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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際網路的發展已成為社會大眾取用資訊的主要管道，對於身心

障礙者而言，網路沒有行動不便與交通問題，可以讓身心障礙者不因

生理障礙擴展知識範圍，借助科技輔具能讓網頁資訊轉化為點字或語

音輸出，鍵盤與滑鼠的特殊設計也能讓身心障礙者克服生理限制，而

能擁有等同一般人取用寰宇資訊的機會。 

目前以網路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快速檢索瀏覽網站，已成

為現代人上網的習慣。但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瀏覽數量龐大的網路

資源，經常會有網頁字數太多或字體太小、找不到需要的內容、資訊

內容品質良莠不齊、網頁缺乏無障礙設計等問題，讓身心障礙者使用

網路資源經常感到挫折。 

圖書館扮演資訊中介者角色，同時捍衛知識取用平等的權利，建

置主題資源網站（subject gateway）是圖書館館藏服務的延伸，基於

提供身心障礙者資訊檢索服務考量，可建置主題資源網站，將符合需

求的網路資源主動推薦給身心障礙者，減少身心障礙者使用網路資源

的問題。圖書館在蒐集整理網路資源之前，需要瞭解身心障礙者使用

網路資源之需求與意見，對於網路資源的收錄和選擇，也需要建立評

選標準與程序。 

因此，本研究採用意見調查與網站內容分析方式，訪談身心障礙

者以及圖書館主題網站管理者意見，藉由半結構式深度訪談分析，瞭

解身心障礙者需求之網路資源主題與使用網路資源的經驗，據以建立

網路資源評選原則，並進行網路資源內容分析，第一階段評選程序是

基於文獻分析瀏覽相關主題網站選出 257 個網站，經內容評選審查及

訪談調查後，調整為 86 個身心障礙者認同的精選網站，接著，建立

主題網站收錄資源之主題分類、連結網址清單以及網站 metadata 描



  

 

述。同時，探討圖書館管理者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意見，提供圖書館

發展身心障礙服務主題資源網站的規劃建議。 

研究結果提出評選身心障礙主題網站的內容品質評選指標，分為

內容獨特性、權威性、適用性、新穎性以及資訊結構和組織等五項內

容評選指標，並根據身心障礙者訪談意見發展出「福利服務」、「學習

資源」、「法規政策」、「生活與就業」、「圖書資訊服務」、「輔助科技」

等六大主題分類架構，並完成 86 個收錄網站的 metadata 描述，以提

供日後主題網站檢索設計使用，最終，歸納訪談意見對圖書館提出主

題網站需要持續更新維護、增加網站行銷策略、提供個別化服務以及

提升主題網站附加功能等未來發展建議。 

 

 

 

關鍵字：身心障礙讀者服務，網站評估，網路資源，主題資源網站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caused it to become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public to access information. However, for those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disabilities, the network offers mobility options that can enabl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expand their knowledge beyond physical barriers. The information on 

web pages can be converted to braille or voice output, and special keyboard and 

mouse designs can allow th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andicapped to overcome 

physiological limitations and allow equal opportunities to access global information. 

At present, the use of a search engine to quickly search and browse websites has 

become a habit of modern people surfing the Internet. However,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browsing a large number of online resources often results in problems 

such as too many words, small fonts, the failure to find required content, mixed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the lack of barrier-free web page design, caus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often feel frustrated when using network resources. 

Libraries play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intermediary and defender of the right to 

equal access of knowledge. A subject gateway is an extension of a library’s collection 

service. By consider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services for the disabled, subject 

gateways can be built to proactively recommend network resourc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andicapped and reduce the barriers of people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disabilities to using network resources. Before collecting 

and sorting out network resources, libraries must understand the needs and opinion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ho use network resources, and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procedures for the inclusion and selection of network resources must also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study used opinion surveys and websit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Users survey were to interview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ho have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the Internet and library websites. Due to the limited number of 

subjects, a total of 8 visually impaired or hearing impaired persons accept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understand their experience of using network resource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8 administrators of library subject gateway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maintain internet resources services. 

The interview analysis was used to establish network resource selection rules 

and analyze the content of network resources accordingly. During the first stage of the 

selection process, 257 websites were selected from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subject 

gateways. After screening by interviews, this number was adjusted to 86 selected 

websites favored b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source themes 

collected by the subject gateways, the list of URLs, and the metadata descriptions of 

the websites were then developed. At the same time, the opinions of the library 

administrator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 gateway were explored to 

provide planning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ubject gateways. 

This study proposed subject gateway content quality selection indicators for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andicapped according to five categories: content uniqueness, 

authority, applicability, novelty,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ed the six major subject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s of welfare services, learning 

resources, regulatory policies, living and employment,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assisted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opinion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addition, metadata descriptions of 86 included websites were completed to be used 

for future subject gateway retrieval designs. In the end, the interview opinions were 

summarized and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ubject gateways. Libraries should continuously update and maintain the library 

subject gateways, increase their website marketing strategies, provide individualized 

services, and enhance the additional functions of the subject gateways.  

 

Keywords：reader services o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ebsite assessment, internet 

resources, subject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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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緒論分為五節，第一節說明研究背景及動機；第二節釐清研

究目的；第三節陳述研究問題；第四節解釋本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

節進行相關名詞解釋，俾於閱讀本文者對於採用名詞意涵有一致共

識。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圖書館為知識典藏機構，素以維護知的權利、滿足資訊需求、推

動終身教育為職志，對於各類讀者權益的維護有《圖書館權利宣言》

（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載明：「個人利用圖書館權利，不得因其

出身、年齡、背景或觀念，而遭到摒棄或剝奪」。我國《圖書館法》

第 7 條亦揭示：「圖書館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

便利之圖書資訊權益」。因此，圖書館在資訊服務上應照顧所有讀者

的需求（林巧敏，2016a）。然而限於資源取得與環境條件的限制，圖

書館常受限於空間、經費、人力等條件之不足，無法滿足身心障礙讀

者取用資訊的所有需要；也常有身心障礙讀者因個人因素或條件，無

法實際前往圖書館取用資源，導致這些身心障礙讀者實際上是游離在

圖書館之外，久而久之勢必對於圖書館失去信心，最終將圖書館排除

在日常生活的選項之外。 

所幸因資訊技術的發展，無遠弗屆的網路已經成為能消弭實體距

離的最佳工具。身心障礙者普遍有交通不便問題，網路與各項閱讀輔

具的發展，可降低身心障礙者出門取用資訊的困難。根據國際身心障

礙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on Disability）之調查研究指出：網

路、電腦與閱讀輔具可讓身心障礙者有機會接觸更多元的資訊，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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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身心障礙者與社區及社會資源的連結（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on 

Disability, 2000, 2010），甚至身心障礙者慣用網路資源的人口比例，

是非身心障礙族群人口比例的兩倍（Lollar & Andresen, 2011）。視障

者的個人電腦與網路設備擁有率，並不遜於明眼人，視障者擁有收音

機和網路兩項媒體普及率與接觸率遠超過明眼人，顯見網路已成為視

障者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趙雅麗，2001）。但面對數量繁多且龐雜

的網路資源，身心障礙者卻經常面臨找不到網頁、打字輸入不便、不

知道那些網頁值得瀏覽以及想看的網頁沒有無障礙設計等問題（國家

發展委員會，2015a）。 

圖書館基於資訊中介者角色，該如何提供適切的網路資源與服

務，以指引身心障礙讀者善用網路資訊，成為圖書館提供身心障礙讀

者服務需要努力的方向。現今圖書館扮演的角色已不單純是圖書典藏

與閱覽處所，更重要的是發展成為身兼文化、學習與資訊中心的角

色。因此，圖書館除了提供身心障礙者可使用之數位化圖書資源外，

也需要滿足身心障礙者對於新知學習、休閒娛樂、就業規劃、健康醫

療與權益福利等相關資訊需求。網路上豐沛的網站資訊適可開啟身心

障礙者接觸多元資訊的機會，惟網路資源內容品質不一，需要經過評

量與篩選的過程，始能降低身心障礙者取用網路資源的困難。 

圖書館主題式資源指引網站（簡稱主題資源網站）建置觀念已發

展有年，惟對於身心障礙族群需求之主題資源整理則相當缺乏。加上

身心障礙者在浩瀚的網路世界搜尋資訊更需要指引，圖書館有必要針

對其資訊需求整理有特色之主題網站，成為圖書館虛擬館藏服務的一

部分。 

因此，國立臺灣圖書館基於推動圖書館身心障礙讀者服務職責，

冀能透過本研究瞭解圖書館如何建立提供身心障礙讀者使用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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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導航網站，並實際蒐集整理符合身心障礙者需求之圖書資訊、生

活資訊、學習資源以及權益福利等相關資訊網站，以指引身心障礙者

善用網路資源，降低身心障礙讀者使用網路資源的門檻，並可提供其

他圖書館未來發展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規劃過程之參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委託研究計畫目的如下：  

一、 分析網站資源評選標準與原則，建立身心障礙讀者服務主題

資源網站收錄資源的評估程序，並據以蒐集整理可供身心障

礙者使用之各項網路資源。 

二、 探討身心障礙者使用網路資源之資訊需求與意見，提供圖書

館進行主題網站資源整理與主題分類之依據。 

三、 探討圖書館主題資源網站建置過程，協助圖書館進行身心障

礙者主題網站建置規劃以及詮釋資料內容之著錄。 

四、 歸納研究結果，提供國內公共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服務主題

資源網站之建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國立臺灣圖書館委託研究需求，本研究計畫希望探究下列問

題： 

一、 身心障礙者需求的各項主題資源有那些重要的網站？如何評估

讀者適用且資訊品質可靠之網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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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身心障礙讀者可能使用的網路資源主題類型為何？這些資源該

如何分類整理較貼近使用需求？ 

三、 圖書館該如何建立身心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架構？各網

站資源需要分析摘錄的內容重點為何？網站建置需要描述的詮

釋資料項目為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計畫主要在於探討發展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之過程，並

協助國立臺灣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簡稱

本主題資源網站）蒐集整理網站內容，基於研究時效考量說明本研究

範圍與限制，如下：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計畫蒐集整理之網路資源以研究案委託期間（107 年 2 月

至 12 月）存在網際網路並符合收錄主題需求之網站為分析對象，以

臺灣網域為範圍，經網路資源評選原則評估後，納入本主題資源網站

收錄的基礎。 

一般建置主題資源網站工作程序，包括：資源評鑑、資源描述、

主題分類，以及資源維護（Dempsey, 2000；卜小蝶等著，2008）。本

研究目的在於建立資源評鑑原則，並收錄評鑑資源後，進行主題分類

與資源描述，至於日後主題網站資源的維護，不在本研究計畫實際執

行範圍，未來將由委託機構納入原有系統維護管理機制。 

二、研究限制 

（一）文獻探討語文之限制：文獻分析因囿於語文能力，以英文文獻

及中文文獻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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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對象之限制：國內圖書館對於身心障礙者服務之探討

較為缺乏，文獻分析多以視覺障礙者相關研究為主，因此，就

文獻分析部分，難以均衡論述不同身心障礙類型讀者之網路資

源需求，因此，文獻分析儘量取用相關適用之論點，但以閱讀

常規文本有困難之障礙類型讀者為主。 

（三）網路資源主題分類之限制：針對身心障礙讀者使用之網路資源

主題分類，主要根據文獻探討基礎，加上徵詢身心障礙者與相

關團體意見，但單一網站收錄內容包含資訊相當多元，主題分

類僅能依其網站主要內容屬性歸類，至於內容收錄涉及有跨不

同主題分類的網站，則以詮釋資料補充，可提供使用者進行檢

索與後分類呈現，亦爰此提供本主題網站日後建置後分類功能

設計之依據。 

（四）訪談對象之限制：本研究設計訪談對象包括身心障礙者與圖書

館網站管理人員，網站管理人員以現職人員為對象，而身心障

礙者則以訪談因生理障礙導致感知著作較為困難之視覺障礙

或是聽覺障礙者為主，其他身心障礙族群因其感知著作問題較

為複雜，且因缺乏聯繫徵求受訪者的管道，暫不在本研究訪談

對象之列。 

（五）本計畫收錄網站資源以臺灣地區中文網站為主，其它地區或非

中文網站，因使用者之語文識讀能力不同，故暫不納入本計畫

評估網站資源的收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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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計畫涉及之重要名詞解釋如下： 

一、身心障礙者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5 條所稱之身心障礙者，指身

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不全導致顯著偏離或喪失，影響其活動

與參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量等相

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領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但身

心障礙者類型很多，根據 2014 年 6 月 4 日新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

者權益保障法》第 30 條之 1，對於關注資訊接觸權益保障之「身心

障礙者」，解釋為「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

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全國法規資料庫，2018）。

爰此，本計畫行文所稱之「身心障礙者」是以感知著作特別有困難之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學習或閱讀障礙者為主要對象，但加入圖書館

網路資源服務需要兼顧之肢體障礙以及腦性麻痺讀者為網路資源適

用對象範圍。 

二、主題式資源指引網站 

    主題式資源指引網站為一種以網路資源為本，以收集高品質、經

評鑑且能支援特定主題研究的管道通稱，所關注的是蒐集網路上分散

的資源，提供主題分類架構，讓使用者藉以瀏覽與獲取資源，除了提

供各種網路資源的連結外，詳盡的資源描述亦為其服務的基礎（卜小

蝶，鍾季倫，郭佩宜，2005），因此，本研究對於網站資源描述以詮

釋資料（metadata）著錄為準，本研究亦將主題式資源指引網站，簡

稱為主題資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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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本章文獻分析根據研究目的所涉及之議題層面，分為四節，第一

節介紹圖書館主題資源網站建置理念；第二節分析身心障礙者使用之

網站資源；第三節介紹網站評選標準與無障礙設計規範；第四節分析

過去圖書館建置主題資源網站之研究成果。 

第一節  圖書館主題資源網站建置過程 

在當今網際網路快速發展的資訊社會，如何應用網際網路尋找個

人所需資源成為一項必備技能，而圖書館作為資訊傳遞的中介角色，

面對網路資源充斥的時代，圖書館除了蒐集、整理、提供數位資源與

資料庫之外，主題資源網站的整理與建置，成為擴展虛擬館藏與促進

資訊服務的重要事項。 

圖書館為協助使用者尋找專業性資源並過濾不相關之網路資

源，自 90 年代起有兩種技術發展趨勢，一是圖書館將網路資源視為

一種館藏資源型態，依既有館藏發展政策予以選擇、蒐集與整理，進

而建立網路資源合作編目機制；另一種則是針對網路資源由圖書館自

行建置所謂的主題式資源指引網站（subject gateway，簡稱 SG）（卜

小蝶等著，2008）。 

主題式資源指引網站是一種以網路資源為本，以收集高品質、經

評鑑且能支援特定主題研究的管道通稱，所關注的是蒐集網路上分散

的資源，提供主題分類架構，讓使用者藉以瀏覽與獲取資源，除了提

供各種網路資源的連結外，詳盡的資源描述亦為其服務的基礎（卜小

蝶，鍾季倫，郭佩宜，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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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資源網站是圖書館館藏服務的延伸，必須符合圖書資訊服務

品質的要求，收錄資源的評鑑標準與資源呈現方式需要人工參與評估

及維護，因此，建置主題資源網站有下列四項重要程序（Dempsey, 

2000；卜小蝶等著，2008）： 

（一）資源評鑑：是由人工評選合適資源的加值過程，檢驗資源的品

質、權威性、取用性、新穎性與相關性而將網路資源選入。 

（二）資源維護：排除不適合或是資料有誤的網路資源，或是選入資

源因網址異動無法連結，而需要加以調整或刪除。 

（三）資源描述：選入的網路資源以人工方式註解，對資源進行描述

可採用事先定義好的結構化資料架構，對資源進行一致格式的

描述。 

（四）主題分類：以人工方式利用主題分類架構，索引收錄相關的網

路資源，能協助被收錄資源的主題瀏覽。 

主題資源網站是針對特定對象使用需求，將相關網路資源進行篩

選、描述與分類的工作，與一般網路搜尋引擎（如 Google 或百度等）

由使用者鍵入條件檢索呈現相關網站最大的不同，是主題資源網站是

針對特定主題使用需求，將網站資源經過評選與描述，並藉由高品質

的資源描述詮釋資料（metadata）作為資源搜尋與瀏覽的基礎，省卻

使用者藉由搜尋引擎檢索後，仍然必須逐一判斷資源品質與相關性問

題（Howarth, 2004）。 

目前網路上存在為數眾多的主題資源網站，這些主題資源網站收

錄範疇多以專業或學術性主題資源為主，可協助使用者有效發掘網路

上高品質資源，同時也能彰顯訂定主題資源的重要性。但主題資源網

站依建置目的及收錄資源特性有不同的分類方式，通常採用的分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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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主題領域、目標對象、建置機構、合作模式、合作程度與收錄範

疇等，加以分類整理（卜小蝶，鍾季倫，郭佩宜，2005；Monopoli, & 

Nicholas, 2000）： 

（一）主題領域 

    根據收錄資源的主題領域區分，是最常見的分類方式，除了少數

綜合性的主題資源網站外，多數主題資源網站都有明確的收錄主題範

疇，一來符合其成立宗旨及定位；二來網路資源龐雜，若未清楚界定，

則無法有效收集與整理。有些主題資源網站的主題定位相當廣泛，如

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教育等；也有相當專指的主題資源網站，如表

演藝術、英美文學、婦科醫學等。 

（二）目標對象 

    以目標對象分類也相當常見，此與主題資源網站最初發展目的是

為了協助特定使用者族群有關。90 年代發展的主題資源網站多以一

般大眾為對象，嘗試組織整理各類主題網路資源。隨著資源種類日

豐、數量益增，主題資源網站逐漸走向以支援特定主題之研究或教學

為主。如有以教育使用者為對象的主題資源網站（如 EdNA），或以

學界人士為對象的主題資源網站（如 Academic Info、INFOMINE 等）。 

（三）建置機構 

    主題資源網站多由政府、教育或學術等非營利機構所建置。一方

面固然是因這些機構有支援教學與研究的使命；另一方面也突顯這種

仰賴學科及資訊專家為主的資源組織整理方式，並非一般商業性組織

所願意投入。以機構屬性作為資源分類的架構，是方便使用者判斷資

訊的來源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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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模式 

    由於主題資源網站的建置與維護不易，多數主題資源網站最後都

會嘗試與其它主題資源網站建置者合作，以求共存共榮。因此，由合

作模式來區分也是相當常見，合作模式有相同主題聯盟、國內聯盟或

是跨國聯盟等方式。 

（五）合作程度 

    主題資源網站的建置與維護成本頗高，如何共享系統資源也為主

題資源網站發展機構所關切。若依其建置合作關係區分，則有跨系統

搜尋、跨系統瀏覽、資料交換、資源選擇與編目，以及複製備援等。

跨系統搜尋與瀏覽是由系統角度，嘗試減少使用者查找不同主題資源

網站的時間與精力，讓使用者不需適應不同的系統功能與介面；資料

交換及資源選擇與編目，則是從資源面著手，希望降低單一主題資源

網站收集與維護網路資源的負擔；複製備援則是基於資料保存觀點，

希望防止技術或人為疏失，導致資源流失或服務中斷。但建置過程合

作通常會發生在較具特色或規模的主題資源網站，多數主題資源網站

仍是自立更生、獨立維運。 

（六）收錄範圍 

根據主題資源網站所收錄主題的多寡與收集資源數量加以區

分，主題範疇由單一主題到多種主題、收集的資源數量由數百筆到數

十萬筆不等。主題資源網站通常是以單一主題者為多，收集的數量也

以數千至萬筆居多。若數量無法達到某種規模，可能不易吸引使用者

利用；但收錄網站資源數量過多，人力及經費又無法負荷。因此，主

題資源網站對品質的要求更甚於數量，並不需過度追求數量上的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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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主題資源網站經營的分類可知，建置與維護一個主題資

源網站並非容易的事，除需耗費人力、經費與時間等成本外，是否具

有相關技術以及資源維護更是考量的重點。整理相關文獻闡述對於主

題資源網站的建置與管理，所牽涉到的議題包括（卜小蝶，鍾季倫，

郭佩宜，2005；Stoklasova, 2004；Munshi, 2009；Xi,& Yao, 2013）： 

（一）資源收集方面 

雖然多數主題資源網站希望能收集同一主題的全世界資源，但基

本上仍以本地資源為主。以收錄資源的類型而言，多數主題資源網站

仍以收錄開放取用的網站為主，且以機構網站居多。主題資源網站對

於網路資源品質的要求，多以人工方式收集評選網路資源，並藉由主

題專家或圖書館員參與過濾和建議。 

（二）資源組織整理方面 

大部分主題資源網站在描述資源時，會採用詮釋資料格式著錄，

通常傾向使用較具彈性、單純的詮釋資料格式。有以都柏林核心集

（Dublin Core）為基礎，再依據本身需求予以適度修改者，也有不少

主題資源網站採用既有的圖書分類表或標題表，以協助資源組織整

理，並提供使用者瀏覽查詢。 

（三）資源維護層方面 

主題資源網站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資源更新與連結有效性查核工

作。少數主題資源網站會定期更新連結，但多數主題資源網站並未註

明更新頻率，致使連結的失效率相當高。即使有免費的連結檢查軟

體，主題資源網站也未必能完全掌握資源的變動情況。這也反映出網

路資源的不穩定性，如何建立一套有效的更新與檢核機制，是主題資

源網站發展中相當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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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術與加值方面 

多數的主題資源網站是以靜態 HTML 網頁呈現，每筆資源則儲

存在資料庫中。介面語文以單一語文居多，且多為本地語言。另有一

些主題資源網站提供雙語介面，在檢索功能方面，基本上都有提供簡

易查詢功能，有些主題資源網站也提供布林邏輯、片語查詢和切截等

進階查詢功能。有些主題資源網站開始提供類似商業網站的加值服

務，例如：重要事件票選、求職廣告、社群經營服務等；也有主題資

源網站推出互動功能，例如使用者可以推薦資源、對資源寫下評論或

提出系統改善意見等；甚至也有主題資源網站提供 RSS 服務，主動

寄發新進網路資源簡介等。 

（五）維運方面 

主題資源網站如何永續經營可能是許多建置者關心的議題之

一。由於選擇、評鑑、編目與組織所有網路資源的工作，對自行維運

主題資源網站的機構來說，負擔相當沉重。因此，分工合作建置與維

護是可行的方式，由於爭取穩定的經費與人力很困難，多數主題資源

網站建置後會維持開放服務，但能不斷更新與成長的主題資源網站，

則實屬不易。 

多數國家早在 90 年代即開始發展建置主題資源網站之技術，相

對來說，國內的起步稍晚，較為著名的主題資源網站，包括由政府機

關成立的「政府出版資料回應網」、「臺北入口市民生活網」、「優良健

康資訊網站入口網」等，學術機構亦有因應使用族群建置相關之學術

主題資源網站。而由圖書館主導建置的主題資源網站則有國家圖書館

所建置的「臺灣學術網路資源選介主題資料庫」。 

主題資源網站建置技術並不是問題，主要的困難是如何篩選符合

需求且品質值得推薦之網路資源。前述對於主題網站資源分類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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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主題領域、目標對象、建置機構、合作模式、合作程度、收錄範

圍等，但根據圖書館身心障礙讀者服務資訊處理角度，以兼顧主題和

使用對象為資源分類方向，較為符合實務需求。因此，本研究將根據

服務目標族群使用網站資訊需求，建立主題資源分類架構，並參酌一

般網路資源評選原則，建立身心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收錄資源

之評估標準，進而參酌文獻分析基礎，發展本主題網站資源之詮釋資

料格式。本研究將基於過去主題資源指引網站建置之相關文獻與研究

基礎，規劃提出國內圖書館發展身心障礙讀者服務資源網站之建議。 

第二節  身心障礙者使用網站資源調查分析 

網際網路的發展已成為社會大眾取用資訊的主要管道，對於身心

障礙者而言，網路沒有行動不便與交通問題，可以讓身心障礙者不因

生理障礙擴展知識範圍，而能有機會同樣取用寰宇資訊，科技輔具能

讓網頁資訊轉化為點字或語音輸出，鍵盤與滑鼠的特殊設計也能讓身

心障礙者克服生理限制。 

趙雅麗（2001）的調查發現在媒體的擁有率上，視障者的個人電

腦與網路設備擁有率，並不遜於明眼人；在所調查的傳播媒介中，視

障者擁有收音機和網路兩項媒體普及率與接觸率超過明眼人，而網路

的擁有率甚至接近收音機，顯見網路已成為視障者獲取資訊的重要管

道。 

根據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發布之《105 年身心障礙者於公務機關

資訊應用概況調查報告》任職公務機關的身心障礙者是 e 化程度相

當高的群體，公務機關身心障礙同仁中，有 98.1%曾用過電腦，97.5%

曾使用網路。相較全國 12 歲以上民眾有 77.7%曾經使用電腦，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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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使用網路，公務機關身心障礙同仁資訊近用比率，高於全國平均值

約 20 個百分點（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 

此外，年齡與障礙類型差異亦會造成身心障礙者之間的資訊使用

落差。根據《104 年身心障礙者數位發展現況》的調查顯示，12-29

歲身心障礙者之上網比率超過 82%，是與全國同齡者差距最小的世

代。相對地，40-49 歲身心障礙者之上網比率僅有 57.7%，與全國同

齡者之平均水準 93.3%，落後 35.6%，為差距最為顯著的一個世代。

若以障礙別區分資訊使用程度之差異，以 40 歲以下的平衡機能障

礙、顏面損傷、視覺障礙與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之上網比率最高，超

過九成。而 40 歲以下之多重障礙者則僅有 46.2%曾上網，比率為最

低。至於 60 歲以上之高齡身心障礙者，其中除了罕見疾病者之上網

率為 50%，其餘障別的上網率多數皆未達 20%（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a）。 

根據上述調查數據可知，身心障礙族群使用網路資訊的程度會受

到年齡、障別等因素影響，其資訊需求亦有所不同。資訊需求往往因

個人年齡、性別、教育程度、職業、經濟程度、居住地區等差異，而

有不同種類的資訊需求。再者，根據《104 年身心障礙者數位機會與

數位生活需求調查報告》，整理呈現身心障礙者對於數位資訊之使用

情形如下（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b）： 

（一）資訊設備使用情形 

調查曾經上網過之身心障礙者於最初上網時所使用之設備，以桌

上型電腦為最多，占 79.1%；其次為智慧型手機，占 11.8%；而平板

電腦、筆記型電腦與其餘設備則相對較少。身心障礙族群接觸網路的

原因，包括：查詢資料、工作需要、課業需要、跟上時代與好奇、玩

遊戲以及其他如親友聯繫、打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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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若以個人所擁有之資訊設備可得知，以持有智慧型手機之比率

占最高，其次依序為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電視等。

由此可知，隨著資訊時代的變遷，身心障礙者的上網設備亦由最初的

桌上型電腦逐漸轉為以電腦與行動裝置並重。 

（二）上網地點 

身心障礙者之上網地點以住家為最多，其次依序為工作場所、學

校、室內公共場所、戶外公共場所（如公園與捷運）、圖書館或數位

機會中心、網咖、便利商店。顯示身心障礙者可能由於交通與行動不

便等因素，較常於家中使用資訊設備上網，而在圖書館使用的頻率還

比工作場所或是學校等地點的排序落後。 

（三）資訊需求與參與程度 

身心障礙者的網路資訊使用需求可分為以下幾個面向，包括：學

習活動參與、社會生活參與、經濟活動參與、健康促進參與及公民參

與。學習活動參與以單向或雙向的教育行為為主，包括：查找上課資

料、線上課程、網路互動討論課業等，其中身心障礙者較常使用之線

上課程平臺為文官 e 學院、學校平臺、公務人員網路中心，其餘亦有

私人補教業者之線上學習網站。 

社會生活參與則是為了瞭解身心障礙者於社會中所進行之單向

與雙向互動行為，單向包括生活資訊的查找與娛樂活動的參與，雙向

則包括社群網站的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與網路討論區等。其中身心障

礙者以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與社群網站為最多，其次依序為搜尋生活或

新聞資訊、聽線上音樂、看線上影片、玩線上遊戲，而於開放之網路

討論區參與討論則占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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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參與則是為了瞭解身心障礙者進行電子商務消費與銷

售之使用行為，包括網路購物、網路販售商品及網路金融等。而健康

促進參與則是為了瞭解身心障礙者透過網路搜尋相關醫療資源或醫

療照護之行為，包括衛教知識之查找、健康諮詢、線上掛號與申請照

護服務、復康巴士接送等。其中以查找衛教健康與食品安全相關知識

者為最多，其次為線上掛號與健康諮詢，申請健康照護與復康巴士服

務者為最少。 

公民參與則是為了瞭解身心障礙者藉由網路使用電子化政府資

源及參與網路公共議題之行為。電子化政府資源，包括：線上查找政

府公共資訊、使用線上申請服務以及在政府機關網站發表對公共政策

之看法等，其中以查詢政府公告資訊者為最多，其次為使用線上申請

服務，於政府機關網站發表對於公共政策之看法者最少。而參與網路

公共議題，則包括被動地透過網路閱讀他人對當前公共議題之看法，

以及主動於網路上發表個人意見兩種。 

（四）網路瀏覽能力與困難 

身心障礙者於瀏覽網路時所遇到的困難包括不懂英文、網頁字太

多或太小、找不到網頁、生理不適、打字輸入不便、不知道有那些值

得看的網頁以及想看的網頁沒有無障礙設計等。其中尤以視障族群對

無障礙網頁之需求為最高，對於需要無障礙網頁設計之視障者而言，

會因為網頁沒有無障礙設計而無法使用的情境，在進行搜尋資料時發

生比率最高，其次為線上學習。 

此外，身心障礙者認為需要改進之軟、硬體資訊設備，以能提供

聲控或語音輸入裝置之需求為最高，其次依序為需要較大字體、手寫

輸入設備、語音辨識與報讀軟體、簡化之功能按鍵、提供淺顯易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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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等，其餘少數則包括專用鍵盤之使用、提供操作語音說明、

合適之電腦螢幕與軟體、全中文化作業環境與觸控裝置等。 

（五）資訊訓練需求 

即使會上網之身心障礙者仍認為有電腦軟硬體資訊訓練之需

求，尤其以希望學習文書軟體者占最多，其次依序為照片繪圖軟體、

電腦基本操作、基本網路操作、程式撰寫與網頁製作等。而有學習意

願之身心障礙者認為獲取課程資訊之管道以直接郵寄文宣為最恰

當，其次依序為透過媒體宣傳、電話通知、網路通知、各類身心障礙

團體組織通知、政府就業服務與職訓機構通知等。 

根據上述的調查顯示，身心障礙者之資訊需求可劃分為學習活動

參與、社會生活參與、經濟活動參與、健康促進參與、公民參與等五

大項目。未來於規劃身心障礙服務主題資源網站時，可基於上述資訊

需求取向，考量搜尋整理的主題網站分類架構，並將網頁無障礙設計

納入考量，以建立符合身心障礙者使用的網路資源清單。 

國內針對身心障礙者之資訊需求研究不多，多數是針對視障者之

資訊需求調查，發現視障者之資訊需求大致分為課程資訊、就業規

劃、新知消息、個人興趣、日常生活、人際關係與精神勵志幾類。視

障者對未來就業所需的技能都十分重視，比較積極的人會主動尋求就

業或生涯規劃的相關資訊。新知消息、個人興趣與日常生活也是視障

者最常遇到的資訊需求，新知消息多半是新聞報導以及目前流行事

物；個人興趣則會影響他們選擇收聽的節目、錄音帶類型，也會成為

他們與朋友討論的話題（張瀚文，2000）。 

張博雅、林珊如（2010）綜合國內外學者之研究結果，將視障者

之資訊需求歸類為以下幾項，包括生活資訊（休閒娛樂、個人興趣、

旅遊資訊、消費資訊等）、醫療健康資訊、工作資訊、課業資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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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資訊（人際關係資訊、聊天話題）、政府資訊（選舉、社會福利、

政府機構服務資訊），以及自我成長相關資訊（自我成長、增加個人

知識、尋求自我肯定、評估自我能力、精神勵志）等七大面向。 

陳仕祐（2003）曾針對重度視覺障礙大學生的資訊搜尋行為進行

研究，研究發現重度視障的大學生資訊需求面向，包括外在需求（例

如：報告撰寫、修課所需資訊）及內在需求（例如：個人興趣與生活

所需）；在尋求資訊媒介方面，有圖書館、網路、人際網路、尋求支

援、大眾傳播、商店賣場、詢問他人、利用資源中心、實地探訪等。 

陳怡佩（2006）因調查兒童及青少年視障讀者使用圖書館資訊需

求，建議圖書館在館藏資源方面，可進行分齡設計，並就當時流行之

話題為設計主題，結合時事及青少年專用語以吸引其利用，尤其視障

讀者由於行動不便，親自到館的意願較低，但對於網路接受度高，因

此，可以將圖書館資源置於網站，或主動整理相關主題資料，寄到讀

者電子信箱。 

大陸亦有相關研究如陳豔偉（2012）對視障人士的電腦操作水平

與使用網路的情況進行研究，並依據視障人士之資訊需求與障礙，探

討視障圖書館之建設。研究顯示，視障者使用之網路資源類型以搜尋

引擎為主，主要因為此類的頁面較容易操作。此外，有些專為視障者

設計之網站亦深受歡迎，因其內容以線條排列，且去除多餘的圖片、

動畫與廣告，較符合視障者之瀏覽需求。而視障者利用網路資源的主

要用途為資訊查找，其次依序為娛樂休閒、對外通訊交友、工作需要。

由調查可得知，視障者最關注的資訊為醫療保健、時政新聞、與身心

障礙者有關的政策法規以及休閒娛樂。 

楊俊英、趙林靜、鄭宏（2011）針對先天與後天之視障者、不同

年齡與職業之視障者資訊需求進行研究，發現他們的資訊需求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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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之目的皆存有差異。先天視障者相較於後天視障者因其與外界交

流較少，亦較少接觸網路，使用網路的目的多集中於娛樂，如網路交

友、聽音樂、聊天等。相對地，因事故或疾病而成為視障者之族群，

由於原有的專業與教育背景，使用網路則多集中於發展自身興趣或學

習專業知識。而不同年齡視障者之資訊需求亦存在差異，青年視障者

利用圖書館網路資源時較傾向於尋找與職業相關之資源，或是思想、

哲學類書籍。中老年視障者則傾向於娛樂需求，如音樂類資源。 

    深圳圖書館曾以問卷調查大陸共 11 所規模較大且較早提供視障

讀者服務的公共圖書館，以探討公共圖書館視障讀者之資訊需求。研

究顯示，數位資訊產品於視障讀者群體中的普及率與使用率皆很高，

包括電腦、手機、聽書機等使用人數皆超過 5 成。且相較於使用放大

鏡、盲用書寫器材等閱讀輔具，視障者反而更容易接受在電腦或手機

上安裝輔助閱讀軟體。根據調查，視障讀者使用網際網路時最常使用

的是搜尋引擎，其次為特定主題資源網站、專為視障者服務的網站

等。而最為關注的資訊類型分別依序為：醫療保健、與身心障礙人士

相關的政策法規、時事新聞、休閒娛樂等（李婉彬、李燕娜，2013）。 

建置主題資源網站首要面臨如何將為數眾多的網站加以組織分

類，對於網路資源組織及其分類架構，需要根據前人研究基礎與目前

相關網站資源特性，加以討論，如依其資訊需求角度，可由醫療保健、

課業資訊、就業規劃、新知消息、個人興趣、法規政策、休閒娛樂等

主題考量，但同一網路資源有可能涵蓋不同主題；又如果是根據網站

建置機構屬性分類，雖然分類資源不重複，但機構屬性分類需要使用

者對於機構屬性認知非常清楚，可不經學習即能理解。因此，無論何

種主題分類方式，均有歸屬主題判斷認知有歧異的問題，需要輔助網

站資源詮釋資料（metadata）之建置，才能提供收錄網站資源多元檢

索方式，並可兼顧不同使用者彈性運用瀏覽或是檢索的使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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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不同類型身心障礙者取閱網路資源的困難程度也有很大的

差異，就視覺功能障礙者而言，因視覺障礙程度產生的閱讀困難不

同，對於閱讀媒介之偏好可能會因障礙等級或學習能力而有異。故

而，圖書館所提供之資訊需求與閱讀媒介需考量不同讀者之需求，而

進行適性化之服務（毛慶禎，2014）。雖然網際網路發展迅速，但身

心障礙者卻因其個人的認知、感官或動作能力的缺損，而無法如一般

人快速取得與判斷網路上的資訊（陳明聰，官怡君，林妤芳，2004）。 

造成身心障礙者無法使用網站的因素，除了缺乏資訊設備與資訊

素養能力外，網頁有障礙是無法使用網站數位資訊的主要因素（翁慧

娟，1999）。試想當身心障礙者克服本身的生理操作與資訊接收問題

時，如果多數網站提供的內容形式無法被讀取，所有的努力都是枉

然，就如同身障者進入公共建築卻只有樓梯，仍然不得其門而入。所

以，網頁資訊設計需要符合無障礙要求，身心障礙者才能透過閱讀輔

具讀取內容。 

第三節  網站評估標準與無障礙規範 

主題資源網站收錄之網站資源，除了符合主題徵集需求外，網站

內容品質與頁面設計親和性是使用者感受最直接的問題。針對網站內

容資訊品質與頁面設計，可藉由已有共識之網站評選標準加以評估，

但對於身心障礙者瀏覽網站資訊而言，除了符合一般網站評選標準

外，網站設計尚且需要符合無障礙網頁設計規範，才能克服網站資訊

可及性問題。因此，針對網站評選標準與無障礙網頁設計要求，說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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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站評選標準 

網路空間存在的資訊是以網站方式，提供使用者快速與方便的連

結，而網站主要是由網址、網站空間（主機）和網站內容此三大部分

組成，其中網站內容則是透過設計標語、影像、色彩、內文等網頁元

素呈現網站資訊架構，並與網站使用者進行資訊的雙向溝通。網站資

訊架構與頁面設計親和性，往往會影響使用者瀏覽網站的意願。良好

的網站內容設計應該讓使用者可以不經思考，找尋到所需的資訊，可

指出超連結的有效性，並提供有效的聯絡方式，讓使用者可以回報網

頁發生的錯誤情況，協助網站設計師發掘問題並儘速修正問題。因

此，理想的網站內容設計，除了具備清晰的網站資訊架構，擁有設計

風格一致的版面，更應該注重使用者瀏覽網站的經驗，讓網站版面設

計具備使用者親和性（user friendly），進而可定期根據使用者回饋意

見進行網站內容之改善（楊宗珂，李志成，2008；李昀諭，2015）。 

由於網站已成為資訊傳播的重要管道，我國政府機關為了便民服

務、資訊公開以及行銷推廣等目的，極度仰賴機關網站提供業務服務

資訊並進行意見溝通。由於各機關業務性質不同，雖同屬為民服務，

但各政府機關網站架構缺乏一致性，操作介面不一，導致民眾使用政

府網站無所適從，無法達成便民服務的美意。因此，我國國家發展委

員會建置政府網站營運交流平臺，提供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理規

範，並提供網站指引及檢核指標，期許政府機關網站設計版型趨向一

致且易於理解，作為政府機關開發網站可遵循之依據，國家發展委員

會同時推動政府網站營運績效檢核計畫，以改善政府機關網站的服務

品質。有關政府機關網站營運與檢核標準之發展過程及其評鑑指標說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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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網站服務品質專案 

最早由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稱研考會）於 1999 年委

託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研擬政府網站評鑑要點，並舉辦示範性網站

評鑑工作，帶動優良政府網站之示範效果。隨著網路快速發展，研考

會復於 2005 年委託臺灣資訊智慧財產會執行《全面提升政府網站服

務品質專案—對政府網站評鑑的研究》，針對現行評鑑作業進行檢討

改善，讓評鑑指標符合網路的發展技術，評鑑指標項目包括六大面向

（精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7）： 

1. 網站內容（含基本資料、動態資訊、機關業務核心資訊、資

料庫存取與資料互通性、內容更新與維護） 

2. 網站檢索、導覽、版面設計及分眾存取（含分類架構、檢索

搜尋、導覽動線、版面設計、無障礙存取） 

3. 安全與隱私保護（含隱私權保護、網站安全） 

4. 申辦服務與互動（含申辦服務、互動服務、加密、認證與線

上交易） 

5. 網站推廣與管理（含網站推廣、網站管理） 

6. 創新服務 

（二）政府網站版型與內容管理規範 

根據《全面提升政府網站服務品質專案—對政府網站評鑑的研

究》以及評估各國電子化政府發展程度的布朗大學評鑑指標，並透過

分析國內外網站版型風格特色，以符合「使用者為中心」的核心概念

與 Web 2.0 的潮流，歸納出網站版型和內容管理兩大規範面向，在版

型方面，強調ㄧ致性與可用性原則；內容則強調資訊完整性、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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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及性原則，依據以上原則所訂出之檢核項目，包括下列 11 個面

向（精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7）： 

1. 使用者的呈現裝置 （compatibility） 

2. 網頁組成要素（site required elements） 

3. 導覽 （navigation） 

4. 首頁設計（homepage） 

5. 文字樣式與連結（text styles and links） 

6. 圖片與多媒體（images and multimedia） 

7. 表單（forms） 

8. 搜尋（search） 

9. 內容提供 （content requirements） 

10. 內容撰寫 （writing for the web） 

11. 內容管理 （content management） 

（三）政府網站營運績效檢核計畫 

因應民眾對於政府機關提供網路服務的要求與期待，行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103 年更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08 年接手研

訂網站檢核指標，並針對每年檢測結果及配合網路近期應用發展趨

勢，規劃修訂網站營運績效檢核指標。2018 年檢核指標包含（國家

發展委員會，2018）： 

1. 網站介面（含版面規劃、頁尾設計、網站導覽功能） 

2. 網站內容（含重大政策、資訊圖像化、公開資訊、內容分類、

相關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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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運管理（含有效連結、連結一致性、內容更新、更新頻率、

語系編碼、加密連線、流量統計、符合 HTML 標準、符合 CSS

標準、網頁動畫） 

4. 網站服務（含搜尋服務、熱門關鍵字、搜尋建議、意見信箱、

通用文件） 

5. 行動友善（含響應式設計、網頁載入） 

6. 社群服務（含社群分享、社群互動） 

7. 外語網站維運（含定期檢測、內容更新、業務說明） 

8. 其他加分項（含網站服務創新應用、流量儀表板、業務網站外

語版） 

以上網站評選指標從早期關注內容與形式層面的評估，到近年加

入維運管理、行動與社群服務等指標。代表網站服務除了內容建置，

也關心與使用者互動的友善性問題。網站品質需要加以評估是因為網

站品質對於使用者使用意向有直接關係，江義平、江謝鎮同（2007）

曾針對旅遊網站服務品質對於消費者（網站使用者）行為的影響進行

調查，結果顯示網站品質對於網站體驗、顧客行為意向有正向的影響

效果。因此，網站評選有其必要性。 

本研究希冀挑選出具有品質的網站，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瀏覽相關

網路資訊的引導，所蒐集之主題網站資源必須針對內容品質加以評

選，「107 年政府網站營運績效檢核指標」總計 8 大指標 20 項次指標，

已成為檢核機關網站的標準，因此，本研究將參酌此一檢核指標並考

量身心障礙者運用網路資訊相關因素，將依此評選方式列為主題網站

是否收錄的量化評估標準，至其計分方式則於第三章研究資料分析中

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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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路資源內容評鑑標準 

網站品質除了評估標準提供形式檢核依據，但網站內容獨特性與

資訊有用性，對於使用者而言也是在乎的重要因素，整理過往研究對

於網路資源內容評鑑的面向，列表呈現如下：  

表 2.1 有關網路資源內容評鑑的建議 

研究者 對於內容評鑑的建議 

吳美美、楊曉雯

（1999） 

資訊內容必須具正確性與時效性、內容遣詞必須

一致並避免過度使用專業術語。 

楊美華（1999） 
內容時效性、正確性、權威性、獨特性、適用性

與其他資源的連結及內容的品質。 

卜小蝶等（2008） 

內容是否正確和新穎、資源主題是否適切、資源

範圍是否適切、資源是否有獨特性與不可替代

性、內容深度是否合宜、內容是否標註目標使用

者。 

Cooke（1999） 
評鑑網路資源的權威性、資訊內容的正確性、完

整性、獨特性、資源的結構和組織、資料新穎性。

Pitschmann（2001） 

內容正確性、權威性、獨特性、完整性、主題範

疇、資料新穎性，以及內容是否符合目標族群使

用者需求。 

CCCOnline（2018） 
內容的正確性、權威性、客觀性、即時性以及收

錄的資料範圍。 

資料來源：研究者編輯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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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針對網站內容的評鑑，最主要的評選標準，包含： 

1. 收錄資料內容與網站主題範疇有關 

2. 收錄資料具有獨特性與不可替代性 

3. 收錄資料內容正確且保持新穎性 

4. 內容程度符合服務對象需求 

5. 資訊的結構和組織容易理解 

因此，本研究除了參酌「107 年政府網站營運績效檢核指標」進

行網站整體形式的量化評鑑外，並針對使用者認知重要的內容品質問

題，進行質的評鑑，作為本研究收錄主題資源的篩選標準。 

二、無障礙設計規範 

隨著社會的發展，理想的無障礙環境是能以「整合」的角度思考，

不論是在實體環境或是網際網路都能完全地迎合所有使用族群，而不

用區別一般人或是身心障礙者（Kerkmann & Lewandowski, 2012）。原

本網站內容可及性（accessibility），即是網站設計要求的一環，賦予

網站內容可及性本為網站設計必要過程之一。過去網頁內容以文字為

主，身心障礙者使用閱讀輔具上網並無太大問題，如今網頁設計愈來

愈複雜，典藏資訊內容也愈來愈多元，圖形介面取代文字介面，圖像

加上聲音的內容也愈來愈多，但這些網頁內容動態呈現方式，反而加

深身心障礙族群對於資訊內容取用的障礙。 

網頁障礙有一部分是網頁設計上的缺失造成，如果網頁有版面資

訊排列雜亂、路徑不清楚、頁面設計風格不一、各功能點選方式不同、

特殊的操作邏輯等問題，自然造成使用者操作瀏覽網頁資訊的障礙

（林巧敏、范維媛，2013；林巧敏，2014）；但對於非一般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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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更是增加了因網頁內容採用符號、圖檔、表格、多媒體等內容

呈現方式，造成身心障礙者無法藉由閱讀輔具讀取的障礙。因此，需

要無障礙網頁規範指導網頁設計原則，避免產生網頁資訊讓身心障礙

族群無法取用的問題。 

圖書館網站內容廣泛且多元，實際上是實體圖書館服務的延伸，

造成讀者無法使用圖書館網站的因素，除了使用者缺乏資訊設備與資

訊素養能力外，網頁有障礙是無法使用圖書館數位資訊的主要因素

（翁慧娟，1999）。因此，網站基於資訊取用平等的服務理念，應符

合無障礙網頁的開發規範，並善用科技解決生理障礙問題，以利社會

大眾取用豐富的資訊資源與服務，降低資訊傳播失衡與數位落差的問

題。 

隨著大眾對於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認知的逐漸普及，國內外均有

開發不同形式的無障礙網頁檢測形式，包括專家評估（accessibility 

audit）、自動檢測（automated accessibility）、使用者評估（accessibility 

testing）。同時更多的檢測工具也應運而生，通過這些檢測形式，網頁

開發者能針對檢測結果進行修正網頁以達至無障礙化（Conway,  

Brown, Hollier, & Nicholl, 2012）。大部分針對網頁無障礙的研究多採

自動檢測為主，自動檢測不只是瞭解網頁有否符合無障礙網頁開發規

範的第一步，也能以量化解釋分析的結果。 

為達到網頁資訊無障礙化，各國都致力於制訂適用本國網頁之無

障礙規範；我國也參考國際標準制定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使網頁資

訊趨向於可及性。國際上普遍接受並執行之無障礙網頁規範是由「全

球資訊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簡稱 W3C）的「無障

礙網路創制」（Web Accessibility Initiative，簡稱 WAI）於 1995 年發

表首版「無障礙網頁內容可及性規範」（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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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1.0，簡稱 WCAG 1.0）。我國於 2002 年由研考會以 WCAG 

1.0 為範本，參照各國在制訂無障礙網頁相關政策和推廣策略，制訂

我國的「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以推展臺灣無障礙網頁空間環境（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7a）。 

我國「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經施行多年後，隨著科技輔具不斷

改善以及國際身心障礙權益保護的落實，為使「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

能適用於現今網頁科技之發展，承接研考會業務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則參酌「全球資訊網協會」（W3C），於 2008 年底發布的網頁內容

可及性規範 2.0 版（WCAG 2.0），重新檢討我國的無障礙網頁規範，

以改善過往網站經常以通過機器檢測為主，但網頁內容仍有識讀問題

的缺失。2015 年 11 月公布之「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雖能銜接原

版本，但檢測等級與檢測內容皆有所調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5b）。歷經一年多適用與徵詢意見修正後，「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於 2017 年 2 月 15 日正式施行。 

「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相對於前一版更接近符合 WCAG 的

標準，不僅檢測內容調整，更著重於在人工與機器檢測之外，加入人

工的自我評量。整理比較新舊版本內容與檢測工具之差異如下（表

2-2）： 

表 2.2 新舊版本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之比較說明表 

規範名稱 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1.0 網站無障礙規範2.0版 

內容 4 個優先等級、4 個可及性

設計原則、14 條規範、90

條檢測碼 

3 個檢測等級、4 個可及性設計原

則、12條指引、51條軟體檢測碼、

66條成功準則、171條稽查評量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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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名稱 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1.0 網站無障礙規範2.0版 

標章等級 分第A，A+，AA，AAA優

先等級(Level A, A+, AA, 

AAA) 

  第一優先等級

  A+等級 

  第二優先等級

  第三優先等級

分A，AA，AAA檢測等級 

(Level A,  AA,  AAA) 

 A等級 

 AA等級 

 AAA等級 

規範 14條規範 12條指引 

檢測碼 90條檢測碼 XH (軟體檢測碼) 37條檢測碼 

CS (軟體檢測碼) 12條檢測碼 

ME (軟體檢測碼) 2條檢測碼 

EV(自我評量碼) 171條稽核評量碼

檢測方式 人工/機器檢測 軟體檢測/自我評量/人工檢測 

檢測工具 Freego 3.1.1 Freego 2.0 

申請無障礙網頁之認證，可透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標章申請」

及「標章查詢」頁面進行作業。先在網站下載專區，下載無障礙網頁

檢測工具 Freego（目前版本為 2.0）（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7c）。

下載後可進行全網頁之自我檢測，加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無障礙

網路空間服務網會員後，可線上申請標章登錄。無障礙規範 2.0 版更

重視身心障礙者是否能確切取用已通過檢測之網站內容，故針對取得

核發三年有效標章之網頁，每半年進行抽測，未通過之網站必須於限

期內改善，否則將被撤銷標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7d）。 



  

