訊需求時，常尋找的管道為(可複選) 

□ 圖書館  □家人、朋友  □自行上網  □其他____________  □拒答 

3.您到圖書館查閱資料常用的方法為(可複選) 

□請教圖書館員 □使用圖書館網路查詢系統(如：OPAC)  □其他_______  □拒答 

4.當您查找的資料，大都屬於何種資料類型(可複選) 

□圖書(包含點字與一般文字圖書)  □期刊雜誌  □視聽資料  □碩博士論文        

□研討會會議論文   □參考工具書(如百科全書、字典)       □網路資源             

□音樂資料(如樂譜)  □地理資料(如地圖、地球儀)  □其他________  □拒答 

5.當您查找資料時，最常遭遇的困難為(可複選) 

□圖書資料(如有聲書)品質不佳  □不知怎麼找資料     □圖書資料太舊              

□不會操作系統/設備          □缺乏資料內容簡介   □無障礙環境不佳          

□交通不便     □找不到人協助      □其他________  □拒答 

6.當您查找資料時，遭遇到困難時的做法(可複選) 

□請圖書館館員協助  □放棄不找/不用了  □自己想辦法克服 □請親友協助        

□其他_________      □拒答 

7.您常使用的閱讀媒介(可複選) 

□紙本點字書  □數位點字書  □有聲書  □數位有聲書  □大字體圖書            

□網路資源    □其他_____________      □拒答 

8.您喜歡的閱讀媒介(可複選) 

□紙本點字書  □數位點字書  □有聲書  □數位有聲書  □大字體圖書            

□網路資源     □其他_____________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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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您使用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頻率 

□未曾使用(勾選此項請跳答至第 12 題)                                         

□時常到訪(一週一次以上)  □偶而到訪(一個月數次)  □不常到訪 □不清楚   

□拒答 

10.您最常使用的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為 

□臺北市立圖書館視障電子圖書館網站  □教育部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  □國立臺

灣圖書館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其他_____________   □拒答 

11.您是由何管道知道視障資訊服務網站 (可複選) 

□朋友介紹  □自行上網得知  □圖書館介紹  □其他_______   □拒答 

12.視障資訊服務網站的檢索介面具備何種功能讓您使用更加便利? (可複選) 

□提供文字大小調整功能  □提供顏色對比調整功能  □提供網站地圖功能          

□網站連結的分類方式 □增加網站超連結的內容描述 □其他_______  □拒答 

13.視障資訊服務網站提供給您何種資訊內容? (可複選) 

□個人休閒的需求   □教育學業的需求  □職業的需求  □公共議題的需求         

□其他__________    □拒答 

六、建議 

除了以上問項，請問您未來對於使用書籍資訊方面需求，希望可得到哪些協助? 

□很好了，目前仍未想到 

我希望能(可複選)  

□增加圖書資料數量      □增加圖書資料新穎性  □提升圖書資料品質            

□提供圖書資料內容簡介  □提供新書目錄        □提供館藏目錄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訪談日：_____________； 訪談地點：___________； 訪談員簽名：                       

 

異常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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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員訪問訓練 

 

103 年度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研究 

 

 

 

 

 

【訪員訪問訓練手冊】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執行單位：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中華民國 103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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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訪問流程 

一、開始訪問 

 （一）於視障者進入圖書館後，先與其接觸。並請其填答問卷。 

 （二）接觸時 

 出示證件，禮貌簡明說明協助事項。 

 訪員證一律配戴左胸前，儀態誠懇自然，面帶微笑。 

 注意避免重複受測。 

「先生/小姐您好：我們是輔仁大學人員由臺灣圖書館委託進行視覺

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研究的調查員，麻煩您填答問卷。 

 問完了感謝您的協助，謝謝您的幫忙!」  

 （三）發放問卷 

 以不打擾其他讀者為原則，問卷置於墊板上，第一頁朝上。 

 （四）由訪員逐一口述，協助填答，並保持字跡工整清晰。 

 （五）問卷回收 

 檢查有無漏答。 

二、完成訪問 

  確認所有問項皆回答勾選完畢後，一定要向受訪者致謝再繼續執行下一個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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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訪問工作守則 

一、本研究採抽樣調查，每一樣本均代表多數，倘稍有不謹慎，任一答案發生偏

差，將影響全部研究結果之正確性。因此，訪問員應徹底了解調查目的、內容

及方法，並應發揮高度熱忱與良好的工作態度，以順利達成任務。 

二、面訪員行前應細讀工作需知，瞭解問卷調查內容。 

三、訪問工作須接受面訪負責人員指導，遇到問題應隨時反應給面訪負責人知悉，

以便解決問題，切勿擅自作主。 

四、乘用車輛請索取購票證明，俾便報銷(請註明金額)。 

五、進行訪問時，應注意服裝儀容。態度謙和有禮，俾使受訪者有良好印象，以取

得其合作。 

六、對問卷內容各問題應根據受訪者的回答詳細填計，不得自行捏造虛假。 

七、訪問進行時，嚴禁表達自己意見或引導答案。 

八、訪問完畢時，應即核閱一次，如有遺漏或可疑之處，應當場補問更正。 

九、對各訪問員完成之問卷，一律實施抽樣複查(10%)，若發現有一份不實造假問

卷，則該訪員完成之問卷全部作廢，並取消給付訪問費。 

十、各訪員在實地作業期間，如有任何抽樣訪問之問題，請隨時與面訪負責人聯

繫，並應如期完成負責訪問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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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訪員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此次訪員招募主要以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的成員為主，分別為大學部三年級

