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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FLA 讀寫障礙人士的圖書館服務指引 - 修訂和擴展 - 旨在為 IFLA 專業單位及其全球

成員提供有關開發和實施讀寫障礙人士圖書館服務的指導。這些指導方針同時亦是對

IFLA 於 2001年發布的專業報告第 70號指引的修訂和延展。 
 

這指引是由 Library Services to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Section（LSN）和

Libraries Serving Persons with Print Disabilities Section（LPD）組成一個國際工作

小組，聯手負責制定。 
 

這計劃獲 IFLA 計劃預算（計劃編號：E3.09.1-2 / 12）確認及支助。 

此指引由 IFLA 分部 III / LSN 發起。 
 

工作小組成員： 

• Saskia Boets (Luisterpuntbibliotheek, Flemish 有聲書及點字書圖書館, 比利時) 

• Helle Mortensen (Lyngby-Taarbaek 公共圖書館, 丹麥) 

• Koen Krikhaar (Dedicon, 荷蘭) 

• Misako Nomura (日本殘疾人士康復協會, 日本) 

• Mieke Urff (Dedicon / Windesheim 大學, 荷蘭) 
 

這個計劃的第一次會議是在 2012年 8月於赫爾辛基舉行的 IFLA 世界圖書館和資訊大

會（WLIC）上進行。 經過多個 Skype 視像會議、電子郵件和兩次面對面的會議之

後，我們便準備在里昂的世界圖書館和資訊大會（2014年 8月）上發佈修訂和延展

IFLA 讀寫障礙人士圖書館服務指引。 
 

工作小組透過 IFLA 六個相關部門的主席，向 IFLA 提出了建議和良好實踐方案（2012

年 11月）。 

小組成員向國際知名的讀寫障礙專家、讀寫障礙協會、信息專業人員和經驗豐富的圖

書館職員諮詢。 

該小組充分利用了現有國際調查的數據，並收集了許多最佳實踐的例子，  

最重要的是他們從自己的組織和日常工作中所獲得的豐富經驗、專業知識和專長。 
 

草稿版本曾郵寄給許多讀寫障礙和圖書館專業人員修改，幸運的是，我們找到了一些

具批判性和建設性的評論。 
 

工作小組十分感謝他們的寶貴意見和評價。 

 

 特別鳴謝： 

• Gyda Skat Nielsen (丹麥) 及 Birgitta Irvall (瑞典), 他們是 IFLA 2001 年《為讀寫障礙

人士提供圖書館服務指引》的啟發者，他們鼓勵我們完成經修訂的指引。 

• Annemie Desoete （比利時根特大學） 

• Pamela Deponio（英國愛丁堡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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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Seadle（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 Nancy Panella（美國 St. Luke's-Roosevelt 醫院中心） 

• Jenny Nilsson (瑞典 Swedish Accessible Media Agency)  

• Hanneke Wentink (荷蘭 Saxion 大學)  

• Michael Kalmár （歐洲讀寫困難協會） 

• Nancy Bolt (美國 Nancy Bolt & Associates) 

• Carolyn Hunt (英國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Helen Brazier (英國 Henshaws Society for Blind People) 

• Birgitte Sloth Jørgensen (丹麥 Herning 公共圖書館)  

• Lene Schrøder (丹麥 Herning 公共圖書館)  

• Bas Pattyn 及 Vincent Knecht (比利時 The Factory Brussels)  

• Andrew McDonald (英國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Genevieve Clavel-Merrin (瑞士國家圖書館)  

• Patrice Landry (Swiss National Library) （瑞士國家圖書館） 

專業組別團隊提供了這個指引，希望能激發更多的討論，幫助開發展更好的服務。我

們邀請來世界各地的圖書管從業員、教師和輔導員，提供更多的優秀實踐方案，來擴

展和豐富這個指引。 
 

最重要的是，項目團隊希望有更多讀寫障礙人士在未來的日子裏、能從鼓舞人心和有

創意的圖書館內，發現並享受當中的美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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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的孩子渴望閱讀 

這就是我熾熱的心的要求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我的孩子手裡拿著鑰匙去冒險地 

所有最甜蜜的快樂都在那裡“ 

 
Astrid Lindgren 

 

介紹 

1. 目的 
 

這份指引旨在幫助圖書館為有讀寫障礙人士提供服務，它也可以應用於服務其他有閱

讀困難的讀者。  

 

無論是為有閱讀和學習困難的人士提供服務的受過培訓或經驗不足的圖書館從業員來

說， 皆期望這個指引能成為這些人員的工具。 
 

其目的是提供全面和最新讀寫障礙人士圖書館服務的知識彙編，並建立一個包含背景

信息和最佳實踐案例的知識庫，這些也可通過 IFLA 網站獲取(www.ifla.org/lsn)。 

 

2. 背景 
 

IFLA 在 2001 年出版了《為讀寫障礙人士提供圖書館服務指引》（Gyda Skat 

Nielsen 和 Birgitta Irvall 專業報告第 70 號。 
 

直到上世紀最後十年，決策者、信息提供者和圖書館從業員，才開始意識到讀寫障礙

的重要性、範圍和社會影響。 早期讀寫障礙被視為是一個教育的問題，可以通過輔

導教學來「治療」。 從那時起，越來越多的研究已經改變了我們對讀寫障礙的理

解，使其內容減少了醫療，添加了社會化。   這樣便改變了我們對讀寫障礙人士的態

度。 與其試圖訓練他們閱讀印刷物和正確串字，在許多情況下到時徒勞無功，我們

現在明白應該用更具創意的解決方法來支持他們，例如另類閱讀和寫作方式。 
 

近年來，許多國家擴大了最初設計用於支持視障人士的版權豁免權，以涵蓋包括所有

印刷品閱讀障礙人士，包括讀寫障礙人士在內。 

 

