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
修正總說明
現行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
於一百年十二月十五日訂定發布。為配合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公布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第一項)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
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源共享及廣泛利用
現代化數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可接觸
之數位格式提供圖書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其他特定身心障礙者
之運用。(第二項) 前項受指定之圖書館，對於視覺功能障礙者及前項其
他特定身心障礙者提出需求之圖書資源，應優先提供。
（第三項）第一項
規劃、整合與典藏之內容、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等辦法，由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定之。」
，已擴大服務範圍，除原有視覺功能障礙者外，亦包
括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
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名稱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
。（修正名稱）
二、修正本辦法之法源依據及本辦法所稱數位化圖書資源之定義。
（修正
條文第一條及第二條）
三、將所定「電子化圖書資源服務」修正為「數位化圖書資源服務」
；
「閱
覽服務」修正為「接觸服務」。
（修正條文第三條至第十一條）
四、免費郵遞服務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補助之。
（修正條文第七條）

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利用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 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 為配合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
資源利用辦法
資源利用辦法
修正公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
條之一，爰修正本辦法名稱
為「身心障礙者數位化圖書
資源利用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身心 第一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
(以下簡稱本法)第三
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二
十條之一第三項規定
項規定訂定之。
訂定之。

說

明

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規定：
「(第一項) 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應依視覺功能障礙者、
學習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
其他感知著作有困難之特定
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考量資
源共享及廣泛利用現代化數
位科技，由其指定之圖書館
專責規劃、整合及典藏，以
可接觸之數位格式提供圖書
資源，以利視覺功能障礙者
及其他特定身心障礙者之運
用。(第二項) 前項受指定之
圖書館，對於視覺功能障礙
者及前項其他特定身心障礙
者提出需求之圖書資源，應
優先提供。
（第三項）第一項
規劃、整合與典藏之內容、
利用方式及所需費用補助等
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
定之。」
，爰修正本辦法之法
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數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電子化
位化圖書資源，指視
圖書資源，指視覺功能障
覺功能障礙者、學習
礙者（以下簡稱視障者）
障礙者、聽覺障礙者
運用輔助設備可讀取之電

配合本法第三十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爰將現行規定「電
子化圖書資源」修正為「數
位化圖書資源」
、增列學習障

或其他感知著作有困

子 化 格 式 文 字 檔 、 有 聲 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其他感

難之特定身心障礙者
（以下簡稱身心障礙
者）運用輔助設備可
接觸之數位格式文字
檔、有聲書、大字體
圖書、點字圖書及其
他圖書資源。

書、大字體圖書、點字圖 之著作有困難之特定身心障
書及其他圖書資源。
礙者之規定、
「讀取」修正為
「接觸」，及「電子化格式」
修正為「數位格式」。

第三條 教育部依本法 第三條 教育部依本法第三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之
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
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指定
修正，爰將現行第一項
規定指定之圖書館
之圖書館(以下簡稱專責
序文所定「電子」修正
(以下簡稱專責圖書
圖書館)，應規劃辦理下列
為「數位」及第四款所
館)，應規劃辦理下列
數位化圖書資源服務
事項：
一、 資源徵集。
二、 資源編目。
三、 資源典藏。
四、 接觸服務。
五、 推廣及研究。
六、 館際合作。

電子化圖書資源服務事
定「閱覽」修正為「接
項：
觸」
；另第五款酌作文字
一、 資源徵集。
修正。
二、 資源編目。
二、考量第七條規定內涵已
三、 資源典藏。
包括現行第二項規定，
四、 閱覽服務。
爰現行第二項予以刪
五、 推廣與研究。
除。
六、 館際合作。
前項第四款閱覽服
務方式，得視需要採遠
距、到館或其他方式行
之。

第四條 專責圖書館應 第四條 專責圖書館應依視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之
依身心障礙者需求，
障者需求，徵集電子化圖
修正，爰第一項序文及
徵集數位化圖書資
書資源，其徵集方式如
第二項「視障者」修正
源；其徵集方式如下：
下：
為「身心障礙者」，「電
一、接受贈與。
一、接受贈與。
子化圖書資源」修正為
二、自行採購。
二、自行採購。
「數位化圖書資源」，
三、自行或委託製作。
三、自行或委託製作。
「電子化格式」修正為
四、取得授權複製。
四、取得授權複製。
「數位格式」
，其餘酌作
專責圖書館規劃
訂定前項資源之數位
格式時，應邀請身心障
礙者教育機構及身心
障礙者代表提供意見。
專責圖書館對第

專責圖書館規劃訂定
文字修正。
前 項 資 源 之 電 子 化 格 式 二、第三項未修正。
時，應邀請視障者教育機
構及視障者代表提供意
見。
專責圖書館對第一項