四位、四年級兩位，共計招募六位。事先了解其有過問卷調查的經驗，故再透過此

次訪員訓練的流程，加上其本身專業背景之故，對於此議題的掌握度較一般面訪員

為快。 

 

項目 內容 

課程目的 讓學員學習如何進行問卷面訪的技巧。 

課程效益 
讓面訪員熟悉應具備的技巧及敏感度，以利後續進行調

查，並確保調查資料的正確性。 

課程大綱 

1. 調查背景說明 

2. 調查單位環境介紹 

3. 調查作業流程 

4. 調查問卷逐條說明與表格填寫說明 

5. 問卷口語訓練與應對技巧 

6. 面訪注意事項與緊急應變流程說明 

7. 問卷資料事後檢核 

8. 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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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計畫相關公函 

一、函請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協助問卷調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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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函請國立臺中啟明學校協助問卷調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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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 

座談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貳、地點：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LE506 教室 

參、主席：毛慶禎副教授                           記錄：謝宜芳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會議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座談會議討論重點： 

一、書籍資訊近用主題 

 （一）不同背景的視障者對於他們所需要的資訊主題（生活、求職

技能、就業工作、人際關係、尋找新知、社會常識）需求會是否所不

同。 

 （二）視障者對生活方面、求職技能方面、就業工作方面、人際關

係方面、尋找新知方面、社會常識及其他各方面所需要之資訊。 

二、書籍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 

 （一）視障者學習點字的經驗、使用輔具的經驗，以及他們喜歡或

常用的閱讀媒介實際使用情況。 

 （二）視障者時常上網使用之功能，或最常瀏覽之網站。 

 （三）向視障者介紹視障資訊服務網站之類型及方式、視障資訊服

務網站應提供之內容及檢索介面應具備之功能。 



173 
 

三、書籍資訊取得途徑之需求 

 （一）視障者的視力情況（源起、程度、因素、時間）對於他們書

籍資訊取得的途徑（管道、目的、方法、資料類型、困難、因應困難

時的做法）造成之不同。 

 （二）對於視障者書籍資訊取得途徑之因應做法。 

柒、發言摘要： 

一、藍先生 

就資料類型而言，我除了生活類部分之外，對教育類比較有興趣。

像我們協會有服務很多視障的小朋友，遇到最大的問題是教科書。如

果圖書館這邊針對現有的點字教科書部分有一個資訊平臺，我們小朋

友可上網下載。淡大的華文資訊網主要針對大專院校可下載，對於國

小或國中或高中部分，比較困難。有些是南一或翰林，如果有一個點

字書教育類資訊平臺，小朋友去下載搜尋會比較方便。另外，視障朋

友讀大學的機會愈來越多，學生讀的科系也不同，大學的教科書累積

更多的話，對視障朋友有很大的幫助，對於圖書館提供資料類型的部

分，以教育類型部分對視障朋友有很大的幫助。希望教科書的部分會

對視障者有比較大的幫助。以網站為例，我會上華文資訊網、臺灣圖

書館或清大盲人資訊網，清大盲友會有很多 MP3，但上架到網路上比

較舊，像華文資訊網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圖書，可以去下載，還可提供

中時電子報，每天都會習慣上網使用，另網頁若是有舊版的網頁連

結，是比較好的。關於圖書館還能提供什麼資源，如果很多圖書沒有

點字書怎麼辦，我會請人幫我掃描成圖檔，再用辨識軟體去辨識，會

請認識的圖書館員幫我掃描，甚至使用館際合作。如果圖書館能提供

額外的掃描服務，會幫助很大。格式的部分，華文資訊網關於電子書

的部分，提供點字碼，未來如果能提供純文字檔會更方便。關於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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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的部分，當有純文字檔時對字有更多的理解，可以避免一些同音