因此，IFLA 通過兩個有關專業組別的夥伴合作，  以圖書館服務支援特殊需要人士組

別（LSN）和為有印刷品障礙人士提供圖書館服務組別（LPD）緊密合作，對讀寫障

礙指引進行了修訂。 

 

http://www.ifla.org/l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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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據 
 

我們參考《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 

我們還參考《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其中闡釋印刷品障礙人士有平等權利去獲得

書籍、知識和信息的同時， 其所付出的金錢及獲得的質素與其他人一樣。（“聯合

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 9條，無障礙）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12年與世界銀行合作發表“殘障世界報告”時，強調了

殘疾人士獲取信息的重要性，並為其摘要在網上提供了一個易「易於閱讀」的版本。 

(http://www.who.int/disabilities/world_report/2011/report/en/index.html) 

 
 

4. 範圍 
 

這份讀寫障礙指引是一份專業報告： 

•可以作為世界各地圖書館界專業人員的諮詢文件。 

• 圖書館從業員可以使用它來查找關於如何識別讀寫障礙的讀者、如何接近他們以及

如何相應地提高圖書館服務的方法、例子和建議。 

• 當中提供小貼士和方法清單、最佳實踐概覽和知識庫。 

 

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學術或科學報告。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有關讀寫障礙的信息以

及讀寫障礙人士可能遇到的挑戰，並以適當的方法提供圖書館服務。 
 

儘管這份讀寫障礙指引側重於公共圖書館，但許多建議和推介也可能對其他類型的圖

書館有所啟發。 

 

這份指引不包括診斷讀寫障礙的方法或工具，也沒有提供讀寫障礙人士可使用的支援

策略課程。 

 

這份指引建基於接受和尊重。 我們的工作是深信讀寫障礙人士有特定的技能和能

力，我們的目標是鼓勵他們欣賞故事、書籍和圖書館。 

 
 
 
 
 
 
 
 
 
 
 
 
 

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
http://www.who.int/disabilities/world_report/2011/report/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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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麼是讀寫障礙？ 
 
 

本章節旨在釐清讀寫困難的概念，討論不同情況的定義，並解釋讀寫障礙人士在閱讀

上可能面臨的挑戰。 
 

讀寫障礙這個詞源自希臘詞 dys（意思是指窮人或不足）和 lexis（意思是言語或語

言）。 有讀寫障礙的兒童和成人患有一種神經系統疾病，導致他們的大腦以不同方

式處理和解讀信息（NCLD，2013）。 這情況不是由精神或感官缺陷、情緒障礙或文

化剝奪造成的。 
 

1.1 討論讀寫障礙的定義 
 

讀寫障礙的定義就如其本身情況一樣複雜，本章節將討論五個國際上相關的定義。 

 

IFLA 在 2009年出版了有關特殊需要讀者群的術語和定義詞彙表（Panella，2009）。

讀寫障礙在詞彙表中的定義是：「讀寫障礙是一種神經病學障礙，干擾著語言學習和

處理，因而引致在閱讀、串字、寫作、口語或/及聽力方面出現問題；儘管擁有正常

的智能和付出足夠的努力，仍然無法學習閱讀和寫作。」 
 

IFLA 的定義與歐洲讀寫障礙協會（EDA）的定義一致，該定義涉及讀寫障礙的神經

系統來源及其對學術和專業發展的影響（EDA，2013）。 歐洲讀寫障礙協會強調，

讀寫障礙與個人的智力、努力或社會經濟地位沒有任何關係。 歐洲讀寫障礙協會定

義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提及讀寫障礙人士面對活在對其不友善世界的挑戰。 
 

國際讀寫障礙協會（IDA）的定義沒有討論讀寫障礙的起源．而是表明有許多可能的

原因。 讀寫障礙被描述為一種基於語言的學習障礙（IDA，2013）。 
 

英國讀寫障礙協會（BDA）的定義提到語言為本技能和其他認知能力之間的差異，但

這已不再是國際上廣為接受的觀點。 這定義還指出讀寫障礙對傳統教學方法的抗

拒，但即使沒有絕對的治療方法，通過特定的干預措施支援還是可以獲得成功的

（BDA，2013）。 
 

最後，世界衛生組織關於“特定發展性讀寫障礙”（1968年）的定義仍然是最簡單

的，其焦點放在有足夠的教育、社會和文化機會下，在其他方面是有能幹的人卻出現

意想不到的讀寫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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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定義告訴我們讀寫障礙不是教學方法不足或個人缺乏努力的結果，而是一種終生

伴隨的殘疾。 

 

EDA 估計世界上有 8％的人口有讀寫障礙，其中 2％-4％會受到其嚴重影響

（Panella，2009）。 
 

與其他閱讀困難相比，讀寫障礙的診斷一直是一個甚為困難的概念。一些研究人員和

從業員建議診斷不是必要的，使用“特定學習差異”（SpLD）較概括的字詞便可，

並針對個人情況開展工作（Elliott and Grigorenko，2014）。 
 

識別讀寫障礙的歷史顯示，最初讀寫障礙被認為是一個醫學問題。 這就解釋了為何

關於讀寫障礙的用語是由醫學起源。 例如︰診斷、治療和治療計劃等字詞被廣泛使

用。 在許多國家，讀寫困難已經長期被納入在所謂的醫學範疇內。 
 

然而，從社會角度來看，讀寫障礙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社會問題。 換句話說，只有在

