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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 2003年世界盲人組織調查發現，全球有三億多視障者，97%

處於開發中國家，卻只能接收 5%的資訊。臺灣雖有相關法規訂定，

以提高視覺障礙讀者利用資源的機會，但提供視障者圖書資源服務之

機構仍不普遍，也缺乏出版視障資源之專門機構，且視障資源製作有

多重困難，加上重複製作浪費的時間和資源，致使資訊近用平等的理

想無法達成。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分析國內視障圖書資源製作/典

藏機構現況，探討國內外圖書資源館際合作的政策，整合專家學者看

法，建構國內視障資源服務機構合作聯盟及資源共享制度，以真正落

實人人平等接收資訊的理想。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用視障機構焦點團

體座談及專家深度訪談等方法進行相關資料蒐集，並進行資料內容分

析。焦點團體座談邀請國內視障館藏豐富的單位進行訪談，以瞭解單

位對合作的需求、考量的因素及可能遭遇的困難。整合六位專家學者

深度訪談資料分析後，配合文獻分析的理論觀點，提出視障機構間資

源共享的模式及執行細節，執行細節也在座談會中獲得與會者認同。 

 

關鍵字：特殊版本圖書資源、館際合作、合作策略、策略聯盟、資源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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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ports the planning of cooperative strategies which 

includes resource sharing among libraries that provide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atrons. Literature examples from cooperative strategy,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nd resource based theory are synthesized 

and used as foundation and explanation.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 are applied to collect empirical data. Librarians from 

libraries that provide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atrons or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are interviewed.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willingness and problems of resource sharing. 6 

experts are interviewed to understand their ideas and strategies about 

cooperation.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details of cooperative plan 

for future work reference.  

 

Keywords: visual impairment disabilities,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cooperative strategies, strategic alliances, resourc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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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主旨，第二節為研究背景分析，第三節陳述研

究內容大綱，第四節解釋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主旨 

 

基於人權的考量，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於 2013年 6月 17-18 日於摩洛哥馬

拉喀什訂定了「關於為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讀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

品提供便利的馬拉喀什條約」，以促進視覺障礙者或其他對印刷物閱讀有障礙者

接觸及使用著作。國內也有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授權可為視覺障礙者、學習障礙

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障礙者對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進行重製

（檢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5330）。 

然而，2003年世界盲人組織調查發現，全球有三億多視障者，97%處於開發

中國家，卻只能接收 5%的資訊（檢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5330）。

雖然加拿大全國視障者機構（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網 站 上 提 供 的 是 能 接 收 7% 的 資 訊 ( 檢 自

http://www.cnib.ca/en/Pages/default.aspx)，整體而言，視障者能接收

(access)到的資訊比例仍偏低。 

教育部雖然於 2014年 11月 28日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0條之 1，指

定國立臺灣圖書館為落實推動「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之專責圖

書館(2011 年底經指定為視障專責圖書館)，負責規劃、整合及典藏身心障礙者

可接觸之數位格式圖書資源；同時於 2015 年 12月 7日依據圖書館法第 9條第 2

項規定，訂定發布特殊讀者使用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

以提高視覺、聽覺、學習及其他閱讀困難障礙之讀者利用資源的機會。但是，國

內提供視障者圖書資源服務之機構仍不普遍，也缺乏出版視障資源之專門機構，

只能靠相關單位自製。製作時又碰到出版品電子檔案取得困難、重製過程繁複耗

時，學科主題分布不均等問題。加上缺乏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機制，資源製作機

構各自為政，時有重複製作情形。視障資源製作已有多重困難，加上重複製作浪

費的時間和資源，致使資訊近用平等的理想無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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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資源之利用最大化，推動視障者圖書資源整合（含國內外身心障礙團

體、圖書館、特殊教育學校等機構），建立資源共享與館際合作機制已成為未來

趨勢。因此，本「特殊版本圖書資源合作共享制度規劃之研究」，期望透過分析

國內視障圖書資源製作/典藏機構現況，探討國內外圖書資源館際合作的政策，

整合專家學者看法，建構國內視障資源服務機構聯盟及資源共享制度，以真正落

實人人平等接收資訊的理想。 

 

第二節 研究背景分析 

 

一、 落實提供視障者公平閱讀權益及資訊接收機會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截至 2015年底，臺灣視障人口有 57,319 人（男性 29,

924人；女性 27,395 人），約占所有障礙類別的 5%（2017年 3月 14日，檢自 h

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

o=4182）。身心障礙者雖然是人口中的少數，基於人人平等的原則，政府各項政

策和法令，確實應保障他們的權益，照顧他們的需求。 

政府為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訂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一章第一

條即指出，「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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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第五章第五十二條：「各級及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服務，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一、休閒及文化活動。

二、體育活動。三、公共資訊無障礙。四、公平之政治參與。五、法律諮詢及協

助。六、無障礙環境。七、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八、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九、

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之服務。前項服務措施屬付費使用者，應予以減免

費用。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公共資訊無障礙，係指應對利用網路、電信、廣播、電

視等設施者，提供視、聽、語等功能障礙國民無障礙閱讀、觀看、轉接或傳送等

輔助、補助措施」（2016 年 8 月 22 日，檢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

s/LawAll.aspx?PCode=D0050046）。 

此外，圖書館法第 7 條、第 9 條規定及特殊讀者使用圖書資訊特殊版本徵

集轉製提供及技術規範辦法也明列了圖書館應兼顧所有讀者之需求，且針對身心

障礙讀者應提供相對應之服務，使其能公平、自由、適時及便利的取用圖書資訊。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82）。政府為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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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外視障機構或圖書館服務現況 

 

目前國內公私立圖書館或機構中，除少數針對視障者服務有較相對完整之

館藏、設備與服務外，餘可提供視障者相關圖書資源服務的機構仍不多，根據機

構類型可區分如下: 

（一）公立圖書館機構：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資料中心、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

館、新北市立圖書館、桃園市立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聽視障資訊

中心、臺南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等。 

（二）學校單位：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清華大學盲友有聲書籍服務委員會、

交通大學圖書館愛盲有聲雜誌、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等。 

（三）民間機構：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臺北市私立

盲人有聲圖書館、中華光鹽愛盲協會、財團法人普立爾文教基金會等。 

  前述國內機構中，公立圖書館所擁有的資源種類較多元，涵蓋點字書、雙視

書、有聲書或電子書；學校單位及民間機構的館藏則多為有聲書，少見紙本類型。

而這些單位大部分有各自的網路平臺，資源也採各自管理，並無統整單位。  

  相對於國內的機構為分散式的獨立機構，各自為政，國外對於視障者服務則

多設有專責圖書館或協會來統籌規劃，如美國以國會圖書館之下的圖書館視障和

肢障者服務部門(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簡稱 NLS)為中心，串聯全美五十六所區域性圖書館及其他一百多

個區域性圖書館分館向外輻射，形成綿密的視障圖書館服務網絡。加拿大則有全

國盲人協會(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簡稱 CNIB)提供國

國視障者服務，除發展整合性數位圖書館系統，讓協會中的所有資訊可在全國與

國際上透過網路查訊，更提出夥伴聯盟計畫，與加拿大國內各公共圖書館合作，

透過公共圖書館資助 CNIB，而 CNIB則回饋視障圖書資源給各公共圖書館的視障

讀者。而英國則由國家盲人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for the Blind,簡稱 NLB)

統籌全英國圖書館之視障者服務，而各地方圖書館則主要提供閱覽服務及辦理推

廣活動(林巧敏，2015)。此外英國還有共享視覺計畫(Share the vision，簡稱

STV)，此計畫為英國圖書館界和視障組織為改善視障者服務而合作的計畫，提供

視障者關於服務最新消息、政府法規政策、相關計畫、出版品、資源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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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館際合作的重要性 

 

近年來，由於圖書館經費緊縮，加上過往「收藏」資源為主要任務的觀念

改變，館際合作的呼聲日高。在國內，館際合作組織雖然有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

作協會（http://www.ilca.org.tw/node/3），圖書館間單邊、雙邊或多邊的合作

關係也常見。然而，專責視障資源館際合作業務的單位仍匱乏。雖然國立臺灣圖

書館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清華大學盲友會、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高雄市立

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視障電子圖書館、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視障數位有聲

書資料庫平臺、愛盲基金會有聲書平臺有藉由連線整合書目查詢或將書目資料匯

入國立臺灣圖書館資料庫，使讀者能藉由單一平臺進行資源查詢之動作，然也僅

限於查詢，無法直接透過圖書館系統借閱合作館館藏。反觀國外，美國早在 1931

年國會圖書館就成立 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NLS), the Library of Congress（https://www.loc.gov/nls/），

建立全國合作圖書館網絡，提供圖書資源給視障和身障者，更喊出“that all may 

read”口號，呼龥大眾重視視障和身障者閱讀權利。加拿大也成立全國性合作單

位 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CNIB)

（http://www.cnib.ca/en/Pages/default.aspx），提供視障者所需資源。英國

有 Share the vision 計畫（http://www.share-the-vision.org.uk/），同樣是

全國性圖書館聯盟，目標在改善視障者對圖書資源的檢索。綜上，對國內而言，

積極推動全國視障機構資源合作共享制度已是刻不容緩的事。 

 

第三節 研究內容大綱 

 

依據前述，為建構國內視障資源服務機構聯盟及資源共享制度，以真正落實

人人平等接收資訊的理想，而進行本研究，並期能達到對相關施政有所助益，爰

此本研究計畫執行之任務、預期成果及研究助益如下： 

 

一、 預計執行之任務 

（一） 蒐集整理國內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現況發展資訊 

本研究將蒐整國內製作典藏視障圖書資源機構之館藏發展現況及館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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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彙整分析與探討。本任務將以檢索各視障服務機構網站資源和詢問負責人等

方式完成。 

 

（二） 歸納影響國內視障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的因素 

本研究將借鑑國內外案例經驗，探討影響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的因

素，並提出因應之道，以避免影響日後合作的進行。本任務將以專家深度訪談和

北、中、南三區視障機構焦點團體座談等方式完成。 

 

（三） 建立國內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之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模式 

本研究將研擬合作館藏發展機制，提出可落實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

模式的執行策略，避免資源重複製作，提升資源的深度與廣度。未來並以此為基

底發展到身心障礙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本任務將以專家深度訪談和北、

中、南三區視障機構焦點團體座談等方式完成。 

 

二、 預期研究成果 

（一） 掌握國內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發展現況。 

（二） 建構國內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之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模式。 

（三） 綜整影響國內視障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的因素。 

（四） 分析落實國內視障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模式的執行策略。 

（五） 預期依上述的合作模式和執行策略、迴避影響因素，成立臺灣視障圖書

資源館際合作聯盟。 

（六） 臺灣視障圖書資源館際合作聯盟成立後，透過合作徵集和典藏政策，可

以避免視障資源重複製作，並提升資源的深度與廣度。 

 

三、 預期研究助益： 

（一） 本研究將提出一套未來視障機構資源合作共享的制度，包括合作的模式、

策略和步驟。 

（二） 本研究所提出之視障機構資源合作共享制度有助於圖書館或相關機構提

升所提供資源的質與量，並提升視障者於資源取用及閱讀上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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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由於「特殊版本圖書資源」議題涉及層面廣泛，基於國內服務現況仍以視障

資源有比較相對完整之館藏、設備與服務，並考量到研究期限等上述因素，為俾

利研究進行，本研究針對下列事項設定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議題之限制：綜觀國內機構現況，除少數機構有針對視障者提供相對完

整之館藏、設備與服務外，餘能提供視障者圖書資源服務之機構仍不普遍，

更不用說是針對其他障別之身心障礙者提供完整且足夠之服務。經此考量，

故本研究先以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為主要研究對象，至其他障別則暫非本

研究之探討範圍。 

二、研究對象之限制：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地區視障資源服務機構的資訊共享模

式及策略，雖然出版社掌握許多出版資源，然牽扯到其商業營運等問題，為

使合作容易促成，建議應由小規模開始再擴大範圍，因此本研究不包括出版

社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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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五節，第一節探討館際合作與資訊共享，第二節說明合作模式，第三

節探討資源基礎理論，第四節探討資源依賴理論，第五節說明國內外視障者服務

機構資源合作共享現況暨相關研究。 

 

第一節 館際合作與資訊共享 

 

近年來，因為經濟不景氣及政府財政拮据，圖書館獲得的經費緊縮，致使向

來以豐富館藏協助知識傳播和支援學術研究的圖書館，面臨極大的衝擊。在經費

減少導致無法購買足夠館藏的情況下，如何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成了圖書館界重

要的任務。也因此，以「取得」（access）代替「收藏」（ownership）的合作呼聲

不斷，館際合作是圖書館必然的發展趨勢。圖書館間的館際合作可能分館藏資源

面和活動面，本計畫範圍為探討館藏資源面。本段文獻探討也聚焦於資源合作共

享。資源合作共享涉及合作館藏發展、館際互借和文獻傳遞服務。本段落將分別

說明此三個概念。 

館際互借服務起源甚早，西方國家可遠溯至第八世紀，更有文獻指出，西元

前 200年，柏加馬圖書館（Pergamum library）曾與亞歷山大圖書館有館際互借

的事實。之後活動發展緩慢，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蓬勃起來（詹麗萍，1998）。

臺灣的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始自 1977 年定名的「中華民國科技圖書館及資料單

位館際合作組織」，1985年教育部核准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科技圖書館及資

料單位館際合作組織研究及發展基金會」，1991 年內政部核准成立「中華民國

科技館際合作協會」，1999年更名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2016年 8

月 25日，檢自 http://www.ilca.org.tw/node/3）。 

合作的方式，在合作館藏發展方面有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簡稱

CONCERT）；合作編目方面早期有聯合目錄中心，也編印圖書和期刊聯合目錄，1

990 年全國圖書資訊網開始推動，1998 年 4 月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ational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Network，簡稱 NBINet）聯合目錄系統正式啟用，

提供國內各圖書館合作編目之用，並供一般使用者查詢利用聯合目錄資料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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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年 8月 25日，檢自 http://nbinet.ncl.edu.tw/content.aspx?t=m&id=89）。

館際互借及文獻傳遞方面 1968 年就有中華民國公共圖書館館際互借合作辦法

（陳曉理和陳淑芬，1998），現在則是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的全國文獻傳遞

服務系統（National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簡稱 NDDS）普遍應用於圖

書館界。 

吳美美(2001)提出了視障資源整合的必要。她指出，國內視障資源整合的呼

聲日起，合作是最佳的途徑。合作仍需由主管機關、專責單位來協助架構合作制

度。梁康馨（2006）調查臺灣地區電子書採購聯盟成員的意見顯示，被調查者認

為加入聯盟可以減少館際互借的業務壓力、可以強化與其他圖書館的合作關係、

可藉由參與聯盟事務促進館員職能發展。足見合作帶來的好處。 

吳明德（2006）指出，圖書館館藏發展的核心概念是「選擇」，應該由圖書

館目的、讀者的需求及原有館藏的強弱來徵集圖書資源，這樣讀者對館藏才會有

信心，且能滿足立即性需求。但參加聯盟合作採購，可能造成館藏重疊性高，是

否能彼此支援無法保證。雖然過去著名的法明敦計畫和北美館藏要覽計畫（North 

American Collection Inventory Project, NCIP），因為收藏興趣改變、代理商服務不

佳、圖書館經費緊縮、圖書館無法長期承諾收藏責任等因素而失敗。他引用數據

分析指出，參與聯盟採購可能浪費金錢取得不合適的資料，未必更符合成本效益。

他援引 Snyder (2004)說法「圖書館聯盟要滿足個別圖書館目標和需求時，不是一

件容易的任務」，和 Genoni & Jones (2004)的看法「合作模式由分散式收藏轉為分

享使用權時，不可避免的使得館藏間的異質性變成同質性」來佐證（引自吳明德，

2006）。 

Williams (1999)也指出，共享貧窮並不會提昇圖書館的服務，每一所圖書館

要自行建立館藏才能建立資源共享（引自吳明德，2006）。足見，最好的合作館

藏發展模式是在自主的撰擇下，豐富自身能滿足讀者需求的館藏，達到館藏異質

性，再相互的資源共享。館際間的資源共享固然要加強，也須提昇彼此支援的能

力。在此支援的能力指的是館員對資源「選擇」和「瞭解」的能力。 

圖書館在進行合作館藏前，必須有明確的館藏發展政策，最常被用來描述館

藏現在及未來深度的工具是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Research Library Group）訂

定的館藏綱要（Conspectus）（Gwinn &Mosher, 1983）。 

Atkinson (2003)將合作館藏發展計畫分為協調式  (synergism)和互補式

http://nbinet.ncl.edu.tw/content.aspx?t=m&id=89）。館際互借及文獻傳遞方面1968
http://nbinet.ncl.edu.tw/content.aspx?t=m&id=89）。館際互借及文獻傳遞方面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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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mentarity)。協調式指參與的圖書館改變館藏發展行為，共同建立館藏滿

足所有館的需求；互補式指各館購置本身讀者需要的館藏，透過館際互借方式彼

此支援。自 1990 年圖書館界已傾向互補式合作館藏發展。 

圖家圖書館曾於 2010 年研擬「國家圖書館與大專校院圖書館協力合作發展

學術資源與知識服務白皮書」，在學術資源面向提出國家圖書館與大專校院圖書

館可以合作的議題有：學位論文總書庫及各雲端論文書庫（已完成臺灣博碩士論

文知識加值系統）、國家數位出版品永久典藏總書庫（於 2010 年至 2013 年執行

「數位出版品國家型永久典藏計畫」）、國家標準書目合作建置、文獻資源組織規

範研訂合作。在知識服務面則提出：學位論文國家總書庫及各校雲端論文庫多元

加值服務、最新出版書訊主題隨選即時服務（2009 年推出「每日預告書訊（先

導計畫）服務」計畫）、全國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成果傳播服務（蔡佩玲，2010）。