異字的誤用。 

可以擴充圖書這個概念，教導視障朋友如何善用輔具，去連結外部

資訊。另外，掃描的重要，將資料掃描成 pdf 檔後，可以用辨識軟體，

不用被侷限，很多資訊不只在視障資訊裡面，可以讓視障朋友將使用

圖書資料範圍擴充到一般的圖書館。有些影印行願意的話，請其幫忙

掃描，再用辨識軟體，就可以看更多的書。圖書館的概念應該要提供

更多元的資訊，視障朋友的資訊不應只停留在視障圖書館中，請人家

掃描和請人家報讀時間就差很多，掃描後，有表格的錯誤率會比較

高，但單純像小說等文字類就比較好。當然，請圖書館提供掃描，的

確有些困難，或可請影印行掃描，自己辨識，未來需要大量閱讀，自

己完全操作，可以省很多時間，甚至可以放在你的聽書檔或讀書機。 

二、劉小姐 

種類，對我而言，拿到什麼就用什麼。如果能有更多方的訊息，剛

好圖書館有提供，可以開拓視野。這牽涉到圖書館必須能夠積極的推

廣，上網需有時間或刻意去找。假設諾貝爾文學獎，做成主題，告知

讀者。找資料當然會，就是找 google、部落格、臉書。資料類型，閱

讀習慣，我的習慣會把它放在閱讀機中，容量大，出去可以帶那樣的

設備，文字檔也可存。像書的取得，像有介紹新書，新書很不錯，但

沒辦法拿到，最快的方式就是錄音。 

有些中途失明變成全盲，在短期間內不會用電腦，不知尋找何種資

料，提供如何讓他們知道等問題。 

三、高先生 

有關典藏量的問題，去年的資訊會議中提到，現在已經徵集到幾千

本的電子書，但還沒上架，理由是要轉成點字才能上架，我是同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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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三年五載都不夠用。這時代已經不一樣，我建議將電子檔處

理成文字檔，在使用及成本上都可以提升，也就等於量可以提升。目

前視障者使用圖書館 99%以上都是偏向休閒人文類，像學術、專業、

技術性幾乎都沒有，好像表達出另一層意義，臺灣視障者是沒有能力

閱讀這些專業圖書。另外，像手機 APP 對視障者都很有幫助，但關於

APP 開發的書我找不到，儲存點字除了是法令的問題，也為了保障點

字就業，我主張文字檔上架，這些人可以轉型。格式的問題，文字檔

是比較粗糙的格式，我建議改用 HTML 檔，就是網頁的格式，有很多

好處，視障者無須安裝另外的軟體，其本身就是純文字的屬性、多媒

體的格式，圖檔聲音檔都可以呈現，也可以同時連結，攜帶性也很

強，製作這樣的格式只要一般文書編輯軟體都可使用，製作上也會比

較省時。 

另一方面，分類，它需要的是比較直覺的分類，如：小說，但圖書

館是用標準的分類。有關網頁介面部分，目前網頁介面的問題，另外

花一筆錢做一個專屬的網頁，還是大量考慮明眼人的介面，像現在很

多無障礙，要找到一筆資料，就要做很多動作。 

四、楊小姐 

我希望做的資訊會分門別類，好比小說類、佛教類，後來改了資訊

分類，就找不到，希望網站不要常常變，要分門別類。 

五、張小姐、林先生 

愛盲有聲書、交大的書、中廣的廣播劇、食譜，我就念一念後，我

就會把它用電腦存在隨身聽，像我先生都看不清楚，攜帶不方便，所

以我代他發言。 

六、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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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先是看得到，我覺得政府做了很多的事情，政府對視障朋友已

經做得 perfect。其實我已經離開臺灣三十幾年，當我到臺灣圖書館

時，臺灣圖書館有給我們專門的擴視機和電腦，臺灣圖書館內有資訊

工程師，有問題我會問他，對我幫助非常大。多給我們一點資訊，雖

然我可以自己上網，我自己搜尋到，但還是希望可以給我們更多的資

訊。 

七、范小姐 

就文字檔而言，視障朋友常常會打很多錯別字，常常要確認這個字

的意思時，會會錯意。 
 

捌、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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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 

座談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貳、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七樓 7051 會議室 

參、主席：周淑惠主任、毛慶禎副教授              記錄：王承韻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會議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座談會議討論重點： 

一、書籍資訊近用主題 

 （一）視障者的視力情況（源起、程度、因素、時間）對於他們所

需要的資訊主題（生活、求職技能、就業工作、人際關係、尋找新

知、社會常識）需求是否有所不同。 

 （二）視障者對生活方面、求職技能方面、就業工作方面、人際關

係方面、尋找新知方面、社會常識及其他各方面所需要之資訊。 

二、書籍資訊近用電子化格式 

 （一）視障者學習點字的經驗、使用輔具的經驗，以及他們喜歡或

常用的閱讀媒介實際使用情況。 

 （二）視障者時常上網使用之功能，或最常瀏覽之網站。 

 （三）向視障者介紹視障資訊服務網站之類型及方式、視障資訊服

務網站應提供之內容及檢索介面應具備之功能。 

三、書籍資訊取得途徑之需求 

 （一）視障者的視力情況（源起、程度、因素、時間）對於他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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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資訊取得的途徑（管道、目的、方法、資料類型、困難、因應困難