30 

真正達至網頁的可及性，應是讓所有使用者使用網頁資訊均無

礙，且身心障礙者可利用閱讀輔具的協助，能等同取用內容；尤其對

於身心障礙者而言，若網頁設計有障礙，再先進的輔助科技也沒有辦

法克服資訊取用問題。因此，不論實體或是網路環境都不該存在一般

人與身心障礙者使用的區別，理想的無障礙環境是能以「通用」的角

度思考，讓所有人都能在資訊社會中自由滿足資訊需求，而身心障礙

者只是比一般人多了需要藉助閱讀輔具將資訊轉化解決因先天障礙

無法讀取的限制（Schmetzke, 2001；Kerkmann & Lewandowski, 2012）。 

網站無障礙設計已有具體規範，也發展出自動檢測工具，並有法

規要求機關網頁必須符合無障礙設計，國內新通過之網站無障礙規範

即將全面實施，勢必造成網站建置者的壓力。加上近年網頁設計為增

加網站吸引力，趨向影音動態呈現，讓網頁符合無障礙與吸睛搶眼的

設計，儼然形成拉鋸戰。網站設計者對於無障礙網站設計經常存在誤

解，也認為符合規範要求很費事。一般常見的錯誤觀點包括（Byerley 

& Chambers, 2002；Clark, 2003；Lazar, Dudley-Sponaugle, & Greenidge, 

2004；Byerley, Chambers & Thohira, 2007；張瑞哲，2007）： 

（一） 無障礙網頁只能是純文字版本的內容：事實上無障礙網頁並

不是簡化網頁內容，不會只能有純文字資訊，而是圖片與影

像也要處理成可被讀取的資訊。 

（二） 無障礙網頁是專為身心障礙者需求所設計：既然網路是公共

空間，任何人皆能瀏覽，無障礙網路空間並非只有身心障礙

者受益，是要所有民眾皆能不用藉助額外配備要求，即可隨

意瀏覽每一個網頁。 

（三） 製作無障礙網頁昂貴且製作困難：其實無障礙網頁可以吸引

更多潛在使用者瀏覽網頁，增加網頁價值與效益，與有限的

網頁修改成本相比，應該是很值得的投資。再者，符合第一

優先等級所增加的花費應是微乎其微（Zeldman, 2007），不

如想像中的困難與遙不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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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符合無障礙不得不讓網頁設計折衷化：由於網頁設計常用

的 HTML、XHTML、JavaScript 均已符合 WAI 的規範，管

理者只是要將視覺呈現的資訊，加上替代文字說明，並注意

避免版面設計的誤引，並不會犧牲掉版面的美觀性。 

（五） 為提供無障礙服務必須建立兩種版本的網頁：實際沒有這種

必要性，除非網頁設計師用盡各種方法都無法讓網頁無障

礙，才需要建立專門的無障礙版本網站，否則製作兩個版本

不但不符合成本效益，也增加未來網頁同時更新的麻煩。也

有少數機構將所謂的無障礙版本網站精簡資訊內容以求通

過檢測，此舉無異是本末倒置的作法。 

（六） 通過工具檢測就可以完全符合網頁無障礙目標：雖然檢測工

具是幫助管理者快速檢查網站是否無障礙的基本要求，但檢

測軟體無法進行文字內容完整性判斷，只能作為輔佐工具。

無障礙網頁設計仍然必須回歸管理者的自我把關，所以新版

規範才會新增人工檢測與自我評量的要求。 

過往國內外圖書館網站檢測結果，往往呈現公共圖書館網站通過

檢測的比率不高（Lilly & Fleet, 2000；Forgrave & Mckechnie, 2001；

林巧敏，2017），網站對於圖書館資源與服務介紹之類的網頁資訊，

通常會比較重視無障礙設計，但對於數位資源與數位圖書館系統，符

合無障礙程度則更差（李欣怡，2004）。由於圖書館網站多半委外設

計，網站管理者如果對於無障礙網頁設計瞭解不足，勢必造成網站設

計有障礙的原因（張凱勛、王年燦，2010），減少網站管理者對於無

障礙網頁認知的落差，才能有效貫徹無障礙服務的理念。因此，圖書

館進行網路主題資源整理，不僅要考量身心障礙者資訊需求，也需要

兼顧收錄之主題網站是否符合我國無障礙網頁設計規範，但在此新舊

版規範更迭之際，可能多數網站並未符合新版無障礙規範，因此，本

研究後續進行網站評選的指標，是將網站無障礙設計納入網站介面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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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評選項目之一，但值此規範新舊交替過渡期，則是將新版與舊版標

章同樣採計納入網站介面評選標準。 

第四節  主題資源網站之建置與維護 

    圖書館身處於資訊快速發展與變遷的時代，如何吸引讀者利用館

藏、使用圖書館的資源與服務是當今必須審慎思考的課題。館員面臨

網路資訊充斥、搜尋引擎當道，該如何協助讀者於無邊無際的網路世

界中尋找可用資訊，引領讀者獲取兼具介面易用與資訊正確的網站，

是圖書館身為資訊領航者的職責。因此，圖書館除了建置一般網站

外，主題資源網站或主題資源指引成為另一項極力發展的資訊組織工

作。相較於一般搜尋引擎可同時檢索多樣類型的資訊，主題資源網站

則是以主題分類架構作為核心，根據網站的主題進行網路資源的評鑑

與分類，提供使用者具有權威性以及高品質的網路資源。 

一、網站資源描述 

對於網路資源的組織通常是透過詮釋資料對資源加以描述，圖書

館界已發展著錄圖書資訊之詮釋資料格式（如：MARC），對於網路

資源之描述雖然也能以 MARC 框架行之，但卻不符合網路資源的特

性。Lee-Smeltzer（2000）認為 Dublin Core 具備符合網路資源描述標

準的潛力，因其具有簡單與延展性、互通性等特質，最早提出 Dublin 

Core 的架構也是希望建立一套描述網路資源的共同格式。 

Dublin Core 源起於 1995 年 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與 NCSA （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

聯合召開的第一屆 Metadata Workshop，為了加速網路電子資源的整

理與組織，並加強網路資源的找尋與檢索的精確性，集合了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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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資訊科學等各領域專家，制定一套專為描述網路電子資源的詮釋

資料格式（吳政叡，2001）。 

目前 Dublin Core 定義了 15 個核心欄位，包括（The Dublin Core 

Metadata Initiative, 2012；陳亞寧，2010）： 

1. 題名（Title）：資源題名或名稱。 

2. 著者（Creator）：資源的創作者或組織。 

3. 主題和關鍵詞（Subject）：資源的主題和關鍵字（詞）。 

4. 簡述（Description）：資源的摘要或影像資源的內容敘述。 

5. 出版者（Publisher）：負責發行資源的組織。 

6. 其他參與者（Contributor）：除了著者外，對資源創作有貢獻

的其他相關人士或組織。 

7. 出版日期（Date）：資源公開發表的日期。 

8. 資源類型（Type）：資源的類型或所屬抽象範疇，例如網頁、

小說、詩、技術報告、字典等。 

9. 資料格式（Format）：資源的實體形式或者是數位特徵，也用

來告知檢索者在使用此資源時，所須的電腦軟體和硬體設

備。如果是電子檔案，建議使用 MIME 格式的表示法。 

10. 資源識別代號（Identifier）：字串或號碼可用來唯一標示此資

源，例如 URN、URL、ISSN、ISBN 等。 

11. 來源（Source）：資源的衍生來源（同內容範疇），例如同一

資源的不同媒體版本，或者是翻譯資源的來源等。 

12. 語言（Language）：資源本身所使用的語言，建議遵循 RFC 

1766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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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連（Relation）：與其他資源（不同內容範疇）的關連，或

所屬的系列和檔案庫。 

14. 涵蓋時空（Coverage）：資源所涵蓋的時期和地理區域。 

15. 版權規範（Rights）：資源版權聲明和使用規範。 

針對網路資源之著錄，至少應涵蓋：資源名稱、網址、摘要、關

鍵字、出版者、資源記錄日期等項目（卜小蝶等人，2008）。基於前

述分析，本計畫先參酌 Dublin Core 欄位定義，衡酌國內網路資源特

性，將發展規劃包涵網站基本資訊、內容資訊與系統功能等三面向之

詮釋資料著錄內容。 

二、網站資源維護 

    由於網路資源變動性高的特質，造成主題資源網站維護上莫大的

壓力，對於網路資源的維護管理，不僅是檢查連結的有效性，還需要

併同修正資源描述的詮釋資料。前者在乎資源的可得性與連結的正確

性，後者在於確保描述資訊內容的正確性與新穎性（卜小蝶等人，

2008）。 

    尤其是針對網路連結的維護工作，一方面可以徵求使用者提供使

用過程發現的連結毀損意見，是屬於消極性的輔助作法，另一種作法

是導入主動定期檢查程序，以連結查檢程式自動測試每個連結，產出

問題報表，提供人工進行修正。但自我檢查程式執行頻繁，將帶來網

站高流量負載的問題，故而可將主題網站資源分成幾個群組，以排程

方式一天檢測一個群組，輪流循環各群組形成週期性檢視，此為兼顧

網站執行效能與連結正確性的解決方式（Cameron, 1994）。 

    圖書館必須定期確認連結的網路資源是否變更網址或是已經消

失，通知維護人員確認內容並立即修正網頁。對於詮釋資料的更新，

如果是收錄網站決定下架，該筆詮釋資料可刪除或是另存至其他非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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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的系統位址，但如果只是收錄網站內容更新，圖書館主題網站維

護人員則必須修正相對的詮釋資料描述內容，修正詮釋資料的工作必

須經常進行，才能維護與網站更新資訊的同步內容。 

三、主題網站營運管理 

相較於歐美等國對於主題資源網站的發展較早，國內雖然起步較

晚，但仍有相關案例可供參考與探究。卜小蝶等人（2008）曾分析國

內圖書館建置主題資源網站之過程，以國家圖書館建置之「知識之

窗：網路資源選介」（現更名為「臺灣學術網路資源選介主題資料庫」）

為例，說明主題資源網站之建置背景、資源蒐集、資源組織、技術加

值、資源維護等概念。該網站以收錄較有學術與知識性以及編輯嚴謹

之網站為主，除了依靠館員人工蒐集外，熱心人士的推薦亦是增加網

站資源的另一管道。故而主題資源網站建置過程的建議，包括： 

（一）前期規劃 

1. 需有專責單位負責經營管理 

2. 界定主題資源網站的定位、目標與服務對象 

3. 建立管理機制、服務品質維護標準、資源選擇與組織整理規

範 

（二）中程經營 

1. 注意收錄資源之品質 

2. 提供資源選擇標準與管理政策 

3. 控管資源組織整理與品質 

4. 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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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規劃 

1. 建立合作機制 

2. 發展國內特色資源 

除了主題資源網站之建置外，圖書館所建立之主題服務亦可協助

使用者以更多元的方式查找資源。簡秀娟（2017）採取立意抽樣方式

探討國家圖書館、大學圖書館與公共圖書館等三種類型國內外圖書館

之網站主題服務，分析網站是否建置主題服務資訊架構、檢視主題服

務內容及其主題服務特色。提出圖書館建置主題資源指引的主要建

議，包括： 

（一）圖書館網站主題資源服務需要考量服務願景並斟酌人力資源，

研擬對策與建置方向。 

（二）各類型圖書館依其設立宗旨與服務對象，普設主題資源服務，

以延伸圖書館專業形象與價值。 

（三）配合主題服務目標，建構合宜通用、層次分明的主題架構與網

頁風格，以彰顯圖書館主題資源特色。 

（四）藉由網頁超連結功能與建置 WEB 2.0 服務，可擴大與強化主

題服務，提供融入大眾生活模式的資訊需求服務。 

大陸亦有公共圖書館建置主題資源網站之案例，如「廣西桂林圖

書館科普服務平臺」為桂林圖書館於 2005 至 2007 年實施的廣西科學

研究與技術開發項目下的子項目。網站以「科普」為主題，並以廣西

當地之科普資源作為主要建設主題，且為凸顯網站的專門性，平臺以

青少年、社區居民、偏遠山區農民為主要服務對象。網站除了以資訊

技術、多媒體技術與數據庫技術進行建置外，更設置科技場館庫、科

技人物庫、科普作品庫等科普專題資料庫，為服務平臺提供更為多元

的資訊來源（鐘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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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主題資源網站需要進行收錄資源之組織整理，多數主題資源

網站會自訂分類架構供使用者瀏覽，但使用者未必熟悉館方自訂的分

類架構，往往會有認知分類主題不同的困擾，如果能夠將同一網站進

行多重主題分類，就可以降低採單一分類必須仰賴線性瀏覽的問題。

但根據卜小蝶等人（2008）分析國內主題資源網站對於資源描述的內

容，發現通常很簡略，一般只提供網站名稱與網址，接近於清單式目

錄，缺乏對於網站內容與使用對象的進一步描述，對於網站詮釋資料

著錄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主題資源網站未來提供使用者搜尋與瀏覽的

兩種介面模式，都是需要仰賴詮釋資料的建置，才能提供介面呈現資

料的檢索、主題瀏覽與後分類提示等功能設計，本計畫將參酌詮釋資

料文獻以 Dublin Core 為基礎，發展本主題資源網站的詮釋資料格

式，並根據資源著錄過程加以修訂調整，完成所有收錄之網路資源著

錄，提供圖書館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系統設計的基礎。 

對於主題網站日後之維運，需要具備一定的人力、時間與經費成

本，由於主題資源網站著重高品質且具有權威性的網站資源服務，根

據前述研究探討，建議成立專責的單位負責經營與管理，除了資源的

選擇、組織與鑑定外，爾後的品質控管與提供網站摘要服務，皆需專

業的學術人才進行整合。在網站營運穩定後，將可透過行銷推廣與創

新服務之方式，吸引更多使用者利用主題網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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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首先藉由文獻分析參考前人相關研究，建立研究的概念架構，繼

而蒐集國內外相關機構建置之主題網站內容，進行內容分析，瞭解國

內外相關機構建置主題網站之概況，並藉由半結構式深度訪談方式，

瞭解圖書館工作人員以及身心障礙者、照護者或是身心障礙團體代表

對於網站資源需求主題與相關建議。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研究設

計，說明研究架構與研究設計概念；第二節研究方法，說明本研究主

要採用之研究方法；第三節研究步驟與流程，說明本研究進行資料蒐

集與調查的流程，以及研究步驟程序；第四節資料處理與分析，說明

研究資料之整理與編碼方式。 

第一節  研究設計 

首先蒐集有關圖書館主題資源網站建置理念相關文獻，作為探討

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的基礎，根據文獻分析瞭解身心障

礙讀者使用網路資源之特性及其主題興趣，並根據網路資源評選標準

進行身心障礙相關網站之評比與整理，據以篩選建立本主題資源網站

收錄之資源主題分類與收錄網站清單。同時採用半結構式深度訪談

法，瞭解圖書館工作人員以及身心障礙者、照護者或是身心障礙團體

代表，對於本主題網站收錄資源看法以及網站建置過程建議，最終彙

整主題網站連結清單及其詮釋資料描述，完成研究成果報告。 

 

 

 

 

 



  

40 

 

 

 

 

 

 

 

 

 

 

 

 

 

 

 

 

 

 

圖 3.1 研究架構示意圖 

 

文獻探討 
1.圖書館主題資源網站建置過程 

2.身心障礙者使用網站資源分析 

3.網站評估標準與無障礙規範 

4.主題資源網站之建置與維護 

網站內容分析 

1.建立本主題資源網站收錄資源之評選標準 

2.進行主題網站內容量化與質性評估 

訪談調查 

1.圖書館網站管理人員 

2.有使用網路資源經驗之身心障

礙讀者、照護者與身心障礙團體

代表 

1.修正本主題網站收錄資源清單 

2.完成詮釋資料描述 

探討問題 

圖書館工作人員 

1.網站資源整理與維護問題 

2.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瓶頸 

 

身心障礙者、照護者或是身心

障礙團體代表 
1.使用網路資源主題與類型 

2.使用網路資源的障礙 

3.對主題網站的需求與期待



  

4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 網站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法是對訊息本身的特徵進行系統化、客觀化、量化的分

析，可將質性素材轉化為量化解釋資料的方法（李政賢譯，2016）。

以內容分析法進行網站內容分析之相關研究可分為兩種類型，第一種

為遵循傳統內容分析法，對文字與語意進行深層分析，以網站內容資

訊為主。第二種是對網站功能進行分析，主要分析網站收錄資料特性

與網站系統功能，不是針對內容進行深入探討（戴芳伶，2013）。 

隨著網際網路與網站建置日益普遍，已有許多研究將內容分析法

延伸至網站建置的研究，例如利用網站內容分析法探討網站設計及其

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採連線至欲分析之國內外圖書館全球資訊網

（WWW），瀏覽網站內容、比較畫面設計等，進行各館個別及共同

特色的探討，最後再提出研究分析結果（翁慧娟、謝寶煖，1999）。 

本研究欲探討網站內容主題與品質，同樣採網站內容分析方法，

初步瀏覽檢視國內外有關身心障礙服務團體或圖書館網站收集主題

資源的典型，瞭解主題資源網站發展概況，並根據文獻探討基礎，初

步建立身心障礙服務主題資源網站之主題架構以及預計收錄之網站

清單。 

進而根據網路資源評選標準，進行擬收錄資源內容質量之評估，

從而產出建議收錄之主題網站資源清單。 

二、 訪談調查法 

為瞭解前階段產出之建議收錄資源清單，對於身心障礙讀者的致

用性，則藉由訪談調查方式蒐集使用者意見。此外，主題網站建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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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必要瞭解圖書館網站管理人員對於建置主題網站的經驗與看

法。故而同樣以半結構式訪談法，擬定問題大綱，針對圖書館網站管

理人員以及身心障礙讀者，蒐集對於建置主題網站資源的需求與建

議。 

半結構式訪談的特點是在進行訪問前會預先設計訪談大綱，將所

有與研究有關聯的主題納入其中，作為訪談過程的基本問題或內容，

但可依據真實訪談的情況及受訪者的反應，適時調整問題與內容之順

序，讓受訪者以自己的語彙做反應，表達出個人本身的經驗、感受、

態度等，並以開放性問題為詢問重點。本研究回應研究目的，設計訪

談問題層面如下，詳細訪談問題陳述如後附（附錄一）： 

表 3.1 訪談問題層面說明 

受訪對象 問題重點方向 

身 心 障 礙

者、照護者或

是身心障礙

團體代表 

使用過的網路資源類型？常用的網路資源類型？ 

因應日常資訊需求，會希望匯集整理那些主題資源？

希望圖書館整理網路資源的檢索與呈現方式？ 

對於圖書館提供網站資源整理的建議？ 

過去使用圖書館網站是否有挫折經驗？曾遭遇那些

困難？ 

 

圖書館工作

人員 

圖書館網站目前提供身心障礙讀者服務情形？ 

圖書館是否有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經驗？過往經歷

有那些重要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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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對象 問題重點方向 

 

圖書館工作

人員 

 

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服務主題資源網站對於資源的

整理，可能有那些問題？如何解決？ 

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服務主題資源網站對於資源的

維護，可能有那些問題？如何解決？ 

對於身心障礙服務主題資源網站建置的建議？ 

訪談對象為國內目前設有專室或專人提供視障/身心障礙服務之

國立圖書館與公共圖書館業務主管或館員，共訪談 8 人，因本研究探

討問題偏向對於館務政策意見，故以訪談業務主管人員為主，如主管

人員並未涉入業務則由專職業務同仁接受訪談。另為瞭解身心障礙者

對於圖書館提供此項服務的看法，遴選有使用網路資源經驗之身心障

礙者、照護者或身心障礙團體代表，提供對於圖書館未來建置此項資

源之期許與建議，邀請受訪者共 8 人，期中審查建議加入訪談照護者

部分，經聯繫照護者仍是推薦由身心障礙者受訪由照顧者旁聽參與，

故訪談對象未納入照護者。 

本研究進行時，預先擬定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待訪談大綱確認

後，邀請 1 至 2 位人員協助進行前測，並根據測試後的意見修改訪談

導引。前測結束後，正式邀請符合研究對象條件之受訪者，進行約時

訪談，訪談由研究人員進行，以求達到每次訪談的最小差異。訪談過

程中，為避免重要資料的遺漏，皆在徵求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使用

錄音設備全程記錄訪談的內容，以確保資料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並整

理謄錄成文字電子檔，以利後續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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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流程 

本研究計畫實施步驟首先經由文獻探索，瞭解圖書館主題資源網

站建置過程與概念，進而探討身心障礙讀者需求之網路資源類型與主

題重點，根據相關文獻瞭解身心障礙讀者網路資訊需求以及網路資源

評選標準，據以提出國內身心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分類架構與相關

網站連結清單，經網路評選標準選錄之網路資源清單，再藉由訪談方

式諮詢使用者需求與圖書館服務人員對此項作業的看法，最終加以歸

納分析，進而擬具結論與建議。 

研究步驟流程詳如圖 3.2 所示，重要步驟分述如下： 

一、擬定計畫書：構思擬訂本計畫之研究問題、目的、研究方法與預

計達成之研究目標。 

二、蒐集相關文獻：根據計畫目的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以支持本計畫

之進行，採相關詞彙檢索文獻資料庫，並利用引用文獻以文獻滾

雪球方式蒐集資料。 

三、整理分析文獻：將文獻內容關涉研究重點部分，加以詳讀並標註

分析，提供本計畫調查設計的依據，所有蒐集的文獻經閱讀記錄

後，進行資料整理與建檔工作。 

四、確立研究範圍與架構：透過文獻分析大致掌握研究重點與重要問

題後，根據研究目的，設計研究方法並釐定研究對象與範圍。 

五、網站內容分析：線上瀏覽具代表性之圖書館或身心障礙團體建置

之身心障礙服務資源內容與呈現方式，提供建構主題資源整理分

類與網站架構概念。 

六、進行網站評選：根據文獻分析確立之網站評選標準，進行收錄主

題網站之量化與質性評估，整理出符合篩選原則之主題資源連結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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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訪談內容設計：根據研究目的擬具訪談問題，於正式訪談前，邀

請前測受訪者，併同檢視問題適用性。 

八、實施訪談與記錄：根據訪談問題大綱邀請圖書館工作人員與身心

障礙者、照護者或是身心障礙團體代表，提供受訪意見並建立訪

談過程逐字稿。 

九、建立網站詮釋資料：經訪談確認收錄之網站資源清單，逐一人工

撰寫網站詮釋資料，提供未來主題資源網站建置的依據。 

十、資料整理與綜合分析：整理與歸納網站內容分析及訪談結果，綜

合分析研究調查資料。 

十一、撰寫研究報告：總結研究發現，進行價值判斷與推論，完成本

計畫報告內容之撰寫。 

十二、提出結論與建議：根據計畫整體研究成果，提出本研究計畫結

論建議以及對於未來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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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 研究步驟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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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計畫蒐集整理之網路資源以研究案委託期間（107 年 2 月

至 11 月）存在網際網路並符合身心障礙服務主題需求之網站為評選

對象，經網路資源評選原則評估後，建立收錄網站之詮釋資料，提供

未來建置身心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收錄內容的基礎。針對研究

過程網站內容分析以及受訪意見調查資料分析，說明資料處理過程如

下： 

一、網站內容分析部分 

本計畫對於選錄之身心障礙服務主題網站資源是根據文獻分析

瞭解身心障礙讀者資訊需求主題，並輔以國立臺灣圖書館提供之「視

障資源 e 點靈」既有之網路資源清單，將身心障礙讀者需求網站資源

主題初步歸納為「福利服務」、「休閒娛樂」、「新知學習」、「公民參與」、

「健康醫療」、「輔具資源」、「特殊教育」、「就業規劃」、「法規政策」、

「民間團體」等十大類，後經期中審查後修正為五大類，審查修正後

各主題收錄重點內容說明如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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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經審查修正之主題說明表 

編號 主題名稱 收錄重點 

1 福利服務 提供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經濟補助、無

障礙服務之政府機構資源，主要收錄中央

政府與各地社會局（處）所建置之機構網

站。 

2 學習資源 提供身心障礙者，各類學習、生活、生涯、

心理等輔導與資源。主要收錄相關政府單

位委託建置的線上學習課程平臺網站、特

殊教育整合網以及相關政策論壇平臺。 

3 法規政策 提供身心障礙相關法規與政策內容，瞭解

自身權利與義務，包括收錄法務部所建置

之全國法規資料庫網站。 

4 民間團體 身心障礙民間團體通常提供身心障礙社群

互動與生活實用服務，主要收錄各類身心

障礙協會與基金會所建置之網站。 

5 圖書資訊服務 提供符合身心障礙者需求格式的圖書資

源，如點字書、有聲書，以及相關之無障

礙設備與服務，主要收錄公共圖書館所建

置的館藏資源網站。 

網站分類主題經訪談身心障礙者與圖書館網站管理者之後，主要

根據身心障礙者需求，將網站內容資訊重複性高的「民間團體」一類

刪除，並加入身心障礙者認為重要的「生活與就業」、「輔助科技」兩

類，完成收錄主題類表及其內容說明如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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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經訪談修正之主題說明表 

編號 主題名稱 收錄重點 

1 福利服務 

提供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經濟補助、社

會救助與各式無障礙服務之政府機構資

源，協助滿足其社會、經濟、教育與健康

等方面的需求。主要收錄衛生福利部社會

及家庭署與各民間團體所建置之機構網

站。 

2 學習資源 

提供適合身心障礙者使用之各類數位學習

內容資源，主要收錄相關政府單位委託建

置的線上學習課程平臺、教育部之特殊教

育相關資源網站以及各民間團體所建置之

學習資源網站。 

3 法規政策 

提供與身心障礙者生活相關之法規與政策

內容，協助其瞭解自身權利與義務，收錄

之網站主要包含法務部所建置之全國法規

資料庫、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之各大法

規網站等。 

4 生活與就業 

提供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資訊，以及相關

之職業訓練、技能檢定、就業服務、創業

協助等管道，並提供身心障礙社群互動與

生活實用服務，如：各團體機構所舉辦之

生活重建、讀書會、旅行健走、才藝學習

等活動。主要收錄各類身心障礙協會與基

金會、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以及勞動

部所建置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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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題名稱 收錄重點 

5 圖書資訊服務 

提供符合身心障礙者需求格式之圖書資源

取得管道，如：點字書、有聲書、電子書

等，主要收錄公共圖書館所建置的館藏資

源網站，以及各大學相關組織或相關民間

團體所建置之書目資源平臺。 

6 輔助科技 

輔助科技係指用以增進、維持或改善身心

障礙者生理功能障礙的物件、設備或產品

服務，如：放大鏡、擴視機、盲用電腦介

面軟體、點字觸摸顯示器、手杖或有聲設

備等。此部分提供符合身心障礙者不同障

別需求之輔具介紹、申請方式、租借與歸

還服務、保養方式等資訊，主要收錄衛生

福利部輔具資源中心與輔具公司介紹性的

網站內容。 

將符合收錄主題與內容要求的網站，彙集成為初步推薦收錄網

站，進行網站內容品質的客觀分析，分析過程兼顧量化評分並進行內

容質性判斷的過程。 

在量化評分方面，係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建立對於網站

品質要求之「107 年政府網站營運績效檢核計畫」所列之各項績效檢

核指標，針對身心障礙者使用網站關聯之檢核項目，刪除不必要之項

目（如：資訊圖像化、網頁動畫、加密連線等），並調整配分後，建

立本研究評選網站之檢核指標，採用項目及配分說明如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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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本計畫收錄網站檢核指標項目及配分說明表 

項目 分數 計分標準 

網

站

介

面 

版面規劃 6 

檢核網站版面是否提供以下資訊： 

(1) 機關名稱(主題名稱)或標章 LOGO

(2) 其他語言的網頁版本介面，如英文

版 

(3) 網站資料開放宣告 

(非政府網站則檢視是否有網站版

權所有的宣告)  

(4) 隱私權及資訊安全宣告 

(5) 完整通訊地址 

(非政府網站則檢視是否提供分店/

部門資訊)  

(6) 聯絡電話 

(非政府網站則檢視是否提供分店/

部門電話)  

無障礙標章 4 檢核是否有網站無障礙標章 

頁尾設計 1 

提供易用(usable)設計，例如胖頁尾(fat 

footer)，提供更多資訊的超連結，並為

絕對底部(sticky footer) 

網站導覽功能 2 
(1) 提供網站導覽 

(2) 提供路徑導覽 

網

站

內

容 

重大政策 1 

檢核網頁內容是否有機關之重大政策

或施政計畫說明、提供業務服務資訊 

(非政府網站則檢核是否有網站建置目

的或收錄範圍之說明) 

內容分類 2 
是否有依據業務功能或其他屬性將網

站資源進行分類組織連結 

相關連結 1 
是否提供所屬上級機關網站連結或其

他相關專業性質網站資源的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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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分數 計分標準 

維

運

管

理 

有效連結 2 
採隨機抽樣該網站的連結，檢核網站

提供之連結有效性 

連結一致性 1 
檢核連結的顯示內容文字，與連結後

網頁顯示的內容是否一致 

內容更新 2 

是否提供最新消息、新聞稿或公告資

訊等，且應標示更新日期，並依日期

由新至舊排列 

網

站

服

務 

搜尋服務 2 檢視搜尋服務是否提供全站搜尋服務 

熱門關鍵字 1 

是否提供常用查詢關鍵字詞、或機關

業務相關字串等貼近網站資訊的熱門

搜尋提示 

搜尋建議 1 

檢核輸入「視障」一詞進行搜尋時，

若找不到相符資料時，能否提供搜尋

建議(但不包含搜尋後分類建議) 

意見信箱 1 
是否提供意見信箱或是首長信箱等服

務，包含透過 outlook 方式 

通用文件 1 

檢核提供下載文件是否為檔案通用格

式（如 PDF、WORD、ODF 等），並標

示檔案格式(包含圖示形式) 

社

群

服

務 

社群分享 1 

檢核能否透過其他社群媒體(如

Facebook)，提供使用者即時分享網頁

內容 

社群互動 1 

檢核是否標示機關社群媒體連結資訊

(如 Facebook /Twitter/Google+ 

/YouTube /Flickr/Instagram 等) 

總計 30 分 

利用EXCEL將初步推薦收錄網站以上述網站檢核指標與計分標

準，逐一瀏覽網站內容加以評分，建立評分結果統計表，作為網路收

錄取決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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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質性分析方面，是由本研究人員逐一檢視各網站內容，考量下

列質性評估條件，敘明各網站的優缺點： 

（一）內容獨特性：能提供其他網站沒有的功能與服務項目，例如：

點字書籍目錄、語音菜單、特教相關教材與研習活動等獨特內

容。 

（二）內容權威性：檢視各網站建置單位是否為登記在案之協會、基

金會或政府單位，資料來源是否可靠，例如：在醫療資訊有醫

師專家的署名或者提供資料來源出處。 

（三）內容適用性：檢視提供的資訊是否可以下載使用，或者是否需

要額外付費方可使用；針對照片則檢視其是否提供文字說明、

語音播放功能；以及提供全站搜尋，方便資源的快速尋找。 

（四）內容新穎性：檢視各網頁最新消息區的發布日期與更新日期，

是否超過三個月以上未更新資訊。 

（五）資訊結構和組織：檢視網頁架構是否一目瞭然，或是將可用的

資源與服務內容依障礙別與主題進行組織與統整，讓使用者可

以直觀找到需要的資訊，例如：網站有身心障礙福利專頁，無

須使用者分開點選瀏覽。 

經逐一檢視各網站內容評估優劣程度後，提供最終討論判斷是否

收錄的依據。各網站量化與質性分析過程之詳細紀錄，可參閱附錄（附

錄二），最終評選結果將於第四章第一節分析說明。 

二、訪談資料分析部分 

針對符合訪談條件之受訪者逐一約時訪談後，進行逐字稿整理與

各意見面向歸納，整理步驟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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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資料謄錄：以逐字稿詳細謄錄，並同時註明受訪者編號、

訪談時間與地點。訪談資料紀錄稿為求語句文意順暢，經過再

三反覆閱讀後，將逐字稿中無意義的語助詞與口頭禪刪去，以

利於後續分析。基於不公開個別受訪者訪談資料之原則，每一

位受訪者皆以代號（L01、L02……；D01、D02……）替代，

其中代碼 L 開頭代表身分別為圖書館工作人員，代碼 D 開頭

代表身分別為身心障礙讀者或是障礙團體代表。 

（二）訪談資料分析：依研究目的與問題將訪談內容進行問題面向之

初步分類，試圖進行比較、歸納。 

（三）加入註解：為便於訪談資料的分析詮釋，研究者針對訪談錄音

紀錄加上必要之研究觀察註解。 

（四）訪談資料詮釋：訪談資料引用標記受訪者編號與引錄逐字稿紀

錄位置，例如（L2，21-25）代表引錄受訪者 L2 意見在逐字稿

第 21 至 25 行處，研究者並在符合特徵的文字上加上註解，提

供後續文稿整合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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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說明對於身心障礙相關主題網站評選之量

化與質性分析結果；第二節整理身心障礙者對於網路資源需求訪談結

果；第三節分析圖書館工作人員訪談意見；第四節根據訪談意見重新

整理網路資源以及綜合討論。 

第一節  主題網站評選結果分析 

本計畫將初步推薦收錄網站，根據第三章陳述之收錄網站檢核指

標項目及配分（表 3.4），逐一瀏覽評分網站，所有網站經檢視內容逐

項評分計算後（各網站評估計分結果參閱附錄二），分析網站整體量

化評選與質性分析結果如下： 

一、量化評分結果分析 

本計畫以國立臺灣圖書館提供之「視障資源 e 點靈」既有之網路

資源清單為基礎，參酌文獻分析歸納之身心障礙讀者需求網站資源主

題，並經瀏覽網路資源新增網站清單，初步篩檢出共 257 個網站，經

量化與質性評估後，暫留 179 個網站。其後經過期中報告學者專家審

查意見修正，大幅調整收錄網站主題方向，將網路資源之收錄主題，

更集中於圖書資訊服務相關主題發展，修正為「福利服務」、「學習資

源」、「法規政策」、「民間團體」、「圖書資訊服務」等五大主題，刪除

原列「休閒娛樂」、「健康醫療」等非圖書資訊服務範疇主題，並將原

列之「公民參與」、「輔具資源」、「特殊教育」、「就業規劃」等主題網

站擇選具代表性者，併入相關主題；並在「民間團體」一類，新增不

同障礙類型團體網站，修正後收錄網站總數為 84 個。經審查修正確

認網站收錄主題後，重新進行各主題網站之量化與質性評估過程，評

分結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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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主題網站評分情形 

總數 84 個符合收錄主題的網站資源，以網站檢核指標項目加以

評分，在滿分 30 分的評分項目中，「福利服務」（平均數 24.08）、「法

規政策」（平均數 23.90）、「圖書資訊服務」（平均數 21.77）、「學習資

源」（平均數 20.75）此四項主題之得分較高，其平均數達 20 分以上。

觀察網站屬性發現，此類主題較多數屬於政府機構網站或由政府單位

委託建置，因政府網站之建置會影響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政府機關服

務品質的遴選，多數政府機關會自我檢核，因此，不會悖離網站品質

基本檢核指標太遠。但相較之下，「民間團體」（平均數 18.55）的主

題網站評分結果偏低，所收錄的網站主要是民間團體、協會組織所建

置，其網站設計與內容更新皆較為缺乏，致使評分結果相形之下較為

不理想。 

表 4.1 各主題網站評分結果統計表 

主題 
指標評分分布 

網站總數 評分平均數
分數區間 網站數 

福利服務 

1-10 分 0 

24 24.08 11-20 分 4 

21-30 分 20 

學習資源 

1-10 分 0 

8 20.75 11-20 分 3 

21-30 分 5 

法規政策 

1-10 分 0 

10 23.90 11-20 分 1 

21-30 分 9 

民間團體 

1-10 分 1 

29 18.55 11-20 分 17 

21-30 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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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指標評分分布 

網站總數 評分平均數
分數區間 網站數 

圖書資訊服務

1-10 分 0 

13 21.77 11-20 分 3 

21-30 分 10 

小計 84 21.81 

(二） 各檢核指標評分情形 

為瞭解各主題網站檢測結果較為不足的項目，進一步分析 84 個

網站在各檢核指標的得分情形，因各項指標配分略有差異，增列「常

態平均值」一欄，呈現均值處理後平均數，便於理解和說明。 

首先在網站介面方面，表現最好的是「網站導覽功能」，代表多

數網站藉由導覽系統，增加網站之閱覽便利性，提供使用者直覺並清

楚地知道，要如何瀏覽網頁內容。但表現比較差的是「頁尾設計」與

「無障礙標章」，尤其是缺乏「無障礙標章」問題，將成為身心障礙

者取用網路資訊最大的瓶頸。 

在網站內容方面，表現最好的是「內容分類」，代表多數網站皆

已根據資訊內容建立分類標題，呈現在首頁資訊分類，但表現比較差

的是「相關連結」，代表一般身心障礙服務網站缺乏提供其他相關的

網站資源，多數網站是以本身的資訊提供服務，對於網站資源的整理

相當缺乏，顯然需要專責圖書館肩負補強此一網路資訊服務的缺口。 

在維運管理方面，表現最好的是「連結一致性」與「內容更新」，

意味多數網站至少已達到點選連結的標題和連結後顯示的內容是符

合的，並無錯誤連結問題。雖然多數網站已達到公告訊息有更新的功

能，但不代表更新頻率狀況良好，需要輔以後續質的評估協助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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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評估面向平均數表現比較差的是「有效連結」，然其標準差

數值偏高，代表符合此項指標之網站呈兩極化分布，亦即少數網站未

進行網站維運管理，需要定期檢查相關連結的有效性。 

在網站服務方面，表現最好的是「意見信箱」與「搜尋服務」，

代表多數網站已經能提供一個使用者回饋的管道與全站搜尋服務，而

網站提供站內搜尋服務，也是身心障礙者使用網站最需要的功能（林

巧敏，2016b）。但表現比較差的是「搜尋建議」，當使用者在本網站

找不到相符資料時，多數網站無法提供搜尋建議，由於此項功能屬於

較進階的設計，多數網站目前並未符合此項指標要求。 

最後在社群服務方面，「社群分享」是得分比較高的指標，「社群

互動」雖不及「社群分享」的得分數，但隨著資訊使用行為的變遷，

「社群分享」與「社群互動」未來將是網站設計需要具備的功能項目。 

表 4.2 各檢核指標評分結果統計表 

檢核指標項目 配分 平均數 
常態平

均值 
標準差 

網站

介面 

版面規劃 6 4.60 0.77 1.20 

無障礙標章 4 2.33 0.58 1.98 

頁尾設計 1 0.52 0.52 0.50 

網站導覽功能 2 1.60 0.80 0.66 

網站

內容 

重大政策 1 0.93 0.93 0.26 

內容分類 2 1.95 0.98 0.31 

相關連結 1 0.81 0.81 0.40 

維運

管理 

有效連結 2 1.90 0.95 0.43 

連結一致性 1 1.00 1.00 0.00 

內容更新 2 2.00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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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指標項目 配分 平均數 
常態平

均值 
標準差 

網站

服務 

搜尋服務 2 1.36 0.68 0.94 

熱門關鍵字 1 0.10 0.10 0.30 

搜尋建議 1 0.04 0.04 0.19 

意見信箱 1 0.73 0.73 0.45 

通用文件 1 0.56 0.56 0.50 

社群

服務 

社群分享 1 0.56 0.56 0.50 

社群互動 1 0.50 0.50 0.50 

二、質性評估結果分析 

質性評估是根據內容獨特性、權威性、適用性、新穎性以及資訊

結構和資訊組織等質性評估條件，檢視各網站的優缺點，各網站質性

評價分析描述，詳如附錄二內容優缺點一欄所述，綜合整理各網站質

性評價較具有代表性之優缺點，包括： 

（一）優點 

1. 網站內容將身心障礙者相關資訊統整在一起，方便身心障

礙者找尋並瀏覽資訊。 

2. 網站提供整理過的資訊內容，而非僅是指引資訊來源，提

供之資訊具有獨特性，例如：線上點字書籍、導盲犬資訊，

或是針對身心障礙者類型提供特定需求的服務。 

3. 網站能提供即時的線上諮詢互動服務。 

4. 網站內容資料為專家學者所撰寫，並有署名以示對於資訊

內容的負責。 

5. 網站考慮到符合無障礙網頁設計，也有提供語音報讀功

能，甚至照片有替代文字說明，可讀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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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點 

1. 網站內容缺乏組織，未將類似屬性資訊統整在一起。 

2. 網站指引的資源僅提供文字說明，並未提供直接超連結服

務。 

3. 網站以 facebook 或 blog 形式呈現內容，導致資源分散，查

找過往資訊不易。 

4. 網站內容許久未更新，或網站未進行維護，導致許多資源

連結失效。 

5. 網站提供之部分資源，需要申請帳號或者付費方可使用。 

6. 網站資源內容僅提供相關業務的申請表單下載，缺乏友善

的文字解說與聯絡資訊。 

7. 網站未提供建置網站單位的聯絡資訊，也缺乏意見諮詢管

道。 

將 84 個網站經過網站檢核指標量化分析，並衡量網站內容資訊

的獨特性、內容權威性、內容適用性、內容新穎性以及資訊的結構和

組織等質性分析結果，進行網站是否值得收錄的判斷，對於初選 84

個網站經量化與質性分析後，淘汰 10 個網站，留存 74 個網站，淘汰

率為 12%，淘汰與否係綜合下述原因考量： 

1. 網站檢核指標量化評分，以達 20 分以上為原則，除非該網

站資訊具有獨特性，擁有其他網站難以取代的內容。 

2. 網站內容質性分析結果，具備內容權威性與獨特性，或是

對於身心障礙資訊提供專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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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縣市社會服務機構即使少數網站內容資訊較為貧乏，致

使量化評估表現不佳，但為兼顧各縣市網站的完整呈現，

仍加以收錄。 

4. 民間團體較缺乏網站建置與更新能力，導致量化評分不理

想，但為兼顧各種身心障礙類型網站的均衡性，以保留全

國性團體為原則。 

因此，雖有極少數網站量化評分未達 20 分，但其質性分析網站

內容有特色，或是該網站有代表性，經討論斟酌後仍決定暫不淘汰，

俟於訪談身心障礙者後，根據其提供之意見，再行決定去留，84 個

網站之量化評分與質性優缺點說明可參閱附錄二，各主題網站評選結

果統計如下述統計表（表 4.3）。 

表 4.3 各主題網站評選結果收錄統計表 

主題 初評網站數 淘汰網站數 淘汰率% 收錄網站數 

福利服務 24 0 0 24 

學習資源 8 0 0 8 

法規政策 10 0 0 10 

民間團體 29 10 34 19 

圖書資訊

服務 
13 0 0 13 

小計 84 10 12 74 

接續評分確認待收錄之 74 個網站，進行使用者訪談，以確認清

單所列是否為身心障礙者需求，並據以增刪主題資源網站清單，以貼

近使用者需求並避免有遺珠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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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身心障礙者訪談意見分析 

一、受訪者背景陳述 

  本研究徵求訪談之身心障礙者以具備多年網際網路使用經驗為

主，因其具備網路資源檢索與網站瀏覽經驗，可提供網路資源評選與

主題網站建置之意見，原徵求對象希望包含視障、聽障與學習障礙族

群，但經徵求身心障礙團體代表推薦後，學習障礙團體未回應，僅以

視障與聽障族群進行訪談，總計訪談 8 人（受訪編號 D1-D8）。本次

受訪對象，因考量視障者感知資訊的障礙較大，故以訪談視障者為

多，共有 5 人，聽障者有 3 人，受訪者使用網路年資多數已有 20 年

以上，且每天使用時間長，屬於網路資源的重度使用者，均具備使用

圖書館網站的經驗。受訪者背景說明，詳如表 4.4。 

表 4.4 身心障礙受訪者背景說明表 

編

號 

性

別 

障

別 
身分別 

使用網

路年資

使用網路

頻率 
使用圖書館網站情形 

D1 男 
聽

障 
身心障礙

者 
20 年

每天 
15小時 

使用目的：蒐集資料、查

找書單、回應讀者意見 
頻率：2至3天使用1次

D2 女 
視

障 
身心障礙

者 
20 年

每天長時

間使用 

使用目的：閱讀小說與散

文 
頻率：經常使用 

D3 男 
視

障 

身心障礙

者兼團體

代表 
15 年

每天長時

間使用 

使用目的：查找書目與論

文 
頻率：每半個月使用1
次 

D4 男 
視

障 

身心障礙

者兼團體

代表 
22 年

每天長時

間使用 

使用目的：下載點字書與

有聲書、閱讀電子報 
頻率：每天 

D5 男 
視

障 

身心障礙

者兼團體

代表 
25 年

每天長時

間使用 

使用目的：查找文獻、技

術報告、一般書籍 
頻率：一周1至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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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性

別 

障

別 
身分別 

使用網

路年資

使用網路

頻率 
使用圖書館網站情形 

D6 男 
視

障 

身心障礙

者兼團體

代表 
20 年

每天長時

間使用 

使用目的：查找書籍 
頻率：使用網站不到5
次，但常使用圖書館的

APP 

D7 女 
聽

障 
身心障礙

者 
13 年

每天長時

間使用 

使用目的：查找書目、預

約借書 
頻率：很少使用 

D8 女 
聽

障 
身心障礙

者 
23 年

每天 
10小時 

使用目的：查找書籍或資

料 
頻率：一周1次 

二、使用網路資源需求之主題與類型 

  徵詢身心障礙者使用網路資源需求之目的，主要包括：因應工作

需求查找資訊、查詢休閒娛樂資訊、查找日常生活相關資訊、瞭解新

聞時事和學習新知，也有參與社群網站和論壇的需求，藉由提問諮詢

獲得資訊或是滿足人際互動交流等。 

（一） 因應工作需求查找資訊 

  在數位時代下，網際網路與相關科技已成為各行各業皆仰賴的工

具媒介。多數受訪者皆提及，使用網路資源的首要目的在於因應工作

資訊的查詢需求，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找尋資訊最便捷的方式就是

直接查找和瀏覽網路資源，可省卻找資料過程在實體環境碰到的障

礙。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第一是為工作，找尋跟工作相關的網路資源。」（D1：17） 

  「工作上的需求經常使用網路，例如使用 e-mail 洽公。」（D4：

24） 

  「工作面的部分，比較常使用 Google scholar（學術性），查找一

些國外文獻、身心障礙相關的技術、科技輔具的報告。」（D5：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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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使用一般新聞媒體雜誌的網站，查找工作所需的資訊，例

如：商業管理、科技新知等，或目的性地使用 Google，查找及

彙整與工作議題相關的事前準備資料，包括瞭解一些專有名詞

或背景資訊等等。」（D6：18-24） 

（二）查詢休閒娛樂資訊 

  多數受訪者皆表示，使用網路資源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查詢個

人有興趣的休閒娛樂資訊。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會查詢有興趣的資訊，通常是新聞與娛樂方面……。娛樂部分

則常找尋與運動體育、歌手相關的資訊。」（D1：17-21） 

  「瀏覽與個人興趣有關的生活娛樂網路資源，例如是推薦吃喝玩

樂有關的網站，通常使用購物和旅遊網站的頻率較高，也會查

找旅遊景點資訊……，且自己很喜愛新奇小物，也會查找一些

新奇的娛樂性資訊。」（D2：16-18） 

  「會使用 youtube 聽讀與個人興趣有關的電視節目，或者聽音樂。」

（D4：23-24） 

  「會使用影音社交軟體，一些相關串流媒體的平臺，例如：

youtube、抖音、yahoo TV，通常會偏向休閒娛樂的需求。」（D5：

24-25） 

  「娛樂活動多數是看一些文章小說、電影、漫畫或遊戲類網站。」

（D7：15） 

（三）查找日常生活相關資訊 

  由於網路功能強大，能夠提供的服務範圍日趨廣泛，在日常生活

中，舉凡食、衣、住、行、育、樂資訊無所不包，人們在不知不覺中，

隨時隨地接受著網路的各項服務，多數日常生活相關的資訊皆能透過

網路便利地取得，改變了現代人的生活習慣。身心障礙者更是仰賴網

路查找與生活相關的資訊，引述受訪者比較重要的意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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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滿多的，幾乎所有事情都在網路上解決， 常使用網路銀

行、線上拍賣、繳稅等生活購物與財務方面的網站，或是查一

些想要瞭解的資訊。」（D3：16-18） 

  「非工作面的部分，我會比較偏向生活資訊的接收，例如瀏覽

blog 或痞客邦，查找一些餐廳的資訊，同時確認該餐廳是否提

供斜坡等無障礙的設計……，這跟工作並無直接相關，但生活

上經常使用。」（D5：21-24） 

  「我會搜尋日常生活知識，或是經常使用網路購物平臺消費。」

（D7：16-17） 

（四）瞭解新聞時事和學習新知 

  網際網路技術興起之後，「學習」這件事情變得更有效率，使人

們能夠打破時空限制，快速地取得特定想要的資訊，並隨時吸收新

知。新聞也走出了報紙與電視，以網路媒介迅速地改變社會對於時事

資訊的取得方式。利用網路取得學習資源與生活新知，幾乎成為現代

人的知識取得管道，身心障礙者更能藉由網路學習減少交通不便的問

題。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我查詢有興趣的資訊，通常是新聞與娛樂方面的資料……，在

新聞部分，由於工作上會常接觸國外報紙的因素，我常會使用

網路新聞和報紙。」（D1：17-21） 

  「常會使用電子報來閱讀新聞時事，或下載點字書閱讀。」（D4：

22-23） 

  「我會使用一般新聞媒體雜誌的網站，查找商業管理、科技新知

的資訊……，或目的性地使用 Google 查找與彙整新知資

訊……，或是使用線上網路課程的網站進行學習。」（D6：16-25） 

  「會為了汲取知識，瀏覽目前推播的新聞時事資訊並閱讀相關文

章。」（D8：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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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與社群網站和論壇 