由該項計畫得知，未來全國視障資源的合作建置和共享可以由下列階段進行： 

1. 建置全國視障資源永久典藏總書庫（各類型資源） 

2. 建置全國視障資源單一資訊檢索介面 

3. 建置全國視障資源標準書目，落實書目控制 

4. 合作研訂資源組織規範 

5. 出版書訊即時服務 

新北市於 2003 年未改制前曾邀請所轄各鄉鎮圖書館（今為新北市立圖書館

分館），共同探討合作的可能性。他們進行的過程包括：檢討各項服務規章、編

製館員工作手冊、擬定館藏發展政策、擬定合作協議、擬定實施策略。實施策略

包括：以縣立圖書館整合縣內各公共圖書館發展、以縣立圖書館為縣內各公共圖

書館之書目中心、縣立圖書館與鄉鎮圖書館間之館際合作（諸如人力培訓、館員

繼續教育、推廣活動等）、分區進行縣內公共圖書館之館際合作、全縣各公共圖

書館之館際合作及館校合作（何文慶，2003）。 

吳明德（2003）曾以問卷調查法探討大學圖書館館藏發展狀況及看法。他的

研究發現，1.負擔主要收藏責任是合作館藏發展成功的要素之一，然而多數圖書

館因為經費關係無法長期承諾主要收藏責任；分擔收藏責任也會碰到讀者興趣改

變，喪失自主權的可能等問題。2.各館分工採購那類資源不易達成共識。電子資

源尚有經費分攤比例不易有共識、使用權不合理、廠商限制多等困難。3.多數圖

書館認為宜由地區性合作館藏計畫開始，再逐步的擴大，最後國家圖書館擔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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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發展計畫主導機構。4.合作前各館分析館藏深度層級不容易，多數館缺乏館藏

發展政策和館藏綱要。王振鵠和吳美美(1991)提到，圖書館間資源共享的問題在

於各館受到行政管理制度的約制，各自為政，彼此長久不相往來，同一系統也缺

乏協調，資源分配也不合理。楊美華 (1995)認為，館際合作碰到的瓶頸是整體

資源佈局零亂、缺乏統籌單位、各館心理障礙及館藏數量的迷思。 

其他相關研究尚包括：簡珮珊(2008)的我國高中職圖書館主任參與合作組織

之行為意向研究、吳雪菁(2007)的以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應用於館際視

聽共享之研究、張雪燕(2006)的學術圖書館聯盟圖書資源分享之研究－以臺灣聯

合大學系統圖書代借代還為例、陳靜宜(2004)的區域性大學圖書館聯盟期刊館藏

重疊與館藏支援程度之研究：以文山區大學圖書館聯盟為例、應家琪(2000)的館

際互借服務與使用者滿意度之研究：以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暨附設醫院圖書館為

例、吳淑芬(1987)的我國人文社會與科技館際合作組織館際互借現況及問題之研

究。 

 

第二節 合作模式 

 

文獻中指出，很多圖書館的經驗顯示，合作已是圖書館為視障者服務的品質

必須要素 (Bernardi, 2004)。Griebel (2000)曾說，不論名稱為何，合作或聯

盟或連結或網絡等，合作是較單獨作業來的收獲多的工作模式。可以說，傳統組

織與供應商或組織間的競爭關係已由個人主義獨斷獨行轉為合作網絡

（collaborative network）。它是一種合併多種選擇的資源依賴理論的論點，組織

將更具競爭力，共享稀有資源。合作帶來的好處包括降低風險、建立友好關係、

相親相助、創新（Daft 著；李再長譯，2006）。 

Morgan (2012)提到合作的十二項原則為：個人的信仰和整體的信仰一樣重

要；策略要先於技術；傾聽員工的聲音；學習支持、賦權員工以完成合作；以前

例引導；整合進工作流程；建構支援的環境；建立指標，但也要評估指標的合宜

性；堅持；適應並發展合作精神；員工合作也有助於顧客；合作讓世界變得更好。 

學者對合作的模式提出不同的建議。Morgan (2013) 以合作成熟度模式

（Collaborative mutuality model）描述組織要進行合作的五種類型（五個階

段）：未覺知的組織（The unaware organization）、探索型組織（The expl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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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定義型組織（The defined organization）、採用型組織（The 

adoptive organization）、適應型組織（The adaptive organization）。 

更早，Morgan (2012)提出企業協作的四種部署如圖一： 

 

 

 

 

 

 

 

 

 

圖 1  企業協作的四種部署 

 

以部署的持續性和範圍構成的企業協作四種部署矩陣，分述如下： 

1. 非情願(Reluctant）：這種形式指協作受範圍限制不受時間限制，這種模

式協作帶來的價值有限。 

2. 懷疑形(skeptical)：這種形式指協作受範圍限制不受時間限制，組織協

作時可能尚未被協作的價值所說服，是嘗試合作的性質。 

3. 意願形(willing)：這種形式指協作受時間限制不受範圍限制，例如某技

術合作，技術可能隨時間改變。 

4. 武斷形(assertive)：這種形式指協作受時間和範圍限制，例如階段性且

只限某地區的合作。 

Morgan (2012)認為，在嘗試協作階段意願形部署不失為好的模式。有些組

織認為協作是必須方向，不是試誤的過程，願意投入較多人力資源。各模式間也

是可以交換應用。 

Kloth (2004)指出，在生生不息的合作脈絡下，協作的關鍵是，組織願意打開

他們的心成就共同的目的。他們要能分享財政方面的事務，改變內部的政策和實

務，以建立連結和聚合。為了合作成功，組織間要建立合適的關係，彼此對話；

關係則圍繞目標、信任和權力三者而形成，如圖二所示。 

  

非情願 武斷形 

懷疑形 意願形 

持
續
性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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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組織協作的合適關係 

 

1. 共享目標：組織間對話會由共享目標開始，也許如降低成本或更好的服

務，但可能不會談到降多少或更好服務的細節。但組織間很少談到任務、

價值、願景、政策、過程等無法協商的部分。 

2. 共享權力：權力指的是可以共享知識、技能、觀點和其他資源。此內容

對話的成功關鍵是明確化目標，並坦率評估可投入共享資源的質和量。 

3. 共享對相依的瞭解：共享目標和共享權力間是共享對相依的瞭解，它指

的是，組織間確定彼此相依是合法的，如此對合作才不致產生質疑。 

4. 相互尊重信任：組織間的關係愈緊密，愈需要尊重和信任。尊重和信任

的關鍵來自經驗，需要長時間建立的尊重信任，容易毀於一旦。但能合

作的組織間，應有長時間互動經驗，可為尊重信任的基礎。 

5. 共享控制：相互尊重信任和共享權力是共享的控制，它指的是，當組織

需要共享知識、技能、觀點和其他資源時，就要對獲得所需資源質和量，

以準時達成的時間有信心。此時對話的關鍵是清楚地整合資源，以讓共

享的權力更有效率和效益。組織間也要即時回饋，必要時調整作法。 

6. 共享責任：共享目標和相互尊重信任間是共享責任。此時對話的關鍵是，

明確關係建立的目的是為了合作、改善成果和持續學習，而不是批判。

回饋是必需的，才能改善品質。 

Himmelamn, Mattesich, Morrisey, Winer, Ray (n.d.)提到組織合作的四

種策略，他們形容此為生生不息的模式。 

共享目標 

 

相互尊重信任 共享權力 

共享對相依的瞭解 

共享的控制 

共享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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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絡(networking)：個人或組織加入鬆散團體，為相互利益交換資訊。 

2. 合作(cooperating)：個人或組織合作交換資訊或改變活動以產生正面效

益，可能因第三方需求而成立。 

3. 整合(coordinating)：組織合作交換資訊、改變活動或共享資源，以達

到目的；過程中可能和諧地內部調整。可能因第三方需求而成立，彼此

有合約協議以傳遞服務。 

4. 協作(collaborating)：組織合作交換資訊、改變活動或共享資源，強化

彼此能力和整體的努力。在彼此定義好的關係中達到目標，此目標可能

是單一組織無法達成的。 

 

第三節 資源基礎理論 (resource-based theory) 

 

資源基礎理論源自 1984年 Birger Wernerfelt的「企業的資源基礎論」。該

理論的假設是，企業有不同的有形和無形資源，這些資源可轉變成獨特的能力；

資源在企業間是不可流動的且難以複製，這些獨特的資源是企業持久競爭優勢的

源泉，也是企業間形成差異的原因。可以說，資源基礎理論著重資源的特性和在

市場上的戰略要素，以此解釋企業的可持續性優勢和與其他企業間的差異 (MBA

智庫百科 http://wiki.mbalib.com 2016/09/29; Schulze, 1994)。此外，資源

基礎理論也被視為是描述、解釋和預測組織關係最有力和最重要的理論 (Barney, 

Ketchen Jr, & Wright, 2011)。 

很多研究指出，比起環境或產業結構因素，企業特定因素顯然較能解釋企業

優異的表現。企業特定因素之一正是資源。作為一種策略，資源必須具有稀有性，

僅有少數企業擁有 (Olavarrieta &Ellinger, 1997)。當資源讓企業應用於策略

並改善表現、開發市場機會、抵消威脅時，正能顯示資源的價值 (Barney, 

1995)。 

Olavarrieta &Ellinger (1997)整合資源與企業永續、競爭關係的圖示如

下： 

  

http://wiki.mbali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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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源                      策略資源 

-價值 

-稀少 

                                -難以模仿 

 

 

  

 

 

 

 

 

 

  

資料來源：Olavarrieta &Ellinger, 1997, p.567. 

 

圖 3  企業資源與永續、競爭關係圖 

 

企業本是由資源構成  (Wernerfelt, 1984)，資源有無形和有形兩種

(Hall,1992)，可以由企業內部產製或由市場獲得。總歸而言有下列三種：

(Olavarrieta &Ellinger, 1997) 

1. 輸入因素(input factors)：指可由市場的一般性資源，以物流而言諸如

車輛、包裝、倉庫、司機駕駛能力等。這些資源應用時就會轉變成企業

部分能力，將有助於企業產出。 

2. 資產(assets)：企業擁有或可控制的因素。有有形和無形資產兩種，可

以不斷積累，例如資本、專利、商標等。 

3. 能力(capabilities)：包括個人技能和知識，讓企業能整合活動或運用

資源。 

資產和能力的差別在前者的特色是「擁有」(having)，後者是「執行」

(doing)(Bogaert, Maertens, & Van Cauwenbergh, 1994)。能力不同於

-輸入因素 

-資產 

-能力 

卓越能力 

-自外而內 

-橋接能力 

-自內而外 

 

優越資產 

永續、競爭

的優勢 

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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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源的地方在於其支配性，且會因為被使用而強化(Nelson, 1991)。

能力使用愈多，它將變的更精鍊、複雜且更能被模仿(Olavarrieta 

&Ellinger, 1997)。 

資源的獨特性是企業競爭優勢來源，企業可由下列三方面來發展獨特的優勢

資源： 

1. 組織學習：企業的知識和能力是企業的特殊資源。獲取知識和能力的途

徑就是學習。 

2. 知識管理：企業的知識透過員工的活動展現出來，也應對員工知識予以

記錄管理，方能增強競爭優勢。 

3. 建立外部網路：對弱勢企業來說，僅僅依靠自己能力和知識是花費大且

效率差的事情。透過建立策略聯盟學習優勢企業的知識和技能將便捷得

多。且來自不同單位員工一同工作，可以激發員工創造力。 

Webster (1992)指出，管理者應更聚焦在發展關係甚於交易。策略聯盟是最

重要的關係形式或夥伴關係之一。因為聯盟中有高度承諾，而且影響力遠大於其

他團體。Varadarajan & Cunningham (1995)提出形成策略聯盟的概念架構，資

源的互補具有正面的影響。McWilliams & Gray (1995)也指出，垂直策略聯盟是

一種半整合形式，是市場交易和垂直整合間的一種中介。 

策略聯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在某一特定的活動上合作，由對方的長

處獲益，以此獲得競爭優勢。策略聯盟包括知識和專業的共享，降低風險與成本，

創新技術與產品。有時成員包括競爭者，是一種生命週期短的合作模式。策略聯

盟對組織而言是重要的，原因如下(Išoraitě, 2009)： 

1. 企業僅有單獨的有機成長是不夠的； 

2. 速度對市場而言是基礎要件，但夥伴關係能改善速度； 

3. 複雜性日益升高，沒有一個單一組織能有全部的專業技能以服務消費

者； 

4. 夥伴關係能支付日益上升的研究和發展成本； 

5. 聯盟有助於接觸到全球市場。 

Dyer & Singh (1998)也指出，關係網絡對組織而言是重要的，它能擴展組

織的範圍。對每一個企業或情境而言，策略聯盟雖非萬能藥，但透過策略聯盟企

業能改善競爭優勢、強化技能、分擔風險和發展費用 (Išoraitě, 2009)、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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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 (Frankel, Whipple & Frayer, 1996)。借由彼此相互力量，共享獲益的機

會和永續的競爭優勢。策略聯盟有下列特徵 (Išoraitě, 2009)： 

1. 兩個或以上的組織為達成共同認可的重要目標，同意成為夥伴關係，彼

此獨立但尊重聯盟； 

2. 夥伴共享聯盟管理的控制和優勢； 

3. 成員應用自己的資源和能力對聯盟產生貢獻。 

組織要成立策略聯盟可以下列問題進行評估 (Išoraitě, 2009)： 

1. 該策略聯盟是否對組織的目標和願景有幫助？ 

2. 該策略聯盟是否讓組織更有效率、效益地達成目標？ 

3. 有那些競爭優勢可以促成該策略聯盟成立？ 

4. 該聯盟是否重要到要納入組織策略內？聯盟能否成立後能獲得上層管理

者的支持？ 

5. 尋求策略聯盟時，誰是關鍵推動人？ 

6. 欲借由該策略聯盟達成的關鍵目標是什麼？ 

7. 什麼管道和機制能找出聯盟的潛在策略伙伴？ 

8. 期待潛在策略伙伴有什麼貢獻？ 

9. 聯盟的設計是否能吸引伙伴？ 

10.策略聯盟典型的生命周期(typical life cycle)是什麼？如何結束？ 

11.策略聯盟的那些觀點能良好運作？ 

12.建立策略聯盟的阻礙會是什麼？ 

13.策略聯盟的那些部分是最難實現？ 

策略聯盟在下列情況下效果較好(Pellicelli, 2003)： 

1. 當夥伴成員感知到能由聯盟享受到它內部無法擁有的能力且有這種需求

時； 

2. 對未來需求和發展不確定性高時，企業需要有彈性，聯盟正能滿足此需

求； 

3. 策略聯盟的管理應不同於企業且能獨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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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gs (2004)以下圖呈現成功的聯盟因素： 

 

 

 

 

 

 

 

 

 

 

 

 

 

 

 

 

圖 4  成功的聯盟因素 

 

組織間的關係是一種社會資本，Bourdieu (1986, p.248)定義社會資本為，

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資源的總和，這些資源是可以由擁有的，彼此認識和認同

且多少被制度化 (be institutionalized)的關係之恆久網絡取得。或者說，團

體中的成員提供其他成員集體擁有 (collectivity-owned)之資本支持。這集體

擁有之資本是一種憑證，讓成員獲得被認同。這些關係只以實踐的形式存在，以

物質或象徵交換的形式維持。社會資本會被社會制度化  (be socially 

instituted)，並因為一般指稱 (例如家庭、階級、部落、學校、政黨等)被保證，

並藉由制度化的行動設計 (instituting acts)而生成，並對成員起了告知作用。

在交換中，社會資本可能發揮了角色，或被維繫或被強化。在這種無法分割的物

質和象徵交換 (以感知到相似性的前提下建立和維護交換)的基礎下，社會資本

部分也無法化約成地理空間或經濟或社會空間中的相似之客觀關係。 

成功的

聯盟因

素 

清楚且共同的願景 

共享目標 

相互需求 

強項互補 

資深管理者 

分擔風險 

共享報酬共同願景 

 

共享控制 

解決團隊問題 

共同進行決策 

文化的包容 

相互信任 

可評量的目標 

範圍適當 

夥伴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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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團體中產生的利益是團結性 (solidarity)的基礎，團結性也讓團體成為

可能。但這不表示社會性是有意識地被追求，即使是一些團體，例如會社，被蓄

意地組織以集中社會資本、確保成員利益並獲得全部利益，例如物質利益 (例如

服 務 ) 或 象 徵 利 益  ( 例 如 與 高 名 望 團 體 的 關 係 ) (Bourdieu, 1986, 

pp.248-249)。 

資源基礎理論也是有缺失，最大的缺點就是套套邏輯(tautological)。企業

有優異的表現因為他們擁有優越的資源，因而限制了管理上的應用性(Porter, 

1991)。 

 

第四節  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Giddens 將資源分為兩種，即權威資源 (authoritative resources)和配置

資源 (allocative resources)。他指出，配置資源源於控制物質產品或物質世

界的觀點，它包括有：1. 環境(原材料、物質能量)的物質特徵、2. 物質生產、

再生產的意義(生產的儀器、科技)、3. 被生產的物品(由 1和 2相互作用產製出

來)；權威資源有：1. 社會時空的組織(temporal-spatial constitution of 

paths and regions)、2. 身體的生產／再生產 (在相互關聯中，組織與人的關

係)、3. 生活機會的組織 (自我發展和自我表達的機會組成) (Giddens, 1984, 

p.258)。 

吳思華（1998）歸納學者的看法將資源分為資產與能力兩部分，其中資產指

的是「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量」，又分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有形資