環境缺乏所需求的環境下，這些人士才會變成殘障。 這社會模式也意味著殘疾人士

和社會都有責任。 殘疾人士從他們的個人經歷中獲得專業知識， 為自己作出選擇。 
 

1.2   讀寫障礙讀者的挑戰 
 

人們通常認為讀寫障礙不僅僅是讀寫能力的相反，儘管識字能力弱最為突出和可能會

首先被發現， 讀寫障礙影響信息處理和存取，包括記憶、處理速度、時間觀念、組

織和排序上的困難（BDA，2013）。 
 

這份指引集中在閱讀和應用圖書館上的問題。 

 

潛在的問題：語音意識水平低 

語音意識主要是關於理解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關係。 讀寫障礙人士通常表現出比同

齡人士更低的語音意識水平，並且與他們的認知水平相比，他們的意識低於預期。 
 

什麼是語音意識？ 這是一個包羅不同技能的系統： 

• 意識到一種語言有不同的聲音 

• 押韻意識 

• 意識到句子可以分拆成單詞、音節和音素 

• 討論、反思和操縱聲音的能力 

• 了解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關係 
 

讀寫障礙讀者的語音意識水平較低是導致閱讀困難的主要原因。 然而，Stanovich

（1986）建立了一個相互的因果關係：語音能力差妨礙了閱讀能力過程，但是由於閱

讀稍遜人士在串字到聲音解碼方面遇到困難，因此延遲了詞語識別的自動性和速度上

的發展。 這是一個循環的開始，缺乏實踐、缺乏解碼技巧和遇上艱深閱讀材料會令

讀寫障礙人士卻步。 一無所獲的閱讀經驗妨礙了他們的閱讀理解，盡量避免操練，

這些都是一個下降螺旋的開始，並且會帶來進一步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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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的讀者很快就會到達一個階段 — 當遇到新的和艱深的字詞才需要解碼。 通過更

多的閱讀體驗，他們學習了許多新的詞彙，並獲取關於句法結構的信息和知識。 閱

讀良好、懂得大量詞彙的孩子，往往閱讀更多，學習更多的字義，因此他們的閱讀表

現相對理想。 
 

隨著時間的推移，閱讀稍遜者和良好閱讀者傾向維持他們在閱讀能力上的相對位置

（Shaywitz，1998，p.307）。 詞彙不足的兒童，閱讀緩慢並且不感興趣，少閱讀，形

成詞彙發展較慢，這妨礙了閱讀能力的進一步增長（Stanovich，1986）。 這過程就如

“使用它, 若不是就會失去它！” 
 

1.3 對閱讀的影響：讀寫障礙讀者的特徵 
 

雖然讀寫障礙讀者不能被視為同質性群體，但他們有一些共同特徵： 

• 閱讀速度緩慢 

• 必須閱讀某些文字或段落兩三次 

• 傾向於在頁面上迷失，然後不得不搜索他們正在閱讀的句子 

• 在文字閱讀層面上花費很多精力，因此沒有完全掌握文本意思 

 

一些患有讀寫障礙人士儘管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他們仍然喜歡閱讀，但是許多讀寫

障礙人士逃避閱讀或在強制下才會閱讀。 
 

讀寫障礙人士的其他困難 

雖然各國的清單各不相同，但幾乎所有清單都提到除閱讀以外，其他讀寫障礙人士所

遇到的困難，其中一些可能會影響他們使用圖書館或在線目錄。 
 

例如： 

• 把所思考的問題化作文字或清楚地制定問題（寫作和口述） 

• 尋找詞語見困難 

• 同時執行兩項任務時感到困難（例如：邊聆聽邊做筆記） 

• 在時間壓力下工作感到困難 

• 執筆寫字表現欠佳 

• 在查找按英文字母排列的資訊上感到困難 

• 難以在建築物內找到自己的路向 

 

有許多國家把讀寫困難讀者的特點和問題交由國家組織描述，建議圖書館索取可用於

其國家的清單副本。 
 

1.4 不同語言的不同問題 
 

這份指引適合不同語言的圖書館從業員使用。 因此，對不同語言在學習困難(如讀寫

障礙)上的影響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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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Davis（2005）的說法，一些字母語言具有所謂的“淺”拼字法，而其他語言具

有“深” 拼字法。 “淺”拼字法意味著書寫系統中的字母和聲音（字形和音素）之

間的對應關係接近一對一。 芬蘭人提供了 一個很好例子．其 23 個音位符合確切字母

數量。 
 

芬蘭書面語與英文書面語 ，它似乎是世界上最不規則的“深” 拼字法。 在英語中，

讀者必須能夠對多字母和通常不一致的字形進行字形劃分。 英文字母基本發音知識

不足以使用於辨析字形/音素（字母/聲音）。 
 

大腦在成功閱讀時必須首先在文字及其讀音建立正確的聯繫。 在一些拼字法中，一

個音素可以有多個拼寫，而在另一些拼字法中拼寫總是相同（Davis，2005）。 
 

1.5 讀寫障礙人士的觀點 
 

重要的是要知道讀寫障礙不是一種疾病，並不是人們成長中形成的。 然而，顯然讀

寫障礙沒有對學術和專業發展構成負面影響（BDA，2012）。 
 

早期識別及適當的介入和支援可以幫助有讀寫障礙人士發展對策，來適應他們的狀

況。 

 

 

 

 

 

 

 

 

 

 

 

 

 

 

 

 

 

 

 

 



14 
 

 

 

 

 

 

 

2.   法律背景 

 
 