  社群網站是現代人參與社會以及進行溝通的重要方式，多數受訪

者表示，社群網站或論壇已成為平時獲取資訊，並與他人聯繫的重要

管道，且多數網站之設計方式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是相對較為友善的

使用環境。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我也會常參與相關論壇的專文討論，這部分是偏向個人興趣主

題的論壇，例如：電動車相關上市議題。」（D1：19-20） 

  「有時候會使用 PTT 論壇，發文諮詢，或者觀察目前論壇上所討

論的有趣議題。」（D4：23） 

  「經常使用社交軟體，例如：Facebook、Twitter、微博等社群

臺……，能提供一些較即時且完整的資訊，且這些網站的無障礙

設計程度也比較好。」（D5：18-21） 

  「人際溝通方面，會常使用 Facebook 社交媒體與朋友聯繫。」（D8：

16） 

三、希望圖書館收錄的網路資源 

  徵詢身心障礙者希望圖書館收錄網路資源的意見，受訪者因為資

訊尋求的必要性，希望圖書館能夠加強學習資源、醫學健康知識或提

供聽打和手語翻譯等網路資源的整理，因為這些資訊網站比較難在網

路找尋和判斷，期許圖書館能代為過濾和整理。此外，因應學習和日

常生活需求，也希望能提供新書通報或暢銷書排行等即時資訊，加上

身心障礙者在上網時，常常會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摸索熟悉不同的網頁

介面，身心障礙者更希望圖書館能協助評估和過濾對於身心障礙者適

用之網路資源，以改善部分網頁即使存在無障礙標章，但仍然遭遇操

作和瀏覽不友善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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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供新書通報或暢銷書排行等即時資訊 

  網路時代之下，使用者接收資訊的速度也變得非常迅速，對於新

書、暢銷書等即時資訊亦有一定程度的需求，因此希望圖書館網站能

夠提供更即時、新穎的資訊服務。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陳述如下： 

  「圖書館網站提供的新書通報並不即時，希望圖書館能提供市面

上 新出版的新書資訊。」（D2：21-23） 

  「希望圖書館提供相關暢銷書的排行榜資訊，並連結相關電子書

的下載點，讓我們可以直接下載閱讀。」（D4：30-31） 

（二） 提供對於身心障礙者友善的網站 

  部分身心障礙者在上網時，必須花費較多時間摸索不同的網頁介

面，因多數視障者使用盲用電腦、導盲鼠、報讀軟體等輔助科技以取

得網頁的內容，但網站設計需要納入報讀軟體的功能，面對各種網頁

設計介面，使用者需要花費時間適應。因此，希望圖書館能先行評估

網站，收集瀏覽介面適合身心障礙者使用的網站，可減少身心障礙者

不必要的時間浪費，提供友善介面的網路資訊取得管道。引述受訪者

相關意見如下： 

  「 希望圖書館改進的是讓視障者更方便取用書籍，希望圖書館

協助彙整那些網站在取得書籍方面屬於友善環境，這非常有幫

助，畢竟大家都不喜歡查資料還要跑來跑去到處問。」（D3：30-33） 

（三） 整理聽打與手語相關資源 

  聽打與手語翻譯對於聽障者而言為重要的溝通及接觸資訊管

道，亦為目前主要的學習趨勢，但多數受訪者皆認為目前缺乏相關網

路資源的彙整，建議圖書館可整理此部分的資源。引述受訪者相關意

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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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圖書館提供聽打與手語翻譯服務的網路資源，能夠幫助我

們與他人溝通……，幫助大家找到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或是瞭

解基本的學習資訊。」（D1：24-28） 

  「可以整理手語教學或手語社交團體的網站，因為手語為多數聽

障者習慣溝通的方式。」（D7：23-24） 

  「希望能整理手語研究的資源，將這些書籍或論文中的各章節內

容分門別類標記成主題關鍵字，彙整成一份適合我們使用的參

考清單。」（D8：19-20） 

（四） 整理報章雜誌資訊內容 

  除了書籍之外，報紙、雜誌亦為吸收資訊的重要管道，但此類資

訊在網路上數量很多且內容品質不一，希望藉由圖書館的整理過濾，

減少對於此類網站資訊在尋找和判斷的困難。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

下： 

「希望圖書館可以彙整電子報的資源，這樣我們就不用再透過網

路慢慢搜尋報紙資源……也希望彙整雜誌類的資源。目前這些資

源很多，但並沒有特別為視障者考量設計。」（D3：30-33） 

（五） 提供線上課程學習資源 

  在電腦網路發展的線上學習，提供了自由、小眾的教育方式，不

僅僅是現代教育制度的一種型態，更代表了社會學習風氣的轉型，使

學習者能打破時空限制，無時無刻皆能在自己想要的時間學習新知。

愈來愈多的新式線上學習資源正在蓬勃發展，圖書館若能協助評估和

指引適用之線上學習平臺，將是促進身心障礙者自主學習的一大福

音。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希望能提供更多線上課程的資源……，一邊念書，一邊上班，

較沒有時間去學校上課……，例如：臺大開放式課程平臺提供的

影片隨時都能順利聽、讀，使用很方便。」（D6：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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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整理醫學與健康相關資訊 

  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經常需要醫療、健康等方面的相關資訊，但

這些資訊可能散布於不同機構的網站，或可能為國外的文獻，對於此

類資訊內容正確性的判斷又比法規、政策、福利等面向的資訊困難，

身心障礙者搜尋起來頗為費時費力，因此，希望圖書館能夠協助彙整

此主題的相關資源。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希望能整理一些健康養生或醫學知識相關的網站，其實我們經

常使用到醫療資源，也想要瞭解輔具、儀器、藥品或保護身體等

方面的訊息，但經常要搜尋很久。目前這些網站好的資訊，很多

都是國外的，希望能夠連結或初步翻譯。」（D7：20-23） 

四、對於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主題網站收錄資源的意見 

  對於圖書館未來建置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收錄資源的意見，身

心障礙者認為收錄資源時，應考量資訊的變動程度、網頁介面之無障

礙設計、網站內容資訊要即時而完整；在資訊內容的適用性方面，則

希望要以符合身心障礙者需求為前提，所以會希望影音資源要優先考

量有字幕或手譯功能，如果是法規網站則以提供文字資訊為主的網站

會比較有利於閱讀。此外，希望能增加收錄手語學習資源、醫學與醫

療相關資源，建議不用收錄網站穩定度較低的社群網站，以及內容新

穎性不足的民間團體網站。 

（一）收錄變動性不大且重要的資訊為主 

  網路科技日益發達，網頁資訊與技術也經常隨之變動，但其內容

與設計卻不一定能同步更新。因此，受訪者建議網站收錄之資訊應為

整體變動性不大且內容資訊重要者為主，引述相關意見如下： 

  「從圖書館的角度來看，可以蒐集一些變動不大但又蠻必要的資

訊，例如：視障者會需要輔具標準表的資訊、政府政策宣導資訊

以及高齡族群需要的長照資訊等。」（D6：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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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錄對身心障礙者友善（具無障礙設計）的網站 

  多數受訪者表示，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影響其使用網站意願之

首要因素在於該網頁是否符合無障礙設計，能夠提供身心障礙者友善

的使用環境。因此，若圖書館建置主題資源網站，希望收錄之網站至

少皆能符合此基本要求，方能提高使用意願。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

下： 

  「政府網站多數有取得無障礙標章，操作相對方便，增加拜訪意

願……，或是像教育部無障礙全球資訊網（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

心）網站提供很多視障朋友可以使用的軟體或 APP 下載，環境

介面也很友善，就常去使用……，播放介面很貼心，有無障礙設

計，如前後快轉、書籤功能。」（D3：46-79） 

  「希望除了圖書館網站外，連結出去的網路資源先以有無障礙網

頁設計為主，否則網站使用有障礙，資源再多也沒用。」（D4：

107-108） 

  「網站沒有符合無障礙設計，根本無法使用，若圖書館在提供該

資源時，可以做到不僅只是提供使用者連結到該網站操作，而是

確認該網站將資源轉換成身障者可使用的格式，便可收錄這個網

站。」（D6：48-52） 

（三）收錄之網站資訊需即時且完整 

  主題資源網站建置之目的在於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取資訊的方便

管道，尤其是新聞時事、法規或政策等具有變動性的網頁資訊，內容

是否完整而且能即時更新，對於使用者而言，十分重要。引述受訪者

相關意見如下： 

  「我常去我的 e 政府網站、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網站，資源經

常進行更新與整合，也整合得還不錯，時常會去關注。」（D3：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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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者傾向使用社會局網站蒐集相關資料，因為資訊會較

完整與即時。」（D4：36-37） 

（四）影音資源優先考量有字幕或手譯功能 

  影音呈現資訊的方式較容易深入人心，影音資源幾乎已成為現代

人接收資訊的重要形式之一。然而，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影音資源

必須包含完整的字幕、手譯等功能，每個影片都需打造無障礙的呈現

方式，方可為身心障礙者使用。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網站沒有提供字幕與手語翻譯，對聽障

者而言會認為沒有意義。」（D1：33-34） 

  「聽障者需要的是手語資源或完整的影音字幕功能……，多數皆

偏好手語溝通，看大量的文字會有負擔……。北市圖的『HyRead 

ebook』網站的電子書資源還不錯，但可惜的是沒有手語版本，

且部分提供的有聲書，就算能觀看但沒有字幕，我們就無法使用

了。」（D7：29-30、49-50） 

（五）法規網站以提供文字資訊為主比較利於閱讀 

  由於視障者使用網路資源，需要藉助盲用電腦、導盲鼠或報讀軟

體等輔助科技聽取網頁內容，因此，偏好網站內容的文字多一些、減

少圖片或動畫，如果頁面資訊簡潔明瞭，將更有利於閱讀。尤其是法

規內容的網站，可以採文字呈現為主，減少無謂的圖檔和表格設計，

讀報軟體只要能清楚讀出文字即可，由於身心障礙者使用此類網站頻

率很高，希望對於法規網站的篩選能考量頁面資訊的呈現方式。引述

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法規部分，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提供法條文字檔的下載，方便

轉成點字格式，使用上很方便。」（D2：37） 

  「法律跟生活非常密切，每個人至少都該有基本概念。因為都是

文字，查法條時閱讀起來就很方便，障礙面應該沒什麼問題，就

看自己是否有興趣。」（D3：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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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法規政策的網站資料能完整，網站介面操作也很方便。」

（D6：55） 

（六）增加手語學習資源 

  手語為聽障者重要的溝通方式，對於照護者或社會大眾而言，學

會手語或是具備基本判斷能力，更是促進和聽障礙溝通的過程。但受

訪者表示，目前國內缺乏手語相關的網路學習資源，希望能蒐集整理

此類優良內容的網站。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必須增加手語學習的網站。但可惜的是，目前手語學習網站多

數是外國的，它們有很多故事、小說或影音搭配手語的學習網。」

（D7：31-32） 

（七）增加醫學與醫療相關資源 

  身心障礙者之日常生活經常需要醫療、健康等方面的相關資訊，

但這些資訊可能散布於不同機構的網站頁面，搜尋起來頗為費時費

力，目前國內對於此一主題，也缺乏針對身心障礙者需求進行有系統

的整理，圖書館為身心障礙者整理此類資源有其必要性。引述受訪者

相關意見如下：  

  「可以整理醫療方面的網站……，可以幫助自己瞭解相關健康資

訊，以及線上門診諮詢，使用上很方便。」（D1：51） 

  「我建議新增醫學、醫療方面的網路資源。這類的資訊我們很常

用到，想要知道怎麼保護耳朵，或是照顧自己，但很少人有整理。」

（D7：51） 

（八）社群網站穩定度低比較不建議大量收錄 

  社群網站為現代人溝通、傳達消息與吸收資訊的重要管道之一，

許多與身心障礙服務相關的機構，也會利用社群網站發布消息。但社

群網站頁面本身穩定度低，是以「貼文」或「訊息」等單則圖文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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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運作，連結與網址可能隨時失效，變動性大、穩定度低，雖然有使

用需求，但並不建議大量收到主題網站中。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有部分協會使用 Facebook 網頁，這樣的網站內容網址穩定性

不高……，不建議列進來。」（D1：36-37） 

（九）民間團體網站資訊即時性低比較不建議收錄 

  多數身心障礙受訪者表示，目前造訪民間機構團體網站的比例不

高，主要是因為過往使用這些網站是為了找活動資訊，而現在社群媒

體發達，多數人已習慣使用 Facebook、Line、親友群組等社群管道由

同儕或是群組中取得活動資訊，會拜訪民間團體網站的機會已經很

少。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身心障礙相關團體舉辦活動的話，我們都透過 Line 群組通知

後才會去看，比較不會定時去看那些機構的網站，瀏覽的主動性

沒有那麼強……，都是知道有那個活動或消息之後，才會想去這

些機構的網站，有需求的時候才去，不是每天固定都進去瀏覽。」

（D3：18-20、67-68） 

  「民間團體網站的話，通常關注這類資訊會使用 google 搜

尋……，只有在有特定需求、知道有活動時，才會登入這類的網

站。」（D4：63-70） 

  「以民間團體資源來說，我通常都透過 Line 群組得知相關活動

訊息，比較不會去逛網站。」（D5：50-55） 

  「基本上都透過使用 Line 群組，取得相關協會、基金會的活動

資訊，資訊完整且即時，比起使用個別基金會或協會的網站，常

發現使用的 10 次經驗中，只有 2 次有得到 新活動的資訊，來

得有效率。」（D6：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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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於身心障礙主題網站功能設計之建議 

  針對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介面功能之建議，身心障礙者認為最

重要的因素是網站必須先通過無障礙標章認證，確保其為適合身心障

礙者使用的介面。此外，應建立層級清晰的分類瀏覽架構，並建置提

供整合式檢索功能與服務，且能依照不同使用族群的使用習慣進行分

流設計。頁面呈現上，希望同一頁面勿呈現過多龐雜資訊，網站圖表

型資訊需要加入替代文字說明，身心障礙者才能瀏覽。 

（一）需要有無障礙標章認證 

  網頁是否取得無障礙標章認證，是身心障礙者使用網站的重要評

估指標。隨著網頁技術日新月異，標章的認證標準以及網頁本身內容

的更新編修，都可能使原已通過認證的標章不再有效。我國「無障礙

網頁開發規範」施行多年後，隨著科技輔具不斷改善以及國際身心障

礙權益保護的落實，新頒布的「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要求所有公

立機構網站限期三年內改善，即使未來取得新標章也必須維護無障礙

設計的有效性。無障礙標章是一項基礎條件，網頁設計無障礙才能提

升身心障礙者使用的意願。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我認為這個網站一定要通過無障礙標章，至少第一等級 A，有

通過就有一定的保障，身心障礙者也較願意使用。」（D3：88-89） 

  「基本上，目前圖書館網站都該符合無障礙標章的規定。」（D5：

60） 

（二）建立層級清晰的分類瀏覽架構 

  主題網站蒐集了各式各樣的主題資源，有明確的層級分類才能讓

使用者明確地知道該如何展開層級瀏覽並點選資訊。明確的層級分類

是主題資源整理的重要工作，能讓主題網站的資訊呈現更清晰易懂。

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希望主題網站的畫面簡潔、分類架構清晰，能因應不同的障礙

類型。」（D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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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圖書館建置主題網站的分類架構清晰、層次分明……，目

前網站多數區分成三個區塊，而主要的資訊在中間區，希望從主

頁點入下一層網頁後，報讀軟體不需再讀與主頁重複的資訊，例

如：頁面左右欄的資訊，若需返回上一層網頁，搭配返回上一頁

的標示即可。」（D2：59-63） 

  「 重要的功能應是分類……，建立分類瀏覽能讓整個網站的資

源呈現更明確。」（D3：89-90） 

（三）需要整合式檢索功能與服務 

  多數受訪者皆認為，網站需建置明確且完整的整合檢索功能及相

關服務，讓使用者能更便捷、快速地查找，並取得想要的資訊。引述

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希望能夠提供資源整合式的查詢方式，查詢後也可以提供相關

資源的連結，例如：查詢到臺北市立圖書館有提供某本點字書，

在查詢列表下，就能提供該點字書的借閱連結，讓搜尋與取得資

源一次完成，不用再自行 google 搜尋臺北市立圖書館的館藏。」

（D4：80-84） 

  「我希望主頁有像 google 一樣的搜尋功能，可以透過語音搜尋、

不用打字，游標也自動鎖定在搜尋框內。甚至旁邊也可以放上一

些關鍵字或主題更好。」（D5：62-64） 

  「搜尋列功能希望很明確。」（D6：74） 

  「搜尋列的位置 好要置中，並同時提供關鍵字或全文檢索的功

能。」（D8：34-35） 

（四）納入使用者分流功能設計 

  「身心障礙」一詞的範圍十分廣泛，不同障礙類型的使用者會有

非常不同的資訊需求，對於網站設計也有不同的使用習慣。因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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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建議，主題資源網站可依不同的使用族群分流，提供不同介面版

本讓使用對象選擇。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畫面呈現方面，如果可以做到滿足各障別使用需求的通用設計

會很好，但每個障別的需求本身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若圖書

館能做到提供切換各障別的網站版本的功能，會更好。」（D4：

81-83） 

  「由於每個障別的使用需求相差很大，如果可以的話，能設計不

同的使用介面，讓更多人可以使用得更好。」（D8：45-46） 

（五）同一頁面勿呈現過多繁雜資訊 

  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網頁介面不宜呈現過多龐雜資訊，否則將

造成報讀軟體讀完後，身心障礙者仍無法理解內容的問題。對於視障

者而言，會偏好網站同一頁面內容資訊不要太多，可以採用層級分類

瀏覽設計，避免產生報讀資訊過多，而讀完卻無法記憶選擇的情形。

因此，網站內容簡潔、明瞭，不只對視障者有益，所有身心障礙者也

都需要資訊清晰的頁面。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對於視障者來說，會希望文字多、圖片有清楚的文字輔助說

明……；對於聽障者，會希望網頁圖片多、文字少一點且內容淺

顯易懂……。使用圖書館網站時，我偏好手機版本介面，因為網

頁圖片若太多，且檔案內容太大，占電腦記憶體過大，使用盲用

電腦瀏覽畫面時，通常不是很流暢。」（D4：80-88、98-100） 

  「希望使用介面乾淨簡單……，希望主頁甚至都沒有文字……，

若要兼顧其他障別的需求，提供圖片沒關係，但圖片要有替代性

的文字功能，當我用滑鼠或游標滑到圖片時，就可以報讀出來相

關的文字說明……。還要關注中高齡使用者的需求，他們可能會

是未來 大的障礙族群，面臨老花與聽力退化的問題，而他們需

要的輔具需求程度並不亞於身心障礙使用者。」（D5：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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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畫面越單純、簡潔越好，畫面操作只要能持續往下

捲動瀏覽即可。」（D6：74） 

  「我偏好圖文並茂、文字不多的畫面設計。」（D7：56） 

  「操作上，希望能夠簡單、一目瞭然。」（D8：32） 

（六）網站圖表內容需增加替代文字說明 

  身心障礙者認為網站設計最大的問題是圖片或是圖表影像缺乏

替代文字說明，網站常見的圖片、動畫或表格的呈現，對於一般人較

無閱讀障礙，但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此類資訊如果缺乏輔助報讀的

替代文字，將使身心障礙者無法理解內容。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對於視障者來說，會希望文字多點，圖片要有清楚的文字輔助

說明。」（D4：80） 

  「圖片要有替代性的文字功能，當我滑鼠或游標滑到圖片時，就

可以報讀出來相關的文字說明。」（D5：61-62） 

  「網站在內容資訊更新後，經常不符合無障礙設計，圖片並沒有

替代的說明文字……，很多網站為了規避無障礙設計的規定，將

資料以下載 PDF 檔或另開視窗的形式提供，但下載的可能是掃

描影像檔，並不能讀取，而開啟新視窗的畫面，可能是以表格的

方式呈現，例如有些社會局的福利輔助標準表會這樣呈現，但讀

取表格對我們來說很花時間，因為報讀機是一行行念過，而同一

列的表格中的內容資訊並不連貫……，表格資訊沒有無障礙設計

就無法聽讀使用。」（D6：40-47、91-92） 

六、過往使用圖書館網站的問題 

  探討身心障礙者過往使用圖書館網站所遭遇的問題，將有助於未

來主題資源網站之建置與後續維運的參考。受訪者表示過往使用圖書

館網站的經驗中，常會遇到影音資源缺乏替代文字說明、缺乏即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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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資訊、書籍全文檔取得不易、網頁驗證碼辨識困難、網站未提供

網路導盲磚功能、即時諮詢服務不完全以及網頁檢索效率慢、功能不

足等問題。 

（一）影音資源缺乏替代文字說明 

  多數受訪者認為，即使是圖書館目前的影音資源也多數缺乏替代

文字說明，也欠缺提供字幕或是手語影像等無障礙服務，對於身心障

礙者而言，幾乎無法使用這些影音資料。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圖書館網站的影片經常因為沒有字幕，使聽障者無法使用。且

有時圖書館以為只要有字即可，但影片的使用族群不同，例如腦

麻障礙者就以手語為主，對於字幕文字理解會有困難。因此，希

望圖書館提供影片要同時考慮有字幕和手語可選擇的呈現方式

會比較好。」（D1：50-54） 

  「圖書館影音資源雖然可以調整語速，但無法做書籤標註出影片

內容的重點，更不能搜尋影音中的內容，使用上較不人性化。」

（D6：80-81） 

  「若有蒐集影音資源，例如：紀錄片、訪問、短片等，沒有手語

翻譯的話，希望至少確保有完整字幕，否則對我們來說完全無法

使用。」（D7：69-71） 

（二）缺乏即時的新書資訊 

  受訪者表示，過去使用圖書館的經驗中，較難取得即時的新書資

訊，查找新書相關書目也比較不容易，因此轉而使用網路書店的網

站，希望圖書館能強化提供新書資訊的服務。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

下： 

  「比較介意的是圖書館網站提供的圖書資訊並非市面上 新的書

籍資訊，因此，傾向比較喜歡網路書店網站，但通常那些網站提

供的電子書格式為 pdf 檔，無法轉成純文字格式，閱讀上會有障

礙。」（D2：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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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籍全文檔取得不易 

  對於部分身心障礙者而言，由於閱讀實體書籍有一定的困難，因

此使用圖書館網頁時，不只希望能夠查詢到書目，同時希望能進一步

取得書籍全文的內容。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我 大的困擾就是書籍的取用。我們通常只看得到書目清單，

希望進一步取得內容時，就會碰到困難，通常都看不到，要借實

體書也不方便。希望還是能有文字檔的電子書，若單純使用有聲

書，聽過後印象不深刻，小說或散文還行，但不適用於較專業的

學術書籍。若有文字檔，還可以針對專有名詞進行延伸查詢或做

筆記、複製重點。」（D3：93-97） 

  「使用圖書館網站，就是希望圖書館有提供線上版的無障礙書籍

格式，但常碰到查詢到相關書目資訊，但卻沒有提供無障礙格式

的資源（全文電子檔），就會無法使用。」（D5：75-77） 

  「一般圖書館網站經常碰到『檢索出很多書籍資源，但卻不能聽

讀使用』的情況。相較之下，我反而會使用有提供文字檔書籍的

網站，或請朋友幫忙把書籍掃描成電子全文等。」（D6：83-86） 

（四）網頁驗證碼辨識困難 

  受訪者表示，在過往使用圖書館網站的經驗中，時常在輸入網頁

安全性驗證碼時遭遇困難。就算有提供語音報讀，但可能聽不清楚或

是並未進行相關提示（如：數字「1」與英文字母「e」，聽者難以直

接辨識），經常耗費許多時間與精力才能區辨驗證碼的圖片內容。引

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在查找文獻時，常碰到網站要輸入驗證碼的情況，因為是圖片

形式，對視障者來說通常是有障礙的，就算有提供語音播報，但

可能也聽不清楚語言的訊息，會影響使用該網站的興趣。」（D4：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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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常使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站的圖書資訊服務

資源，但對於網站中的驗證碼設定，使用上有障礙，也感到很困

擾。」（D6：65-66） 

（五）網站未提供網路導盲磚功能 

  雖然目前許多圖書館的網站多有無障礙標章認證，符合政府的無

障礙網頁設計標準，但並非每個圖書館網頁皆有「導盲磚」功能，報

讀系統仍會從頭到尾讀取網站的每一行內容，使得使用者必須反覆聽

取一樣的首頁、標題、索引標籤等文字。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基於政府要求，目前圖書館的網站大多有符合無障礙的網頁設

計，使用上已較其他網站友善。但有些沒有提供網路導盲磚的功

能，如果查詢完相關資源後，可以將游標直接跳至查詢結果列表

中的第一項，這樣就不用再重複聽讀網頁中的標題列。否則以視

障者而言，需要另外將網頁資訊存成文字檔之後才能瀏覽，或者

得花時間熟悉該網站的架構，使用快速鍵，跳到想要的資訊段

落。」（D4：93-98） 

（六）建議提供即時諮詢服務 

  身心障礙者過往使用圖書館網站的經驗，會感受到當碰到檢索挫

折時，希望網站能提供諮詢專線的電話服務或是線上客服的即時打字

回覆，讓身心障礙者能夠立即解決當下遭遇的操作和使用問題。引述

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圖書館網站上聯絡管道對我們非常不方便，因聽障者無法打電

話詢問或回答問題，但是寫 e-mail 也很少回應或是很慢回，我們

有任何問題經常無法透過網站線上解決，一定要親自跑一趟圖書

館才可以，建議可以添加線上視訊或文字即時客服服務。」（D7：

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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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網頁檢索效率慢且功能不足 

  受訪者表示過去使用圖書館網站時，發現檢索效率慢，而且也有

系統功能並未設計完善，導致查找資訊時出現操作的阻礙。引述受訪

者相關意見如下： 

  「圖書館網站檢索速度太慢，輸入一個關鍵字，需要等待 30 秒

至 1 分鐘，才能得到檢索結果。」（D6：82） 

  「我覺得有些圖書館網站的電子資源關鍵字檢索功能不足，有時

想不起來書名或作者，卻無法用其中一段文字或一段話來查詢，

後還是會選擇用 Google 查，反而不喜歡圖書館的網站。」（D7：

61-63） 

  「檢索結果筆數過多時，畫面捲動會有不流暢的情況。」（D8：

41） 

七、對於圖書館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整體建議 

    針對圖書館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整體建議，身心障礙者認為除了

需瞭解不同障礙族群的資訊需求之外，還需要注意高齡族群的使用習

慣。在網站內容部分，則希望能提供即時且完整的資訊，提供新資訊

推播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此主題資源網站要能吸引更多人使用，應

該是直接提供相關內容的整理和呈現，而非僅是超連結到網站首頁。 

（一）需要瞭解身心障礙者的資訊需求 

  主題資源網站建置的目的，是希望提供身心障礙者一個完整的資

訊檢索平臺，而建置網站者多數皆非身心障礙服務人員，因此在資源

收錄與資源分類整理上，如果忽略身心障礙者的資訊需求與使用行

為，就無法完成目的。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要先瞭解身心障者的實際需求，並提供一些精選過的資訊，而

非僅提供網站超連結……，要做到真正解決身心障礙者面臨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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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真正指引使用者到其所需求的資源處，並能使用。」

（D5：80-83） 

（二）重視高齡族群的使用習慣 

  建置此一主題資源網站，除了重視視障、聽障等不同障別的身心

障礙族群之使用需求之外，隨著臺灣高齡化社會的到來，應該重視高

齡族群的閱讀障礙，高齡者將是此主題資源網站的潛在使用者，也需

要考量高齡者的使用特性。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要關注中高齡使用者的需求，他們可能會是未來的障礙者，面

臨老花與聽力退化的問題，而他們面臨的輔具需求程度並不亞於

身心障礙使用者。」（D5：71-72） 

  「希望這個網站也能讓中高齡的使用者，不需要經過太多學習就

可以即刻上手。」（D8：33） 

（三）提供即時且完整的資訊 

  由於身心障礙者提到使用的網路資訊主題，例如：新聞時事、法

規或政策等，通常會是有變動性的網頁資訊，因此，要注意這些主題

資源內容的更新與異動，維持網站資訊的完整性與即時性。引述受訪

者相關意見如下：  

  「這個網站的資訊特質，希望能即時又完整。」（D4：109） 

  「在此類資源提供方面，要能做到即時與完整。」（D5：83） 

（四）提供新資訊推播功能 

  在資訊變動快速的社會環境下，網路使用者皆希望能透過網路取

得最新的消息或資訊，希望網站主動提供新增資訊的通知，但並非單

靠人力逐一瀏覽找尋新資訊。因此，建議未來主題資源網站能建置新

資訊的推播功能，能提供類似社群媒體的即時通報效果，主動提供身

心障礙者即時的資訊服務。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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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技術上，能提供 新即時資訊，會提高使用的意願。」（D2：

79） 

  「主題網站應該不只是貼上超連結的功能而已，甚至可建置新資

訊推播的功能，若收錄網站有更新時，這個平臺就能馬上通知使

用者。」（D3：105-106） 

（五）需要連結指引到資訊內容所在的頁面 

  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目的是希望能提供身心障礙者有用資訊的

匯集整理，瀏覽資訊的需求應是直接提供資訊內容，而非僅僅是指引

到主網頁的頁面，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任何資訊的蒐尋與判斷過程

都是外加負擔，如果將資源的收錄整理直接連結到內容所在的頁面，

可大幅降低身心障礙者使用網路資源的時間，提高使用的滿意程度。

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他們需要的絕對不是給他們網站網址、連結或關鍵字，真正需

要的可能是將網站內容資訊內化成第二層（網頁）以外的有用的

資訊與建議，否則我們終究是提供一個超連結而已。圖書館也可

以進行更多服務，例如：提供本月推薦書籍、標註網站目前的

新動態，或者提供類似延伸閱讀（相關連結）的功能，透過有意

義的資訊，引導使用者去使用。」（D5：46-48） 

前述針對身心障礙者的訪談主要關注使用網路資源的目的與需

求、希望瞭解圖書館收錄的網路資源類型、身心障礙者使用圖書館網

站的經驗與挫折、對於圖書館建置主題網站的建議等面向問題。但建

置主題網站為圖書館工作人員職責，需要藉由訪談圖書館工作人員，

瞭解圖書館建置主題網站的經驗與網站維護問題，最終將綜合不同層

面觀點，提出我國建置身心障礙主題網站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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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圖書館工作人員訪談意見分析 

一、 受訪者背景陳述 

本研究徵求訪談之圖書館工作人員以從事圖書館資訊相關業務

人員或業務主管為主，因其具備圖書館網站規劃與管理經驗，可提供

網路資源評選與主題網站建置維護之實務經驗，受訪對象以服務於國

立圖書館與公共圖書館者為主，共計 8 人（受訪編號 L1-L8）。因本

研究探討議題層面偏向管理政策，故優先徵詢業務主管人員為訪談對

象，如主管人員並未涉入業務，則由專職業務同仁接受訪談。 

本次受訪對象中，以在圖書館服務超過 20 年者為多數，共有 4

人。擔任網站管理工作之年資多數為 5-10 年左右，並以具有圖書資

訊學科背景者為多數。受訪者背景詳如表 4.5。 

表 4.5 圖書館受訪者背景說明表 

編號 性別 職務 服務年資
網站管理

年資 
學科背景 

L1 男 主管 24 年 8 年 圖書資訊 

L2 男 主管 7 年 5 年 圖書資訊 

L3 女 主管 35 年 10 年 圖書資訊 

L4 女 主管 6 年 2 年 圖書資訊 

L5 男 非主管 7 年 5 年 
非圖書資訊但修習資

訊系統專案管理知識

L6 男 主管 13 年 9 年 
非圖書資訊但曾整理

圖書館主題網站資源

L7 女 非主管 23 年 23 年 資訊管理、圖書資訊

L8 男 主管 25 年 21 年 圖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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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書館網站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情形 

徵詢圖書館工作人員目前在圖書館網站會提供那些身心障礙讀

者服務的設計，主要的服務事項包括：符合無障礙網頁設計、提供館

藏替代格式（alternative format）資源查詢、整理並連結網路資源、提

供相關研習課程資訊、導入社群媒體建立聯繫管道。 

（一） 符合無障礙網頁設計 

由於網路已成為傳播訊息與提供公眾服務的重要管道，為落實資

訊平權社會的目標，取得網站無障礙標章已成為網頁技術持續精進與

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以提升網站服務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而

圖書館身為重要的社會教育機構，也致力於推動無障礙的圖書館網頁

設計，使身心障礙者亦能便利使用圖書館的資源。引述受訪者相關意

見如下： 

  「以無障礙標章的等級而言，我們官網算是第二個 AA 等級。」

（L1：13） 

  「礙於無障礙標章的設計，有些程式語法不能使用，例如：

JavaScript，但後來標章規定放寬，我們因應規定也修正一些網

站技術，改善介面操作的友善程度。」（L5：16-19） 

  「我們館的網站大部分有符合無障礙標章的規範。」（L6：12） 

  「目前我們館的網站中，只有部分符合無障礙標章……，主要受

限於經費、人力或廠商因素，這也是我覺得很可惜的地方，明明

是個一直該做卻沒有好好做的服務。」（L8：14-16） 

（二） 提供館藏替代格式資源查詢 

  為使身心障礙者便利地使用圖書館的館藏資源，許多圖書館皆提

供館藏替代格式（alternative format）資源以供使用，如：針對視障者

提供電子書與點字書轉製、針對聽障者提供影音資源的字幕加工服務

等。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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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購的影片資源，進行影音檔案格式轉置時，就會放上中文字

幕，方便聽障朋友使用。若為 初即具有特定明確目的，很確定

是專門提供給聽障或視障朋友的電影等活動，我們就會請專門講

解這部電影的老師或是手語老師來介紹、解說。」（L1：14-17） 

  「我們主要經營的是視障電子圖書館，可讓視障者透過帳號密碼

使用我們重製的電子點字或有聲資源，除了書籍，也有樂譜、雜

誌等等。之前有志工推薦我們可以和廣播電臺合作，將他們的生

活情報等資訊下載下來重製。」（L2：12-14） 

  「針對身心障礙讀者服務，於 2005 至 2006 年有編列相關經費，

將網頁轉成可透過盲人點字機讀取的視覺化操作。」（L6：17-18） 

（三） 整理並連結網路資源 

  圖書館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資源不只館內的館藏，亦提供身心障

礙者所需相關的網路推薦資源，可指引身心障礙者在浩瀚的網路資源

中，可利用經過整理與篩選的優質網路資源，發揮圖書館本身「資訊

站」的功能。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我們會提供不同的相關資源推薦連結給視障者使用。」（L2：

14-15） 

  「我們館有建置一個關於視障服務的分頁，主要針對視障的部

分。……將網頁內容資訊分為幾個主題，第一個為圖書館服

務……，主要是我們圖書館針對視障讀者所提供的服務資訊；而

其他主題分類，則是視障方面的福利、法規、就業等主題的網路

資源。」（L3：15-21） 

（四） 提供相關研習課程資訊 

  面對日新月異的科技，身心障礙者在使用圖書與網路資源時，可

能會面臨新的困境與挑戰。越來越多圖書館與不同單位合作，開設圖

書資訊利用教育的研習課程，使民眾能學習新科技，並瞭解如何尋找

想要的資訊。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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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們有跟淡江大學合作開設給身心障礙讀者的網站與系統

利用教育課程。」（L2：17-18） 

（五） 導入社群媒體建立聯繫管道 

  近年來社群網站的影響力與日俱增，許多圖書館紛紛成立專屬的

社群媒體網站或帳號，以提升圖書館與使用者之間相互溝通的機會，

進而凝聚人氣或達到行銷目的，並能傳送最即時的服務消息。引述受

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我們現在多半是使用 Line 帳號寄送新書、活動等訊息給視障

者。」（L2：76） 

  「我們分館有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及總圖網頁裡有分館介紹

頁面。」（L4：13-14） 

  「我們會透過與視障者的 Line 群組，諮詢視障者對於我們網頁

設計的意見。」（L5：19-20） 

三、 使用主題資源網站的經驗 

徵詢圖書館受訪者本身使用主題資源網站的經驗，以瞭解圖書館

工作人員本身如何看待主題資源網站的建置問題，整理受訪者本身在

使用主題資源網站的經驗，可發現愈來愈多的使用者會因慣用 Google

快速方便之故，而捨棄經過整理的主題資源，加上主題資源更新和維

護問題，限制了主題資源網站的發展。但受訪者仍然肯定針對身心障

礙者整理網路主題資源的重要性，可降低身心障礙者對於龐大網路資

源判斷的困難，如果能建立清楚的層級瀏覽架構，並在層級瀏覽之外

提供檢索功能，將更能發揮主題資源網站的效益。 

（一） 網路搜尋引擎改變主題資源整理的地位 

  「Google 搜尋」已成為現代人查詢資訊的主要管道，在網路搜

尋引擎（search engine）以關鍵字快速檢索瀏覽相關結果，幾乎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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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上網的主要習慣。雖然搜尋引擎回應提供的網路資源數量龐大，

且資訊品質良莠不一，但相較於使用者需要登入圖書館網站利用主題

資源清單進行層級瀏覽查找，一般人會因便捷之故而遷就於使用檢索

引擎，此一檢索習慣的改變造成對於主題資源網站使用率的影響。引

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早期網站如 Yahoo 奇摩、蕃薯藤、政府資訊網等，皆有進行

主題資源的整理，但後來 Google 興起，檢索功能非常強大，主

題資源就有逐漸被打敗的狀況出現。」（L1：21-24） 

「主題資源網站早期比較知名者如 yahoo 奇摩、蕃薯藤等，但近

年來 Google 興起，人們現在已經習慣使用搜尋引擎尋找資源，

相較之下使用主題網站或主題目錄的比例就不高。」（L8：19-21） 

（二） 主題網站有更新與維護管理的限制 

  在網路資訊更新、變動快速的時代，許多圖書館經營的主題資源

網站內容或連結並未經常檢視與更新，使得主題資源入口網站的瀏覽

率下降，對於圖書館長期持續營運成為一項艱難的任務。引述受訪者

意見如下： 

  「通常只要網站沒有持續維護或更新，就不會繼續進行主題資源

整理了，……主題資源整理的速度經常趕不上網路資訊增加的速

度，也是一大困境。」（L1：25-27） 

  「我們曾經針對視障者經營生活語音專線，提供時事報讀，但很

可惜一直無法好好做，因為經營此專線比較麻煩，需要時常更新

時事。」（L2：25-29） 

  「民間團體的網站則是常發現連結失效，……還是需要人工判斷

網站變動的程度，即時更新。」（L5：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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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需要建立層級清晰的分類瀏覽架構 

主題網站蒐集了各式各樣的主題資源，有明確的層級分類才能讓

使用者明確地知道該如何展開層級瀏覽並點選資訊。明確的層級分類

是主題資源整理的重要工作，能讓主題網站的資訊呈現更清晰易懂。

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以過去的經驗，覺得主題網站的分類清楚很重要，使用時查

找資訊會比較快。」（L4：25-26） 

「新北市府的官網有主題資源的服務，依民眾的需求取向進行

層級分類，如生育、醫療、住宅、交通、休閒等。至於主題的

分類，若以圖書館館藏而言，較常見的方式是資料類型的分類，

如視聽資料、特定期刊、新書通報等；也有針對主題內容的特

別分類，如原住民、新住民的特藏；也有針對服務進行分類，

如：陪讀服務、學習相關等。」（L7：17-24） 

「之前經常使用國圖的參考資源主題網站，它將參考資源分門

別類整理，優點是這些資訊皆為篩選、整理過的，比較易讀，

但同時也必須要一層一層瀏覽，直到找到想要的資訊為止。」

（L8：21-25） 

（四） 資源網站提供檢索查詢與連結瀏覽功能 

過往主題資源網站往往以主題分類提供使用者線性瀏覽方式使

用，配合使用者檢索習慣，可以加入資訊需求概念的檢索功能設計，

方便使用者以主題概念找尋特定的相關資源，進而可連結瀏覽資訊內

容。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較有印象的是國臺圖的整合查詢網，會彙整視障者適合使用的

相關資源，讓視障者可以『一站式查詢』，這樣的檢索方式可以

讓使用者找到需要的特定資訊。」（L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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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希望網站內有站內資源的整合查詢，除了能正確搜尋到本網

站的內容資源，也可以直接連結提供資源的使用，例如：我有一

次搜尋館內所有的電子書，除提供所需電子書所在的連結，也希

望可以直接下載閱讀。」（L3：39-41） 

四、 身心障礙網站資源收錄主題類型 

詢問受訪者對於目前初步整理的網路資源主題與收錄清單的意

見，圖書館工作人員基於與身心障礙者的互動經驗，建議可增加生活

娛樂網站資訊，再者，就業資訊與生活重建資訊也應該是身心障礙者

關注的議題，但對於為數眾多的民間團體只要留存有資訊內容價值的

網站，至於學習資源雖然重要，但必須考慮到實際上能讓身心障礙者

真正閱聽到的網站資源為主。 

（一） 增加生活與娛樂相關資訊 

  受訪者認為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最大的目的是讓

這個網站成為協助身心障礙者生活的資訊平臺，如能多收錄與日常生

活相關的資訊，較能貼近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同時，娛樂資訊可促進

身心障礙者融入社會生活，也能增加此主題資源網站的使用率，發揮

網路資源的功能。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讀者經常反應網站上的生活資訊不足，因此，若朝這方面進行

線上資源的彙整，對身心障礙朋友來說應是比較有用的，他們反

而比較需要休閒娛樂類的訊息或生活資訊，而且通常是因為有興

趣會積極去尋找。」（L2：33-34、63-72） 

  「希望能夠提供一些生活資訊、娛樂方面的資源，這些是從出生

到老都需要的資訊，而且圖書館本身也有提供相關生活資訊的資

源，因此，主題網站也應該收錄。」（L5：37-39） 

  「以政府機構而言，建置有關民眾服務的網站，一般會收錄有關

食、衣、住、行、育（學習）、樂的資源，且以中文為主，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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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應到政府為民服務的理念。因此可以多收錄一些與民眾貼近

的生活資訊……，如長期照顧的資源、輔具操作教學及生活類的

影音資源。」（L6：30-32、41-42） 

（二） 將就業資訊單獨立項以彰顯重要性 

  「就業」一直是身心障礙者非常關切的問題，其中，有就業意願

但就業能力不足者占了大多數。目前政府推動了許多的庇護性就業服

務，對於身心障礙者提供職訓、見習機會，或設立庇護工場等，以期

提供身心障礙者更多元的就業管道。因此對於身心障礙者來說，就業

相關的資訊應是其關注的重大議題。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就業資源部分可將其另行獨立成為一個主題，這是考量一般人

直覺福利應該與津貼等輔助有關，較不會聯想到就業資訊，獨立

出來比較清楚。」（L3：45-47） 

  「我接觸到許多視障者都曾表達就業非常困難，環境比較沒有適

合他們的職場，因此，有些人會去考公職或參加職訓檢定。」（L4：

47-50） 

  「 需要的應該是就業與職訓相關的消息，因大部分視障者仍從

事按摩業居多， 近有認識一些弱視者會去學做手工皂，但跟他

們互動時，經常聽到他們表示，若可以的話也不想要都侷限在這

些工作。」（L6：31-34） 

（三） 加強蒐集社會福利機構中有關生活重建的資訊 

  身心障礙者因障礙類型不同而有不同的生活習慣與方式，產生障

礙的成因也不盡相同，但共通點是都希望能跨越障礙、順利適應社

會。因此，生活重建資訊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十分重要，能協助其重

新建構獨立生活能力、回歸正常生活。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我認為社會福利機構的資源很重要，例如盲人重建院專門協助

盲人如何走出來、重建生活，這部分提供給視障者知道很好，也

是幫助他們適應社會的重要管道。」（L6：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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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間團體網站提供資訊含量不一，需要篩選有用的資訊 

  多數受訪者認為，身心障礙者真正需要造訪民間機構團體網站的

比例不高，主要是因為這些民間團體多半提供的是活動訊息，而要取

得這些團體活動和消息的管道，身心障礙者多是使用社群媒體或是由

親朋好友得知。因此對於目前為數較多的民間團體網站，可抽取出對

於身心障礙者更有用的資訊留在主題資源網站，而非指引到機構網站

的首頁。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可特別挑出專門針對身心障礙朋友設計的部分網頁，而非以機

構劃分，較能大範圍且完整呈現其功能。」（L1：42-43） 

  「民間團體網站造訪的比例應該不高，因為身心障礙朋友比較常

使用 Line 群組，他們會在群組裡互相交流資訊，而不一定會自

己定時瀏覽各網站。」（L2：48-50） 

  「我接觸到的視障朋友不太會主動逛民間團體的網站，這些機構

團體有活動或消息時，他們通常都會從群組或朋友那裡取得相關

資訊，有認識的朋友一起參加、瞭解，也才比較能提高他們參與

活動的意願。」（L4：53-54） 

（五）過濾學習資源網站內容可否提供身心障礙者無礙閱聽 

  目前線上學習資源網站越來越多，如：磨課師（MOOCs）、開放

式課程等。然而，這些被置於公開平臺的資源雖然可藉由網路開放取

用，但課程內容的呈現對於身心障礙者卻不一定友善，多數課程是以

一般人使用的角度錄製。就資訊呈現方式而言，聽障者需要學習影片

有完整字幕呈現，而視障者必須有無障礙的操作介面。再以課程內容

角度審視，開放課程的學習內容也多數缺乏符合身心障礙者因應日常

生活必要的學習課程，因此需要過濾篩選出使用介面友善而且含有較

多實用課程資訊的網站。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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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偏向學術性的話，（身心障礙者）使用機會應該不

高……，多數視障者從事的是按摩業，非常忙碌，不確定有閒暇

時會不會選擇這種學習。若真的要提供學習資源的話，可以找操

作上適合他們且時間幅度不長的影音檔，因為他們可能無法進行

長時間的學習。」（L2：42-47） 

「學習資源部分需考量與身心障礙者之間的關聯，裡面的數位學

習影音課程是否有針對身心障礙者需求所設計，例如：提供字

幕。」（L3：50-54） 

五、 對於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主題網站收錄資源的意見 

針對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未來資源收錄與網站發展的意見，圖

書館受訪者認為可以依障礙類型區分推薦適用的網路資源、指引到有

用的資源頁面而非僅連結到主網站、增加身心障礙者常用的社群網站

或論壇、適度增加手機 APP 應用程式、將照護者需要的網路資源也

納入考量。 

（一）依障礙類型區分推薦適用的網路資源 

  「身心障礙」一詞的範圍十分廣泛，不同障礙類型的使用者會有

非常不同的資訊需求，對於網站設計也有不同的使用習慣。因此多數

受訪者建議，主題資源網站所收錄的網路資源能依照障礙類型區分，

未來也能進一步考量對於不同障礙讀者，發展不同的網站介面版本。

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我認為主題網站的資源應依身心障礙類型進行區分，整理不同

障別專門使用的資源。」（L1：31-32） 

「網頁的設計介面可依據使用者的障別，區分他們所需的資源，

在一登入網站時，能根據其障別或需求，提供個人化的服務。」

（L6：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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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類別不同，資訊需求就會不同……，需要政府給予的輔

助、福利或相關法規也不同。此主題網站的用意是希望站在身心

障礙者角度來看他們想要的資訊，應先做好初步的分類，瞭解不

同的使用族群有何不同需求，有了明確的分類之後，才能依個別

需求進行資源的篩選與統整，如此一來，使用者也才能繼續往下

找到想要的資訊。」（L7：27-33） 

「不同障別的族群需求非常不同……， 重要的前置作業是必須

徹底瞭解使用者的需求，整理出不同障別的族群 優先想要的資

源為何，再將這些內容依照不同障別進行主題歸類與整理……。

建議整個網站應有明確的樹狀結構，一層一層的分類，以及明確

的指引。」（L8：30-34、46-48） 

（二）指引到有用的資源頁面而非連結到主網站 

  受訪者普遍認為針對身心障礙者收錄的網站資源，不能只是指引

到主網頁，因為身心障礙者難以如一般人可迅速判斷主頁所有資訊項

目，應該進一步連結指引到真正對於身心障礙者有用的資訊頁面，也

許是網站的第二層、第三層的內容資訊。否則，使用者將會花費大量

的時間在熟悉資訊架構以及摸索介面，對因生理限制於判斷網頁內容

有困難的身心障礙者而言，將網頁有用資訊提取出來是比較務實的作

法。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多數網頁呈現的『太上層』……，例如縣市的社會局官網，身

心障礙朋友還必須要在裡面挑選想要的，還要去翻找網頁，每一

個網頁設計的方式又不同，因此會造成困擾……。第二層、第三

層網頁……，若將它們特別挑出，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幫助較大，

否則他們直接以 Google 搜尋即可，不會想要使用這個主題網。」

（L1：37-43） 

「若提供各網站的主頁連結，並不能清楚知道該網站提供與身心

障礙者需求的（內容）資訊是什麼……，應該明確引導到相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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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訊所在的位置，而非是主網頁……，不然使用者會不清楚該

網站能滿足怎樣的資訊需求。而每個網站提供的豐富性、分類也

不盡相同，使用者登入主網頁還要自己到處瀏覽找尋，這樣的網

站資源推薦服務並不夠。」（L3：59-67） 

「我認為應該收錄比較重要、核心的網站，不需要範圍太大或太

深……，我覺得他們幾乎不會去高市圖、北市圖這種圖書館的主

頁面。」（L4：51、57） 

「建議連結到使用者真正所需要的資源所在頁面（網站第二、三

層），而非僅提供網站的首頁（網站第一層）。雖然網站的二、三

層資源變動性較大，對於管理者維護上有較大的挑戰性，但希望

能讓使用者真正覺得這個網站對他們有幫助。」（L5：46、49-51） 

「若網站都是首頁，使用者還要一一進去詳讀這些網站，花費了

時間後發現可能不是想要的。建議可將與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更細

部資訊抓取出來，例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網頁底下與身心障礙相

關的特定服務網頁……，建議不要只放第一層的首頁或入口網

站，對於使用者負擔太大，只有單純指引性而忽略內容。」（L7：

36-39、41-43） 

「他們需要的是更細部、有用的資訊，而非縣市社會局這種首頁

式的網站，且身心障礙者可能在上網時會需要更多一點的時間摸

索，建議可再將每一個網頁抽取出 重要的核心資訊。」（L8：

40-44） 

（三）利用身心障礙者常用的社群媒體或論壇傳播資訊 

  社群媒體是現代人參與社會以及進行溝通的重要方式，多數與身

心障礙者有接觸經驗的圖書館受訪者皆表示，社群網站或論壇已成為

身心障礙者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在社群裡，每位身心障礙者都能夠

與自己障別相近或類似的同伴分享認為有用或有興趣的資訊，使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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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媒體溝通已是現在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因此，建議可將相關的社