產例如實體資產及可自由流通的金融性資產(證卷和現金)；無形資產例如品牌、

商譽、智慧財產權、執照、契約、資料庫等。能力指的是「企業配置資源的能力」，

分為個人能力和組織能力。個人能力指的是組織成員的管理、創新及人際網絡能

力；組織能力指的是用管理能力持續改善企業效率與效果的能力，例如組織文化、

組織學習記憶和技術創新商品化能力。 

維基百科中提及資源有三種：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資訊資源。資訊資源指

的是「人通過一系列的認識和創造過程，採用符號形式儲存在一定載體（包括人

的大腦）之上的，可供利用的全部資源。網絡資源則是一種特殊的資訊資源」（2016

年 8 月 22 日，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84%E6%BA%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6%E5%8F%B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A1%E6%81%AF%E8%BD%BD%E4%BD%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84%9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D%91%E7%BB%9C%E8%B5%84%E6%BA%90&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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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此，圖書館的資源屬於資訊資源的一種。本計畫探討的視障機構資源合作共享

指的機構典藏的資源，包含點字書、有聲書、雙視圖書、大字書、電子資源等的

館藏資源合作共享。 

本研究以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為學術探討基礎。Pfeffer 

& Salancik (1978)指出，在社會系統和社會互動中，當行動者無法控制達成某一

目標或獲得某一結果時，相依（interdependence）就會存在。組織的結果（outcome）

必定以相依為基礎。相依的特色在於組織推動者（agent）間的關係，不在於結

果。相依分為兩種：結果相依（outcome interdependence）和行為相依（behavior 

indterdependence）。這兩種相依模式可以獨立存在，也可能一同出現。結果相依

指的是 A 完成的結果可能與 B 相互依賴，或由 B 決定而完成。行為相依指的是

活動依賴行動者們完成，例如玩牌可能獨自一人無法完成。 

組織間相依對照結果的重要性是，1.相依隨著與需要相關的可獲得資源有關。

當資源多時，組織間需要共同之資源的量就少。 2.相依的特色是，由組織間的

交易行為，看到了組織間的連結。但相依也可能帶來問題，例如不確定感和無法

預期。不確定感是因為組織間先前缺乏整合活動，需要重新建構彼此間的交換關

係才能克服，即增行為依賴 (Pfeffer & Salancik, 1978)。 

 

第五節  國內外視障者服務機構資源合作共享現況暨相關研究 

 

目前視障者服務機構資源合作共享現況為，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視障電子資

源整合查詢系統，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

三所圖書館提供書目資料匯入此系統。下列機構則提供連線查詢：臺北市立圖書

館視障電子圖書館、愛盲基金會有聲書平臺、淡江大學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清

華大學視障數位有聲書資料庫平臺。可以說，目前做到書目整合查詢，尚未達到

不重複採購及館際互借、合作館藏發展的理想。當然，非正式的交流或辦理活動

時場地借用等合作方式已存在多年。 

吳美美(2001)雖於十餘年前已指出視障機構館際合作資源共享的必要性，探

討視障者服務機構資源合作共享完成相關的研究只有：余嘉盈（2012）的博物館

與視障團體合作關係之探討：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自然學友之家為例。這也顯

示本研究的必須性。以部分相關的文獻來看，尚有賀迎春(2014)的臺灣地區公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SCBt0/record?r1=1&h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_SCBt0/record?r1=1&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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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視障資源與服務現況研究，探討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視障資源分布與服務

現況，及其營運管理上之困境。研究指出，視障資源整合之困難包括：各館視障

資源製作處理不一、合作的意願與機制不足、欠缺專業人力、涉及著作權法與個

資法以及系統技術層面等種種問題，造成視障資源整合上的困難。張博雅(2009)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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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應用 Dervin 的

使用者為中心的意義建構取向，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即現在的國立臺灣

圖書館）的視障讀者為研究對象，從使用者的角度探討視障者的資訊尋求行為。

研究建議，國立臺灣圖書館應行銷推廣視障服務並加強館際合作。林巧敏(2015)

和毛慶禎(2014)的研究也建議，成立臺灣身心障礙讀者服務之合作圖書館聯盟。 

國外狀況，以美國、英國及加拿大三個國家的圖書館視障者服務為例介紹，

以為國內日後建立視障機構資源合作共享制度之參考。 

 

一、 美國國會圖書館視障和肢障者服務(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簡稱 NLS) 

 

美國國會圖書館視障和肢障者服務，網站上的口號即「人人都能閱讀」(That 

All May Read)。網站提供資訊如下：政府計畫、相關資訊、最新消息、視障資

源蒐尋、相關出版品。 NLS成立於 1931年，設立於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提供因視覺或生理受損而無法閱讀，或使用一般標準圖書資料者的

免費服務，包括：借閱點字書、雜誌、樂譜、大字體音樂資料、經特殊設計的播

放設備等資源。NLS 負責管理全國的計畫，由各州及各地區的合作館針對符合資

格的個人、公共團體及機構提供服務，亦包括哥倫比亞特區、波多黎各、關島和

維爾京群島等地區，其服務也適用旅居海外的美國公民。(轉引自宋雪芳，2012)。 

NLS 初期選擇 15 本圖書製作成點字書提供視障者閱讀，屬於實驗性質。慢

慢地不僅圖書資源增加，在詢問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和美國視障者基金會(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 簡稱 AFB)後，增

加了 18所圖書館提供視障資源。1933年有了重大發展，即建立了點字統一系統，

並發展有聲書，利用留聲機製作光碟 。1952 年 7月 3日，法案名稱取消「成人」

兩字，圖書館開始提供兒童視障者服務。1962 年美國國會圖書館蒐集並維護視

障資源，供全美國人民使用。1966年美國國會通過 Public Law 89-522，將服務

http://ndltd.ncl.edu.tw.rpa.shu.edu.tw:2048/cgi-bin/gs32/gsweb.cgi/ccd=1r5y_H/record?r1=162&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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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到肢體障礙者。1974 年成立多區服務中心(multistate centers)，1977 年

全國計有 4個中心。然而，因為聯邦經費因素，1986年和 1990年分別關掉南區

和北區中心，目前只剩兩個多區服務中心。 

 

二、 英國共享視覺計畫(Share the vision，簡稱 STV) 

 

此計畫是英國圖書館界和視障組織為改善視障者服務而合作的計畫。成員

包括自願性服務機構和政府部門如下： 

British Library 

Calibre Audio Library 

CILIP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Dyslexia ActionClearvision (UK postal lending library of mainstream 

children's books with added braill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ouncil: Northern Ireland 

RNIB (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of Blind People) 

School Libraries Group (CILIP) 

Scottis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uncil 

Society of Chief Librarians 

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此合作性計畫每月出版兩期電子報，報導視障者服務最新消息、政府法規

政策、相關計畫、出版品、資源檢索。該計畫也提供對政府或決策機構的建言，

並 且 每 年 出 版 年 度 報 告 (2017 年 3 月 15 日 ， 檢 自

http://www.share-the-vision.org.uk/index.htm)。 

 

三、加拿大全國盲人協會(Canad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簡稱

CNIB) 

 

加拿大全國盲人協會成立於 1918 年，已有近百年的運營時間，以提升盲人

生活質量和推動社會融合，邁向一個更包容的世界為目標。它是由許多熱情、有

才智的人組織而成，並提供加拿大境內 50 多個社區性支持，以確保視障或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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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拿大人有充分的信心、知識、技能和機會參與生活。這一點由它的口號

“Seeing beyond visio loss”可以看出。加拿大全國盲人協會透過 Vision Loss 

Rehabilitation Canada 衛生服務組織，提供個人化的康復服務，旨在提高視障

者的獨立性和安全性。 

加拿大全國盲人協會經費主要來自社會大眾，少部分來自政府部門，並有委

員會管理協會的經費。該協會也致力於行銷，社會媒體諸如臉書、Twitter、Li

kedin、YouTube 都可以看到相關報導。此外，協會長期的贊助學術研究和提供

獎項，以改善視障者福祉為目標(2017 年 3 月 15 日，檢自 http://www.cnib.ca

/en/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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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章分兩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設計，第二節說明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根據本案研究目的及經費規模，並考量國內身心障礙圖書資源製作/典藏機

構現況，本研究以臺灣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為主要研究對象範圍。研究方法主

要採質性研究，以視障機構焦點團體座談(名單詳如附錄一)及專家深度訪談等方

法進行相關資料蒐集，並進行資料內容分析。 

研究方法及步驟說明如下: 

 

一、焦點團體座談法 

 

本研究於 2016 年 10 月 14 日，邀請國內北區視障服務相關的單位進行焦點

團體座談（附錄二）；中、南部則於 2016 年 10 月 28 日進行（附錄三、四）。焦

點團體座談旨在瞭解視障服務單位對合作的需求、考量的因素及可能遭遇的困

難。 

焦點團體座談大綱如下： 

 

表 1  焦點團體座談大綱 

 

與其他視障團體合作

經驗 

1. 請談談貴單位與其他視障團體合作經驗（原因、歷史與

如何合作）。 

2. 請談談貴單位與其他視障團體合作模式。 

3. 請談談貴單位負責的部門、人員和業務量。 

4. 請談談貴單位與其他視障團體合作的政策或法規依據。 

5. 請談談貴單位與其他視障團體合作面臨的困難及解決方

法。 

6. 請談談您對視障機構間合作資源共享的看法或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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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依賴理論 1. 請談談貴單位與其他視障團體合作提供什麼樣的資源？ 

2. 這些資源與原擁有資源的差異是什麼? 

3. 這些資源對貴單位的幫助是什麼？ 

4. 請談談成立特殊版本圖書資源館際合作協會的看法？ 

5. 若協會成立您認為成功的要件是什麼？ 

6. 請談談對成立視障機構館際合作協會或簽訂合作契約的

看法。 

7. 請談談對視障機構館際合作協會永續經營的看法。 

合作關係 1. 請談談過去合作經驗的優缺點及遭遇的困難。 

2. 請談談您對視障團體合作關係的看法。 

其他 1. 請談談其他建議和想法。 

參考資料：余嘉盈，2013。 

 

綜整分析上述焦點團體座談意見後，於 2017年 1月 6日及 2017年 2月 6日，

再次進行兩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與會者各有 14、13 人，針對未來的合作規劃進

行討論(詳見附錄六、七)。 

 

二、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於 2016 年 10月底前完成五位國內專家學者深度訪談，就其專業知識

和實務經驗分享視障機構圖書資源合作共享成功的作法、可能的困難及解決方式。

受訪者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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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深度訪談受訪者資料一覽表 

 

受訪者代號 受訪者服務機構暨職稱 訪談日期 

A 國立大學系所暨圖書館館長 2016年 9月 20日 

B 私立大學系所暨圖書館館長 2016年 9月 23日 

C 財團法人研究機構主任 2016年 9月 30日 

D 國立大學系所暨行政單位教務

長 

2016年 10月 7日 

E 私立大學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 10月 8日 

 

專家學者深度訪談大綱如下： 

 

表 3  深度訪談大綱 

 

1. 請談談您過去從事圖書館館際合作相關事務的經驗？（或相關研究） 

2. 由這些經驗中，您認為圖書館館際合作成功的要素是什麼？（例如成立協

會或簽訂合作契約、聯合書目、互借、合作典藏、永續經營） 

3. 由這些經驗中，您認為圖書館館際合作成功的阻礙因素是什麼？（例如大

館的負擔、或其他疑慮） 

4. 由這些經驗中，您認為該如何克服這些阻礙？（互信到互賴） 

5. 請說說您對未來視障機構合作模式的建議。 

 
 

並再於 2017 年 1月 6日團體焦點座談後，根據綜整之回應邀請一位任職於

國立圖書館的系統人員進行訪談，討論合作模式中的系統技術層面的作法。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下:首先整理文獻，並以此為訪談大綱設計之參考，接著訪談

五位學者專家，並於北、中、南部辦理焦點團體座談。資料蒐集後即進行資料分

析，並撰寫期中報告。期中報告完成後，邀請視障機構進行兩場焦點團體座談及

一位專家學者深度訪談，根據座談和訪談結果撰寫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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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究流程 

蒐集、整理相關單位之書面及文獻資料，並建立研究個案檔案。 

邀約對本案議題具有豐富經驗之機構進行三場焦點團體座談；及五位
專家學者深度訪談 

進行資料轉譯與初步分析 

深度分析與討論 

歸納對個案及整體現象，提出論述、建議並書寫期中報告 

邀請視障機構進行二場焦團體座談及一位專家學者深度訪談 

 

撰寫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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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分三節，第一節說明國內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發展現況，第二節說

明影響國內視障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的因素，第三節分析國內視障資源

製作典藏機構之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模式。 

 

第一節 國內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發展現況 

 

國內製作典藏視障資源機構之館藏發展現況及館藏特色，說明如下： 

 

一、 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資料中心 

 

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資料中心設置於 1975 年，迄今已有 40 餘年歷史，主

要業務為製作出版及供應視障者讀物，並提供視障資料流通借閱、參考諮詢及舉

辦多元終身學習課程等服務。國立臺灣圖書館於 2011年 12月，經教育部指定為

全國視障專責圖書館，肩負落實及推動視障電子化圖書資源整合與應用的重要使

命。2014 年 11 月 28 日復經擴大指定為落實及推動「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

源利用辦法」之專責圖書館。2015年完成第一期「101-104年強化視障者電子化

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畫」。2016年 2月 23 日啟動為期 4年之「105-108年「強

化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中程發展計畫」。足見，國立臺灣圖書館向來

以充實視障館藏資源，結合社會資源，加強推廣利用，以帶給視覺障礙者數位與

圖書館資源結合的無障礙學習空間，企圖有效消弭資訊落差，並落實提供視障者

公平閱讀權益及資訊接收的機會為目標。館內的視障資料中心，典藏醫藥健康、

語言文學、生活休閒、自然、科學、史地等不同主題範疇之視障資料，也蒐集得

獎好書、專家學 者推薦好書、工具書及兒童圖書等優良讀物，自製或委外製作

成點字及有聲圖書，另採購坊間有聲書及音樂 CD，提供視障者廣泛且多元的圖

書資訊（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修訂小組，2013）。 

為營造視障者數位與圖書館資源結合的無障礙學習空間，國立臺灣館除以

數位點字圖書為發展重點外，亦製作 MP3 及 DAISY 格式之有聲電子圖書。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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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1 日啟用符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規定 AAA 級無障礙網頁

規範之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提供視障者書目查詢、瀏覽下載、個人化介

面、新書通報及介接相關視障資源網站連結等功能（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發展政

策修訂小組，2013）。 

館藏視障資源包括：點字書、有聲書、電子書等，收藏語言以中文為主，

儲存媒材為點字紙張、磁片、錄音帶、光碟及電子檔等。截至民國 2016 年 10月

22日館藏視障資源數量如下(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點字書 

雙視書：488種 740冊。 

紙本點字書：1,312種 15,288 冊(不會再新增)。 

電子點字書：8,667種(可線上使用；另提供實體光碟借用) 

有聲書 

錄音帶：3,932種 121,930 捲(不會再新增) 

MP3 有聲書：962種(可線上使用；另提供實體光碟借用) 

DAISY 有聲書：3,116種(提供實體光碟借用) 

電子書 
EPUB3 電子書：558種(線上使用) 

PDF 電子書：11種(線上使用) 

 

二、 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 

 

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源自 1969 年的「盲生課業及生活輔導小組」，1980

年擴編成盲生資源中心，承教育部委託辦理大專校院暨高中職視障輔具中心及視

障點字圖書業務。因此，盲生資源中心設有輔導組、點字組、系統維修組、輔具

中心及 Eye社會創新客服中心等部門，提供該校身心障礙學生及全國視障者更為

完善的資源連結與服務。2014 年起，盲生資源中心更名為視障資源中心，輔導

組正名為資源教室。為視障者提供全方位服務，包括生活輔導、課業輔導、諮商

輔導、職業輔導及綜合活動。在視障資源方面也製作點字圖書資源，協助視障生

閱讀與學習。視障資源中心承辦教育部計畫製作高中及大專點字教科書，提供給

全國高中及大專全盲生課堂學習用書及考卷製作。另於 2003 年成立華文視障電

子圖書館(2016 年 10 月 22 日，檢自 http://www.batol.net/center/center-in

tro.asp)。 

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提供個人書籤、個人閱讀過書籍、歷屆考古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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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近期新書、閱讀排行榜、書報雜誌書目查詢、閱讀輔助、統計資料、讀者

分析等服務。視障資源中心的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截至檢索日計有 32,005 件，

不含只能由行動裝置借閱的遠流出版圖書(2016 年 10 月 25 日，檢自

http://books.batol.net/search2.php#cw)。 

 

三、 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為全國第 1 所為視障者服務的公共圖書館，前身

為 1963 年 1 月在盲人福利協進會內設立之「盲人點字圖書室」，1986 年 6 月遷

入大同分館，於 1994 年 9月 30日啟明學校舊址正式成立；1998年 9月 21日改

為臺北市啟明服務中心，3樓為分館使用，提供視障讀者點字書及報讀服務；並

以滿足全國五萬餘位視障朋友「知」的需求及建構完善的視障資訊網為目標。2

005年 1月起啟明分館接管整棟大樓，立即著手規劃館舍修繕，以提升服務品質；

2006年 11月底進行修繕工程，並於 2007 年 8月 10日順利竣工。啟明分館館藏

以有聲書、點字書、雙視圖書、大字圖書、點字電子圖書為主，並設置擴視機、

盲用電腦供視障讀者使用，此外，每月出版「啟明之音」有聲雜誌供視障朋友免

費訂閱，並提供生活語音專線(02-25469367~68)及二線免付費讀報專線(0800-0

11-906)等服務(2016 年 10 月 23 日，檢自 http://blind.tpml.edu.tw/ct.asp?