本章節主要陳述法律背景和版權。 許多國家的版權法包括為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的豁

免及限制的特定部分。 這有一個正面好處，在很多情況下，出版刊物和書籍可符合

讀寫障礙讀者的需要和喜好。 如果這是在特定特殊版權條件下完成的，那麼材料被

描述為調適或無障礙版本。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版本都附有特別借閱條款，不能與

公眾館藏混合存放。 
 

2.1 版權問題 
 

版權意指製作一份副本。 這是一項強大的不容置疑的權利，這權利自動連帶向公眾

提供一份文學作品，即出版。大多數國家為作者作品提供某種版權保護，並簽署了一

項或多項國際版權條約和公約，例如包括《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伯爾尼公約》和為

外國作品提供保護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版權條約》。有些國家僅僅依靠

國家法律保護。 
 

版權通常設有期限．一般來說在作者死後 70年到期。作者的作品便屬公用，任何人

都可以自由複制。著名的不受版權限制圖書是 1972年的古登堡計劃(The Gutenberg 

Project) ．計劃致力於通過互聯網（http://www.gutenberg.org）以數碼形式提供所有作

品。這是世上最古老的電子圖書館，其館藏在 2014年便有超過 45,000 冊圖書（電子

書）。 
 

2.2 為讀寫障礙人士提供圖書館服務的啟示 
 

為了向讀寫障礙人士提供最好的圖書館服務，館長需要對法律和版權條件有所認識。 

根據相關物品的版權狀況，條件可能會有所不同。 
 

這裡有一些方向提示： 

• 有問題的項目是一般館藏的一部分嗎？ 若是，無論讀者的閱讀能力如何，項目也可

被借出。 

• 如果有問題的項目是在殘疾豁免情況下生產的，因此不屬於一般館藏，則只有屬於

法例允許的受益群的讀者才可以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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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國家版權法中有為印刷品閱讀障礙人士而設的版權法，請檢查豁免範圍是

否包括讀寫障礙人士。 如果是，這項目或須交由相關讀者參與處理。 如果否，可

能須與出版商協會達成協議，為視力障礙人士以外的讀寫障礙者提供圖書館服

務。 作出這種安排的國家有法蘭德斯 - 比利時、荷蘭和丹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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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歡迎來到我們的圖書館！ 
 

你的圖書館應該做些什麽來支援讀寫障礙人士？ 
 

3.1 介紹 
 

閱讀的權利 

獲取資訊是與閱讀密切相關的人權。 閱讀是社會一種社經必需品，文字語言表達植

根於文化。 能夠閱讀並不僅僅是一種智力技能，它亦具有深層社會和文化意義。 無

法閱讀增加了被社會排斥的風險，以及其對參與、發展乃至健康的所有負面影響。 
 

包容 

一個 能夠涵蓋讀寫障礙人士生活各細節的綜合模式，對於他們應付在學校、家中、

工作場所，學習地點或圖書館帶來的不同挑戰皆十分重要。成功故事、肯定和良好榜

樣是動力來源，這些都是驅使讀寫障礙人士達致成功的重要元素。 

 

增加對讀寫障礙的了解和認識將有助洗去讀寫障礙人士蒙受的污名， 錯誤認為他們

是有閱讀和寫作的困難是基於缺乏認知。 

 

讀寫障礙人士可採用多種策略以作補足，多年來顯示成效更能做到圖書館讀者友好及

更具包容性，這裏包括使用合適的閱讀和書寫工具。 

 

持分者和夥伴關係 

圖書館、教育組織和當地市政府之間的合作非常重要。 其他相關群體還有父母、工

會、讀寫障礙協會、就業中心、閱讀顧問和為讀寫障礙人士提供服務的專業圖書館。

像監獄這樣的機構可能有許多囚犯有讀寫障礙和閱讀困難，與夥伴合作有助獲取重要

資訊，明白他們的需要，並向他們推介適切的圖書館服務，使他們受惠。 

 

3.2 圖書館經驗 

 

圖書館的焦點是知識、經驗和學習。讀寫障礙人士可能缺乏基本的圖書館經驗和使用

習慣。 他們可能沒有很多閱讀樂趣體驗，也不了解圖書館在休閒、活動和學習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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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圖書館面臨的基本挑戰是宣傳圖書館不僅僅是一個個書架上的書籍，圖書館還

可以幫助有閱讀困難人士使用各種策略（包括閱讀技術）來獲取印刷讀物資訊 。 

 
 

3.3 圖書館空間和擺設 

 

在靠近圖書館服務台的中心位置提供「易於閱讀」的材料和資訊科技工具是非常重要

的。 諸如閱讀和拼寫軟件、閱讀筆和專用移動應用程式等資訊科技工具．以便需要

時向有讀寫障礙人士解釋（有關更多信息，請參閱第 6章節）。 

 

考慮使用「易於閱讀」的標誌和示意圖。 

 

以下是一些提示和小貼士： 

• 擁有清晰標誌和象形圖（圖示）的建築物都能方便每位訪客到處遊走，感到圖書館

讀者友好的一面。 

• 確保指示牌不使用連續的大寫字母、斜體或下劃線。 

• 創建一個鼓舞人心的「易於閱讀」區域，讓圖書館讀者可以坐下來，輕鬆地在瀏覽

館藏和探索資訊科技工具。 

• 選擇能促進瀏覽和閱讀的家具： 所擺放的物品正面朝外擺放。 讀寫障礙圖書館讀

者及其持分者可參與選擇過程。 使用清楚可辨識的書架標誌。 

• 將「易於閱讀」的材料放在有聲書附近， 結合印刷書籍及其音頻或 DAISY 版本

（請參閱 5.3。DAISY 錄音書），並且清楚地表明種類 ，在書籍和其他材料上標註

象形圖和標籤。 

 