時的做法）造成之不同。 

 （二）對於視障者書籍資訊取得途徑之因應做法。 

柒、發言摘要： 

一、中華定向行動協會陳淑惠理事長 

本協會主要著力在教導學生在外如何獨立行走及生活自理，在書

籍資訊取得方面，碰到主要的困難有兩大部分，就在學學生而言，尤

其是在大學及研究所階段，對所尋找的資料，經常都沒有電子化及語

音資源，需要請人唸給他們聽。另針對中途失明者，通常好奇想了解

自己為何生病，他們會去搜尋為何會如此、有何醫療管道、方法及養

生資訊。經常人家告訴他們一個資訊的源頭，想借書時，卻發現尚未

轉製成有聲書，因而找不到後續的問題解答。 

一般說到推動無障礙設施，好像是針對視障者，然而以目前臺北

市做了這麼好的無障礙設施，受益最多的是推娃娃車的媽媽、菜籃族

和輪椅朋友們，就像最近捷運局把導盲磚取消後，原以為受害最大的

是視障者，可是我卻接到很多的輪椅族反映，少了導盲磚，他們也走

得很辛苦。輪椅族的視線本來就低，告示牌太高他們看不見，以前捷

運站內設有導盲磚的時候，沿著導盲磚就可以找到電梯，現在導盲磚

去除後，尤其是在新建的文湖線、新莊線都要請人協助才找得到無障

礙電梯。我們努力爭取無障礙的環境，真的會讓所有的人都能夠享受

得到。 

二、臺北市私立盲人有聲圖書館林淳豔秘書： 

盲人有聲圖書館已成立三十年，目前典藏著重在錄音帶。我曾接

觸過一位視障朋友，反應說想聽古典鄉土歌曲，但我們卻只能提供錄

音帶。若要轉成 MP3 等符合現代使用習慣的格式，人力耗費也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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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本館除了照顧讀者的閱讀需求，也推廣並鼓勵他們爭取獎學金、

參加視障者的演講、健行或歌唱比賽，這部分對於增進他們的人際關

係或社會互動等各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三、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黃慧子經理： 

我們在早期部分，較常接觸到的是先天失明的視障幼兒。先天失

明者所需要的資訊很廣泛，包括：生活、常識或教育等各方面。在國

中小、高中階段，除了學校教科書及網路的搜尋外，有很多訊息是沒

有電子書或點字書的提供，像這部分就是很大的需求點。若是和學校

課業上有關的資訊，能在圖書館借閱到的話，對他們的求學有很大的

幫助。在成人部分，經詢問在協會工作的視障同仁，普遍反應需要人

際互動的技巧。視障者的年齡層及身分背景不同，需要的主題性圖書

就有不同，與明眼人需求一樣。因此，在新的資訊製作時，也應考量

做無障礙格式版本，使他們的訊息落差能更減少。 

有關無障礙網頁瀏覽的部分，除了訓練視障孩子、學生及視障者

瀏覽操作電腦的技能外，也應正確認知適合視障者使用的網頁才能稱

作無障礙網頁。像一般身障者可看得到，用到無障礙網頁並不多，真

正能測試無障礙網頁最適合的就是視覺功能障礙者。我們曾經做過一

個頁面瀏覽的測試，發現很多的圖檔是無法取得訊息的，但現在哪個

網頁是沒有圖檔的？所以真正要落實無障礙網頁，需要由視障者來做

檢視，不管到各個訊息點，都可以真正取得想要取得的訊息，這部分

應該由政府來落實。雖然我們有一個無障礙網頁檢測的 3A 標準，然其

考核基準是參考早期十幾年前國外的標準，可是人家已經更正好久

了，建議政府在考核標準這塊應再加強落實。 

在視障閱讀推廣部分，我們協會曾請吳念真導演來辦過口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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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會有一些場地的花費，但對導演而言，是在做公益。我們也辦過