xItem=91822&CtNode=233&mp=10)。 

臺北市立圖書館視障電子圖書館提供好書推薦、圖書目錄、生活大補帖、

熱門下載、有聲國語日報、線上有聲樂譜、線上臺北畫刊、小說選播、美食小廚

房、無礙一百(有聲書和點子書)等服務。截至 2016年 9月止館藏點字書(一般書

籍校對製成，可供電腦閱讀或摸讀) 11,632 冊(兒童 2,077冊，成人 9,555冊)、

有聲館藏(一般書籍錄音製成，供聽讀) 31,368 捲、雙視書館藏(繪本書，黏貼

點字於書上，親子共讀)5,466冊（臺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提供，2016年 11月

2月電子郵件）。 

 

四、 新北市立圖書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於去 (2015)年 10 月針對身心障礙讀者成立



30 
 

「Love 閱讀室」，身障友善環境包括「愛心服務櫃臺」、「視障閱讀專區」，

提供書本閱讀掃描器、盲用電腦、點字觸摸顯示器、彩色擴視機等盲用

輔具，以及視障圖書資源等。此外，設置「有聲書閱聽區」和「有聲書

錄音室」，讓視障讀者方便使用圖書館(郭顏慧，2015)。新北市立圖書

館的視障資源並沒有獨立的公用目錄平臺，與明眼圖書資源整合於同一

個平臺。目前典藏雙視圖書 450 冊（新北市立圖書館提供）。 

 

五、 清華大學盲友有聲書籍服務委員會 

 

清華大學盲友有聲書籍服務委員會簡稱「盲友會」，1990年 3 月李家同教授

創辦。有鑑於臺灣盲友的讀物貧乏，無法繼續升學，以獲得更多的學識，於是發

起唸書給盲友聽的活動，創辦了清大盲友會。1991年 10月獲教育部委託，製作

有聲書籍供盲友使用。該會提供的服務包括有聲自然學科教科書籍製作(含小學、

國中、高中、大專教科書)、中外優良讀物有聲書籍製作、接受讀者委託錄音及

書籍資料查詢、出版 MP3版有聲書目、協助讀者訂閱數位有聲期刊、MP3播放機

借用服務、辦理借書證及網路聽書會員(數位有聲書平臺)帳號（2016 年 10月 27

日，檢自 http://blind.cs.nthu.edu.tw/about/begin.html）。 

清大盲友會網站提供館藏書目、全文檢索暨關鍵字查詢、相關新聞、資訊。

目前有聲書藏書總量 13,535冊，早期是以錄音帶方式製作及典藏，現在已經數

位化，數位化之後分別有 MP3及 DAISY格式典藏及流通，MP3格式有聲書總時數

114,161 小時。該會提供讀者使用的方式：郵寄實體有聲書(MP3 或 DAISY)光碟

版及雲端有聲書平臺(清大盲友會提供，2016 年 10月 24日電子郵件)。 

 

六、 交通大學圖書館愛盲有聲雜誌 

 

「交通大學圖書館愛盲有聲雜誌」由交通大學愛盲社為發揮交大人的愛心、

回饋社會，於 1999 年委託交通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交大圖書館)製作與提供每

期最新「交大愛盲有聲雜誌」的新資訊給交大視障同學及社會盲友們，以協助他

們利用圖書館相關的雜誌資源，使他們能隨時掌握社會資訊的脈動。 

交通大學圖書館從目前已訂購的中文雜誌中，分休閒性及學術性等不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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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雜誌進行篩選，經圖書館館務會議討論通過，精選出具資訊性，生活性及知識

性等六種不同主題的雜誌，即「天下雜誌」、「表演藝術」、「皇冠雜誌」、「科學人

雜誌」、「國家地理雜誌」及「常春月刊」，並分別函告各該雜誌社，取得他們的

同意及支持，再請錄音志工進行有聲雜誌的文章錄音工作。視障讀者能在「交大

數位愛盲有聲書網，http://blind.nctu.edu.tw/Magazine/login.php」中免費

訂閱。 

「交大愛盲有聲雜誌」從 1999年 6月至 2016年 10月 24日所收錄的內容與

MP3數量如下表(交通大學圖書館提供，2016 年 10月 27日電子郵件) 。 

 

雜誌名稱 期數日期 MP3數量 

國家地理雜誌  94年 08月 至 92年 10月；103

年 4月- 

1,140 

天下雜誌  88年 06月開始 5,380 

表演藝術雜誌  93年 02月開始 2,214 

皇冠雜誌  88年 06月開始 2,996 

常春月刊  88年 06月開始 3,175 

科學人雜誌 91年 04月開始 2,857 

世界地理雜誌 88年 06月 至 92年 10月 366 

大地雜誌 92年 11月 至 94年 07月 257 

古典音樂雜誌 88年 06月 至 91年 09月 107 

PC World 電腦應用月刊 88年 06月 至 91年 03月 260 

其他節目 (不定期推出) 84 

 

七、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成立於 1991 年底，原隸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997

底改制為全國性的社會福利團體，2006 年改隸於內政部，2013 年 8 月主管機關

改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為視障以及其他身障朋友，提供文教、職訓

與視障福利政策，全面性服務與前瞻性規劃(2016 年 10 月 22 日，檢自

http://www.tfb.org.tw/new/about_4.html)。 

目前該基金會提供的服務有設立視障有聲出版資訊系統、提升視障生活品

質及創造工作機會、促進並協助視障教育及就業訓練、提供並教育社會大眾對護

眼及防盲的知識、設立視障電腦資訊中心並推廣盲用電腦應用、組織並協助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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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家屬及提供各層級學習獎助、設立並營運愛盲護康事業及視障庇護工場、設立

視障兒童圖書館及推廣視障休閒活動、設立並經營愛盲樂團，擴大視障優異者的

社會參與、設立亞洲第一個低視能服務中心並提供視覺功能及輔具評估、促進國

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的落實、促進視障者在障礙情境中獲得平

等參與的機會(2016 年 10月 22日，檢自 http://www.tfb.org.tw/new/about_4.

html)。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目前提供視障閱讀資源分點字書檔及有聲書檔兩類，

在資料庫中的有聲書籍共計 2,788本、期刊 400期、點字書檔由於使用人口極少，

老舊未再更新，僅存放於資料庫中供少數需要者使用(愛盲基金會提供，2016年

10月 22日電子郵件)。 

 

八、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聽視障資訊中心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於總館二樓設置「聽視障資訊中心」，提供視障讀者盲

用電腦及相關輔具，蒐集有聲書、點字書、雙視書，設置無障礙空間及環境，提

供代借館藏並免費郵寄到府的服務(2016年 10月 27日，檢自 http://www.nlpi.

edu.tw/ReaderService/Utility/TheHandicapped.htm)。截至 2016 年 9 月館藏

點字書 756件，有聲書 738件，雙視圖書 797 件。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視障

資源書目資料匯入國臺圖的系統中，考量到視障者以手機接收資訊為主，因此不

另建書目檢索平臺，製作 excel目錄或文字檔目錄，放在官網上的聽視障資訊中

心(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 

 

九、 臺南市立圖書館 

 

臺南市立圖書館現有視障館藏包括紙本點字書 922 冊、大字體書 122 冊、

有聲書 222件、電子有聲書 3,315件。圖書館沒有獨立的視障資源檢索平臺，整

合於全館書目系統中。提供的服務如下：(臺南市立圖書館提供，2016 年 10 月

31日電子郵件) 

1. 圖書借閱服務 

(1) 館內閱覽：由館員提供取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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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借：提供「書香得來速」及「書香宅急便」服務。 

2. 參考諮詢服務。 

新總館預定於 2018 年 12 月開館，已規劃於 4 樓設置視障服務專區。視障

館藏部分，預定製作雙視書 300 冊。另與國臺圖或其他視障單位洽談合作館藏可

行性。 

 

十、 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之視障服務主要由總館與新興分館提供，而視障館藏也分

置於兩館之中。在視障資源的查詢之上則與一般圖書相同，使用整合性圖書館自

動化系統，但圖書館會另編製視障資源年度圖書目錄，提供視障相關網路資源。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於 2014 年成立視障資料區，提供點字圖書、有聲

書借還及提供盲用電腦使用、弱視讀者桌上型 (望遠/望近)擴視機等服

務。而藏書內容包括點字圖書 1,173 冊及有聲圖書 964 捲。新興分館則

早在 1992 年就成立視障資料室，提供點字圖書、有聲書借還及盲用電

腦教育訓練、說故事等服務，藏書內容包括：點字圖書 2,373 冊及有聲

圖書 5,480 捲 (2016 年 10 月 22 日，檢自 http://www.ksml.edu.tw/c

ontent/index.aspx?Parser=1,11,113,59)。 

 

十一、 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視覺障礙資料小組成立於 1989 年，當時該校萬

明美教授受教育部委託，於特教系成立「大專有聲圖書中心」，提供有聲書錄製、

典藏與流通服務。1995年「大專有聲圖書中心」納入圖書館，更名為「盲人圖書

組」。2005 為尊重及保障身心障礙者的人格及合法權益，更名為「視覺障礙資料

組」，是臺灣唯一專為身心障礙者設組運作的大學圖書館。圖書館提供獨立的館藏

查詢平臺(http://visual.ncue.edu.tw/book.php)，館藏特色為：大專、高中職

及國中小人文社會學科有聲教科書、一般書籍（含少年、兒童、生命教育系列等）、

讀者委託錄製之書籍。為視障者提供的服務包括：有聲書借還服務、線上參考諮

詢服務、每月新書公告、定期提供圖書目錄及有聲書訊、受理讀者託錄和薦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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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有聲教科書調查、錄製及配發服務、一般有聲書錄製、學障用有聲教科書寄

發。截至資料檢索日止，實體館藏有 13,839 冊，數位化館藏 11,699 冊(2016 年

10月 27日，檢自 http://visual.ncue.edu.tw/index.php?do=intro&pid=3)。 

 

十二、 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成立於 2004 年，以嘉惠視障者及閱讀有障礙者為

宗旨。人類資訊的取得有超過八成是靠視覺來達成，視障者利用聽覺去獲取資訊

或學習變得非常重要，有聲書成為一個主要的工具。目前國際已發展並訂定出

DAISY(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標準作為有聲書製作的一個主

要技術規範。最初這標準是為視障人士而發展的，但它已擴展應用到一般人可使

用的文件。 

有感於 DAISY 格式的有聲書已成為國際的主流，而我國已落後其他先進國家

多年，國內幾個單位的有心人士，包括：國立臺灣圖書館前館長林文睿、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圖書館前館長紀潔芳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盲友會負責人唐傳義教授及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前主任機要秘書洪明勳博士等四人，遂於民國 2003 年

5月共同發起，並推舉洪博士擔任籌備會主任委員。在各方奔走與協助下，社團

法人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終於在 2004 年 1月成立。 

該學會除了引進國際方便於視障者聽讀的 DAISY技術，製作 DAISY 有聲書外

（該會之 DAISY圖書館現今已收藏 5,915本書），其後以數位科技擴大服務範圍，

關懷、輔助、教育視障者，增進他們在就醫、就養、就學、就業上的福利。它為

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全國性社會團體，推展方便閱讀的數位有聲書之製作

與流通，以嘉惠視障者及閱讀有障礙者為宗旨。學會的任務如下： 

1. 推展 DAISY 數位有聲書應用之有關事項。 

2. 提供視覺障礙者及其他閱讀障礙者容易閱讀的有聲書之製作服務。 

3. 推展利用網路科技聽讀數位有聲書相關研發工作。 

4. 推動各有聲書錄製機構合作事項。 

5. 與 DAISY Consortium 及類似國際組織合作、舉辦及推廣國際性之活動，

包括會議或訓練班等事項。 

6. 加強各會員間聯繫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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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加符合本會宗旨之國際性活動。 

8. 與其他機關合作及接受政府委託，推展其他可幫助視覺障礙者及閱讀障

礙者利用語音獲取資訊，以達促進就醫、就養、就學及就業的相關工作。 

9. 倡議資訊均等的理念並積極推動網路無障礙的落實。 

10. 推動視障資訊教育之師資培訓。 

(2017年 3 月 15日，檢自 http://www.tdtb.org/) 

 

十三、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盲人有聲圖書館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盲人有聲圖書館是紀金池先生於 1978 年所創設，為

第一間以民間力量創辦的有聲圖書館，其服務項目包括：製作有聲圖書、免費幫

視障者郵寄索借有聲書籍及錄音帶、定期舉辦視障者康樂活動、舉辦大專視障生

獎助學金、視障者之教育訓練等(薛理桂和林巧敏，2012；賀迎春，2014)。然因

該館經費來源皆來自於個人之力，在受限於經費之下，館藏不多，計點字書四百

餘冊，有聲圖書(錄音帶)五千餘捲(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盲人有聲圖書館提供)。 

 

十四、 小結 

 

茲綜整上述各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館藏資源及相關服務資訊如下表： 

 

表 4  各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比較分析表 

 

機構名稱 館藏現況 

(特殊版本圖書資源) 

服務對象 

(特殊讀者) 

特殊版本圖書資源 

獨立檢索平臺 

國立臺灣圖書

館視障資料中

心 

雙視書：488種 740冊。 

紙本點字書：1,312種 15,288 冊 

電子點字書：8,667種 

錄音帶：3,932種 121,930 捲 

MP3 有聲書：962種 

DAISY 有聲書：3,116種 

EPUB3 電子書：558種 

PDF 電子書：11種 

圖書館法第

九條第一項

所定特殊讀

者（視覺、聽

覺、學習及其

他閱讀困難

障礙者） 

視障電子資源整合

查詢系統 



36 
 

機構名稱 館藏現況 

(特殊版本圖書資源) 

服務對象 

(特殊讀者) 

特殊版本圖書資源 

獨立檢索平臺 

淡江大學視障

資源中心 

華文視障電子圖書館共計有

32,005件。 

視障者 華文視障電子圖書

館 

臺北市立圖書

館啟明分館 

館藏點字書 11,632冊 

有聲館藏 31,368捲 

雙視書館藏 5,466冊。 

視障讀者 視障電子圖書館 

新北市立圖書

館 

雙視圖書 450 冊 視障讀者 無 

清華大學盲友

有聲書籍服務

委員會 

有聲書藏書總量 13,535冊 

MP3格式有聲書總時數 114,161小

時。 

視、聽障人

士 及 重 度

肢 體 殘 障

無 法 翻 閱

書籍者 

數位有聲書資料庫

平臺 

交通大學圖書

館愛盲有聲雜

誌 

國家地理雜誌 1,140期 

天下雜誌 5,380期 

表演藝術雜誌 2,214期 

皇冠雜誌 2,996期 

常春月刊 3,175期 

科學人雜誌 2,857期 

世界地理雜誌 366期 

大地雜誌 257期 

古典音樂雜誌 107期 

PC World 電腦應用月刊 260 期 

其他節目 84期 

視障者 交大數位愛盲有聲

書網 

財團法人愛盲

基金會 

有聲書籍共計 2,788本 

期刊 400期 

視障者 愛盲基金會有聲書

平臺 

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聽視障

資訊中心 

館藏點字書 756件 

有聲書 738件 

雙視圖書 797件 

視障讀者 無 

臺南市立圖書

館 

紙本點字書 922冊 

大字體書 122冊 

有聲書 222件 

電子有聲書 3,315件 

視障讀者 無 

高雄市立圖書

館 

點字圖書 3,546 冊 

有聲圖書 6,424 捲 

視障讀者 無 

 

彰化師範大學

圖書與資訊處 

實體館藏 13,839冊 

數位化館藏 11,699冊 

視障讀者 有聲書線上收聽系

統 



37 
 

機構名稱 館藏現況 

(特殊版本圖書資源) 

服務對象 

(特殊讀者) 

特殊版本圖書資源 

獨立檢索平臺 

台灣數位有聲

書推展學會 

DAISY 圖書館收藏 5,915本書 視障者、合併

視障之多重

障礙者或領

有學習障礙

證明者 

DAISY 圖書館 

財團法人臺北

市私立盲人有

聲圖書館 

點字書四百餘冊 

有聲圖書(錄音帶)五千餘捲 

視障者 無 

 

第二節 影響國內視障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的因素 

 

一、專家學者深度訪談意見分析 

 

本研究截至 2016年 10月底計訪談圖書資訊學領域有館際合作實務經驗的專

家學者五位。學者們提出國內視障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作的前提、合作的

困難如下。 

 

（一）合作前提 

 

1. 內部動機：熱忱、胸懷寬大、犧牲奉獻精神 

合作最重要的前提是大家有合作的動機。動機可分為內部動機和外部動機，

內部動機指來自內心體悟合作的重要性，並有熱忱地推動，初始面對質疑的聲浪

也不動搖，持續到初步成果出現，以此說服反對者。以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為例，

初始熱心的推動者是張慧銖教授和張瑞川教授。受訪者 A舉了兩個例子，又如受

訪者 B和 C的說法亦是：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一開始張慧銖老師，一開始一定要有熱心人士，這

很重要。張老師首先提到要做館際合作系統，她很熱心，她的成員向

心力很強。一開始科資中心以委託案方式委由交大圖書館張瑞川做，

經費並不多。有熱心人士加上專業就帶著底下的人把系統做出來了。

（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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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和館際合作協會溝通，一定有人看壞的，但兩位張老師意志力