圖書館還可以提供一個“以不同方式閱讀”的 角落，把錄音圖書、 印刷書籍和

DAISY 圖書、「易於閱讀」材料和大字圖書擺放在一起，方便找尋。 例如 Apple 

Shelves和「Makkelijk Lezen Pleinen」（「易於閱讀」廣場 - 見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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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記綜合模式的重要性，導致令人愉快的閱讀體驗價值鏈可能會在很多細節上被瓦

解，包括圖書館的註冊過程。可從客戶的角度考慮整體經驗，亦可諮詢圖書館讀者以

確定每個細節萬無一失。 

 

材料和選書標準 

館藏發展應該包含「易於閱讀」的書籍，結合 CD或 DAISY 書籍，還有包括不同難

度等級的小說和非小說類書籍，以配合不同讀者的口味、興趣和能力。 

 

以下是一些為讀寫障礙人士或其他閱讀障礙圖書館讀者選書的標準： 

• 簡短字詞和句子 

• 多圖 

• 垂直左側的空白邊/沒有右側的空白邊（調教左側和右側參差不齊）可以提高可讀

性 

• 避免文本以大楷書寫 

• “嘈雜”的顏色（太明亮、混合、色彩衝撞） 

 

材料顯示 

將所有材料封面向外．書脊面向讀者擺放。一本有趣或有意義的封面圖畫可以吸引讀

者，而書脊刺激則不不容易引起好奇心．讀寫障礙人士難以閱讀側面文字。 

 

象形圖標誌 

象形圖標誌可以讓圖書館讀者輕鬆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小說和非小說的象形圖示標

誌例子可以在以下網站找到： 
http://www.letbib.dk/res/docs/pictogrammer-faglitteratur.pdf 
http://www.letbib.dk/res/docs/pictogrammer-skoenlitteratur.pdf 

它們可以印刷、過膠並放置在材料上。或者，使用結合了小說和非小說的主題象形圖

標誌，如戰爭或體育。 

 

資訊科技工具 

讀寫障礙人士可以利用不同技術來幫助他們克服一些閱讀問題．了解這些工具的獲得

及使用方法十分重要。 

 

資訊科技工具的外觀和感覺應具包容性，換句話說，他們看起來應該像普通主流工

具。 

 

有關資訊科技位置的一些想法 

• 將電腦放在有聲書和其他材料附近，以便讀取。 

• 所有圖書館電腦應用讀寫輔助科技。 

• 在圖書館網站上按步就班握要列明資訊科技工具使用指引。 

 

網站 

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得到和利用網站資訊和圖書館目錄，這可以通過使用簡單的畫面結

http://www.letbib.dk/res/docs/pictogrammer-faglitteratur.pdf
http://www.letbib.dk/res/docs/pictogrammer-skoenlitteratu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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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清晰及適應性強的字體、間距和顏色，以及朗讀按鈕來實現。 

圖書館的搜索引擎應該基於象形圖標示以設，如果結果列表顯示資料的首頁和簡短易

讀的內容描述，將有助資料搜尋。 

 

其他選項包括： 

• 讀寫障礙者的選項清單 

• 設置不同的字體 

• 針對個別特殊需要群體的鏈接，小部件和應用程序 

• 能夠搜索「易於閱讀」的材料 

• 用於搜索目錄的語音合成器 

• 以影片取替文字的圖書館服務介紹 

• 展示專門照顧讀寫障礙和閱讀困難的工作人員的姓名和照片 

 

如欲獲得有關資訊詳情，請瀏覽無障礙網絡倡議 WAI 

http://www.w3.org/WAI/intro/accessibility.php 

 
 

 

 
 

3.4 圖書館內外的營銷 

 

圖書館為讀寫障礙人士提供的服務應在圖書館之外的地方推廣宣傳，圖書館應給予具

體例子，說明閱讀障礙人士如何從圖書館使用中受惠。 

 

以下是一些營銷理念： 

• 使用可識別的商標．避免冗長的解釋。 

• 歡迎傳單須易於閱讀，資訊豐富，並設有印刷和電子版本。  資訊廣泛分佈在

教育機構、工作場所、學校、商店、就業中心和醫生辦公室。 讓殘疾專家和

有讀寫障礙人士參與創作和宣傳。 

• 製作圖書館服務的教育短片，可以令到讀者觀看和聆聽，可能比文字閱讀更容

易。 使用簡單的設備製作出色的短片。 

http://www.w3.org/WAI/intro/accessibilit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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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屏幕上顯示信息。 

• 設立「偶爾留低會議」(drop-in sessions) 或「偶爾留低咖啡室」(drop-in café)

提供技術支援以及跟讀寫障礙專家會面的機會，此類活動還鼓勵讀者與接受同

樣挑戰的人多加交流分享。 

• 圖書館參觀：展示相關材料，並強調印刷書籍以外的材料。 

• 訓練課程： 

- 對象為讀寫障礙的學生（與專業教師合辦）; 

- 對象為有讀寫障礙的成年人（與公司、教育機構和工會合辦）; 

- 對象為家長和孩子（與閱讀顧問和老師合辦）; 