群網站或論壇納入主題資源網站中，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身心障礙朋友比較常使用 Line 群組，他們會在群組裡互相交

流資訊，而不一定會自己定時瀏覽各網站。因此，也可以蒐集整

理相關的群組、社群或論壇資源，對他們來說應有很大幫助，有

活動或新消息的時候，就可以直接溝通與交換訊息。」（L2：49-52） 

「機構團體有活動或消息時，他們通常都會從群組或朋友那裡取

得相關資訊，有認識的朋友一起參加、瞭解，也才比較能提高他

們參與活動的意願。」（L4：53-54） 

「很多身心障礙者獲得訊息 多的管道會是透過社群論壇，資訊

獲得較網站來得即時性。」（L6：35-36） 

「身心障礙者通常會從社群媒體去接觸這些想要的資訊，比較直

接也比較快。」（L7：41-43） 

（四） 適度增加手機 APP 應用程式 

  數位時代身心障礙者使用智慧手機、平板等新的科技載具已非常

普及，藉由行動載具能打破時空地域限制，隨處皆可上網查找資訊，

不再一定需要使用電腦輔助。因此，受訪者認為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

（APP）的重要性不可忽視，也是未來主題資源網站可以考量增加收

錄的網路資源。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除了網站之外也可以增加 APP 的整理。現在視障者使用手機

的頻率是高於電腦的，使用 iphone 的人非常多，siri 的語音辨讀

能力很好。且每個人身上一定都有手機，平板跟電腦反而倒還

好，除非是真的熟悉電腦操作的朋友才會經常使用電腦瀏覽網

站，更何況這些網站很多其實並不適合在手機上顯示或操作。」

（L2：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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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整理一些他們常使用的 APP，因為現在手機使用率高，有

觀察到他們會下載自己常用且可以用的軟體。」（L4：63-67） 

  「希望能提供一些好用的 APP，介面操作較無障礙且真正對於身

心障礙者有幫助、好使用的資源……，網頁架構一般來說，都較

APP 來得複雜。」（L5：39-43） 

  「目前智慧型手機普及，有許多操作方便的 APP，更可以提供朗

讀的服務，甚至有些政府提供的相關福利資訊也可透過 APP 取

得。」（L6：37-40） 

（五） 將照護者需要的網路資源納入考量 

  多數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中成員或親友負責照顧生活起居，照護者

經常擔任協助查找與身心障礙相關的福利、法規或活動資訊的角色。

因此，在瞭解身心障礙者的資訊需求之餘，也應站在照護者的立場思

考收錄的網站資訊內容是否有助於照護者對於身心障礙相關資訊的

瞭解。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主題網站提供使用的主要對象要明確定位，有些是提供身心障

礙者使用，有些是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照顧者使用，主題資源收

錄可區分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這樣在資源的蒐集上才會有更明

確的方向，例如：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網站，應符合無障礙標章，

但給照顧者是因為網站內容有價值，但未必符合無障礙標章。」

（L3：74-79） 

「需要開始注意身心障礙的照顧者，通常會由他們來查詢有關身

心障礙的網站資源，例如：身心障礙孩童的父母。」（L6：45-47） 

六、 過往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問題 

詢問受訪者根據過往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經驗，提供對於本主題

資源網站建置的建議，包括：網站連結需要不斷檢視更新、需要瞭解

身心障礙者的資訊需求、主題網站需要責成專人管理與維護等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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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網站連結需要不斷檢視更新 

  受訪者普遍認為在過往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經驗中，最大的問題

是對於網站連結的有效性必須不斷更新。由於網站內容變動快速，必

須時時檢視與維護。但圖書館經常礙於經費、人力等因素，持續維護

和更新成為主題資源網站後期經營的普遍問題。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

如下： 

  「 大問題是不夠即時，因為這些資訊都要即時更新，但我們可

能一周維護一次，對他們來說訊息都不夠快，甚至有錯了也沒有

馬上修正或告知。」（L2：77-79） 

  「資料更新是管理上常碰到的問題，要定期確保資源的即時與連

結有效性，避免使用者對於網站資源的不信任，降低使用的意

願。」（L3：111-112） 

  「我們圖書館目前以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為主，館內有舉辦

活動時就會發布貼文，有些協會或團體也會請我們幫忙發布他們

的活動訊息在上面。但我們知道更新的速度與頻率可能還是不

夠。」（L4：70-74） 

  「管理上，主要是網站連結失效的問題較多，目前還是以 陽春

的方式處理，自動偵測網站連結是否失效，若連結失效，再尋找

替代性的資源，以人工方式更新修正。」（L5：55-57） 

  「我們館曾協助建置過新生兒主題網站……，會發現很多連結變

動性很快，需要即時維護與更新。」（L7：47-49） 

  「以前我們曾經建置過『網路資源選粹』，……使學生能夠在這

個選粹網裡面找到與學科知識領域符合的參考資料，……收錄的

資源太多，導致後續的維護非常困難，要時常檢視網站連結是否

更新，……礙於人力與經費， 後這個網站也就慢慢不再更新

了，目前已經完全下架。」（L8：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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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要瞭解身心障礙者的資訊需求 

  主題資源網站建置的目的，是希望提供身心障礙者一個完整的資

訊檢索平臺，藉由「一站式」服務，取得因應生活與就業所有需要的

重要資訊。然而，建置網站者多數皆非身心障礙服務人員，因此在資

源收錄與資源分類整理上可能經常忽略身心障礙者的資訊需求與使

用行為。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在建置網站時，有一個很重要而且是必須注意的大方向，就是

要以使用者角度思考。以前圖書館建置網站時，都太偏重知識的

分類體系，沒有考慮到使用者真正的需求。使用者在使用網站時

還必須適應我們的分類體系，才能學會如何蒐尋資料，但是身心

障礙者未必瞭解圖書館的知識分類體系，我們應該要用使用者慣

用的分類方式。」（L1：60-64） 

  「應該要提供真正對身心障礙者有幫助且能使用的資源，而不是

以明眼人的觀點，用我們看得到的角度去思考。」（L5：41-42） 

（三） 主題網站需要責成專人管理與維護 

受訪者認為建置主題網站最大的擔心是網站資訊成長迅速而且

變動快，主題資源網站未來必須不斷更新與維護，才能保持主題資源

的可用性與新穎性。若主題網站要長久經營，此一更新與維護工作必

須交由專人負責管理，才不致於日久難以為繼而放棄營運。引述受訪

者相關意見如下： 

  「圖書館可請不同身心障礙之志工專門協助該類型資料的蒐集整

理，較能表達其需求，並可取得合作溝通的經驗。」（L1：69-70） 

  「訊息更新與網站維護都要有專門的人來做。」（L2：88） 

  「建議建置主題資源網站時，應有專人進行後續的維護管理，才

能有建置網站經驗的傳承，也能清楚瞭解網站的運作情況，建置

收錄過程也要避免不同的管理者，產生對資源分類不一的情況。」

（L3：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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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過往上網的經驗，我認為必須要有專人時常檢視這個網

站，查看是否連線不正常，進行網站連結的經常性更新。」（L4：

77-78） 

  「需要專人不定期去檢視資源有無更新變動，例如：使用爬蟲技

術，抓取暫存網站資訊去比對。」（L6：60-61） 

  「設置專門的管理人員來定期檢視連結更新程度是非常必要的，

大多數圖書館都無法成功克服這點。」（L8：65-66） 

七、 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問題 

詢問圖書館工作人員根據過往經驗，認為建置主題資源網站會產

生的問題及其解決建議，主要仍是圍繞網站資訊更新問題，建議需要

使用偵測軟體輔助網址即時更新，而且要求建置之主題網站不僅要符

合無障礙標章更要講求易用性（usability）設計，主題網站介面需要

經過使用者測試並符合閱讀輔具讀取功能。 

（一） 需要使用偵測軟體輔助網址即時更新 

  多數受訪者皆強調，主題資源網站的所有連結必須持續保持更

新，才能提供使用者有用的即時資訊。目前已有相關偵測軟體技術輔

助，可自動檢測網頁連結是否失效，提供圖書館工作人員進行維護修

正。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以網站更新而言，可安裝偵測軟體，依靠技術的方式來處理網

址方面的維護。」（L1：67） 

  「更新需要專人進行相關資源維護，但若僅由人工一筆一筆地去

檢查網站連結失效的情況，十分耗費人力，建議可以使用外掛自

動偵測程式，協助檢查網址連結的有效性。」（L3：89-91） 

  「以過往上網的經驗，我認為必須要有專人時常檢視這個網站，

查看是否連線不正常，進行網站連結的經常性更新。」（L4：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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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資料維護的問題，需要時常檢視提供的網站連結是否失

效。」（L5：60） 

  「過去常發現網站連結失效，後來改成將內容抓下來，建成一個

頁面，雖然比較能掌握資源的狀態，但需要專人不定期去檢視資

源有無更新變動，例如：使用爬蟲技術，抓取暫存網站資訊去比

對。針對這些問題，建議設計網站可以有自動偵測網站連結失效

的功能。」（L6：58-62） 

  「我認為 大的問題是連結的有效性。以前是有接觸過不同部門

與廠商合作，透過特殊的專門處理方式，能定時批次自動檢視連

結是否有效。若偵測出無效的連結，系統便會自動回報給管理

者，管理者可依此報告重新回頭檢視網站的連結、詮釋資料或內

容。」（L7：52-55） 

  「 主要的還是網站連結更新的問題。這是一項需要長久保持的

工作，目前有些技術開發，已可使用軟體檢測網頁連結是否更

新。」（L8：62-64） 

（二） 主題網站不僅要符合無障礙標章更要求易用設計 

  網頁是否取得無障礙標章認證，是身心障礙者使用網站的重要評

估指標。隨著網頁技術日新月異，標章的認證標準以及網頁本身內容

的更新編修，都可能使原已通過認證的標章不再有效。我國「無障礙

網頁開發規範」施行多年後，隨著科技輔具不斷改善以及國際身心障

礙權益保護的落實，新頒布的「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要求所有公

立機構網站限期三年內改善，即使未來取得新標章也必須維護無障礙

設計的有效性。但取得無障礙標章是基礎條件，網站設計的易用性才

是真正影響身心障礙者使用意願的問題，未來建置之主題網站應以高

標準要求符合易用性設計，經由身心障礙者參與實測提供意見，才能

真正提供身心障礙者無礙使用。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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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障礙標章的標準時常變動，所以一定需要頻繁更新、認證網

站，......就算符合標章，也可能不符合身心障礙者的實際使用需

求，且這種不斷進行網站改版的維護，勢必需要編列很多的經

費，而頻繁的改變又會破壞身心障礙者使用的習慣性，必須重新

學習、適應，這些過程不僅非常耗費時間，也可能造成他們再也

不想使用。」（L2：82-89） 

  「關於網站無障礙標章的部分，一開始建置時，能通過檢測，但

後續館員陸續增加網站資料後，尤其是圖片，可能無法符合無障

礙網頁的規定。可能在與廠商簽約時，除了建置之初要符合無障

礙的設計，維運部分合約也要註明。」（L3：91-94） 

  「網站 少要通過無障礙標章，但希望網站介面設計也能符合易

用性，實際請身心障礙者測試網站介面，諮詢他們的意見，真正

讓身心障礙者在使用上無障礙，而不是僅通過機器的檢測，不然

資源整理得再好，對於身心障礙者，網站使用上有障礙，網頁介

面設計，不是使用者所接受的，他們還是不會使用。」（L5：63-64） 

（三） 主題網站介面需要經過使用者測試並符合閱讀輔具讀取功能 

  身心障礙者必須藉助報讀軟體將文字內容轉為語音輸出，如果網

頁設計無法配合閱讀輔具（例如：不能用 Tab 鍵定位和移動），使用

輔具操作會有問題。這些頁面設計不友善之處，即使無法完全由無障

礙檢測軟體發現，卻是使用者感受最在乎的不易用問題，也代表通過

軟體檢測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最終仍須回歸使用者使用感受，需要有

使用者實測發掘網站不易用的設計。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建置的網站設計模板，可以調整的彈性不夠，導致後續要調整

內容架構時，需另外付費請廠商修改，建議規劃網站設計時，要

考量周全，並預想未來的需求。」（L3：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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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網站介面設計能符合易用性，可實際請身心障礙者測試網

站介面，諮詢他們的意見，真正讓身心障礙者在使用上無障礙，

而不是僅通過機器的檢測。」（L5：63-66） 

  「為因應數位時代來臨，目前寫網站的趨勢為 RWD 自適應網頁

設計編寫模式1，使網頁在不同的載具使用之下，能隨著載具不

同而自動調整介面，程式人員不用再特地編寫網頁版或行動版等

不同版本的內容。不過這也僅只限於這個網頁本身，若連結至其

他外部網站，還是必須檢視該網站是否能相容於不同載具，否則

有的網站可能在手機無法呈現。」（L8：70-78） 

八、 對於圖書館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整體建議 

徵詢圖書館工作人員對於未來建置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的整

體建議，受訪者提到的意見面向包括：可設計使用者意見回饋專區、

定期推出推薦網站精選、需要有持續維運的人力與經費規劃、需要進

行主題網站的推廣行銷、考量不同障礙族群的個別化服務等意見。 

（一） 可設計使用者意見回饋專區 

  此主題資源網站可藉由與使用者進行互動的方式，收集使用者回

饋的意見，以更新並改善網站的內容，同時亦能瞭解使用者真正的想

法與感受。引述受訪者意見如下： 

  「可以設計一個專區，讓讀者主動通報網站有問題的部分，甚至

能讓使用者主動提供資料，設計一個審核功能。」（L6：62-63） 

（二） 定期推出推薦網站精選 

  受訪者建議，主題資源網站的呈現方式可打破主題標籤、固定格

式的方式，以更多元、活潑的樣貌呈現。例如可推出每期不同小主題

的推薦網頁等，吸引使用者願意花更多時間在這個頁面上。引述受訪

者意見如下： 
                                                 
1又稱響應式網頁設計，以百分比方式及彈性的畫面設計，在不同解析度下改變

網頁頁面的布局排版，讓不同的設備都可以正常瀏覽同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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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主題資源網可設計得更活潑一點……，例如以『對身心障礙

者相關資源的推薦』此角度進行建置，不定期推出新內容給身心

障礙使用者，或者能推薦『介紹 10 個對身心障礙者某主題 有

用的網站』等系列。」（L1：72-74） 

  「能夠透過這樣的平臺讓民眾更瞭解身心障礙者，也可以進一步

讓大眾瞭解如何幫助身心障礙者，因此網路資源展示呈現的方式

要能打破標籤化的概念。」（L6：65-68） 

（三）需要有持續維運的人力與經費規劃 

  多數受訪者皆提及過往建置主題資源網站時，最主要的問題在於

人力、經費的短缺。因此，在網站建置前，應有明確的持續營運人力

與經費來源，讓主題網站得以長期維護和運作，才能發揮最大的功能

與價值。引述受訪者意見如下： 

  「這個網站我建議要長時間做，因為建完了，重頭戲反而是後續

的維護，需要一直投入時間、人力與經費。」（L2：96） 

（四）需要進行主題網站的推廣行銷 

  網站建置完成後，必須能夠吸引使用者前來拜訪，如何吸引使用

者到訪網站，就必須進行推廣，思考如何增加曝光度使網站中的內容

資訊能被更多人看見。引述受訪者意見如下： 

  「現代人的檢索習慣為 Google 檢索，因此可以想想如何推廣這

個主題網站，使網站內容與 Google 連結，增加網站本身的曝光

度。」（L8：68-69） 

（五）考量不同障礙族群的個別化服務 

建置網站最重要的前提為理解不同使用族群的需求，進而提供不

同的服務，方能真正提高使用者使用此主題資源網站的意願。身心障

礙者有不同障礙瓶頸的族群，找尋資訊需求不盡相同，如能針對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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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族群進行資訊的分類與推薦，將能更貼近不同使用者對資源檢索

的期許。引述受訪者相關意見如下： 

  「網站一定要建置有聲報讀功能，因為視障者中先天盲的比例正

在降低，後天失明者較多，他們從小並未接受點字訓練，在觸覺

上較不靈敏，還是偏向使用有聲資源……。網站必須越簡單越

好，以文字與簡單的圖片為主，減少 Java 與不必要的動畫，能

夠容易上手。」（L2：90-95） 

  「要明確區分使用對象。可在詮釋資料增加使用的對象別，而因

為不同類型的身心障礙者使用網站的需求並不一致，若要符合各

障別的使用需求，困難度蠻高的，但還是會期待若未來網站真的

能因應各障別的使用習慣，可以有不同版本的建置。」（L3：

99-103） 

  「在架設網站前，要瞭解使用者真正的需求，不同障別的障礙者

需要的是什麼……不然網站上可能會呈現太多不必要的資訊，或

是有些他們真正需要的資訊不在上面。」（L4：80-84） 

  「可以像新北市政府官網的入口問卷一樣，依到訪民眾填答的背

景資訊進行資訊篩選，而這背後可能已有網站本身的分類機制，

呈現 重要的資訊同時，亦能同時與到訪民眾互動。」（L7：64-66） 

第四節  網站收錄討論與分析 

本研究參採受訪者意見重整收錄網站資源清單，刪除建議不收錄

之網站，例如在「福利服務」主題刪除各縣市社會局，因其資訊多有

重複，且在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網站已有整合各縣市福利服務的

資訊，以收錄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網站較具有代表性。在「學習

資源」主題刪除內容比較無關聯或是介面設計不佳的網站，例如：特

殊教育通報網、公共政策網路參與平臺、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等。

在「法規政策」主題刪除相關性不高或是改用其他有取代性的優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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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刪除諸如：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植根法律網等網站。在「民間

團體」主題，重新檢視內容，轉換成連結到有用的資訊內容，分別歸

屬到內容相關的其他主題，不立「民間團體」一類。在「圖書資訊服

務」主題，刪除沒有提供身心障礙實質服務的圖書館網站，例如：立

法院圖書館、桃園市立圖書館等。總計刪除 44 個網站，刪除名單詳

如後附（附錄五）。 

至於訪談後經討論評估，新增收錄之網站資源，主要是根據身心

障礙者需求，新增「生活與就業」、「輔助科技」兩項主題資源，並於

其他主題下增列建議有用的網站，主要新增的是身心障礙鑑定需求評

估及證明核發、閱讀輔具等相關網頁共 15 個網站，新增名單詳如後

附（附錄六）。其後經過期末報告學者專家審查意見修正，增列受訪

者建議新增網站量化與質性分析紀錄如後附（附錄七），從量化評分

結果中，民間團體所建置之網站以及聽障者所建議之手語資源網站，

量化評估上雖未達 20 分以上，但該網站資訊具有獨特性，擁有其他

網站難以取代的內容，加以衡酌不同身心障礙者使用需求之差異性，

對聽障者而言，較著重於視覺呈現之網頁設計功能，該網站雖於量化

評估指標分析表現不佳，但因資訊內容之獨特性，經質性評估後仍予

以收錄。 

重整後收錄資源清單分為「福利服務」、「學習資源」、「法規政

策」、「生活與就業」、「圖書資訊服務」、「輔助科技」等六項主題分類，

各主題網站的收錄並不在乎數量的平衡，而是以受訪者意見進行增刪

依據，最終完成提交資源清單詳如後附（附錄八），各主題收錄網站

數量統計如下表（表 4.6）。 

表 4.6 主題資源網站各主題收錄數量統計 

網站主題分類 網站數量 

福利服務 7 

學習資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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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主題分類 網站數量 

法規政策 5 

生活與就業 29 

圖書資訊服務 13 

輔助科技 15 

總    計 86 

本研究回應訪談者意見進行網站資源收錄清單修改的方向，具體

歸納說明如下： 

一、主題分類符合身心障礙者需求 

根據訪談結果，配合受訪者資訊需求建議，刪除受訪者認為內容

新穎性不足的「民間團體」一類，並增列身心障礙者建議新增的「生

活與就業」、「輔助科技」兩類，以因應身心障礙者經常查詢瀏覽生活

與就業相關資訊的需求，並提供找尋輔助閱讀科技的資訊來源。 

二、直接連結網站資源所在之網頁位址 

將收錄網站資源層次由主網頁改為指引到相關資訊的頁面，例

如：將「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瀏覽分析有用資訊，提列出「各縣市

社會局福利政策查詢」、「身心障礙權益白皮書」、「身心障礙者福利措

施手冊」等內容資訊頁面網址，而非僅指引連結到主網頁網址。 

三、網站名稱重新調整呈現內容意涵 

網站名稱以能呈現內容意義之資源名稱為主，不以主網站名為名

稱，便於使用者可進行資源查詢或是點選分類瀏覽的辨識，例如：原

網頁標題顯示「無礙 e 網」但實際提供資訊為無障礙數位學習的教

材，故收錄網站名稱書寫為「無障礙數位學習平臺課程與教材查詢」，

比較能有助於使用者判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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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整收錄清單之網站排序方式 

收錄資源同一類項下之網站先後排序，以通用性資訊的網站為

先，再依慣例以視障、聽障、學習障礙等不同障礙類型重新排序。例

如「生活與就業」一類，先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中心」、「身心

障礙者求職查詢網站」等屬於各障礙族群均適用的網站，再排序視障

者適用的「視障按摩地圖網」、「申請導盲犬」等網站，然後是聽障者

需求的「聽語障社區化就業服務」、「手語視訊服務」等，最後則是其

他有關「認識學習障礙」、「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服務資訊」等網站。 

所有收錄之網站為提供未來建置主題資源網站使用，需要著錄詮

釋資料，此部分參酌受訪者對於主題網站功能的建議，修正詮釋資料

欄位設計，所有經判定收錄之網站將逐一著錄詮釋資料欄位，提供國

立臺灣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服務主題資源網站內容連結之依據，完整

之詮釋資料內容描述詳如附錄（附錄九）。詮釋資料著錄欄位以及著

錄說明如下： 

一、第一部分之「基本資料」 

(一）序號：為對應網站資源清單中的編號欄位。 

(二）資源名稱：著錄該連結網站有助於辨識內容的網站名稱。 

(三）資源網址：著錄該連結網站目前有效的網址。 

(四）主網站名稱：著錄該連結網站的首頁名稱。 

(五）主網站網址：著錄該連結網站的首頁連結網址。 

(六）建置機構：根據連結網站的版權說明，照錄該連結網站的

建置機構名稱。 

(七）建置背景：參考網站內容簡介，重整文字簡要介紹網站建

置背景，此欄位著錄內容有助於檢索查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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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置目的：參考網站內容簡介，以簡要文字描述網站建置

背景，此欄位著錄內容有助於檢索查詢使用。 

(九）目標對象：根據網頁資訊內容，勾選符合使用的族群為身

心障礙者或是照顧者。 

(十）適用障別：根據網頁資訊內容，勾選適用的身心障礙類型。 

(十一）適用年齡：根據網頁資訊內容，勾選適用的年齡別。 

(十二）無障礙標章：說明網頁標示的無障礙規範程度，並標示

符合的標章版本為 1.0 或 2.0 版本。如未標示，則著錄未提

供。 

二、第二部分之「內容資訊」 

(一） 內容簡介：根據網頁資訊內容，以文字描述內容要旨，以

充分描述資訊為重點，不限字數，此欄位著錄內容有助於

檢索查詢使用。 

(二） 內容選擇政策：根據網頁內容陳述提供資訊的選擇標準，

如未標示，則著錄未提供。 

(三） 資源費用：是指該網頁內容是否有收費服務，如有收費，

需要說明收費的項目。 

(四） 主題分類：是根據前述調查過程確認的六大主題分類，根

據網站內容資訊屬性勾選切合主題，同一網頁可勾選不只

一項分類，此欄勾選內容將提供頁面點選瀏覽使用。 

(五） 網站地圖：說明該網頁是否有網站導覽設計，並著錄描述

該網頁導覽區提供的資訊內容項目，此欄位著錄內容有助

於檢索查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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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資料欄位的著錄有「建置背景」、「建置目的」、「內容簡

介」、「網站地圖」等內容性描述，可提供查詢檢索使用，也有提供

未來主題網站分類瀏覽的組合依據，例如：「主題分類」、「適用障

別」、「適用年齡」等欄位。至於「目標對象」、「適用障別」、「適

用年齡」、「資源收費」、「無障礙標章」等欄位可提供檢索後分類

使用，也能同時兼作資源分類瀏覽的依據，所有收錄網站之完整詮釋

資料內容描述詳如附錄所陳（附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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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歸納研究結果；第二節根據研究發現擬具

建議，第三節根據本研究過程發現，提出未來進一步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綜合上述各項調查結果，歸納研究結論如下： 

一、有關網站評選與訪談意見調查分析 

（一）網站內容量化評估結果，發現多數網站缺乏無障礙網站標章；

網站質性評估結果，則發現網站內容未更新是最常發生的問題。 

根據網站品質檢核指標第一階段分析後，發現各網站在檢核指標

得分差異最大的項目是「無障礙標章」，亦即不少網站缺乏無障礙網

站標章，此為目前網站設計最大的問題。在網站服務方面，表現最好

的是「搜尋服務」，代表多數網站已提供全站搜尋服務，而網站提供

站內搜尋服務，是身心障礙者使用網站需要的功能。 

質性評估是根據網站內容獨特性、權威性、適用性、新穎性以及

資訊結構和資訊組織等質性評估條件，檢視各網站的優缺點，發現網

站內容缺乏組織、未提供超連結服務、網站內容未更新、使用需要登

錄和收費等，是比較常見的問題。此類網站常見的共同性問題，可提

供所有公共網站建置和網站維護者進行網站管理的參考。 

（二）圖書館認為建置主題資源網站最大的問題是後續維護和更新，

連結的網站以指引到資訊內容頁面為主，也需要將照顧者需求的資訊

併同納入考量。 

詢問圖書館工作人員根據過往經驗，認為建置主題資源網站會產

生的問題及其建議，多數是圍繞著網站資訊更新問題，建議需要使用

偵測軟體輔助網址即時更新，而且要求建置之主題網站不僅要符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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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標章，更進一步要講求介面易用性（usability）設計，主題網站

介面需要經過使用者測試，符合閱讀輔具讀取功能。對於建置身心障

礙主題資源網站收錄資源與網站設計的意見，則是認為可以依障礙類

型區分推薦適用的網路資源、指引到有用的資源頁面而非僅連結到主

網站、增加身心障礙者常用的社群網站或論壇、適度增加手機 APP

應用程式、將照護者需要的網路資源也納入考量。 

（三）身心障礙者使用網路資源的主要目的是因工作和休閒需求，會

有不知如何篩選龐大網路資源的問題，希望圖書館提供符合工作與休

閒需求的精選網站。 

身心障礙者使用網路資源的需求，主要是為查找工作相關資訊、

查詢休閒娛樂資訊、查找生活資訊、瞭解新聞時事和學習新知，也有

參與社群網站和論壇的需求。因此，身心障礙者希望圖書館收錄整理

的網路資源，能優先考量符合工作、學習、健康知識等網路資源，因

為這些資訊網站比較難在網路找尋和判斷，期許圖書館能代為過濾和

整理。此外，因應日常生活需求，也希望圖書館能提供新書通報或圖

書推薦等圖書資訊服務，面對浩瀚的網路資源，身心障礙者希望圖書

館能協助評估和過濾對於身心障礙者適用之網路資源，以改善部分網

頁即使通過無障礙標章，但仍然遭遇操作和瀏覽不友善的情況。 

（四）身心障礙者認為主題網站收錄的資源內容需要符合使用者特

性，能提供即時且完整的資訊，如為內容變動頻繁的網站較不適合收

錄。 

身心障礙者對於圖書館未來建置主題資源網站收錄資源的意

見，認為應考量資訊的變動程度、網頁介面之無障礙設計、網站內容

資訊的即時性與完整性；尤其在資訊內容的篩選上，希望能切合身心

障礙者的使用需求，網站內容的影音資源能至少符合有字幕或手語翻

譯功能，如果是法規網站則以提供文字性資訊為主，這樣的網站內容

會比較有利於閱讀，對於網站內容穩定性較低的社群網站，以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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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性不足的民間團體網站，建議可不予收錄。慮及社群網站內容穩

定性低，本主題網站雖暫未收錄，但未來對於網站服務之行銷，建議

可透過身心障礙者常用的社群媒體進行推廣。 

（五）身心障礙者有使用圖書館網站挫折的經驗，認為主題網站的建

置要符合無障礙網頁設計，提供清楚的資訊架構和使用者分群設計。 

身心障礙者過往使用圖書館網站常有影音資料缺乏替代文字說

明、缺乏新書資訊、全文檔取得不易、驗證碼辨識困難、缺乏網路導

盲磚功能以及網頁檢索效率慢、功能不足等問題。因此，會希望圖書

館未來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介面功能設計，要有無障礙標章認證，能

建立層級清晰的分類瀏覽架構，提供整合式檢索功能，且能依照不同

使用族群的習慣進行分群設計，更希望單一頁面切勿呈現過多龐雜資

訊，網站圖表和圖像資訊需要加入替代文字說明，才能方便身心障礙

者使用。 

（六）面對大量網路資訊，身心障礙者不容易篩選判斷資訊，圖書館

精選符合需求之網路資源，可擴大身心障礙者利用資訊的範圍。 

圖書館工作人員認為即使愈來愈多的使用者會因 Google 操作便

捷之故，而捨棄使用圖書館整理的主題網路資源，但圖書館受訪者根

據實務觀察，依然肯定針對身心障礙者整理網路主題資源的重要性，

因身心障礙者面對龐大網路資源有瀏覽和判斷的困難，如果能建立清

楚的層級瀏覽架構，並在層級瀏覽之外提供檢索功能，對於身心障礙

者而言是擴展館藏服務的方式。圖書館工作人員建議可增加生活娛樂

網站資訊，認為就業與生活重建資訊是身心障礙者較為關注的議題，

但對於為數眾多的民間團體網站，則需要仔細精選，只要留存有資訊

內容價值的網頁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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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題資源網站必須考量納入使用意見回饋、主動推薦精選網站

的功能，能提供不同障礙族群的個別化服務。 

詢問圖書館受訪者根據過往建置網站與維護的經驗，提出建置主

題資源網站管理層面的建議，包括：網站連結需要不斷檢視更新、需

要瞭解身心障礙者的資訊需求、主題網站需要責成專人管理等意見。

圖書館工作人員對於未來發展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整體的建議，則

包括：可設計使用者意見回饋專區、定期推出精選網站推薦通知、需

要進行主題網站的推廣行銷、考量不同障礙族群的個別化服務等意

見。 

二、有關主題資源網站建置規劃分析 

（一）身心障礙服務主題資源分為六大主題，收錄之網站皆經過網

站內容分析與使用意見調查，可提供建置主題資源網站收錄的基礎。 

本研究根據網站內容分析以及訪談調查，多次調整和修訂收錄之

網路資源，最終重整確認之網路資源，分為「福利服務」、「學習資源」、

「法規政策」、「生活與就業」、「圖書資訊服務」、「輔助科技」等六項

主題，總計收錄 86 個身心障礙讀者服務資源網站，將提供國立臺灣

圖書館未來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的基礎。 

（二）提供身心障礙者使用之精選網站改為指引到資訊內容頁面，

網站名稱修正為表達資訊內涵的名稱，而非網頁提供的籠統標題。 

參酌受訪者意見，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收錄之網站資源層次由主網

頁改為指引到相關資訊的頁面，以降低身心障礙者需要在網站費時瀏

覽找尋特定資訊頁面的問題，同時將收錄資源名稱，以能更清楚呈現

內容意義之網頁名稱為主，不採用主網站名稱，但於詮釋資料加上著

錄主網站名稱與建置機構的方式，此一作法將更有助於使用者查找資

源或是辨識連結的網站所收錄的實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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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收錄網站進行詮釋資料描述分析，著錄之欄位根據未來

使用能提供分類瀏覽、網站檢索以及後分類呈現的系統功能而設計。 

所有收錄之網站為提供未來建置主題資源網站檢索使用，逐一進

行詮釋資料描述，經參酌受訪者對於主題網站功能的建議，設計詮釋

資料的欄位，必須納入未來主題網站可提供分類瀏覽、網站檢索與後

分類呈現的系統功能需求，總計有 16 個著錄欄位。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結論，提出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服務主題資源網站之建

議如下： 

一、建議主題資源網站介面可參考使用者意見規劃網站功能 

根據網站內容分析以及受訪者意見，對於未來建置主題資源網站

之功能設計，必須能相容使用各種瀏覽器，提供後臺管理功能，可維

護網站架構、資料內容上稿。而前臺設計，可提供字體大小及版面色

調自行組合。主題網站需要提供網站導覽、內容檢索、分類瀏覽、個

人化服務、社群分享、電子報、使用統計等功能，能由後臺進行詮釋

資料維護與上稿。網站使用介面能兼容分類瀏覽與檢索查詢功能，網

站檢索部分可提供多層面之檢索條件，本研究建議主題資源網站功能

設計規劃詳如附錄（附錄十）。 

二、建議未來主題資源網站設計需要符合無障礙網頁規範要求 

訪談調查發現身心障礙者認為網站具備無障礙網頁設計是很重

要的基礎工作，未來建置之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建議應符合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新頒之「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3A 等級檢測，雖然

符合 3A 可能需要投注更多人力調整內容呈現方式與替代文字說明，

但未來建置之主題資源網站需要提供各種障礙族群使用，符合較高檢

測標準的等級，才能達到網頁內容無障礙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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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主題資源網站介面設計邀請身心障礙者參與易用性評估 

「易用性」是一種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概念，任何資訊系統

為滿足使用者需求，系統介面應符合「易用性」的特點，不只介面設

計採用使用者熟悉的語言、概念、邏輯、習慣，也能避免使用者在操

作過程中產生錯誤。即使本主題資源網站要求通過無障礙網頁檢測規

範，但為排除身心障礙者實際操作網站可能產生的問題，仍然需要邀

請身心障礙者進行網站介面易用性評估。建議於網站建置過程邀請身

心障礙者參與提供意見，網站建置後，再次邀請身心障礙者以閱讀輔

具實際進行網站使用觀察，發掘出使用操作介面不易用的設計，逐一

改善後，以求完全解決使用介面問題。 

四、建議主題網站資源未來營運需要有更新與持續維護的管理要求 

由於網路資源變動頻繁，建置主題資源網站真正的問題不在網站

內容設計，而是如何維護網站資源連結的有效性，建議本主題網站除

了能採用自動檢測網頁連結失效自動回報功能之外，也能責成專人提

供例行管理維護工作，並進行相關主題網站資源的過濾與新增上稿作

業，讓建立之主題資源網站內容有經常被維護也能穩定新增資源。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進行過程發現尚有後續研究議題可待深入探討，為使日後

其他研究者或委託研究機關能進行接續研究，提出後續研究建議如

下： 

一、 進行主題資源網站使用歷程與滿意度分析 

主題資源網站之營運管理需要使用者意見，未來開放服務後，網

站應記錄所有使用歷程，可提供管理層面瞭解那些主題網站經常被點

選？那些鮮少被使用？可提供網站連結新增與修改的依據，同時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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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使用者滿意度調查，瞭解圖書館此項服務的使用者意見，提供業務

規劃參考。 

二、 進行重要網站內容納入網頁典藏可行性評估 

網路資源異動頻繁，往往有資訊內容因網站更新突然下架無存而

無可追尋，圖書館基於資訊保存典藏的考量，會針對有價值的網頁資

訊加以複製典藏，此一「網頁典藏」（Web Archiving）作法，可徹底

解決因網頁內容變動造成的資訊消失問題，本主題資源網站未來對於

使用者認為重要的經典資訊內容是否需要進行網頁內容典藏，建議可

根據網站使用統計的基礎，藉由使用者需求調查和網站管理者意見評

估，探討進行網頁典藏之必要性，同時瞭解進行網站典藏的網站評估

過程及其典藏處理技術。 

三、進行公共網站符合無障礙規範之政策研究 

網頁設計無障礙始能達成身心障礙者獲取網路知識的需求，但網

站管理人員多數缺乏打造無障礙網頁的知識，即使委外由廠商開發設

計之網站，通過無障礙網頁檢測取得標章，但日後上稿維護仍有更新

資料必須符合無障礙頁面設計問題。因此，建議未來可針對如何鼓勵

公共網站符合無障礙檢測規範，進行相關政策研究，以提升中文網站

資訊的無障礙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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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訪談前言陳述與問題大綱 

 身心障礙者、照護者或身心障礙團體代表訪談大綱 

您好！本研究係接受國立臺灣圖書館委託進行「圖書館建置身心

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之研究」，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圖書館建置

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之過程，並協助國立臺灣圖書館實際建置「身

心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以提供身心障礙讀者取用網路資源

的導航入口網。 

為了瞭解規劃之網路資源主題分類與選取資源之適用性，將藉由

訪談方式瞭解身心障礙者對於初步規劃之主題分類與收錄資源的意

見，並探討圖書館工作人員對於此項業務發展的經驗與看法。本訪談

大綱是針對身心障礙者、照護者或是身心障礙團體代表的部分，以下

訪談問題除受訪者背景資訊外，將聚焦於兩個層面問題：一是瞭解身

心障礙者使用網路資源的需求，另一是身心障礙者對於圖書館整理主

題資源的意見與看法。 

感謝您同意接受本訪談，在以下訪談過程中，您有任何疑問可隨

時提出，如果有訪談問題牽扯到忌諱等，也可說明不回答。希望本訪

談能在輕鬆愉快的模式進行，所有訪談資料最終將彙整為整體性的分

析，不會指明各機構或個人的訪談內容，請您放心。另為便於訪談文

字稿的整理，請同意我們採全程錄音，以便於事後資料的整理。 

受訪者背景資訊 

1. 請問您使用網際網路有幾年經驗？平

常使用頻率？ 

2. 請問您是否用過圖書館網站？使用

目的與使用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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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網路資源使用需求 

3. 請問您使用網際網路的用途為何？

經常使用的網站（主題）類型為何？

4. 因應日常生活資訊需求，希望圖書

館匯集整理那些網路資源？ 

5. 針對我們事先提供的網路資源整理

清單，您覺得當中那些類型/網站資

源不必要？或是需要新增那些類型

/網路資源？ 

對於建置主題網站的看法 

6. 您希望圖書館整理網路資源提供使

用瀏覽與檢索的方式？希望畫面呈

現的設計？ 

7. 您過去使用圖書館網站是否有挫折

經驗？曾遭遇那些困難？ 

8. 您對於圖書館建置主題網站的看法

與建議？ 

 

訪談結束，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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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館工作人員訪談大綱 

您好！本研究係接受國立臺灣圖書館委託進行「圖書館建置身心

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之研究」，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圖書館建置

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之過程，並協助國立臺灣圖書館實際建置「身

心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以提供身心障礙讀者取用網路資源

的導航入口網。 

為了瞭解規劃之網路資源主題分類與選取資源之適用性，將藉由

訪談方式瞭解身心障礙者對於初步規劃之主題分類與收錄資源的意

見，並探討圖書館工作人員對於此項業務發展的經驗與看法。本訪談

大綱是針對圖書館工作人員的部分，以下訪談問題除受訪者背景資訊

外，將聚焦於兩個層面問題：一是瞭解圖書館工作人員對於建置主題

網站資源蒐集與整理的意見，另一是探究圖書館工作人員對於建置主

題資源的經驗與建議。 

感謝您同意接受本訪談，在以下訪談過程中，您有任何疑問可隨

時提出，如果有訪談問題牽扯到忌諱等，也可說明不回答。希望本訪

談能在輕鬆愉快的模式進行，所有訪談資料最終將彙整為整體性的分

析，不會指明各機構或個人的訪談內容，請您放心。另為便於訪談文

字稿的整理，請同意我們採全程錄音，以便於事後資料的整理。 

受訪者背景資訊 

1. 請問您在圖書館工作的年資？接觸

圖書館網站管理工作有多久？ 

2. 請問您的本科專業教育背景？ 

3. 您服務之圖書館網站目前提供身心

障礙讀者服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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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主題資源蒐集整理

的意見 

4. 請問您所認知的主題資源網站類型

與使用過的經驗？ 

5. 您認為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服務主

題資源網站可優先收集那些主題資

源比較恰當？ 

6. 針對我們事先提供的網路資源整理

清單，您覺得當中那些類型/網站資

源不必要？或是需要新增那些類型/

網路資源？ 

7. 您對於圖書館建置主題資源網站在

資源整理與蒐集的建議？ 

關於建置主題資源的經

驗與建議 

8. 您的圖書館是否有建置主題資源網

站的經驗？過往經歷有那些重要啟

發？ 

9. 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服務主題資源

網站對於資源的維護，可能有那些問

題？如何解決？ 

10. 您對於圖書館建置主題網站的看法

與建議？ 

 

訪談結束，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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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初選主題網站量化與質性分析紀錄 

一、福利服務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衛生福利

部社會及

家庭署 

身心障礙

福利 

http://w

ww.sfa

a.gov.t

w/ 

為瞭解身障者各項

基本權益，保障其平

等 參 與 社 會 之 機

會，專責規劃與推動

身心障礙相關政策

與福利，可查詢身心

障礙法規、機構、政

策、統計數據、輔具

資源、福利服務資源

等。 

30 

本網站內容提供

身心障礙福利、醫

療、就業、特殊教

育等資源，並以身

障福利為類目，將

相關資源統整一

起。 

但網站資源多為

提供相關申請表

單文件的下載。 

✓ 

衛生福利

部社會及

家庭署多

功能輔具

資源整合

推廣中心 

https://r

epat.sfa

a.gov.t

w/catr/

page/ 

整合國內輔具服務

資源，推動有品質的

輔具服務，並提供輔

具諮詢與討論、相關

法規服務、輔具研究

彙整、輔具補助與福

利資訊、輔具產品與

廠商等資訊。 

20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輔具

展示館，實體諮詢

相關輔具問題，但

資源查找方面，全

站搜尋功能失效。 

✓ 

衛生福利

部社會及

家庭署輔

具資源入

口網 

https://r

epat.sfa

a.gov.t

w/index

.asp 

整合各縣市地方輔

具資源中心網站的

資訊，包含：輔具產

品、輔具廠商、輔具

人才、 國內外輔具

服務單位、國內輔具

補助標準、身心障礙

服務單位、輔具研究

成果...等資料庫，以

利於擴展輔助科技

的資源共享及功能

延伸。 

25 

網站內容中，統整

身心障礙機構與

相關鑑定醫院資

訊。 

但部分功能需申

請帳密登入，方可

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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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臺北市政

府社會局 

https://

dosw.g

ov.taipe

i/ 

提供人民團體與社

區發展、社會救助、

身心障礙福利、老人

福利、婦女福利、兒

童托育服務、兒童及

少年福利、社會工

作、老人自費安養中

心、家庭暴力暨性侵

害防治等服務資訊。

24 

網站內容提供臺

北市地區身心障

礙者福利科各業

務職掌資訊以及

身心障礙活動資

訊。 

但資訊未能以身

心障礙類型加以

分類，缺乏服務資

訊的統整。 

✓ 

新北市政

府社會局 

http://w

ww.sw.

ntpc.go

v.tw/ 

提 供 社 會 行 政 政

策、人民團體、社會

救助、身心障礙福

利、老人福利、兒童

少年福利 、社區發

展、婦女福利、志願

服務等服務資訊。 

26 

本網站內容在「福

利服務」項下，以

身 障 福 利 為 大

類，將相關新北市

地區身障福利資

訊統整在一起，方

便找尋。 

但網站缺乏將內

容資訊進行社群

分享的功能。 

✓ 

桃園市政

府社會局 

http://w

ww.tyc

g.gov.t

w/socia

l/index.

jsp 

提供人民團體科、老

人福利、身心障礙福

利、兒童及少年福

利、社會救助、婦女

福利及兒童托育等

服務資訊。 

26 

本網站內容以身

心障礙者福利為

大類，將相關桃園

市地區身障福利

資訊統整一起，便

於資訊集中運用。 

但網站缺乏檢索

詞建議的進階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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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新竹市政

府社會處 

http://s

ociety.h

ccg.gov

.tw/soci

ety/ch/i

ndex.js

p 

提供婦女兒童少年

福利、社會救助與老

人福利、身心障礙福

利等服務資訊。 

24 

網站內容提供新

竹市地區身心障

礙者福利常見問

答集，是很有用的

資訊。 

但資訊未根據身

心障礙類型加以

分類，相關資訊缺

乏有系統的整理。 

✓ 

新竹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s

ocial.hs

inchu.g

ov.tw/z

h-tw 

提供老人福利、婦幼

福利科、救助及身心

障礙等服務資訊，如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

與福利需求評估、身

心障礙補助等。 

25 

本網站在「業務專

區」內，以身心障

礙福利為大類，將

相關新竹縣地區

身障福利資訊統

整在一起。 

雖然網站資源提

供相關申請表單

文件的下載，但未

提供線上申辦的

服務連結。 

✓ 

苗栗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

www.m

iaoli.go

v.tw/so

cial_aff

airs/ 

提供老人福利、社會

救助、婦女及新住民

事務、兒少及家庭支

持與保護服務、身障

服務等服務資訊。 

23 

網站內容提供相

關苗栗縣地區身

障福利資訊，且提

供申請表單的下

載是優點。 

但資源缺乏以身

心 障 礙 類 型 分

類，且提供相關資

訊內容較少。 

✓ 

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http://w

ww.soc

iety.taic

hung.g

ov.tw/ 

提供社會救助、身心

障礙福利，如身心障

礙輔具補助、長青福

利、婦女福利及性別

平等服務、兒少福利

等服務資訊。 

22 

本網站在「社福專

區」內，將相關臺

中市地區身障福

利資訊統整在一

起。 

但網站缺乏無障

礙標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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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雲林縣政

府社會處 

http://w

ww4.yu

nlin.go

v.tw/so

cial/ind

ex.jsp 

提供婦幼及少年福

利、老人福利、身心

障礙福利、社會救助

等服務資訊。 

24 

本網站內容提供

雲林縣地區身心

障礙者需求評估

等申請資訊。 

但資源未有以身

心障礙類型將相

關資訊分類，且身

障資訊內容過少。 

✓ 

彰化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

ocial.ch

cg.gov.t

w/00ho

me/inde

x1.asp 

提供兒童及少年福

利、社會工作及救

助、身心障礙福利、

長青福利、婦女及新

住民福利等服務資

訊。協助經濟上之弱

勢者脫離貧困，並協

助身障者獲得合理

且適切的多元支持

服務。 

27 

本網站在「業務專

區」內，以身心障

礙福利科提供之

資訊為主，將相關

彰化縣地區身障

福利資訊統整在

一起。 

但網站缺乏檢索

詞建議的進階功

能。 

✓ 

南投縣政

府社會及

勞動處 

https://

www.n

antou.g

ov.tw/b

ig5/do

wnload.

asp?dpt

id=376

480000

AU130

000&ca

tetype=

01&cid

=957 

提供相關勞資關係

諮詢、社會救助與福

利等服務資訊，如身

心障礙福利復健服

務中心資訊、身障申

請販售公益彩券資

訊等。 

28 

本網站內容於單

位選單區內，以身

心障礙福利專區

為大類，將相關南

投縣地區身障福

利資訊統整在一

起。 

但網站資源多為

提供相關申請表

單文件的下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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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嘉義市政

府社會處 

http://w

ww.chi

ayi.gov.

tw/web/

social/i

ndex.as

p 

提供社會救助及身

障福利，如復康巴士

交通服務申請等、兒

少及婦女福利、勞資

業務等服務資訊。 

20 

本網站內容在「為

民服務區」內，以

身心障礙福利為

大類，將相關嘉義

市地區身障福利

資訊統整一起。 

但 資 源 查 找 方

面，無提供全站搜

尋功能。 

✓ 

嘉義縣社

會局 

https://s

abcc.cy

hg.gov.t

w/Defa

ult.aspx 

提供婦幼福利、老人

福利、社會救助、勞

資關係業務、身心障

礙 福 利 等 服 務 資

訊，如身障個別化、

生涯轉銜服務、個人

照顧服務、家庭照顧

服務、經濟扶助、機

構管理、社會參與、

身心障礙者保護。 

18 

本網站內容於「業

務專區」內，以身

心障礙福利為大

類，將相關嘉義縣

地區身障福利資

訊統整在一起，提

供資訊具有獨特

性及參考價值，如

同步聽打服務、手

語翻譯服務，並辦

理各項手工藝技

藝訓練及團體休

閒活動。 

但在資源查找方

面，無提供全站搜

尋功能。 

✓ 

臺南市政

府社會局 

http://s

ocial.tai

nan.gov

.tw/soci

al/defau

lt.asp 

提供人民團體及合

作社輔導、社區發

展、社會救助、身心

障礙福利、老人福

利、兒童福利、青少

年福利、婦女福利、

志願服務推展、兒童

少年保護、家庭暴力

及性侵害防治工作

等服務資訊。 

23 

本網站於「社會福

利專區」內，以身

心障礙福利為大

類，將相關臺南市

地區身障福利資

訊統整一起。 

但 資 源 查 找 方

面，無提供全站搜

尋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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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 

http://s

ocbu.kc

g.gov.t

w/index

.php 

提供社會救助、老人

福利、身心障礙福

利、少年福利科、婦

女及保護等服務資

訊，如手語翻譯服

務、視覺障礙者生活

照顧輔佐服務等。 

28 

本網站內容較獨

特之資訊是提供

身心障礙者專家

諮詢服務，且以身

心障礙福利專區

為大類，將相關高

雄市地區身障福

利資訊統整在一

起。 

但網站缺乏檢索

詞建議的進階功

能。 

✓ 

屏東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

www.pt

hg.gov.t

w/planj

dp/Defa

ult.aspx 

提供社會救助科 、

身心障礙福利等服

務資訊，如身心障礙

手冊鑑定、個人與家

庭照顧服務、復康巴

士申請等。 

26 

本網站內容在「主

題專區」內，將相

關屏東縣地區身

心障礙福利資訊

統整在一起。 

但網站資源多為

提供相關申請表

單文件的下載。 

✓ 

宜蘭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

ntroot.e

-land.g

ov.tw/D

efault.a

spx 

提供老人及身障福

利、社會救助、兒少

及婦女福利、社區發

展及合作等服務資

訊。 

22 

本網站內容在「服

務項目」內，將身

心障礙服務統整

在一類，將相關宜

蘭縣地區的福利

資訊集中在一起。 

但 資 源 內 容 過

少，且提供資源查

找的全站搜尋功

能失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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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花蓮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a

.hl.gov.

