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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有關視障者接觸資訊之議題逐漸受到重視，為增進視障者公平

閱讀權益及符合相關實務運作，立法院審議中之圖書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於第 9 條增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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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執行。本

研究為配合圖書館法之修正，落實提供視障者所需電子化圖書資源之徵集

、轉製等任務，乃針對草案所授權訂定之相關子法草案（含總說明、逐條

說明及影響評估），預為研議擬訂，俾作為後續正式訂定或執行之參考。 

 

本研究先探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著作權法、圖書館法及學位授

予法近年來關於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保障之立法情形，並提出進一步修正

建議，同時檢視相關國家就本議題之立法及實務，且邀集相關機關、出版

產業及視障者權益團體代表，舉辦焦點座談，了解各方關切點並驗證前述

資訊與分析之精確性，以作為研擬相關子法之參據。 

 

關鍵字：視障者、接觸、合理使用、徵集、無障礙版本 

 



 III 

Abstract 

 

Recently, access information for visual impairment disabilities is more concerned by 

all the countries.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fair opportunity for person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disabilities to access information and addressing related requirement in 

practice, the Amendment of Library Law is review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inserted 

Art. 9.2 to grant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the right of setting forth a regulation concerning 

the acquisition, transference, provision of special version of public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for the access information by person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disabilities. This 

study tries to meet this requirement and prepares a draft, including general explanatory for 

the whole regulation, detail explanatory for each article and assessment of legal impact. 

This is a previous preparatory work for the new draf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Rights 

Protection Act, Copyright Law, Library Law and Degree Conferral Law, observes the 

different oper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rai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amendments in 

the future. After consulting related stakeholders, a final draft concerning the collection, 

transference, provision of special version of public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for the 

access information by persons with visual impairment disabilities is finalized. 

 

Keywords: visual impairment disabilities, access, fair use, acquisition, free access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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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言 

第一節  前言 

 

接觸資訊以獲取知識，係現代社會基本人權之一。藉由該項基本

權利之落實，人人可自由及機會均等地參與社會文化生活，享受科學

進步所帶來之利益，進行意見表達及言論之自由，取得及分享資訊、

教育及工作機會。 

 

數位網路技術使人類對於資訊之接觸及散播更具效率，惟視覺功

能障礙者（以下簡稱視障者）無從直接閱讀紙本文件或網路資訊，過

去係藉助點字書（braille）或有聲書（audio book）跨越閱讀障礙，目

前雖已可藉由電子書閱讀器之文字轉換語音（text-to-speech）功能或

點字觸摸顯示系統（refreshable braille system）接觸資訊，對於紙本

或尚無法直接轉換為可供視障者耳聞或觸摸之數位檔，仍須適當規劃

法制及善用技術，促使視障者方便、快速接觸其所希望接觸之資訊，

縮短其與一般人接觸資訊機會之嚴重差距。 

 

第二節  研究背景 

 

為利視覺功能障礙者接觸電子化格式圖書資源，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於 100 年 2 月 1 日修正增訂第 30 條之 1 規定：「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利用現代化數

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可讀取之電子

化格式提供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運用。前項規劃、整合

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等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

關定之。」教育部爰於同年 12 月 15 日依該條第 2 項規定，訂定視覺

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並於同年 12 月 26 日依該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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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規定，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負責視障

資源徵集、編目、典藏、閱覽服務、推廣與研究及館際合作等事項。 

 

國立臺灣圖書館為建構數位與圖書館資源結合之無障礙學習空

間，以有效消弭資訊落差，提供視覺功能障礙者公平閱讀權益及資訊

接收的機會，以落實執行視障資源專責圖書館任務，特擬定 101 年至

104 年「強化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畫」，於 101 年 3

月 13 日奉教育部臺社（三）字第 1010032192 號函核定。該項計畫將

「強化視障電子化圖書資源徵集，豐富視障館藏」列為重要目標之一

，並以「整合及強化視障資源、建構視障數位圖書館」為主要執行策

略之一。 

 

近年來，有關視障者接觸資訊之議題逐漸受到重視，為增進視障

者公平閱讀權益及符合相關實務運作，教育部於 102 年 8 月研修圖書

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第 9 條增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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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執行。該項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於 103 年 1 月

10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並於 4 月 14 日經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完成審查

。為配合圖書館法之修正，落實提供視障者所需電子化圖書資源之徵

集、轉製等任務，爰有必要針對草案所授權訂定之相關子法預為研議

擬訂。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完成後，將針對立法院審議中之圖書館法修正草案第 9 條

所增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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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研擬完成視

障者使用電子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相關具體規範草案（含總說明、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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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說明及影響評估），俾作為後續正式訂定或執行之參考。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委託單位係經教育部指定之視障專責圖書館，其研究目標

原僅係以保障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為目標，針對立法院討論中之圖書

館法修正草案第 9 條第 2 項授權訂定子法之依據，以提升視障者接觸

資訊之機會，又因時間及經費有限，並考量各類障礙者於接觸資訊時

所遭遇困難及解決方式，於性質及技術方面差異頗大之考量，暫以視

障者接觸資訊權益保障之相關法規為研究及研擬範圍，不及於其他障

礙者之權益保障，是為本研究之既有限制。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案以「文獻分析法」、「內容分析法」及「焦點座談」為主

，其步驟如下： 

 

一、收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著作權法、圖書館法及學位授予法

近年來關於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保障之立法文獻。 

 

二、廣泛研讀所收集文獻，分析視覺功能障礙者接觸資訊權益保障之

相關法規、實際現況及最適作法。 

 

三、邀集相關機關、出版產業及視障者權益團體代表，舉辦焦點座談

，了解各方關切點並驗證前述資訊與分析之精確性。 

 

四、依前述資訊整理彙整，並研擬視障者使用電子化圖書資訊特殊版

本相關具體規範草案（含總說明、逐條說明及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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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保障之立法 

第一節  前言 

 

保護視障者接觸資訊之權益，係各界長期關注之議題，我國現行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著作權法、圖書館法，均有相關之規定，惟

各該規定仍有不足之處，目前正逐步進行增修中，更擴及於學位授予

法相關條文之增修。本章分別針對各該修正情形，予以簡要說明評析

，並提出修正建議，以求周全。 

 

第二節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對於視障者接觸資訊之權益保障，於 103

年 6 月 4 日該法修正公布前，第 30 條之 1 已有特別規定：「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利用現代

化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可讀取之

電子化格式提供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運用。前項規劃、

整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等辦法，由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定之。」該條規定僅消極要求專責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典

藏及提供可讀取之電子化格式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運用，

並未賦予專責圖書館，有權向著作財產權人或出版社徵集既有數位版

本，以供轉製成視障者可接觸之無障礙版本。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第 30

條之 1 並增訂第 30 條之 2 條文如下： 

 

修正第 30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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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

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

及廣泛利用現代化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

藏，以可接觸之數位格式提供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及特定

身心障礙者之運用。 

 

前項受指定之圖書館對於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前項特定身心障礙

者提出需求之圖書資源，應優先提供。 
 

第一項規劃、整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等辦

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增訂第 30 條之 2 條文： 

 

「經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其出版者應於該教科用

書出版時，向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或學校提供所出版

教科用書之數位格式，以利製作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前條第一項其

他特定身心障礙者接觸之無障礙格式。各級政府機關（構）出版品亦

同。 

 

  前項所稱數位格式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之。」 

 

新增第 30 條之 1 第 2 項明白揭示「按需優先提供」原則，而未

期待專責圖書館全面性地、無特定目標性地投注資源於無障礙版本之

轉製，蓋將一般圖書資源轉製成障礙者所需之無障礙版本，極為費時

耗力，有限資源應集中於因應障礙者之迫切需求，方屬務實而不致圖

勞無功。專責圖書館未來之重點工作除自行轉製成障礙者所需之無障

礙版本，更重要之工作在於建立公開透明之資訊及資源分享平臺，整

合既有從事轉製無障礙版本公益團體資源，方便視障者查詢已有無障



 - 7 - 

礙版本之所在現況，快速接觸，同時針對尚未轉製而有需求之圖書資

訊，提出申請，讓適當之公益機構自行認領轉製，或由專責圖書館協

調進行，以快速完成無障礙版本並及早提供。 

 

本研究認為，新增第 30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僅要求專責圖書館對

於障礙者提出需求之圖書資源「應優先提供」，並未賦予其向著作財

產權人或其所委託發行之出版人徵集出版品既有數位檔案之權利，也

未明定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所委託發行之出版人應予提供之義務，則專

責圖書館欲「優先提供」無障礙版本之圖書資源，仍如同目前難以取

得數位檔以進行直接轉製之困境，修正條文實質幫助有限，可有更積

極之做法，爰建議第 30 條之 1 第 2 項可修正為：「前項受指定之專責

圖書館向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所委託發行之出版人徵集出版品之既有

數位檔案時，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所委託發行之出版人應予提供。」，

此一修正方向值得未來進一步修正參考。 

 

至於此次新增第 30 條之 2 關於教科用書出版者應向指定機關（

構）或學校提供數位格式之規定，則係將實務上透過契約約定之作法

，提升為法律規範，並擴及於政府出版品。 

 

關於教科用書之無障礙版本轉製提供，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選用之教科圖書，得由教育部

或教育部指定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採購；其相關採購方式，

由教育部定之。」教育部依此授權訂定「教育部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之採購作業要點」，明定全國國民中小學教科

書採購辦理方式為計價與議價作業，以作為各縣市承辦全國國民中小

學教科書計價與議價作業之依據。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國民中

小學辦理教科書（含習作）採購事宜，係依教育部議價結果及國民中

小學審定本教科圖書聯合採購共同供應契約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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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02 學年度全國國民中小學審定本教科圖書聯合採購共同

供應契約第 18 點第 7 項約定，出版社「應將視障點字教科圖書電子

檔，複製分送國立臺南大學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視障資料中心

典藏。」1依據本研究案主持人參與教育部國民教育及學前教育署 102

年 11 月 26 日召開之「國民中小學審定本教科圖書聯合採購-點字用

書事宜諮詢會議」之建議，未來全國國民中小學審定本教科圖書聯合

採購共同供應契約，將明定國立臺南大學及國立臺中啟明學校為教科

用書數位格式之出版者提交機關（構）及學校。自 103 學年度起，國

民中、小學各版教科圖書共同供應契約中，均已眀定出版商「應提供

各適用學校視覺、學習、閱讀或其他視覺認知有障礙學生暨其輔導老

師所使用之大字書、點字書」，同時，並「應提供視覺、學習、閱讀

或其他視覺認知有障礙之學生使用之教科書點字電子檔，分送至國立

臺南大學、國立臺中啟明學校典藏，並提供各縣市教育局（處）、臺

北市立啟明學校各乙份。」2
 

 

政府出版品係以政府預算完成，同樣應使視障者有平等接觸之機

會，以往主管機關行政院研考會致力於政府出版品之集中開放供民間

接觸，並要求各機關應提供數位檔，以供線上公開或「按需列印（print 

on demand）」紙本3，但因其僅是要求「如有電子檔應併送之」，導致

大多數機關多以無電子檔為由而未提送，故並不利於將紙本轉製為視

障者接觸之無障礙版本。政府組織改造之後，目前政府出版品之主政

                                                 
1 102 學年度全國國民中小學審定本教科圖書聯合採購共同供應契約請參見
http://tbkp102.cyc.edu.tw/uploads/tad_uploader/user_3/76_09 教科圖書聯合採購契約.doc，last visited 

2014.09.30. 
2
 10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共同供應契約請參見

http://tbkp103.kl.edu.tw/uploads/tad_uploader/user_4/112_08.教科圖書聯合採購契約.doc，last visited 

2014.09.30. 
3 103 年 6 月 24 日廢止前之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各機關應辦理出版品電子檔繳
交作業，相關作業規定，由行政院研考會定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1 年 4 月 9 日（101）
會版字第 1012560159 號函修正發布之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第 31 點規定：「各機關同意由文
化部辦理圖書或連續性出版品流通利用時，應將該出版品、同意函及利用清單（如附件五）函送
文化部，如有電子檔應併送之。前項電子檔應符合規範（如附件六），並應於送交文化部前，先
掃除電腦病毒及自行備份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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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已改隸文化部，各級政府機關（構）出版品電子檔依政府出版品

管理要點之實務做法，係提交該部人文及出版司4，惟仍與原有規定

相同，並不具強制性。5本研究計畫主持人於 103 年 8 月間去函文化

部嘗試訪談司長級之決策人員，了解政府出版品過去針對視障者接觸

之無障礙版本之相關政策與做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政府出

版品之無障礙版本提供義務後有無因應做法等議題，惟並未獲接受訪

談，相關承辦人員致電說明，事實上該部過去並未特別就此議題有所

措施，甚至在本研究計畫主持人提出訪談要求以前，尚不知有此條文

之增修。此項增修之立法固係立法院委員之提案，惟行政機關對於涉

及權責執掌之立法應隨時掌握控管，據以執行，期待文化部對於立法

院以增修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訂政府出版品之無障礙版本提供

義務，能有更積極之作為，使能令障礙者與一般國民有平等接觸資訊

之權利。 

 

第三節  著作權法 

 

我國著作權法對於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之保障，源自 74 年修正

公布著作權法第 30 條，隨後經過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為配合

2013 年通過之「關於有助於盲人、視覺功能障礙者或其他對印刷物

閱讀有障礙者接觸已公開發行著作之馬拉喀什條約（The Marrakesh 

Treaty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Published Works for Persons who are Blind, 
                                                 
4
 因應組織改造，原行政院研考會政府出版品管理業務，自 101 年 5 月 20 日起移撥文化部管轄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依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所發布之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亦於

102 年 12 月 30 日由文化部文版字第 10220446972 號函通令停止適用，文化部並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文版字第 1023036657 號函另行發布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而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亦於 103

年 6 月 24 日由行政院院授文版字第 10330150952 號令廢止。 

5
 依據文化部發布之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第 14 點之(五)規定：「各機關同意由本部辦理圖書或連

續性出版品流通利用時，應將該出版品、同意函及利用清單（如附件二）函送本部，如有電子檔

應併送之。電子檔應符合規範（如附件三），並應於送交本部前，先掃除電腦病毒及自行備份存

檔。」其僅於政府出版品有電子檔時始應併送之，若無電子檔則可不送。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241683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24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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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ly Impaired, or otherwise Print Disabled）」（以下稱「國際視障者

接觸著作條約」）而於 103 年元月 22 日經總統修正公布。 

 

修正後之第 53 條條文如下： 

 

「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或團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

校，為專供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

困難之障礙者使用之目的，得以翻譯、點字、錄音、數位轉換、口述

影像、附加手語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所定障礙者或其代理人為供該障礙者個人非營利使用，準用

前項規定。 

 

依前二項規定製作之著作重製物，得於前二項所定障礙者、中央

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或團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間散布或

公開傳輸。」 

 

第 53 條之適用情形如下： 

 

ㄧ、利用對象：限於「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不包括「未公開發

表之著作」。 

 

二、利用主體：於第 1 項限於「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

構或團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第 2 項則使第 1 項所定之障礙者

或其代理人為供該障礙者個人非營利使用，亦得準用第 1 項之合理使

用規定。 

 

三、利用方法：為「以翻譯、點字、錄音、數位轉換、口述影像

、附加手語或其他方式利用」。其中，「翻譯」應屬贅詞，蓋第 63 條

第 1 項已經就本法各種合理使用之進一步翻譯，統一規範為「依第四

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24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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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

條、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規定得利用

他人著作者，得翻譯該著作。」至於「數位轉換」，係指著作所儲存

媒介之改變，例如，紙本掃描成數位檔，不同格式數位檔或儲存媒介

之轉換。又所謂「其他方式」，解釋上應限於類似「翻譯、點字、錄

音、數位轉換、口述影像、附加手語」等，使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

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得以如同一般人一

樣，方便接觸著作內容之情形，以使其不致因其相關障礙，而喪失接

觸著作之機會，其可能之情形，例如，將一般字體改以放大 10 倍字

體，以利弱視者閱讀，或將無字幕之視聽著作打上字幕，以供聽覺機

能障礙者收視等。 

 