- 新媒體和電子書課程。 

• 在讀書會上使用印刷刊物和有聲書。 

• 電子報是一種與圖書館讀者保持聯繫的方式。 他們可以透過電子報 獲得有關

新書、即將舉辦的講座活動和最新閱讀工具的信息。 如果可能的話，製作一

個「易於閱讀」的版本或包含語音版本。 

• 「易於閱讀」的“本月推介書籍”。 

• 功課支援。 

• 當地報紙、暢銷雜誌、社交媒體、網站、收音機和電視中的文章和廣告。 

• 活動：通知讀寫障礙圖書館讀者不同時段進行的圖書館活動，不要忘記提及兒

童活動。一些由社會知名讀寫障礙人士主持的夥伴協助活動、閱讀工作坊和講

座；客席主持人可能是讀寫障礙圖書館讀者的好榜樣，例如作家、演藝人員、

音樂家、出色的喜劇演員、政治家和體育人物等；參加本地活動藉以宣傳圖書

館所提供的活動。 

 

 

3.5 其他類型的圖書館 
 

兒童圖書館 

第3章中提到的建議和行動也適用於兒童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 然而，父母也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 

 

父母 

並不是所有的家長能把閱讀看作家庭休閒活動，也許他們並不知道有什麼工具和方法

可以幫助提高孩子的閱讀能力。跟孩子閱讀可能不是家庭傳統習慣，父母可能不熟悉

解決閱讀困難的方法。 當他們明白  對閱讀、書籍和閱讀技術抱持積極態度的重要

性，他們可能可從中受惠。 

 

讀寫障礙可以是遺傳性的，因此，父母其中一人或兩者也可能有讀寫障礙，閱讀可能

與糟糕的經歷和導致失卻閱讀樂趣的經歷相關，有讀寫障礙的父母可能並不留意到使

Nota用戶群中大約50％的成員表示他們會熱衷於使用圖書館作為與其他讀寫障礙人士會

面的地方。 

（2011年，助聽器和讀寫障礙/ 嚴重閱讀障礙兒童和青少年無障礙學習 。Nota是印刷品

障礙人士的丹麥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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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圖書館服務可以使到他們從中受益。 

 

“Kængurulommen”（袋鼠口袋）是丹麥的一項閱讀運動，以鼓勵有讀寫障礙的父

母跟他們的孩子閱讀（http://www.nota.nu/node/442，短片附帶英文字幕）。 

 

兒童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之間的合作 

為兒童和青年提供服務的圖書館。應與專業教師、學校圖書館主任和兒童圖書館圖館

長保持緊密合作。 

 

良好做法和想法： 

• 與公共圖書館與圖書館主任和教師合作，支援印刷品閱讀讀障礙的兒童和青少

年，Linköpingsstadsbibliotek（瑞典），Anna Fahlbeck的簡報表（見附錄

A）。 

• 佛蘭德斯(Flanders)的一些圖書館使用標籤聯繫印刷版本和DAISY格式的書

籍，即在DAISY書籍上使用標籤註明'圖書館內有此書，並在印刷版本上標註圖

書館內有此書DAISY版本。  

 

 

兒童及青少年可以同時借閱兩種不同版本，以便他們可以通過閱讀和聆聽學習閱讀

技巧。 降低DAISY書籍播放速度的選項，使其成為可貴的閱讀練習。 

• DAISY光碟在瑞典的公共圖書館中附有印刷書籍。 

  

學校圖書館 

學校的重點在於學習。 讀寫障礙兒童應該得到充分的支援，與其他兒童平起平坐平

等參加課堂以及當中社交互動活動。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將教學技能、教育專業與

閱讀輔助知識相結合。如果閱讀困難被視為缺乏能力，則會造成屏障。當孩子們與同

學相比，很快發現自己在閱讀上很多困難，便會影響他們的閱讀表現和自尊心。 

 

及早識別閱讀和寫作困難非常重要，否則讀寫障礙兒童及青少年會感到沮喪，並放棄

追求可達到的合理閱讀水平慾望。 圖書館主任和教師應該意識到這一點，並確保提

供策略、特殊計劃和適切資訊科技工具。 

 

3.6 學術圖書館 

 

越來越多的讀寫障礙學生上了大學，但有些人直到進入高等教育後才確診。這意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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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特別關注讀寫障礙學生無障礙信息的獲取。 

 

對於高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來說，無障礙網站和閱讀材料安排同樣面臨挑戰，可是

挑戰來得更加大，因為信息更為複雜。大學生同樣需要輔導服務，學生可能需要更專

業的材料，以及可能需要更多的個人服務和無障礙課程的安排，平等獲取教育材料是

一個法律問題，獲得便利的方式存取資訊以及圍繞這些的法律問題在不同國家有不同

做法。建議大學的與出版商合作． 使到讀寫障礙及閱讀困難的學生能夠輕易獲取電

子版本 及容許製作適合他們使用的格式。 

 

建議 ： 

• 建立讀寫障礙學生服務，針對讀寫障礙學生進行個別調適，並與出版商合作。 

• 聘用一名殘疾資訊主任與大專院校的殘疾顧問攜手合作。 

• 通過定期培訓，訓練圖書館從業員支援讀寫障礙學生的能力。 

• 延長貸款期限。 

• 提供讀寫障礙支援軟件和輔助技術。 

• 提供免費輔助軟件記憶棒(USB) 借用服務，包括文字轉語音。 

• 在網站上提供資訊，指導如何製作及獲取文件的不同形式版本、資訊的來源及

輔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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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書館職員 

 

 

問：當你在圖書館見到職員時，你會期望他們有何表現？ 

答：他們能提供適切幫助，不要試圖堅持己見，或滔滔不絕扯開話題。 

他們能夠正面積極回答問題，就像是「啊！ 你可以閱讀這個！」 

他們只要提供幫助便可。 

 

(錄音書和閱讀的兒童. 芬蘭的調查, 2013)  
 