tw/bin/

home.p

hp 

提供社會福利與救

助等服務資訊，如申

請 輔 具 補 助 及 服

務、經濟及保險補

助、租購屋及停車位

補貼等。 

17 

本網站內容提供

花蓮縣地區身心

障礙身障福利資

訊，並在「相關服

務區」內，有身心

障礙福利與身心

障礙者權利公約

（CRPD）相關資

訊，如 CRPD 教育

訓練教材，讓大眾

能進一步認識身

心障礙者並避免

對身心障礙者的

歧視。 

網 頁 設 計 較 貧

乏，但資訊內容有

獨特性，網站缺乏

檢索詞建議的進

階功能。 

✓ 

臺東縣政

府社會處 

http://ta

isoc.tait

ung.gov

.tw/We

bSite/P

age/ind

ex.aspx 

提供社會福利與救

助、兒少及婦女福利

等服務資訊，如安置

照顧、社區照顧支持

服務。 

21 

本網站內容於「社

會福利科」項下，

以身障福利、輔具

服務與國際健康

功能與身心障礙

分類（ICF）為大

類，並將相關臺東

縣地區身障福利

資訊加以有序整

理。 

但 資 源 查 找 方

面，無提供全站搜

尋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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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金門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

ocial.ki

nmen.g

ov.tw/ 

提供相關社會福利

等服務資訊。 
24 

本網站內容於「主

題福利服務」區

內，將相關金門縣

地區身障福利資

訊統整在一起。 

但網站缺乏檢索

詞建議的進階功

能。 

✓ 

馬祖連江

縣政府民

政處－衛

生福利局 

http://w

ww.mat

suhb.go

v.tw/in

dex.php 

 

提 供 相 關 健 康 保

健、疾病管制科、食

品藥物、社會福利、

長期照護等服務資

訊，如連江縣輔具資

源中心、身障個人與

家庭照顧服務等。 

28 

本網站內容中，提

供馬祖連江縣地

區 身 障 福 利 資

訊，並以「輔具資

源專區」為類目，

提供有關輔具的

有用資訊。 

但網站資源多為

提供相關申請表

單文件的下載。 

✓ 

澎湖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

www.p

enghu.g

ov.tw/s

ociety/ 

提供社會福利科（包

含長青活動中心）、

身心障礙者福利服

務中心、婦女福利、

兒童少年福利等服

務資訊。 

27 

本網站內容於「業

務專區」內，以身

心障礙福利服務

為標題，將相關澎

湖縣地區身障福

利資訊統整一起。 

但網站缺乏檢索

詞建議的進階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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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資源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我的 E 政

府 

 

http://w

ww.gov

.tw/ 

除可查詢身心障礙

生活補助、居家照

護、行動協助、就業

就學、鑑定需求評估

及證明核發等資

訊，還有許多便民的

線上服務，提供民眾

單一網址連結所有

政府機關網站，快速

搜尋所有政府機關

網頁資訊；更提供民

眾多種分類目錄索

引，主要服務內容為

資訊查詢、網路申

辦、政府與民眾雙向

溝通平臺三大功能。

26 

網站內容中，於福

利專區資源內，以

身心障礙為分類

標題，統整身心障

礙的福利資源。 

雖提供線上申辦

服務，但網站也提

供線上的管道讓

使用者進行意見

反映與諮詢的功

能。 

✓ 

全國特殊

教育資訊

網 

http://w

ww.spc.

ntnu.ed

u.tw 

提供特教相關期刊

文章與論文研究、圖

書期刊搜尋、評量工

具搜尋、教材教具、

進修研習及相關社

福網站等資訊。 

16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手語

的 APP 和教材，但

資源查找方面，無

提供全站搜尋功

能。  

✓ 

特殊教育

通報網 

http://w

ww.set.

edu.tw/ 

提供特教教材分

享、研習相關教材、

縣市教育局特教團

隊、專業人員資料

庫、專家學者、教育

部特教相關網站、特

教相關問題討論、各

教育階段特教班、學

生人數、教師概況等

統計資源。 

12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專業

人員（醫療）學者

資訊，資源具有權

威性。 

但 資 源 查 找 方

面，無提供全站搜

尋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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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公共政策

網路參與

平臺 

https://j

oin.gov.

tw/ 

提供公共政策相關

議題的討論，透過此

平臺公開徵求民眾

意見與政策建言。 

24 

網站內容中，統整

相關縣市所建置

公共政策網路參

與平臺的連結。 

但網站中的提點

子功能，需申請帳

密登入方可使用。 

✓ 

教育部無

障礙全球

資訊網

（淡江大

學視障資

源中心）  

http://w

ww.bat

ol.net/i

ndex.as

p 

提供身心障礙生輔

導、點字圖書製作、

華文點字電子圖書

館與視障資訊之建

構與經營維護、視障

資訊相關技術研

發、盲用電腦教育訓

練活動、視障輔具提

供等服務資訊。 

18 

本網站內容的特

別資源為提供近

期點字電子新書

資訊、輔具維修諮

詢與視障生輔具

中心、視障電腦相

關訓練課程，並統

整相關視覺障礙

資源。 

但 資 源 查 找 方

面，無提供全站搜

尋功能。 

✓ 

e 等公務

園+學習

平臺 

https://e

learn.hr

d.gov.t

w/mooc

/index.p

hp 

提供公務人員及民

眾全方位之數位學

習管道，帶動公務人

員有方向及有效率

的數位學習與培訓。

24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專業

教師的數位影音

課程，資源具有權

威性。 

但需申請帳密登

入方可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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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身心障礙

e 能網 

http://w

ww.ena

ble.org.

tw/ 

集結了身心障礙者

的各項福利資源、活

動資訊、時事評論、

報導追蹤、網路調查

等，使其無障礙地獲

取各項福利服務，並

針對不同族群的需

要並結合企業界的

專業，採用最新的

「人工智慧語音合

成技術」，模擬真人

發音，集結新聞 e

能追、活動 e 能報、

議題 e 能談完成「e

能網－語音版」，成

立全國第一個會說

話的網站，也是身心

障礙者的多元化專

屬網站。 

23 

網站內容中，統整

許多身障相關的

新聞報導。 

但網站缺乏檢索

詞建議的進階功

能。 

✓ 

無礙 e 網 

https://o

penstud

y.wda.g

ov.tw/m

ooc/ind

ex.php 

為身障者量身打造

無障礙化的數位學

習網站，提供相關課

程包含：電腦基礎、

Word 文書處理及

Internet 與 E-mail 入

門等教材，協助身心

障礙者縮短數位落

差、培養資訊素養進

而增加就業機會。 

23 

本網站內容，較特

別之資源是提供

相關線上的電腦

認證班課程。 

但部分功能需申

請帳密登入方可

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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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政策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全國法規

資料庫 

http://la

w.moj.g

ov.tw/I

ndex.as

px 

提供各界經由網際

網 路 單 一 窗 口 簡

單、方便、公開查詢

法規資料及各機關

法規網站，以達有效

管理及公開法令資

訊，建構法治社會之

目標。 

25 

網站內容中，統整

相關法律資源，但

網站缺乏將內容

資訊進行社群分

享的功能。 

✓ 

聯合國兒

童權利公

約 

http://cr

c.sfaa.g

ov.tw/c

rc_front

/ 

提供相關兒童權利

公約的推動資訊。 
26 

本網站內容較特

別的資訊是提供

相關兒童權利公

約的教材講義與

宣傳活動資訊。 

但網站缺乏檢索

詞建議的進階功

能。 

✓ 

植根法律

網 

http://w

ww.roo

tlaw.co

m.tw/in

dex.asp

x 

提供完整線上法律

資料之專業網站，資

料庫內容收錄我國

自 民 國 迄 今 之 法

規、行政函釋、司法

判解、以及訴願決定

書等，藉由簡便的查

詢功能及全文檢索

機制，協助各界會員

取得完整、詳盡以及

可靠之法律訊息。 

15 

網站內容中，統整

相關法律資源，但

網站未有無障礙

標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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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社會福利

政策綱領 

https://

www.sf

aa.gov.t

w/SFA

A/Page

s/Detail

.aspx?n

odeid=

264&pi

d=1991 

提供社會福利發展

方針的社會福利政

策綱領說明。 

30 

本網站內容，較特

別之資源是提供

社會福利政策綱

領的宣傳說明資

訊，雖資源內容過

少，但讓身心障礙

者有個爭取自己

權益的參考資源。 

✓ 

衛生福利

部社會救

助及社工

司 

https://

dep.mo

hw.gov.

tw/DO

SAAS

W/mp-

103.ht

ml 

提供社會福利補助

作業要點、補助項目

及基準。 

21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社會

福利輔助要點文

件。 

但資源分類沒有

根據身心障礙者

類型進行資源統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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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衛生福利

社會及家

庭署身心

障礙服務

入口網－

身心障礙

福利相關

法規 

https://

dpws.sf

aa.gov.t

w/com

monch/

home.js

p?mser

no= 

200805

220007

&serno

=20101

231000

1&men

udata= 

DisbMe

nu&con

tlink=a

p/relaw

_list.jsp

&level2

=Y 

提供身心障礙者權

益保障白皮書。 
23 

本網站內容較特

別的資訊為提供

身 心 障 礙 於 福

利、醫療、就業、

特 殊 方 面 的 資

源，如：鑑定醫院

連結，雖將法規資

源 分 類 得 很 詳

細，但一次搜尋的

結果只能顯示同

一分類的法規，綜

合搜尋不易。 

✓ 

身心障礙

者參加社

會保險保

險費補助

辦法 

http://la

w.moj.g

ov.tw/L

awClas

s/LawA

ll.aspx?

PCode=

D00500

90 

提供身心障礙者參

加社會保險保險費

補助的法規辦法。 

25 

本網站內容，較特

別之資源是提供

相關身心障礙者

社會保險法條資

訊的查詢，但資源

分類未將身障相

關法條另成立專

區進行資訊整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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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身心障礙

者權益保

障法 

http://la

w.moj.g

ov.tw/L

awClas

s/LawA

ll.aspx?

PCode=

D00500

46 

提供身心障礙者相

關權益保障法規內

容。 

25 

本網站內容，較特

別之資源是提供

相關身心障礙者

權益保障法條資

訊的查詢，但資源

分類未將身障相

關法條另成立專

區進行資訊整理。 

✓ 

身心障礙

者輔具費

用補助辦

法 

http://la

w.moj.g

ov.tw/L

awClas

s/LawA

ll.aspx?

PCode=

D00500

60 

提供身心障礙者相

關輔具費用補助辦

法。 

25 

本網站內容，較特

別之資源是提供

相關身心障礙者

輔具費用法條資

訊的查詢，但資源

分類未將身障相

關法條另成立專

區進行資訊整理。 

✓ 

身心障礙

者權利公

約 

https://c

rpd.sfaa

.gov.tw/ 

為聯合國促進、保障

及確保身心障礙者

完全及平等地享有

所有人權及基本自

由，促進固有尊嚴受

到尊重，降低身心障

礙者在社會上之不

利狀態，以使其得以

享有公平機會參與

社會之公民、政治、

經濟、社會及文化領

域。 

24 

網站內容較特別

的資訊是提供身

心障礙者權利公

約的會議資訊與

活動報名，但資源

較單一，主要著重

於身心礙障者權

利公約的制定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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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間團體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身心障礙

者服務資

訊網 

http://di

sable.ya

m.org.t

w/ 

由開拓文教基金會

與中華民國殘障聯

盟合作創立，一個關

心身障朋友的綜合

性服務網站，提供身

心障礙朋友和家人

豐富有用的相關資

訊、專題報導、生活

資料庫、相關書籍與

電子報，倡議社會大

眾對身障者的瞭解。

16 

網站內容中，統整

各縣市身障手冊

申請資訊，以及民

間與政府輔助福

利資源，但網站無

提供建置網站實

體單位的基本聯

絡資訊。 

✓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

身心障礙

者藝文推

廣協會 

http://w

ww.apa

d.org.t

w/ 

提供協助身障藝術

專才，得以學以致

用，全力發揮，開創

出讓世界刮目相看

的無障礙平等發展

舞台。 

25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身障者各種才藝

表演學習資訊，並

協助其一個發表

的舞台機會，但網

站缺乏將內容資

訊進行社群分享

的功能。 

✓ 

伊甸社會

福利基金

會 

https://

www.e

den.org.

tw/ 

提供身心障礙朋友

各項社會福利服

務，並為弱勢族群爭

取權益，並倡導更合

理的社會福利政策

與爭取社會福利預

算，推動全人關懷。

28 

網站內容中，統整

成人身心障礙者

於生活、就業等服

務的計畫捐款計

畫，以及相關無礙

障資源服務，但網

站搜尋功能無智

慧性，無提供檢索

詞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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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

殘障人協

會 

http://w

ww.tdp

a.org.tw

/ap/inde

x.aspx 

提供並結合全國殘

障人士，協助其發表

心聲，並且有效地發

揮其功能，爭取殘障

人權，促進殘障福利

為宗旨。 

26 

網站內容中，統整

相關各類身心障

礙的人口資料與

建立全國性身心

障礙服務資訊，但

內容資源過少且

更新頻率不高。 

✓ 

社團法人

臺灣障礙

者權利促

進會 

http://w

ww.tadr

.org.tw/ 

提供相關法律諮詢

協助，維護障礙者人

權，推動與落實增進

《聯合國身心障礙

者權利公約》所揭示

之障礙者人權理

念，消除障礙者歧

視，推廣社會教育，

並促進障礙者參與

公共政策。 

15 

本網站內容提供

相關障礙權益法

規說明，但內容資

源過少且僅提供

相關內容資訊，未

有相關連結。 

x 

社團法人

臺灣公益

聯盟 

https://t

pil.tw/ 

提供相關扶持、照顧

臺灣身心障礙、新住

民、貧困家庭等弱勢

的社會福利與支持

資源，並推動、監督

臺灣各項公共議題。

17 

本網站內容提供

該聯盟相關推動

計畫內容與捐助

資訊，但內容資源

過少。 

x 

中華民國

腦性麻痺

協會 

http://w

ww.cpli

nk.org.t

w/ 

提供協助腦性麻痺

人士就醫、就學、就

業、就養等問題，並

讓腦性麻痺者的家

庭家長在心理及實

質面上能獲得相關

的支持與協助，且持

續倡導腦性麻痺者

及家庭權益，進而推

動立法，爭取更多的

權益與機會。 

14 

本網站內容提供

該腦性麻痺朋友

就業、醫療及教育

等方面的服務申

請表單下載，但資

源查找方面，無提

供全站搜尋功能

且相關連結資源

較缺乏，另，網站

也未有無障礙標

章。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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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中華視覺

障礙教育

學會 

http://w

ww.tae

bvi.org.

tw/ 

提供非視覺障礙教

育相關專業人員對

視覺障礙學生之認

識與協助，並培育障

礙教育教師及家長

視覺障礙教育專業

知能，以及改進與推

視覺障礙教育評量

工具等。 

16 

本網站內容提供

該協會所辦理之

活動訊息與相關

紀錄，但資源內容

多為照片形式，未

輔以相關內容資

訊，且資源查找方

面，無提供全站搜

尋功能。 

x 

社團法人

臺灣盲人

福利協進

會全國總

會 

http://ta

iwanbli

nd-ncc.

org.tw/ 

提供協助盲人爭取

相關福利問題，以及

中途失明者生活重

建及職業訓練、服務

照顧視障老人生活

及安養的服務資訊。

20 

網站內容中，統整

各 縣 市 視 障 命

理、按摩服務地圖

資訊，但網站未有

無障礙標章。 

✓ 

光鹽視障

全球資訊

網 

http://w

ww.blin

d.org.t

w/ 

提供有聲書製作、讀

書會、音樂、舞蹈等

相關視障服務，並推

動圓夢學校，讓視障

者夢想成真。 

9 

本網站內容提供

該協會舉辦的讀

書會活動資訊與

線上電子點字書

籍的下載。 

但資源內容過少

且部分資源的分

類用詞與文章標

題不夠明確。 

x 

財團法人

愛盲基金

會 

https://

www.tf

b.org.t

w/web/i

ndex/in

dex.jsp 

提供社工服務、視障

教學、心理諮商、兒

童早療、就業服務、

補助申請、庇護工場

及視障輔具等多樣

服務。 

16 

本網站內容較特

別的資訊為整理

有關有聲書的圖

書目錄，且提供許

多點字書的下載。 

但需申請帳密登

入方可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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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財團法人

臺北市視

障者家長

協會 

https://

www.fo

rblind.o

rg.tw/ 

提供社工員諮詢服

務，藉由「個案管理」

的服務方式，瞭解服

務對象的問題與困

境，並進行資源開

創、招募或轉介服

務，協助改善或減輕

案主與案家所遇到

的問題。 

13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藝術

方面的團體休閒

與點字等課程資

訊，但資源查找方

面，無提供全站搜

尋功能。 

✓ 

愛明發展

中心 

https://

www.fa

cebook.

com/pa

ges/%E

6%84%

9B%E6

%98%8

E%E7

%99%

BC%E5

%B1%

95%E4

%B8%

AD%E

5%BF

%83/39

150280

092741

6 

提供 0 歲以上的視

障者日間服務，如：

早期療育、課後照

顧、生活重建、定向

行動、生活自理及各

式休閒成長等課

程，促進視障者參與

社會。 

21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訊為提供

休閒性的團體烹

調課或心靈溝通

的活動資訊，但採

用 FB 社群軟體的

形式經營網站，資

源較無進行分類

且不易查找舊時

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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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臺灣盲人

重建院 

http://w

ww.ibt.

org.tw/

RWD01

/default

.aspx 

提供生活重建、住宿

服務、職業重建、社

區樂活大學多元課

程、社區關懷及點字

出版等服務。 

22 

網站內容中，統整

全國相關紓壓小

站的預約服務和

生活職業重建服

務諮詢專線，其中

的特別資源為瀚

邦文學獎、瀚邦盃

歌 唱 暨 樂 器 比

賽，透過活動讓大

眾 更 認 識 視 障

者，但資源類型較

單一，主要服務對

象為視覺障礙者。 

✓ 

慕光盲人

重建中心 

http://w

ww.mu

kuang.o

rg.tw/in

dex.asp 

提供職業訓練、生活

重建、行動訓練、資

訊運用、個別課程規

劃、諮商輔導、社區

服務與點字月曆印

製等服務資訊。 

21 

網站內容提供相

關視障者勵志的

內容影片分享，但

資源內容過少且

更新頻率不高。 

x 

臺灣導盲

犬協會 

http://w

ww.gui

dedog.o

rg.tw/ 

提供申請導盲犬、導

盲犬寄養家庭培

訓、教育宣導等資

訊。 

13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導盲申請與訓訓

練協助，以及導盲

犬寄養家庭資訊

與服務，但資源查

找方面，無提供全

站搜尋功能。 

✓ 

惠光導盲

犬教育基

金會 

http://w

ww.gui

dedog.t

w/ 

提供申請導盲犬、導

盲犬寄養家庭培

訓、教育宣導等資

訊。 

14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導盲申請與導盲

犬學校的介紹資

訊，但資源查找方

面，無提供全站搜

尋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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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中華民國

社區重聽

福利協會 

http://w

ww.hea

r-loss.or

g.tw/ 

提供協助重聽者與

聽障者找回原音世

界，並致力推廣及爭

取聽損者該享有的

福利。 

17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聽覺障礙主者相

關聽力檢測及輔

具租借，但網站資

源多為提供相關

申請資訊內容，少

有直接提供線上

申辦服務。 

✓ 

中華民國

聾人協會 

http://w

ww.nad

.org.tw/ 

成立聾劇團、手語俱

樂部、手語訓練班等

來提供協助聾人與

聽人溝通。 

21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新北市手語翻譯

及 同 步 聽 打 服

務，但網站資源多

為提供相關申請

表單文件的下載。 

✓ 

中華民國

愛加倍社

會福利關

懷協會 

http://w

ww.aga

pe-welf

are.org.

tw/ 

提供聽語障兒童青

少年建立自我概念

與相關就學轉介以

及開發案源，並協助

其父母相關教養聽

語障子女的資源。 

18 

本網站內容提供

聽覺障礙者於教

育、就業輔導與活

動等服務， 

但網站資源僅多

為提供相關服務

資訊內容，並未直

接提供相關服務

的連結，另，網站

也未有無障礙標

章。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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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臺灣聽力

語言學會 

http://w

ww.slh.

org.tw/ 

提供國內聽力、語言

障礙診斷及治療的

相關服務課程資

訊，並積極與國外相

關專業人員進行學

術交流，致力提高相

關服務素質。 

15 

本網站內容提供

相關聽語治療師

相關課程、考古題

以及專業證照考

試資訊，但多項服

務內容，需為會員

方 能 下 載 與 觀

看，另，網站也未

有無障礙標章。 

x 

中華民國

聽障人協

會 

http://w

ww.cna

d.org.t

w/ 

提供改善聽障者就

學、就業、就醫及就

養等各方面之資

源，進而保障聽障者

的權益福祉，提昇聽

障者生活品質，以達

到無障礙環境之目

標。 

22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相關臺北市政府

社會局聽語障溝

通服務方案服務

申請須知資訊內

容，但網站資源多

為提供相關申請

表單文件的下載。 

✓ 

中華民國

婦聯聽障

文教基金

會 

http://w

ww.nwl

hif.org.t

w/ 

提供各種聽損教學

方法的資源，促使臺

灣聽損教學多元，符

合不同兒童的需

求，引領臺灣聽損早

期療育品質的全面

提昇。 

20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聽損兒童智慧

整合聽語教學系

統」課程，但網站

較缺乏相關資源

的連結，資源較著

重於早療課程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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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雅文兒童

聽語文教

基金會 

http://w

ww.chf

n.org.t

w/ 

提供聽覺口語教學

法之專業教育，協助

聽損兒全人發展，及

其它有關聽損兒教

育服務，讓臺灣的聽

損兒童也有同樣的

學習機會。 

18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相關聽損兒童聽

力評估與諮詢等

知識與服務，如雅

文檢測音、聽覺口

語師資源，但資源

查找方面，無提供

全站搜尋功能。 

✓ 

中華民國

啟聰協會 

http://w

ww.dea

f.org.tw

/ 

提供聾人文化學術

研究，促進聽障教育

增益聽障者生活福

祉，並協助政府共謀

聽障者無障礙環境

的推動、加強手語教

育、培育手語師資與

建立手語翻譯員制

度並提供手語翻譯

服務。 

12 

本網站內容提供

相關協會活動資

訊，但內容資源過

少且文章內容更

新較不即時。 

x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

學習障礙

協會 

http://w

ww.ald.

org.tw/

ap/inde

x.aspx 

提供關於學習障礙

知識，讓大眾瞭解學

習障礙者，並提供學

習障礙者相關福祉

資訊，推動學習障礙

之各項服務。 

26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學習障礙者相關

的知識資源與法

規政策，但內容資

源過少。 

✓ 

臺灣學障

學會 

http://c.

nknu.ed

u.tw/TA

LD/ 

提供相關學習障礙

研究，期望透過學

者、醫師及第一線臨

床工作人員的理念

凝聚，共同推展學習

障礙的研究、診斷與

教育等工作，進而推

動相關政策之擬定。

14 

本網站內容提供

相關協會活動資

訊，如相關學術研

討會資訊、學障學

會年會，但內容資

源過少。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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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中華民國

無障礙科

技發展協

會 

http://w

ww.twa

cc.org/ 

提供職業重建、盲用

電腦課程、居家聽

打、點譯出版、輔具

資源等服務。 

24 

網站內容較特別

的資訊為提供個

別化視障電腦與

手機應用訓練課

程資訊，以及部分

文章可採用 MP3

格式來讀取，但具

身心障礙主題之

代表性資源，久未

更新。 

✓ 

財團法人

廣青文教

基金會 

http://w

ww.kua

ng-chin

g.org/a

p/index.

aspx 

提供身心障礙者藝

術技藝課程活動資

訊，如合唱、美術、

寫作與廣播等，並輔

導成立以身心障礙

者為主的合唱團。 

25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訊為蒐集

優良身心障礙者

的紀錄片，提供身

心障礙者影展的

資訊。 

但網站資源類型

較單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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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資訊服務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臺灣數位

有聲書推

展學會 

http://w

ww.tdtb

.org/ 

提供數位有聲書之

製作與流通資訊，並

辦理心理重建、生活

技能回復、職業工作

能力回復等訓練課

程。 

21 

網站內容提供相

關 職 能 電 腦 課

程，其中的特別資

源為 DAISY 格式

的標準讀本（有聲

書），並提供管道

讓使用者購買，但

新書 DAISY 圖書

需為會員方能下

載。 

✓ 

立法院圖

書館 

https://n

pl.ly.go

v.tw/do/

www/h

omePag

e 

提供立法院相關立

法議事資訊。 
22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許多

相關立法資源。 

但網站沒有無障

礙標章。 

✓ 

華文視障

電子圖書

館 

http://el

ib.batol.

net/inde

x.cshtm

l 

提供電子點字書的

下載。 
15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電子

點字書下載。 

但需申請帳密登

入方可使用。 

✓ 

普立爾文

教基金會 

http://w

ww.pre

mierf.or

g.tw/in

dex.htm

l 

提供雙視圖書借

閱、音樂有聲書與

DAISY 有聲書索

取、輔助性教材教具

借閱。 

21 

網站內容提供相

關有聲書目錄並

搭配書的封面圖

示，但部分資訊內

容更新頻率不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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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國立臺灣

圖書館視

障資料中

心 

https://

www.nt

l.edu.tw

/ct.asp?

xItem=

16340&

CtNode

=1505

&mp=1 

圖書館為視障讀者

免費提供數位點字

書下載與有聲書寄

送服務，不僅有為數

眾多的小說，還包含

休閒娛樂及學習進

修等各式主題包羅

萬象，還舉辦與視障

相關的講座及活

動，讓你能上知天

文，下知地理，享受

高品質生活樂趣。 

29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視障資料中心資

訊的介紹資訊與

相關無障礙設施

地點資訊，如服務

時間、借閱證申請

須知、空間設備使

用、讀者諮詢服務

電話專線與信箱

資訊。 

但網站缺乏檢索

詞建議的進階功

能。 

✓ 

國立臺灣

圖書館視

障電子資

源整合查

詢系統 

http://vi

is.ntl.ed

u.tw/m

p.asp?

mp=1 

提供各式視障圖書

資訊服務，包括全國

主要視障圖書整合

查詢、電子點字書及

有聲書下載以及線

上閱讀、點字、有聲

書籍借閱。提供有關

視障的講座及活動

資訊。 

23 

網站內容中，統整

全國視障圖書目

錄的整合查詢。 

但 部 分 網 站 功

能，需申請帳密登

入方可使用。 

✓ 

國立公共

資訊圖書

館聽視障

資訊中心 

https://

www.nl

pi.edu.t

w/Infor

mation/

Accessi

bilitySe

rviceAr

ea/The

Handic

appedC 

提供該館聽視障資

訊中心服務簡介、無

障礙空間介紹、借閱

申請需知、館藏目錄

的查詢。 

28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雙視

書籍與多媒體資

源，並統整許多有

聲書相關資源的

網站連結。 

但網站缺乏檢索

詞建議的進階功

能。 

✓ 



  

157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臺北市立

圖書館視

障電子圖

書館 

http://bl

ind.tpm

l.edu.tw

/mp.asp

?mp=1

0 

提供有聲書、點字

書、雙視圖書、大字

圖書、點字電子圖書

等館藏查詢。 

22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有聲

國語日報、線上點

字樂譜、小說選

播、美食小廚房的

線上電子資源，每

月出版「啟明之

音」有聲雜誌供視

障朋友免費訂閱。 

但需申請帳密登

入方可使用。 

✓ 

桃園市立

圖書館 

https://

www.ty

pl.gov.t

w/mp.a

sp?mp=

1 

提供便利的知識管

道，並能查詢圖書館

藏資源。 

26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視障圖書

資源的查詢，並提

供 多 種 借 閱 方

式，如網路申請、

電話、親自到館或

委託親屬借閱等。 

網站雖提供分館

資訊，但未提供相

關連結。 

✓ 

臺南市公

共圖書館 

http://w

ww.tnm

l.tn.edu.

tw/inde

x.php 

提供臺南市地區各

圖書館的館藏資訊。
21 

網站內容中，統整

大臺南視障資源

網相關目錄。 

但網站未有無障

礙標章。 

✓ 

高雄市立

圖書館 

http://w

ww.ks

ml.edu.t

w/mainl

ibrary/i

ndex.as

px 

提供該館的館藏查

詢，其總館四樓並提

供視障服務區。 

25 

網站內容中較特

別的資源為提供

點字與有聲書的

館藏，並說明該館

的樓層簡介與服

務項目，但網站缺

乏檢索詞建議的

進階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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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國立清華

大學盲友

有聲書籍

服務委員

會 

https://b

lind.cs.

nthu.ed

u.tw/ 

提供相關有聲書籍

供盲友使用。 
13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視障

有聲書通報系統。 

但 資 源 查 找 方

面，無提供全站搜

尋功能。 

✓ 

國立彰化

師範大學

視覺障礙

資料組 

https://v

isual.nc

ue.edu.t

w/index

.php 

提供有聲書的錄製

並進行典藏與流通

服務，為發揮更大效

能，以服務全國視障

讀者。 

17 

網站內容中，特別

資源為提供語音

報讀軟體。 

但網站沒有無障

礙標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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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錄 

國立臺灣圖書館 

「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之研究」 

委託研究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錄 

 

壹、 時間：107 年 7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貳、 地點：本館七樓 705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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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出（列）席單位人員：詳如會議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略。 

陸、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簡報：詳如會議資料。  

柒、 審查委員發言摘要： 

一、 有關主題資源網站之建置，已非現行網路資訊搜尋服務之主流選

項。如基於身心障礙者使用便利考量，建議研究團隊可先瞭解並

分析目標使用族群需求，收錄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實用之資料。 

二、 建議依據圖書館服務推展及使用者實際需求，明確定位資源網站

用途及收錄資源主題，重新擇選調整現行收錄主題資源網站。如

可定位以學習資源為中心，收錄有關圖書館、學習與閱讀相關網

站資源，以建立特色網站。 

三、 有關網站檢核指標配分部分，目前所列檢核指標項目實質上較適

於一般網站及使用者，對視障者而言有些評分項目並不適宜。例

如網站內容中的資訊圖像化一項，由於視障者無法看到圖像，所

以應著重在如何說明圖像的內涵資訊。此外，加密連線、流量統

計以及網頁動畫等項目，對於視障者而言也非必要項目，建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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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修正配分標準。 

四、 報告整體分析完善，但收錄標準不一，如有些網站評分相同，但

僅收錄其一，或某些評分低者收錄然評分高者卻不收錄，建議詳

加說明收錄資源之評分標準及篩選原則與考量，以利使用者瞭

解。 

五、 網站資源收錄標準除量化與質性考量外，應視類別考量其全面

性，如各地視障協會可能有某些地區因在量化評分上所得分數較

低，所以未列入收錄範圍，但對使用者而言就會變成資料不夠完

整。建議研究團隊針對此部分再多做考量，以免漏列雖然規模小

但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卻屬非常權威或具有代表性的網站。 

六、 建議更新目前收錄之網站名錄，適度增加其他身心障礙類別之網

站，並排除具商業性質之個別廠商網站，以免爭議。另建議可參

考國臺圖 101 年委託研究案「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利

用研究」報告，其中列有視障相關網頁資源整理，可以此為基礎

進行。 

七、 有關網站主題分類部分，目前將大學特教系所跟各縣市特教資源

中心分成不同類別，但對使用者而言這些可能是屬於相同類別

的，請再斟酌分類。建議可以參考美國國會圖書館現有身心障礙

服務網站分類方式，做為參考依據。 

八、 有關訪談對象建議邀請具代表性的身心障礙團體為優先，並留意

邀請受訪對象在各身心障礙類別的平衡，以確實掌握相關障別使

用者對建置主題資源網站之需求及建議，另可斟酌是否要納入照

護者及網站維護者作為訪談對象。 

九、 第二章文獻分析，部分小節內容偏重中文文獻及視障研究，較缺

乏國外文獻分析及其他障別研究探討，建議可再補強；另部分內

容引用較早期文獻，如 p.35 所舉國家圖書館建置之「知識之窗：

網路資源選介」，網站名稱早已更名，建議留意引用文獻內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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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性及新穎性。 

十、 報告內容及格式修正建議： 

(一) 報告內文請一律使用正體字，如：「平台」請改為「平臺」；

翻譯用語請維持一致性，如：metadata 使用「詮釋資料」

一詞，則建議除引文外，全文統一用詞。 

(二) p.4 研究期程請修正為 107 年 2 月至 12 月；p.60 繳交期末

報告初稿及摘要時間應為 107 年 10 月 31 日。 

(三) 部分內容用詞請酌修使其更為簡潔通順，如 p.30（三）「製

作無障礙網頁是昂貴且製作困難」建議修正為「製作無障

礙網頁昂貴且困難」。 

(四) P.50 檔案通用格式部分的舉例建議加上 ODF 格式，以符合

現況。 

捌、 結論： 

   感謝研究團隊的努力及審查委員的用心。請研究團隊瞭解分析使

用者實際需求，針對網站收錄取捨部分再行斟酌修改，並依原定規劃

主題及方向賡續進行研究。 

玖、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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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期中報告審查意見修正情形對照表 

審查意見 回覆及處理說明 

一、有關主題資源網站之建置，已非現行網路

資訊搜尋服務之主流選項。如基於身心障礙者

使用便利考量，建議研究團隊可先瞭解並分析

目標使用族群需求，收錄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

實用之資料。 

已大幅調整收錄網站主題方

向，將網路資源之收錄主題，

更集中於圖書資訊服務相關

主題，修正為「福利服務」、「學

習資源」、「法規政策」、「民間

團體」、「圖書資訊服務」等五

大類。 

二、建議依據圖書館服務推展及使用者實際需

求，明確定位資源網站用途及收錄資源主題，

重新擇選調整現行收錄主題資源網站。如可定

位以學習資源為中心，收錄有關圖書館、學習

與閱讀相關網站資源，以建立特色網站。 

已根據審查意見調整收錄主

題網站範圍。 

三、有關網站檢核指標配分部分，目前所列檢

核指標項目實質上較適於一般網站及使用者，

對視障者而言有些評分項目並不適宜。例如網

站內容中的資訊圖像化一項，由於視障者無法

看到圖像，所以應著重在如何說明圖像的內涵

資訊。此外，加密連線、流量統計以及網頁動

畫等項目，對於視障者而言也非必要項目，建

議再評估修正配分標準。 

根據審查意見，刪除資訊圖像

化、加密連線、流量統計、網

頁動畫等項目，並重新調整配

分。 

四、報告整體分析完善，但收錄標準不一，如

有些網站評分相同，但僅收錄其一，或某些評

分低者收錄然評分高者卻不收錄，建議詳加說

明收錄資源之評分標準及篩選原則與考量，以

利使用者瞭解。 

原收錄評估原則，已根據審查

意見重新調整文字說明，詳如

修正後第 58-60 頁。 

五、網站資源收錄標準除量化與質性考量外，

應視類別考量其全面性，如各地視障協會可能

有某些地區因在量化評分上所得分數較低，所

以未列入收錄範圍，但對使用者而言就會變成

收錄網站主題經大幅調整，增

加不同身心障礙類型機構，由

於民間團體較缺乏網站建置

和更新能力，導致量化評分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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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回覆及處理說明 

資料不夠完整。建議研究團隊針對此部分再多

做考量，以免漏列雖然規模小但對於身心障礙

者而言卻屬非常權威或具有代表性的網站。 

理想，但為兼顧各種身心障礙

類型網站的均衡性，以保留全

國性團體為原則。未來亦將輔

以訪談加入身心障礙者認為

重要之網站。 

六、建議更新目前收錄之網站名錄，適度增加

其他身心障礙類別之網站，並排除具商業性質

之個別廠商網站，以免爭議。另建議可參考國

臺圖 101 年委託研究案「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

化圖書資源利用研究」報告，其中列有視障相

關網頁資源整理，可以此為基礎進行。 

根據審查意見，刪除商業性質

網站，增加其他身心障礙類別

之網站，同時參酌相關報告成

果增列身心障礙團體網站，如

附錄二。 

七、有關網站主題分類部分，目前將大學特教

系所跟各縣市特教資源中心分成不同類別，但

對使用者而言這些可能是屬於相同類別的，請

再斟酌分類。建議可以參考美國國會圖書館現

有身心障礙服務網站分類方式，做為參考依據。

根據審查意見重新調整網站

主題分類，因特教系與縣市資

源中心並非圖書資訊服務重

點，已大幅刪除此類網站。 

美國國會圖書館提供身心障

礙服務資源以連結相關法規

與圖書館為主，據此修正新增

圖書資訊服務一類。 

八、有關訪談對象建議邀請具代表性的身心障

礙團體為優先，並留意邀請受訪對象在各身心

障礙類別的平衡，以確實掌握相關障別使用者

對建置主題資源網站之需求及建議，另可斟酌

是否要納入照護者及網站維護者作為訪談對

象。 

根據審查意見，將納入照護者

及網站維護者作為訪談對象。

九、第二章文獻分析，部分小節內容偏重中文

文獻及視障研究，較缺乏國外文獻分析及其他

障別研究探討，建議可再補強；另部分內容引

用較早期文獻，如 p.35 所舉國家圖書館建置之

「知識之窗：網路資源選介」，網站名稱早已更

名，建議留意引用文獻內容之時效性及新穎性。

已補充修正第 35 頁網站名

稱，並已修改文獻分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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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回覆及處理說明 

十、報告內容及格式修正建議： 

（一）報告內文請一律使用正體字，如：「平

台」請改為「平臺」；翻譯用語請維持一致性，

如：metadata 使用「詮釋資料」一詞，則建

議除引文外，全文統一用詞。 

已統一修正。 

（二） p.4 研究期程請修正為 107 年 2 月至

12 月；p.60 繳交期末報告初稿及摘要時間應

為 107 年 10 月 31 日。 

已修正。 

（三）部分內容用詞請酌修使其更為簡潔通

順，如 p.30（三）「製作無障礙網頁是昂貴且

製作困難」建議修正為「製作無障礙網頁昂

貴且困難」。 

已修正。 

（四） p.50 檔案通用格式部分的舉例建議加

上 ODF 格式，以符合現況。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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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受訪者建議刪除網站清單 

一、福利服務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衛生福利

部社會及

家庭署多

功能輔具

資源整合

推廣中心 

https://repat.sf

aa.gov.tw/catr/

page/ 

整合國內輔具服務資源，推動

有品質的輔具服務，並提供輔

具諮詢與討論、相關法規服

務、輔具研究彙整、輔具補助

與福利資訊、輔具產品與廠商

等資訊。 

網站收錄的資源

與衛生福利部社

會及家庭署輔具

資源入口網重複。

臺北市政

府社會局 

https://dosw.go

v.taipei/ 

提供人民團體與社區發展、社

會救助、身心障礙福利、老人

福利、婦女福利、兒童托育服

務、兒童及少年福利、社會工

作、老人自費安養中心、家庭

暴力暨性侵害防治等服務資

訊。 

提供的網站連結

資源太上層，建議

連結到有用資源

的所在頁面。 

衛生福利部社會

及家庭署網站已

有整合各縣市福

利服務的資訊。 

新北市政

府社會局 

http://www.sw.

ntpc.gov.tw/ 

提供社會行政政策、人民團

體、社會救助、身心障礙福

利、老人福利、兒童少年福

利 、社區發展、婦女福利、

志願服務等服務資訊。 

同上。 

桃園市政

府社會局 

http://www.tyc

g.gov.tw/social

/index.jsp 

提供人民團體科、老人福利、

身心障礙福利、兒童及少年福

利、社會救助、婦女福利及兒

童托育等服務資訊。 

同上。 

新竹市政

府社會處 

http://society.h

ccg.gov.tw/soc

iety/ch/index.js

p 

提供婦女兒童少年福利、社會

救助與老人福利、身心障礙福

利等服務資訊。 

同上。 

新竹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social.h

sinchu.gov.tw/

zh-tw 

提供老人福利、婦幼福利科、

救助及身心障礙等服務資

訊，如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與福

利需求評估、身心障礙補助

等。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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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苗栗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www.mi

aoli.gov.tw/soc

ial_affairs/ 

提供老人福利、社會救助、婦

女及新住民事務、兒少及家庭

支持與保護服務、身障服務等

服務資訊。 

同上。 

臺中市政

府社會局 

http://www.soc

iety.taichung.g

ov.tw/ 

提供社會救助、身心障礙福

利，如身心障礙輔具補助、長

青福利、婦女福利及性別平等

服務、兒少福利等服務資訊。

同上。 

雲林縣政

府社會處 

http://www4.y

unlin.gov.tw/so

cial/index.jsp 

提供婦幼及少年福利、老人福

利、身心障礙福利、社會救助

等服務資訊。 

同上。 

彰化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ocial.ch

cg.gov.tw/00ho

me/index1.asp 

提供兒童及少年福利、社會工

作及救助、身心障礙福利、長

青福利、婦女及新住民福利等

服務資訊。協助經濟上之弱勢

者脫離貧困，並協助身障者獲

得合理且適切的多元支持服

務。 

同上。 

南投縣政

府社會及

勞動處 

https://www.na

ntou.gov.tw/bi

g5/download.a

sp?dptid=3764

80000AU1300

00&catetype=0

1&cid=957 

提供相關勞資關係諮詢、社會

救助與福利等服務資訊，如身

心障礙福利復健服務中心資

訊、身障申請販售公益彩券資

訊等。 

同上。 

嘉義市政

府社會處 

http://www.chi

ayi.gov.tw/web

/social/index.a

sp 

提供社會救助及身障福利，如

復康巴士交通服務申請等、兒

少及婦女福利、勞資業務等服

務資訊。 

同上。 

嘉義縣社

會局 

https://sabcc.c

yhg.gov.tw/De

fault.aspx 

提供婦幼福利、老人福利、社

會救助、勞資關係業務、身心

障礙福利等服務資訊，如身障

個別化、生涯轉銜服務、個人

照顧服務、家庭照顧服務、經

濟扶助、機構管理、社會參

與、身心障礙者保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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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臺南市政

府社會局 

http://social.tai

nan.gov.tw/soc

ial/default.asp 

提供人民團體及合作社輔

導、社區發展、社會救助、身

心障礙福利、老人福利、兒童

福利、青少年福利、婦女福

利、志願服務推展、兒童少年

保護、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

工作等服務資訊。 

同上。 

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 

http://socbu.kc

g.gov.tw/index.

php 

提供社會救助、老人福利、身

心障礙福利、少年福利科、婦

女及保護等服務資訊，如手語

翻譯服務、視覺障礙者生活照

顧輔佐服務等。 

同上。 

屏東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www.pt

hg.gov.tw/plan

jdp/Default.asp

x 

提供社會救助科 、身心障礙

福利等服務資訊，如身心障礙

手冊鑑定、個人與家庭照顧服

務、復康巴士申請等。 

同上。 

宜蘭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ntroot.e

-land.gov.tw/D

efault.aspx 

提供老人及身障福利、社會救

助、兒少及婦女福利、社區發

展及合作等服務資訊。 

同上。 

花蓮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a.hl.gov.

tw/bin/home.p

hp 

提供社會福利與救助等服務

資訊，如申請輔具補助及服

務、經濟及保險補助、租購屋

及停車位補貼等。 

同上。 

臺東縣政

府社會處 

http://taisoc.tai

tung.gov.tw/W

ebSite/Page/in

dex.aspx 

提供社會福利與救助、兒少及

婦女福利等服務資訊，如安置

照顧、社區照顧支持服務。 

同上。 

金門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ocial.ki

nmen.gov.tw/ 

提供相關社會福利等服務資

訊。 

同上。 

馬祖連江

縣政府民

政處－衛

生福利局 

http://www.ma

tsuhb.gov.tw/in

dex.php 

 

提供相關健康保健、疾病管制

科、食品藥物、社會福利、長

期照護等服務資訊，如連江縣

輔具資源中心、身障個人與家

庭照顧服務等。 

同上。 



  

168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澎湖縣政

府社會處 

https://www.pe

nghu.gov.tw/so

ciety/ 

提供社會福利科（包含長青活

動中心）、身心障礙者福利服

務中心、婦女福利、兒童少年

福利等服務資訊。 

同上。 

二、學習資源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全國特殊教

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

moe.gov.tw/ 

 

提供特教相關期刊文章與論

文研究、圖書期刊搜尋、評量

工具搜尋、教材教具、進修研

習及相關社福網站等資訊。 

提供的資源與身心

障者較無直接關

係。 

特殊教育通

報網 

http://www.set.

edu.tw/ 

提供特教教材分享、研習相關

教材、縣市教育局特教團隊、

專業人員資料庫、專家學者、

教育部特教相關網站、特教相

關問題討論、各教育階段特教

班、學生人數、教師概況等統

計資源。 

提供的資源與身心

障者較無直接關

係。 

公共政策網

路參與平臺 

https://join.gov

.tw/ 

提供公共政策相關議題的討

論，透過此平臺公開徵求民眾

意見與政策建言。 

受訪者認為該網站

沒有實質的效益，

建議不收錄。 

e 等公務園

+學習平臺 

https://elearn.h

rd.gov.tw/moo

c/index.php 

提供公務人員及民眾全方位

之數位學習管道，帶動公務人

員有方向及有效率的數位學

習與培訓。 

「E 等公務園+學

習平臺」沒有提供

字幕與手語翻譯，

對聽障不友善。 

「e 等公務園+學

習平臺」如非公務

人員並不需累積進

修時數，身心障礙

者較不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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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身心障礙 e

能網 

http://www.en

able.org.tw/ 

集結了身心障礙者的各項福

利資源、活動資訊、時事評

論、報導追蹤、網路調查等，

使其無障礙地獲取各項福利

服務，並針對不同族群的需要

並結合企業界的專業，採用最

新的「人工智慧語音合成技

術」，模擬真人發音，集結新

聞 e 能追、活動 e 能報、議題

e 能談完成「e 能網－語音

版」，成立全國第一個會說話

的網站，也是身心障礙者的多

元化專屬網站。 

「身心障礙 e 能

網」雖有提供人工

智慧語音合成技

術，但對於觸覺導

向學習的視覺障礙

者，資訊接收較不

完整，實際操作不

友善，使用機率不

大。 

提供的網站連結資

源太上層（首頁），

建議連結到有用資

源的所在頁面。 

三、法規政策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聯合國兒童

權利公約 

http://crc.sfaa.

gov.tw/crc_fro

nt/ 

提供相關兒童權利公約的推

動資訊。 

相關性不高，改成

直接列出身心障礙

相關公約。 

植根法律網 

http://www.roo

tlaw.com.tw/in

dex.aspx 

提供完整線上法律資料之專

業網站，資料庫內容收錄我國

自民國迄今之法規、行政函

釋、司法判解、以及訴願決定

書等，藉由簡便的查詢功能及

全文檢索機制，協助各界會員

取得完整、詳盡以及可靠之法

律訊息。 

收錄太廣泛，改成

直接列出身心障礙

相關法規。 

社會福利政

策綱領 

https://www.sf

aa.gov.tw/SFA

A/Pages/Detail

.aspx?nodeid=

264&pid=1991 

提供社會福利發展方針的社

會福利政策綱領說明。 

網站收錄的資源與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

家庭署網站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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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衛生福利部

社會救助及

社工司 

https://dep.mo

hw.gov.tw/DO

SAASW/mp-1

03.html 

提供社會福利補助作業要

點、補助項目及基準。 

網站收錄的資源與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

家庭署網站重複。 

身心障礙者

輔具費用補

助辦法 

http://law.moj.

gov.tw/LawCla

ss/LawAll.asp

x?PCode=D00

50060 

提供身心障礙者相關輔具費

用補助辦法。 

 

網站收錄的資源與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

家庭署輔具補助專

區網站重複。 

四、民間團體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伊甸社會福

利基金會 

https://www.ed

en.org.tw/ 

提供身心障礙朋友各項社會

福利服務，並為弱勢族群爭取

權益，並倡導更合理的社會福

利政策與爭取社會福利預

算，推動全人關懷。 

網站收錄的資源與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

家庭署網站重複。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殘障

人協會 

http://www.tdp

a.org.tw/ap/ind

ex.aspx 

提供並結合全國殘障人士，協

助其發表心聲，並且有效地發

揮其功能，爭取殘障人權，促

進殘障福利為宗旨。 

網站深層資源多為

捐款資訊，對身心障

礙者較無實質幫助。

社團法人臺

灣障礙者權

利促進會 

http://www.tad

r.org.tw/ 

提供相關法律諮詢協助，維護

障礙者人權，推動與落實增進

《聯合國身心障礙者權利公

約》所揭示之障礙者人權理

念，消除障礙者歧視，推廣社

會教育，並促進障礙者參與公

共政策。 

網站提供相關國際

障權會的活動資

訊，但網站資源內容

多未持續更新與維

護。 

社團法人臺

灣公益聯盟 
https://tpil.tw/ 

提供相關扶持、照顧臺灣身心

障礙、新住民、貧困家庭等弱

勢的社會福利與支持資源，並

推動、監督臺灣各項公共議

題。 

網站深層資源多為

捐款資訊，對身心障

礙者較無實質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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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愛明發展中

心 

https://www.fa

cebook.com/pa

ges/%E6%84

%9B%E6%98

%8E%E7%99

%BC%E5%B1

%95%E4%B8

%AD%E5%B

F%83/3915028

00927416 

提供 0 歲以上的視障者日間

服務，如：早期療育、課後照

顧、生活重建、定向行動、生

活自理及各式休閒成長等課

程，促進視障者參與社會。 

網站資源更新不頻

繁。 

中華民國愛

加倍社會福

利關懷協會 

http://www.aga

pe-welfare.org.

tw/ 

提供聽語障兒童青少年建立

自我概念與相關就學轉介以

及開發案源，並協助其父母相

關教養聽語障子女的資源。 

受訪者表示愛加倍

目前沒有運作，資料

不更新，建議不列

入。 

臺灣聽力語

言學會 

http://www.slh.

org.tw/ 

提供國內聽力、語言障礙診斷

及治療的相關服務課程資

訊，並積極與國外相關專業人

員進行學術交流，致力提高相

關服務素質。 

提供的資源與身心

障者較無直接關係。

中華民國婦

聯聽障文教

基金會 

http://www.nw

lhif.org.tw/ 

提供各種聽損教學方法的資

源，促使臺灣聽損教學多元，

符合不同兒童的需求，引領臺

灣聽損早期療育品質的全面

提昇。 

網站提供相關聽損

兒童智慧整合聽語

教學系統的課程說

明，但未提供課程開

課資訊，對身心障礙

者較無實質幫助。 

中華民國啟

聰協會 

http://www.dea

f.org.tw/ 

提供聾人文化學術研究，促進

聽障教育增益聽障者生活福

祉，並協助政府共謀聽障者無

障礙環境的推動、加強手語教

育、培育手語師資與建立手語

翻譯員制度並提供手語翻譯

服務。 

受訪者表示該網站

不穩定，較無後續網

站的維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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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資訊服務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刪除說明 

立法院圖書

館 

https://npl.ly.g

ov.tw/do/www/

homePage 

提供立法院相關立法議事資

訊。 

受訪者表示對於「立

法院圖書館網站」沒

有興趣，較不會去使

用。 

普立爾文教

基金會 

http://www.pre

mierf.org.tw/in

dex.html 

提供雙視圖書借閱、音樂有聲

書與 DAISY 有聲書索取、輔

助性教材教具借閱。 

網站提供資源介紹

與借閱方式，但未提

供資源內容，對身心

障礙者較無實質幫

助。 

桃園市立圖

書館 

https://www.ty

pl.gov.tw/mp.a

sp?mp=1 

提供便利的知識管道，並能查

詢圖書館藏資源。 

受訪者表示沒有相

關資源，不會使用，

建議指引到相關資

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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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受訪者建議新增網站清單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說明 

身心障礙

服務入口

網 

https://dpws.sf

aa.gov.tw/com

monch/home.js

p?mserno=200

805220012&se

rno=20080522

0012&menuda

ta=DisbMenu

&contlink=con

tent/source_1.j

sp&level3=N 

統整身心障礙相關福利服務資

源，提供相關醫療、就業、福利

法規、輔具等資訊。 

為衛生福利部社

會及家庭署深層

資源的相關連結。

台灣就業

通 

https://www.tai

wanjobs.gov.t

w/Internet/spec

ial/disability/jo

bQuery.aspx 

匯集全國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民

間團體、民營機構以及各地公部

門職缺資訊，是唯一完整整合政

府、民間、院校就業資訊的最大

公部門人力銀行。特別針對各種

特定對象規劃設立多元專區，包

括青少年打工專區、新鮮人專

區、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婦

女、原住民、更生人、外籍與陸

配、兼職、公務及教育等，各類

對象都有專屬的就業專區。 

為我的 e 政府深

層資源的相關連

結。 

雲端千眼

平台 

https://www.ed

ocumentservic

e.org 

提供許多志工掃瞄書籍後的文

字式電子書，希望透過平臺，讓

視障者能夠閱讀重製轉化後的

電子書，並且透過平臺自動化管

理，減少視障者在取得資訊所遇

到的困難。 

受訪者建議新增

106 年新成立的

「雲端千眼平

台」，此平臺結合

許多志工掃瞄書

籍後上傳文字

檔，方便視障者閱

讀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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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說明 

MOOCs http://taiwanm

ooc.org/ 

提供教師以簡短影片教學，輔以

測驗及作業，安排學習互動，透

過學習平臺，把課程開放給大量

線上使用者參與。 

受訪者建議加

入，因身心礙障者

資訊素養能力較

不足，學習資源的

取得較不易，若能

蒐集大學網路課

程、電腦教學、語

言學習相關的網

路課程資源，甚至

提供國外大學的

網路課程，讓他們

使用一些有興趣

的課程，並學習英

文、訓練英聽，這

資源蠻有意義

的。目前這些平臺

提供的影音品質

也不錯，內容豐

富，主題包羅萬

象，可以考慮蒐集

這樣的學習資源。

臺大開放

式課程 

http://ocw.aca.

ntu.edu.tw/ntu-

ocw/ 

邀請各學系提供能彰顯該系特

色之優質課程，建置「開放式課

程」網站。其教材內容除提供社

會人士免費上網自我學習外，並

提供予國內外學生、教師及相關

研究人員作為學習輔助、課程教

學及研究題材之參考，以提昇學

習效果及研究品質。 

受訪者建議希望

能提供線上課程

的資源，「臺大開

放式課程」內容豐

富，使用很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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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說明 

臺灣博碩

士論文知

識加值系

統 

https://ndltd.nc

l.edu.tw/cgi-bi

n/gs32/gsweb.

cgi/login?ssoa

uth=1&loading

js=1&o=dweb

mge&cache=1

535825828562 

國家圖書館接受教育部之委

託，建立國家級之完整學位論文

總書目庫與資訊整合平臺，本於

「公開取閱」（Open Access）自

由、平等、開放的精神，推動我

國學位論文資訊共建共享，以政

府資源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服

務理念，推動學術傳播自由、照

顧資訊弱勢族群，實現學術之前

人人平等的社會公義。 

受訪者表示常使

用「臺灣博碩士論

文知識加值系統」

的圖書資訊服務

資源，雖然網站中

的驗證碼設定，讓

身心障礙者感到

困擾，但是是重要

的學習資源。 

衛生福利

部社會及

家庭署矯

具義具與

行動輔具

資源推廣

中心 

https://repat.sf

aa.gov.tw/ompt

/page/06downl

oad_list.aspx?

page=1 

「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推

廣中心」之成立在解決全國身障

者現存輔具服務需求之問題，以

增進身障者之福利，未來運作重

點將朝協助全國各地方輔具中

心建立各種服務能量，及整合全

國相關輔具資源與促進輔具供

需順暢為主。 

為衛生福利部社

會及家庭署輔具

資源入口網深層

資源的相關連結。

大專校院

及高中職

視障學生

教育輔具

中心 

http://assist.bat

ol.net/apply/ap

ply-login.asp?

m=1 

提供各國立、私立高中職、各大

專校院之視障學生輔具申請、新

知通報及相關研究成果。並有視

障與輔具研究（認識視覺障礙、

輔具新知、研究論文、視障教

育、法令規章）與其他相關網站

（輔具中心、視障教育、大專校

院、視障服務機構、視障輔具廠

商、國外相關網站）等資訊可供

查詢。 

為衛生福利部社

會及家庭署輔具

資源入口網深層

資源的相關連結。

大專校院

聽語障學

生學習輔

具中心 

http://cacd.nkn

u.edu.tw/cacd/i

tems.aspx 

提供大專校院聽語障學生學習

輔具介紹、輔具教學影片，並可

申請輔具與相關評估。網頁同時

提供研習活動報名。 

為衛生福利部社

會及家庭署輔具

資源入口網深層

資源的相關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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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說明 

社團法人

台灣手語

翻譯協會 

http://taslifamil

y.org/ 

提供台灣手語翻譯專業發展、建

立手語翻譯服務準則、健全手語

翻譯制度、培訓優質手語翻譯人

才、推展手語翻譯學術等服務資

訊，協助聽語障人士與聽人溝

通。 

受訪者建議加入

手語翻譯資源。 

台灣手語

TSL 

Promotion 

https://www.yo

utube.com/cha

nnel/UC_xOG

UF8Qoa6_CD

2NMVttJA 

提供相關手語翻譯教學的的線

上影片推廣平臺，以推展台灣手

語的學習。 

受訪者建議加

入，是重要的網路

資源。 

台灣手語

線上辭典 

http://140.123.