四、重製物之流通：為避免符合資格之不同利用主體，重複就同

一著作轉製，造成資源浪費，更為使依第 53 條規定合理使用之成果

，能對障礙者迅速而有效之提供，第 3 項乃允許依前 2 項規定製作之

著作重製物，得於前 2 項所定障礙者、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

機構或團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間，進一步為有體物之散布或透過

網路公開傳輸。 

 

由於著作權人利用防盜拷措施保護其著作不被侵害，使得為障礙

者使用目的之合理使用無法進行，103 年修正之著作權法第 80 條之 2

第 9 款乃增訂允許為此目的之合理使用，得不適用防盜拷措施相關規

定，為了障礙者使用目的之合理使用，得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

避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或是

製造、輸入、提供公眾使用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設備、器

材、零件、技術或資訊，或為公眾提供服務。 

 

又由於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4 款限制真品平行輸入，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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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障礙者無從自由利用於境外已經轉製完成之無障礙版本，重複浪

費境內有限資源，103 年修正之著作權法第 87 條之 1 乃增訂禁止真

品平行輸入之除外條款，以利障礙者使用而自由輸入境外已經轉製完

成之無障礙版本，使相關機構能互通有無，避免浪費原本即屬有限之

資源。 

 

雖然著作權法已於 103 年配合「國際視障者接觸著作條約」而新

修正，然仍有二處不足之處，待進一步調整。 

 

首先，係關於公開發表權議題。現行第 15 條規定，著作人就其

著作享有公開發表之權利。亦即著作人完成著作之後，有權決定是否

公開發表其著作，若其決定不公開，除有法律之特別規定，無人可強

迫其公開。關於碩、博士論文之公開，亦適用此一規定。不過，由於

碩、博士論文多參考他人著作完成，相對地亦應供學術參考，以利學

術發展，或接受公眾審查，避免抄襲爛作。基於此特殊性，著作權法

第 15 條第 2 項第 3 款特別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

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然

而，此項「推定」仍得因著作財產權人之明示不公開而無法被廣為利

用，本研究建議宜進一步以擬制規定，「視為」同意公開，同時解決

一般人及視障者參考近用之方便性，其修正文字如下：「依學位授予

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視為著作人同意公

開發表其著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3 年 4 月 3 日所公開之著作權

法修正草案，亦已朝此方向修正。 

 

其次，關於出版人於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1 條之 1 或圖

書館法第 9 條向專責圖書館提供相關版本之重製行為，若須先徵得著

作財產權人同意，顯不方便，應使其有重製後提供之合理使用空間，

本研究建議可於第 53 條增訂第 4 項：「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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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向著作財產權人所委託發行之

出版人徵集出版品之既有數位檔案時，出版人得為該項徵集之目的重

製適當版本提供之。」 

 

第四節  圖書館法 

 

現行圖書館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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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應寬列

經費辦理前項業務。」上述規定僅要求圖書館應寬列經費辦理特殊讀

者（視覺及聽覺障礙者等）服務，並未賦予圖書館適當權限，使其得

向出版人徵集適當之數位檔，以供轉製成視障者方便接觸之無障礙版

本。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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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9 條增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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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執行。該草案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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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

、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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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特殊讀者服務，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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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圖書館應寬列經費辦理第一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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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草案雖增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讀者服務，得訂定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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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

，仍未明文規定圖書館有徵集數位檔之權限，未來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之法規命令得否超越母法，明文要求出版人提供數位檔，恐易生爭議

。本研究爰建議於圖書館法第 9 條增訂第 2 項條文，賦予專責圖書館

得向出版人徵集既有適當格式之圖書資訊，相關辦法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其文字如下：「前項特殊讀者服務，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圖書館得向出版人徵集既有適當格式之圖書資訊，其圖書資訊既有適

當格式之徵集、特殊版本之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節  學位授予法 

 

如前所述，碩、博士論文具特殊性，以其多參考他人著作完成，

相對地亦應供學術參考，以利學術發展，或接受公眾審查，避免抄襲

爛作，法制設計上，除於著作權法增定強制其公開之規定外，學位授

予法亦應有所配合規範。 

 

現行學位授予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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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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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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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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4 月 14 日審查圖書館法修正草案時，

做成附帶決議附加於學位授予法第 17 條如下： 

 

「為因應世界知識財產權組織於 2013 年 6 月 27 日通過《促進盲

人、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其他對印刷品有閱讀障礙者接觸已公開發表著

作之馬拉喀什公約》，請教育部針對視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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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按，應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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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草案第 17 條第 2 項送存及轉製之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等，除

第 2 項之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讀取或轉製成視障者接觸之無障礙版

本之合理使用外，其他利用而涉及著作權之情事者，包括應取得授權

或合理使用，仍應回歸著作權法規定，草案第 17 條第 3 項僅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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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公開亦係一種利用，第 2 項

強制公開，第 3 項卻又須經著作權人授權後，始得利用，前後矛盾。

蓋著作權人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第 2 項強制公開應僅係剝奪

其著作人格權中之公開發表權，第 3 項要經著作權人授權後始得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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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係指須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始得重製、上網等，此部分著作權

法已有規定，原本無須贅述，如認確有明文強調以釋疑慮之必要，建

議可參考著作權法第 6 條第 2 項及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修正為「對各

該著作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本研究建議其修正文字如下： 

 

「取得碩士、博士學位者，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專業實務報

告、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

或其他方式，連同數位檔送國家圖書館保存，並提供數位檔予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視覺功能障礙者需求圖書資源之圖

書館，依著作權法規定利用，以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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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得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

數位檔，不得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為其他涉及

著作權之行為。 

 

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對各該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專業

實務報告、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本項建議並非無考量涉及專利權之申請、營業秘密或國家機密之

保護議題，然而，相關資訊之保密與博、碩士論文之公開係屬二事，

如認為有應保密之資訊，原本就不宜於論文中揭示，不得反以此做為

不公開博、碩士論文內容之理由。 

 

第六節  小結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著作權法、圖書館法及學位授予法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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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共同建構起保護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之法制，雖然近年各界對此

議題已有普遍認識，亦分別啟動法律精進工程，惟仍應有更積極之思

考及法制設計，其重心則應集中於以法律明文使專責圖書館有權主動

向出版人徵集，並使出版人於依法提供適當數位檔時，無須再徵得著

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此尚有待相關法律之進一步修正，在此之前，則

可努力協調或鼓勵出版界樂於提供適當數位版本，以供轉製成視障者

可接觸之無障礙版本。 

 

事實上，於焦點座談時，與會者亦有共識，認為長遠之做法，未

來應是由出版社出版明盲通用之數位版本，例如目前支援 html5 或

CSS3 之 EPUB3 格式，透過商業交易模式，各取所需，而視障者購買

之後，得透過輔具轉換以接觸內容。如此，則出版社利益確保，視障

者亦可快速取得資訊，不待轉製耗時。至於無能力選購之視障者，則

應由社會福利補助之，可避免目前出版社無法自視障者正常消費市場

取得利益之不公平現象。 

 

茲將相關法律之檢討與修正意見列表如下，以利快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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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建議修正對照簡表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建議修正條文 現 行 條 文 舊 法 條 文 建議修正說明 

第 30 條之 1： 

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應依

視覺功能障礙

者、學習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或

其他感知著作

有困難之特定

身心障礙者之

需求，考量資源

共享及廣泛利

用現代化數位

科技，由其指定

之圖書館專責

規劃、整合及典

藏，以可接觸之

數位格式提供

圖書資源，以利

視覺功能障礙

者及特定身心

障礙者之運用。 

前項受指

定之專責圖書

館向著作財產

權人或其所委

第 30 條之 1： 

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應依

視覺功能障礙

者、學習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或

其他感知著作

有困難之特定

身心障礙者之

需求，考量資源

共享及廣泛利

用現代化數位

科技，由其指定

之圖書館專責

規劃、整合及典

藏，以可接觸之

數位格式提供

圖書資源，以利

視覺功能障礙

者及特定身心

障礙者之運用。 

前項受指

定之圖書館對

於視覺功能障

礙者及前項特

第 30 條之 1 

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應依視覺

功能障礙者之

需求，考量資源

共享及廣泛利

用現代化數位

科技，由其指定

之圖書館專責

規劃、整合及典

藏，以可讀取之

電子化格式提

供圖書資源，以

利視覺功能障

礙者之運用。前

項規劃、整合與

典藏之內容、利

用方式及所需

費用補助等辦

法，由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定之

。」該條規定僅

消極要求專責

圖書館專責規

劃、整合、典藏

現行條文第 2

項規定僅要求

專責圖書館對

於障礙者提出

需求之圖書資

源「應優先提供

」，並未賦予其

向著作財產權

人或其所委託

發行之出版人

徵集出版品既

有數位檔案之

權利，也未明定

著作財產權人

或其所委託發

行之出版人應

予提供之義務

，爰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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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發行之出版

人徵集出版品

之既有數位檔

案時，著作財產

權人或其所委

託發行之出版

人應予提供。 

第一項規

劃、整合與典藏

之內容、利用方

式及所需費用

補助等辦法，由

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定之。 

定身心障礙者

提出需求之圖

書資源，應優先

提供。 

第一項規劃

、整合與典藏之

內容、利用方式

及所需費用補助

等辦法，由中央

教育主管機關定

之。 

及提供可讀取

之電子化格式

圖書資源，以利

視覺功能障礙

者運用，並未賦

予專責圖書館

，有權向著作財

產權人或出版

社徵集既有數

位版本，以供轉

製成視障者可

接觸之無障礙

版本。 

 第 30 條之 2 

經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審

定之教科用書

，其出版者應於

該教科用書出

版時，向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構）

或學校提供所

出版教科用書

之數位格式，以

利製作專供視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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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功能障礙者

及前條第一項

其他特定身心

障礙者接觸之

無障礙格式。各

級政府機關（構

）出版品亦同。 

  前項所稱數

位格式由中央

教育主管機關

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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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著作權法建議修正對照簡表 

著 作 權 法 

建議修正條文 現 行 條 文 舊 法 條 文 建議修正說明 

第 15 條第 4 款 

依學位授予法

撰寫之碩士、博

士論文，著作人

已取得學位者

，視為著作人同

意公開發表其

著作。 

第 15 條第 2 項

第 3 款 

依學位授予法

撰寫之碩士、博

士論文，著作人

已取得學位者

，推定著作人同

意公開發表其

著作。 

 由於碩、博士論

文多參考他人

著作完成，相對

地亦應供學術

參考，以利學術

發展，或接受公

眾審查，避免抄

襲爛作，爰建議

限制其公開發

表權。 

第 53 條 

中央或地

方政府機關、非

營利機構或團

體、依法立案之

各級學校，為專

供視覺障礙者

、學習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或

其他感知著作

有困難之障礙

者使用之目的

，得以翻譯、點

字、錄音、數位

轉換、口述影像

第 53 條 

中央或地

方政府機關、非

營利機構或團

體、依法立案之

各級學校，為專

供視覺障礙者

、學習障礙者、

聽覺障礙者或

其他感知著作

有困難之障礙

者使用之目的

，得以翻譯、點

字、錄音、數位

轉換、口述影像

第 53 條 

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得為

視覺障礙者、學

習障礙者、聽覺

機能障礙者或

其他視、聽覺認

知有障礙者以

點字、附加手語

翻譯或文字重

製之。 

以增進視覺障

礙者、學習障礙

者、聽覺機能障

礙者或其他視

出版人於依身

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 31 條

之 1 或圖書館

法第 9 條向專

責圖書館提供

相關版本之重

製行為，若須先

徵得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顯不

方便，應使其有

重製後提供之

合理使用空間

，爰建議增訂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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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手語或其

他方式利用已

公開發表之著

作。 

前項所定

障礙者或其代

理人為供該障

礙者個人非營

利使用，準用前

項規定。 

依前二項規

定製作之著作

重製物，得於前

二項所定障礙

者、中央或地方

政府機關、非營

利機構或團體

、依法立案之各

級學校間散布

或公開傳輸。 

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指定之

專責圖書館依

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規定

，向著作財產權

人所委託發行

、附加手語或其

他方式利用已

公開發表之著

作。 

前項所定

障礙者或其代

理人為供該障

礙者個人非營

利使用，準用前

項規定。 

依前二項規

定製作之著作

重製物，得於前

二項所定障礙

者、中央或地方

政府機關、非營

利機構或團體

、依法立案之各

級學校間散布

或公開傳輸。 

、聽覺認知有障

礙者福利為目

的，經依法立案

之非營利機構

或團體，得以錄

音、電腦、口述

影像、附加手語

翻譯或其他方

式利用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專

供視覺障礙者

、學習障礙者、

聽覺機能障礙

者或其他視、聽

覺認知有障礙

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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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版人徵集

出版品之既有

數位檔案時，出

版人得為該項

徵集之目的重

製適當版本提

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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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圖書館法建議修正對照簡表 

圖 書 館 法 

建議修正條文 草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建議修正說明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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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學

習及其他閱讀

困難障礙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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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特殊

讀者服務，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圖書館得

向出版人徵集

既有適當格式

之圖書資訊，其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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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學

習及其他閱讀

困難障礙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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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特殊

讀者服務，其圖

書資訊特殊版

本之徵集、轉製

、提供與技術規

範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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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書館 應

寬列經費辦理

前 項 業 務 。 

草案仍未明文

規定圖書館有

徵集數位檔之

權限，為避免爭

議，爰建議明文

要求出版人提

供數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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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既有

適當格式之徵

集、特殊版本之

轉製、提供及技

術規範等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圖書館應

寬列經費辦理

第一項業務。 

 

，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圖書館應

寬列經費辦理

第一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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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學位授予法建議修正對照簡表 

學 位 授 予 法 

建議修正條文 草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建議修正說明 

第 17 條 

取得碩士

、博士學位者，

應將其取得學

位之論文、專業

實務報告、書面

報告或技術報

告，經由學校以

文件、錄影帶、

錄音帶、光碟或

其他方式，連同

數位檔送國家

圖書館保存，並

提供數位檔予

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專責規劃

、整合及典藏視

覺功能障礙者

需求圖書資源

之圖書館，依著

作權法規定利

用，以專供視覺

功能障礙者使

用。 

國家圖書

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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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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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視障者接

觸博、碩士論文

等資料，並解除

著作權人疑慮

，建議由取得碩

士、博士學位者

提供數位檔案

，專供於專則圖

書館內使用，並

對其其他權利

不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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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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得提

供公眾於館內

閱覽紙本，或透

過獨立設備讀

取數位檔，不得

重製、透過網路

於館內或館外

公開傳輸，或為

其他涉及著作

權之行為。 

前二項圖

書館之保存或

提供，對各該碩

士、博士學位論

文、專業實務報

告、書面報告或

技術報告之著

作權不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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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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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圖書館之視障資源與服務 

第一節  前言 

 

由於文獻取得與語文能力之限制，本研究以美國、英國、日本、

德國、加拿大五國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務為例，簡述國外視覺障礙

圖書資源服務的形式與進展，並分析各國有關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規

定。 

 

第二節  美國 

 

美國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視障圖書館服務，主要採集權式行政管

理模式6，由政府經費支持，透過國會圖書館的國家圖書館視障及肢

體障礙者服務（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NLS）為核心，集中統籌規劃視障服務，並由全美 56 所

區域性圖書館（Regional Library）以及一百多所次區域性圖書館（

Subregional Library）向外圍延伸，形成綿密的視障圖書館服務網絡。 

 

美國早於 1868 年即有提供視障服務之公共圖書館7，惟美國圖書

館提供視障讀者資源服務的法律依據8，係源自於 1931 年之普拉特史

慕特法案（Pratt-Smoot Bill），該法案授權國會圖書館提供美國成人視

障讀者免費圖書資料的責任，並要求定期建立一個全國性圖書館視障

服務體系。在該法案規劃下，全美 19 個大城市之公共圖書館，均設

                                                 
6
 洪世昌，「公共圖書館的盲人服務」，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第 11 卷第 2 期，民 82 年，頁

34。 

7
 薛理桂，林巧敏，「視障圖書資源服務現況與相關法規之探討」，大學圖書館，第 16 卷第 2

期，民 101 年 9 月，頁 23。 

8
 林慶仁，「探討視障者利用圖書館的現況及展望」，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第 6 卷第 2 期，民

99 年 4 月，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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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國性圖書館視障服務網絡，初期只提供點字書供視障成人借閱。