 

4.1 提高警覺 
 

我討厭閱讀！ 

“我討厭閱讀！”是一個佛蘭德讀寫障礙兒童及青少年運動的口號。選擇這個口號是

因為運動發起者經常聽到閱讀困難兒童及青少年把這句說話掛在口邊。最初，一些圖

書館館長和特殊教育教師感到震驚，但一段時間後，他們承認人們確實這樣說。 然

而，那些兒童及青少年討厭的是閱讀行為，以及隨之而來的不足之感，而不是故事本

身及其內容。因此，圖書館職員應勸導讀寫障礙青少年嘗試運用印刷（文本）書籍以

外的不同方式去閱讀，以便他們能夠發現他們喜歡或至少感覺較容易容的閱讀方法。 

 

意識，意識，意識 

意識是關鍵詞。對於在圖書館工作的每個人來說，從可能是第一個接觸點的大堂守門

員工到發展策略及作出決定的高級圖書館館長，提高意識皆是非常重要的。 

 

• 客戶服務是提供合理額外支援的起點。 

• 具包容性的思維非常重要，因為這樣可避免了詆毀目標群組，鼓勵圖書館職員

開發更全面的圖書館服務。 

• 意識還意味著理解何時應該積極主動，何時應該退縮。 

• 無障礙意識對圖書館建築和服務的各個方面都十分重要（見第3.3節關於建

築、書架、網站和目錄）。 

• 一切都始於受過良好培訓的員工，能夠真正相信每個兒童、青少年和成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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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閱讀和享受書籍。 

 

4.2 圖書館職員 

 

2001年的讀寫障礙指引指出：「確保閱讀稍遜讀者在圖書館內得到周全的服務是每位

圖書館職員的責任。」對於負責編錄、網站和採購的圖書館職工來說，這是合理和

合適不過的。 

 

然而，很多時候，父母和青少年抱怨工作人員只是顧著在接待處櫃位後面工作。大多

數圖書館都有一名負責兒童服務的工作人員，他們非常了解讀寫障礙人士需要以及處

理辦法。但是那個人可能不需要每天上班，待有需要時便無處求助。因此，分享知識

和基本技能非常重要，讓每位員工都可以幫助所有圖書館讀者。讀者亦需要明白，並

非每個人對一切也瞭如指掌，但基本技能是可以預期擁有的。 

 

閱讀指引 

接受過專業培訓的職員能夠為閱讀障礙人士提供專業服務，成為這些讀者在圖書館的

主要聯絡人，確保所有圖書館員工都能提供基本輔導，並在需要時將讀者轉介給更專

業的同工。 

 

「我的圖書館館長」 

推出“個人圖書館館長”預約選項，以鼓勵圖書館讀者來圖書館，營造安全感。讀者

不必每次到訪圖書館都解釋他們的特殊需要，他們有熟悉他們的圖書館職員，讓他們

更容易及輕鬆地提出問題。向外公開圖書館職員的 “個人圖書館館長” 聯繫資料包

括姓名、電話號碼和相片。請注意，有閱讀困難和讀寫障礙讀者可能較願意通過電話

而不是書面形式進行溝通。 

 

知識分享 

知識分享不僅對圖書館員工十分重要，而且對不同圖書館同工之間以及圖書館職工和

其他讀寫障礙專業人士之間也很重要。這些專業人員包括特殊教育教師、圖書館主

任、駐校及成人教育的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以及本地和國家讀寫障礙組織讀寫

障礙組織。讀寫障礙組織的經驗和知識尤其具有高度價值。 

 

通過相互合作及相關組織和持分者建立夥伴模式，能大大提升圖書館服務質素。 

 

4.3 圖書館學校 

 

許多圖書館工作人員在圖書館學校開始他們的專業教育和培訓。但是，在一些國家，

特定的圖書館培訓計劃已不復存在，其他國家尚未出台。 
 

如果有圖書館及/或信息專業人士課程，其包括對有特殊需要圖書館讀者的意識至為

重要，例如讀寫障礙人士。圖書館學校通常會針對不同讀者群的需求舉辦短期課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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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但是納入正規課程會更有效。 

 

「邀請讀寫障礙人士與圖書館學校學生對話，直接講解他/她希望圖書館提供的閱讀

材料和服務可能更為實用（《讀寫障礙人員圖書館服務指引》,2001，第6頁）。」讀

寫障礙組織和特殊需要圖書館也可以提供有趣的相關信息和建議。 

 

4.4 終身學習 

 

特殊需要圖書館館長通常會提供額外的培訓，以提高同事的意識和知識。有機會與其

他圖書館同工以及讀寫障礙學校和教育機構分享信息、經驗和知識，是改善技能和知

識的好方法。例如簡短的工作坊能提升同業的新視野和方法。分享經驗和最佳實踐方

案尋求好點子和實際解決方案的最佳途徑。這些活動可能由圖書館協會或圖書館自己

主辦。任何有讀寫障礙的員工也可以提供有寶貴的見解。 

 

在國際層面上，IFLA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專家知識網絡。在年度會議和專家衛星會議

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人士會面並交流具價值的信息和最佳實踐方案。以圖書館服

務支援特殊需要人士組別（LSN）和為有印刷品障礙人士提供圖書館服務組別

（LPD）定期舉辦會議，關注圖書館為有特殊需要人士提供的服務。 

 

學校和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應該參與各個層面的終身學習。 

 

參加由政府、圖書館協會、圖書館學校、讀寫障礙協會、印刷品閱讀障礙人士提供服

務的圖書館或其他專業組織舉辦的工作坊 、講座和會議將打開思路，有助發展。 

 