46.77/TSL 

提供臺灣手語手形列表、手語位

置列表，以及相關機構與線上辭

典的連結。網頁右側功能選項提

供關鍵字、筆畫、以手語特徵、

手形、位置等方式查詢，並有英

文版網頁以及臺灣手語研究群

的連結。 

同上。 

手語教學

網站 

http://140.130.

34.82:8763/sig

nlanguage/lagu

age2.php 

這本就本省現有手語加以統一

整理的手語畫冊收集有最常用

的字詞二千個，以繪圖形式印

行，配合簡手勢的說明，一目了

然，並把手語分類成人物、動

物、植物、食物、公共場所、建

築、自然物、地名、動詞、時令

等二十五類，後面還有依筆劃次

序而排的中文索引（附注音符

號），英文索引，查用方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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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說明 

公視聽聽

看 

https://www.pt

s.org.tw/see 

公視架設專為聽障人士設計之

平臺，提供無聲、手譯版本的新

聞、活動通報與社會福利連結

等。並有宣傳短片、手語劇場、

手語教室以及線上收看節目等

服務。現已轉型成為身心障礙節

目，除了讓聽障觀眾進一步瞭解

不同障別朋友的生活與經驗以

外，也藉由聽障和肢障朋友的觀

點，帶領聽人觀眾去認識身心障

礙朋友的世界。 

同上。 

教育部大

專校院及

高中職肢

障學生學

習輔具中

心 

http://www.edu

assistech.org/le

ft_info.php?id

=5&tb=bill2 

提供在校學生學習輔具諮詢、評

估、使用訓練、借用及後續維修。

為衛生福利部社

會及家庭署輔具

資源入口網深層

資源的相關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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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受訪者建議新增網站量化與質性分析紀錄 

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身心障礙

服務入口

網 

https://dpws.

sfaa.gov.tw/c

ommonch/ho

me.jsp?mser

no=2008052

20012&sern

o=20080522

0012&menu

data=DisbM

enu&contlin

k=content/so

urce_1.jsp&l

evel3=N 

統整身心障礙相關福

利服務資源，提供相關

醫療、就業、福利法

規、輔具等資訊。 

23 

本網站內容

較特別的資

訊為提供身

心障礙於福

利、醫療、就

業、特殊方面

的資源，如：

鑑定醫院連

結，雖將法規

資源分類得

很詳細，但一

次搜尋的結

果只能顯示

同一分類的

法規，綜合搜

尋不易。 

✓ 

台灣就業

通 

https://ww

w.taiwanjo

bs.gov.tw/I

nternet/spe

cial/disabili

ty/jobQuery

.aspx 

匯集全國公立就業服

務機構、民間團體、民

營機構以及各地公部

門職缺資訊，是唯一完

整整合政府、民間、院

校就業資訊的最大公

部門人力銀行。特別針

對各種特定對象規劃

設立多元專區，包括青

少年打工專區、新鮮人

專區、身心障礙者、中

高齡者、婦女、原住

民、更生人、外籍與陸

配、兼職、公務及教育

等，各類對象都有專屬

的就業專區。 

21 

本網站內容

有統整各種

工作機會，以

及職業訓練

課程資訊。 

但網站未有

無障礙標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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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雲端千眼

平台 

https://ww

w.edocume

ntservice.or

g 

提供許多志工掃瞄書

籍後的文字式電子

書，希望透過平臺，讓

視障者能夠閱讀重製

轉化後的電子書，並且

透過平臺自動化管

理，減少視障者在取得

資訊所遇到的困難。 

15 

網 站 內 容

中，特別提供

文字檔格式

的電子書籍

內容，但僅限

註冊後之視

障者方能閱

讀已上傳的

書籍，且網站

無提供全站

搜尋功能。 

✓ 

MOOCs http://taiwa

nmooc.org/ 

提供教師以簡短影片

教學，輔以測驗及作

業，安排學習互動，透

過學習平臺，把課程開

放給大量線上使用者

參與。 

19 

網站內容統

整全國大學

所建置開放

之課程。 

但網站未有

無障礙標章。 

✓ 

臺大開放

式課程 

http://ocw.a

ca.ntu.edu.t

w/ntu-ocw/ 

邀請各學系提供能彰

顯該系特色之優質課

程，建置「開放式課程」

網站。其教材內容除提

供社會人士免費上網

自我學習外，並提供予

國內外學生、教師及相

關研究人員作為學習

輔助、課程教學及研究

題材之參考，以提昇學

習效果及研究品質。 

19 

網 站 內 容

中，特別資源

公開提供各

學系極具特

色之基礎、專

業、共同必修

及通識教育

的線上課程。 

但網站未有

無障礙標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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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臺灣博碩

士論文知

識加值系

統 

https://ndlt

d.ncl.edu.t

w/cgi-bin/g

s32/gsweb.

cgi/login?ss

oauth=1&l

oadingjs=1

&o=dwebm

ge&cache=

153582582

8562 

國家圖書館接受教育

部之委託，建立國家級

之完整學位論文總書

目庫與資訊整合平

臺，本於「公開取閱」

（Open Access）自由、

平等、開放的精神，推

動我國學位論文資訊

共建共享，以政府資源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

服務理念，推動學術傳

播自由、照顧資訊弱勢

族群，實現學術之前人

人平等的社會公義。 

28 

網 站 內 容

中，特別資源

為統整全國

博 碩 士 論

文，並提供相

關智慧選粹

服務，但網站

部分功能需

為會員方能

下載與使用。 

✓ 

衛生福利

部社會及

家庭署矯

具義具與

行動輔具

資源推廣

中心 

https://repat

.sfaa.gov.tw

/ompt/page/

06downloa

d_list.aspx?

page=1 

「矯具義具與行動輔

具資源推廣中心」之成

立在解決全國身障者

現存輔具服務需求之

問題，以增進身障者之

福利，未來運作重點將

朝協助全國各地方輔

具中心建立各種服務

能量，及整合全國相關

輔具資源與促進輔具

供需順暢為主。 

20 

網 站 內 容

中，特別資源

為各輔具維

修工具說明

書，但資源查

找方面，全站

搜尋功能失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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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大專校院

及高中職

視障學生

教育輔具

中心 

http://assist.

batol.net/ap

ply/apply-l

ogin.asp?m

=1 

提供各國立、私立高中

職、各大專校院之視障

學生輔具申請、新知通

報及相關研究成果。並

有視障與輔具研究（認

識視覺障礙、輔具新

知、研究論文、視障教

育、法令規章）與其他

相關網站（輔具中心、

視障教育、大專校院、

視障服務機構、視障輔

具廠商、國外相關網

站）等資訊可供查詢。

21 

網站內容提

供視覺障礙

知識與相關

輔具研究資

訊，但資源查

找方面，全站

搜尋功能失

效。 

✓ 

大專校院

聽語障學

生學習輔

具中心 

http://cacd.

nknu.edu.t

w/cacd/ite

ms.aspx 

提供大專校院聽語障

學生學習輔具介紹、輔

具教學影片，並可申請

輔具與相關評估。網頁

同時提供研習活動報

名。 

19 

網 站 內 容

中，統整各種

聽語障的學

習輔具資源

與研習報名。 

但資源查找

方面，全站搜

尋功能失效。 

✓ 

社團法人

台灣手語

翻譯協會 

http://taslif

amily.org/ 

提供台灣手語翻譯專

業發展、建立手語翻譯

服務準則、健全手語翻

譯制度、培訓優質手語

翻譯人才、推展手語翻

譯學術等服務資訊，協

助聽語障人士與聽人

溝通。 

18 

網 站 內 容

中，特別資源

為相關手語

翻譯培訓課

程，並統整全

國手譯服務

窗口資訊。 

但網站未有

無障礙標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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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台灣手語

TSL 

Promotion 

https://ww

w.youtube.

com/chann

el/UC_xO

GUF8Qoa6

_CD2NMV

ttJA 

提供相關手語翻譯教

學的的線上影片推廣

平臺，以推展台灣手語

的學習。 19 

網 站 內 容

中，特別資源

為提供手語

教學影片。 

但網站未有

無障礙標章。 

✓ 

台灣手語

線上辭典 

http://140.1

23.46.77/T

SL 

提供臺灣手語手形列

表、手語位置列表，以

及相關機構與線上辭

典的連結。網頁右側功

能選項提供關鍵字、筆

畫、以手語特徵、手

形、位置等方式查詢，

並有英文版網頁以及

臺灣手語研究群的連

結。 

12 

網 站 內 容

中，特別資源

為提供手語

辭典功能與

手語細節動

作教學之影

片。 

但網站未有

無障礙標章

且未註明網

站維護管理

者資訊。 

✓ 

手語教學

網站 

http://140.1

30.34.82:87

63/signlang

uage/lagua

ge2.php 

這本就本省現有手語

加以統一整理的手語

畫冊收集有最常用的

字詞二千個，以繪圖形

式印行，配合簡手勢的

說明，一目了然，並把

手語分類成人物、動

物、植物、食物、公共

場所、建築、自然物、

地名、動詞、時令等二

十五類，後面還有依筆

劃次序而排的中文索

引（附注音符號），英

文索引，查用方便。 

9 

網 站 內 容

中，特別資源

為手語教學

之影片並統

整常用之手

語辭彙，且依

照不同主題

分類。 

但網站未有

無障礙標章

且未註明網

站維護、建置

目的等相關

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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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網址 網站簡介 
網站
內容
評分

優缺點評述 收錄
判斷

公視聽聽

看 

https://ww

w.pts.org.t

w/see 

公視架設專為聽障人

士設計之平臺，提供無

聲、手譯版本的新聞、

活動通報與社會福利

連結等。並有宣傳短

片、手語劇場、手語教

室以及線上收看節目

等服務。現已轉型成為

身心障礙節目，除了讓

聽障觀眾進一步的瞭

解不同障別朋友的生

活與經驗以外，也藉由

聽障和肢障朋友的觀

點，帶領聽人觀眾去認

識身心障礙朋友的世

界。 

14 

網站內容提

供以手語搭

配繁體中文

字幕之電視

節目影片。 

但網站未有

無障礙標章

且網站無提

供全站搜尋

功能。 

✓ 

教育部大

專校院及

高中職肢

障學生學

習輔具中

心 

http://www.

eduassistec

h.org/left_i

nfo.php?id

=5&tb=bill

2 

提供在校學生學習輔

具諮詢、評估、使用訓

練、借用及後續維修。

21 

網 站 內 容

中，特別資源

為提供肢障

及多重障學

生輔具申請

與個人維修

進度查詢。 

但網站缺乏

將內容資訊

進行社群分

享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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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受訪者建議修正後網站資源清單 

一、福利服務 

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1-1 
各縣市社會

局福利政策

查詢  

https://dpws.sfaa.
gov.tw/commonc
h/home.jsp?msern
o=200805220007
&serno=2008052
20010&menudata
=DisbMenu&cont
link=ap/welfare.js
p&level2=Y 

提供全國各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

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基隆

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

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

東縣、宜蘭縣、花蓮縣、臺東縣、澎湖

縣、金門縣、連江縣）社會局有關身心

障礙福利政策資訊的查詢。例如：身心

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制度、身心障礙經

濟安全服務（社會保險、租屋補助等）、

多元照顧支持服務（身心障礙者日間照

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等）、社會參

與服務（輔具服務、復康巴士、視障者

服務、聽語障溝通服務等）、權益保障、

就學就業服務等資訊。 

1-2 
身心障礙福

利相關資訊 

https://www.sfaa.
gov.tw/SFAA/Pag
es/List.aspx?node
id=31 

提供身心障礙相關法規資訊（身心障礙

權益保障法、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等）、

重要政策（身心障權益白皮書）、身心

障礙者權利公約（CRPD）資訊網（為

聯合國促進、保障及確保身心障礙者完

全及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

由）、福利機構查詢及評鑑結果、身心

障礙者財產信託專區、優先採購網路資

訊平臺、福利服務資訊、輔具服務（輔

具中心、人員、租借及維修服務等）資

訊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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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1-3 
身心障礙機

構團體庇護

工場查詢 

https://ptp.sfaa.go
v.tw/internet/disa
bility/storeSearch.
aspx 

提供全國各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

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基隆

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

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

東縣、宜蘭縣、花蓮縣、臺東縣、澎湖

縣、金門縣、連江縣）各地區身心障礙

機構團體庇護工場身障者就業與服務

資訊的查詢，並提供各地庇護工場所銷

售之食品、手工藝品、清潔用品、園藝

產品、輔助器具、家庭用品、印刷、清

潔服務、餐飲服務、洗車服務、洗衣服

務、客服服務、代工服務、演藝服務、

交通服務、其他等各大類的商品查詢與

購買。 

1-4 
身心障礙權

益白皮書 

https://dpws.sfaa.
gov.tw/commonc
h/home.jsp?msern
o=200805220007
&serno=2008052
20008&menudata
=DisbMenu&cont
link=ap/whitepap
er.jsp&level2=Y 

提供身心障礙權益說明，將我國身心障

礙福利政策與國際接軌，將公約之精神

落實在各項身心障礙者個人支持、家庭

支持與社會參與措施等法令、政策和措

施上的資訊，達致身心障礙者自立生活

（independent living），並成為貢獻社會

之一員。 

1-5 
身心障礙者

福利措施手

冊 

https://dpws.sfaa.
gov.tw/commonc
h/home.jsp?menu
data=DisbMenu&
contlink=ap/welo
utline_view.jsp&d
ataserno=201012
300003&mserno=
200805220007&s
erno=2009030500
09 

提供統一性的身心障礙者證明手冊相

關申請規定與辦法、保健醫療權益（醫

療輔具補助、早期療育費補助等）、教

育權益（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金、身心

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費

用減免等）、就業權益（職業重建個案

管理、職業訓練等）、支持服務（日間

及住宿式照顧、自立生活支持服務、復

康巴士等）、經濟安全（日間及住宿式

照顧、自立生活支持服務等）、交通服

務（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半價優待

等）、其他福利服務（稅捐減免、公益

彩券經銷商之申請等）等內容的輔助法

令依據。另可透過 1957 福利諮詢專線

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身心障礙者福利與服務需求評估諮詢

窗口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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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1-6 
身心障礙鑑

定需求評估

及證明核發 

https://dpws.sfaa.
gov.tw/commonc
h/home.jsp?msern
o=200805260011
&serno=2008052
60018&menudata
=DisbMenu&cont
link=ap/idfbook.j
sp&level2=Y 

提供新舊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需求評

估、鑑定相關法規與程序資訊，以及身

心障礙證明核發等事宜。申辦流程為經

依身心障礙鑑定類別、鑑定向度、程度

分級以及基準鑑定，加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進行必要陪伴者優惠措

施、復康巴士服務之需求評估及行動不

便資格判定後，由主管機關針對符合資

格者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1-7 
視障福利服

務地圖 

http://taiwanblind
-ncc.org.tw/page/
map3 

提供臺灣盲人福利協進會全國總會、臺

北市、新北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

市、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

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

東縣、澎湖縣、臺東縣、花蓮縣、宜蘭

縣、基隆市、苗栗縣視障福利協進會服

務資訊的查詢，包含各協會的地址與電

話。 

二、學習資源 

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2-1 
全國特殊教

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

e.gov.tw/ 

提供特教政策（特教法規、行政組織、

特教評鑑）、行政支持（特教行政及相

關資源、特教鑑定及就學輔導）、教學

輔導、特教輔具、轉銜輔導、特教出版

（圖書期刊、手語專區、政府出版品）、

特教資源（專業團隊、無障礙環境、人

力資源庫、國際交流、特教團體）等相

關資訊查詢，並設置研習報名、特教影

音與徵才專區。 

2-2 
教育部無障

礙全球資訊

網 

http://www.batol.
net/index.asp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輔導、點字圖書製

作、華文點字電子圖書館與視障資訊之

建構與經營維護、視障資訊相關技術研

發、盲用電腦教育訓練活動、視障輔具

提供等服務資訊。網站分為一般類與專

區類，一般類包含最新消息、軟體下載

與操作說明、視障新知與相關網站、視

障資源中心、部落格、歷屆身心障礙甄

試試題、華文視障電子圖書館、視障生

學習輔具中心；專區類共計 5 個專區，

分為近期新書、教育訓練專區、蝙蝠電

子報專區、考古題專區、無障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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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無障礙數位

學習平臺課

程與教材查

詢 

https://openstudy.
wda.gov.tw/mooc
/vi_registration.ph
p 

提供每一年度線上課程學習連結，包

含：OFFICE 班、電腦基礎班、網頁設

計班、職場職能班、認證考試班等。 

2-4 
磨課師線上

學習課程列

表 

http://taiwanmooc
.org/course/search
?page=1 

彙整各大線上學習平臺（如 ewant、
OpenEdu 、 Proera 、 ShareCourse 、

TaiwanLIFE 、 Coursera 、 中 國 大 學

MOOC、元智大學磨課師、好大學在

線、學堂在線、政大磨課師課程平臺、

智慧樹、高餐磨課師等）之線上學習課

程，提供教師以簡短影片教學，輔以測

驗及作業，安排學習互動，透過學習平

臺將課程開放給大量線上使用者參

與。同時，亦可提供使用者依據關鍵

字、課程狀態、分類、平臺、學校等資

訊方便尋找所需課程。 

2-5 
臺大開放式

課程查詢 
http://ocw.aca.ntu.
edu.tw/ntu-ocw/ 

主要目的為提供社會人士免費上網自

我學習，並提供予國內外學生、教師及

相關研究人員作為學習輔助、課程教學

及研究題材之參考，以提昇學習效果及

研究品質。網站提供課程學期查詢、課

程名稱、關鍵字搜尋、課程分類（最新

上線、文史哲藝、法社管理、理工電資、

生農醫衛、百家學堂、熱門點閱）等內

容供使用者檢索自身所需課程。 

2-6 
盲用電腦訓

練課程資訊 

http://www.twacc.
org/news.php?c_i
d=9&root=1 

網頁提供最新課程可供查詢，如個別化

視障電腦/手機應用訓練、盲用電腦課

程、個別電腦教學等。右上角提供分類

檢索功能，有最新消息、焦點人物、媒

體報導、最新課程、視窗好文、睛彩視

界等資訊。右方功能區塊則有關於我

們、盲用科技、輔具資訊、點譯出版、

視障重建等資訊連結。 

2-7 點字樂譜 

http://brlmusic.for
blind.org.tw/free
music.php?now_p
age=1 

提供流行音樂、童謠、校園民歌、古典

音樂等之點字樂譜可供免費下載，使用

者可瀏覽曲名、作者、音樂種類、點字

頁數、瀏覽次數、上傳日期等資訊進行

選擇，如需印製成紙本，則運費另計。

網頁上方功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網站

導覽、關於我們、音樂人介紹、點字樂

譜、委製區、芳名錄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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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重建報 
http://www.ibt.org
.tw/RWD01/List.a
spx?tid=116 

網頁提供重建報創刊介紹、索取及通路

資訊，以及各期重建報的 word 與 pdf
檔案可供下載瀏覽。網頁上方功能區塊

提供最新消息、捐款資訊、關於重建

院、重建院服務（生活重建、職業重建、

社區樂活大學、重建中心、輔具科技、

按摩技術研發暨教學中心）、線上媒體

（影片欣賞、重建報、瀚邦文學獎）、

按摩相關知識介紹等功能服務。 

2-9 光鹽簡訊 
http://www.blind.
org.tw/kyv-mag.h
tm 

提供每月定期發行的光鹽簡訊，供讀者

閱讀，讓大眾更認識視障者。主網站則

提供點字圖書館、有聲書製作、讀書

會、音樂、舞蹈等相關視障服務與課程

資訊，並推動圓夢學校，讓視障者夢想

成真。 

2-10 
心世界月刊

電子報 

https://www.tfb.or
g.tw/web/news/ep
aper.jsp 

提供每月定期發行的心世界月刊電子

報，讓大眾可以更認識視障者。上方功

能選單提供認識愛盲、愛盲服務（社工

服務、視障教學訓練、白手杖愛盲行

動、低視能服務、就業服務、補助申

請）、愛盲影片、認識視障朋友、視障

政策研究等資訊。 

2-11 DIN 電子報 
http://disable.yam
.org.tw/archives/c
ategory/epaper 

提供每月定期發行的 DIN 電子報供讀

者閱讀，讓大眾可以更認識身心障礙

者。網頁上方功能區提供首頁、身心障

礙證明申請、身障相關資源（身心障礙

者福利手冊、民間及政府資源、身心障

礙團體資源）、專欄文章、身障書籍、

主題活動、電子報等資訊。 

2-12 手語教學網 

http://140.130.34.
82:8763/signlang
uage/laguage2.ph
p 

提供手語的歷史、手語的句型遊戲，以

及有關生活用語的各種手形教學，並有

明確的分類，例如：字母、工作、天體

氣象、動物、植物、時間、科學、體育

等，並可利用關鍵字搜尋手語教學。 

2-13 
台灣手語線

上辭典 
http://140.123.46.
77/TSL/ 

提供臺灣手語手形列表、手語位置列

表，以及相關機構與線上辭典的連結。

網頁右側功能選項提供關鍵字、筆畫、

以手語特徵、手形、位置等方式查詢，

並有英文版網頁以及臺灣手語研究群

的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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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台 灣 手 語

TSL 
Promotion
教學影片頻

道 

https://www.yout
ube.com/channel/
UC_xOGUF8Qoa
6_CD2NMVttJA 

透過基礎臺灣手語與免費嬰幼兒臺灣

手語的播放清單，提供基礎臺灣手語、

口手語翻譯練習、嬰幼兒臺灣手語、性

平手語以及手語兒歌等教學影片，供有

興趣學習手語的使用者瀏覽觀看。 

2-15 聾視聞 
http://www.nad.or
g.tw/category/dea
f-tv/ 

提供聽障人士相關新聞、手語影片觀

看。主網站則提供最新消息、新北市手

譯暨聽打服務、益兒小手動動屋、無障

礙服務、手語翻譯服務、手語研習與推

廣、技能訓練、休閒活動以及手能生橋

書籍與光碟訂購服務。 

2-16 公視聽聽看 
https://www.pts.or
g.tw/see/ 

公視架設專為聽障人士設計之平臺，提

供無聲、手譯版本的新聞、活動通報與

社會福利連結等。並有宣傳短片、手語

劇場、手語教室以及線上收看節目等服

務。現已轉型成為身心障礙節目，除了

讓聽障觀眾進一步的瞭解不同障別朋

友的生活與經驗以外，也藉由聽障和肢

障朋友的觀點，帶領聽人觀眾去認識身

心障礙朋友的世界。 

2-17 
台灣學障學

會電子報 

http://c.nknu.edu.t
w/TALD/Active.a
spx?Pid=9 

提供相關學習障礙研究，期望透過學

者、醫師及第一線臨床工作人員的理念

凝聚，共同推展學習障礙的研究、診斷

與教育等工作，進而推動相關政策之擬

定。 

三、法規政策 

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3-1 
全國法規資

料庫 
http://law.moj.gov
.tw/Index.aspx 

提供各界經由網際網路單一窗口簡

單、方便、公開查詢法規資料及各機關

（行政院、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

財務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

通部等）法規網站，以達有效管理及公

開法令資訊，建構法治社會之目標。包

含憲法、法律（憲法、行政法、民法、

刑法、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等）、

命令、大法官解釋、行政規則、地方法

規、法規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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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身心障礙者

權利公約 
http://crpd.sfaa.go
v.tw/ 

聯合國為了促進與保障身心障礙者完

全及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

由，促進固有尊嚴受到尊重，降低身心

障礙者在社會上之不利狀態，因此訂立

一系列公約與相關活動，會議紀錄、教

育宣傳手冊等相關資訊皆可於本頁面

查詢。 

3-3 
身心障礙者

權益保障相

關法令 

https://repat.sfaa.
gov.tw/03law/law
_a_list.asp 

提供與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相關之法

規彙整，如：特殊教育相關輔導支持服

務、老人福利、就業、早期療育、醫療

器材、無障礙設施、職災勞工、身心障

礙者職務再設計、輔具國家標準辦法

等。 

3-4 
身心障礙者

權益保障法 

http://law.moj.gov
.tw/LawClass/La
wAll.aspx?PCode
=D0050046 

提供身心障礙者相關權益保障法規內

容。包含身心障礙者之保健醫療權益、

教育權益、就業權益、支持服務、經濟

安全、保護服務。並說明各主管機關權

責、身心障礙者定義與違反之罰則規

定。 

3-5 
無障礙空間

設計相關法

規 

https://repat.sfaa.
gov.tw/life/inside
_02.asp 

提供適合身心障礙者之建築物、住宅法

規與規定。包含無障礙通路、樓梯、昇

降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輪椅觀眾

席位、停車空間、無障礙標誌等設備與

空間設計。 

四、生活與就業 

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4-1 
身心障礙者

就業服務中

心 

https://www.forbli
nd.org.tw/site/200
07-%E9%87%8D
%E5%BB%BA%
E6%9C%8D%E5
%8B%99 

提供社工員諮詢服務，藉由「個案管理」

的服務方式，瞭解服務對象的問題與困

境，並進行資源開創、招募或轉介服

務，協助改善或減輕案主與案家所遇到

的問題。包含身心障礙者個案管理、就

業服務、專業評估等、提供就業媒合服

務，並協助爭取面試與僱用的機會、職

務再設計服務（依身心障礙者的特性、

條件，如體力、感覺能力、職業經驗及

期望等，提供輔具，透過工作分析，分

派適當的工作，改善工作環境）、雇主

服務（針對雇主在僱用視障者的各種疑

慮上，提供最方便、省時、省錢的問題

解決方案）、資源提供（就業適應追蹤

服務、電腦操作能力提升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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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身心障礙者

求職查詢網

站 

https://www.taiwa
njobs.gov.tw/Inter
net/special/disabil
ity/jobQuery.aspx

身心障礙者可依個別的身體狀況與工

作需求（工作地點、職業類別、行業分

類、教育程度、科系別、計薪方式、工

作型態、工作時間等）檢索與媒合出適

合的職缺並應徵。除了提供身心障礙朋

友們求職相關資訊，包含全國職業重建

服務窗口資訊與相關資料、相關服務資

源，並提供進用身心障礙者相關法規與

計畫給雇主參考，讓身心障礙朋友能夠

順利地投入職場。 

4-3 
身心障礙服

務機構查詢 

https://repat.sfaa.
gov.tw/03law/law
_b_list.asp 

提供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單位、長照中

心、早療單位、特教單位、老人服務機

構單位的服務資訊。查詢方式可依據單

位查詢（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長期照顧

管理中心、早期療育團體、身心障礙機

構團體、特殊教育單位、老人服務機構

團體、職業重建團體）、縣市區域（臺

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

市、高雄市、基隆市、新竹市、嘉義市、

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

林縣、嘉義縣、屏東縣、宜蘭縣、花蓮

縣、臺東縣、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

點選地圖查詢及輸入關鍵字方式查詢。

4-4 
職業重建問

答即時通 

http://www.twacc.
org/faq.php?id=4
&root=4 

提供視障職業重建服務相關常見的問

答集。例如：心理支持與重建服務、生

活技能訓練、溝通技能訓練、定向行動

訓練、弱視（低視能）訓練、求職技能

訓練、職業技能訓練、就業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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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身心障礙者

職務再設計

申請管道 

https://repat.sfaa.
gov.tw/system/job
/index.asp 

提供各式協助身心障礙者順利進入職

場及穩定就業的服務措施申請管道，由

專案單位協助辦理申請案之開案訪

視、評估試用、協助執行、輔具訓練到

結案追蹤與回收再利用等服務，以協助

身心障礙者增進工作效率和穩定就

業。主要透過提供就業環境所需之輔具

等資源。例如：職場工作環境空間設

計、設備或機具設計、調整工作方法。

並提供全國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

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基隆

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

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

東縣、宜蘭縣、花蓮縣、臺東縣、澎湖

縣、金門縣、連江縣）勞工主管機關洽

詢服務窗口與勞動力發展署各分署及

委託設置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資訊的

查詢。 

4-6 
身心障礙者

生活與就業

新知通報 

http://www.tdtb.or
g/information_5.a
spx 

提供生活、就業、活動、進修課程等最

新消息通報。例如：象棋課程、按摩課

程、伴手禮微型創業課程、電影聽賞活

動、國立臺灣圖書館推動之閱讀推廣活

動、身障職缺招聘等資訊。 

4-7 
生活重建資

訊分享 

http://www.tdtb.or
g/information_3.a
spx 

提供身心障礙朋友生活重建相關的新

資訊通報或心得分享。透過視障朋友講

述自身背景與重建經驗，鼓勵並與視障

朋友進行人際關際上的交流溝通。 

4-8 
身心障礙者

生活專題報

導 

http://disable.yam
.org.tw/archives/c
ategory/pick 

提供精選 DIN 電子報專題報導，內容多

為身心障礙者生活經驗分享與勵志相

關文章，可瞭解各障別的朋友們如何克

服障礙，以及身旁家人與朋友協助的歷

程。 

4-9 
身心障礙相

關時事報導 

https://newrepat.s
faa.gov.tw/home/
disabilities 

彙整每日與身心障礙相關之時事報導

更新，例如：今日新聞、風傳媒、聯合

新聞網電子平臺中的報導。 

4-10 
身心障礙生

活訊息 

http://www.batol.
net/news/news-su
mmary.asp 

提供身心障礙輔導、活動、社團、課程

等最新生活資訊。例如：按摩課程、個

別化視障電腦/手機應用訓練課程、電影

聽賞活動、身障職缺招聘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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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無障礙生活

資訊專區 

https://repat.sfaa.
gov.tw/life/index.
asp 

提供適合身心障礙者之居家與戶外空

間無障礙設施介紹，並彙整相關建築無

障礙設計規範、老人住宅基本設施及設

備規劃設計規範、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

設施設置辦法等法規規範資訊。 

4-12 
身心障礙相

關精選書籍 
http://disable.yam
.org.tw/books 

提供身心障礙（包含學習障礙、語言障

礙、失智障、混障、癲癇、小腦萎縮、

安寧照顧、慢性精神病、腦性麻痺、顏

面損傷、運動元神經疾病、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肢體障礙、聽語障礙、多重

障礙、自閉症、罕見疾病等）相關議題

之精選書籍的介紹。 

4-13 
身心障礙相

關議題電影

介紹 

https://repat.sfaa.
gov.tw/book/insid
e_index.asp?cateT
ype=2 

提供與身心障礙相關的電影資源更

新，並結合與相關輔具小知識有關的電

影內容介紹與說明。 

4-14 
身心障礙者

表演影音平

臺 

http://www.apad.
org.tw/ap/news_li
st.aspx?bid=67 

提供一個無障礙平等發展舞台，藉由分

享影音的方式協助身心障礙藝術專才

學以致用、全力發揮。內容分別有演

唱、跳舞、演講、主持、演奏等不同類

別的影音。 

4-15 

「圓缺之

間」身心障

礙者影展簡

介 

http://www.kuang
-ching.org/OnePa
ge.aspx?tid=134 

每年都會收集國內外 6-9 部得獎或優良

身心障礙者紀錄片，包含肢障、聽障、

精障、智障、腦麻、視障、罕病等障別，

配合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活動，於 10 至

12 月間巡迴全國 6-8 縣市免費映演，招

待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家屬、各級學校師

生、關心身心障礙議題的社會大眾共同

觀賞。 

4-16 
視障按摩地

圖網 

http://imassage.or
g.tw/store/categor
y 

提供全國（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基隆市、新

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

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

宜蘭縣、花蓮縣、臺東縣、澎湖縣、金

門縣、連江縣）視障按摩地點資訊的查

詢。簡述店家基本介紹、聯絡資訊以及

累計推薦指數的參考指標。 



  

194 

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4-17 
視障者申請

導盲犬/定
向訓練 

http://www.guide
dog.org.tw/apply/
apply-3.html 

提供視障者申請導盲犬的服務，包含申

請導盲犬的基本資格、申請程序等。中

途失明、有殘餘視力或是先天失明並同

時領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視障朋友亦可

申請定向訓練，免費進行「一對一定向

行動訓練』課程，協助熟悉手杖的使

用，找回安全、自由的行動能力。 

4-18 申請導盲犬 
http://www.guide
dog.tw/service.ph
p?gid=1 

提供視障者申請導盲犬的服務。申請主

要的條件資格為年滿十八歲以上，六十

五歲以下，持有身心障礙者手冊之法定

視障人士。 

4-19 愛盲服務 

https://www.tfb.or
g.tw/web/service/
service.jsp?no=C
P1497412035614

提供社工服務、視障教學訓練（獨立生

活自理能力訓練、定向行動訓練、點字

及文書訓練、智慧型手機、平板、盲用

電腦訓練）、就業服務（社區化就業服

務）、補助申請及視障輔具等多樣服務。

4-20 愛盲訊息 

https://www.tfb.or
g.tw/web/news/m
essage.jsp?no=CP
1501048845325 

提供視障相關知識及如何協助視障者

及協助引導視障朋友的圖文說明資

訊。主要透過問、拍、引、報四個步驟。

4-21 
聽語障社區

化就業服務 

http://www.cnad.
org.tw/ap/cust_vi
ew.aspx?bid=21 

協助聽障者職業重建之評估，並擬訂職

業重建計畫，再依計畫提供一般性就業

服務或支持性就業服務，若工作能力仍

不足以進入上述職場者，則會轉介至庇

護性職場或職業訓練、醫療及其他資源

等。 

4-22 
全臺各地手

語班開班訊

息 

http://taslifamily.o
rg/%E5%85%A8
%E5%8F%B0%E
5%90%84%E5%
9C%B0%E6%89
%8B%E8%AA%
9E%E7%8F%AD
%E9%96%8B%E
7%8F%AD%E8
%A8%8A%E6%
81%AF/ 

提供各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市、嘉

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投

縣、雲林縣、屏東縣、花蓮縣、臺東縣）

手語開課資訊。例如：課名、開課時間、

講師等內容資訊。 

4-23 
手語視訊服

務 

http://www.cnad.
org.tw/ap/cust_vi
ew.aspx?bid=75 

提供手語視訊服務的申請。服務時間為

周一到周五中午 12 點到下午 6 點，需

先加入 Skype 或 line 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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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全臺手語翻

譯服務窗口 

http://taslifamily.o
rg/%E5%85%A8
%E5%90%84%E
8%81%BD%E9%
9A%9C%E7%9B
%B8%E9%97%9
C%E5%9C%98%
E9%AB%94%E8
%88%87%E9%8
0%9A%E8%A8
%8A%E5%9C%
B0%E5%9D%80/
%E5%85%A8%E
5%8F%B0%E7%
BF%BB%E8%A
D%AF%E7%B8
%A3%E5%B8%8
2%E8%B3%87%
E8%A8%8A/ 

提供各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市、嘉

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投

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宜蘭縣、

花蓮縣、臺東縣、金門縣）手語翻譯服

務窗口聯絡資訊。例如：服務時間與申

請窗口的電話、郵件等聯絡方式。 

4-25 
全臺同步聽

打服務 

http://taslifamily.o
rg/%E5%85%A8
%E5%8F%B0%E
5%90%8C%E6%
AD%A5%E8%81
%BD%E6%89%9
3%E6%9C%8D%
E5%8B%99/ 

提供各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市、嘉

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投

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宜蘭縣、

花蓮縣、臺東縣、澎湖縣、金門縣）聽

打服務機構資訊。例如：服務時間與申

請窗口的電話、郵件等聯絡方式。 

4-26 
聽力自我檢

測區 

http://focus.uho.c
om.tw/hearinghea
lth/self_test.asp 

提供成人與幼兒簡易的聽力檢測評估

測驗，透過測驗結果確認自己的聽力狀

態。使用者可依據評量表中的描述，選

擇最符合的狀況作答，若量表中有 5 項

以上的回答為「是』者，代表有聽力損

失的疑慮，建議前往耳鼻喉科就診或請

聽力師安排聽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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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聽語障者個

別化溝通訓

練 

http://www.hear-l
oss.org.tw/home/
pages/65 

提供聽語障者個別化溝通訓練課程之

線上報名。若為設籍臺北市之市民且年

齡滿 15 歲以上，皆可免費報名；設籍

臺北市但未滿 15 歲者，需部分自費；

非設籍臺北市者，不限年齡皆可報名，

但需部分自費。此外，另須提供相關報

名者資訊，例如：姓名、電話、手冊等

級、學歷、可上課的時段、配戴何種聽

力輔具等個人資訊。 

4-28 
認識學習障

礙 

http://www.ald.or
g.tw/ap/sitemap2.
aspx?bid=23 

提供關於學習障礙知識，讓大眾瞭解學

習障礙者，並提供學習障礙者相關福祉

資訊，推動學習障礙之各項服務。例

如：學習障礙的定義與特徵、協助學習

障礙者的方法、學習障礙常見問題等。

4-29 
中華民國腦

性麻痺協會

服務資訊 

https://www.cplin
k.org.tw/service.p
hp 

提供協助腦性麻痺人士就醫、就學、就

業、就養等服務及獎學金、急難救助金

之申請。簡述介紹職業重建個案管理服

務、身心障礙就業協助、職前準備服務

就業服務的服務目的與型式，並提供執

行相關服務活動花絮的照片。 

五、圖書資訊服務 

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5-1 
臺灣博碩士

論文知識加

值系統 

https://ndltd.ncl.e
du.tw/cgi-bin/gs3
2/gsweb.cgi/login
?ssoauth=1&loadi
ngjs=1&o=dweb
mge&cache=1535
825828562 

國家圖書館接受教育部之委託，建立國

家級之完整學位論文總書目庫與資訊

整合平臺，本於「公開取閱」（Open 
Access）自由、平等、開放的精神，推

動我國學位論文資訊共建共享，以政府

資源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服務理念，

推動學術傳播自由、照顧資訊弱勢族

群，實現學術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公

義。網站提供博碩士論文查詢，可依據

論文名稱、研究生、指導教授、口試委

員、關鍵詞、摘要、參考文獻或不限欄

位的方式進行檢索。 

5-2 
國立臺灣圖

書館視障資

料中心 

https://www.ntl.e
du.tw/ct.asp?xIte
m=16340&CtNod
e=1505&mp=1 

提供國立臺灣圖書館視障資料中心開

放時間、圖書借閱規定、借書證申請、

空間設備介紹、視障資源整合查詢服

務、讀者諮詢、終身學習推廣服務、「雙

視菜單」視障友善服務、圖書館館舍定

位及語音導覽服務、交通資訊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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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國立臺灣圖

書館視障電

子資源整合

查詢系統 

http://viis.ntl.edu.t
w/mp.asp?mp=1 

提供各式視障圖書資訊服務，包括全國

主要視障圖書典藏機構書目整合查

詢、電子點字書及有聲書下載以及線上

閱讀、點字、有聲書籍借閱。提供有關

身心障礙的講座及活動資訊。 

5-4 

國立公共資

訊圖書館聽

視障資訊中

心 

https://www.nlpi.
edu.tw/Informatio
n/AccessibilitySer
viceArea/TheHan
dicappedC 

提供國資圖聽視障資訊中心服務簡

介、空間設備介紹（館藏閱覽區、電腦

資源使用區、視障輔具展示區、有聲書

錄音室、多功能工作坊等）、借閱申請

需知、館藏目錄查詢、活動資訊、有聲

書相關網站等資訊。 

5-5 
臺北市立圖

書館視障電

子圖書館 

http://blind.tpml.e
du.tw/mp.asp?mp
=10 

提供北市圖有聲書、點字書、雙視圖

書、大字圖書、點字電子圖書等館藏查

詢。進階查詢可選擇以國字輸入或點字

輸入方式，並有書名、作者、主題、叢

書名、ISBN、所有欄位等可供查詢，也

可選擇資料類型、類別、館藏地等。啟

明服務項目包含借閱證申請、資料借

閱、報讀服務、生活語音專線、啟明讀

書會、啟明之音、提供盲用電腦及輔助

設備、剪輯資料與電子書服務等。 

5-6 
高雄市立圖

書館視障資

料查詢 

http://webpac.ksm
l.edu.tw/webpacI
ndex.jsp 

提供高市圖有聲書、點字書、雙視圖

書、大字圖書、點字電子圖書等館藏查

詢。使用者可依照題名、叢書名、團體

作者、個人作者、ISBN、主題、出版社、

索書號、全文，以及館藏地/室進行資料

檢索。 

5-7 
華文視障電

子圖書館 
http://elib.batol.ne
t/index.cshtml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考試歷屆考古題、近

期新書通報、出版快訊、閱讀排行榜、

書報雜誌區、書目查詢、相關書目（點

字教科書、出版社圖書、國家教育研究

院、DAISY/有聲書目、相關單位圖書

區、網路小說）、閱讀輔助（網路博覽

家 PC 版、語音隨身助理 APP）等資訊。

5-8 
愛盲基金會

有聲點字圖

書館 

http://lib.blindnes
s.org.tw/ 

提供愛盲基金會典藏之有聲書、點字書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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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DAISY 圖

書館 
http://www.tdtb.or
g/daisy_1.aspx 

提供台灣數位有聲書推展學會數位有

聲書之書目查詢、製作與流通資訊、新

書上架、排行榜、讀者分享、認識數位

有聲書等資訊。網頁上方導覽區塊也提

供視障服務、視障資訊、無障礙網頁等

資訊。 

5-10 點字圖書館 
http://www.blind.
org.tw/brl-bk.htm

中華光華愛盲協會整理提供有聲書、點

字書、網路電子書之線上閱讀或下載服

務。點字書類別有總類、按摩類、廣告

類、電腦類、保險類等不同類別的叢書

可供選擇。 

5-11 
雲端千眼電

子書目平台 

https://www.edoc
umentservice.org/
ebookSystem/gen
erics/book_reposi
tory/ 

社團法人台北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建立

之平臺，視障者可經由帳號申請，請志

工協助掃瞄想看的書籍，並於平臺提供

文字式電子書，使視障者方便閱讀。網

頁亦提供書籍推薦、最新上架、平臺推

薦、借閱排行，使用者並可透過索引方

式進行書目查詢。 

5-12 
數位有聲書

資料庫平臺 
https://bsl.cs.nthu.
edu.tw/ 

提供視障有聲書查詢、下載服務，並提

供相關單位如交通大學有聲雜誌、光鹽

愛盲服務中心、彰化師大圖書館視覺障

礙資料組、愛盲文教基金會等連結資

訊。 

5-13 
有聲書目查

詢系統 
https://visual.ncue
.edu.tw/book.php 

以服務全國視障讀者為宗旨，提供有聲

書的館藏查詢、下載與流通服務。讀者

可利用書目編號、書名、作者、書籍屬

性（如教科書、圖書館學、散文小品、

兒童圖書等類別）進行書目查詢。網頁

亦提供 DAISY 播放軟體下載、錄音人

員資訊、培訓營報名等資訊。 

六、輔助科技 

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6-1 
全球輔具研

究資料庫 

https://repat.sfaa.
gov.tw/04result/re
s_a_list.asp 

收集整理全球各學術研究機構研發的

輔具功能或改善方式，以及針對身心障

礙者進行的各種研究調查統計成果資

料庫，使用者可依據輔具 ISO 分類、研

發單位國別、研究成果性質等查詢世界

各地輔具研發之研究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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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6-2 
全國輔具中