直到 1934 年始增加有聲書之使用。1952 年更擴大服務對象至兒童，

並增加有聲戲劇之錄製。1962 年國會再度通過公共法案 87 條 765 款

（Public Laws 87－765），國會圖書館開始建置點字樂譜、各式學生

用教科書及其他重要資料。1966 年普拉特史慕特法修正案（

Pratt-Smoot Act），要求擴大國會圖書館服務對象至那些對傳統印刷字

無法閱讀者，將原本限於服務視障讀者之國會圖書館，擴及「視障及

肢體障礙」（For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1966 年公共法案

89 條 522 款（Public Laws 89－522）通過，要求撥用更多經費於此種

特定的書本使用困難之團體。之後於 1978 年，國會圖書館之視障及

肢體障礙圖書服務部（National Library Services for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正式成立並提供服務。 

 

美國採用之視障圖書資源服務的標準9，最早可溯自 1963 年的「

州立圖書館標準」（State Library Standards），至 1967 年，美國圖書館

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頒布「視障者及視覺受損

者圖書館服務標準」（Standards for Library Services for the Blind and 

Visually Handicapped）。該標準對聯邦、各州與地方、社區、學校及

特殊機構等各階層圖書館為視障者的服務，規定經費、人員、典藏、

服務及設備與設施等項目，規定詳細，成為對視障者提供圖書館服務

之基本依據10。至 1979 年，ALA 再次提出一套「視障及肢體障礙者

圖書館服務標準」（Standards for Library Service for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Individuals），有計畫的將這套標準推廣至中央

、地方、各級學校等圖書館機構，並預計每五年做一次檢視修正11。

之後，包含多個地方圖書館、具有豐富服務視障者及肢體障礙者經驗

                                                 
9
 同註 7，頁 24。 

10
 郭麗玲，我國視障圖書館研究，民 74 年，臺北市：師大書苑，頁 57。 

11 http://www.loc.gov/nls/networkdocs/standards2011.html, last visited 2014.11.15.  

http://www.loc.gov/nls/networkdocs/standards2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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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會圖書連鎖服務系統（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LC/NLS cooperative 

network）也與 ALA 聯手共同參與上述標準的審視與修訂工作，同時

也協助推廣該標準至各級圖書館機構12。上述這些標準的制定與修改

，不但反映了多年來圖書服務的變遷，同時也間接影響了「美國身心

障礙者法」的內容（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目前最新

修訂版的「視障者及肢體障礙者圖書館服務標準與指南」（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of Libraries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已於 2011 年發布13。 

 

最後，美國著作權法第 121 條14，就視障及其他身心障礙者之合

理使用，規定經授權之團體得以視障者及其他身心障礙者可使用之格

式重製及散布。 

 

第三節  英國 

 

英國公共圖書館視障體系亦如同美國，採集權式行政管理模式15

，其國內點字圖書、大字體圖書及有聲讀物等視障圖書資源之生產及

供應最早係由國家視障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for the Blind, NLB）

、英國皇家視障協會（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lind People, RNIB

）及科立比錄音帶圖書館（Calibre Cassette Library）等三個機構負責

，並以 NLB 為統籌，而公共圖書館僅提供大字書及有聲書予當地視

                                                 
12 同前註，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13 同前註。 

14
 http://www.copyright.gov/title17/92chap1.html#121, last visited 2014.09.30. 

15
 張博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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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民 98 年，臺北市，頁 79。 

http://www.copyright.gov/title17/92chap1.html#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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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者使用16。NLB 並基於「提升視障者及其他閱讀功能障礙者圖書館

資源服務之可及性」之目標，於 1989 年擴大成立「視訊分享聯盟」17

（Share the Vision, STV），聯盟成員包含私部門與公部門出資之機構18

。STV 聯盟之目標在於促進全英各地公立圖書館須對視障及視力衰弱

之使用者提供可使用圖書資源服務。聯盟要求該等公立機構採取幾項

重要措施：包括蒐集大字體及有聲、無障礙科技使用以及為視障者提

供特殊照護服務等19。  

 

英國視障圖書資源服務之標準20，主要係依循 NLB 於 1996 年編

訂、2001 年更新之「視覺障礙者圖書館資訊服務：最佳實施指南」（

Library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 Manual of Best Practice

），做為各個圖書館提供視障服務之參考依據。 

 

於數位資源服務方面，2003 年 RNIB 發展網路版聯合目錄

Revealweb21，此一目錄將全英各地可供視障者使用之圖書資源資訊集

中，供查詢點字書、有聲錄製、數位有聲及大字體書籍等，包括目前

有哪些書正在進行特定格式之重製，以避免浪費資源。此外，該系統

亦得查詢有無機構製作或販賣可使用格式之相關資源。除整理原先

1990 年代由 NLB 建立之替代格式資料全國聯合目錄（National Union 

Catalogue of Alternative Formats, NUCAF）資料，Revealweb 亦陸續清

查新增資料，使其目錄較 NUCAF 更完整、更實用。Revealweb 之資

料因而成為英國地區發展視障圖書資源之重要基礎。雖然 Revealweb

                                                 
16

 Owen, D. (2007), Sharing a vision to improve library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 the 

United Kindom. Library Trends, 55(4), 809-829. 

17
 http://www.share-the-vision.org.uk/, last visited 2014.09.30. 

18
 Id. 

19
 http://www.share-the-vision.org.uk/activities.htm, last visited 2014.09.30. 

20
 同註 7，頁 24。 

21
 http://www.ukoln.ac.uk/bib-man/projects/revealweb/, last visited 2014.09.30. 

http://www.share-the-vision.org.uk/
http://www.share-the-vision.org.uk/activities.htm
http://www.ukoln.ac.uk/bib-man/projects/reveal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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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線上資料庫如此成功且受歡迎，惟於 2011 年 1 月，Revealweb 因資

金無以為繼，所有資料已全數移往美國 OCLC 之 UnityUK 資料庫，

目前仍然持續進行更新22。 

 

就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規定方面，英國於 2002 年 11 月 7 日通過

「視障者著作權法修正案」（Copyright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

Act 2002），於著作權法第 31 條之 123，增訂關於視覺障礙者之合理

使用24，視障服務機構於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下，得就已發行或未發行

之著作，進行單份複製，為視障者製作替代形式之資料。重製之形式

包括點字書、錄音、字體放大印刷或其他格式。 

 

第四節  日本 

 

日本公共圖書館針對各類型之身心障礙者所提供之服務25，大致

上可分為：視覺聽覺、肢體、內部、多重、學習、智能障礙者之服務

。該國之國立國會圖書館於 1970 年代就開始了身障讀者服務的工作

，地方圖書館亦自 1980 年代全面展開身障讀者服務工作，成立「日

本圖書館協會障疾讀者服務委員會」及「日本視障者讀書權利保障協

議會」，使視障者使用圖書館之權利受到保障26。以具有三十多年視障

服務經驗之大阪府立中央圖書館為例27，該館除了有各種傳統視障圖

書資源以及面對面朗讀、音譯等服務外，亦提供 OCR 設備掃描轉為

                                                 
22

 http://www.ukoln.ac.uk/bib-man/projects/revealweb/, last visited 2014.09.30. 

23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2/33/contents, last visited 2014.09.30. 

24
 章忠信，「聽覺與視覺障礙者合理使用著作之檢討」，中原財經法學，第 17 期，民 95 年，

頁 72。 

25
 何輝國，「淺談圖書館對身心障礙者之資訊服務」，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 4 卷

第 2 期，民 86 年，頁 72。 

26
 吳玲芳、戴麗，「IT 時代日本公共圖書館為視障讀者的資訊服務」，圖書館，第 1 期 ，民

92 年，頁 87-88。 

27
 同註 25，頁 76。 

http://www.ukoln.ac.uk/bib-man/projects/revealweb/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2/33/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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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可讀格式，並設有有聲 OPAC 查詢系統，館內具有完善視障無障

礙的空間設計，對於視障使用相當便利。對於無法到館之讀者也提供

送書到家、郵寄到家、到醫院服務或是受理電話、傳真等服務。 

 

視障圖書資源的形式方面28，在日本，有聲書或錄音資料係視障

者最不可或缺且使用率最頻繁之圖書形式，其對於中途失明以致不熟

悉點字者及年長者而言至為重要。日本視障服務圖書館提供之有聲資

料載體上，起初係盤式錄音帶，逐漸發展成卡式錄音帶，以至今日之

CD、MP3、SD 記憶卡，以及近幾年於日本相當提倡之 DAISY 格式

圖書。DAISY 圖書於日本係由日本身心障礙復健社團（Japanese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JSRPD）大力提倡

，JSRPD 亦由日本政府資助提供國內視障圖書館所需之 DAISY 相關

設備並且製作 DAISY 圖書。然而，除了 DAISY 錄音資料外，近年來

更出現了 Multi-Media DAISY，乃利用電腦同步輸出聲音與其對應文

字內容、影像、動畫、手語等資料之多媒體 DAISY 資源29。 

 

此外，日本身體殘疾者福利法中規定30：「圖書館是做為殘疾人之

康復及援助設施之不可或缺的機構。」而 1990 年厚生省依據身體殘

疾者福利法制定了「視聽障礙者資訊提供與輔助器具製作設施的設備

及營運標準」，其中關於「盲文圖書館」之設備與營運規定，包括：

盲文圖書館的主要業務是提供盲文出版物及視障者用錄音製品之外

借與閱覽，同時進行普通出版物之視障翻譯、朗讀服務、閱讀獎勵、

閱讀指導、閱讀諮詢等服務；盲文圖書館必須擁有七千冊以上圖書，

且必須不斷補充新近之出版物；須與其他視障圖書館密切合作，進行

                                                 
28

 同註 7，頁 25。 

29
 何輝國，「日本公共圖書館身心障礙者服務之現況」，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第 6 卷第 2 期，

民 99 年，頁 114。 

30
 李日新，日本圖書館法律體系研究，民 99 年，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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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互借；盲文圖書館必須配置視障指導員及必要之閱覽設備；公立

視障者圖書館不得徵收費用，特殊情況雖可收費，但應以最少的實際

支出費用為限。 

 

就著作權法之規定而言，日本在著作權法中有為視覺或聽覺障礙

者所為之合理使用31，因專供視覺或聽覺障礙者使用，無須支付任何

費用。但若市面上已有合法流通供視障、聽障者使用的版本，則為此

合理使用之例外。 

 

第五節  德國 

 

德國進行視障服務的公共圖書館32，與英美不同，其圖書服務採

取分散式（decentralized）行政管理模式33，所需館藏資料主要由各地

區視障圖書館選擇所需資料自行製作有聲書。因此，這其中包括有歷

史最悠久之萊比錫中央視障圖書館（Deutsche Zentralbücherei für 

Blinde,DZB）， 全國規模最大且是全德圖書館視障者服務總部之馬爾

堡（Marburg） 視障圖書館。此外，尚有明斯特（Munster）、司徒加

特（Stuttgart）、漢堡（Hamburg）、慕尼黑（Munich）、柏林（Berlin

）、波昂（Bonn）、埃森（Essen）等城市相繼成立視障圖書館，各有

其特色。 

 

以位於萊比錫的中央視障圖書館為例，該圖書館於 1894 年成立34

，原本係為製作視障者點字圖書與提供視障者工作機會之機構，為德

國歷史最悠久之視障圖書館。該館之特色在於不只係一座圖書館，更

係一座製作、印刷視障圖書資源之機構。其館藏資源約 4 萬件，包括

                                                 
31

 同註 24，頁 17-19。 

32
 同註 7，頁 26。 

33
 同註 6，頁 34。 

34
 http://www.dzb.de/en/about-us.html, last visited 2014.09.30. 

http://www.dzb.de/en/about-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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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圖書、點字音樂、有聲讀物及利用凸版印刷製成之浮雕地圖及

日曆等，供視障者使用。2002 年，該館開始開放借閱 DAISY 圖書，

並且同步進行將舊式有聲書轉換成 DAISY 格式，2010 年館藏轉製工

作已經全數完成。此一集製作、印刷與借閱視障者圖書資源之圖書館

，未來之目標係成為一個「無障礙溝通的中心」35，善用電腦科技及

網路資源，為視障者提供更多服務。 

 

就著作權法的規定而言，德國著作權法第 45 條之 1 規定36，若現

有的格式對身心障礙者無法使用或使用相當困難，則基於非營利目的

、並基於身心障礙者使用之需要，可以合理使用為由重製他人著作。

就此所為之重製與散布行為，著作人主張相當之補償金額，但重製若

主要僅為個人使用，則例外之。 

 

第六節  加拿大 

 

加拿大國家視障學會（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CNIB），對視障者提供各種服務、資訊與協助，其學會下設有視障圖

書館（CNIB Library）37，建於 1906 年，為加拿大最大之視障圖書館

。CNIB 圖書館館藏 8 萬多種38：包含點字書、有聲書及其他電子格

式資源。CNIB 本身亦屬加拿大最大之替代格式製造商，與 CNIB 圖

書館結合，免費為加拿大國內視障人士轉製教科書、期刊文章、圖表

、餐廳菜單、政府文件等，幾乎任何印刷格式之資料均得為視障者轉

製為可讀之格式39。其中於有聲書之製作方面，該學會製作之有聲書

可分為兩種：一種係聲音加文字；另一種係聲音及部分文字搭配，但

                                                 
35

 http://www.dzb.de/en/bik.html, center for barrier free communication. last visited 2014.09.30. 

36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urhg/englisch_urhg.html, last visited 2014.09.30. 

37
 http://www.cnib.ca/en/about/media/cnib/Pages/default.aspx, last visited 2014.09.30. 

38
 http://www.cniblibrary.ca/iguana/www.main.cls?surl=services, last visited 2014.09.30. 

39
 同註 7，頁 26。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urhg/englisch_urhg.html
http://www.cnib.ca/en/about/media/cnib/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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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4 年開始停止製作錄音帶的有聲書和雜誌，而採用最新格式之

DAISY 有聲書進行製作40。 

 

加拿大視障圖書資源的管理方式41，與德國之分散式不同，但亦

與英美之集權式管理不同。加拿大並無國家統籌出資之視障圖書管理

政策，政府亦未直接出資挹注 CNIB 圖書館。自 1997 年開始，CNIB

圖書館與加拿大國內各公共圖書館進行合作，提出夥伴聯盟計畫（

VISUNET Canada Partners Program），由各公共圖書館資助 CNIB，而

各地區之視障讀者則可由當地的公共圖書館，查詢 CNIB 可使用資源

，CNIB 則提供視障圖書資源予該公共圖書館社群之視障讀者，形成

互助合作關係。能夠讓這個夥伴互助關係順利進行之重要原因之一，

乃係因 CNIB 圖書館之圖書目錄可由讀者透過網路、電話及免費報紙

得知。尤其，線上目錄（VisuCAT）發揮了極大功能。任何合法登記

之使用者，只要前往區域公共圖書館，預訂目錄上館藏，圖書館便會

提供寄送服務。誠如加拿大圖書館協會（Canadian Library Association

）之聲明（position statement）：圖書館保障言論自由之責任，就體現

於提供任何個人、團體所需之公共服務設施時。 

 

就著作權法規定而言，加拿大著作權法第 32 條42亦有關於「官能

障礙者」（perceptual disabilities）之合理使用規定。該條所謂之「官

能障礙者」即包含視覺障礙者，其規定排除視聽著作，但允許官能障

礙者與非營利組織，不經著作權人授權即可對著作以官能障礙者可使

用之格式加以重製、翻譯或公開演出。此外，同條並限制規定上述合

理使用不含大字體書，若市面上已有專供官能障礙者使用的商業版本

                                                 
40

 同註 8，頁 18。 

41
 Paterson, S. (2001). CNIB library for the blind: Placing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in the 

Community,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gc.ca/accessinfo/005003-3020-10-2001-e.html，last visited 

2014.09.30. 