一場戴勝通董事長遊臺灣的講座，邀請作者來講一些旅遊心得及網站

經營，吸引很多視覺功能障礙者參與。因此，建議除由專業的口述影

像老師做主題式導覽外，直接邀請作者來講述其著作、心路歷程及生

活經驗，也可以吸引視覺功能障礙朋友參與。 

四、財團法人臺灣盲人重建院黃慧文小姐： 

針對視障者書籍資訊近用，提出幾個簡單的重點訴求，就是與明

眼人一樣的資訊取得平等權，不是只看到視障朋友視力受損，而是要

把他當全人看待，回到個人發展各階段的全面需求，也就是明眼人有

的，視障者都能獲得，所以希望資訊具有多元性與豐富性。另一方

面，書籍資訊取得時效也不是那麼立即。我們提供幾個建議：1、搭配

輔具；2、提供志工資源。像有聲書的錄製由志工提供協助，一本書錄

製只有一個人錄製需花很多時間，建議建構線上志工報讀的資源，當

視障讀者有需求的時候，可做線上資源連結，儘管沒辦法於短時間內

讀完一整本書，然往後有時間或想要再獲得資源時，可透過不同志工

來協助完成，這樣可以增進時效性；在多媒體的時代，有聲書資源有

些介面操作困難，例如：要確認輸入的密碼。不管是透過報讀軟體的

回饋，或觸摸顯示器的回饋，因為輸入密碼只會出現星號的符號，無

法確認輸入是否正確，這要回到輔具提升的部分。 

有關視障資源整合部分的建議：以較少的經費得到較高的效益，

並增進取得管道。先前提及的推廣是與視障相關單位或學校合作，像

針對中老年視障者，可以請老人福利相關單位或醫院協助宣導，在第

一時間發現視障者的情況時，將視覺功能障礙資訊和他們分享。 

另外，有關資料的類型，現在大多數是圖書的轉譯，但視障者生

活上喜歡唱歌，歌曲或歌詞的取得卻不易，建議以後可以增加歌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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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的部分。關於口述電影部分，場次辦理較少，即使想參加，也常

因交通不便，而無法參與。不知道未來有沒有可能透過合作，用錄影

或錄音的方式將口述電影資料放在網路平臺，像有聲書一樣可以自由

連結查詢，或可更具成本效益及使用便利性。 

最後，多半的書籍資訊借閱單位，都需要視障者傳真身障手冊影

本以進行驗證，但實際操作上他們可能有困難，不知是否有更便利的

方式可協助他們？當視障朋友越可以獨立完成的時候，他們會比較有

自信，也更樂意和他人分享。 

五、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鄭舜介總幹事： 

本協會會員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少部分年輕人才比較會使用圖書

館的資源或電腦。就中老年人而言，學習使用圖書可能性較低，平常

都是看電視或聽廣播。我們最近有發展口述影像電影，某個角度而言

也是屬於書籍資訊的一種，初期來看效果不錯。與其讓他們進圖書館

看書，不如把書變成劇本、劇本變成電影讓他們來聽。就年輕人而

言，書籍資訊取得的整體友善環境還是很差，如臺灣圖書館非常漂

亮，無障礙設施完整，但不是每個地方都這樣，花蓮或其他學校的圖

書館未必有這樣的無障礙空間，恐怕從大學進入圖書館都是障礙重

重。有些時候視障者知道資訊，但要走進去都有點困難。所以是不是

可以更友善？所謂更友善就是全部圖書資源在電腦上可以做有效查

詢，點選申請就直接寄送。這些都需要成本，我知道未必能達到，但

可以再想一下用什麼方式，建立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針對電子檔提供問題，是否有可能讓出版社有點利基？像是做個

認證標章，可能會提高出版社授權視障者使用的意願。 

至於口述電影部分，依據協會辦理經驗，一種是請口述老師，成

本最貴；另一種是一邊講一邊錄，成本較低；再一種是請配音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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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實際經驗還是真人在現場講述效果比較好。 

六、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協會梁美儀秘書長： 

我自己本人有十年多盲人電腦及弱視電腦的教學經驗，視障界的

office 教材是我帶進來的，也曾在啟明學校做過視障輔導老師及資訊設

備組長，接觸到各層面的視障者。我認為視障者到社福機構時，需求

可能是生活求職、職業重建等各方面需求，這時比較快速的方法可能

是技能上的增進。雖然針對技能增進的圖書也很缺乏，像要考公職的

人員，需要考公職的圖書，但各類的圖書都應該要有，因為提升視障

者本身程度，對求職才會更有利。 

再來，外界會偏重於盲人就等於點字，學習的管道就是點字，然

而因為現在科學越來越發達，先天盲的人已經比較少，反而中途失明

的人佔了大部份，這些人對於摸點字學習上是有困難的，因此有聲書

錄製有其需要。然而有聲書錄製和點字書的製作耗時耗錢，製作量有

限。視障者普遍需要最新排行榜圖書，最快速的方法是取得電子檔，

但是出版社通常不願意提供電子檔。格式部分，以前認為視障者只能

讀純文字或是點字的電子檔，這是錯誤的觀念。電子檔如果有 DAISY

格式，很容易可以翻頁、跳章節、跳前一句後一句，相較於傳統純文

字檔的閱讀，便利許多。 

對中老年人及不需要讀很多書的視障者而言，他們的需求是在

youtube 上聽歌、唱歌，或用通訊軟體跟人溝通，這部分我們的訴求就

是無障礙網頁。關於無障礙網頁，NCC 最近已做了最新版的修正，也

開了公聽會說明，只是在執行上面，以前只要透過網站檢測就可以拿

到 AA 級，但現在二級政府以上才強制取得，在推動上面已經倒退回

去了，所以標章的取得是以前所取得的依舊擺在上面，現在是否是無

障礙我們已經不曉得了。先前參加陳學聖立委的公聽會，NCC 表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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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限，不想推動。視覺功能障礙者真的覺得非常的無奈，我們希望