心通訊錄 

https://newrepat.s
faa.gov.tw/home/r
epat-center 

提供全臺灣輔具評估中心之地址、聯繫

窗口、服務時間等資訊。使用者可利用

關鍵字、國內/國外、縣市/國別、發佈

單位等資訊進行檢索。 

6-3 
全國輔具產

品與廠商資

訊平臺 

https://repat.sfaa.
gov.tw/07product/
pro_b_list.asp 

提供全臺灣輔具廠商查詢及聯絡資

訊、輔具產品介紹、輔具租借及維修服

務單位等資訊。使用者可勾選廠商/產
品、國內/國外（並選擇服務區域）、發

布單位等資訊進行檢索。 

6-4 
全國輔具福

利措施查詢 

https://repat.sfaa.
gov.tw/05welfare/
wel_b_list.asp 

提供各縣市之輔具福利、輔具補助措施

查詢。使用者可直接點選各縣市地圖進

行檢索。網頁左側功能列提供輔具補

助、輔具福利、輔具費用補助資源手

冊、新制輔具補助評估報告書、國內輔

具服務單位等資訊。 

6-5 
輔具服務整

合專區 

https://repat.sfaa.
gov.tw/system/ind
ex.html 

提供身心障礙之榮民輔具費用補助、一

般身心障礙者就業、衛生福利、教育及

體育相關輔具補助制度介紹及查詢。 

6-6 
身障者個人

行動輔具維

修工具 

https://repat.sfaa.
gov.tw/ompt/page
/06download_list.
aspx?page=1 

提供多樣身障者個人行動輔具之維修

工作書與相關手冊下載，如特製機車、

拐杖、助行器、白手杖、電動代步車等。

6-7 
輔具使用諮

詢問答集 

https://repat.sfaa.
gov.tw/02consulta
tion/con_a_list.as
p 

蒐集整理常見的輔具相關疑問，可依據

問題類別、中分類與關鍵字來查詢。若

此處無法提供使用者所要的問答資

訊，可至「線上諮詢」單元，直接進行

線上發問，將有專業人員進行解答。 

6-8 輔具小博士 
https://repat.sfaa.
gov.tw/book/inde
x.asp 

提供輔具新知、輔具使用常見之安全性

狀況教學及相關電影介紹。另外安全小

博士提供使用者可依照輔具類別、關鍵

字進行案例檢索。 

6-9 

大專校院及

高中職視障

學生教育輔

具中心 

http://assist.batol.
net/index.asp 

提供各國立、私立高中職、各大專校院

之視障學生輔具申請、新知通報及相關

研究成果。並有視障與輔具研究（認識

視覺障礙、輔具新知、研究論文、視障

教育、法令規章）與其他相關網站（輔

具中心、視障教育、大專校院、視障服

務機構、視障輔具廠商、國外相關網站）

等資訊可供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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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源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6-10 
報讀軟體

NVDA 相

關資訊 

http://www.tdtb.or
g/information_nv
da.aspx 

提供報讀軟體 NVDA 下載、教學、相

關資訊與應用等。使用者可依照類別

（NVDA 入門、NVDA 官網消息、

NVDA 小技巧、NVDA 物語、人氣話

題、學習交流）等資訊進行檢索。 

6-11 
視覺障礙輔

助科技軟體

下載 

http://www.batol.
net/win-system/d
ownload.asp 

提供視障者使用電腦或輔助科技之相

關軟體下載。包含 NVDA 無字天書輸

入法、語音導覽系統、盲用輸入法、導

盲鼠等。 

6-12 
大專校院聽

語障學生學

習輔具中心 

http://cacd.nknu.e
du.tw/cacd/Defaul
t.aspx 

提供大專校院聽語障學生學習輔具介

紹、輔具教學影片，並可申請輔具與相

關評估。網頁同時提供研習活動報名。

6-13 
聽覺輔具租

借服務 

http://www.hear-l
oss.org.tw/home/
pages/71 

提供聽覺輔具租借服務、租借機種、體

驗試戴服務、助聽器保養、助聽輔具介

紹與申請流程等資訊。網頁也提供相關

訓練課程報名、聽力檢測等服務。 

6-14 
回收及媒合

聽障二手輔

具 

http://www.cnad.
org.tw/ap/cust_vi
ew.aspx?bid=59 

鼓勵社會大眾將自身不用的聽障輔具

捐贈給協會，再藉由協會提供的服務

中，發現實際有輔具需求的低收入或是

負擔不起高價輔具聽障者，及媒合輔具

給予聽障者。網頁同時提供聽障者心理

諮商、臺北市手語翻譯暨聽打服務、就

業服務、手語課程、手語視訊服務等項

目。 

6-15 

大專校院及

高中職肢障

學生學習輔

具中心 

http://www.eduas
sistech.org/index.
php 

提供大專校院肢障學生常用之學習輔

具介紹、申請輔具方法管道、輔具維修

服務、輔具歸還服務。網頁同時提供全

臺灣各縣市的輔具資源中心，使用者也

可以使用關鍵字進行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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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主題網站詮釋資料內容 

 

序號 1-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各縣市社會局福利政策查詢 

資源網址 

https://dpws.sfaa.gov.tw/commonch/home.jsp?mserno=20080522

0007&serno=200805220010&menudata=DisbMenu&contlink=ap

/welfare.jsp&level2=Y 

主網站名稱 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dpws.sfaa.gov.tw/commonch/index.jsp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全國各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

高雄市、基隆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宜蘭縣、花蓮縣、臺東縣、

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社會局有關身心障礙福利政策資訊

的查詢。例如：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制度、身心障礙經濟

安全服務（社會保險、租屋補助等）、多元照顧支持服務（身

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等）、社會參與服務

（輔具服務、復康巴士、視障者服務、聽語障溝通服務等）、

權益保障、就學就業服務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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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選擇政

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左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最新消息、法令福利

政策、身心障礙資源、輔具服務資源、統計資料、機構介

紹、研究成果、專業培訓課程標準、主題專區、相關連結、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推動小組等 11 項功能選項。 

 

序號 1-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福利相關資訊 

資源網址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31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sfaa.gov.tw/SFAA/default.aspx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建置背景 
為提供身心障礙者福利設置身心障礙福利組，專責規劃與推動

身心障礙相關政策與福利。 

建置目的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各項基本權益，保障其平等參與社會之機

會，以促進其自立及發展。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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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相關法規資訊（身心障礙權益保障法、個人照顧

服務辦法等）、重要政策（身心障權益白皮書）、身心障礙者權

利公約（CRPD）資訊網（為聯合國促進、保障及確保身心障

礙者完全及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福利機構查詢

及評鑑結果、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專區、優先採購網路資訊平

台、福利服務資訊、輔具服務（輔具中心、人員、租借及維修

服務等）資訊的查詢。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左方導覽區塊（主題專區），提供育兒津貼及托育準公

共化專區、綜合企劃、婦女福利、身心障礙福利、兒少福

利、老人福利、家庭支持、社會役專區、性別平等專區、

常見問答、廉政專區、便民服務等 12 項功能選項。 

 

序號 1-3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機構團體庇護工場查詢 

資源網址 https://ptp.sfaa.gov.tw/internet/disability/storeSearch.aspx 

主網站名稱 優先採購網路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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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網站網址 https://ptp.sfaa.gov.tw/internet/disability/index.aspx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建置背景 
依據『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

服務辦法』規劃建置。 

建置目的 

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身心障礙福利機構或團體、庇護工

場，所生產之物品及其提供之服務，於合理價格及一定金額以

下者，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受政府補助

之機構、團體、私立學校應優先採購。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全國各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

高雄市、基隆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

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宜蘭縣、花蓮縣、臺東縣、

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各地區身心障礙機構團體庇護工場

身障者就業與服務資訊的查詢，並提供各地庇護工場所銷售之

食品、手工藝品、清潔用品、園藝產品、輔助器具、家庭用品、

印刷、清潔服務、餐飲服務、洗車服務、洗衣服務、客服服務、

代工服務、演藝服務、交通服務、其他等各大類的商品查詢與

購買。 

內容選擇政策 

只限於政府立案身心障礙團體機構。機構用戶必須先行至首頁

點選團體註冊，同意網站身心障礙服務條款，並確實詳細登錄

機構基本資料，完成後即可登入系統。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205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登入說明、機構商店查詢等 2 項

功能選項。 

 

序號 1-4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權益白皮書 

資源網址 

https://dpws.sfaa.gov.tw/commonch/home.jsp?mserno=20080522

0007&serno=200805220008&menudata=DisbMenu&contlink=ap

/whitepaper.jsp&level2=Y 

主網站名稱 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dpws.sfaa.gov.tw/commonch/index.jsp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權益說明，將我國身心障礙福利政策與國際接

軌，將公約之精神落實在各項身心障礙者個人支持、家庭支持

與社會參與措施等法令、政策和措施上的資訊，達致身心障礙

者自立生活（independent living），並成為貢獻社會之一員。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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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左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最新消息、法令福利

政策、身心障礙資源、輔具服務資源、統計資料、機構、

研究成果、專業培訓課程標準、主題專區、相關連結、身

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推動小組等 11 項功能選項。 

 

序號 1-5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者福利措施手冊 

資源網址 

https://dpws.sfaa.gov.tw/commonch/home.jsp?menudata=DisbMe

nu&contlink=ap/weloutline_view.jsp&dataserno=201012300003

&mserno=200805220007&serno=200903050009 

主網站名稱 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dpws.sfaa.gov.tw/commonch/index.jsp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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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統一性的身心障礙者證明手冊相關申請規定與辦法、保健

醫療權益（醫療輔具補助、早期療育費補助等）、教育權益（身

心障礙學生獎補助金、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就學

費用減免等）、就業權益（職業重建個案管理、職業訓練等）、

支持服務（日間及住宿式照顧、自立生活支持服務、復康巴士

等）、經濟安全（日間及住宿式照顧、自立生活支持服務等）、

交通服務（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半價優待等）、其他福利服

務（稅捐減免、公益彩券經銷商之申請等）等內容的輔助法令

依據。另可透過 1957 福利諮詢專線與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社會局（處）身心障礙者福利與服務需求評估諮詢窗口聯繫。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左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最新消息、法令福利

政策、身心障礙資源、輔具服務資源、統計資料、機構、

研究成果、專業培訓課程標準、主題專區、相關連結、身

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推動小組等 11 項功能選項。 

 

序號 1-6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鑑定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 

資源網址 

https://dpws.sfaa.gov.tw/commonch/home.jsp?mserno=20080526

0011&serno=200805260018&menudata=DisbMenu&contlink=ap

/idfbook.jsp&level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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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網站名稱 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dpws.sfaa.gov.tw/commonch/index.jsp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新舊制身心障礙鑑定簡介、需求評估、鑑定相關法規與程

序資訊，以及身心障礙證明核發等事宜。申辦流程為經依身心

障礙鑑定類別、鑑定向度、程度分級以及基準鑑定，加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進行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復康巴士服

務之需求評估及行動不便資格判定後，由主管機關針對符合資

格者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左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最新消息、法令福利

政策、身心障礙資源、輔具服務資源、統計資料、機構、

研究成果、專業培訓課程標準、主題專區、相關連結、身

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推動小組等 11 項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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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7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視障福利服務地圖 

資源網址 http://taiwanblind-ncc.org.tw/page/map3 

主網站名稱 臺灣盲人福利協進會全國總會 

主網站網址 http://taiwanblind-ncc.org.tw/ 

建置機構 臺灣盲人福利協進會 

建置背景 

依據 102 年度「中途失明者個案與老瞽者關懷暨支持服務」計

劃建置，計畫內容包含個案管理、心靈暨社會適應評量、生活

自理能力評量、職業重建計劃、居家定向重建訓練、居家生活

自理能力重建訓練、職場定向重建訓練、心靈成長工作坊、家

庭互動工作坊、人際互動工作坊、老瞽者居家關懷、老瞽者電

話問安、敘事工作坊、瞽者歌唱班、服務志工培訓、網路資訊

建置與連結。 

建置目的 

協會為依法設立非以營利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爭取盲人福利

問題，協助中途失明者生活重建及職業訓練、服務照顧視障老

人生活及安養，並以發動社會力量興辦盲人福利事業為宗旨。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臺灣盲人福利協進會全國總會、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臺東縣、花蓮縣、

宜蘭縣、基隆市、苗栗縣視障福利協進會服務資訊的查詢，包

含各協會的地址與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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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選擇政策 視障者福利全國資源爭取與連結。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協會簡介、服務項目、小猪撲滿、愛

盲出版物、資料下載等 5 大項功能選項。 

 

序號 2-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資源網址 https://special.moe.gov.tw/ 

主網站名稱 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special.moe.gov.tw/ 

建置機構 教育部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特教政策（特教法規、行政組織、特教評鑑）、行政支持

（特教行政及相關資源、特教鑑定及就學輔導）、教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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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輔具、轉銜輔導、特教出版（圖書期刊、手語專區、政府

出版品）、特教資源（專業團隊、無障礙環境、人力資源庫、

國際交流、特教團體）等相關資訊查詢，並設置研習報名、特

教影音與徵才專區。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連結區提供特教消息、特教政策、行政支持、

教學輔導、特教輔具、轉銜輔導、特教出版、特教資源等

8 項資源連結。下方相關資訊提供特教影音、徵才專區、

諮詢系統、意見交流、研習報名、FAQ、特教統計等 7 大

選項。 

 

序號 2-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教育部無障礙全球資訊網 

資源網址 http://www.batol.net/index.asp 

主網站名稱 教育部無障礙全球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www.batol.net/index.asp 

建置機構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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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輔導、點字圖書製作、華文點字電子圖書館

與視障資訊之建構與經營維護、視障資訊相關技術研發、盲用

電腦教育訓練活動、視障輔具提供等服務資訊。網站分為一般

類與專區類，一般類包含最新消息、軟體下載與操作說明、視

障新知與相關網站、視障資源中心、部落格、歷屆身心障礙甄

試試題、華文視障電子圖書館、視障生學習輔具中心；專區類

共計 5 個專區，分為近期新書、教育訓練專區、蝙蝠電子報專

區、考古題專區、無障礙專區。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視障資源中心、資源教

室、下載專區（軟體或操作說明檔）、Q&A、視障新知、

視障相關網站、中時電子報、部落格、留言板等 10 項功能

選項。 

 

序號 2-3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無障礙數位學習平臺課程與教材查詢 

資源網址 https://openstudy.wda.gov.tw/mooc/vi_registrat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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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網站名稱 無礙 e 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openstudy.wda.gov.tw/mooc/index.php 

建置機構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有別於坊間的一般數位教材與平臺，提供教材內容與平臺操作

皆符合無障礙規範檢測及 SCORM1.2 標準的數位學習內容，

使身障朋友不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免學費、免甄試，隨時自

在地學習，並可使用輔具進行網頁及教材內容瀏覽。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每一年度線上課程學習連結，包含：OFFICE 班、電腦基

礎班、網頁設計班、職場職能班、認證考試班等。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班級報名（OFFICE 班、

電腦基礎班、網頁設計班、職場職能班、認證考試班）、職

缺訊息、客服資訊、登入與加入會員等 6 項功能選項。 

 



  

214 

序號 2-4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磨課師線上學習課程列表 

資源網址 http://taiwanmooc.org/course/search?page=1 

主網站名稱 磨課師線上入口平臺 

主網站網址 http://taiwanmooc.org/ 

建置機構 磨課師分項計畫辦公室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彙整各大線上學習平臺（如 ewant、OpenEdu、Proera、

ShareCourse、TaiwanLIFE、Coursera、中國大學 MOOC、元智

大學磨課師、好大學在線、學堂在線、政大磨課師課程平臺、

智慧樹、高餐磨課師等）之線上學習課程，提供教師以簡短影

片教學，輔以測驗及作業，安排學習互動，透過學習平臺將課

程開放給大量線上使用者參與。同時，亦可提供使用者依據關

鍵字、課程狀態、分類、平臺、學校等資訊方便尋找所需課程。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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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右上方導覽區塊提供課程類型、瀏覽課程、新聞中心、聯

繫我們等 4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5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臺大開放式課程查詢 

資源網址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主網站名稱 臺大開放式課程 

主網站網址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 

建置機構 臺灣大學 

建置背景 

臺灣大學自 2008 年 11 月起加入臺灣開放式課程聯盟，並自

2009 年 9 月由教務長兼共同教育中心主任蔣丙煌指示教務處

資訊組配合共同教育中心參考教育部臺灣通識網架設臺大開

放式課程網站。爾後陸續增加許多課程，2015 年 9 月已累積

超過 1000 萬次網站瀏覽量。 

建置目的 

為響應全球開放式教育運動並善盡社會責任、提高自身能見

度，臺灣大學邀請各學系提供能彰顯該系特色之優質課程，建

置「開放式課程」網站。教材內容除提供社會人士免費上網自

我學習外，並提供予國內外學生、教師及相關研究人員作為學

習輔助、課程教學及研究題材之參考，以提昇學習效果及研究

品質。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主要目的為提供社會人士免費上網自我學習，並提供予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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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教師及相關研究人員作為學習輔助、課程教學及研究題

材之參考，以提昇學習效果及研究品質。網站提供課程學期查

詢、課程名稱、關鍵字搜尋、課程分類（最新上線、文史哲藝、

法社管理、理工電資、生農醫衛、百家學堂、熱門點閱）等內

容供使用者檢索自身所需課程。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左方導覽區塊提供全部課程、關於我們、相關連結、歡迎

捐款、課程回饋等 5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6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盲用電腦訓練課程資訊 

資源網址 http://www.twacc.org/news.php?c_id=9&root=1 

主網站名稱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twacc.org/index.php 

建置機構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 

建置背景 

由淡江大學老師與中華電信研究所研究員共同研發中文化盲

用電腦，使視障者可直接閱讀電腦上之中文資訊。為使更多視

障者受惠，志工們於民國 87 年籌組成立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

發展協會，期望使視障者能在科技的協助下，跟上世界的腳步。

建置目的 
以「整體重建服務」為目標，透過功能性的視覺評估，

找出最適合的輔具，並依「個別化」的需求，提供「獨

立生活與就業」所需的訓練課程。因此不論是全盲或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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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朋友，針對其學習、生活或就業各方面的需求，皆

能提供讓視障者獨立自主的資訊，協助以一技之長走入

社會。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網頁提供最新課程可供查詢，如個別化視障電腦/手機應用訓

練、盲用電腦課程、個別電腦教學等。右上角提供分類檢索功

能，有最新消息、焦點人物、媒體報導、最新課程、視窗好文、

睛彩視界等資訊。右方功能區塊則有關於我們、盲用科技、輔

具資訊、點譯出版、視障重建等資訊連結。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右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我們、盲用科技、輔具資訊、

點譯出版、視障重建等 5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7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點字樂譜 

資源網址 http://brlmusic.forblind.org.tw/freemusic.php?now_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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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網站名稱 點字樂譜交流平台 

主網站網址 http://brlmusic.forblind.org.tw/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台北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建置背景 

對於臺灣使用點字的視障者而言，有國語點字、數學點字、英

文點字，但卻遲遲未有音樂點字，視障者經常須單靠記憶與聆

聽的方式記憶樂曲。因此，為使視障者可以根據音樂點字所提

供的訊息快速找到所需的資訊，社團法人台北市視障者家長協

會成立點字樂譜轉譯小組，將樂譜轉譯成視障者能摸讀之點字

樂譜，並設立音樂點字樂譜交流平台。 

建置目的 

 增加點字樂譜數量。 

 介紹視障音樂人。 

 提供點字樂譜轉譯服務。 

 開設音樂點字課程，教授國際點字音樂記譜法，與世界接

軌。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流行音樂、童謠、校園民歌、古典音樂等之點字樂譜可供

免費下載，使用者可瀏覽曲名、作者、音樂種類、點字頁數、

瀏覽次數、上傳日期等資訊進行選擇，如需印製成紙本，則運

費另計。網頁上方功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網站導覽、關於我

們、音樂人介紹、點字樂譜、委製區、芳名錄等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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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首頁、最新消息、網站導覽、關

於我們（平臺創立過程、團隊成員）、音樂人介紹、點字樂

譜、委製區、芳名錄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8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重建報 

資源網址 http://www.ibt.org.tw/RWD01/List.aspx?tid=116 

主網站名稱 財團法人臺灣盲人重建院 

主網站網址 http://www.ibt.org.tw/RWD01/Default.aspx 

建置機構 財團法人臺灣省私立臺灣盲人重建院 

建置背景 

由臺灣盲人重建院與方文山所領軍的華人版圖文化共同創辦

的文創公益報，採雙月發行。期盼透過刊物，讓社會大眾更加

認識視障者，進而提供協助，並藉由對公益的關心與對文創作

品的欣賞，讓靈魂豐盛、感覺美好。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網頁提供重建報創刊介紹、索取及通路資訊，以及各期重建報

的 word 與 pdf 檔案可供下載瀏覽。網頁上方功能區塊提供最

新消息、捐款資訊、關於重建院、重建院服務（生活重建、職

業重建、社區樂活大學、重建中心、輔具科技、按摩技術研發

暨教學中心）、線上媒體（影片欣賞、重建報、瀚邦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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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相關知識介紹等功能服務。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最新消息、捐款資訊、

關於重建院、重建院服務、線上媒體、舒壓小棧、加入我

們等 7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9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光鹽簡訊 

資源網址 http://www.blind.org.tw/kyv-mag.htm 

主網站名稱 光鹽視障全球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www.blind.org.tw/ 

建置機構 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建置背景 

自民國 97 年 5 月正式出刊，每個月定期發行，免費提供資訊

給所有關心視障者的熱心朋友關於光鹽的種種訊息，讓大家共

同來關懷視障朋友所面臨的種種問題。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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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每月定期發行的光鹽簡訊，供讀者閱讀，讓大眾更認識視

障者。主網站則提供點字圖書館、有聲書製作、讀書會、音樂、

舞蹈等相關視障服務與課程資訊，並推動圓夢學校，讓視障者

夢想成真。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未提供 

 

序號 2-10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心世界月刊電子報 

資源網址 https://www.tfb.org.tw/web/news/epaper.jsp 

主網站名稱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tfb.org.tw/web/index/index.jsp 

建置機構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建置背景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正式成立於 1991 年底，原隸屬臺北市政

府教育局，1997 年底改制為全國性的社會福利團體，95 年改

隸於內政部，102 年 8 月主管機關改為「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

庭署」，是國內第一個為視覺障礙朋友以及其他身障朋友，在

文教、職訓與視障福利政策方面，提供全面性服務與前瞻性規

劃的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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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目的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希以一己棉薄之力，協同其他相關團體共

同推廣公益活動，督促政府及激發社會大眾對視障朋友的關懷

與協助，讓視障朋友能夠從獨立行動、自我肯定、自我實現中

逐步積極的融入社會的脈動中。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每月定期發行的心世界月刊電子報，讓大眾可以更認識視

障者。上方功能選單提供認識愛盲、愛盲服務（社工服務、視

障教學訓練、白手杖愛盲行動、低視能服務、就業服務、補助

申請）、愛盲影片、認識視障朋友、視障政策研究等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關於愛盲、愛盲服務、

愛盲訊息、幫助愛盲、公開資訊等 5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1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DIN 電子報 

資源網址 http://disable.yam.org.tw/archives/category/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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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網站名稱 DIN 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disable.yam.org.tw/ 

建置機構 開拓文教基金會、中華民國殘障聯盟 

建置背景 

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Disability Information Network，簡稱

DIN）由開拓文教基金會與中華民國殘障聯盟 （2015 年正式

更名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聯盟）合作，於 1999 年 1 月建置完

成並上線。 

建置目的 

最初希望架設一個綜合性服務網站，提供與身心障礙朋友和家

人有用的相關資訊、倡議社會大眾對身障者的瞭解，因此邀請

不同的身障服務團體合作經營。但網路環境的變化相當大，除

了網站之外，各種資訊平臺、資訊工具（如：直播、影像運用）

等，也不斷面臨挑戰。身障服務組織考量的將不再只是「需要」

或「不需要」網站，而是必須整合資訊工具、學習運用多元工

具來提升服務效能與募集資源。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每月定期發行的 DIN 電子報供讀者閱讀，讓大眾可以更

認識身心障礙者。網頁上方功能區提供首頁、身心障礙證明申

請、身障相關資源（身心障礙者福利手冊、民間及政府資源、

身心障礙團體資源）、專欄文章、身障書籍、主題活動、電子

報等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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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首頁、身心障礙證明申請、

身障相關資源、專欄文章、專題報導、身障書籍、主題活動、

電子報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1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手語教學網 

資源網址 http://140.130.34.82:8763/signlanguage/laguage2.php 

主網站名稱 手語教學網 

主網站網址 http://140.130.34.82:8763/signlanguage/language.php 

建置機構 未知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手語的歷史、手語的句型遊戲，以及有關生活用語的各種

手形教學，並有明確的分類，例如：字母、工作、天體氣象、

動物、植物、時間、科學、體育等，並可利用關鍵字搜尋手語

教學。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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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手語的歷史、手語的統一、手語的推

廣、手語的形成、手語的價值、手語的句子、手語的遊戲等 7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13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臺灣手語線上辭典 

資源網址 http://140.123.46.77/TSL/ 

主網站名稱 臺灣手語線上辭典 

主網站網址 http://140.123.46.77/TSL/ 

建置機構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蔡素娟教授與戴浩一講座教授負

責編纂（2001 年國科會支持建置） 

建置背景 

由國立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蔡素娟教授與戴浩一講座教授

負責編纂。於 2001 年在國科會支持下開始進行規劃、收集詞

項、錄影、剪輯、文字說明、網站建置等工作。  

建置目的 

臺灣手語線上辭典的建立，有教學實用與學術研究的雙重目

的。對於所有有興趣學習臺灣手語的人，是一個便利的詞彙學

習管道，能利用線上辭典的詞項，進行手語的「音韻」（指組

成詞彙的基本元素）、「構詞」與「語意」等語言學的分析。此

外，從事特殊教育的教師也可以利用這個網站協助教學。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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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臺灣手語手形列表、手語位置列表，以及相關機構與線上

辭典的連結。網頁右側功能選項提供關鍵字、筆畫、以手語特

徵、手形、位置等方式查詢，並有英文版網頁以及臺灣手語研

究群的連結。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緣起目的、感謝、使用說明、臺灣手語

手形列表、臺灣手語位置列表、連結等 6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14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臺灣手語 TSL Promotion 教學影片頻道 

資源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xOGUF8Qoa6_CD2NMV

ttJA 

主網站名稱 臺灣手語 TSL Promotion 教學影片頻道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_xOGUF8Qoa6_CD2NMV

ttJA 

建置機構 由個人建置（嘉義基督教醫院全職手譯員）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推展臺灣手語的學習與使用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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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透過基礎臺灣手語與免費嬰幼兒臺灣手語的播放清單，提供基

礎臺灣手語、口手語翻譯練習、嬰幼兒臺灣手語、性平手語以

及手語兒歌等教學影片，供有興趣學習手語的使用者瀏覽觀

看。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首頁、影片、播放清單、頻道、討論、

簡介等 6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15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聾視聞 

資源網址 http://www.nad.org.tw/category/deaf-tv/ 

主網站名稱 中華民國聾人協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nad.org.tw/ 

建置機構 中華民國聾人協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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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聽障人士相關新聞、手語影片觀看。主網站則提供最新消

息、新北市手譯暨聽打服務、益兒小手動動屋、無障礙服務、

手語翻譯服務、手語研習與推廣、技能訓練、休閒活動以及手

能生橋書籍與光碟訂購服務。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首頁、關於協會、最新消息、服務項目、

資訊查詢、聯絡我們、手能生橋訂購等 7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16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公視聽聽看 

資源網址 https://www.pts.org.tw/see/ 

主網站名稱 公視聽聽看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pts.org.tw/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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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機構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金會 

建置背景 

公共電視的使命是服務弱勢族群，民國 83 年 5 月，籌委會時

期開始籌畫「聽聽看」節目，根據聽障朋友的文化觀點與生活

需求來做規劃，也公開招考聽障主持人和手語翻譯員。民國

84 年 11 月，在媒體上有史以來首度試播全臺灣唯一的聽障節

目「聽聽看」，而民國 87 年 7 月 1 日，公共電視立法通過之後，

「聽聽看」正式開播。 

建置目的 

除了讓聽障觀眾進一步的瞭解不同障別朋友的生活與經驗以

外，也希望藉由聽障和肢障朋友的觀點，帶領聽人觀眾去認識

身心障礙朋友的世界。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公視架設專為聽障人士設計之平臺，提供無聲、手譯版本的新

聞、活動通報與社會福利連結等。並有宣傳短片、手語劇場、

手語教室以及線上收看節目等服務。現已轉型成為身心障礙節

目，除了讓聽障觀眾進一步的瞭解不同障別朋友的生活與經驗

以外，也藉由聽障和肢障朋友的觀點，帶領聽人觀眾去認識身

心障礙朋友的世界。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左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節目、線上收看、English、

Facebook 等 4 項功能選項。另左方提供宣傳短片、手語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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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教室等 3 項功能選項。 

 

序號 2-17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臺灣學障學會電子報 

資源網址 http://c.nknu.edu.tw/TALD/Active.aspx?Pid=9 

主網站名稱 TALD 臺灣學障學會 

主網站網址 http://c.nknu.edu.tw/TALD/Default.aspx 

建置機構 臺灣學障學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相關學習障礙研究，期望透過學者、醫師及第一線臨床工

作人員的理念凝聚，共同推展學習障礙的研究、診斷與教育等

工作，進而推動相關政策之擬定。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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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地圖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關於 TALD、會務公告、會

員大會、學術研討會、學會出版品、加入 TALD 等 7 項功能選

項。 

 

序號 3-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全國法規資料庫 

資源網址 http://law.moj.gov.tw/Index.aspx 

主網站名稱 全國法規資料庫 

主網站網址 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 

建置機構 法務部 

建置背景 
基於落實政府資訊公開、行政透明化以及普及法治觀念，政府

機關不遺餘力建置電子法律資源。 

建置目的 提供法規之最新動態資訊及資料檢索。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各界經由網際網路單一窗口簡單、方便、公開查詢法規資

料及各機關（行政院、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務部、教

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等）法規網站，以達有效管理

及公開法令資訊，建構法治社會之目標。包含憲法、法律（憲

法、行政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等）、命

令、大法官解釋、行政規則、地方法規、法規草案。 

內容選擇政策 

網站之法規資料係由政府各機關提供之電子檔或書面文字登

打製作，並於每週五定期更新，當週發布之法律、命令資料，

將於完成法規整編作業後，於下週五更新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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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訊息、法規類別、法規檢索、

司法判解、條約協定、兩岸協議、綜合查詢、跨機關檢索

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3-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 

資源網址 http://crpd.sfaa.gov.tw/ 

主網站名稱 CRPD 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 

主網站網址 http://crpd.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 

建置背景 

因應「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CRPD）施行法」於 103 年 12

月 3 日公布施行。為各級政府機關依法推動 CRPD 施行法，以

落實 CRPD 權益保障事項。 

建置目的 

提供國內外有關 CRPD 文件發佈、相關活動的消息公告，以維

護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其平等參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

等之機會，並促進其自立及發展。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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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標章 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聯合國為了促進與保障身心障礙者完全及平等地享有所有人

權及基本自由，促進固有尊嚴受到尊重，降低身心障礙者在社

會上之不利狀態，因此訂立一系列公約與相關活動，會議紀

錄、教育宣傳手冊等相關資訊皆可於本頁面查詢。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訊息、關於 CRPD、CRPD

大事紀、教育訓練、宣導專區、活動報名、行政院身心障

礙者權益推動小組、國家報告及國際審查、法規檢視、相

關網站等 10 項功能選項。 

 

序號 3-3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相關法令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03law/law_a_list.asp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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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利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與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相關之法規彙整，如：特殊教育相

關輔導支持服務、老人福利、就業、早期療育、醫療器材、無

障礙設施、職災勞工、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輔具國家標準

辦法等。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法規與服務、輔具服

務、輔具補助與福利、輔具產品與廠商、知識與活動、輔

具研究、討論與諮詢、下載與影音等 9 項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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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3-4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 

資源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46 

主網站名稱 全國法規資料庫 

主網站網址 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 

建置機構 法務部 

建置背景 
基於落實政府資訊公開、行政透明化以及普及法治觀念，政府

機關不遺餘力建置電子法律資源。 

建置目的 提供法規之最新動態資訊及資料檢索。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者相關權益保障法規內容。包含身心障礙者之保

健醫療權益、教育權益、就業權益、支持服務、經濟安全、保

護服務。並說明各主管機關權責、身心障礙者定義與違反之罰

則規定。 

內容選擇政策 

本網站法規資料係由政府各機關提供之電子檔或書面文字登

打製作，並於每週五定期更新內容，當週發布之法律、命令資

料，將於完成法規整編作業後，於下週五更新上線。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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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訊息、法規類別、法規檢索、

司法判解、條約協定、兩岸協議、綜合查詢、跨機關檢索

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3-5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無障礙空間設計相關法規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life/inside_02.asp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無障礙生活專區 

主網站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life/index.asp 

建置機構 
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陽明大學 ICF 暨輔

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適合身心障礙者之建築物、住宅法規與規定。包含無障礙

通路、樓梯、昇降設備、廁所盥洗室、浴室、輪椅觀眾席位、

停車空間、無障礙標誌等設備與空間設計。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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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提供居家無障礙、戶外無障礙、小故事大啟示、法規廣角

鏡等 4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中心 

資源網址 
https://www.forblind.org.tw/site/20007-%E9%87%8D%E5%BB

%BA%E6%9C%8D%E5%8B%99 

主網站名稱 社團法人台北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forblind.org.tw/site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台北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建置背景 
期盼建立臺北市視障者家長組織網，達到訊息傳遞、需求蒐

集、互助扶持的功能。 

建置目的 

結合關心視障人士，爭取視障者合法權益、促進視障者福利。

除了繼續發展並充實現有之服務項目外，將以「建立視障者之

安全家園」為長遠發展目標。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社工員諮詢服務，藉由「個案管理」的服務方式，瞭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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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象的問題與困境，並進行資源開創、招募或轉介服務，協

助改善或減輕案主與案家所遇到的問題。包含身心障礙者個案

管理、就業服務、專業評估等、提供就業媒合服務，並協助爭

取面試與僱用的機會、職務再設計服務（依身心障礙者的特

性、條件，如體力、感覺能力、職業經驗及期望等，提供輔具，

透過工作分析，分派適當的工作，改善工作環境）、雇主服務

（針對雇主在僱用視障者的各種疑慮上，提供最方便、省時、

省錢的問題解決方案）、資源提供（就業適應追蹤服務、電腦

操作能力提升服務等）。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提供關於協會、最新活動與花絮、捐款與徵信、服務

項目、參與公益、認識視障等 6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者求職查詢網站 

資源網址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special/disability/jobQuer

y.aspx 

主網站名稱 臺灣就業通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建置機構 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建置背景 「臺灣就業通」為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集結原「全國就業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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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職訓 e 網」、「身心障礙者就業開門網」、「微型創業鳳凰

網」以及「技能檢定中心」等五大網站所成立的整合性網站，

是一個能夠提供民眾就業、訓練、檢定、創業及身心障礙就業

等服務的終生職涯夥伴。 

建置目的 

提供即時的就業政策、新聞、相關法規、計畫、求職寶典與就

業情勢等相關文章，以及內容豐富的各式電子報與影音資訊，

讓會員可以隨時獲得職場及政府就業政策等相關資訊，提供民

眾終生職涯發展且全人化的服務，達到勞動力充分開發、運用

與提升的勞動力發展願景。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身心障礙者可依個別的身體狀況與工作需求（工作地點、職業

類別、行業分類、教育程度、科系別、計薪方式、工作型態、

工作時間等）檢索與媒合出適合的職缺並應徵。除了提供身心

障礙朋友們求職相關資訊，包含全國職業重建服務窗口資訊與

相關資料、相關服務資源，並提供進用身心障礙者相關法規與

計畫給雇主參考，讓身心障礙朋友能夠順利地投入職場。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資源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求職、求才、輔助專區、服

務資源、職業訓練、雇主專區等 6 項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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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4-3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服務機構查詢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03law/law_b_list.asp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利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單位、長照中心、早療單位、特教單

位、老人服務機構單位的服務資訊。查詢方式可依據單位查詢

（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長期照顧管理中心、早期療育團體、身

心障礙機構團體、特殊教育單位、老人服務機構團體、職業重

建團體）、縣市區域（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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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高雄市、基隆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

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宜蘭縣、花蓮縣、

臺東縣、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點選地圖查詢及輸入關鍵

字方式查詢。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法規與服務、輔具服

務、輔具補助與福利、輔具產品與廠商、知識與活動、輔

具研究、討論與諮詢、下載與影音等 9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4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職業重建問答即時通 

資源網址 http://www.twacc.org/faq.php?id=4&root=4 

主網站名稱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twacc.org/index.php 

建置機構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 

建置背景 

由淡江大學老師與中華電信研究所研究員共同研發中文化盲

用電腦，使視障者可直接閱讀電腦上之中文資訊。為使更多視

障者受惠，志工們於民國 87 年籌組成立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

發展協會，期望使視障者能在科技的協助下，跟上世界的腳步。

建置目的 以「整體重建服務」為目標，透過功能性的視覺評估，找出最

適合的輔具，並依「個別化」的需求，提供「獨立生活與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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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訓練課程。因此不論是全盲或弱視的朋友，針對其學

習、生活或就業各方面的需求，皆能提供讓視障者獨立自主的

資訊，協助以一技之長走入社會。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視障職業重建服務相關常見的問答集。例如：心理支持與

重建服務、生活技能訓練、溝通技能訓練、定向行動訓練、弱

視（低視能）訓練、求職技能訓練、職業技能訓練、就業服務

等。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右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我們、盲用科技、輔具資訊、

點譯出版、視障重建等 5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5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申請管道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system/job/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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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system/index.html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利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各式協助身心障礙者順利進入職場及穩定就業的服務措

施申請管道，由專案單位協助辦理申請案之開案訪視、評估試

用、協助執行、輔具訓練到結案追蹤與回收再利用等服務，以

協助身心障礙者增進工作效率和穩定就業。主要透過提供就業

環境所需之輔具等資源。例如：職場工作環境空間設計、設備

或機具設計、調整工作方法。並提供全國縣市（臺北市、新北

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基隆市、新竹市、嘉

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

屏東縣、宜蘭縣、花蓮縣、臺東縣、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

勞工主管機關洽詢服務窗口與勞動力發展署各分署及委託設

置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資訊的查詢。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244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網頁左方導覽區塊，提供身障者職務再設計、職災勞工輔具補

助等 2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6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者生活與就業新知通報 

資源網址 http://www.tdtb.org/information_5.aspx 

主網站名稱 臺灣數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tdtb.org/index.aspx 

建置機構 臺灣數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建置背景 
為依法設立非以營利為目的之全國性社會團體，以引進國際有

聲書製作技術（DAISY）。 

建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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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生活、就業、活動、進修課程等最新消息通報。例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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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課程、按摩課程、伴手禮微型創業課程、電影聽賞活動、國

立臺灣圖書館推動之閱讀推廣活動、身障職缺招聘等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我們、學會訊息、DAISY 專

區、視障服務、視障資訊、無障礙網頁、逛市集、支持我

們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7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生活重建資訊分享 

資源網址 http://www.tdtb.org/information_3.aspx 

主網站名稱 臺灣數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tdtb.org/index.aspx 

建置機構 臺灣數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建置背景 
為依法設立非以營利為目的之全國性社會團體，以引進國際有

聲書製作技術（DAISY）。 

建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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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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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朋友生活重建相關的新資訊通報或心得分享。透

過視障朋友講述自身背景與重建經驗，鼓勵並與視障朋友進行

人際關際上的交流溝通。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我們、學會訊息、DAISY 專

區、視障服務、視障資訊、無障礙網頁、逛市集、支持我

們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8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者生活專題報導 

資源網址 http://disable.yam.org.tw/archives/category/pick 

主網站名稱 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disable.yam.org.tw/ 

建置機構 開拓文教基金會 

建置背景 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Disability Information Network）由開

拓文教基金會與中華民國殘障聯盟（2015 年正式更名為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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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身心障礙聯盟）合作，於 1999 年 1 月上線。 

建置目的 

最初希望架設一個綜合性服務網站，提供與身心障礙朋友和家

人有用的相關資訊、倡議社會大眾對身障者的瞭解，因此邀請

不同的身障服務團體合作經營。但網路環境的變化相當大，除

了網站之外，各種資訊平臺、資訊工具（如：直播、影像運用）

等，也不斷面臨挑戰。身障服務組織考量的將不再只是「需要」

或「不需要」網站，而是必須整合資訊工具、學習運用多元工

具來提升服務效能與募集資源。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精選 DIN 電子報專題報導，內容多為身心障礙者生活經

驗分享與勵志相關文章，可瞭解各障別的朋友們如何克服障

礙，以及身旁家人與朋友協助的歷程。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首頁、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身障相關

資源、專欄文章、專題報導、身障書籍、主題活動、電子報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9 

（一） 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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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相關時事報導 

資源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home/disabilities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利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彙整每日與身心障礙相關之時事報導更新，例如：今日新聞、

風傳媒、聯合新聞網電子平臺中的報導。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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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法規與服務、輔具服

務、輔具補助與福利、輔具產品與廠商、知識與活動、輔

具研究、討論與諮詢、下載與影音等 9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10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生活訊息 

資源網址 http://www.batol.net/news/news-summary.asp 

主網站名稱 教育部無障礙全球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www.batol.net/index.asp 

建置機構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輔導、活動、社團、課程等最新生活資訊。例如：

按摩課程、個別化視障電腦/手機應用訓練課程、電影聽賞活

動、身障職缺招聘等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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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視障資源中心、資源教

室、下載專區（軟體或操作說明檔）、Q&A、視障新知、

視障相關網站、中時電子報、部落格、留言板等 10 項功能

選項。 

 

序號 4-1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無障礙生活資訊專區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life/index.asp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無障礙生活專區 

主網站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life/index.asp 

建置機構 
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陽明大學 ICF 暨輔

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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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提供適合身心障礙者之居家與戶外空間無障礙設施介紹，並彙

整相關建築無障礙設計規範、老人住宅基本設施及設備規劃設

計規範、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等法規規範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提供居家無障礙、戶外無障礙、小故事大啟示、法規廣角

鏡等 4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1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相關精選書籍 

資源網址 http://disable.yam.org.tw/books 

主網站名稱 DIN 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disable.yam.org.tw/ 

建置機構 開拓文教基金會 

建置背景 

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Disability Information Network）由開

拓文教基金會與中華民國殘障聯盟（2015 年正式更名為中華

民國身心障礙聯盟）合作，於 1999 年 1 月上線。 

建置目的 

最初希望架設一個綜合性服務網站，提供與身心障礙朋友和家

人有用的相關資訊、倡議社會大眾對身障者的瞭解，因此邀請

不同的身障服務團體合作經營。但網路環境的變化相當大，除

了網站之外，各種資訊平臺、資訊工具（如：直播、影像運用）

等，也不斷面臨挑戰。身障服務組織考量的將不再只是「需要」

或「不需要」網站，而是必須整合資訊工具、學習運用多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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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來提升服務效能與募集資源。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包含學習障礙、語言障礙、失智障、混障、癲

癇、小腦萎縮、安寧照顧、慢性精神病、腦性麻痺、顏面損傷、

運動元神經疾病、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肢體障礙、聽語障礙、

多重障礙、自閉症、罕見疾病等）相關議題之精選書籍的介紹。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首頁、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身障相關

資源、專欄文章、專題報導、身障書籍、主題活動、電子報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13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相關議題電影介紹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book/inside_index.asp?cateType=2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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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利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與身心障礙相關的電影資源更新，並結合與相關輔具小知

識有關的電影內容介紹與說明。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網頁左方導覽區塊提供小博士愛新知、小博士愛電影、輔

具小博士、安全小博士等 4 項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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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4-14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心障礙者表演影音平臺 

資源網址 http://www.apad.org.tw/ap/news_list.aspx?bid=67 

主網站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全球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www.apad.org.tw/ap/index.aspx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一個無障礙平等發展舞台，藉由分享影音的方式協助身心

障礙藝術專才學以致用、全力發揮。內容分別有演唱、跳舞、

演講、主持、演奏等不同類別的影音。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本會訊息、認識我們、演出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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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徵信、藝協歷史館、義賣商品館、活動花絮等 7 項功

能選項。 

 

序號 4-15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圓缺之間」身心障礙者影展簡介 

資源網址 http://www.kuang-ching.org/OnePage.aspx?tid=134 

主網站名稱 廣青文教基金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kuang-ching.org/Default.aspx 

建置機構 財團法人廣青文教基金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每年都會收集國內外 6-9 部得獎或優良身心障礙者紀錄片，包

含肢障、聽障、精障、智障、腦麻、視障、罕病等障別，配合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活動，於 10 至 12 月間巡迴全國 6-8 縣市免

費映演，招待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家屬、各級學校師生、關心身

心障礙議題的社會大眾共同觀賞。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256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認識廣青、最新消息、聽你說專線、

身心障礙影展、障礙者社區資源、食物銀行、捐款支持等

7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16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視障按摩地圖網 

資源網址 http://imassage.org.tw/store/category 

主網站名稱 視障按摩地圖網財政部公益彩卷回饋金補辦理 

主網站網址 http://imassage.org.tw/home.html 

建置機構 中華民國按摩業職業工會全國聯合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全國（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

市、基隆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

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宜蘭縣、花蓮縣、臺東縣、

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視障按摩地點資訊的查詢。簡述店

家基本介紹、聯絡資訊以及累計推薦指數的參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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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我們、法規資訊、最新消息、據點

介紹、活動花絮、影音推薦、聯絡我們等 7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17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視障者申請導盲犬/定向訓練 

資源網址 http://www.guidedog.org.tw/apply/apply-3.html 

主網站名稱 臺灣導盲犬協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guidedog.org.tw/index.html 

建置機構 臺灣導盲犬協會 

建置背景 
臺灣導盲犬協會為公益性質之社團法人，成立於 2002 年 4 月

13 日。 

建置目的 
建立並推動導盲犬制度，讓臺灣的視障者除了使用白手杖外，

也有使用導盲犬的權利。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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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提供視障者申請導盲犬的服務，包含申請導盲犬的基本資格、

申請程序等。中途失明、有殘餘視力或是先天失明並同時領有

身心障礙手冊的視障朋友亦可申請定向訓練，免費進行「一對

一定向行動訓練』課程，協助熟悉手杖的使用，找回安全、自

由的行動能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認識導盲犬、相關申請、捐款與義賣、

宣導與公告等 4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18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申請導盲犬 

資源網址 http://www.guidedog.tw/service.php?gid=1 

主網站名稱 財團法人惠光導盲犬教育基金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guidedog.tw/index.php 

建置機構 財團法人惠光導盲犬教育基金會 

建置背景 

惠光為我國第一家合格的導盲犬培訓單位，為內政部核可、全

國第一個專門培育及訓練導盲犬的組織，訓練中心創建於西元

1991 年，由臺灣盲人重建院籌備，1996 年獨立登記為財團法

人惠光導盲犬教育基金會。 

建置目的 
致力於本土導盲犬的培育、訓練、大眾宣導及相關政策制度之

倡導工作，為視障者與導盲犬全盤性無障礙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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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視障者申請導盲犬的服務。申請主要的條件資格為年滿十

八歲以上，六十五歲以下，持有身心障礙者手冊之法定視障人

士。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認識惠光、導盲犬專區、惠光的服務、

幫助惠光、開路天使、影音專區等 6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19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愛盲服務 

資源網址 
https://www.tfb.org.tw/web/service/service.jsp?no=CP149741203

5614 

主網站名稱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tfb.org.tw/web/index/index.jsp 

建置機構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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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背景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正式成立於 1991 年底，原隸屬臺北市政

府教育局，1997 年底改制為全國性的社會福利團體，95 年改

隸於內政部，102 年 8 月主管機關改為「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

庭署」，是國內第一個為視覺障礙朋友以及其他身障朋友，在

文教、職訓與視障福利政策方面，提供全面性服務與前瞻性規

劃的基金會。 

建置目的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希以一己棉薄之力，協同其他相關團體共

同推廣公益活動，督促政府及激發社會大眾對視障朋友的關懷

與協助，讓視障朋友能夠從獨立行動、自我肯定、自我實現中

逐步積極的融入社會的脈動中。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社工服務、視障教學訓練（獨立生活自理能力訓練、定向

行動訓練、點字及文書訓練、智慧型手機、平板、盲用電腦訓

練）、就業服務（社區化就業服務）、補助申請及視障輔具等多

樣服務。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愛盲、愛盲服務、愛盲訊息、

幫助愛盲、公開資訊等 5 項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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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4-20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愛盲訊息 

資源網址 
https://www.tfb.org.tw/web/news/message.jsp?no=CP1501048845

325 

主網站名稱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tfb.org.tw/web/index/index.jsp 

建置機構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建置背景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正式成立於 1991 年底，原隸屬臺北市政

府教育局，1997 年底改制為全國性的社會福利團體，95 年改

隸於內政部，102 年 8 月主管機關改為「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

庭署」，是國內第一個為視覺障礙朋友以及其他身障朋友，在

文教、職訓與視障福利政策方面，提供全面性服務與前瞻性規

劃的基金會。 

建置目的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希以一己棉薄之力，協同其他相關團體共

同推廣公益活動，督促政府及激發社會大眾對視障朋友的關懷

與協助，讓視障朋友能夠從獨立行動、自我肯定、自我實現中

逐步積極的融入社會的脈動中。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視障相關知識及如何協助視障者及協助引導視障朋友的

圖文說明資訊。主要透過問、拍、引、報四個步驟。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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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愛盲、愛盲服務、愛盲訊息、

幫助愛盲、公開資訊等 5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2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聽語障社區化就業服務 

資源網址 http://www.cnad.org.tw/ap/cust_view.aspx?bid=21 

主網站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全球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www.cnad.org.tw/ap/index.aspx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 

建置背景 

成立於中華民國 81 年 8 月 9 日，是匯集留美聽障人士暨國內

熱心支助之社會各階層聽障人士發起，依法組織，也是目前全

國性合法社團法人組織。 

建置目的 

旨在結合國內外有識之人士，共同致力聽障福利、聽障教育與

手語教育在國內之研究發展工作，以提昇聽障者生活品質，並

藉以舉辦文化、藝術、技能、體育及出版宣傳等活動，積極配

合當前政府政策與社會需要，促進發展聽障者無障礙空間，進

而保障聽障者的權益福祉。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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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協助聽障者職業重建之評估，並擬訂職業重建計畫，再依計畫

提供一般性就業服務或支持性就業服務，若工作能力仍不足以

進入上述職場者，則會轉介至庇護性職場或職業訓練、醫療及

其他資源等。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協會簡介、協會訊息、手語新聞、

服務內容、認識聽障、捐款芳名錄、志工專區、活動剪影、

影音平臺等 9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2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全台各地手語班開班訊息 