很強，就帶著我往下推了。測試時有些成果出來，大家也發現這件事

是有好處的，一開始也不用繳錢就可以用系統，大家就會投入。合作

這件事情要有一些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要熱心、要有蠻牛性質，

就做了。（受訪者 A） 

 

關鍵是人力的投入，有熱情且了解需求的人，否則很少會有交集的地

方。（受訪者 B) 

 

主管要心胸寬大，看到上述問題。主政者要了解，要去做些事情。（受

訪者 C) 

 

合作聯盟初期即使獲得上級單位經費挹注，但經費有限，要長期的執行仍

需熱忱。例如: 

以電子書聯盟為例，六個圖書館是推動小組，教育部給的經費只夠請

助理，一定要我們圖書館的人一起做。要有長官犧牲奉獻的精神，要

不然要有願意幫大家做事的精神在。（受訪者 A） 

 

2. 內部動機：表現自我特色 

合作總是植基於公正平等，然而各機構的屬性不同，擁有的資源性質和數

量差異很大。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大單位總是付出較多，小單位則仰賴大單位

的協助。長期下來形成大單位負荷過重的狀況，久之失去熱忱或無法做到盡善盡

美的境界。為避免這種現象，小單位可以發展自我的資源或服務特色，自然可以

有所貢獻，消除上述不均等狀況。例如： 

以館合來說，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小館不能只想要別人的，它得去

想自己有什麼特色，別人願意來要的。大館需要一點犧牲奉獻的精神

在。館際合作賺不了錢的，每個月雖有些盈餘，但支付工讀費也許還

不夠。（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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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館通常比較願意合作。目前館際互借流量都到大館，只好以價制量

或每天只處理一定件數。做到負載平衡(Load balance)比較好，但現在

沒有。因為擔心負載太大，流量都到大館去，所以每館自訂收費標準。

若大家各自有專門館藏，可以做到負載平衡，將來大家的收費就可以

做到一致。（受訪者 A） 

 

3. 外部動機：誘因 

上述合作的內部動機，是合作永續的前提之一。在缺乏內部動機或共識的

情況下，外部動機即資源挹注(或指金錢、人力)，是大家建立共識重要且快速的

前提。尤其在當今社會資源有限甚至短缺的情況。五位受訪的專家學者都提出了

相同的看法。 

第一個看有沒有利益，依過去在推館際合作或聯盟，教育部要是沒有

一些經費要把大家聚集起來會有點困難。因為接下來會有管理的問題

在。（受訪者 A） 

 

大家要有共識，錢很重要，政府推的話可能是政策面，要有經費挹注。

（受訪者 B） 

 

要有更專屬的經費補助。（受訪者 C） 

 

受訪者 D 建議要務實，因為合作需要有更多政治的、實際面的考量。同時

要給別人認可(credit)，別人才願意和你合作。畢竟服務視障人士的資源典藏單

位屬性不同，有圖書館性質、有資源中心性質，各自的歷史、目標、任務不同，

尤其主導者不能仗著上級的命令，要求大家無條件合作，這種方式恐怕行不通。 

不能說政府賦予我們這種責任，這是圖書館界的想法。北一區教學資

源中心或北二區的教學資源中心模式，是因為有另外的資源，那就要

去跟政府要一些資源，給他館一些好處，power 一定要拿在自己手上，

彼此要有好處，才可行。館際合作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它不是義務。（受

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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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則說明了希望合作能有資源挹注的原因。長期發展下來，各視障服

務機構已有自己的讀者，也發展出符合各自讀者需求的工具或服務方式。甚至某

些單位肩負二、三十個員工家庭生計的責任，總會擔心資源缺少後，如何經營的

問題。高讀者黏著度加上照顧員工的壓力，突顯他們對整合後可能失去自我的擔

憂。 

在這種情況下，要談合作可能要先去除擔憂的心理，加此資源的增加，合作

的誘因於是形成。 

如果要合作的話就要帶資源。臺灣目前各視障機構後面各養了一批人，

各自發展出一種服務視障者的方法。為什麼讀者群願意來？可能你有吸

引他的服務或資源，讓他願意用。現在有一個統一的單位過來，它代表

著將來資源會集中在某一單位上。我們的支持單位例如教育部，可能覺

得已經有一個集中的單位，所以就不用再支援經費給其他單位了。可能

造成我們接不到計畫，或計畫被停止。原本很多計畫到中央雖然比較省

錢，但缺乏蘊釀這樣服務的環境，蘊釀每一項服務的場域有它的歷史性，

缺乏這樣的環境的話，它可能無法支援服務。例如我們單位撤掉了，讀

者全到 XX 館去，XX 館能支援現在我們提供的這麼多元化的東西嗎？

我們研究的資源也並非全來自政府，有些是來自民間團體的贊助。XX

館整合所有資源後，乍看之下好像政府可以省錢，可是其他團體背後贊

助來的錢都沒有算在內哦。看似資源統合，實際上並沒有。所以，日本

的作法是有個帶頭者，例如 XX 館，它要執行某些業務，光要整合，不

為這些團體爭取一些資源的話是不行的。他們會反彈或消極的配合。（受

訪者 E） 

 

受訪者 E 提出的可能作法是，由合作組織的主事者向上級機構爭取經費，

再分配到各單位，也許是資源的採購或製作，解決單位的憂慮，或許是成功之

道。 

可行的方法是，教育部爭取預算，例如做 ePub 電子書，可能跟出版社

買 ePub 書，督促出版社將介面做成無障礙，讓視障讀者可以直接讀。

這就回歸市場機制，這種作法短期間比較困難。另一個是統籌者將做

書工作委由其他團體做，這樣就達到互利的目的。他們再做一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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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目錄，閱讀時就連接到各館資源。（受訪者 E） 

 

（二）合作困難 

 

合作困難方面，學者專家提到的諸如缺乏意願，尤其是缺乏合作的理念或

人力、擔心資源減少及動機不同，致使合作無法成功。 

1. 缺乏意願：缺乏合作的理念或人力 

合作在圖書館界已有多年歷史，例如館際合作文獻傳遞服務、合作採購資

料庫和電子期刊及電子書等，近年各區域性的合作聯盟提供館際圖書互借服務。

在圖書資訊學的教育中，也提及合作的重要性和必須性。然而，在臺灣視障服務

機構並非全屬圖書館性質，可能未必如圖書館界有合作的當然認知。各自的立場

和目標不盡相同。此外，近年來各單位人力資源短缺，可能無法挪出執行館際合

作的人力。因此，有學者建議宜先了解各單位立場及合作的需求。例如： 

因為不知道大家的熱心程度如何。可以先了解視障機構的立場，尤其

是非圖書館機構。（受訪者 A） 

 

圖書館界因為都有服務他人的認知，合作比較沒有問題，會認為服務

都是為了使用者。若是其他單位就不一樣。其他的研究單位可能研究

是為了他的研究。圖書館界的合作是因為我們被要求合作，那是不一

樣的。我們的任務一樣，也是各取所需。但每個單位每個計畫他的任

務不同。（受訪者 D） 

 

有沒有服務的能量去做館際合作也是一個問題，因為合作需要人力。

所以，需要由制度面去考量可行性。小單位沒有人力資源合作，有可

能希望由大館獲取資源。不要說別人 narrow mind，我只有一個人我如

何談合作的事？合作主導者可以思考可以幫忙他們做什麼？自己先伸

出手，你有什麼資源可以幫忙什麼，慢慢地需求出現，再形成一個網

絡，不要用傳統圖書館的作法來做。（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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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擔心資源減少 

誠如前面提及，合作後若可以讓原單位壯大，可能性才高；若讓原單位的

服務或資源減少，會影響原有的發展，恐怕合作會很困難。 

目前各單位重複做書，這是可能的。出版社和某些單位的信任機制不

是很足，它書會給我們不一定會給別的單位。以華文視障圖書館為例，

每年要做一千本書上架，每本一萬元製作成本。計畫無法支持那麼多

錢，所以我們會和出版社要電子檔。因為電子檔充滿各種控制碼，我

們也練就了轉換各種格式的能力。若資源集中一館，我們做的這些就

都沒有了。我們做的是志業，只要有更好的我們都不會排除，但我們

也希望這二十多個視障朋友不要沒有工作。（受訪者 E） 

 

3. 動機各異 

各單位的屬性和目標不同，除了影響合作意願外，也將影響大家對合作成

果的評估。受訪者 A以電子書採購聯盟為例說明這一點。 

電子書聯盟因為是單一目的的聯盟，但含蓋的圖書館類型多，大家各

自的目標和想由圖書館得到的結果不一樣，就會導致大家對聯盟成果

有很好的和普普的感覺。但電子書聯盟現在各館提的書單約有 80%可

以買到，所以我們就是要去滿足他們的需求。（受訪者 A） 

 

此外，如果視障服務單位對盲友除了提供資源外，還包括其他服務的話，

它的使用者不論數量或黏著度都可能大於圖書館，雙方不對等的情況可能導致合

作不易進行。例如受訪者 D所述， 

圖書館在其他的專業上例如視障者的輔具或其他東西，在專業度上可

能不夠，要談與其他視障機構合作，根本談不出來。（受訪者 D） 

 

二、焦點團體座談意見分析 

 

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共分北、中、南區三場，綜整座談結果，與會單位提

及合作的必需性、合作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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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的必需性 

 

合作的必要與會者是認同的，也認同合作一定是互利，要找出兩方覺得可以

接受，對雙方有利的，才會有合作契機。目前的資源合作只是部分機構提供

書目資料匯入國臺圖系統，或提供檢索平臺的連結。各機構的讀者仍要申請

各館的帳號才能取得各館資源。進階的作法是，不要讓視障者登入各單位的

帳密，得先熟悉各家的平臺環境，再下載他們需要的。應該有統籌的平臺。

資源共享後對視障朋友而言，在資源整合利用上比較容易。但在此理想背後，

現實面也遭遇到一些困難。以下是與會者的說法。 

 

資源其實可以共享，我想這是大家共同的一種期許，因為確實是有很多

重疊的部分，重疊部分如果能夠共享出來，然後再開發到一些更需要或

者是說遺漏的部分，個人認為這是有價值的。我也贊同我們做的書其他

單位就可以不用做了，大家共同來分享，不要有重複性的書籍製作。(北

區焦點團體座談) 

 

如果是有統一的機構做資源的分配，譬如國臺圖的系統只有目錄，在一

個系統上能拿到資源就更好。例如 MP3，視障者習慣直接上各家的平臺

下載 MP3，若可以由我們的平臺取得國臺圖的 MP3 就更好。(中區焦點

團體座談) 

 

北區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 A以特教資源中心為例，說明肢障朋友對資源整合

的需求。 

 

我們希望對使用者來講，會有一個類似像特教資源中心的地方，可以統

一跟一個單位申請。目前如果要社會科教材我是要跟彰師大要，自然科

要跟清華大學要，有些地方還有另做國英數教材。我們無法知道這些資

源散落何處，或者是說他們沒有發文過來，就無法得知。會有這樣的構

想是說以臺北市的特教資源中心為例，我們需要借相關的測驗或是輔具，

能有一個統一窗口，就是那間資源中心，我很清楚知道你有什麼東西，

我可以去借甚麼東西，那今天我缺的時候，我會跟那個資源中心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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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個資源中心就會有相關的管道告訴我你還可以去哪裡借。(北區焦點

團體座談) 

 

目前各視障資源服務機構正式的合作有資源委託製作和合辦活動；也有非正

式交流，例如教材製作方法或困難的討論、或舉辦活動參與者的協找或人員的相

互支援。 

不是正式場合，平常我們就會有一些交流，在製作資源時有什麼要改善

的，或有什麼特殊需求的，或是我們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在這些方面是

有溝通的，而且持續在進行的。(北區焦點團體座談) 

 

2013 年開始跟臺中市視障者關懷協會有些合作，跟愛盲請益，也有一些

合作。陸陸續續，我們合作的單位其實蠻多的，臺中這視障相關單位幾

乎都有接觸，近幾年淡大有申請教育部經費之後，每年辦資訊的課程，

中部場就會在這裡辦。(中區焦點團體座談) 

 

（二）合作的困難 

 

雖然多數單位有合作的認知，但也提出實務上的困難，主要是擔心所屬單位

萎縮和視障者對原有平臺的依賴，無法接受新的資源使用平臺。也有單位視所擁

有資源為財產，不願無償的分享。 

 

1. 擔心所屬單位萎縮 

有些視障機構除了向企業募款外，部分也獲得政府經費支援。他們因而擔

心，資源整合後，政府經費流向單一機構，造成自己所屬單位萎縮，無法負荷所

屬員工的生計。 

 

各個單位資金的來源不同，各立山頭，每個人都會維護個人既有的領域。

合作後個人領域它如何去營運？畢竟它也是一個單位，勢必要生存，在

生存之下它要把它的資源共享出來，那共享出來之後，勢必會有一些衝

擊，例如資金來源的部分。這個衝擊如何去協調？我認為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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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也好，都是可圈可點的。但在執行面上面，大家能夠把自己手邊上

的東西分享，或者說同質性的資源表列出來，這種方式比較容易達到。

以既有的工作性質和出版的特殊的資源，比較容易，不然的話是有點難

度的。因為我所了解各基金會他們都面臨到很多的壓力，財務上的壓力。

(北區焦點團體座談) 

 

各單位有各種方式去籌集做書或營運的經費，那經費得來非常不易，以

現在跟政府與民間募款的方式，比較少來自政府單位，大部分都是接受

各界善款。以我們為例，目前最大的經費是來自教育部，但這些錢是不

足以營運目前教育部交辦的任務，因為我們每年要做出一千本書，可是

這一千本書如果以目前一年大約三百萬元左右，做不了幾本。一本書做

到上架，可能就要一萬塊，所以三百萬就大概三百本書，就不夠。所以

我們提供的服務不光只是跟政府拿的資源，還有我們跟民間的人脈，譬

如說跟出版社或者跟一些企業募來的資金。所以各單位在營運的時候，

不只是臺面上看到的政府資源，它所代表的背後還有很多來自，譬如說

NGO 或者是社會各界的各種支持。當然我們不可避免的會擔心一件事，

當這些資源全部都集中在一個單位的時候，那勢必這邊會獲得的資源就

比較少。那萎縮的結果呢？直接衝擊的就是原本政府的資源能夠假設做

三百本書，那後續的那些 NGO，就是當這些支持沒有的時候，它就只能

做三百本書。所以整體來看，整合的方式，就是集中在某一個地方的時

候，它的利弊我們就特別知道。那再來就是經由這樣的政府資源與民間

資源進來之後，我們這幾個賴以為生的做書的這些視障者，他們的前景

會堪慮。因為政府的支持，它事實上大概創造二十個就業機會，整合後

這些就業機會就會因此瓦解。(北區焦點團體座談) 

 

北區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 B 則提到無償地分享資源的困難，並希望合作是

能獲得更多的資源。 

 

我想合作的機制應該是很複雜的，當然不可能完全無償的把自己在經營

投入的這些部分分享出去。我覺得最主要就是有一個不管是政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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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公資源的投入很重要，因為要做整合或是很完整的規劃需要經費。

這是我個人意見。常常會聽到大家說希望把單位的東西釋放出來，你覺

得如果我不是一個教務處在支持我們的學校圖書館，其實對我個別的單

位來說，合作是很難的。(北區焦點團座談) 

 

擔心所屬單位萎縮，也包含擔憂讀者使用他館平臺和資源後，會離開。 

 

應該也是怕讀者會跑掉，因為上次提的好像是比較小的館，讀者數量本

來就不多，它說自己的讀者可能是用自己家的系統用習慣，讓他換新系

統查詢，一方面讀者覺得只需要用到你提供的這些，還有我也不想再去

學新系統。(中區焦點團體座談) 

 

2. 視障者對原有平臺的依賴性 

有些視障資源服務機構已有多年歷史，它的讀者使用其平臺多年，讀者已

經附著、習慣原使用的介面，整合到新系統時，可能不會具有原來舊系統的這些

功能，視障朋友需要重新學習，他們的意願為何？是另一個要考量的問題。北區

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 E提出了看法，與會者 F則指出，可以由國臺圖承擔起製作

單一介面查詢平臺的責任。但與會者 E也提到，如果要做到這麼完美的話，可能

就是臺圖這邊真的要花很多功夫去學習各圖書館的優點，然後把這些優點全部把

它整合到新的系統。 

 

視障者在讀書需要使用非常多的輔助工具跟系統，所以第一個很現實

會面臨到的就是不是光有書就可以，如果光有書就可以的話，政府可

以把所有錢拿來做書就好，他的服務方式也很重要。目前在國內很多

視障單位多多少少都會做一些有聲書這些資源，因為視障者的確是有

這樣的需求，所以大家就會滿足他們。依照他的地緣關係或所服務的

小眾的對象，各單位會有他獨特的服務模式。視障者眼睛比較看不見，

所以他在自學方面能力會比較薄弱，通常需要有人引導他，所以一旦

引導他使用一種方式之後，這種方式就會讓他覺得是一種很可靠的方

式，如果剛好也滿足他的使用需求，他就會以這種方式一直使用。所

以他對於圖書館系統的使用是非常附著的，他不太會輕易地跳到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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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大家的資源提供出來分享後，看起來大家會有一個很大的資料

庫，但是視障者喜不喜歡用那個系統可能要花一點功夫去評估。(北區

焦點團體座談) 

 