政府能著力在這部分。至於口述影像部分，視覺功能障礙者也會想看

到院線片，希望能有更新穎即時的口述影像資料。 

捌、結論： 

感謝本年度接受本館委託執行視障者書籍資訊近用需求研究案的

輔仁大學毛慶禎教授出席共同主持今日的會議，同時感謝各位與會先

進提供之寶貴實務經驗分享與專業建議，讓本館能有機會廣泛聽取多

方意見，期能補齊未能親自發聲之潛在視覺功能障礙讀者的需求。相

關發言內容，後續將作為本案研究團隊繼續研究及報告之重要參考，

以期研究結果能更瞭解視障者實際需求與使用行為，提供本館及國內

相關視障機構後續提升視障資訊服務品質之重要參據。 

玖、散會：上午 11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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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期中報告修正情形對照表 

國立臺灣圖書館 
「103 年度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研究」委託

研究案 
期中報告修正情形對照表 

 
 

項目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研 

究 

方 

法 

論 

述 

（一）研究之抽樣方式應清楚敘明抽樣策略。另抽

樣對象除親自到館之使用者及學生族群外，建議積

極增加社會人士、遠端使用者及潛在讀者，平衡各

年齡層對象，使抽樣樣本更具代表性，以提升後續

統計結果分析之合理性。（林委員珊如、宋委員雪

芳、林委員維真、賀委員夏梅） 

謝謝委員的指導。此次研究

抽樣採取立意抽樣，我們已

於期中報告中敘明，請參見

P.11-12。另，抽樣對象，我

們會積極尋找多樣化的受訪

對 象 ， 並 於 期 末 報 告 中 呈

現。 

（二）焦點團體法之座談對象建議進一步說明，可

以公共圖書館使用者為主，利用半結構式訪談法訪

談相關使用經驗，並建議增加場次，邀集視障相關

服務團體機構等具代表性之實務工作者或家長代

表，如臺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及愛盲基金會等單

位，使座談對象多元化。（林委員珊如、宋委員雪

芳、賀委員夏梅、周委員淑惠） 

謝謝委員指導。已增補焦點

團體座談法相關內容，請參

見期中報告 P.13-14 所示。焦

點訪談場次也將從原先規劃

一場以視障團體專家為主，

增加為以公共圖書館使用者

為主及視障相關服務團體機

構代表為主共兩場的焦點團

體訪談。 

（三）建議將研究執行之訪員背景、訓練程序等部

分作進一步描述，以具體呈現完整研究過程。（賀

委員夏梅） 

謝謝委員指導。已增補訪員

背景及訓練程序等內容，請

參見期中報告 P.51 所示。 

（四）有關各研究方法之說明，建議補充其內涵及

執行過程，使整體內容更為完整。（P.4）（周委員

淑惠） 

謝謝委員的指導。已增補各

研究方法之說明，請參見期

中報告 P.1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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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五）文獻分析法部分，建議再補充國內外使用者

需求之相關文獻分析，作為後續結果分析之參考依

據。（P.10-15）（周委員淑惠、蔡委員美蒨） 

謝謝委員指導。有關國內外

使 用 者 需 求 之 相 關 文 獻 分

析，將於期末報告中增補。 

（六）研究問卷題目及問項設計方面，應統一題

意，避免無使用經驗者之填答困難，並建議調整相

關內容，如：書籍資訊應包括視聽資料類型、具體

之電腦輔具使用經驗、增加電子化格式資源其他載

具或平臺等。如無法更改問卷題目，建議後續能進

一步詢問受訪者回答之內涵或原因，彙整結果並納

入期末報告分析呈現，資料不足部分可利用焦點團

體之訪談內容作補強。（P.61-64）（林委員珊如、

宋委員雪芳、林委員維真、賀委員夏梅） 

謝謝委員的指導。我們也將

在後續進行問卷訪談及舉行

焦點訪談時，進一步詢問受

訪者回答之內涵或原因。 

 

 

 

 

 

報 

告 

內 

容 

撰 

寫 

（一）有關研究資料分析方式，目前仍屬描述統計

為主，建議後續增加推論統計方式進行資料分析整

理。（賀委員夏梅） 

謝謝委員的指導。我們將會

在期末報告中增加推論統計

方式進行資料分析。 

（二）報告內容中使用「弱視」一詞，建議改採

「低視能」或「低視力」。（賀委員夏梅） 

謝謝委員指導。因「弱視」

一 詞 主 要 出 現 在 問 卷 題 項

中，因此擬在期中報告內容

中，出現「弱視」一詞旁再

加註「低視能」字樣。請參

見期中報告 P.17-18 所示。 

（三）報告內容之各項統計數據引用，請以最新數

據為使用依據，並建議註明資料近用時間及引用網

址，以供參考。另報告內容引用之法規部分如：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圖書館法》及《學

位授予法》等，建議留意相關法案修正進度，俾利

於後續報告撰寫與分析，得引用最新修正條文。

（周委員淑惠） 

謝謝委員的指導。已修正資

料近用時間、引用網址、法

規等內容，請參見期中報告

P.1-2、P.7-9、P.40-41 所示。 

（四）部分問卷未能以面訪進行，是否影響問卷有 謝謝委員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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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效性?依據問卷結果初步統計結果，少數題目「拒