42
 http://laws.justice.gc.ca/eng/acts/C-42/page-33.html#h-45, last visited 20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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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亦不可再適用本條規定。 

 

第七節  小結 

 

觀察各國於視障者專責圖書館之經營，各有不同類型，其或因歷

史發展使然，或因經過審慎思考而設立。 

 

一、獨立專責機構型 

 

（一）1978 年 8 月，美國田納西州的 Nashville 公立圖書館，開

始為聽障及聽覺困難者提供圖書服務。初設時以服務區域需求為主，

於 1983 年開始，服務擴及田納西全州43。田納西州政府一直支持「為

聽障及聽覺困難者提供圖書服務計畫」（The Library Services for the 

Deaf & Hard of Hearing），並主要由 Nashville 公立圖書館負責執行。 

 

（二）美國佛羅里達州的 Pinellas 郡，有「聽障圖書中心」計畫

44，主要由 Pinellas 公立圖書館負責執行，除了在圖書館本身提供聽

障及聽覺困難的成人及家人圖書資料服務外，也與郡內其他圖書館合

作以服務更多聽覺障礙的族群。提供整合式的服務予區域內的各夥伴

圖書館(?)。 

 

二、同一機構分開辦理型（極多提供身心障礙者圖書服務的圖書

館，均將視障者與聽障者的圖書服務分開辦理，例子相當多，有些針

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圖書服務的圖書館，則僅提供特定身心障礙類型圖

書，如視障與肢障。） 

                                                 
43 https://tndeaflibrary.nashville.gov/learn/about-us/history, last visited 2014.09.30. 

44 http://www.pplc.us/dlc/about.shtml, last visited 20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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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舊金山公立圖書館將視障及聽障服務分開45，1 樓提

供聽障圖書服務，2 樓提供視障圖書服務。 

（二）大英圖書館在「身心障礙訪客」資訊頁中特別將聽覺障礙

者列為獨立的主題區46。 

（三）英國 Surrey 郡圖書館服務，將對各種身心障礙者（

disabilities）服務主要分為兩種類型：視覺障礙者與聽覺障礙者。 

（四）國立澳洲圖書館服務，區別視覺與聽覺障礙者47，提供不

同的服務與資訊類型。 

（五）加拿大多倫多公立圖書館48，於其所提供給特定身心障礙

者的圖書資料類型中，區分為視覺障礙者、肢體障礙者及學習障礙者

，但不包括聽覺障礙者。 

 

依據前述分析，整理各國相關法規依據、視障圖書服務標準及其

圖書資源如下： 

 

表 5 各國視障圖書館之圖書資源服務 

 美國 英國 日本 德國 加拿大 

相關法規 普拉特史

慕特法案

、公共法

案 

視覺障礙

者著作權

法修正案 

身體殘疾

者福利法 

著作權法 著作權法 

視障圖書

服務標準 

視障及肢

體障礙者

圖書館標

視覺障礙

者圖書館

資訊服務

視聽障礙

者資訊提

供與輔助

  

                                                 
45 http://sfpl.org/index.php?pg=0200002001, last visited 2014.09.30. 

46 http://www.bl.uk/whatson/planyourvisit/disabled/, last visited 2014.09.30. 

47 http://www.nla.gov.au/visit-us/facilities-for-visitors, last visited 2014.09.30. 

48 http://www.torontopubliclibrary.ca/accessibility/collections/, last visited 20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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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及指南 ：最佳實

施指南 

器具製作

設施的設

備及營運

標準 

視障圖書

資源服務

體系 

建立全國

性圖書館

視障服務

體系 

由國家視

障圖書館

統籌公私

部門機構

，成立視

訊分享聯

盟 

由各級圖

書館聯合

成立「日

本圖書館

協會障疾

讀者服務

委員會」

及「日本

視障者讀

書權利保

障協議會

」 

各地區視

障圖書館

選擇所需

資料自行

製作有聲

書 

國家視障

協會圖書

館與各公

共圖書館

進行合作

提出「夥

伴聯盟計

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5 可看出，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加拿大五國之圖書館

視障資源與服務固然有集權式或分散式之區別，惟政府與民間組織資

源整合，有效提供視障者所需之各種無障礙版本，則係共同之目標與

做法。充分利用數位網路科技，提供視障者最方便之服務，則係目前

之主要趨勢。不過，各國於法制上僅允許對於既有版本之合理使用，

由各相關圖書館或組織轉製為視障者所需之各種無障礙版本，尚無強

制徵集之規範。 

 

觀察國外圖書館的運作實例，為身心障礙使用者提供服務或圖書

資源已是趨勢。但限於經費及發展背景，專責服務特定身心障礙使用



 - 41 - 

者的圖書館並不常見，較多的是將身心障礙使用者歸為一類，但實際

運作情況，則是依現有經費及資源提供幾個類型的身心障礙使用者圖

書資源與服務。最常見的是提供視覺與聽覺障礙使用者的服務。但也

有少數圖書館針對視覺及肢體障礙者提供圖書資源（卻未包括聽覺障

礙者）。因此，由單一機構負責所有身心障礙者的圖書服務，如在經

費與資源許可下，並非不可行，但不同類型的身心障礙者，其所需的

服務與圖書類型都不相同，欲提供全方位服務的機構，務必了解這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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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視障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相關規範草案 
 

第一節  前言 

 

為使圖書館辦理對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特

殊讀者之圖書資訊服務時有所依據，並提高其服務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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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第 9 條增訂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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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利

執行。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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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項，明文授權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就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

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之需求

，訂定辦法規範其規劃、整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

助等事項。 

 

本研究乃依上開兩項授權規定，研擬相關辦法草案，以供後續推

動相關業務之提案參考。 

 

第二節  草案研擬思維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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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第 9 條增訂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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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先前曾依教育部之委託，研擬圖書

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辦法草案初稿，並於 102 年 9 月 10 日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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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學者專家、視障者代表及相關團體，進行意見交流會議。本研究計

畫主持人章忠信亦受邀參與該會議，並就辦法草案初稿之擬定提供建

議。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稱之「身心障礙者」，共區分為 8 類49，

原本該法第 30 條之 1 所關注資訊接觸權益保障之「身心障礙者」，限

於「視覺功能障礙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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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擴大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

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其範

圍係集中於「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其他障礙狀態尚

未造成對於著作之感知有所困難之身心障礙者，則未列入第 30 條之

1 之保障範圍。至於立法院討論中之圖書館法修正草案第 9 條第 2 項

所定之「特殊讀者」，係指「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

者等特殊讀者」，大致上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之範圍

並無太大不同，主要係「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之

「感知著作有困難」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特殊讀者」之「閱讀

困難」，純屬用詞不同，實質意義無甚差距。 

 

圖書館對於身心障礙者之資訊服務，原並不限於視障者，而應包

括任何接觸資訊較一般人困難者，包括對於聽覺、肢體、內部、多重

、學習、智能障礙者之服務50，惟協助各類障礙者接觸資訊之服務，

於性質及技術上差異頗大，宜由不同圖書館辦理。 

 

由於 103 年 6 月 4 日新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49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 條規定：「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指下列各款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
，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
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一、神經
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二、眼、耳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三、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四、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五、消化、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
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六、泌尿與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七、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八、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50 同註 25，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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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1 以前，該條文所關注資訊接觸權益保障之「身心障礙者」，限

於「視覺功能障礙者」，教育部於 100 年 12 月 15 日以臺參字第

1000217160C 號令發布之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51

乃僅以視障者為服務對象，並於同年 12 月 26 日依當時之條文規定，

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服務視障者之專責圖書館，負責視障資源徵集

、編目、典藏、閱覽服務、推廣與研究及館際合作等事項，並未針對

其他障礙者做相類似之規範及指定專責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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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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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顯已不足

因應，其解決之道有二，一是直接將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

利用辦法，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擴大其適用

對象，目前主管機關教育部已採此策略52；一是針對不同障礙者分別

訂定個別之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從法制精簡效益考量，固然以

第一種方式合併規範為佳，惟若由特殊教育體系將啟聰、啟明、啟智

等分別設校或分班教育，圖書館服務特設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及

教育部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服務視障者之專責圖書館，可知不同障

礙者之學習及教育，於性質上差異極大，各屬不同專業，本研究建議

以第二種方式針對不同障礙者分別訂定辦法為宜，未來教育部並應分

別指定不同圖書館專責提供不同障礙者接觸資訊之服務。 

 

本研究限於委託目標、時間、經費，並考量各類障礙者於接觸資

訊時所遭遇困難及解決方式，於性質及技術方面差異頗大之考量，暫

以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保障之相關法規為研究及研擬範圍。又因立法

                                                 
51 同註 7，頁 27。 
52 教育部 103 年 11 月 21 日臺教社（四）字第 1030164468B 號令，已將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
圖書資源利用辦法，擴大修正為身心障礙者數位化圖書資源利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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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討論中之圖書館法修正草案第 9條第 2項及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第 30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均分別授權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訂定相

關辦法規範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保障之相關事項，由於此二項授權所

辦理之事項，性質相近，本研究爰建議將教育部 100 年所發布之視覺

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合併國立臺灣圖書館先前研擬

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辦法草案，綜合整理為視覺功能障

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草

案。 

 

教育部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條之 1於 103年 6月 4

日新修正公布後，依據行政院法制作業之要求，必須於 6 個月內

完成相關子法之調整，基於圖書館法修正草案究竟何時完成立法

程序，時程上難以掌控，自無法等待，乃於 103 年 11 月 21 日先

行修正擴大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之適用，將

法規名稱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使其及於

其他特定身心障礙者，惟未來若圖書館法修正草案通過，維持目

前草案第 9 條之規定，當仍可考量將二項子法合併，專為視障者

訂定專用辦法。 

 

第三節  草案總說明、逐條條文及說明 

 

基於前述特別保障視障者接觸圖書資源權益之考量，本研究建議

將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前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第 2

項所授權訂定之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併同目前

圖書館法修正草案第 9 條第 2 項所授權訂定之辦法，擬定「視覺功能

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

草案」，並進一步研擬其總說明、逐條條文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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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

規範辦法草案總說明 

 

為利視覺功能障礙者接觸數位化格式圖書資源，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於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增訂第三十條之一規定：「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利用現代化

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可讀取之電

子化格式提供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之運用。前項規劃、整

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等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定之。」教育部爰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依該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發布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並於同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依該條第一項規定，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

館，負責視障資源徵集、編目、典藏、閱覽服務、推廣與研究及館際

合作等事項。 

 

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

之一，擴大服務範圍，除原有視障功能障礙者，亦包含聽覺障礙者、

學習障礙者、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該條規定：「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

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

利用現代化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

可接觸之數位格式提供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及特定身心障

礙者之運用。前項受指定之圖書館對於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前項特定身

心障礙者提出需求之圖書資源，應優先提供。第一項規劃、整合與典

藏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等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

之。」教育部並於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將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

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擴大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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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又圖書館法第九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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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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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特殊讀者服務，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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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圖書館

應寬列經費辦理第一項業務。」 

 

基於不同障礙者之學習及教育，於性質上差異極大，各屬不同專

業，爰特別針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接觸圖書資源之權益保障，將一百零

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前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二項

所授權訂定之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併同圖書館法第

九條第二項所授權訂定之辦法，擬具「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

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法律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視覺功能障礙者及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定義。（草

案第二條） 

三、明定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圖書館應建立圖書資源服

務平臺，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推薦及查詢需用之數位化圖書

資訊特殊版本。（草案第三條） 

四、賦予專責圖書館向出版人徵集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之權限。

（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專責圖書館徵集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時，得參考成本之

適當價格補償出版人被徵集之損失，以求公平合理。（草案

第五條） 

六、明定專責圖書館得接受贈與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並對贈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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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公開表揚。（草案第六條） 

七、明定專責圖書館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之轉製方式、格

式公告及邀請視障者教育機構及視覺功能障礙者代表提供

意見。（草案第七條） 

八、明定專責圖書館轉製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應採開放格

式。（草案第八條） 

九、明定專責圖書館為達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服務之目的，得

對於出版人所採取防盜拷措施採取必要之因應作法。（草案

第九條） 

十、明定專責圖書館得與國內外同性質機構或組織建立資源流通

共享及分工合作關係。（草案第十條） 

十一、明定專責圖書館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之服務方式包括實體版本之交付或網際網路線上接觸或下

載，並採適當之方式控管，以確保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閱覽

使用，以保障著作權人權利。（草案第十一條） 

 

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
規範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圖書館法

第九條第二項及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

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之法律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視覺功能障礙者：指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所定之視覺功能障

礙者。 

二、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

一、視覺功能障礙者及數位化圖書

資訊特殊版本定義。 

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學

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

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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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版本：指專供視覺功能

障礙者使用之數位化

圖書資訊無障礙版本

，包括視覺功能障礙者

運用輔助設備可接觸

之數位格式文字檔、有

聲書、大字體圖書、點

字圖書及其他圖書資

源。 

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利

用現代化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

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

以可接觸之數位格式提供圖書資

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及特定

身心障礙者之運用。」又一○三

年四月十四日經立法院教育委員

會完成審查之圖書館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第九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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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

學習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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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之

「視覺功能障礙者」乃指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所稱之「視覺功

能障礙者」。 

三、目前出版品之編排，均已透過

數位化方式為之，為利將出版品

轉製為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接觸

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爰

將其定義為指專供視覺功能障礙

者使用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無障礙

版本，並參考身心障礙者數位化

圖書資源利用辦法第二條之定義

規定其例示類別。 

第三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指定為視覺功能障礙者服

務之專責圖書館（以下稱專

責圖書館）應建立圖書資源

為使圖書館有限之資源充分有效服

務特殊讀者，符合所需，爰明定專

責圖書館建立圖書資源服務平臺，

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推薦及查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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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整合服務平臺，提供視覺功

能障礙者推薦需用之數位

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及查

詢應用管道。 

用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第四條   專責圖書館為應視

覺功能障礙者前條推薦且

符合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之需求，得向出版人徵集適

當之圖書資訊版本，以供視

覺功能障礙者使用或轉製

為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使

用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

版本。 

一、本條賦予專責圖書館向出版人

徵集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之權限

。 

二、專責圖書館具有公共服務及資

源有效運用之任務，其接受視覺

功能障礙者需求之申報，並無完

全滿足之義務，尚須符合圖書館

本身館藏發展政策之需求，方得

向出版人徵集適當之圖書資訊版

本。 

三、專責圖書館為服務視覺功能障

礙者之需求，除直接以向出版人

徵集而得之適當圖書資訊版本對

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之外，如向

出版人徵集而得之適當圖書資訊

版本尚無法直接供視覺功能障礙

者使用，專責圖書館應尚得進一

步轉製為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使

用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第五條   專責圖書館依前條

規定向出版人徵集適當之

圖書資訊版本時，如其製作

價格昂貴，對出版人顯不公

平者，得參考成本之適當價

格補償之。 

依據圖書館法第十五條送存制度之

執行經驗，出版品製作價格昂貴乃

為出版人怠於送存之重要因素，爰

於本條明定得參考成本之適當價格

補償出版人被徵集之損失，以求公

平合理。 

第六條   專責圖書館得接受

贈與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

，以供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

或轉製為專供視覺功能障

專責圖書館得接受贈與適當之圖書

資訊版本並對贈與人進行公開表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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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礙者使用之數位化圖書資

訊特殊版本。 

專責圖書館對前項之贈

與人，得以獎牌或其他適當

之方式公開表揚。 

第七條   專責圖書館就所徵

集之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

，得以錄音、點字、放大字

體、口述影像、數位化格式

或其他方式轉製為專供視

覺功能障礙者使用之數位

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前項數位化圖書資訊特

殊版本格式，由專責圖書館

訂定公告之。 

專責圖書館規劃訂定前

項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

本格式時，應邀請視覺功能

障礙者教育機構及視覺功

能障礙者代表提供意見。 

明定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之轉

製方式、格式公告及邀請視障者教

育機構及視覺功能障礙者代表提供

意見。 

第八條   專責圖書館轉製之

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應採開放格式，以方便視覺

功能障礙者接觸使用。 

明定專責圖書館轉製之數位化圖書

資訊特殊版本應採開放格式。 

第九條   專責圖書館所徵集

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如附

有防盜拷措施而無法轉製

為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使

用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

版本者，得要求出版人提供

破解技術或由出版人代為

轉製。 

出版人拒絕專責圖書館

本條規範專責圖書館對於出版人所

採取防盜拷措施之因應作法，使該

項防盜拷措施不致影響專責圖書館

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所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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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前項要求者，專責圖書館得