資源網址 

http://taslifamily.org/%E5%85%A8%E5%8F%B0%E5%90%84%

E5%9C%B0%E6%89%8B%E8%AA%9E%E7%8F%AD%E9%9

6%8B%E7%8F%AD%E8%A8%8A%E6%81%AF/ 

主網站名稱 TASLI 臺灣手語翻譯協會 

主網站網址 http://taslifamily.org/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臺灣手語翻譯協會 

建置背景 臺灣從民國 93 年起由勞動部技檢中心開辦了手語翻譯技能檢

定，正式確立了手語翻譯是一門專業，13 年來至今已經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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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75 位合格認證的手語翻譯員，可是我們還沒有一個組織，

能從手語翻譯員的角度出發，透過合作研修，互相支持，來提

升專業知能，發展更好的手語翻譯環境，讓翻譯員有永續經營

的願景。因此於 2016 年 11 月發起建置。 

建置目的 

成立「手語翻譯協會」的目標是要使臺灣手語翻譯人員成為一

個「精進自我 服務聾人」的手語翻譯專業團體，成為聽語障

人士與聽人溝通的橋樑，並促進臺灣手語翻譯專業發展、建立

手語翻譯服務準則、健全手語翻譯制度、培訓優質手語翻譯人

才、推展手語翻譯學術研究，以全面提升手語翻譯品質與量，

維護聽語障人士知的權利與應有福利。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各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

雄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

雲林縣、屏東縣、花蓮縣、臺東縣）手語開課資訊。例如：課

名、開課時間、講師等內容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協會、協會訊息、委員會、譯心

譯意、聽障資源、活動剪影、手語影片、聯絡我們、English

等 9 項功能選項。 

 



  

265 

序號 4-23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手語視訊服務 

資源網址 http://www.cnad.org.tw/ap/cust_view.aspx?bid=75 

主網站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全球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www.cnad.org.tw/ap/index.aspx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 

建置背景 

成立於中華民國 81 年 8 月 9 日，是匯集留美聽障人士暨國內

熱心支助之社會各階層聽障人士發起，依法組織，也是目前全

國性合法社團法人組織。 

建置目的 

旨在結合國內外有識之人士，共同致力聽障福利、聽障教育與

手語教育在國內之研究發展工作，以提昇聽障者生活品質，並

藉以舉辦文化、藝術、技能、體育及出版宣傳等活動，積極配

合當前政府政策與社會需要，促進發展聽障者無障礙空間，進

而保障聽障者的權益福祉。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手語視訊服務的申請。服務時間為周一到周五中午 12 點

到下午 6 點，需先加入 Skype 或 line 好友。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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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協會簡介、協會訊息、手語新聞、

服務內容、認識聽障、捐款芳名錄、志工專區、活動剪影、

影音平臺等 9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24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全台手語翻譯服務窗口 

資源網址 

http://taslifamily.org/%E5%85%A8%E5%90%84%E8%81%BD

%E9%9A%9C%E7%9B%B8%E9%97%9C%E5%9C%98%E9%

AB%94%E8%88%87%E9%80%9A%E8%A8%8A%E5%9C%B0

%E5%9D%80/%E5%85%A8%E5%8F%B0%E7%BF%BB%E8

%AD%AF%E7%B8%A3%E5%B8%82%E8%B3%87%E8%A8

%8A/ 

主網站名稱 TASLI 臺灣手語翻譯協會 

主網站網址 http://taslifamily.org/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臺灣手語翻譯協會 

建置背景 

臺灣從民國 93 年起由勞動部技檢中心開辦了手語翻譯技能檢

定，正式確立了手語翻譯是一門專業，13 年來至今已經培訓

出 375 位合格認證的手語翻譯員，可是我們還沒有一個組織，

能從手語翻譯員的角度出發，透過合作研修，互相支持，來提

升專業知能，發展更好的手語翻譯環境，讓翻譯員有永續經營

的願景。因此於 2016 年 11 月發起建置。 

建置目的 

「手語翻譯協會」的目標在於使臺灣手語翻譯人員成為一個

「精進自我、服務聾人」的手語翻譯專業團體，成為聽語障人

士與聽人溝通的橋樑，並促進臺灣手語翻譯專業發展、建立手

語翻譯服務準則、健全手語翻譯制度、培訓優質手語翻譯人

才、推展手語翻譯學術研究，以全面提升手語翻譯品質與量，

維護聽語障人士知的權利與應有福利。 



  

267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各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

雄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

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宜蘭縣、花蓮縣、臺東縣、金門縣）

手語翻譯服務窗口聯絡資訊。例如：服務時間與申請窗口的電

話、郵件等聯絡方式。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協會、協會訊息、委員會、譯心

譯意、聽障資源、活動剪影、手語影片、聯絡我們、English

等 9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25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全台同步聽打服務 

資源網址 

http://taslifamily.org/%E5%85%A8%E5%8F%B0%E5%90%8C

%E6%AD%A5%E8%81%BD%E6%89%93%E6%9C%8D%E5%

8B%99/ 

主網站名稱 TASLI 臺灣手語翻譯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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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網站網址 http://taslifamily.org/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臺灣手語翻譯協會 

建置背景 

臺灣從民國 93 年起由勞動部技檢中心開辦了手語翻譯技能檢

定，正式確立了手語翻譯是一門專業，13 年來至今已經培訓

出 375 位合格認證的手語翻譯員，可是我們還沒有一個組織，

能從手語翻譯員的角度出發，透過合作研修，互相支持，來提

升專業知能，發展更好的手語翻譯環境，讓翻譯員有永續經營

的願景。因此於 2016 年 11 月發起建置。 

建置目的 

「手語翻譯協會」的目標在於使臺灣手語翻譯人員成為一個

「精進自我、服務聾人」的手語翻譯專業團體，成為聽語障人

士與聽人溝通的橋樑，並促進臺灣手語翻譯專業發展、建立手

語翻譯服務準則、健全手語翻譯制度、培訓優質手語翻譯人

才、推展手語翻譯學術研究，以全面提升手語翻譯品質與量，

維護聽語障人士知的權利與應有福利。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各縣市（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

雄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

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宜蘭縣、花蓮縣、臺東縣、澎湖縣、

金門縣）聽打服務機構資訊。例如：服務時間與申請窗口的電

話、郵件等聯絡方式。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269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協會、協會訊息、委員會、譯心

譯意、聽障資源、活動剪影、手語影片、聯絡我們、English

等 9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26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聽力自我檢測區 

資源網址 http://focus.uho.com.tw/hearinghealth/self_test.asp 

主網站名稱 聽力小宇宙 

主網站網址 http://focus.uho.com.tw/hearinghealth/ 

建置機構 uho 優活健康網 

建置背景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金會是一個幫助聽損兒童學習傾聽和說

話的公益團體，自 1996 年成立至今，已服務全臺灣及離島近

4000 位聽損兒童走出無聲的世界。 

建置目的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金會成立至今，除了聽損兒童的聽語能力

外，更意識到國人對於聽力保健知識的需求，期待透過聽力小

宇宙~衛教影音的登場，守護全民的聽力健康。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成人與幼兒簡易的聽力檢測評估測驗，透過測驗結果確認

自己的聽力狀態。使用者可依據評量表中的描述，選擇最符合

的狀況作答，若量表中有 5 項以上的回答為「是』者，代表有

聽力損失的疑慮，建議前往耳鼻喉科就診或請聽力師安排聽力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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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聽力小宇宙、聽力保健新聞、 聽

語專欄、聲音大探索、趣味軟知識、聽損療一療、自我檢

測區等 7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27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聽語障者個別化溝通訓練 

資源網址 http://www.hear-loss.org.tw/home/pages/65 

主網站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區重聽福利協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hear-loss.org.tw/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區重聽福利協會 

建置背景 

協會創立於民國 86 年 9 月 6 日，創會理事長周英英及現任理

事長穆閩珠女士與一群熱心公益、關心社會重聽人士，有感於

國人因環境噪音傷害及老人性聽力退化，而造成重聽者逐年增

加，所以成立此協會。 

建置目的 
協會成立之宗旨是為了彌補政府部分宣導不足，照顧微弱族

群，協助重聽者與聽障者找回原音世界。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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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聽語障者個別化溝通訓練課程之線上報名。若為設籍臺北

市之市民且年齡滿 15 歲以上，皆可免費報名；設籍臺北市但

未滿 15 歲者，需部分自費；非設籍臺北市者，不限年齡皆可

報名，但需部分自費。此外，另須提供相關報名者資訊，例如：

姓名、電話、手冊等級、學歷、可上課的時段、配戴何種聽力

輔具等個人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協會簡介、最新消息、服務內容、助

聽輔具服務、活動成果、課程報名、聯絡我們等 7 項功能選項。

 

序號 4-28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認識學習障礙 

資源網址 http://www.ald.org.tw/ap/sitemap2.aspx?bid=23 

主網站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全球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www.ald.org.tw/ap/index.aspx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 

建置背景 為結合家長、學者專家及社會大眾的力量，爭取學習障礙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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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權益，關心學習障礙者福祉的全國各縣縣市人士遂於 87

年初開始籌備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成立有關事宜，並於 87

年 06 月 20 日經內政部同意籌組，於 87 年 12 月 26 日成立。 

建置目的 

希望網站之建置能夠增進學習障礙者之福祉，並喚起政府、學

界及社會大眾對學習障礙應有的認識。此外，亦致力於推動學

習障礙之各項服務、與學習障礙相關之研究，蒐集學習障礙相

關資訊及編印學習障礙出版品，並敦促相關立法的訂定、監督

法令之落實。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關於學習障礙知識，讓大眾瞭解學習障礙者，並提供學習

障礙者相關福祉資訊，推動學習障礙之各項服務。例如：學習

障礙的定義與特徵、協助學習障礙者的方法、學習障礙常見問

題等。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頁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認識我們、認識學習

障礙、捐款徵信、義賣商品、加入我們、學習障礙者聯合

畫展、生活剪影、影音專區等 9 項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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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4-29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服務資訊 

資源網址 https://www.cplink.org.tw/service.php 

主網站名稱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cplink.org.tw/ 

建置機構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建置背景 

因深感早期療育對腦性麻痺孩童的重要性及影響，86 年推動

成立國內第一所專為腦性麻痺孩童提供服務的「財團法人台北

市私立同舟發展中心」，服務 0-6 歲幼童，除每日各項治療並

給予生活自理、教育、認知及團體相處的訓練，也為孩子學前

啟蒙以及進入小學的教育做準備。 

建置目的 

協助腦性麻痺人士就醫、就學、就業、就養等問題，提供腦性

麻痺者的家庭與家長在心理及實質面上能獲得相關的支持與

協助，並持續倡導腦性麻痺者及家庭權益，進而推動立法，爭

取更多的權益與機會，以落實協會創設之宗旨及目標。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無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協助腦性麻痺人士就醫、就學、就業、就養等服務及獎學

金、急難救助金之申請。簡述介紹職業重建個案管理服務、身

心障礙就業協助、職前準備服務就業服務的服務目的與型式，

並提供執行相關服務活動花絮的照片。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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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認識協會、認識腦性麻痺、愛家園、最

新消息、服務內容、分享專區、線上捐款、我要參與等 8 項功

能選項。 

 

序號 5-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 

資源網址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ssoauth=1&

loadingjs=1&o=dwebmge&cache=1535825828562 

主網站名稱 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 

主網站網址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ssoauth=1&

loadingjs=1&o=dwebmge&cache=1535825828562 

建置機構 國家圖書館 

建置背景 

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為教育部委託國家圖書館執行

的專案計畫。國家圖書館早在民國 59 年起即著手編印「中華

民國博士碩士論文目錄」，民國 86 年 9 月開始提供 Web 版線

上檢索系統，民國 87 年 9 月在教育部的經費支援之下，順利

開發完成「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民國 89 年 2 月於

原有之「全國博碩士論文摘要線上建檔系統」當中，新增電子

全文上傳與電子全文授權書線上印製之功能，進一步地整合既

有之「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線上資料庫共建共享服務。並

於民國 98 年 12 月起開發新一代的學位論文服務平臺，自民國

99 年 6 月起，為更符合資料庫所收錄之資料係以臺灣各大學

校院之博碩士論文為主，系統亦正式更名為「臺灣博碩士論文

知識加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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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目的 

基於學位授予法，國家圖書館為國內唯一之學位論文法定寄存

圖書館，負有蒐集、典藏與閱覽我國學位論文的職責。歷年來，

國家圖書館接受教育部之委託，建立國家級之完整學位論文總

書目庫與資訊整合平臺，本於「公開取閱」（Open Access）自

由、平等、開放的精神，推動我國學位論文資訊共建共享，以

政府資源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服務理念，推動學術傳播自

由、照顧資訊弱勢族群，實現「學術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

公義，並藉由此一國家級的學術研究支援平臺，提供下列學位

論文知識加值服務，做為提升學術研究風氣，以及向全球展現

我國高等教育學術研究成果的重要基礎建設。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國家圖書館接受教育部之委託，建立國家級之完整學位論文總

書目庫與資訊整合平臺，本於「公開取閱」（Open Access）自

由、平等、開放的精神，推動我國學位論文資訊共建共享，以

政府資源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服務理念，推動學術傳播自

由、照顧資訊弱勢族群，實現學術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公義。

網站提供博碩士論文查詢，可依據論文名稱、研究生、指導教

授、口試委員、關鍵詞、摘要、參考文獻或不限欄位的方式進

行檢索。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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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站共分為兩層架構，首頁上方可選擇人員角色，有一般

民眾、研究人員、校院系所及研究生。亦提供論文查詢、

排行榜、線上問卷、主題館、我的研究室、NDLTD 查詢等

資訊。 

 

序號 5-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國立臺灣圖書館視障資料中心 

資源網址 
https://www.ntl.edu.tw/ct.asp?xItem=16340&CtNode=1505&mp=

1 

主網站名稱 國立臺灣圖書館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ntl.edu.tw/mp.asp?mp=1 

建置機構 國立臺灣圖書館 

建置背景 

國立臺灣圖書館視障資料中心設置於民國 64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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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經教育部指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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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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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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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目的 

國立臺灣圖書館視障資料中心除了繼續推動視障服務相關業

務之外，並致力於成為無障礙圖書資源服務引導之轉介點，協

助身心障礙者取得並利用館內各項服務。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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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提供國立臺灣圖書館視障資料中心開放時間、圖書借閱規定、

借書證申請、空間設備介紹、視障資源整合查詢服務、讀者諮

詢、終身學習推廣服務、「雙視菜單」視障友善服務、圖書館

館舍定位及語音導覽服務、交通資訊等服務。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認識本館、公佈欄、活動訊息、資

源探索、讀者服務、我想要…、分齡分眾、政府公開資訊

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5-3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國立臺灣圖書館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資源網址 http://viis.ntl.edu.tw/mp.asp?mp=1 

主網站名稱 國立臺灣圖書館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ntl.edu.tw/mp.asp?mp=1 

建置機構 國立臺灣圖書館 

建置背景 

國立臺灣圖書館於民國 87 年建置 BBS 資訊站，內設電子圖書

館，提供視障者更便利的圖書資料取得及下載途徑。目前該資

訊站資料已移至民國 97 年新建置之「視障圖書資訊系統」，提

供視障館藏查詢介面、線上全文閱讀與下載、新書通報及點閱

排行榜等功能。民國 100 年 12 月，國立臺灣圖書館經教育部

指定為負責推動及落實「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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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之專責圖書館。101 年 3 月核定發展 101 至 104 年「強

化視障者電子化圖書資源利用中程發展計畫」。為提供視覺障

礙者數位資訊與圖書館資源結合的無障礙學習空間，並達成整

合國內視障資源目標，爰建置符合 AAA 等級無障礙網頁規範之

「視障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取代既有系統，並於 101 年

12 月 21 日正式啟用。103 年因應修正發布之「身心障礙者

數位化圖書資源利用辦法」，系統擴大服務至身心障礙者。

建置目的 促進身心障礙者公平閱讀權益及資訊接收機會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各式視障圖書資訊服務，包括全國主要視障圖書典藏機構

書目整合查詢、電子點字書及有聲書下載以及線上閱讀、點

字、有聲書籍借閱。提供有關身心障礙的講座及活動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左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最新消息、圖書資訊、

圖書精選、資源教室、個人專區、相關網站、常見問題、

聯絡我們、網站統計等 9 項功能選項。 

 

序號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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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聽視障資訊中心 

資源網址 
https://www.nlpi.edu.tw/Information/AccessibilityServiceArea/Th

eHandicappedC 

主網站名稱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nlpi.edu.tw/ 

建置機構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聽視障資訊中心服務簡介、空間設備介紹（館藏閱覽區、

電腦資源使用區、視障輔具展示區、有聲書錄音室、多功能工

作坊等）、借閱申請需知、館藏目錄查詢、活動資訊、有聲書

相關網站等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訊息專區、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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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服務、來館資訊（含無障礙服務）、數位資源、關於我

們、線上申辦、找書搜尋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5-5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臺北市立圖書館視障電子圖書館 

資源網址 http://blind.tpml.edu.tw/mp.asp?mp=10 

主網站名稱 臺北市立圖書館視障電子圖書館 

主網站網址 http://blind.tpml.edu.tw/mp.asp?mp=10 

建置機構 臺北市立圖書館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北市圖有聲書、點字書、雙視圖書、大字圖書、點字電子

圖書等館藏查詢。進階查詢可選擇以國字輸入或點字輸入方

式，並有書名、作者、主題、叢書名、ISBN、所有欄位等可

供查詢，也可選擇資料類型、類別、館藏地等。啟明服務項目

包含借閱證申請、資料借閱、報讀服務、生活語音專線、啟明

讀書會、啟明之音、提供盲用電腦及輔助設備、剪輯資料與電

子書服務等。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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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關於啟明、博士通信

箱、讀者服務、電子書、RSS 訂閱、網站連結、自訂顏色

等 7 項功能選項。首頁中央則提供訊息公告、線上閱讀下

載、圖書查詢等服務。 

 

序號 5-6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高雄市立圖書館視障資料查詢 

資源網址 http://webpac.ksml.edu.tw/webpacIndex.jsp 

主網站名稱 高雄市立圖書館館藏書目查詢 

主網站網址 http://webpac.ksml.edu.tw/webpacIndex.jsp 

建置機構 高雄市立圖書館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高市圖有聲書、點字書、雙視圖書、大字圖書、點字電子

圖書等館藏查詢。使用者可依照題名、叢書名、團體作者、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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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者、ISBN、主題、出版社、索書號、全文，以及館藏地/

室進行資料檢索。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簡易查詢、進階查詢、新

書通報、點收新書、最新公告等 5 項功能選項。 

 

序號 5-7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教育部華文視障電子圖書網 

資源網址 http://elib.batol.net/index.cshtml 

主網站名稱 教育部華文視障電子圖書網 

主網站網址 http://elib.batol.net/index.cshtml 

建置機構 淡江大學資訊處數位設計組 

建置背景 

隨著科技與媒體的快速發展，盲用電腦及周邊設備、平板及智

慧型手機等行動裝置的陸續問世，視障者獲得資訊的管道與閱

讀習慣開始有了急遽的轉變，從傳統紙本點字書摸讀，融入不

同元素，在螢幕閱讀軟體及數位化科技轉譯輔助之下，從觸覺

延伸到聽覺，從單向延伸到互動的模式。面對視障生學習管道

的變革與挑戰，教育部於 2002 年開始，委託淡江大學視障資

源中心建置符合視障者的友善圖書館，在此概念與精神下，華

文視障電子圖書館因應而生，在逾十年的淡江大學視障資源中

心團隊努力與點字教材製作相關經驗累積之下，一步步地成長

與茁壯。華文視障電子圖書館每年新增圖書約 1,000 本，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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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36,206 本。 

建置目的 

希望透過網站介面改善，強化網路使用圖書館各項功能。並能

協調視障圖書相關製作機構，建立點字圖書資料庫、轉譯圖書

電子檔案與製作點字電子圖書。同時，能不斷更新出版快訊，

推薦閱讀好書，並即時收集、連結國內外各電子圖書館相關訊

息，製作視障者所需各類電子點字圖書。此外，網站亦提供中

時電子報無障礙閱讀版面，使身心障礙者便於取得時事資訊。

華文視障電子圖書網亦提供電腦版網路博覽家及 APP 語音

隨身助理（有 iOS 版與 Android 版）等不同的運用。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考試歷屆考古題、近期新書通報、出版快

訊、閱讀排行榜、書報雜誌區、書目查詢、相關書目（點字教

科書、出版社圖書、國家教育研究院、DAISY/有聲書目、相

關單位圖書區、網路小說）、閱讀輔助（網路博覽家 PC 版、

語音隨身助理 APP）等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會員專區、歷屆考古

題、近期新書、出版快訊、閱讀排行榜、書報雜誌區、書

目查詢、相關書目、閱讀輔助、統計資料等 10 項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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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5-8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愛盲基金會有聲點字圖書館 

資源網址 http://lib.blindness.org.tw/ 

主網站名稱 愛盲基金會有聲點字圖書館 

主網站網址 http://lib.blindness.org.tw/ 

建置機構 財團法人愛盲基金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愛盲基金會典藏之有聲書、點字書下載。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提供公告訊息專區、有聲書專區、點字書專區等 3 項功能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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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5-9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DAISY 圖書館 

資源網址 http://www.tdtb.org/DAISY_1.aspx 

主網站名稱 臺灣數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tdtb.org/index.aspx 

建置機構 臺灣數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建置背景 

有感於 DAISY 格式的有聲書已成為國際的主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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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圖

書館臺灣分館前館長林文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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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年 5 月共同發起學會之籌備，並推舉洪博士擔任籌備會

主任委員。在各方奔走與協助下，社團法人臺灣數位有聲書推

展學會終於在 93 年 1 月成立。 

建置目的 

「DAISY 圖書館」是一個無障礙數位網路圖書館，設置宗旨

在於提供無法正常閱讀印刷文字者數位化的文字資訊服務（無

法正常閱讀印刷書籍的人士係指領有身心障礙證明的視障者

及經取得醫師證明的學習障礙者）。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數位有聲書之書目查詢、製作與流通資訊、新書上架、排

行榜、讀者分享、認識數位有聲書等資訊。網頁上方導覽區塊

也提供視障服務、視障資訊、無障礙網頁等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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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關於我們、學會訊息、

DAISY 專區、視障服務、視障資訊、無障礙網頁、逛市集、

支持我們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5-10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點字圖書館 

資源網址 http://www.blind.org.tw/brl-bk.htm 

主網站名稱 點字圖書館 

主網站網址 http://www.blind.org.tw/brl-bk.htm 

建置機構 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有聲書、點字書、網路電子書之線上閱讀或下載服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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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書類別有總類、按摩類、廣告類、電腦類、保險類等不同類

別的叢書可供選擇。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未提供 

 

序號 5-1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雲端千眼電子書目平台 

資源網址 
https://www.edocumentservice.org/ebookSystem/generics/book_r

epository/ 

主網站名稱 雲端千眼 

主網站網址 https://www.edocumentservice.org/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台北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建置背景 

紙本書籍的文字紀錄著人類的智慧結晶，透過閱讀，人類得以

將所吸收的資訊內化為自身的知識基礎，亦能擴展視野、培養

創造力與批判思考等重要能力。但這些事情對於視障者卻充滿

重重困難。希望透過平臺，讓視障者能夠閱讀重製轉化後的電

子書，使其藉由閱讀獲取基本知識能力的學習，彌補先天生理

因素及後天環境的差異，未來將能夠有選擇職業、工作及生活

模式的機會，而不會因為資訊不平等，在毫無選擇或選擇機會

甚少的情況下，只能從事基礎的傳統性工作。並且透過平臺自

動化管理，減少視障者在取得資訊所遇到的困難。 

建置目的 平臺具備文字式電子書的趨勢及優勢，並聚集重製電子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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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提供廣泛的書籍閱讀機會。平臺上的內容皆進行特殊符

號改良閱讀方式，使視障者之資訊接收更為完整，實踐建立平

臺、分工合作、資源共享、跨境流通的精神。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社團法人台北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建立之平臺，視障者可經由帳

號申請，請志工協助掃瞄需要的書籍，並於平臺提供文字式電

子書，使視障者方便閱讀。網頁亦提供書籍推薦、最新上架、

平臺推薦、借閱排行，使用者並可透過索引方式進行書目查詢。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有首頁、網站導覽、平台書庫、登入、

註冊、關於等 6 項功能選項。 

 

序號 5-1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數位有聲書資料庫平臺 

資源網址 https://bsl.cs.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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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網站名稱 數位有聲書資料庫平臺 

主網站網址 https://bsl.cs.nthu.edu.tw/ 

建置機構 國立清華大學盲友有聲書籍服務委員會 

建置背景 

希望利用為數位典藏所開發的加值技術，為視障的閱讀者提供

協助，改善其現有學習困境，並發展視障者參與數位典藏加值

的工作職能與環境。透過結合現有視障用有聲與點字典藏單

位，根據 Digital Accessible Information System（DAISY）格式，

建立視障數位電子書標準及製作有聲電子書，並建置視障數位

圖書資料整合平臺，利用資料排比演算技術，將現有之數位典

藏單位之資料能互相交流，提供視障者書籍資訊查詢與聽讀之

功能，透過平臺之交流以建立視障網路讀書會來推動閱讀的廣

度。同時也將陸續建立聲控介面及中文 DAISY 播放軟體，使

視障者能有效的使用數位圖書資料，擷取欲聽讀的內容或加書

籤註解等（無需熟悉電腦操作），以加速知識在視障者中的傳

播。此外，新的聲音段落與文句標點的比對技術也持續開發

中，以期大量製作適合多媒體播出的電子書。所製作的有聲電

子書將由盲友們協助合作校對，並經由「視障數位有聲書資料

庫平臺」對外服務。 

建置目的 

除了協助視障者使用數位典藏及增加閱讀之便捷性外，亦期盼

可完整協調整合國內盲友相關服務資源，真正提升各單位既有

珍貴數位典藏之附加價值。同時，率先為視障者在數位典藏

中，發展提供視障者運用現代科技之工作職能設計，在數位典

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中，建立可為社會弱勢團體服務的典範。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視障有聲書查詢、下載服務，並提供相關單位如交通大學

有聲雜誌、光鹽愛盲服務中心、彰化師大圖書館視覺障礙資料

組、愛盲文教基金會等連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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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未提供 

 

序號 5-13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有聲書目查詢系統 

資源網址 https://visual.ncue.edu.tw/book.php 

主網站名稱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視覺障礙資料小組 

主網站網址 https://visual.ncue.edu.tw/index.php 

建置機構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視覺障礙資料小組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以服務全國視障讀者為宗旨，提供有聲書的館藏查詢、下載與

流通服務。讀者可利用書目編號、書名、作者、書籍屬性（如

教科書、圖書館學、散文小品、兒童圖書等類別）進行書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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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網頁亦提供 DAISY 播放軟體下載、錄音人員資訊、培訓

營報名等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首頁、講者資訊、館藏查詢、錄音人員

等 4 項功能選項。 

 

序號 6-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全球輔具研究資料庫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04result/res_a_list.asp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利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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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收集整理全球各學術研究機構研發的輔具功能或改善方式，以

及針對身心障礙者進行的各種研究調查統計成果資料庫，使用

者可依據輔具 ISO 分類、研發單位國別、研究成果性質等查詢

世界各地輔具研發之研究報告內容。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最新消息、法規與服

務、輔具服務、輔具輔助與福利、輔具產品與廠商、知識

與活動、輔具研究、討論與諮詢、下載與影音等 9 項功能

選項。 

 

序號 6-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全國輔具中心通訊錄 

資源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home/repat-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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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於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全臺灣輔具評估中心之地址、聯繫窗口、服務時間等資

訊。使用者可利用關鍵字、國內/國外、縣市/國別、發佈單位

等資訊進行檢索。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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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服務與補助、產品與廠

商、知識與活動、討論與諮詢、產業發展、下載與影音等

7 項功能選項。 

 

序號 6-3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全國輔具產品與廠商資訊平臺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07product/pro_b_list.asp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於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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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提供全臺灣輔具廠商查詢及聯絡資訊、輔具產品介紹、輔具租

借及維修服務單位等資訊。使用者可勾選廠商/產品、國內/國

外（並選擇服務區域）、發布單位等資訊進行檢索。 

內容選擇政策 
所有登錄本單元之公司皆須合法立案登記於經濟部商業司，且

若輔具產品屬於醫療器材管轄範疇，須符合藥事法規範。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網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最新消息、法規與服

務、輔具服務、輔具輔助與福利、輔具產品與廠商、知識

與活動、輔具研究、討論與諮詢、下載與影音等 9 項功能

選項。 

 

 

序號 6-4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全國輔具福利措施查詢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05welfare/wel_b_list.asp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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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於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各縣市之輔具福利、輔具補助措施查詢。使用者可直接點

選各縣市地圖進行檢索。網頁左側功能列提供輔具補助、輔具

福利、輔具費用補助資源手冊、新制輔具補助評估報告書、國

內輔具服務單位等資訊。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最新消息、法規與服

務、輔具服務、輔具輔助與福利、輔具產品與廠商、知識

與活動、輔具研究、討論與諮詢、下載與影音等 9 項功能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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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6-5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輔具服務整合專區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system/index.html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於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身心障礙之榮民輔具費用補助、一般身心障礙者就業、衛

生福利、教育及體育相關輔具補助制度介紹及查詢。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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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網頁功能列表提供榮民、就業、衛生福利、教育、體育等 5 項

功能選項。 

 

序號 6-6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身障者個人行動輔具維修工具書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ompt/page/06download_list.aspx?page=1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推

廣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於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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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多樣身障者個人行動輔具之維修工作書與相關手冊下

載，如特製機車、拐杖、助行器、白手杖、電動代步車等。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認識中心、服務團隊、

展館特色、參觀聯絡資訊、下載檔案等 6 項功能選項。 

 

 

序號 6-7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輔具使用諮詢問答集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02consultation/con_a_list.asp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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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於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蒐集整理常見的輔具相關疑問，可依據問題類別、中分類與關

鍵字來查詢。若此處無法提供使用者所要的問答資訊，可至「線

上諮詢」單元，直接進行線上發問，將有專業人員進行解答。

內容選擇政策 
經過蒐集整理常見的輔具相關疑問後，列出常見的問答集可供

閱覽。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最新消息、法規與服

務、輔具服務、輔具輔助與福利、輔具產品與廠商、知識

與活動、輔具研究、討論與諮詢、下載與影音等 9 項功能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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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6-8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輔具小博士 

資源網址 https://repat.sfaa.gov.tw/book/index.asp 

主網站名稱 衛生福利社會及家庭署輔具資源入口網 

主網站網址 https://newrepat.sfaa.gov.tw/ 

建置機構 
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國立

陽明大學 ICF 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 

建置背景 

整合內政部所屬三大輔具中心（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

心、溝通與資訊輔具資源推廣中心、矯具義具與行動輔具資源

推廣中心），以及各縣市地方輔具資源中心網站的資訊，包含：

輔具產品、輔具廠商、輔具人才、國內外輔具服務單位、國內

輔具補助標準、身心障礙服務單位、輔具研究成果等資料庫，

以於擴展輔助科技的資源共享及功能延伸。 

建置目的 

希望以專業化、人性化、組織化的方式，透過網路 e 化功能，

藉由資訊科技進行服務介面與知識平臺的整合，帶動跨單位資

訊分享，並落實輔具資源推廣政策，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需

求者與一般大眾國內外最新與全面性的輔具相關資訊。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輔具新知、輔具使用常見之安全性狀況教學及相關電影介

紹。另外安全小博士提供使用者可依照輔具類別、關鍵字進行

案例檢索。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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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網頁左側功能列提供小博士愛新知、小博士愛電影、輔具小博

士、安全小博士等 4 項功能選項。 

 

序號 6-9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視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資源網址 http://assist.batol.net/index.asp 

主網站名稱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視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主網站網址 http://assist.batol.net/index.asp 

建置機構 淡江大學資訊處數位設計組 

建置背景 

為建立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需求專業評估與集中採購機

制，教育部於 92 學年以專業、鄰近、方便、快速等四個面向

考量，提供學習輔具相關服務。並委託相關大專院校成立「視

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聽障語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以及

「肢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各國立、私立高中職、各大專校院之視障學生輔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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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通報及相關研究成果。並有視障與輔具研究（認識視覺障

礙、輔具新知、研究論文、視障教育、法令規章）與其他相關

網站（輔具中心、視障教育、大專校院、視障服務機構、視障

輔具廠商、國外相關網站）等資訊可供查詢。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網頁左側功能列提供線上輔具申請、最新消息、中心簡介、

視障與輔具研究、相關網站、交流園地等 6 項功能選項。 

 

序號 6-10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報讀軟體 NVDA 相關資訊 

資源網址 http://www.tdtb.org/information_nvda.aspx 

主網站名稱 臺灣數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tdtb.org/index.aspx 

建置機構 臺灣數位有聲書推展學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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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標章 A（2.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報讀軟體 NVDA 下載、教學、相關資訊與應用等。使用

者可依照類別（NVDA 入門、NVDA 官網消息、NVDA 小技

巧、NVDA 物語、人氣話題、學習交流）等資訊進行檢索。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關於我們、學會訊息、DAISY 專區、

視障服務、視障資訊、無障礙網頁、逛市集、支持我們等

8 項功能選項。 

 

序號 6-11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視覺障礙輔助科技軟體下載 

資源網址 http://www.batol.net/win-system/download.asp 

主網站名稱 教育部無障礙全球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www.batol.net/index.asp 

建置機構 
淡江大學資訊處數位設計組（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委

託建置）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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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A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視障者使用電腦或輔助科技之相關軟體下載。包含 NVDA

無字天書輸入法、語音導覽系統、盲用輸入法、導盲鼠等。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最新消息、視障資源中心、資源教

室、下載專區（軟體或操作說明檔）、Q&A、視障新知、

視障相關網站、中時電子報、部落格、留言板等 10 項功能

選項。 

 

序號 6-12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大專校院聽語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 

資源網址 http://cacd.nknu.edu.tw/cacd/Default.aspx 

主網站名稱 大專校院聽語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 

主網站網址 http://cacd.nknu.edu.tw/cacd/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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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機構 教育部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聽語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 

建置背景 

教育部自 92 年起委託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聽力學與語言治療研

究所（溝通障礙教育研究所）辦理「大專校院聽語障學生學習

輔具中心」。 

建置目的 

執行各項與高中職、大專校院聽語障學生學習輔具相關之業

務，包括評估聽力損失學生調頻輔具、評估語言障礙學生學習

輔具、採購聽語障輔具與建置網站等。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大專校院聽語障學生學習輔具介紹、輔具教學影片，並可

申請輔具與相關評估。網頁同時提供研習活動報名。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主選單區）提供首頁、最新消息、學

習輔具介紹、輔具影片教學、研習活動報名、留言板、問

答集、相關網站、聽語相關資料下載等 9 項功能選項。 

 

序號 6-13 

（一） 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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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名稱 聽覺輔具租借服務 

資源網址 http://www.hear-loss.org.tw/home/pages/71 

主網站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區重聽福利協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hear-loss.org.tw/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區重聽福利協會 

建置背景 未提供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聽覺輔具租借服務、租借機種、體驗試戴服務、助聽器保

養、助聽輔具介紹與申請流程等資訊。網頁也提供相關訓練課

程報名、聽力檢測等服務。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協會簡介、最新消息、服務內容、助聽

輔具服務、活動成果、課程報名、聯絡我們等 7 項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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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6-14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回收及媒合聽障二手輔具 

資源網址 http://www.cnad.org.tw/ap/cust_view.aspx?bid=59 

主網站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全球資訊網 

主網站網址 http://www.cnad.org.tw/ap/index.aspx 

建置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 

建置背景 

成立於中華民國 81 年 8 月 9 日，是匯集留美聽障人士暨國內

熱心支助之社會各階層聽障人士發起，依法組織，也是目前全

國性合法社團法人組織。 

建置目的 

旨在結合國內外有識之人士，共同致力聽障福利、聽障教育與

手語教育在國內之研究發展工作，以提昇聽障者生活品質，並

藉以舉辦文化、藝術、技能、體育及出版宣傳等活動，積極配

合當前政府政策與社會需要，促進發展聽障者無障礙空間，進

而保障聽障者的權益福祉。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未提供 

（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鼓勵社會大眾將自身不用的聽障輔具捐贈給協會，再藉由協會

提供的服務中，發現實際有輔具需求的低收入或是負擔不起高

價輔具聽障者，及媒合輔具給予聽障者。網頁同時提供聽障者

心理諮商、臺北市手語翻譯暨聽打服務、就業服務、手語課程、

手語視訊服務等項目。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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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1. 有網站導覽。 

2.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協會簡介、協會訊息、手語新聞、

服務內容、認識聽障、捐款芳名錄、志工專區、活動剪影、

影音平臺等 9 項功能選項。 

 

序號 6-15 

（一） 基本資料 

資源名稱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肢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 

資源網址 http://www.eduassistech.org/index.php 

主網站名稱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肢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 

主網站網址 http://www.eduassistech.org/index.php 

建置機構 教育部 

建置背景 

民國 92 年 7 月，教育部分別委託淡江大學成立「大專校院視

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高雄師範大學成立「大專校院聽障語

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中山醫學大學附設復健醫院成立「大

專校院肢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93 年下旬、服務對象更擴增

至一般高中職，故今本中心已更名為「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肢障

學生學習輔具中心」。 

建置目的 未提供 

目標對象 ■身心障礙者  □照顧者 

適用障別 □視障 □聽障 □學習障礙 □閱讀障礙 ■肢障 □腦性麻痺 

適用年齡 □學童 ■青壯年 □銀髮族 

無障礙標章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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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資訊 

內容簡介 

提供大專校院肢障學生常用之學習輔具介紹、申請輔具方法管

道、輔具維修服務、輔具歸還服務。網頁同時提供全臺灣各縣

市的輔具資源中心，使用者也可以使用關鍵字進行檢索。 

內容選擇政策 未提供 

資源費用 ■免費 □內容資源有收費，收費項目            

主題分類 

■ 福利服務 

□ 學習資源 

□ 法規政策 

□ 生活與就業 

□ 圖書資訊服務 

■ 輔助科技 

網站地圖 
首頁上方導覽區塊提供佈告欄、學習輔具介紹、評估中心介

紹、常見 Q&A、網站連結、下載資料等 6 項功能選項。 

 

 

 

 

 

 

 

 

 

 

 

 

 

 

 

 

 

 

 

 

 



  

311 

附錄十：身心障礙主題資源網站功能需求建議 

根據目前主題資源網站已蒐集資料，對於未來網站基本功能建議

符合下列原則與設計： 

（一） 網站設計至少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訂之「網站無障礙

規範 2.0 版」3A 等級並通過檢測。 

（二） 瀏覽網頁使用之瀏覽器，至少相容於 IE、Google Chrome、

Firefox 及 Safari 等，不限制特定類型瀏覽器，且各瀏覽器畫

面效果與功能皆能正常顯示及操作，不可有破圖、重疊或其

他不正常之呈現。 

（三） 繁體中文網站需求，提供繁體中文網站內容，可於網站後臺

管理，維護網站架構、資料內容上稿；前臺提供民眾字體大

小及版面色調選擇。 

（四） 使用者介面兼顧不同障礙族群需求，納入使用介面友善設計。 

（五） 網站導覽 

1. 建立網站導覽地圖之自動產生及維護更新機制，方便使用者

熟悉網站的架構及所提供的各項服務與功能，讓使用者容易

回到首頁及連結各網頁。 

2. 提供自動化導覽頁面，可隨網站資料項目異動自動調整，並

提供管理者依不同層次需求維護此ㄧ導覽頁面。 

3. 各種功能鍵位置，包括檢索、瀏覽、列印、匯出功能等執行

按鈕位置一致。 

（六） 網站內容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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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站資訊提供全文檢索、關鍵字搜尋、分類搜尋等功能，可使

用布林邏輯運算（AND、OR 及 NOT 等），並具備操作說明。 

2. 檢索欄位包含資源名稱、主網站名稱、建置機構、建置背景、

建置目的、內容簡介、主題分類、網站地圖等欄位。 

3. 檢索結果可提供後分類呈現，後分類可依（1）主題分類；（2）

網頁無障礙標章等級；（3）適用對象（含目標對象、適用障

別、適用年齡）；（4）資源費用等不同方式選擇呈現。 

（六）分類瀏覽 

1.能提供不同分類瀏覽功能，可依（1）主題分類；（2）網頁無障

礙標章等級；（3）適用對象；（4）建置機構等不同分類方式

呈現瀏覽網站。 

2.網站主題分類為： 

（1） 福利服務 

（2） 學習資源 

（3） 法規政策 

（4） 生活與就業 

（5） 圖書資訊服務 

（6） 輔助科技 

（七）提供個人化服務功能：能根據個人會員登入資料提供主動服

務，例如：自訂瀏覽畫面、歷史檢索紀錄、喜好設定（SDI）

等功能。 

（八）社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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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書籤：整合外部書籤服務應用網站（例如 Yahoo 奇摩分享書籤、

Delicious 等），方便使用者將書目資料收藏到個人的書籤中。 

2. 推播：可將網站內容推播到社群平，如 Facebook、Plurk、Twitter

等。 

3. 影音串連：可於後臺上稿連結 YouTube 影音分享內容整合於本

網站發布內容中。 

4. 人氣：顯示熱門點閱次數。 

 （九）電子報管理 

1. 提供電子報訂閱功能，提供網站使用者可於網頁輸入電子郵件

信箱，直接訂閱電子報，並由系統設定定期派報給訂閱者。 

2. 提供瀏覽器控管及設計管理平臺頁面，進行電子報之管理、電

子報內容線上編輯、發送、訂戶資料查詢和管理、紀錄訂戶之

訂閱日期、訂閱明細、取消訂閱、現有訂戶管理、電子報發送

紀錄與結果查詢、發送紀錄報表。 

3. 電子報編輯方式：提供所見即所得、以及貼上 Html 原始碼兩種

方式（可連結附檔）。 

4. 電子報歷史管理及查閱功能。 

（十）使用紀錄統計：提供各網站與不同分類組合方式之使用量統

計，提供館方作業評估參考，可導入 google analytics 工具記

錄使用歷程。 

（十一）後臺典藏網站詮釋資料設計：目前已訂定每筆典藏網站之詮

釋資料格式並完整著錄內容，網站設計可允許由後臺調整詮釋

資料欄位顯示在前臺可供使用者檢索與分類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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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一：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錄 

國立臺灣圖書館 

「圖書館建置身心障礙讀者服務主題資源網站之研究」 

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錄  

 

壹、 時間：107 年 11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館七樓 705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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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出（列）席單位人員：詳如會議簽到單 

伍、 主席致詞：略。 

陸、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簡報：詳如會議資料。  

柒、 審查委員發言摘要： 

一、 報告格式撰寫： 

（一） 文中標註參考資料來源部分，若為國外作者建議名字後面

應用半形標點符號，並空一格後再列年份。 

（二） 附錄八主題分類標示符號大小不一，請修正一致。 

二、 報告內容撰寫： 

（一） 報告架構完整，內容嚴謹清晰，十分具有參考價值。 

（二） 有關收錄之主題資源網站，詮釋資料內容建議可以加入年

齡別之敘述，以利使用者取用資源時有所判斷依據。 

（三） 訪談中有部分受訪者所提及之網站名稱以〇〇代替，如未

有無法公開之顧慮或理由，建議可以提供全名。 

（四） 有關表 4.4 身心障礙者受訪背景，建議除標示障別外，如

兼具身心障礙團體代表身分，可加註以擴大其建議意見代

表性。 

（五） 有關身心障礙者對社群網站與一般網頁之需求觀點描述

有所矛盾，例如 p.71 提及社群網站穩定度低不建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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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但後續又提及會利用社群網站取得資訊，建議於邏輯

敘述順序部分可再釐清以利理解。 

（六） 有關訪談對象之用語不一，造成理解混淆，例如 p.38 關

於圖書館員的敘述中出現圖書館網站管理者、圖書館身心

障礙服務館員等，建議清楚說明或統一用語。 

（七） P.51提及建立評分結果分布與統計分析表，但p.54表4.1

呈現的是平均數，雖有呈現結果但未呈現分布或整體分

析，建議用語可修正。 

（八） P.56（二）各檢核指標評分情形，於內文敘述建議統一放

上評分中得分最高與最低之內容。而有關表 4.2 之評分結

果，建議再度確認並進行說明修正。 

（九） 建議附錄六新增之網站也同樣進行內容品質分析，提供質

性與量化評分，以示嚴謹。 

（十） 有關第五章結論建議部分： 

1. 期待可更具體性及結構化，例如以網頁現況、身心障

礙者需求等順序陳述，會更呼應研究問題與目的，亦

更能提供實務操作參考。 

2. 建議因應訪談結果，列出本研究執行之限制，例如對

象以視障或聽障為主，未完整反應其他障別。 

3. 視、聽障對於網頁之需求有明顯差異，未來於系統介

面之設計應審慎考量其需求。 

4. 尚未有無障礙標章之網站建議是否增列機制鼓勵該網

站取得標章。 

（十一） 有關內文錯漏字及用語修正建議如下： 

1. 報告內文請一律使用正體字；另用語中「部分」、「部

份」混用，建議統一使用「部分」。 

2. P.1「剥奪」應為「剝奪」。 

3. P.1 第一章緒論應為五節，請修正提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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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46 內文說明提及「……經期中審查後修正為六大

類」，應為五大類，請修正。 

5. P.90 第四行，訪談者編號缺漏，請修正。 

6. P.105 表 4.6 總計應為 87，請修正。 

7. P.262 簡介欄位標點符號同時使用了「，。」請修正。 

8. P.268 建置背景說明中系統名稱應為「視障電子資源

整合查詢系統」，請修正。 

9. 表目次 4.6 名稱與內文不一致，請修正。 

捌、 結論： 

一、 感謝研究團隊的努力及用心，請研究團隊續依委員建議進

行期末報告內容文字及架構之修正，於計畫規定時程內送

交本館審查通過後辦理結案。 

二、 本案屬實務性研究，請業務單位後續依研究結果執行，以

使本館系統能更加符合使用者之需求。 

玖、 散會： 上午 1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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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二：期末報告審查意見修正情形對照表 

審查意見 回覆及處理說明 

一、報告格式撰寫： 

（一）文中標註參考資料來源部分，若為國

外作者建議名字後面應用半形標點符號，並

空一格後再列年份。 

已全盤檢視修正。 

（二）附錄八主題分類標示符號大小不一，

請修正一致。 

經檢視報告內文行文順序，調

整順序至附錄九，並全盤檢視

修正分類標示符號。 

二、報告內容撰寫： 

（一）報告架構完整，內容嚴謹清晰，十分

具有參考價值。 

感謝肯定。 

（二）有關收錄之主題資源網站，詮釋資料

內容建議可以加入年齡別之敘述，以利使用

者取用資源時有所判斷依據。 

已將全部收錄網站之詮釋資

料皆增加「適用年齡」欄位。

（三）訪談中有部分受訪者所提及之網站名

稱以〇〇代替，如未有無法公開之顧慮或理

由，建議可以提供全名。 

訪談引錄以OO取代之專指名

稱，全部改以真實全名顯示。

（四）有關表 4.4 身心障礙者受訪背景，建

議除標示障別外，如兼具身心障礙團體代表

身分，可加註以擴大其建議意見代表性。 

已於表 4.4 增加「身分別」一

欄標示是否為身心障礙團體

代表。 

（五）有關身心障礙者對社群網站與一般網

頁之需求觀點描述有所矛盾，例如 p.71 提及

社群網站穩定度低不建議收錄，但後續又提

及會利用社群網站取得資訊，建議於邏輯敘

述順序部分可再釐清以利理解。 

有關不同需求表現意見立場

不一致情形，雖忠實呈現於訪

談稿，但最終結論部分將加強

說明。本報告已於結論一節第

四點陳述釐清此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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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回覆及處理說明 

（六）有關訪談對象之用語不一，造成理解

混淆，例如 p.38 關於圖書館員的敘述中出現

圖書館網站管理者、圖書館身心障礙服務館

員等，建議清楚說明或統一用語。 

已將不一致用語統一為“ 圖

書館工作人員”。 

（七）P.51 提及建立評分結果分布與統計分

析表，但 p.54 表 4.1 呈現的是平均數，雖有

呈現結果但未呈現分布或整體分析，建議用

語可修正。 

已將“各主題網站評分結果

分布與統計分析表＂改為

“各主題網站評分結果統計

表＂。 

（八）P.56（二）各檢核指標評分情形，於

內文敘述建議統一放上評分中得分最高與最

低之內容。而有關表 4.2 之評分結果，建議

再度確認並進行說明修正。 

已重新檢視修正表 4.2 評分結

果說明。 

（九）建議附錄六新增之網站也同樣進行內

容品質分析，提供質性與量化評分，以示嚴

謹。 

新增收錄之 15 個網站已加上

質性與量化分析，置於附錄

七，並於第四章第四節加上文

字說明。 

（十）有關第五章結論建議部分： 

1. 期待可更具體性及結構化，例如以網頁

現況、身心障礙者需求等順序陳述，會

更呼應研究問題與目的，亦更能提供實

務操作參考。 

已依研究目的順序，重新調整

結論點次順序。 

2. 建議因應訪談結果，列出本研究執行之

限制，例如對象以視障或聽障為主，未

完整反應其他障別。 

已增加研究限制說明。 

3. 視、聽障對於網頁之需求有明顯差異，

未來於系統介面之設計應審慎考量其

需求。 

已於網站功能需求建議中，增

列文字說明，提供未來系統開

發設計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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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回覆及處理說明 

4. 尚未有無障礙標章之網站建議是否增

列機制鼓勵該網站取得標章。 

已於未來研究建議中增列此

項研究建議。 

（十一） 有關內文錯漏字及用語修正建議

如下： 

1. 報告內文請一律使用正體字；另用語中

「部分」、「部份」混用，建議統一使用

「部分」。 

已檢視修正。 

2. P.1「剥奪」應為「剝奪」。 已修正。 

3. P.1 第一章緒論應為五節，請修正提要

內容。 

已修正。 

4. P.46 內文說明提及「……經期中審查後

修正為六大類」，應為五大類，請修正。

已修正。 

5. P.90 第四行，訪談者編號缺漏，請修正。 已修正。 

6. P.105 表 4.6 總計應為 87，請修正。 原收錄網站總計雖為 87，經全

盤檢視修正後，已改為 86，併

同修正。 

7. P.262 簡介欄位標點符號同時使用了

「，。」請修正。 

已修正。 

8. 表目次 4.6 名稱與內文不一致，請修正。 已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