答」比例偏高，建議增述其對研究分析結果之影

響。另報告中對百分之十之抽樣複查較無說明，建

議補充相關資料，包括如何實施，結果如何等。

（P.39、P.67）（蔡委員美蒨） 

問卷調查皆透過訪員進行內

容的說明，故不至影響問卷

有效性。 

另，拒答部分，也將於期末

報告中透過交叉推論及取得

其對本研究的影響結果。 

抽樣複查如何實施、結果如

何說明已增列於期中報告，

請參見 P.12-13 所示。 

（五）報告用辭敘述建議再更為確實詳細，避免因

文字敘述過於簡潔，造成語意不清（P.1、P.14）；

另內容中敘及「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指定國立臺灣

圖書館為身心障礙者之專責圖書館，擁有服務身心

障礙者服務的法定地位。」其中「身心障礙者」應

改為「視覺障礙者」，服務二字重複，併請修正。

（P.14）（曾委員添福） 

謝謝委員的指導。已修正用

辭敘述，請參見期中報告 P.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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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期末報告修正情形對照表 

國立臺灣圖書館 

「103 年度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研究」 

委託研究案 
期末報告修正情形對照表 

 
 

項目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研 

究 

方 

法 

論 

述 

（一）文獻分析部分及參考資料，應再加強補充國

內外視障者資訊需求、資訊使用與影響資訊近用因

素之實徵研究相關文獻，以進一步探討視障者與一

般讀者需求之差異，或推論視障者之資訊落差問題

及書籍資訊近用之過程，以作為後續結果分析之參

照。（林委員珊如、宋委員雪芳、林委員維真、賀

委員夏梅、周委員淑惠、蔡委員美蒨） 

謝謝委員指導，已增添國內

外視障者資訊需求、資訊使

用與影響資訊近用因素之實

徵研究相關文獻，請參見期

末報告 P.11-19。 

（二）問卷調查法部分，有效樣本數原計 360 份，

現僅 144 份，且過於偏重學生族群，致使研究結果

無法有效推論呈現視障者普遍圖書資訊近用需求現

況，建議補述樣本之擇取標準並補充相關文獻發現

等以加強詮釋之合理性，另建議新增「研究範圍與

限制」一節，敘明研究抽樣之代表性或限制。（林

委員珊如、林委員維真、賀委員夏梅、周委員淑

惠） 

謝謝委員指導，已補述樣本

之 擇 取 標 準 並 補 充 相 關 文

獻，請參見 P.26-28。另已新

增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一

節，請參見期末報告 P.7。 

（三）研究方法撰寫部分，建議補充研究實施步

驟、實施方式、各問卷題項之參照文獻出處、焦點

團體座談題綱等研究設計內涵。（賀委員夏梅、周

委員淑惠） 

謝謝委員指導，已增補研究

實施步驟、實施方式、各問

卷題項之參照文獻出處、焦

點團體座談題綱等研究設計

內 涵。 請參 見期末 報 P.2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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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報 

告 

內 

容 

撰 

寫 

（一）研究結果應更清楚明確並能呼應研究目的與

研究主題，除呈現不同背景之視障者各自對應之需

求主題與資源格式外，建議進一步探討研究結論與

馬拉喀什條約及圖書館法之呼應處。另可針對國內

視障者書籍資訊相關單位提出建言，如：對出版社

說明有提供書籍電子檔義務之迫切性、建議公共圖

書館設置視障者服務專員等，作為具體可行之參考

依據。（林委員珊如、宋委員雪芳、林委員維真、

賀委員夏梅、周委員淑惠、曾委員添福） 

謝謝委員指導，研究結果及

建議已重新補述於期末報告

中，請參見 P.141-149。 

（二）建議將焦點團體座談結果與問卷調查結果整

併述明與討論，並將前述兩者與文獻分析之結果作

交叉印證，以呈現具體、有說服力之研究結論。

（林委員維真、賀委員夏梅、周委員淑惠） 

謝謝委員指導，於第四章增

設一節綜合結果與討論，將

焦點團體座談結果與問卷調

查結果整併述明與討論。請

參見期末報告 P.141-144。 

（三）問卷調查結果部分，建議依百分比高低調整

項目排列順序；另，焦點團體座談部分，建議增列

會議召開時間等數據並補述參與者之背景資料，增

加報告之可讀性與完整性。（林委員珊如、林委員

維真） 

謝謝委員指導，已增補依百

分比高低調整問卷調查項目

排列順序；並於焦點團體座

談部分，增列會議召開時間

等數據及補述參與者之背景

資料。請參見期末報告 P.35-

68。 

（四）本研究之建議可再更為積極，建以分項列點

方式具體提出本研究之成果及相關可行方案，以供

國立臺灣圖書館或國內相關視障機構及教育部等單

位參考，以發揮本研究之政策影響力。（林委員珊

如、宋委員雪芳、林委員維真、賀委員夏梅、周委

員淑惠、曾委員添福、蔡委員美蒨） 

謝謝委員指導，研究建議已

重新補述於期末報告中，請

參見 P.148-149。 

（五）參考文獻撰寫格式請依學術規範使用 APA 格

式。（賀委員夏梅） 

謝謝委員指導，參考文獻已

依 APA 格式撰寫。請參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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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末報告 P.179-186。 