自行或委由他人破解。 

第十條   專責圖書館得與國

內外同性質機構或組織合

作，交換或輸入數位化圖書

資訊特殊版本，專供視覺功

能障礙者使用。 

本條依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二○

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之「關於

有助於盲人、視覺功能障礙者或其

他對印刷物閱讀有障礙者接觸已公

開發行著作之馬拉喀什條約（The 

Marrakesh Treaty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Published Works for Persons who 

are Blind, Visually Impaired, or 

otherwise Print Disabled）（國際視障

者接觸著作條約）」第五條精神，明

定專責圖書館應與其他為視覺功能

障礙者服務之機關（構）或組織建

立資源流通共享及分工合作關係。 

第十一條   專責圖書館對視

覺功能障礙者提供數位化

圖書資訊特殊版本之服務

，得以實體版本之交付、網

際網路線上接觸或下載，並

以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接

觸為限。 

前項流通借閱服務，應

採帳號或其他身分權限控

管方式管理。 

本條規定專責圖書館對視覺功能障

礙者提供圖書資訊特殊版本之服務

方式包括實體版本之交付、網際網

路線上接觸或下載，並採適當方式

控管，以確保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

接觸，以保障著作權人權利。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第四節  衝擊影響評估 

 

本研究配合行政院法制作業要求，依該院 103 年 7 月 15 日院臺

規字第 1030139555 號函新修正，並自 103 年 8 月 15 日生效之「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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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擬定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如下： 

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103.08.15 生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身分：█ 業務單位人員    □ 法制單位人員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填  表  説  明 

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律案報院審查，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院審查應

注意事項」及「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二、 除廢止案（及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整批處理、單純訂修之法律案）外，皆應依據本表進

行「法案及性別影響評估」。 

三、 建議各單位於法案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的意

見；法案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至少預留

1 週的填寫時間），參酌其意見修正法案內容，並填寫「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後通

知程序參與者。 

壹、法案名稱 
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

草案 

貳、主管機關 教育部 主辦機關 教育部 

參、法案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法案涉及領域）  

肆、問題界定與訂修需求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4-1 問

題

界

4-1-1 問題描述 視障者接觸資訊不便，亟須協助將一

般人可接觸之資訊，轉製成視障者方

便接觸之無障礙版本。 

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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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4-1-2 執行現況及

問 題 之 分

析 

自紙本轉製成視障者方便接觸之無

障礙版本較為不易，須以法律賦予徵

集數位檔案之依據，方便轉製以提供

視障者接觸。 

1.業務推動執行時，遭遇問題之

原因分析。 

2.說明現行法規是否不足、須否

配合現況或政策調整。 

4-1-3 相關之性別

統計及性別

分析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持有視障類別之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不因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而有差異。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種

途徑蒐集既有的性別統計，並

作出性別分析，以說明該問題

是否會對不同性別人口造成不

同影響。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量

顧及不同性別、性傾向及性別

認同者之年齡、族群、地區等

面向。 

4-1-4 須強化的性

別統計及其

方法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持有視障類別之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不因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而有差異。 

如既有性別統計不足，請提出須

強化之處及其建置方法。 

4-2 訂

修

需

求 

4-2-1 解決問題可

能方案 

以法律賦予徵集或接受捐贈數位檔

案之依據，方便轉製以提供視障者接

觸。 

請詳列解決問題之可能方案及

其評估（涉及性別平等議題者，

併列之）。 

4-2-2 訂修必要性 以法律賦予徵集或接受捐贈數位檔

案之依據，方便轉製以提供視障者接

觸。 

請說明最終必須訂修法案以解

決問題之理由；如有立委提案，

並請納入研析。 

4-3 配套措施及相關機關

協力事項 

須增加人力及預算，始足以落實相關

計畫之執行。 

配套措施諸如人力、經費需求或

法制整備等；相關機關協力事項

請予詳列。 

伍、政策目標 

取得法律授權得徵集數位檔案之依

據，方便轉製無障礙版本，以提供

視障者接觸，弭平數位化產生之嚴

重落差。 

簡要說明政策取向。 

陸、徵詢及協商程序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6-1 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持有視障類別之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不因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有差異。 

請說明法案內容主要影響之機

關（構）、團體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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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對外意見徵詢 

本辦法主要係規範專責圖書館及其

相關服務內容，未涉及一般社會認

知既存的性別偏見。 

1. 請說明對社會各界徵詢意

見及與相關機關（構）、地

方自治團體協商之人事時

地。 

2. 徵詢或協商時，應敘明其重

要事項、有無爭議、相關條

文、主要意見、參採與否及

其理由（含國際參考案例）

，並請填列於附表；如有其

他相關資料，亦請一併檢附

。 

3. 對社會各界徵詢意見，應落

實性別參與。 

6-3 與相關機關（構）及地

方自治團體協商 

各方對此有助視障者接觸資訊之立

法方向並無爭議，惟權利人方面關

切是否損及其利益，故法令配套要

求專責圖書館應採有效之管制保護

措施。 

柒、成本效益分析及對人權之影響：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7-1 成本 
須增加人力及預算，始足以落

實執行。 1.關於成本及效益，指政府及社會

為推動及落實法案必須付出之代

價及可能得到之效益。 

2.得量化者應有明確數字，難以量

化者亦應有詳細說明。 
7-2 效益 

本草案有助於視障者接觸資訊

，並配套要求專責圖書館應採

有效之管制保護措施，弭平數

位化產生之嚴重落差，並可均

衡各方利益。 

7-3 對人

權之

影響 

7-3-1 憲法有關

人 民 權 利

之規定 

人民依憲法享有接觸資訊及言

論自由之基本權利，本草案有

助視障者接觸資訊，強化言論

自由機會與地位。 

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憲法有關人民

權利之規定及司法院解釋。 

7-3-2 公民與政

治 權 利 國

際公約 

本草案有助視障者接觸資訊，

強化言論自由機會與地位，符

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

定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

一般性意見，以積極促進各項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請

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規定及聯

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一般性意

見，以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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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之實現。 

7-3-3 經濟社會

文 化 權 利

國際公約 

本草案有助視障者接觸資訊，

強化言論自由機會與地位，符

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

定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

一般性意見，以積極促進各項

人權之實現。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請

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規定及聯

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之

一般性意見，以積極促進各項人權

之實現。 

捌、性別議題相關性 

8-1 規範對象：  

（1）若 8-1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項目「捌、8-2 及 8-3」及「第二部分－性別

影響評估程序參與」；如 8-1 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8-2 及 8-3」，逕填寫「第二

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1-5「法案與性別議題關聯之程度

」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捌、8-1 至 8-3」，並補填列「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8-1-1 訂 修 內 容 以

特定性別、性

傾 向 或 性 別

認 同 者 為 規

範對象 

 █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持有視
障類別之身心障礙手冊證
明者，不因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而有差異。 

如規範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

以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主，

或個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

評定為「是」。 

8-1-2 訂修內容未區

別對象，但執

行方式將因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不同

而有差異 

 

 
 

█ 

本辦法主要係規範專責圖
書館及其相關服務內容，未
涉及一般社會認知既存的
性別偏見。 

規範對象雖無區別，但因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之本質差異，而有

不同執行方式者，請評定為「是」

。 

8-1-3 訂修內容所規

範對象及執行

方式無差異，

但對於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將

產生不同結果 

 
 
 

█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持有視
障類別之身心障礙手冊證
明者，不因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而有差異。 

規範對象及執行方式雖無差異，惟

其結果乃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而有不同者，請評定為「是」。 

8-2 性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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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2-1 採取積極作為，去除

不必要差別待遇，或

促進實質平等 

本辦法主要係規範專責圖書館

及其相關服務內容，未涉及一般

社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見。 

基於憲法平等權之規定，採行一定

方式去除現行法規及其執行所造成

之差別待遇，或提供較為弱勢之一

方必要之協助，以促進其實質地位

之平等。（本項及 8-2-2 不得全部填

列無關） 

8-2-2 營造平等環境，預防

及消除性別歧視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持有視障類

別之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不因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有差

異。 

消除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隔

離，以消弭因社會文化面向所形成

之差異，或提供不同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

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之

機會。（本項及 8-2-1 不得全部填列

無關） 

8-3 性別效益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8-3-1 對於消弭性別歧視

、促進性別平等有

積極、正面綜效 

本辦法主要係規範專責圖書館

及其相關服務內容，未涉及一般

社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見。 

請詳加說明性別效益何在，本項不得

填列無關。 

8-3-2 符合憲法、國際規

範（包括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 CEDAW）、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等要

求 

本辦法主要係規範專責圖書館

及其相關服務內容，未涉及一般

社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見，符合

公約（CEDAW）規定及其一般

性建議。 

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

行法，請檢視法案是否符合公約（

CEDAW）規定及其一般性建議，並

請再查核法案內容之合宜性，本項不

得填列無關。 

玖、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

對「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法案

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經「第二部分－性別影響評估

程序參與」後，11-5「法案與性別議題關聯之程度」評定為「無關」者，9-1 至

9-3 免填。 

9-1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本辦法主要係規範專責圖書館及其相關服務內容，未涉及一般社會

認知既存的性別偏見，其有助於視障者接觸資訊，並配套要求專責

圖書館應採有效之管制保護措施，弭平數位化產生之嚴重落差，並

可均衡各方利益。 

9-2 參採情形 

 

 

9-2-1 

說明採納意見後之

法案調整 

已符合相關規定及要求。 

 

9-2-2 

說明未參採之理由

或替代規劃 

 

 

 

9-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法案的評估結果（請填寫日期及勾選通知方式，請勿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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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年    月    日將「評估結果」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傳真      □e-mail      □郵寄      □其他      

拾、法制單位復核（此欄空白未填寫者，將以不符形式審查逕予退件。） 

10-1 法案內容：        □提經法規會討論通過   □已會法制單位表示意見  

10-2 徵詢及協商程序：  □已徵詢及協商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已適當說明與回應徵詢及協商對象所提之主要意見 

10-3 對人權之影響：    □已由法規會具人權專長委員、曾受人權教育訓練之參事、其他高階

人員或委請之人權學者專家檢視 

10-4 訂修程序：        □本檢視表已完整填列 

復核人姓名及職稱：           

 

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

供及技術規範辦法草案衝擊影響評估 
 

壹、必要性評估 
 

一、執行現況 
 

本部為保障視覺功能障礙者（以下稱視障者）接觸圖書資源之權

益，依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於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訂定發布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

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並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依該條第一項規定，指

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負責視障資源徵集、編

目、典藏、閱覽服務、推廣與研究及館際合作等事項，實施以來，迄

今已歷三年餘，對於保障視障者接觸圖書資源之權益，業有其貢獻。

惟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再度修正公布，於第

三十條之一擴大服務範圍，除原有視障者，更及於聽覺障礙者、學習

障礙者、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視覺功能障礙者電

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並於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修正為身心

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再者，圖書館法於一百零 O 年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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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O 日再度修正，第九條要求圖書館針對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

閱讀困難障礙之特殊讀者提供服務，並授權本部就該項服務之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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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執行依據。 

 

二、問題界定（現行制度問題） 
 

（一）視障者接觸資訊機會不如一般人：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3 年 9 月 1 日之統計，截至 103 年 6 月

底止，臺灣地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國民為 111 萬 1,097

人，其中，視障者為 5 萬 9,641 人53，約占 3.96%。該等障

礙者於數位網路環境，接觸資訊之機會遠不如一般人，亟

待於制度上建立有效協助之機制。 

 

（二）法律制度已有長足之修正： 

一百零三年元月二十二日著作權法修正第五十三條，擴大

專為視障者接觸資訊之合理使用，同年六月四日再度修正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一，擴大對障礙者接觸

圖書資源之服務範圍，圖書館法亦於一百零 O 年 O 月 O

日再度修正第九條，要求圖書館針對視障者等特殊讀者應

加強提供服務。 

 

（三）法制上尚無專供視障者使用而徵集適當數位檔之依據： 

雖然前述法律之修正，對於視障者接觸圖書資源權益之保

障，已有長足進步，但依據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著作權法、圖書館法及學位授予法，並無明文規定得為視

障者接觸資訊之目的，對著作權人或出版界徵集適當數位

檔，以供轉製為專供視障者接觸之無障礙版本，僅有圖書

                                                 
53詳請參閱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身心障礙者人數統計表，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98，last visited 

201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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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圖書資訊

特殊版本之徵集、轉製、提供與技術規範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 

 

三、規範構想 
 

（一）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著作權法、圖書館法及學

位授予法對於視障者接觸圖書資源權益之保障，尤其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三項及圖書館法第九條

第二項所授權訂定之相關辦法，有必要規劃本制度。 

 

（二）本案在法制上，整合一百零三年時一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二項所授權訂定

之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併同圖書館

法第九條第二項所授權訂定之辦法，擬具「視覺功能障礙

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

辦法草案」。 

 

貳、有效性評估 
 

一、草案內容之設計構想 
 

（一）由於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三項所授

權訂定之辦法與圖書館法第九條第二項所授權訂定之辦法

，本質上均係以提升身心障礙者接觸資訊權益為核心，性

質極為接近，然視障者接受教育或接觸資訊之途徑或技術

，又相異於其他障礙者，爰擬特別針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擬

定特別辦法。 

 

（二）教育部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之一於依百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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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四日新修正公布後，雖已修正擴大視覺功能障礙者

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之適用，並將辦法名稱修正為身

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使其及於其他特定身

心障礙者，惟基於視障者之特殊障礙及接觸資訊之特殊性

，仍有結合圖書館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專為視障者訂定

專用辦法之必要。 

 

（三）草案具體內容 

      1.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之專責圖書館應建立圖書資源服務

平臺，專供視障者推薦及查詢需用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

本，以通力合作，集中有限資源。 

      2.賦予專責圖書館向出版人徵集適當圖書資訊版本之權限，方

便專責圖書館之徵集，以利直接提供視障者使用或轉製成專

供視障者使用之無障礙版本。 

      3.專責圖書館徵集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時，得參考成本之適當

價格補償出版人被徵集之損失，以求公平合理，促進徵集成

效。 

      4.專責圖書館得接受贈與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並對贈與人進

行公開表揚，以鼓勵捐贈，擴大數位資源之來源。 

      5.專責圖書館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得以錄音、點字、放

大字體、口述影像、數位化格式或其他方式轉製為專供視覺

功能障礙者使用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其格式應予公

告，並應邀請視障者教育機構及視覺功能障礙者代表提供意

見。 

      6.專責圖書館轉製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應採開放格式

，以求版本相容，避免重複製作不同格式而資源浪費。 

      7.專責圖書館為達對視障者提供服務之目的，得對於出版人所

採取防盜拷措施採取必要之因應作法，避免科技保護措施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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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無障礙版本之製作。 

      8.專責圖書館得與國內外同性質機構或組織建立資源流通共

享及分工合作關係，以提升效益，避免資源浪費。 

      9.專責圖書館對視障者提供圖書資訊特殊版本之服務方式包

括實體版本之交付或網際網路線上接觸或下載，並採適當之

方式控管，以確保專供視障者閱覽使用，以保障著作權人權

利。 

 

二、可能受影響之對象及其範圍 
 

本辦法草案影響之對象，包括專責圖書館、視障者、視障者社會

福利機構及著作權人或出版人，其範圍及於受著作權法保護之各類資

訊。茲分別就草案所規範之影響，說明如下： 

 

（一）專責圖書館：專責圖書館因本辦法草案更方便徵集數位化圖

書資訊，轉製成專供視障者使用之無障礙版本，能更積極為

視障者提供接觸資訊之機會。 

 

（二）視障者：視障者因本辦法草案有更多機會接觸無障礙版本圖

書資源，縮短數位環境下所拉大與一般人間之數位落差。視

障者不得將所接觸之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對視障者以

外之人流通。 

 

（三）視障者社會福利機構：視障者社會福利機構因本辦法草案所

建立之平臺，可獲得更透明之資訊，並得與國內外相關組織

合作，達到資源整合之合作效益。 

 

（四）著作權人或出版人：著作權人或出版人之著作將被徵集並轉

製為專供視障者接觸之無障礙版本，惟如其製作價格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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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得適當補償。為利轉製為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之數

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專責圖書館得要求出版人提供破解

技術或由出版人代為轉製。出版人拒絕者，專責圖書館得自

行或委由他人破解。 

 

 

三、對地方政府之影響、必要性及範圍 
 

本辦法草案並未增加地方政府之負擔，地方政府得利用專責圖書

館建立之圖書資源整合服務平臺，對轄內視障者提供需用之數位化圖

書資訊特殊版本及查詢應用管道。 

 