我們知道視障者對介面的熟悉度，是比較難突破的部分。他會習慣於

某個介面，譬如說到清大、彰師大或者是愛盲借，他會習慣以他的操

作去搜尋，再加上其他輔助工具。對於介面他會有習慣性與依賴性，

就是剛所說的 Local 性的問題。要突破這個 Local 性大家又要館際互借

的話，我倒是有個想法，除非是臺圖要扛起這個重責大任，就做一個

單一的介面，讓所有視障需求者只認定這個介面，以這個介面去連結，

去線上收聽，這樣他也只要熟悉一個平臺就好，不用那麼複雜。(北區

焦點團體座談) 

 

大部分的視障讀者好像都習慣去固定的平臺，我們只能靠著活動去集

結臺中的視障朋友，活動時間就順便推一下我們有的資源，問他們參

考意願，不過實際的借閱真的不是很高。(中區焦點團體座談) 

 

3. 違背與出版社的協定 

一般出版社提供給各視障服務單位的資源，契約或授權書通常明訂只限流

通於該單位讀者，一旦資源共享交流後，恐有違約的情形，也是資源共享的另一

個阻力。 

 

4. 承辦人員經常更換 

承辦人員經常更換也造成合作的困擾。中區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A就提到，

現在面臨跟視障團體合作最大的困難是，聯絡窗口常常換人。 

 

第三節   國內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構之圖書資源共享及資訊服務合

作模式 

 

受訪的專家學者普遍提到可以採用聯盟的模式成立合作組織，成立後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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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完成盤點各自的需求、建置聯合目錄、訂定核心館藏、發展館際互借、合

作採購等任務。 

 

一、 以聯盟的模式成立合作組織的步驟 

 

（一） 成立視障機構資源典藏暨共享聯盟 

 

本研究目的之一為提出視障機構資源合作共享模式。專家學者提到可以採

用教育部支援的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或國家圖書館推動的區域資源中心的合作模

式，成立聯盟，但向上級單位爭取經費支援聯盟的目標。以下是三位專家學者的

看法： 

電子書合作採購聯盟一開始由四個圖書館向教育部要經費，幫全國圖

書館採購電子書，後來加入兩個技專校院圖書館，過去他們也做過技

專校院圖書館電子書採購。（受訪者 A） 

 

可以學北一區或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模式，建構共同平臺「北一

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服務平臺」，目前由東吳大學維護；以

計畫形式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104 至 105 年度計畫延續提供讀者

「線上申請館際借書證」(虛擬借書證)及「圖書代借代還」服務。（受

訪者 B） 

 

聯盟形式可以，這是互利，大家如何覺得值得，要坐下來談。成立聯

盟要有第三方，邀請大家進來成為會員，傾聽每一個人的需求。第一

次的經費普遍到位，到每一個單位手中，在這過程中再找尋機會，讓

一個單位出來統籌。（受訪者 C） 

 

（二） 盤點合作單位並了解需求 

 

聯盟成立前須先盤點有多少視障單位，各單位的性質狀況也須有認識，再

邀請加入聯盟。之所以須掌握各單位性質特色，因為視障服務機構並非全屬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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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性質，對合作的必須性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例如受訪者 D提到， 

可以由政策面來解決，例如假設 XX 單位被賦予這樣的任務，他需知道

那些單位是正式的，不是以計畫支援的(可能較無法持續，也較沒有合

作的意願)。他需要先掌握這些名單。根據拿到政府的補助多寡，再提

供一些服務。（受訪者 D） 

 

北一區是因為參加的館都覺得有需要，但其他的視障機構是否覺得有

需要別館的資料來服務他的讀者呢？若他的目標不是做為一個圖書館，

可能沒有必需合作的概念。（受訪者 D） 

 

合作聯盟的主導者可以找各單位來聊一聊，先彼此了解，看可以合作

什麼。要當一個領導者，總要有些理念，把大家找來談，尤其是單位

並不多，不需要太大型的館合系統。看聯盟能為大家提供什麼服務，

以後再談不要重複做書，或者暢銷書只做二分或三分都可以。不要說

你的東西先擺到我們這邊來。不要先談館際合作，他們會覺得我又不

是一個館，我為什麼要跟你館際合作？（受訪者 D） 

 

受訪專家 D 則建議先盤點大家的需求，再依此訂定聯盟合作事宜的優先順

序。 

第一年先請各單位提需求上來，也許改善系統也許改善館藏，每個單

位提具體的方案，你會發現每個單位提的內容會很不一樣。在各別的

需求上，先看到每個單位的差異性，才有辦法找合作點，再找到共通

的需求。要了解大家困難的點，才能知道為什麼大家不合作 (先要了

解各館需要改善的點，由此找出共同的點，才能有合作的意圖)。（受

訪者 C） 

 

（三） 建置聯合目錄平臺 

 

各視障服務機構合作資訊共享的前提是，建立聯合目錄平臺，其中涉及平

臺的建置費用和維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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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先建聯合目錄，是單獨的聯合目錄，不是某單位的聯合目錄。

對使用者有一個專屬的比較好。各館可以用自己的館藏書目資料介接

到聯合目錄。（受訪者 D） 

各館目錄先倒進來平臺成為母檔，接下來即時更新紀錄，只要 API 介

接，接到各館館藏即時狀態。（受訪者 B） 

 

建置聯合目錄前除了先盤點聯盟成員可能有那些單位，並考量下列問題：

包括檔案格式不同如何轉檔？因為轉檔也涉及書目品質，因此相對重要。 

建置聯合目錄還有轉檔問題，例如清大可能不是用 ISO，可能只是 Excell

檔。聯合目錄是數個單位資料的整合，牽涉書目品質。（受訪者 A） 

 

建置聯合目錄後，各單位採購圖書資源前先進行查核，將可避免資源重複

製作的情形。受訪者 E提到可能的作法： 

合作的需要是有的，現在大家只是避開，將來如果有一個機制讓各單位

採購的資源不會重複又更好。要避免重複，一定要做一個系統，各館將

要製做的圖書資源題名和 ISBN 放到系統上，大家採購前先查就可以。

（受訪者 E） 

 

書目整合先做，有意願的單位先加入聯盟，參加單位的目錄上傳聯合目

錄平臺，發現重複時兩方再協調是否由某一單位採購或製作。製做完成

後，於平臺註記，資源再放入各單位的資料庫。（受訪者 E） 

 

（四） 訂定核心館藏 

 

聯合目錄完成後，各視障單位可以訂定各自的核心館藏，以為資源採購製

作的依據，也是未來合作館藏發展的前提。 

合作館藏發展，每個單位要訂定核心館藏，核心館藏自己處理，邊際館

藏則各館可以協調不要重複。萬一大家都覺得所有書籍都是核心館藏就

比較麻煩。但我覺得臺灣視障機構不多，如果能協調好，再將館際互借

系統建置起來，應該可以滿足讀者需求。（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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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館際互借 

 

目前視障服務機構有各自的讀者，即視障者要成為每一館讀者，他須申請

每一館的讀者證。館際互借可以節省讀者多館申請讀者證的麻煩。可能的作法有

兩種，其一是單位彼此間交換讀者證(例如國臺圖與北市圖交換十張該館的讀者

證)，各單位讀者須借閱他館資源時，由單位以對方館讀者證向對方館借閱，同

時間使用人數則受到交換讀者證數的限制。其二是，讀者可以一證向各單位借閱

資源。各館認證他館讀者的資格。受訪者 B 提出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的作法

為參考：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夥伴學校師生可透過系統，即時瀏覽北一區夥

伴學校館際借書證的使用狀況，並於線上申請。讀者可於線上申請他館

圖書，經由貨運宅配到館，省卻讀者往返奔波的時間精力。在教育部經

費支援下，此項服務完全免費，造福參與此項服務之夥伴學校師生，有

益於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的提昇。（受訪者 B） 

 

受訪者 E 由個資法的角度，提出讀者一證通行各館借閱資源的困難。他指

出： 

因為個資法的關係要跨館借書有難度，現在可以各館只有一個館的帳號

來查詢，例如讀者在國臺圖系統上查詢是用國臺圖帳號查詢淡江的書目，

若要再細步涉及使用者分析會有困難，因為來自他館的流量增加時，我

們不知道是那些讀者，即無法分析讀者狀況。（受訪者 E） 

 

二、 進行合作之注意事項 

 

合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學者專家提出下列合作時注意事項之建議

供參。 

 

（一） 逐步落實 

 

合作須要長時間的信任或合作方法的調整積累，才能成功，無法一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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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由小點做，比較好掌握，做出成效再往外推。（受訪者 B） 

不要想一次做完，先初步合作建立信任機制。（受訪者 E） 

 

（二） 資訊公開透明 

 

聯盟合作時資訊要公開透明，日後才不致造成誤解。 

聯盟在運作上公開透明仍是需要的。以電子書聯盟為例，電子書的選擇

平臺、電子書資料庫的選擇，這些機制大家都知道。（受訪者 A） 

 

（三） 互信互賴 

 

互信互賴也很重要，只是這需要長時間的累積。 

 

（四） 平等互惠 

 

聯盟成員獲得的資源要做到平等，大家共享互惠才能讓聯盟永續發展。學

者專家提出了這點建議，只是做法有差異。 

政府可以依每個單位的服務人口數，決定補助金額。（受訪者 B） 

 

要做好合作，不管誰給的錢都要均分，主事者要均等的和大家討論如何

平等分享這筆錢。這樣才不會有排他性。均質的分配經費，好處要平等

互惠到每一個人。經費是要均攤的分佈，讓每個人提改進計畫，平等的

分配經費，而不是分到一個單位，而這個單位在行政上並不具政府層級

意味，這樣如何管到其他單位？如何平行交流？（受訪者 C） 

 

（五） 成效評估 

 

合作聯盟執行的成效也需定期評估，除了改善問題以更完善服務外，也可

作為各單位經費分配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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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貢獻度分配經費很難，會做文章者可能將貢獻度描述很大，除非有一

個委員會真的去評估實際狀況，再來說貢獻度。（受訪者 C） 

 

（六） 由制度面落實合作理念 

 

雖然合作聯盟的成立須以計畫的方式向上級機構申請經費挹注，為求合作

事宜永續的發展，最終要將合作理念落實在制度中，才是長久之計。否則，一旦

經費沒著落，合作聯盟恐將斷炊。以下是專家學者的看法： 

要由政策面，成立推動中心，長期且持續的規劃，並有專人思考合作方

式。（受訪者 B） 

 

公家機關和研究單位任務屬性不同，合作要先顧到自己，你有沒有辦法

合作，我們變成好朋友我們可以有一些合作。可是如果我下臺你也下臺，

這個合作又要重新開始，然後那種合作又是政府硬要你們合作。大家因

為資源合作，也不會長久。（受訪者 D） 

 

受訪者 D以圖書教師為例，說明思考由制度面落實的作法。 

圖書教師是因為教育部支持有經費補助，我們希望它變成制度化，即每

個中小學圖書館它都有一個 teacher librarian，慢慢再合作。我們負責的

是教育訓練，這個需求可能永遠存在，也需有人來處理。我也擔心那天

我退休了，可能也無人可以承接這件事。我也在尋求這件事的長久之計。

也在思考在中小學師培過程中納入圖書教師課程，在正規的體系中它能

夠變成自己可以生存，它就變成制度面，這是我們在尋求的目標。現在

先讓它做大，讓大家重視，覺得它重要，慢慢再由制度面去做。教育部

不該用補助方式補助圖書教師減少授課鐘點，還是要由制度面。這需要

很久的時間。（受訪者 D） 

 

三、 反思合作的必要性 

 

專家學者的訪談也反思到兩個問題：是否一定要成立聯盟或協會才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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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合作能否擴展讀者群？ 

 

（一） 是否一定要成立聯盟或協會才能合作？那為什麼要成立呢？ 

 

受訪者 A提到，為什麼要有館合協會？沒有的話，大家也可以合作。協會只

有會費收入，要維護一個系統是不夠的。這也是 NDDS 後來才由科政中心做

的原因。 

 

（二） 合作能否擴展讀者群？ 

 

受訪者 E 指出，合作不一定能擴展讀者群，反而應該由視障者日常生活需

求，思考可以協助他們的物品，當然，這就不只是圖書資源。滿足了視障者的需

求，自然讀者群會增加。 

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不單是圖書館功能，對明眼人而言，圖書館還

得靠推廣活動吸引他們來，否則他們不會來。對視障者，更是這樣。

若沒有方法教他們學習一些技能他們根本不可能來。我們和 Google 談

合作，視障者來申請 Gmail 是無限大空間。我們找到一些方法教他們

利用雲端放資料，例如由小到大的資料照片放雲端，也教他們如何管

理。如何可以搜尋檔案，也教他們。視障資訊網是教他們如何使用，

之後需要資源，這兩個互相拉抬，形成高黏著度。（受訪者 E） 

 

三區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認為合作資源共享可能的合作模式是，由第三

方或國臺圖以計畫方式向政府申請專案計畫經費成立合作聯盟，及執行聯盟的任

務。先建置聯合目錄及平臺，各館採購或製作圖書前先查詢，就可以避免重複製

作的問題。館際互借的方法，則以館與館交換借書證的方式落實，各館的讀者以

對方館的帳號借閱對方館的資源。這樣的模式可以解決上述的困難點。以下是與

會者的說法： 

合作除非國臺圖這邊可以有專案，不然要各個縣市政府自籌這個費用，

可能沒辦法。(南區焦點團體座談) 

 

挹注人力會更好。如果申請計畫有補助，其實我們都很願意配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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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說可以計畫下來，因為我們就缺錢，也不知道怎麼去買好的視障資

源，不太會挑，採購的方式又不太好掌握，所以如果可以這樣分配下

來，其實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我們都很想配合。(南區焦點團體座談) 

 

國立臺灣書圖館可以起帶頭作用，它可以做聯合目錄，但是資源還是

連回到各個地方，大家就能夠維持原來的營運。長久之計，其他單位

的資源較少，如果國立臺灣圖書館可以獲得政府較多經費的話，它可

以把做書的事情下放給各個 NGO，或者是做書單位。因為他們做書非

常有經驗，做完的書，因為是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出資，它當然會有一

份。如果說要把各單位所有資源都整合過去的話，經費來自所屬的政

府單位例如說教育部，那當然沒有問題，因為教育部主管機關它會下

令，可是如果是 NGO 自己募來的，那 NGO 可能會有一些想法，可能

不會那麼容易就可以整合。所以我覺得在避免衝擊視障者使用系統的

情況之下，做一個聯合目錄，視障者在上面可以找到資源，他知道跟

誰取得，維持各單位的服務，他覺得哪一個服務比較適合他，他就會

去那邊。我覺得做聯合書目就好，不要整合大家的資源，國外他們也

是做聯合書目，沒有做資源全部集中這件事情。(北區焦點團體座談) 

 

現行如果要館際互借的話，譬如說用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帳號，就可以

去借別的圖書館的資源，這種方式就複雜多了，因為需要經過帳號的

交換，系統難度相當高。但是用一個公用的帳號，譬如說新北市立圖

書館的使用者要去借臺北市立圖書館的資源，他就用一個相同的帳號

去借，到時候我們在統計的時候就會知道，某一部分的流量來自於臺

北市，只是我們沒有辦法對讀者的身分做分析，但是至少我們在館際

上會做得比較平順。當然這種單一帳號借跟多帳號借這不相衝突，因

為資訊交換夠的話，將來也可以變成各個直接過來，但是一開始草創

的時候，可以用單一帳號去借就可以了。再來就是，我們跑到資訊時

代，視障者絕對不會滿足於我借了三天之後才回來，所以通常會跟清

大、彰師大一樣線上就直接借用。所以他可能就是一個帳號登入之後，

在線上就可以直接使用。(北區焦點團體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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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則建議，學習國家圖書館的「公共圖書館區域資

源中心」（相關介紹參見：http://rrc.ncl.edu.tw/publiclib/tw/page_02-1.html）的作法，

以 API介接各館書目清單跟讀者資料，就可以做到一證通行各館借閱的理想。 

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認為現階段以館際間交換借書證的模式是因為，各單

位對使用者的資格認定不一，且擔心若要做到各館讀者只要一證可以通行各視障

機構借閱資源，有洩露讀者個人資料疑慮。但仍期待未來可以解決上述問題，例

如有統一的資格認定標準和一證通行各館時，需有讀者授權同意個人資料提供給

他館等，讓視障者可以一證通借。若做到此，也可以為各單位恐違背與出版社簽

訂資源只限流通於各自讀者之契約解套。 

 

這個平臺不會有讀者個人資料，讀者資料也不會在他那邊，只是介接

到各圖書館裡的個人資料。(南區焦點團體座談) 

 

合作都會涉及到系統的功能改善，會找我們的系統開發廠商來研議討

論，系統功能改善之後，如何讓合作館的讀者或合作館可以更方便的

取用臺圖提供的資源，是可以思考的。起碼我們可以先做到是臺圖的

資源如何釋放給其它的合作單位來使用，那未來其它合作單位的資源

如何透過我們的系統，連結到其它單位的系統，並且透過一個讓大家

彼此認可的機制，讓讀者可以不用在重複辦證的情況下，取用合作館

的資源。我想這是我們期望的目標，可能沒有辦法一次到位，因為這

涉及到彼此合作的可行條件，也涉及到資源跟系統可以改善的程度。

剛剛提到的資源製作，預期製作或是製作中的書目，如果大家有意願，

我們事後是可以發函給各單位，透過正式的行政程序，定期把這些資

訊提供給我們，起碼我們可以提供一個交流查詢的平臺，讓大家來利

用、查詢，避免資源的重複製作。希望更進一步的，未來大家可以有

一個特色館藏發展的合作模式，大家可以有一些各自製作的領域比較

不重複的部分，那我們也可以減少在那邊不斷查詢的過程。(國立臺灣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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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 A 提到的期待則是，以資料庫的形式匯集所