一項第一款之贈與

第一款之贈與人，得以獎

人，得以獎狀或獎金方
式公開表揚。

狀或獎金方式公開表揚。

第 五 條 專責圖書館為 第五條 專責圖書館為有效
有效管理數位化圖書
管理電子化圖書資源，應
資源，應將徵集到館
將徵集到館之電子化圖書
之數位化圖書資源分
資源分類編目及建檔管
類編目及建檔管理，
理，並提供便於視障者利
並提供便於身心障礙
用之電子化圖書資源查詢
者利用之數位化圖書
目錄。
資源查詢目錄。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修
正，爰將「電子化圖書資源」
修正為「數位化圖書資源」，
「視障者」修正為「身心障
礙者」。

第 六 條 專責圖書館典 第六條 專責圖書館典藏電
藏數位化圖書資源，
子化圖書資源，以提供視
以提供身心障礙者應
障者應用為限，並應採帳
用為限，並應採帳號
號或其他權限控管方式管
或其他權限控管方式
理。
管理。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修
正，爰將「電子化圖書資源」
修正為「數位化圖書資源」，
「視障者」修正為「身心障
礙者」。

第七條 專責圖書館辦 第七條 專責圖書館辦理電 一、 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
理數位化圖書資源接
子化圖書資源閱覽服務，
第二條之修正，爰將「電
觸服務，應提供身心
應提供視障者以電話、通
子化圖書資源」修正為
障礙者以電話、通
信、傳真或網際網路方式
「數位化圖書資源」，
信、傳真或網際網路
提出申請服務；外借圖書
「閱覽」修正為「接
方式提出申請服務；
外借圖書資源，得提
供身心障礙者免費郵
遞服務。
前項免費郵遞服
務，郵遞機構有免費規
定者，依其規定；無規
定或不足者，由教育部
依第十一條規定，補助
專責圖書館。

資源得以視障專用郵包免
費郵遞。

觸」，「視障者」修正為
「身心障礙者」
；另考量
現行相關法規並未有提
供身心障礙者專用郵包
免費郵遞之規定，爰刪
除所定「專用郵包」規
定，其餘酌作文字修
正。
二、 依 實 際 情 況 增 列 第 二
項，明定免費郵遞服
務，由教育部寬列預算
補助專責圖書館辦理。

第八條 專責圖書館應 第八條 專責圖書館應有適
有適足人員編制、設
足人員編制、設備及空間
備及空間，提供身心
提供視障者閱覽服務，並
障礙者接觸服務，並
備置符合視障者需求之閱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修
正，爰將「視障者」修正為
「身心障礙者」，「閱覽」及
「閱讀」修正為「接觸」
；另

備置符合身心障礙者

讀設備及輔具，必要時， 增列得提供輔具借用服務；

需求之接觸設備及輔
具；必要時，得提供
設備及輔具借用服
務。

得提供設備借用服務。

第 九 條 專責圖書館應 第九條 專責圖書館應蒐集
蒐集世界各國數位化
世界各國電子化圖書資源
圖書資源採用之格式
採用之格式及服務方式，
及服務方式，以辦理
以辦理電子化圖書資源推
數位化圖書資源推廣
廣與研究，並得與視障者
及研究，並得與身心
福利機構、學校或相關機
障礙者福利機構、學
關團體採合作或委託方式
校或相關機關、團體
採合作或委託方式辦
理之。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修
正，爰將「電子化圖書資源」
修正為「數位化圖書資源」，
「視障者」修正為「身心障
礙者」；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辦理之。

第十條 專責圖書館應 第十條 專責圖書館應統合
統合各機關及民間團
各機關與民間團體電子化
體數位化圖書資源，
圖書資源，建置單一查詢
建置單一查詢窗口網
窗口網站，並提供視障者
站，並提供身心障礙
無障礙之網路查詢、閱讀
者無障礙之網路查
或下載服務。
詢、接觸或下載服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修
正，爰將「電子化圖書資源」
修正為「數位化圖書資源」，
「視障者」修正為「身心障
礙者」，「閱讀」修正為「接
觸」。

務。
第十一條 教育部應寬 第十一條 教育部應寬列電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條 之 修
列數位化圖書資源服
子化圖書資源服務預算， 正，爰將「電子化圖書資源」
務預算，補助專責圖
補助專責圖書館辦理各項 修正為「數位化圖書資源」。
書館辦理各項數位化
電子化圖書資源服務。
圖書資源服務。
第十二條 專責圖書館 第十二條 專責圖書館每年 本條未修正。
每年應提出工作成果
應提出工作成果報告，報
報告，報教育部備查。
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 第十三條

布日施行。

施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 本條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