四、可能風險評估及因應策略 
 

茲就本辦法草案可能面臨風險評估及對策說明如下： 

 

（一）出版人拒絕配合徵集：  

 

出版人擔心提供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後，被不當使用而造成盜版

橫行；又因其出版品製作價格昂貴，免費提供造成負擔；而要求出版

人提供其所設定之防盜拷措施破解技術或由其代為轉製，增加其負擔

與盜版風險。 

 

因應策略：專責圖書館就其所徵集之圖書資訊版本，應嚴格控管

其使用，除專供視障者需求外，不得他用；對於製作價格昂貴之出版

品，專責圖書館於徵集時，得依本辦法規定，參考成本補償之適當價

格，降低出版人負擔；對於出版人就其出版品所設定之防盜拷措施之

破解，僅得做為轉製為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之無障礙版本，不得

將該破解技術對外流通。又本辦法草案對於贈與人，得以獎牌或其他

適當之方式公開表揚，可有效鼓勵出版人配合徵集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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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障礙版本對外流通危及著作權人權益： 

 

因應策略：專責圖書館就其所徵集應之圖書資訊版本，應嚴格控

管其使用，除專供視障者需求外，不得移作他用；視障者將取得之無

障礙版本對外流通，若是對其他視障者流通，為本辦法草案所允許，

惟若是對不恰當之對象流通，恐有危及出版人權益之虞。本辦法草案

要求專責圖書館之服務，應以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閱覽使用為限，並

應採帳號或其他身分權限控管方式管理，應可避免無障礙版本任意外

流。 

 

參、成本效益分析 
 

一、得量化事項 
 

（一）對專責圖書館的效益 

 

本辦法施行後，圖書館於徵集適當之圖書資訊版本時，將更有法

令依據，易於執行專責任務，於轉製過程中取得破解防盜拷措施之依

據及協助，方便對視障者之服務。以 100 年至 102 年為例，每年徵集

總數 000 本圖書，轉製 000 本圖書，本辦法施行後，每年應可增加徵

集總數 000 本圖書，轉製 000 本圖書。 

 

（二）對視障者的效益 

 

本辦法施行後，視障者有更多機會接觸無障礙版本，縮短數位環

境下所拉大與一般人間之數位落差。以 100 年至 102 年為例，視障者

每年自各管道所接觸之無障礙版本，約有總數 000 本圖書，本辦法施

行後，每年應可增加總數至 000 本圖書。 

 

（三）對視障者社會福利機構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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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施行後，視障者社會福利機構經由專責圖書館之圖書資源

整合服務平臺以及與國內外同性質機構或組織合作，交換或輸入數位

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能大幅縮減各自為政之資源浪費，提高對於視

障者之服務。以 100 年至 102 年為例，視障者社會福利機構每年對視

障者之服務約有總數 000 本圖書，本辦法施行後，每年應可增加總數

至 000 本圖書。 

 

二、非得量化事項 
 

（一）對專責圖書館而言，本辦法施行後，有利於徵集適當之圖書

資訊版本，其所建立之圖書資源整合服務平臺以及與國內外

同性質機構或組織合作，更能發揮其專責任務。 

 

（二）對視障者而言，本辦法施行後，透過專責圖書館建立之圖書

資源整合服務平臺以及與國內外同性質機構或組織合作，其

所能接觸之無障礙版本圖書資訊於管道方面更加多元，數量

上更加豐富。 

 

（三）對視障者社會福利機構而言，本辦法施行後，透過專責圖書

館建立之圖書資源整合服務平臺以及與國內外同性質機構

或組織合作，其對於視障者所能提供之服務，將因資源整合

及流通，更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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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視障者接觸資訊之機會，向來已較一般人更為不利，數位網路技

術之發展，更拉大此一差距。技術原本就應為人所運用，不應因為技

術之存在而造成更大之弊端。一般人得因數位網路技術而有利於資訊

之接觸，視障者同樣亦得利用此項技術提升接觸資訊之機會，當資訊

提供市場基於成本與消費機會之限制，無意以商業機制對視障者提供

資訊，法制設計必須為適當之介入，以達到扶弱救難之社會公平正義

。 

 

100年 2月 1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增訂第 30條

之 1 規定，要求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專責圖書館關照視障者接觸圖

書資源之權益，並訂定辦法落實該項規定。教育部爰訂定視覺功能障

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後又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

源利用辦法，並指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上開辦法之專責圖書館，負責

相關業務，惟法制及實際執行上，仍有諸多缺失亟待調整。 

 

一、法制上專責機關仍缺乏徵集數位檔案之權限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第 30 條

之 1 並增訂第 30 條之 2 條文，明白揭示「按需優先提供」、「資源共

享」及「廣泛利用現代化數位科技」等原則，惟並未賦予專責圖書館

其向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所委託發行之出版人徵集出版品既有數位檔

案之權利，亦未明定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所委託發行之出版人應予提供

之義務，實質幫助有限，可有更積極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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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出版品之無障礙化仍嫌不足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新增第 30

條之 2 關於教科用書出版者應向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或學校提供數位格式之規定，則係將實務上透過契約約定之作法，提

升為法律規範，並擴及於政府出版品。然而，政府出版品之無障礙化

，係目前最需有積極作為之領域，有待文化部之規劃與落實。 

 

三、著作權法不宜增訂徵集條款 

 

於其他相關法律方面，著作權法於 103 年元月 22 日配合 2013 年

通過之「國際視障者接觸著作條約」而修正第 53 條條文，大幅提升

視障者接觸著作之機會，惟著作權法僅能於賦予著作權人權利及限制

其法律所保護之著作權之間進行規範，無從課予著作權以外之義務，

關於為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而徵集既有適當數位檔案一事，並無從於

著作權法中規範。 

 

四、圖書館法修正草案未明確賦予徵集權限 

 

現行圖書館法第 9 條僅要求圖書館應寬列經費辦理特殊讀者（視

覺及聽覺障礙者等）服務，並未賦予圖書館適當權限，使其得向出版

人徵集適當之數位檔，以供轉製成視障者方便接觸之無障礙版本。立

法院審查中之圖書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亦僅於第 9 條增訂第 2 項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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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明文規定圖書館有徵

集數位檔之權限，未來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法規命令得否超越母法，

明文要求出版人提供數位檔，恐易生爭議。 

 

五、學位授予法及著作權法須進一步協調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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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博、碩士論文之利用，現行學位授予法第 8 條僅使國家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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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3 年 4 月 3 日所

公開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已如本研究建議，擬於著作人取得博、碩

士學位後，視為同意公開發表其博、碩士論文。立法院審議中之學位

授予法草案第 17 條已修正使博、碩士學位論文等應連同電子檔送國

家圖書館保存，除經學校認定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外

，應提供公眾閱覽其內容。 

 

六、公私部門應善用科技通力合作 

 

從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加拿大五國之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

務現況觀察，於做法上區分集權式與分散式，法制上，各國僅允許對

於既有版本之合理使用，尚無強制徵集之規範，惟政府與民間組織資

源整合，有助於提供視障者所需之各種無障礙版本。同時，充分利用

數位網路科技，提供視障者最方便之服務，縮短科技所擴大之數位落

差，亦為一致之做法。 

 

第二節  建議 

 

利用數位科技網路，以資訊透明之合作平臺，整合政府與民間資

源，強化保護視障者接觸資訊之權益，係各界之共識。現行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著作權法、圖書館法及學位授予法，均有相關之規定

或正逐步進行增修中，然仍有不足之處，有待進一步調整。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應明文賦予徵集權限，文化部應致力政府

出版品無障礙化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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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1 並增訂第 30 條之 2 條文，惟第 30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僅要求專

責圖書館對於障礙者提出需求之圖書資源「應優先提供」，並未賦予

其向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所委託發行之出版人徵集出版品既有數位檔

案之權利，也未明定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所委託發行之出版人應予提供

之義務，實質效益有限，本研究建議可進一步修正要求著作財產權人

或其所委託發行之出版人，於專責圖書館向其徵集出版品之既有數位

檔案時，有提供之義務。至於第 30 條之 2 關於政府出版品之無障礙

版本提供方面，文化部應有更積極之規劃與作為，要求各機關、學校

於編製政府出版品時，預先於合約明定發行單位有權提供數位檔案以

供轉製專供視障者接觸之無障礙版本，落實執行，以為民間表率。 

 

二、著作權法應增訂出版人配合徵集之合理使用條款，並與學位授予

法分別明文限制學位論文之公開發表權 

 

著作權法於 103 年之修正固已大幅提升視障者接觸資訊之機會

，但碩、博士論文之強制公開立法仍有推動之必要，始能使該等資訊

方便被轉製為視障者易於接觸之無障礙版本，否則，徒有合理使用規

定，事實上卻無公開發表之重要學術資訊，並無助於視障者對該等資

訊之接觸。本研究建議，對於性質特殊之碩、博士論文，應分別於著

作權法及學位授予法中予以強制公開，並要求碩、博士生提供數位檔

案予專責圖書館，使各方得依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規定利用，專供視

覺功能障礙者使用，不得以其涉及專利權之申請、營業秘密或國家機

密之保護，做為拒絕公開之理由。 

 

三、學位授予法應課以碩、博士生向專責圖書館繳交學位論文數位檔

案之義務 

 

目前，立法院討論中之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對於碩、博士論文

之公開利用，既不足以有效於國家圖書館內方便利用，亦無法使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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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安心其公開方式，且未要求將數位檔送交保護視障者權益之專責

圖書館之規定，均有進一步增訂之必要。本文爰建議一方面應明定「

僅得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數位檔，不得重

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或為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

」另方面應要求「提供數位檔予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專責規劃、整合及

典藏視覺功能障礙者需求圖書資源之圖書館，依著作權法規定利用，

以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 

 

四、發行明盲通用數位出版品是長遠最佳途徑 

 

視障者接觸資訊機會較一般人少，係因為無法視讀一般人接觸之

版本，雖然數位網路技術拉大原本差距，惟只要善於運用，同樣也可

以數位網路技術大幅縮小原本之差距。促使視障者方便接觸資訊係各

方之共識，對提供資訊之產業而言，視障者亦屬消費者之一群，若著

作權人未因視障者接觸資訊之保護而降低損失，亦未因此增加各方轉

製成無障礙版本之負擔，其實應係多贏之策略。目前，紙本書籍行銷

，一般讀者選購後直接視讀，眼力不佳者另以放大鏡等輔助工具閱讀

；網路閱讀或電子書閱讀器之閱讀，眼力不佳者可點選放大字體之按

鈕協助閱讀。依此概念，若電子書得以特殊格式為同一版本之行銷，

例如目前支援 html5 或 CSS3 之 EPUB3 格式，所有消費者支付相同

費用，其中，一般讀者選購後直接視讀，而視障者自行再以特殊工具

程式，自動轉換為無障礙版本接觸，既不影響著作權人權益，不增加

提供者、社會福利組織或視障者本身轉製之成本，應係最佳之選擇。

此部分可能有待負責視障者權益之衛生福利部、掌管文化出版之文化

部，協調視障者權益團體及出版界，採用適當電子書數位格式版本，

將視障者接觸資訊之需求納入一般商業市場，即可降低各方之社會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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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針對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合併相關子法較為理想 

 

無論如何，在前述適合各方接觸之電子書數位格式版本定案推出

之前，仍須有一套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

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以供運作。由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第 3 項及立法院討論中之圖書館法修正草案第 9 條第 2 項

規定，均分別授權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規範視障者接觸資

訊權益保障之相關事項，基於視障者接觸資訊之相關議題極具專業性

，並與其他障礙者接觸資訊之做法有諸多差異，本研究乃建議，將教

育部 103 年修正發布之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合併國

立臺灣圖書館先前研擬之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辦法草案

，綜合整理為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數位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

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草案，爰完成草案總說明、逐條條文及說明、衝

擊影響評估，以供未來訂定相關辦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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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條文 

 

第 30 條之 1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

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

利用現代化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

可接觸之數位格式提供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及特定身心障

礙者之運用。 

前項受指定之圖書館對於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前項特定身心障礙者提

出需求之圖書資源，應優先提供。 

第一項規劃、整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等辦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第 30 條之 2 

經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其出版者應於該教科用書出版

時，向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或學校提供所出版教科用

書之數位格式，以利製作專供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前條第一項其他特定

身心障礙者接觸之無障礙格式。各級政府機關（構）出版品亦同。 

前項所稱數位格式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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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著作權法相關條文 

 

第 53 條 

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或團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為

專供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

障礙者使用之目的，得以翻譯、點字、錄音、數位轉換、口述影像、

附加手語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所定障礙者或其代理人為供該障礙者個人非營利使用，準用前項

規定。 

依前二項規定製作之著作重製物，得於前二項所定障礙者、中央或地

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或團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間散布或公開

傳輸。 

 

第 80 條之 2 

著作權人所採取禁止或限制他人擅自進入著作之防盜拷措施，未經合

法授權不得予以破解、破壞或以其他方法規避之。  

破解、破壞或規避防盜拷措施之設備、器材、零件、技術或資訊，未

經合法授權不得製造、輸入、提供公眾使用或為公眾提供服務。  

前二項規定，於下列情形不適用之：  

一、為維護國家安全者。  

二、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者。  

三、檔案保存機構、教育機構或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為評估是否取

得資料所為者。  

四、為保護未成年人者。  

五、為保護個人資料者。  

六、為電腦或網路進行安全測試者。  

七、為進行加密研究者。  

八、為進行還原工程者。  



 - 79 - 

九、為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五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

。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情形。  

前項各款之內容，由主管機關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 87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  

一、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用其著作者。  

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三、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版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或製版物者

。  

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國外合法重製物者。 

五、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六、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式散

布者，或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  

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

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

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前項第七款之行為人，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

、說服公眾利用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權者，為具備該款

之意圖。  

 

第 87 條之 1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前條第四款之規定，不適用之：  

一、為供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利用而輸入。但為供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

之利用而輸入或非以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原件或其重製

物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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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或宗教機構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

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或為其圖書館借閱或保存資料之目的而

輸入視聽著作以外之其他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並應依第四十

八條規定利用之。  

三、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

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者。  

四、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非營利機構或團體、依法立案之各級學校

，為專供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

難之障礙者使用之目的，得輸入以翻譯、點字、錄音、數位轉換、口

述影像、附加手語或其他方式重製之著作重製物，並應依第五十三條

規定利用之。 

五、附含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隨同貨物、機

器或設備之合法輸入而輸入者，該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於使用或操作

貨物、機器或設備時不得重製。  

六、附屬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說明書或操作手冊隨同貨物、機器或

設備之合法輸入而輸入者。但以說明書或操作手冊為主要輸入者，不

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一定數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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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圖書館法相關條文  

 

現行條文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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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應寬列經費辦理前項業務。 

 

修正草案條文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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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學習

及其他閱讀困難障礙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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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特殊讀者服務，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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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圖書館應寬列經費辦理第一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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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學位授予法相關條文 

 

現行條文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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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草案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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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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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 

（103 年 11 月 21 日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電子化圖書資源，指視覺功能障礙者（以下簡稱       

視障者）運用輔助設備可讀取之電子化格式文字檔、有聲書、大字體

圖書、點字圖書及其他圖書資源。 

 

第 3 條    

教育部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指定之圖書館（以下簡稱專責

圖書館），應規劃辦理下列電子化圖書資源服務事項： 

一、資源徵集。 

二、資源編目。 

三、資源典藏。 

四、閱覽服務。 

五、推廣與研究。 

六、館際合作。 

前項第四款閱覽服務方式，得視需要採遠距、到館或其他方式行之。 

 

第 4 條     

專責圖書館應依視障者需求，徵集電子化圖書資源，其徵集方式如下

： 

一、接受贈與。 

二、自行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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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或委託製作。 

四、取得授權複製。 

專責圖書館規劃訂定前項資源之電子化格式時，應邀請視障者教育機

構及視障者代表提供意見。 

專責圖書館對第一項第一款之贈與人，得以獎狀或獎金方式公開表揚

。 

 

第 5 條     

專責圖書館為有效管理電子化圖書資源，應將徵集到館之電子化圖書

資源分類編目及建檔管理，並提供便於視障者利用之電子化圖書資源

查詢目錄。 

 