有的資源，大家可以共同使用其中的資源。或是，由國臺圖製作資源，分

享給他館使用。 

 

大家把資源都提供出來放在同一個資料庫裡面。就是大家把所有內容，

不管 MP3、電子書提供出來，直接大家共享。那是視障者的心聲，我

們也是覺得是這樣，可是要不要提供出來，會不會影響到每館的業績，

這是很現實的。(中區焦點團體座談) 

 

我們會希望像國臺圖，主要領導的館可以統一製作東西，下放資源，

不然我們其實也沒有能力、錢自己去做。沒有資源我們也很難推，希

望有一個聯合製作中心，統一製做具有一定品質的資源，下放給其它

圖書館，我們會負責推動。這是完美的構想。不然每個館都去錄有聲

書，怎麼可能。老實說也很浪費時間，同樣一本書不同的館去錄，這

種又是法律上規範是合理使用的範圍，會希望有機構可以是統一的製

作中心，可以控管品質，資源也可以下放，讓其它小館去推動。(中區

焦點團體座談) 

 

四、 合作細節的共識與規劃 

 

本研究於 2016 年五位學者專家深度訪談及北、中、南焦點團體訪談後，綜

整出相關合作細節，並就此再次邀請國內視障機構進行討論，第一次會議得到的

共識如下： 

 

（一） 可共享資源之定義： 

 

目前各視障機構典藏的資源原則上都可以共享，惟服務的方式各機構有異。

考慮各視障機構服務績效，未來合作聯盟成立，若能提供各機構所屬資源使用的

統計數據，將提高各視障機構提供資源服務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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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置視障機構資源共享服務平臺(平臺及官網，提供聯盟介紹、服務說明、

資源介紹、館藏查詢等功能)： 

 

站在資源開放及共享的立場，各視障機構贊成建置平臺，但表示後續維護

該由誰負責才是重點。若以國臺圖平臺做為單一入口，視障朋友申請國臺圖的借

閱證，可以同步引介申請其他館的借閱證，各機構的資源可以由此入口借閱。而

實體資源借閱建議由各典藏館直接將資源寄到視障朋友家中。 

 

（三） 館藏查詢(即聯合目錄)，以 API介接方式處理： 

 

各視障機構認為聯合目錄的建置有其必要性。但為避免各視障機構資源重

複製作，要思考平臺的作法。此外，視障朋友由聯合目錄檢索到他館的電子資源，

應該可以直接點選下載使用。 

 

（四） 館際互借： 

 

各視障機構同意以交換借書證方式辦理(例如 10張，即提供讀者證號 10個

給對方館，此方法可以解決讀者資格認證問題)。可以採用虛擬帳號方式，各館

自訂可預約數量；不同讀者借閱不同資源可以記錄在同一虛擬帳號之下。 

 

第一次會議在合作聯盟方向和作法上有初步的共識，與會者建議此後的座

談會能針對細部作法進行討論。據此，本研究擬訂了「視障服務機構資訊共享聯

盟執行細節初步規劃」如下，並獲得與會者同意。 

 

（一） 擬製作資源登錄 

 

為了擴充視障資源的類型，各機構在所需資源外，儘量避免重複製作。由國

臺圖提供資源製作登錄系統，請各聯盟機構，資源製作前除了先查詢聯合目錄了

解他機構的館藏狀況外，確定製作此資源時，建請聯盟機構先登錄書名、作者、

資源格式類型、預計完成日等資料。國臺圖將此資源匯入聯合目錄中，各聯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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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可得知其他機構製作中資源，可供日後是否製作之參考。 

 

（二） 聯合目錄 

 

為了達到書目整合，以利資源互借和避免資源重複製作，國臺圖維持目前彙

整其他機構書目的兩種作法。其一，由國臺圖連線至他機構查詢，包括臺北市立

圖書館視障電子圖書館、淡江大學華文視障圖書館、愛盲基金會有聲書平臺、清

華大學有聲書平臺。其二，他機構書目匯入國臺圖平臺，包括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彰化師大圖書館、髙雄市立圖書館。以下為所規劃之兩種做法： 

 

1. 若聯盟機構已有書目系統： 

(1) 仍採連線查詢之方式，由國臺圖主機連線到他機構查詢。 

(2) 國臺圖整合查詢系統定期藉由 API抓取聯盟機構的書目資料更新於國臺圖

主機。 

 

2. 若聯盟機構目前無書目系統： 

(1) 請聯盟機構提供書目 EXCEL表單，由國臺圖匯入書目資料。 

(2) 開放上傳權限，由各聯盟機構自行上傳更新，上傳後由國臺圖進行查核，查

核通過後再顯示於前臺。 

(3) 提供後臺並開放編修書目權限給各聯盟機構自行維護。 

 

（三） 讀者認證 

 

由於視障讀者身分認定各館作法不同，未來進行資源互借時，為免爭議，仍

由各視障機構進行認證。當視障朋友向各聯盟機構申請讀者證，由各聯盟機構認

證其身分資格。爾後各聯盟機構的讀者查詢書目整合系統時，須先選擇館別。兩

種讀者資料處理作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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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聯盟機構已有系統 (有讀者資料檔) 

採取 API遠端認證方式，讀者資料由各館自行保管；或由國臺圖協助建立

API認證。 

 

2. 聯盟館無系統 

聯盟館將讀者資料直接匯入／建立在國臺圖系統，讀者檔保存在國臺圖主機，

由國臺圖主機來認證讀者。基於個資考量，讀者新辦證時請其授權將讀者資料提

供給國臺圖；已辦證讀者則在首次使用系統時請其線上授權。 

 

（四） 資源借閱 

 

原則上，聯盟各機構保有各自資源，且自訂共享資源的範圍。至於資源借閱，

本案規劃三種作法： 

 

1. 各聯盟機構，聯盟機構讀者查詢整合系統時，若想借閱他機構的資源(電子

資源)，則由國臺圖系統向該機構發出資源使用請求權，讀者透過 API連線

認證後直接使用，若無該機構之會員則提供數位虛擬讀者帳號進行認證。國

臺圖系統能提供統計數據給各館。 

 

2. 讀者若想借閱實體資源，則由國臺圖系統向該機構發出訊息，由該機構直接

郵寄資源給讀者，並建置數位虛擬讀者帳號紀錄，以使他機構能掌握非屬該

館會員所借實體資源的資訊。 

 

 

3. 除了建置虛擬讀者帳號外，各資源借出館也可要求讀者辦理該館讀者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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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章綜整專家學者深度訪談及視障機構服務人員焦點團體座談研究結果，

配合文獻分析的理論觀點後分兩節，第一節結論、第二節研究結果與文獻比較及

第三節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研究發現各視障機構目前對特殊版本圖書資源合作共享的內部動機並不明

顯，外部動機即人力或經費挹注的誘因是強烈的。可能的合作模式有兩種，兩種

都是由國臺圖或第三方機構向政府申請專案計畫，支持成立合作聯盟，建置聯合

目錄和館際互借事宜。 

 

一、 合作模式一 

 

各館提供書目資料，建置獨立的聯合目錄和書目查詢平臺，各館採購和製

作資源前先查詢，儘量避免重複製作。館際互借的作法為，各館交換借書證(數

量再議)，以他方館的借書證辦理自家讀者對他方館資源的借閱。此方法有經費

技援的誘因，也可以克服合作的幾項阻力：所屬單位萎縮、視障讀者資格認定的

問題、自家讀者減少、違背與出版社協定、視障朋友對原使用平臺的依賴等。 

 

二、 合作模式二 

 

建立獨立的書目查詢平臺，以 API 介接的方式連結到各館的書目資料和讀

者資料，讀者以各館的借書證即可借閱他館資源。此模式也可克服前述的合作阻

力，唯各單位 API 介接的程式撰寫須負擔費用，視障機構希望由專案計畫經費支

援。 

上述模式，依 Išoraitě (2009)的策略聯盟特徵評估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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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聯盟特徵 評估結果 

1. 該策略聯盟是否讓組織更有效率、效益地達成目標？ 可以達成目標 

2. 有那些競爭優勢可以促成該策略聯盟成立？ 經費挹注 

3. 該聯盟是否重要到要納入組織策略內？聯盟成立後

能否獲得上層管理者的支持？ 

該聯盟成立符合國

臺圖 105-108 年

「強化身心障礙者

數位化圖書資源利

用中程發展計畫」

目標 

4. 尋求策略聯盟時，誰是關鍵推動人？ 國立臺灣圖書館 

5. 欲借由該策略聯盟達成的關鍵目標是什麼？ 合作資訊共享與館

際互借 

6. 該策略聯盟是否對組織的目標和願景有幫助？ 兩種合作模式有助

組織目標與願景 

7. 什麼管道和機制能找出聯盟的潛在策略伙伴？ 已知合作伙伴的推

薦 

8. 期待潛在策略伙伴有什麼貢獻？ 合作採購、借閱與

館藏發展 

9. 聯盟的設計是否能吸引伙伴？ 來自經費的誘因大 

10. 策略聯盟典型的生命周期(typical life cycle)

是什麼？如何結束？ 

先建立聯合目錄、

合作典藏、館際互

動、合作館藏發展 

11. 策略聯盟的那些觀點能良好運作？ 克服阻礙合作的因

素、專案計畫支持 

12. 建立策略聯盟的阻礙會是什麼？ 專案計畫停止經費

即終止 

13. 策略聯盟的那些部分是最難實現？ 申請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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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細節規劃 

 

合作細節規劃了擬製作資源登錄、聯合目錄、讀者認證、資源借閱等四個

部分。短期可先進行聯合目錄建置，中期開發擬製作資源登錄系統，如此可達到

避免資源重複製作的理想。長期目標則是資源互借，其中牽涉讀者認證問題。各

部分的細節規劃，說明如下 

 

（一） 擬製作資源登錄 

 

擬製作資源登錄旨在避免各館除了認定核心館藏外，其他資源可以避免重

複採購。作法說明如下： 

由國臺圖提供資源製作登錄系統，請各聯盟機構，資源製作前除了先查詢

聯合目錄了解他機構的館藏狀況外，確定製作此資源時，建請先登錄書名、作者、

資源格式類型、預計完成日等資料。國臺圖將此資源匯入聯合目錄中，各聯盟機

構可得知其他機構製作中資源，可供日後是否製作之參考。 

 

（二） 聯合目錄 

 

聯合目錄平臺是合作的前提，透過聯合目錄建置，才能瞭解各館館藏狀況，

也才能達到館際互借理想。作法說明如下： 

 

1. 若聯盟機構已有書目系統 

(1)仍採連線查詢之方式，由國臺圖主機連線到他機構查詢。 

(2)國臺圖整合查詢系統定期藉由 API 抓取聯盟機構的書目資料更新於國臺圖主

機。 

 

2. 若聯盟機構目前無書目系統 

(1)請聯盟機構提供書目 EXCEL表單，由國臺圖匯入書目資料。 

(2)開放上傳權限，由各聯盟機構自行上傳更新，上傳後由國臺圖進行查核，查

核通過後再顯示於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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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後臺並開放編修書目權限給各聯盟機構自行維護。 

 

（三） 讀者認證 

 

為了讓讀者能一證通行，即以一個證件即可借閱各合作館館藏，讀者身分

資格認證仍保留給原辦證館。作法說明如下： 

 

1.若聯盟機構已有系統 (有讀者資料檔) 

採取 API 遠端認證方式，讀者資料由各館自行保管。(或由國臺圖協助建立

API認證) 

 

2. 聯盟館無系統 

聯盟館將讀者資料直接匯入／建立在國臺圖系統，讀者檔保存在國臺圖主機，

由國臺圖主機來認證讀者。讀者新辦證時請其授權將讀者資料提供給國臺圖；已

辦證讀者則在首次使用系統時請其線上授權。 

 

（四） 資源借閱 

 

資源的館際互借是合作的最終目標，擴大各機構讀者可以近用資源的範圍。

作法說明如下： 

 

1.各聯盟機構讀者查詢整合系統時，若想借閱他機構的資源(電子資源)，則由國

臺圖系統向該機構發出資源使用請求權，讀者透過 API連線認證後直接使用，

若非該機構之讀者則提供數位虛擬讀者帳號進行認證。國臺圖系統能提供統

計數據給各館。 

2.讀者若想借閱實體資源，則由國臺圖系統向該機構發出訊息，由該機構直接郵

寄資源給讀者，並建置數位虛擬讀者帳號紀錄，以使他機構能掌握非屬該館

會員所借實體資源的資訊。 

3.除了建置虛擬讀者帳號外，各資源借出館也可要求讀者辦理該館讀者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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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此合作模式及細節在 2017 年 2 月 6 日視障服務機構資訊共享聯盟執行細節

初步規劃座談會議中獲得與會者的認同，已克服動機各異困難，也讓大家瞭解合

作必需性。其他影響合作因素部分，在缺乏合作意願方面，本研究期間共執行五

次焦點團體座談，座談除了蒐集研究資料外，也具有告知和說服的作用，讓與會

者瞭解未來合作聯盟可能成立，也希望各視障機構能夠加入聯盟。在擔心資源減

少和所屬單位萎縮方面，此合作模式建議各機構仍保有各自資源，只希望讀者能

近用到更多資源。因此，此方面的困難應可克服。原本視障機構擔心合作聯盟成

立後，讀者須由新的平臺近用資源，本案規劃以 API 介接的方式，讓讀者可以一

證檢索和借閱各館資源，可以免除擔心讀者對原有平臺依賴的問題。最後，在擔

心違背與出版社的協定部分，讀者透過 API 連線認證後使用資源，身分視同該館

讀者，且身分已被認證，因此沒有違背與出版社協定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結果與文獻比較 
 

本研究的受訪者皆認同合作的必要性，這與梁康馨（2006）調查臺灣地灣電

子書採購聯盟成員的意見結果是一致的：加入聯盟可以減少館際互借的業務壓力、

可以強化與其他圖書館的合作關係。本研究提出的兩個合作模式，符合吳美美

(2001)提出的，合作仍需由主管機關、專責單位來協助架構合作制度之想法；同

時也可以避免王振鵠和吳美美 (1991)、楊美華(1995)提到的問題。他們指出，

圖書館間資源共享的瓶頸是，各館受到行政管理制度的約制，各自為政，彼此長

久不相往來，同一系統也缺乏協調，資源分配也不合理，整體資源佈局零亂、缺

乏統籌單位、各館心理障礙及館藏數量的迷思。 

本研究提出的合作模式，屬於 Morgan(2012)所提的，意願形協作。它適用於

嘗試合作的初期階段;屬於 Himmelamn, Mattesich, Morrisey, Winer, Ray (n.d.)

提到組織合作的策略中的協作(collaborating)：組織合作交換資訊、改變活動

或共享資源，強化彼此能力和整體的努力。在彼此定義好的關係中達到目標，此

目標可能是單一組織無法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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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已提出各視障機構資源共享合作模式及執行細節。未來若要落實本研

究的規劃，國臺圖若要以既有的「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為合作系統時，

建議國臺圖可就該系統進行使用者研究，邀請視障朋友及視障機構為研究對象，

並根據研究結果調整系統介面設計，以使系統更符合視障者需求並能吸引更多合

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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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焦點團體座談名單 

機構名稱 

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交通大學圖書館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盲人有聲圖書館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圖書館 

國立臺灣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心 

清華大學盲友會 

新北市立圖書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 

臺北啟明學校 

臺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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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北區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主持人：葉乃靜教授 

與會人：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圖書館何智堯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出版中心劉沛晴 

交大圖書館何佳欣 

新北市立圖書館莊雅因 

淡江視障資源中心林柏榮 

清華盲友會江穎萊 

清華盲友會麥佩如 

國立臺灣圖書館周淑惠 

國立臺灣圖書館蔡美蒨 

國立臺灣圖書館莊易儒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14日(星期五)上午 10:00-12:00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一、 從個人的工作經驗中，請談談你們覺得臺灣的視障服務機構有沒有合作的

需求？ 

 

1. 合作的需求是有的，但合作前須先定義可以共享的資源，並建立平臺，降低

資源的重複製作。 

2. 成立統籌資源中心，方便相關單位借用及尋找資源。 

3. 修訂放寬對於特殊讀者的定義，除了視障者之外，可以考量擴及聽障者、學

習障礙者，甚至肢體障礙者，只要有特殊的需求也能申請。以讓資源有最大

的取得跟利用。 

4. 聯合目錄的平臺須便於視障者學習與操作。製作聯合目錄時，希望資源還是

在原機構，如此讓各機構維持原來的營運，也避免衝擊視障者使用系統的習

慣。目前已有合作基楚，未來可以做功能改善，各單位儘量更新書目，避免

重複製作資源。 

 

二、 大家覺得有互借的需求。如果聯合目錄已經有一個雛形，下一步的合作就

是館際互借。不知道大家對這個的看法是？ 

 

1. 合作前統一編書代號。 

2. 用館對館的方式，以單一證或交換證，透過當地館的審查機制認定的身分後，

代向合作館申請，讀者再到館來取借或郵寄到家。不讓讀者重複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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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位資源部分則以各系統之間開發 API 介接方式處理。此作法類似公共圖書

館電子書平臺。 

4. 線上有聲書下載必須有 DRM的保護。 

5. 未來可以與書商同步，由 Readmore 或其他閱讀介面，購買新書。即將視障

者視為一般讀者，讓視障者直接線上取得資源。數位有聲書透過串流即可播

放，點字得靠導盲鼠或可以讀懂 WCB 格式的系統。未來可以和出版社合作，

出版社提供明眼字檔後我們轉成點字，直接受著作權法的規範與保護。其次，

因為網站有帳號認證，不會違反著作權規定。第三，讀懂點字的工具有保護

鎖，只有視障者才能夠申請。 

 