 （六）報告內容各項統計數據及法規條文之引用，

務請留意資料之正確性及新穎性。（周委員淑惠、

曾委員添福） 

謝謝委員指導，已調整報告

內容各項統計數據及法規條

文 之 引 用 ， 請 參 見 期 末 報

告。 

 （七）報告內容撰寫部分，請統整體例，使呈現結

果具一致性。（曾委員添福） 

謝 謝 委 員 指 導 ， 已 統 整 體

例，請參見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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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期末報告復審修正情形對照表 

國立臺灣圖書館 

「103 年度視覺功能障礙者書籍資訊近用使用需求研究」 

委託研究案 
期末報告復審修正情形對照表 

 
 

項目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研 

究 

方 

法 

論 

述 

（一）焦點團體法之座談對象基本資料描述，建議

補充說明各受訪者習慣使用之閱讀或資訊接觸媒

介，有助於釐清書籍需求與視障者背景間之關係

（賀委員夏梅） 

謝 謝 委 員 指 導 ， 也 非 常 抱

歉，因焦點座談時並未特別

針對其閱讀或資訊接觸媒介

予以調查，故在原先座談者

基本資料再補充其他資訊(如

年齡、教育背景等)，請參見

期末報告 P.32。 

（二）研究範圍與限制部分，建議再補充研究樣本

之徵集與抽樣限制及相關解決方式或支持之立論，

如可說明其限制能以文獻探討、焦點座談或深度訪

談等方式補足。（周委員淑惠） 

謝謝委員指導，已補充研究

樣本之徵集與抽樣限制及相

關解決方式，請參見期末報

告 P.7。 

報 

告 

內 

容 

撰 

寫 

（一）請增述研究結果和所提建議之因果關係，俾

使結論建議更有具體性、創新性及可行性。另相關

內容與標題部分建議重新微調與修整。如：所提建

議之適切性，或另加副標註明權責單位等。並請增

述本調查研究之結果與目前實際現況有何呼應之

處；另針對提供資訊即時化及取用資訊平等化部

分，建議可將協調鼓勵著作權人提供或捐贈出版品

電子檔以加速視障資訊製作納入論述。（林委員珊

如、宋委員雪芳、賀委員夏梅） 

謝謝委員指導，已於研究結

果中補述其與目前實際現況

相互呼應處，並於提供資訊

即時化及取用資訊平等化部

分內容中補述說明。請參見

期末報告中，請參見 P.148-

152。 

（二）引用相關法規及參考文獻時，請依學術撰寫 謝謝委員指導，已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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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格式 APA 方式撰寫；另文內有引述他人研究成果

者，應註明相關引用來源。並請留意各項統計數據

及法規條文資料之正確性及新穎性（宋委員雪芳、

賀委員夏梅） 

請審視期末報告內容。 

（三）有關問卷調查之受訪單位服務人數欄位，建

議改為服務對象；另述及目前服務使用人數統計時

應加註相關數據取用時間，以利後續參考。（宋委

員雪芳） 

謝謝委員指導，已做修改。

請參見期末報告 P.27-29。 

（四）第四章「綜合結果與討論」一節，建議撰寫

順序與研究方法中所提出之 Q1 至 Q5 順序相互對

應，並建議補強研究結果回應 Q2 及 Q5 問項之內

涵。（林委員維真） 

謝謝委員指導，已予以調整

並 補 強 回 應 內 容 ， 請 參 見

P.144-147。 

（五）有關調查結果呈現方式，考量長條圖與表格

之意義重複，建議可擇一使用，針對重要內容可考

量以圖呈現。（林委員維真） 

謝謝委員指導，已將長條圖

刪除。請參見期末報告第四

章第一節。 

（六）有關交叉分析小節部分，建議對「未存有顯

著關聯」之結果進一步探究或推論其呈現原因，使

研究結果更加完整。（林委員維真） 

謝謝委員指導，已針對建議

補 述 ， 請 參 見 期 末 報 告

P.125、P.127-128、P.130。   

（七）附錄內之公文建議改附正式公文掃描影本；

另參考文獻建議置於附錄前。（吳主任秘書明玨、

賀委員夏梅） 

謝謝委員指導，已修正，請

參見期末報告 P.170-171。 

（八）有關報告內容撰寫格式，包括專有名詞、機

構名稱之原文及翻譯用語、年代及數字表示方式、

內容字體及錯別字校正，應加以統一與修正，使呈

現體例具一致性。（周委員淑惠、曾委員添福） 

謝 謝 委 員 指 導 ， 已 統 整 體

例，請審視期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