第 6 條     

專責圖書館典藏電子化圖書資源，以提供視障者應用為限，並應採帳

號或其他權限控管方式管理。 

 

第 7 條 

專責圖書館辦理電子化圖書資源閱覽服務，應提供視障者以電話、通

信、傳真或網際網路方式提出申請服務；外借圖書資源得以視障專用

郵包免費郵遞。 

 

第 8 條     

專責圖書館應有適足人員編制、設備及空間提供視障者閱覽服務，並

備置符合視障者需求之閱讀設備及輔具，必要時，得提供設備借用服

務。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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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圖書館應蒐集世界各國電子化圖書資源採用之格式及服務方式

，以辦理電子化圖書資源推廣與研究，並得與視障者福利機構、學校

或相關機關團體採合作或委託方式辦理之。 

 

第 10 條     

專責圖書館應統合各機關與民間團體電子化圖書資源，建置單一查詢

窗口網站，並提供視障者無障礙之網路查詢、閱讀或下載服務。 

 

第 11 條   

教育部應寬列電子化圖書資源服務預算，補助專責圖書館辦理各項電

子化圖書資源服務。 

 

第 12 條   

專責圖書館每年應提出工作成果報告，報教育部備查。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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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數位化圖書資源，指視覺功能障礙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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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身心障礙

者）運用輔助設備可接觸之數位格式文字檔、有聲書、大字體圖書、

點字圖書及其他圖書資源。 

 

第 3 條    

教育部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指定之圖書館(以下簡稱專責

圖書館)，應規劃辦理下列數位化圖書資源服務事項： 

一、資源徵集。 

二、資源編目。 

三、資源典藏。 

四、接觸服務。 

五、推廣及研究。 

六、館際合作。 

 

第 4 條     

專責圖書館應依身心障礙者需求，徵集數位化圖書資源；其徵集方式

如下： 

一、接受贈與。  

二、自行採購。  

三、自行或委託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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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得授權複製。 

專責圖書館規劃訂定前項資源之數位格式時，應邀請身心障礙者教育

機構及身心障礙者代表提供意見。 

專責圖書館對第一項第一款之贈與人，得以獎狀或獎金方式公開表揚

。 

 

第 5 條     

專責圖書館為有效管理數位化圖書資源，應將徵集到館之數位化圖書

資源分類編目及建檔管理，並提供便於身心障礙者利用之數位化圖書

資源查詢目錄。 

 

第 6 條     

專責圖書館典藏數位化圖書資源，以提供身心障礙者應用為限，並應

採帳號或其他權限控管方式管理。 

 

第 7 條 

專責圖書館辦理數位化圖書資源接觸服務，應提供身心障礙者以電話

、通信、傳真或網際網路方式提出申請服務；外借圖書資源，得提供

身心障礙者免費郵遞服務。 

前項免費郵遞服務，郵遞機構有免費規定者，依其規定；無規定或不

足者，由教育部依第十一條規定，補助專責圖書館。 

 

第 8 條     

專責圖書館應有適足人員編制、設備及空間，提供身心障礙者接觸服

務，並備置符合身心障礙者需求之接觸設備及輔具；必要時，得提供

設備及輔具借用服務。 

 

第 9 條     

專責圖書館應蒐集世界各國數位化圖書資源採用之格式及服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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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數位化圖書資源推廣及研究，並得與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

學校或相關機關、團體採合作或委託方式辦理之。 

 

第 10 條     

專責圖書館應統合各機關及民間團體數位化圖書資源，建置單一查詢

窗口網站，並提供身心障礙者無障礙之網路查詢、接觸或下載服務。 

 

第 11 條   

教育部應寬列數位化圖書資源服務預算，補助專責圖書館辦理各項數

位化圖書資源服務。 

 

第 12 條   

專責圖書館每年應提出工作成果報告，報教育部備查。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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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焦點座談會議紀錄 

 

「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電子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
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草案）」諮詢會議 

 

時間：103 年 8 月 13 日（三）下午 14:00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7501 會議室（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主持人：章忠信助理教授（大葉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中心主任） 

 

出席者： 

王建立博士、臺北市立啟明學校何世芸主任、李秉宏律師、淡江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林聰吉教授、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協會梁美儀秘書長、

愛盲基金會出版中心黃國鐘主任、臺灣盲人重建院葉昭伶督導、中華

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秘書長楊聖弘、中華民國視障者家長協會藍

介洲秘書長、台灣數位出版聯盟王景萱、楊舒雯（依姓名筆畫順序） 

 

列席者： 

周淑惠主任、張映涵小姐、顏楒甯小姐（國立臺灣圖書館）、江雅綺

助理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賴怡如小姐（大

葉大學） 

 

案由：「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電子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

及技術規範辦法（草案）」乙件，是否妥適，敬請惠賜卓見。 

 

說明： 

 

一、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授權中央教育

主管機關就提供各種障礙者所需之圖書資源之規劃、整合與典藏

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等事項，訂定相關辦法，教育

http://goo.gl/maps/eH0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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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於 100 年發布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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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文修正草案第 9 條第 2 項規定，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相關

辦法，規範對於特殊讀者服務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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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曾依教育

部之囑咐，研擬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辦法草案初稿，

並於 102 年 9 月 10 日邀集學者專家、視障者代表及相關團體，

進行意見交流會議。 

 

三、大葉大學接受國立臺灣圖書館委託執行「視障者使用電子化圖書

資訊特殊版本相關規範之研究」，由於不同障礙者之學習及教育

，於性質上差異極大，各屬不同專業，研究結論初步建議，特別

針對視障者接觸資訊權益之保障，將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

資源利用辦法，合併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辦法草案，

綜合整理為視覺功能障礙者使用電子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

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草案。 

 

四、本項辦法草案內容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會議發言摘要 

 

（一）李秉宏律師 

我個人認為身權法第 30 條之 1 與圖書館法第 9 條第 2 項事實上

是在處理一樣的事情，只是二者是使用不同的角度，所以，將兩個法

律所授權之子法合併規範會更好。 

 

（二）林聰吉教授 

臺圖一直都是使用徵集的方式在做書籍，這方式很耗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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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認為今天的問題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科技的問題跟商業的

問題。今天不需要使用徵集的重製，而是改變方向，希望出版社出版

有聲書，這樣明眼人跟盲眼人都可使用，出版社也有利可圖。所以，

應該走向科技跟商業的方向，再思考如何用法律來解決會與作者產生

的問題。 

 

（三）王建立博士 

我個人支持明盲共用的電子書，同時，不要特別針對某一個障別

個別規範法規，應該統一規範。又花了很多時間弄點字電子檔，是無

法去了解到文字的意思，因為點字檔只有聲音。 

 

（四）黃國鍾主任 

我個人贊成本議題應從商業利益考量為切入方向，也希望以立法

方式處理，不過，本辦法如將範圍擴大到所有障礙者，會較難達到務

實。 

 

（五）梁美儀秘書長 

我認為在法條文字上要斟酌一下，要聚焦要簡單化，徵集簡單的

電子檔，再製成需要的檔案格式。 

 

（六）楊聖弘秘書長 

電子化是一個不可改變的方向，未來電子出版會越來越多，如果

聚焦在電子書現在可能只能解決掉 1%或是千分之一的問題，一般電

子書如何訂定出無障礙格式的版本，有沒有強制我們的電子出版社出

無障礙格式的版本，但也許只能使用道德勸說拜託出版社幫忙，從母

法角度去看應訂定那些子法。 

 

（七）藍介洲秘書長 

有的東西大家會重複的製作，希望能建立一個單一窗口，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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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分散了會有很多東西會不見。 

 

會議後各專家給予意見： 

 

（一）黃英俞老師 

 

為求得廠商能夠將所有出版物的電子檔全數提供，勢必要經過說

明及鼓勵，電子檔的版本很多種，我覺得不該限定版本格式為難廠商

，而是依廠商方便來提供，只要給予開放式的電子檔即可，若有不足

之處，再由圖書館進行轉製。另外給使用者下載到行動載具的檔案，

雖然屬於開放格式，但是可以在下載前插入使用者的電子戳章，讓這

個電子檔可以分辨由誰下載，在未來如果被不當散布，就可以追查究

責。 

 

專責圖書館是否有很多個，可否有單一入口做查詢下載？ 

目前提供轉製服務的民間單位是否也可以加入？ 

我衷心希望主導這件事情的人能夠有宏觀的作法，不但能說服出

版界給予資源，也能夠整合目前現有的服務單位，讓力量能夠集中，

服務能夠更快速，以下是想像中的理想狀況： 

1.單一平臺登入查詢、下載。 

2.提供多種版本可以下載，如 PDF、DAISY。 

3.協力轉製單位可以上傳轉製成果。 

4.接受使用者要求製作資料庫內沒有的書籍。 
 

（二）王天津教授 

國立臺灣圖書館乃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指定之

圖書館，其專責之工作範圍與服務對象，該條文亦有所明訂。此次修

法增加視覺功能障礙者以外之特定身心障礙者，因此，整合這些障礙

者之共同需求，實為該指定之專責圖書館爾後之重要目標，此次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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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之第三項以技術性差異為由特別針對視障者，恐怕有其便宜行事

之考量，這也是當初通過著作權法與身權法修法後，秉宏樂見的表示

國字檔應為臺圖整合這些特殊障礙者之最大公約數之說，我所預留的

不表樂觀的不確定性。而且此次邀請對象也排除增列的其他特殊障礙

團體。很明顯的以技術性來分離這些障礙者共同整合的需求。甚至可

能連原未修法前的所謂「視障電子化圖書資源平臺」的名稱也沒打算

調整。或許還考慮另外針對其他障礙者看讀的方式另行建置符合其所

用之平臺。如此則嚴重浪費公帑經費。甚至可能以有聲書來說服翻書

障礙者，而力圖保有其原有一貫的點字檔，戰略上不可不防此種分離

而非整合的手法。 

 

修法前僅有之視覺功能障礙者，除了須仰賴聽讀或摸讀之重度障

礙者，尚包括可使用放大看讀方式的輕中度視覺障礙者。在數位格式

檔之需求，無論是先天與後天之視覺障礙者，無論是不同障礙程度之

視障者，其共同交集之數位格式，明顯的指向所謂的國字形式的數位

格式文字檔案，而非所謂的點字檔。 

 

同樣的，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所增列之其他

所有障礙者，在數位檔案之需求，其共同交集的基本格式亦為國字形

式的數位格式文字檔案。 

 

以上說明，所強調的是因應此次修法所須整合的各種閱讀障礙者

，是存在其共同的基本數位格式檔案的，其他原規劃之視障者的圖書

資源，例如有聲書，點字書，大字書，都是傳統非數位閱讀時期，因

應紙本印刷圖書時代需要，進行再轉製以便視障者聽讀或摸讀之媒介

。而點字檔亦須有國字檔再轉置，均非基本形式的圖書資源。只有國

字形式的數位格式文字檔屬於最貼近目前數位出版源頭，可同時滿足

看讀、聽讀、摸讀等不同需求的基本數位閱讀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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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滿足共同需求的國字形式的基本數位格式檔案提供數位閱

讀之需的前提下，前述須由基本媒體或數位檔案再行轉製之圖書資源

的特殊需求，勢必大幅下降，且這些特殊需求可經由目前原有的民間

社福機構來提供即可。身為指定之專責圖書館應以整合為本，提供基

本需求為前提，以更具前瞻性的規劃推動未來所有圖書館圖書資源，

同時滿足所有障礙者與一般數位閱讀同步通用的環境與目標。 

 

 圖書館法第 9 條對於特殊讀者之服務，乃是泛指所有圖書館，

而非僅是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 條之 1 所指定之專責圖書館。

臺灣圖書館如係該條文第 1 項的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訂定該辦法之機

構，亦應以訂定未來所有圖書館對於特殊讀者服務之需求為目標，例

如目前方興未艾的圖書館因應數位出版與數位閱讀環境之「電子書借

閱服務」，規劃如何同時公平的滿足這些特殊讀者的需求等等。 

 

據此，該草案合併之前尚未修法前針對視障者的兩個辦法，其中

後者說明是因應圖書館法第 9 條，而該條文所說明另由中央主管機關

訂立辦法，一來特殊讀者服務是泛指所有圖書館，而非僅是臺圖依據

身權法第 30 條之 1 所指定的圖書館。二來該辦法並非單指視障者，

三來該辦法並非只是指向出版社徵集之事，而是泛指所有圖書館對於

特殊讀者之服務。 

 

因此，臺圖此項草案只是單純合併之前針對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

源平臺與向出版社徵集的這兩個辦法合併，即不能視同身權法新修正

後納入其他特殊障礙者，亦不能滿足圖書館法第 9 條之辦法。我就不

知單獨針對視障者，而將以前這兩個辦法合併究竟要作什麼用途。除

非是有意技術性為其點字檔的這項另謀辦法。 

 

因此，建議不應特別針對視障者單獨分開，而應力求整合所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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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障礙者的共同需求，以降低各障別之障礙者建置所需之公帑經費。 

 

對於此平臺館藏之圖書選擇，應有明確規定，例如參考各種短中

長期暢銷書排行榜，或其他公立圖書館一般圖書館藏共同標準等。否

則，此平臺的圖書總是一些不怎麼吸引人的圖書，而且又是點字檔，

有聲書這種不能分辨字形字義的，真正新出版想讀的圖書卻又找不到

可買或可借閱的管道。 

 

因應特殊障礙者未來「電子書」之數位閱讀環境，應及早規劃，

從出版源頭直接開發明盲通用電子書閱讀環境，例如委由電子書出版

通路廠商建置電子書借閱平臺，直接由出版源頭製作可滿足所有特殊

障礙者閱讀可及性，特殊讀者身分認證與借閱需求之電子書整合借閱

平臺，如果臺圖所提出的讀者身分認證方式不能說服出版商出售電子

檔，那麼無妨比照其他圖書館電子書借閱平臺是由廠商代為建置的方

法。 

 

可參考目前其他圖書館與廠商合作，以充分滿足特殊障礙者對於

新出版圖書、期刊、電子書之閱讀需求，並降低自行製作或轉製之必

要。例如高雄圖書館電子書借閱平臺也是廠商建置，且是採用借閱數

量來計算費用的方式。 

 

我想我們的目標是回歸與一般購書、借書通路一樣平起平坐的管

道的這個目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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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期中報告審查會議修正情形對照表 

103.07.30. 