三、 大家對視障朋友有單一借書證，就可以檢索到各個館的資源，是有共識的？ 

 

1. 是，希望各館仍有各自的讀者，讀者還是用各館的平臺，透過 API使用合作

館資源。例如在目前國臺圖的聯合目錄，找到某本書在 A館，視障者可以直

接點下載，用 WCBE來聽。這像閱讀器的概念，想要去 amazon 就去 amazon，

用蘋果就用蘋果。我習慣淡江的閱讀方式，就去淡江，習慣清大就去清大，

愛盲去愛盲。臺圖角色就像華藝或是凌網電子書，它只是讓大家放資源。流

量也可以統計。 

2. 視障者需要有聲書和點字書，有聲書用串流的方式，各單位透過帳號認證之

後，就可以串流；點字書直接下載使用。明眼字部分，例如 EPUB 或 PDF，出

版社會有疑慮。 

3. 未來希望合作館之間有進一步的作法，即以交叉的方式，合作館讀者可以來

臺圖使用相關的資源，透過認證的機制不用再來辦臺圖的證。 

 

四、一張證可以在各館借閱的理想，牽涉到各個館認證的嚴謹度，還有個資的問

題。現在圖書館界例如區域資源中心的合作模式若達不到，是否可以由各館

交換借書證做起？ 

 

1. 可以開一個共用帳號，代表它的館使用者的帳號，用這個帳號來跟合作館借。

沒有獨立供視障者檢索之系統的圖書館，可以把資源放在臺圖，把這些書標

為各館館藏，各館網站提供連結到臺圖，使用者到臺圖借閱。 

2. 未來希望有合作館藏發展的模式，不重複資源製作。 

3. 在合作機制進一步建立前，臺圖希望把資源分享給大家，不影響大家營運，

也不要求大家把資料集中，但希望書目資料可以匯入臺圖系統，讓讀者透過

單一的查詢窗口連結到各單位使用資源。國臺圖今年會開發手機版，APP 會

做功能改善，未來電子書也可以透過 APP 下載聆聽。閱覽規章也做了相關的

修正，納入聽障者和閱讀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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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視障機構的合作模式因為已經有聯合目錄的雛形，接下來可以做的是

館跟館之間的讀者是透過館，再去 access 到其它各館的資源，這是初期的

理想。進一步的理想，是可以不用透過館，讀者可以直接一證在手就可以檢

索到所有館的資源。更遠的我們合作館藏發展，各館分做不同領域、主題的

點字書或是有聲書，避免資源重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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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中區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主持人：葉乃靜教授 

與會人：國立資訊公共圖書館 洪瑛姿 

國立臺灣圖書館 莊易儒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14日(星期五)上午 10:00-12:00 

會議地點：國立資訊公共圖書館 

 

一、可以介紹國立公共圖書館視障資源服務的狀況？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012年成立新館，舊館有視障服務，只是礙於空間，區

域很小設備簡單。新館特別規劃這樣的區域。2013 年開始和其他團體有密集

的接觸，例如臺中市視障者關懷協會、愛盲。我們合作的單位蠻多，近幾年

淡大每年辦資訊的課程，中部場也在這裡辦。新成立時缺乏館藏，彰師大提

供一批有聲書複本，館藏合作很少。目前總館藏兩千多筆，有聲書七百一十

三件，點字書跟數位點字書加起來七百多件，雙視書七百多件，總共約兩千

四百多件。 

 

二、假設說未來想成立視障機構合作聯盟，除了提供場地之外，你們覺得跟其它

視障單位的合作需求是什麼？ 

 

如果有統一的機構做資源的分配，譬如國臺圖的系統只有目錄，若能拿到資

源更好。例如視障者習慣直接上各家的平臺下載 MP3。目前只有目錄，視障

者要到各家的平臺使用資源，較不方便。 

 

三、一證通借，讀者較方便。但涉及個資及各館對視障讀者的身份認定標準不同。

你的看法是？ 

 

應該不大可能，各館不願釋出資源；另外也違反跟出版商徵集資料時的約定。

身分認證部分，只要讀者同意，反而是系統介接問題比較大，不會是讀者個

資。 

 

四、你對建置視障機構聯合目錄的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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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聯合目錄，各館會擔心讀者跑掉，或拒絕學習新系統。若建置，各館仍要

去推廣使用。聯合目錄的優點是書目資料完整，書目品質有保障 

 

五、你覺得要促成合作的話，可以怎麼做？ 

 

館際合作是好的，如果一卡通還不能實現，至少每個館要有其它合作單位的

證，以協助視障者借閱。但仍要考慮逾期歸還規則，以及證號數量。 

 

六、你認為什麼條件下合作理想才會成功？ 

 

1. 應用資料庫的概念，各資源仍掛各單位的名字。希望大館如國臺圖，可以統

一製作、開放資源，我們其實也沒有能力、錢製作。因此產量不大，一年可

能不到百冊。 

2. 我們跟視障團體合作最大的困難是，窗口常常換人。 

 

七、如果說合作會變成小館依賴大館，那貴館可以貢獻什麼？ 

 

可以貢獻場地、服務人員和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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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南區焦點團體座談會議紀錄 

 

主持人：葉乃靜教授 

與會人：高雄市立圖書館  劉怡伶 

臺南市立圖書館  郭妮娜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 邵主任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 館員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2:30-4:00 

會議地點：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 

 

一、請先說說貴館的視障服務與資源狀況。 

 

1. 高雄市圖書館視障部分主要分為總館跟分館，分館是新興分館，是主要的活

動場地。有些視障館藏是總館跟新興分館都有圖書館藏。針對活動如研習、

推廣還是會在新興分館辦理，因為成立比較久，無障礙服務設施較足夠。總

館主要提供館藏。 

2. 臺南市立圖書館點字書兩百六十五冊，有聲書沒有特別統計。舊總館一樓上

網區有設座位給視障讀者，提供盲用電腦、觸摸顯示器，但沒有擴視機。 

 

二、視障讀者使用你們的線上有聲書是否要經過認證？ 

 

高市圖對視障資源有特別規定，讀者沒有出示相關證件就比照一般讀者的借

閱期限、冊數，有出示視障相關手冊，借閱的天數與冊數就增加。高市圖沒

有核發借閱證，直接用身分證。資源清單沒有獨立出來，但檢索結果會秀出

有聲書或電子書。 

 

三、請談談貴單位與其它視障團體的合作經驗。 

 

高市圖和視障團體合作大概分兩部分，一個是採編購書，有些購書網站會做

雙視書、點字的貼紙。我們和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合作。它提供建

議的書單給我們決定。書是另外跟出版社、代理商買。我們做點字書和雙視

書。目前雙視書的館藏需求比較多。有聲書會搭配盲用電腦。 

 

四、從這些合作經驗，你覺得合作成功的因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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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來合作聯盟成立，各館系統要以 API 介接，希望費用由聯盟支付。 

2. 讀者身分認證也是透過 API要各館查詢。 

 

五、請談談跟視障團體合作面臨到的困難和解決方式。 

 

1. 我們合作辦活動比較多，大概是場地的限制，和人員異動。 

2. 合作要有利益，無償的合作變數會比較多，合作要成功還是要挹注經費人

力。 

3. 如何結合民間團體力量是個困難點，民間團體資源更多，也許可以詢問他們

的想法，只要他們願意站出來，其它的些團體應該都會比較好配合。 

4. 合作也涉及各館價值觀，還要能說服其他團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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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期中審查意見修正說明對照表 

審查意見 回覆及處理說明 

一、(一)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關於國內視障機構資

源合作共享相關研究部分，目前所列資料較為欠

缺，建議增加補充，豐富文獻，如可參考 2001 年

發表之《視障資源整合的必要》一文，有助了解視

障資源分析情形及整合方法。並請評估考量是否將

原本放在第四章第一節有關國內視障資源製作典

藏機構發展現況內容移至文獻探討第五節，另外建

議增列各機構之服務方式與其目前使用之平臺介

紹，作為現況研究補充說明。 

1.已增加國內視障機構

資源合作共享相關研究

部分文獻。 

2.由於第四章第一節有

關國內視障資源製作典

藏機構發展現況內容，是

回應研究問題，放在第四

章第一節較妥當。已增加

相關平臺及服務方式說

明。 

一、(二)建議增加國外案例之探討，藉由較成熟之

個案及國外視障法規和合作辦法，探討資源平臺之

技術及如何建立合作制度，如美國威斯康辛州密爾

瓦基公共圖書館即為很好的參考範例。 

由於美國威斯康辛州密

爾瓦基公共圖書館資料

不多，第一章第二節增加

美國國會圖書館

NLS(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及英國

Share the vision 計畫說

明。 

一、(三)附錄之座談會及訪談資料，建議摘錄精要

重點做成會議紀錄 即可，無須以逐字稿方式呈現。 

已修正 

二、(一)建議於第一章增加一節敘明研究範圍與限

制，呼應研究內容大綱將本研究範圍界定為視障資

源合作共享制度之研究，以避免因委託案名稱造成

研究範圍之誤解。 

已增加 

二、(二)因本研究除了案例探討還有座談會等資料

蒐整，建議在 P.3 2 本研究計畫執行之任務部分，

增列對應研究方法之相關說明。 

已修正 

二、(三)於館際合作部分建議可增加下列內容： 1. 

釐清與分析各館視障資源，清楚定義出共享之視障

資源類型及範圍。 2. 分析館藏資源，了解各館資

源的性質，及其特色資源共享之可能性。 3. 釐清

要共享之資源為實體或是虛擬形式，因會影響到政

策未來走向，應先定義清楚。 

接續研究將邀請視障單

位討論合作的執行細

節。討論前將先釐清右列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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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建議未來資源共享之合作對象可以列入與

出版社合作之可能性，並規劃與出版社之合作模

式，畢竟資訊科技影響資源未來走向，若能與出版

社合作有助加速資源之蒐整。 

本計畫因資源限制，已增

加研究範圍一節說明本

案仍以視障機構間的合

作共享為限。與出版社的

合作模式將另案討論。 

二、(五)在執行策略上，建議列出具體詳細策略，

如短、中、長期策略，並根據現況評估，提出逐步

落實之步驟。 

本項建議將於接續研究

落實，並於期末報告提出

結果。 

二、(六)建議針對目前所列現況中的合作困難點，

思考如何讓合作單位認為利益大於困難進而願意

合作，尋求突破點及可行合作方式。 

本項建議將於接續研究

落實，並於期末報告提出

結果。 

二、(七)建議可將目前之訪談分析結果與文獻資料

發現作分析對照，檢視其相同相異之處。 

已增加一節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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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特殊版本圖書資源合作共享制度規劃座談會會議紀錄 

 

主持人：葉乃靜教授 

與會人：如簽到表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6日(星期五)上午 9:30-12:00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7051室 

 

壹、討論內容 

一、 可共享資源之定義。 

 

決議： 

1. 目前各視障機構典藏的資源都可以共享，惟服務的方式各機構有異。 

2. 考慮各視障機構的績效，未來合作聯盟成立，若能提供各機構提供之服務的

統計數據，將提高各視障機構提供資源服務的意願。 

 

二、 建置視障機構資源共享服務平臺(平臺及官網，提供聯盟介紹、服務說明、

資源介紹、館藏查詢等功能)。 

 

決議： 

1. 站在資源開放及共享的立場，贊成建置平臺表示，但後續維護該由誰負責才

是重點。 

2. 若以國臺圖平臺做為單一入口，視障朋友申請國臺圖的借閱證，可以同步申

請其他館的借閱證，各機構的資源可以由此入口借閱。 

3. 實體資源借閱贊同由各館直接將資源寄到視障朋友家中。 

 

三、 館藏查詢(即聯合目錄)，以 API介接方式處理。 

 

決議： 

1. 聯合目錄的建置有其必要性。 

2. 為避免各視障機構資源重複製作，要思考平臺的作法。 

3. 視障朋友由聯合目錄檢索到他館的電子資源，應該可以直接點選下載使用。 

 

四、館際互借:以交換借書證方式辦理(例如 10張，即提供讀者證號 10個給對方

館，此方法可以解決讀者資格認證問題)。 

 

決議： 

1. 可以採用虛擬帳號方式，各館自訂可預約數量；不同讀者借閱不同資源可以

記錄在同一虛擬帳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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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XT 檔是最受學生喜愛的檔案格式，但共享方便，對出版社而言沒有保護機

制，出版商較不願意提供。 

 

貳、臨時動議 

 

本次會議在合作聯盟方向和作法上有初步的共識，建議下次座談會能針對細部作

法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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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視障服務機構資訊共享聯盟執行細節初步規劃座談會會議紀錄 

主持人：葉乃靜教授 

與會人：如簽到表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6日 (星期一) 上午 9:30-10:30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7051室 

 

討論事項: 

 

一、擬製作資源登錄。 

 

說明：為了擴充視障資源的類型，各機構在所需資源外，儘量避免重複製作。 

作法：擬由國臺圖提供資源製作登錄系統，請各聯盟機構，資源製作前除了先查

詢聯合目錄了解他機構的館藏狀況外，確定製作此資源時，建請先登錄書

名、作者、資源格式類型、預計完成日等資料。國臺圖將此資源匯入聯合

目錄中，各聯盟機構可得知其他機構製作中資源，可供日後是否製作之參

考。 

決議：各館表示同意上述作法。 

 

二、聯合目錄(書目整合)建置。 

 

說明：國臺圖目前彙整其他機構書目的作法如下圖。1.由國臺圖連線至他機構查

詢，包括臺北市立圖書館、淡江大學華文視障圖書館、愛盲基金會、清華

大學有聲書。2.他機構書目匯入國臺圖平臺，包括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彰化師大圖書館、髙雄市立圖書館。 

 

 

 

 

作法： 

1. 若聯盟機構已有書目系統： 

(1) 仍採連線查詢之方式，由國臺圖主機連線到他機構查詢。 

(2) 國臺圖整合查詢系統定期藉由 API抓取聯盟機構的書目資料更新於國臺圖

主機。 

 2. 若聯盟機構目前無書目系統： 

(1) 請聯盟機構提供書目 EXCEL表單，由國臺圖匯入書目資料。 

(2) 開放上傳權限，由各聯盟機構自行上傳更新，上傳後由國臺圖進行查核，

查核通過後再顯示於前臺。 

連線至他機構查詢 

他機構書目匯入國臺圖平臺 

國臺圖整合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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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後臺並開放編修書目權限給各聯盟機構自行維護。 

決議：各館表示同意上述作法。 

 

三、讀者認證。 

 

說明：若視障朋友向各聯盟機構申請讀者證，由各聯盟機構認證其身份資格。爾

後各聯盟機構的讀者查詢書目整合系統時，須先選擇館別。讀者資料處理

方式如作法說明。 

作法：1. 若聯盟機構已有系統 (有讀者資料檔) 

採取 API 遠端認證方式，讀者資料由各館自行保管。(或由國臺圖協助

建立 API 認證) 

 2. 聯盟館無系統 

聯盟館將讀者資料直接匯入／建立在國臺圖系統，讀者檔保存在國臺圖

主機，由國臺圖主機來認證讀者。 

決議：各館表示同意上述作法。採用第二種作法時，基於個資考量，讀者新辦證

時請其授權將讀者資料提供給國臺圖；已辦證讀者則在首次使用系統時請

其線上授權。 

 

四、資源借閱。 

 

說明：各機構聯盟保有各自資源，且自訂共享資源的範圍。 

作法： 1.各聯盟機構讀者查詢整合系統時，若想借閱他機構的資源(電子資源)，

則由國臺圖系統向該機構發出資源使用請求權，讀者透過 API 連線認

證後直接使用，若非該機構之讀者則提供數位虛擬讀者帳號進行認證。

國臺圖系統能提供統計數據給各館。 

2.讀者若想借閱實體資源，則由國臺圖系統向該機構發出訊息，由該機構

直接郵寄資源給讀者，並建置數位虛擬讀者帳號紀錄，以使他機構能掌

握非屬該館會員所借實體資源的資訊。 

決議：各館表示同意上述作法。除了建置虛擬讀者帳號外，各資源借出館也可要

求讀者辦理該館讀者證。 

 

五、其他建議 

 

1. 未來建置平臺時，可邀請視障者參與，以視障者的角度設計，達到無障礙介

面的標準。 

2. 若以現有的系統執行，建議介面再改善。可以邀請專業檢測員檢測，以減少

使用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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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期末審查意見修正說明對照表 

審查意見 回覆及處理說明 

一、 有關報告內容撰寫格式，包括正體字使用、

年代及數字表示方式等，請加以統一修正，

使其具有一致性。援引法規名稱，請依全國

法規資料庫、智慧財產局等政府機關所公布

名稱為準，並請統一標註方式。 

已依建議修正。 

二、 目次漏列第二章第四節，請修正，並請檢視

各章前言敘寫節數及標題是否與各節實際內

容相符。 

已依建議修正。 

三、 有關第三章研究方法所列之文獻分析法應為

文獻回顧，建請修正。 

已刪除文獻分析法，文獻

回顧於第二章探討。 

四、 附錄六建議修正為期中報告審查意見修正情

形對照表。 

已依建議修正。 

五、 第二章文獻探討中關於國外圖書館機構間館

際合作現況敘述較為缺乏，建議補充敘寫並

增列其合作模式及架構等。 

已依建議修正。 

六、 第四章第一節關於國內視障資源製作典藏機

構發展現況部分，建議增列盲人有聲圖書館

及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之現況資料，同

時建議以摘要列表方式綜整分析各單位資

料。 

已依建議增列。 

七、第四章第二節所列出之合作困難點部分，建

議新增段落回應解決對策。 

已於頁 62-63 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