報

告

撰

寫

格

式 

報告內容之撰寫格式包括年代、數字表示

方式應加以統一與修正，使其具一致性（

P.20-24）。（盧委員文祥） 

 

已依審查意見逐頁修

正。 

 

 

 

 

 

 

文

獻

資

料

整

理 

1. 報告內容提到之「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

要點」業於 101 年 4 月 9 日停止適用，

改由文化部 102 年 12 月 13 日發布之「

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取代；另「政府

出版品管理辦法」亦於 103 年 6 月 24

日由行政院令廢止，請研究團隊在引用

法規上注意相關修訂情形（P.8）。（周委

員淑惠） 

2. 文獻探析部分，建議再詳加補充國外相

關文獻資料，以豐富報告內容。（宋委

員雪芳） 

3. 建議可列舉國內外服務不同障別之專

門圖書館或機構實例，藉以說明因服務

性質、技術與實務運作差異，致不同障

別之身心障礙者接觸資訊與服務宜由

不同圖書館辦理，較具說服力。（周委

員淑惠） 

1. 政府出版品管理相

關規定已更新並註明

出處如第 8頁。 

2. 將於期末報告增補國

外相關文獻資料及國

內外服務不同障別之

專門圖書館或機構實

例。 

研

究

方

法

論

述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中，包含文獻分析

法、內容分析法及焦點座談，其中有關焦

點座談之相關規劃尚未於本研究報告中呈

現，建議補充之。（薛委員理桂） 

已擬於 103.08.13.邀集

相關人員進行焦點團

體訪談，相關規劃及紀

錄將於期末報告中補

充。 

 

 

 

 

 

1. 建議於報告第一章增加一節敘明研究

範圍與限制，以利後續實務運作時有明

確之服務界定（P.1-4）。（薛委員理桂、

周委員淑惠） 

1. 將於報告第一章增

加一節敘明研究範

圍與限制。 

2. 第二章研究小結部

分，會訪談出版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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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撰

寫 

 

 

 

 

 

 

 

 

 

 

 

 

 

 

 

 

 

 

2. 第二章研究小結部分，建議朝向協調出

版界提供適當電子版本直接供視障者

使用或轉製後利用為原則（P.16）。（周

委員淑惠） 

3. 第三章草案內容相關建議： 

A 草案名稱定為「視覺機能障礙者

使用電子化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

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草案」，其

中技術規範在本草案中較少提及，建

議不需列於草案名稱中，改以直接於

草案第七條與第八條中說明「技術規

範另定之」等方式處理（P.20、P.23

）。（薛委員理桂、柯委員皓仁） 

B 報告擬具之法條草案內容，其中

「視覺機能障礙者」之「機能」一詞

是否有其特殊考量？建議參照相關

法規（著作權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等）用詞，統一修正為「功能」

（P.20-24）。（周委員淑惠、曾委員添

福） 

C 草案第二條第二項係採例示方式

，建議酌修文字將「包含」改為「例

如…等」，以利後續若有更便利視障

者閱讀之版本格式產生，留有彈性解

釋空間；另有關「電子化資源特殊版

本」之用詞定義描述建議可更為明確

（P.20-21）。（盧委員文祥、曾委員添

福） 

D 針對不配合徵集之出版人，建議

可於草案第四條納入相關罰則敘述

，以利後續實際執行時，對於不配合

之出版人有其約束作用（P.22）。（薛

委員理桂） 

E 草案中提及「出版人」之用語，

徵詢是否可能提供

適當電子版本直接

供視障者使用或轉

製。 

3. 第三章草案內容相

關建議： 

A 為配合母法授權

項目，草案名稱

仍定為「視覺機

能障礙者使用電

子化圖書資訊特

殊版本徵集轉製

提供及技術規範

辦法草案」，為來

於法規會討論時

，由委員決議定

案。 

B 全報告已統一使

用「視覺功能障

礙者」一詞。 

C 法規用詞多用「

包含」，少見「例

如…等」，草案第

二條第二項有關

「電子化資源特

殊版本」之用詞

定義，後段已有

「及其他圖書資

源」之文字，應

足以涵括為來可

能之各種版本。 

D 鑒於現行圖書館

法第 18 條關於

違反送存義務之

處罰，於實務執

行上難以落實，

草案爰僅為法源

之規範，暫不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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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撰

寫 

 

 

 

 

 

 

 

 

 

 

 

 

 

 

 

 

 

 

 

 

請參酌其他相關詞彙如「出版者」、「

出版社」等何者為宜後，再行調整與

修正（P.22-23）。（柯委員皓仁） 

F 草案第五條有關「市場價格」之

文字，因市場價格情況有所不同且易

波動，建議改為「製作價格」較為合

理；另補償方式原為「成本價格」，

建議文字改為「參考成本之適當價格

」（P.22）。（盧委員文祥） 

G 考量捐贈者提供之資源應有其合

法性，本草案第六條第一項之「適當

之圖書資訊版本」建議改為「適法之

圖書資訊版本」；而第二項之獎勵措

施部分，由於「捐贈」本就無對價性

，與頒發獎金的觀念相左，建議將「

得以獎狀或獎金方式」改為「得以獎

牌或其他適當之方式」等敘述來取代

；另條文中所指之「贈與人」請參酌

是否須明確定義為擁有著作財產權

者，避免後續實務執行上遇到困難（

P.22-23）。（盧委員文祥、柯委員皓仁

）。 

H 草案第七條第一項提及之「電腦

螢幕」並非格式，建議予以刪除或更

換適當詞彙；另第七條第二項說明之

「特殊版本格式」文字與草案第八條

敘述之「儲存格式」有何差異？建議

予以區分或明確定義（P.23）。（柯委

員皓仁）。 

I 建議將草案第十一條「其流通借閱應

採帳號或其他身分權限控管方式管

理之」整段敘述移至第二項，使條文

更為清楚且易於閱讀（P.24）。（盧委

員文祥） 

範罰則，又罰則

僅得於法律位階

規範，不宜於授

權辦法中超越授

權範圍而增訂。 

E 現行法規多使用

「出版人」之用

語，草案乃沿用

之。 

F 草案第五條有關

「市場價格」之

文字，已修正為

「製作價格」；另

補償方式原為「

成本價格」，已修

正為「參考成本

之適當價格」。 

G 本草案第六條第

一項之「適當之

圖書資訊版本」

其所稱之「適當

」，包括「合於所

需」或「合法」

等，範圍較「合

法」為廣，爰未

予修正；第二項

之獎勵措施部分

，已修正為「得

以獎牌或其他適

當之方式」；至於

「贈與人」乃物

之所有權人，不

以著作財產權人

為必要。 

H 草案第七條第一

項已刪除「電腦

螢幕」；草案第八

條之「儲存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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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撰

寫 

4. 建議於草案中明定國立臺灣圖書館視

障專責圖書館之地位，以利於後續實務

執行時不論徵集、轉製、提供或經費之

爭取上都能有有其法律效力與依據。（

薛委員理桂、宋委員雪芳、李委員玉瑾

） 

5. 因資源有限，針對政府出版品、博碩士

論文及教科書等部分，建議由館內提供

適當平臺，匯集並整合各主管（權責）

機關及學校建置之資源，扮演資訊共享

之角色，以有效降低人力及資源重複製

作之成本及時間。（薛委員理桂、柯委

員皓仁、宋委員雪芳） 

 

」以刪除「儲存

」二字，以與第

七條第二項之「

特殊版本格式」

相呼應。 

I 草案第十一條後

段「其流通借閱

應採帳號或其他

身分權限控管方

式管理之」已修

正移列至第二項

。 

4. 草案係依圖書館法

第九條第二項及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三十條之一第

三項規定授權訂定

，專責圖書館之指定

係中央教育主管機

關之權責，不宜於辦

法中明定以國立臺

灣圖書館為唯一專

責圖書館。 

5. 第三條已明定專責

圖書館應建立圖書

資源整合服務平臺。 

 

後

續

研

究

建

議 

 

因各障礙類別使用者對於資訊之接觸與所

需之服務皆有其差異性及專門性，報告中

請補充說明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使研究

方向更為明確，以提升後續政策應用性。

餘請研究團隊依審查委員提供之意見做相

關調整與修正，並賡續依原定規劃主題及

方向進行。 

期末報告將依建議補

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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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期末報告審查會議修正情形對照表 

103.11.15. 

 

 

 

 

 

 

報

告

撰

寫

格

式 

一、有關報告內容撰寫格式，包括專有名

詞、機構名稱之原文與翻譯用語、年代

及數字表示方式、內容字體及錯別字校

正等，應加以統一與修正，使其具一致

性。（薛委員理桂、周委員淑惠、曾委員

添福） 

二、全文請使用正體字，尤其是機關、學

校名稱。另民間機構、團體名稱依其正

式名稱撰寫。（周委員淑惠、曾委員添福

） 

三、引用之註腳及參考文獻，請依 APA 學

術格式撰寫；另相同註腳之內容，建議

統一以「同註」方式處理。（薛委員理桂

、周委員淑惠） 

已依審查意見逐頁修

正。 

 

 

 

 

文

獻

資

料

整

理 

ㄧ、建議以摘要列表方式統整第二章各項

法規相關檢討與修正意見，便於快速瞭

解各法規之內容與修正原因，作為後續

推動法案訂定或修訂時參考（P.5-18）。（

吳主任秘書明珏） 

二、有關第三章第八節部分，建議增加總

表，綜整第三章第一節至第七節內容，

包含各國圖書館對視障者及身心障礙者

提供之相關法規、法律與資源服務情況

等，便於清楚瞭解其內容之異同處，增

進本研究具體價值（P.29）。（薛委員理

桂） 

已依審查意見增訂。 

 

 

 

 

 

 

 

 

ㄧ、建議於報告第一章增加一節，敘明研

究範圍與限制，以提升本研究報告整體

立論之合理性（P.1-4）。（周委員淑惠） 

二、有關學位授予法修正建議部分，學位

論文檔可考量直接由國家圖書館和指定

圖書館協調處理，而非由各學校或畢業

生提供，將服務窗口單一化，使實務運

6. 已於報告第一章增

加一節敘明研究範

圍與限制。 

7. 學位授予法草案若

使學位論文檔直接

由國家圖書館與專

責圖書館協調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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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更為便捷（P.16）。（柯委員皓仁、

林委員巧敏） 

三、有關第二章研究小結內容，建議朝向

協調出版界提供適當電子版本，以直接

供視障者使用或轉製後利用為原則進行

修正，以呼應第五章研究建議所述，推

廣明盲通用之電子化格式，除省去轉製

成本、提升資源提供速度，亦可減低出

版商與著作權人之疑慮（P.17）。（周委

員淑惠） 

四、報告內容除引用文獻或其他必要處保

留「盲人」用詞外，餘建議以「視覺功

能障礙者」或「視障」替代之；另「聾

人」亦建議改用「聽障」一詞取代（P.19-29

）。（薛委員理桂） 

五、第三章草案內容相關建議： 

1.草案中對於技術規範的著墨甚少，建議

增列限制說明，或以附表方式提出可

接受之格式，供館方與出版界參考。

另建議賦予專責圖書館邀集出版界商

議妥適技術規範之權利（P.37-41）。（

林委員巧敏、吳主任秘書明珏） 

2.草案第 5 條中有關「製作價格」部分，

其製作價格所指係市場價格亦或資源

轉製之價格？建議再行修正或補充說

明，以釐清後續補償方式之適用主體

（P.39）。（幸委員秋妙） 

3.「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

辦法」中第 4 條所指之「徵集」，其概

念較接近於獲取資源的方式，而本草

案所指之「徵集」則偏向強制取得，

兩者較有差異；另本草案第 6 條所列

之「贈與」係將「視覺功能障礙者電

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第 4 條第 1

項之「接受贈與」單獨提出，是否妥

，將使專責圖書館喪

失主導權，建議仍由

畢業生透過學校對

專責圖書館提供。 

8. 第二章研究小結內

容已增訂建議出版

界提供明盲通用之

數位版本。 

9. 報告內容已以「視覺

功能障礙者」或「視

障」替代之；另「聾

人」亦改用「聽障」

一詞。 

10. 第三章草案內容相

關建議： 

A 由於數位化版本

之技術變化多端

而迅速，雖然經

過焦點座談及與

相關業界討論，

認為目前 EPUB 

3 為較適當之技

術格式，本研究

仍建議不正式納

入辦法中，於第

7 條第 2 項授權

專責圖書館以公

告方式為之，避

免畫地自限。 

B 草案第 5 條中有

關「製作價格」

方面，如條文所

規定，係指「適

當之圖書資訊版

本」之市場價格

，應視最後徵集

結果之版本而定

，不建議直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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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建議再次評估並檢視本草案內容

是否與相關法令之原意有所牴觸（

P.39-40）。（幸委員秋妙） 

4.考量捐贈者提供資源之合法性，本草案

第 6 條第 2 項「獎勵措施」部分，所

指之「贈與人」請評估是否須明確定

義其為擁有著作財產權或所有權者，

以避免後續實務執行上遭遇困難（

P.39-40）。（柯委員皓仁） 

5.建議將本草案第 8 條之「自由使用」改

為「讀取使用」或「閱讀使用」，避免

誤導（P. 40）。（幸委員秋妙） 

6.草案第 9 條有關「防盜拷措施」之敘述

，建議進行全面性考量，評估納入相

關轉製成本之可能性（P. 40）。（幸委員

秋妙） 

7.草案第 11 條第 1 項中「……得以實體

版本之交付或網際網路線上接觸服務

之方式為之，並以專供視覺功能障礙

者閱覽使用為限。」其「網際網路線

上接觸服務」是否包含下載閱讀？建

議再行修正或補充相關語意，使其能

符合「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

源利用辦法」第 10 條內容原意。另第

2 項說明相關帳號權限控管部分，建議

將操作方式作更具體之陳述（如增加

浮水印、簽署切結書等），以有效降低

出版商疑慮，發揮實質功能（P. 41）。（

幸委員秋妙） 

8.本辦法草案擬定之徵集措施皆以鼓勵

出版人提供為主要出發點，亦訂定相

關獎勵方式。然針對不配合徵集之出

版人，建議納入相關罰則敘述或概念

，以利後續實際執行時，能發揮約束

作用。（薛委員理桂） 

六、有關法案影響評估部分，建議增列性

別影響評估之描述，以甄周延（P.41-49

定其用詞。 

C 本案辦法草案之

「徵集」雖偏向

強制取得，惟因

母法無處罰規定

，同時因係初步

引進，以暫不科

以罰責為宜，實

質上與「身心障

礙者數位化圖書

資源利用辦法」

第 4 條所指之「

獲取資源方式之

徵集」，並無太大

差異，爰予通用

，並為未來合併

兩辦法之準備；

另本草案第 6 條

所列之「贈與」

，係於「徵集」

之外不排除非權

利人自願性之提

供適當資源，尚

不違背相關法令

之原意。 

D 本草案第 6 條所

列之「贈與」，係

於「徵集」之外

不排除非權利人

自願性之提供適

當資源，其目的

在於方便轉製適

當無障礙版本供

視障者接觸，至

於其是否合法版

本，均不影響專

責圖書館之依法

提供，基於廣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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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委員淑惠） 

七、本研究既進行焦點團體座談，然報告

內容卻較少提及焦點團體座談中，相關

學者專家意見對本研究報告有無相關論

述之驗證，建議可於報告中適度呈現，

以呼應研究內容。（柯委員皓仁） 

來源之考量，爰

不予以明文限制

必須係合法版本

。 

E 本草案第 8 條之

「以利視覺功能

障礙者自由使用

」，已修正為「以

方便視覺功能障

礙者接觸使用。

」。 

F 草案第 9 條有關

「防盜拷措施」

之敘述，係依據

著作權法現行用

詞，在該法尚未

將「防盜拷措施

」修正為「科技

保護措施」之前

，只能維持現行

法之用詞，不建

議自行調整。 

G 草案第 11 條第 1

項中「……得以

實體版本之交付

或網際網路線上

接觸服務之方式

為之，並以專供

視覺功能障礙者

閱覽使用為限。

」已修正為「得

以實體版本之交

付、網際網路線

上接觸或下載，

並以專供視覺功

能障礙者接觸為

限。」至於第 2

項是否增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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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作更具體之

陳述方面，基於

保持專責圖書館

彈性之做法，不

建議明定浮水印

或簽署切結書等

，惟不排除專責

圖書館可於實質

操作時採用。 

H 鑒於現行圖書館

法第 18 條關於

違反送存義務之

處罰，於實務執

行上難以落實，

草案爰僅為法源

之規範，暫不規

範罰則，又罰則

僅得於法律位階

規範，不宜於授

權辦法中超越授

權範圍而增訂。 

6.已補述有關法案影響

評估之性別影響評

估之描述。 

7.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

內容，主要係發展商

業化明盲共用版本部

分。基本上大抵贊同

草案方向，無太多相

關建議，已於報告中

適度呈現。  

 

 

 

 

 

研

究

ㄧ、第五章結論與建議部分，以段落式寫

法較不易區辨，建議採分項列點方式呈

現，具體提出本研究之成果及相關可行

方案，以供本館或教育部等相關權責單

位參考（P.51-55）。（周委員淑惠） 

二、教育部刻正著手修訂「視覺功能障礙

一、已依建議調整修正

。 

二、本研究認為，視障

者接觸資訊之相關

議題極具專業性，

並與其他障礙者接

觸資訊之做法有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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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為「身心

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對於

適用對象擴大，其服務型態、服務專業

、資源授權與使用方式等皆有極大之差

異，目前本報告內容僅作相應名稱之修

正，建議對該辦法修正方向提出相關補

充建議與看法，以作為本館後續向教育

部等相關單位說明之參考意見。（林委員

巧敏、幸委員秋妙、李委員玉瑾） 

多差異，目前教育

部研擬之「身心障

礙者數位化圖書資

源利用辦法」將所

有身心障礙者接觸

資訊權益之規定併

為一談，過於粗糙

，並不恰當，其內

容愈見缺失，乃主

張僅單獨針對視障

者權益於本研究案

中論述，其他障礙

者權益之保護另有

不同專業，應另案

處理，不及於本研

究案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