4.5 策略規劃 

 

管理閱讀困難和讀寫障礙人士圖書館服務的工作人員有需要參與整個圖書館的規劃，

這可確保相關意識及支援能融入圖書館的總體目標和長遠計劃當中。 

 

臨時行動可能會產生一些短期影響，但一個深思熟慮的計劃將會取得長遠的美好成

果， 能夠涵蓋整個圖書館服務並延續多年的綜合模式是必要的。 

 

為閱讀材料、員工、營銷活動和其他需求提供足夠資是毋庸置疑的。 

 

4.6 服務和指導 

 

管理閱讀困難和讀寫障礙人士圖書館服務的工作人員有需要參與整個圖書館的規劃，

這可確保相關意識及支援能融入圖書館的總體目標和長遠計劃當中 

 

走進圖書館對於讀寫障礙人士來說可能是一個挑戰，因為圖書館是一個充滿文字的建

築物，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困難。以尊重和同情心對待他們，確保讀寫障礙和閱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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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書館用戶能夠感受到歡迎和感到舒適。 能給予每位進入圖書館的用戶享受正面

愉快 的體驗是很重要的。 

 

圖書館用戶很少提及他們有讀寫障礙，因此圖書館館長必須成為一名優秀的訪問員和

聽眾。 

 

這裡有一些提示： 

• 注意讀寫障礙人士是否有興趣講及他們的閱讀困難，根據這種印象調整服務。 

• 強調使用書籍以外的閱讀材料，例如電影、有聲書、DAISY書籍、音樂、遊

戲、活動、「易於閱讀」的材料和閱讀工具。 

• 告訴圖書館用戶他們看不到的選項，例如：電子資源。 

• 提供個人服務，指導他們到相關書架和圖書館地方。 

• 延長借書期限。 

 

「易於閱讀」的區域 

• 通知新圖書館用戶閱讀材料的安排。 

• 顯示不同類型的閱讀材料。 

• 指出一些閱讀材料也有可用作有聲圖書或DAISY書籍。 

• 顯示並解釋象形圖標示。 

 

在線服務 

•  介紹圖書館網站的相關部分。 

•  向通知用戶相關的在線服務，並展示使用方法。 

 

作為提供讀寫障礙人士圖書館服務的圖書館館長請緊記： 

• 對一個人有用的東西可能對下一個人沒有幫助。 

• 了解圖書館客戶的能力，不要只關注他們的弱點。 

• 正面積極，接受圖書館用戶提出的解決方案。 

• 關鍵是享受閱讀，而不是針對特定條件的補 足。圖書館工作人員的角色有別於

特殊教育教師或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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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容 

 
 

以信息、雜誌和書籍提供可獲取的內容是圖書館的核心業務，恰當的字體、內容編排

和傳達方式可以給讀寫障礙讀者帶來巨大和正面的影響。 

 

我們在本章節中將介紹每個圖書館如何提供充裕的內容和特殊需要設備．來服務為讀

寫障礙人士。 

 

5.1 印刷材料 

 

文字印刷的方式可令讀寫障礙人士感到截然不同。關於如何以在印刷品或屏幕上呈現

信息，方便讀寫障礙人士閱讀，這裏有些簡單的規則和建議。它們包括在字體、大

小、間距和佈局上的建議。長句子和用連字號連接文字一起的複合詞應該盡量避免

（關於更多讀寫障礙打印注意事項的資訊，見附錄B）。 

 

5.1 「易於閱讀」 

 

「易於閱讀」的出版物旨在提供易於理解和適用於不同年齡階段的純文本。 「易於

閱讀」的材料可以解答各種閱讀及讀寫障礙問題：例如它們可對智力/認知能力有限

的人有幫助。 

 

「易於閱讀」的新技術增強 

「易於閱讀」的材料的好處可通過電子閱讀得以增強，因為字體類型、尺寸及顏色對

比度可以很容易按讀寫障礙者的需要而調教，例如DAISY錄音書、有聲書和影片對讀

寫障礙的人士來說有一定的幫助。 

 

一個瑞典的好例子 

在瑞典，大部分瑞典易於閱讀中心出版「易於閱讀」的書籍，都會由瑞典無障礙媒體

中心（簡稱MTM）轉換為DAISY錄音書。有讀寫障礙或閱讀困難的年輕人可以一邊聆聽

DAISY錄音書和一邊閱讀印刷版，它們可以從學校或公共圖書館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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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易於閱讀」的材料 

為了製作原創「易於閱讀」材料，或將原始文本轉換為「易於閱讀」版本，作者/出

版商必須考慮內容、語言、插圖和圖形佈局。 

請參閱2010年IFLA第二版（修訂版）「易於閱讀」材料指引（專業報告120，另見附

錄B）。 

 

5.3 有聲書 

 
聆聽印刷書籍的音頻版本是一種眾所周知的廣泛使用的另類閱讀書籍印刷方法，對於

讀寫障礙人士非常有用。 

 

許多公共圖書館提供有聲書，大多數為了失明人士或讀寫障礙人士以設的圖書館，以

及歐洲和美國的相關組織，也開始向讀寫障礙人士安排電子錄音書。 

 

使用錄音書的讀寫障礙青少年在閱讀和學習成績上均有正面的影響。 此外， 一邊閱

讀文字一邊聆聽能夠產生正面影響，並提高閱讀技能。而將印刷本放下並自行享受錄

音書，也是很美好的。 

 

有越來越多描述細膩和灌錄質素高的有聲書，可以在大眾商業市場上以及專為印刷品

閱讀障礙人士而設的特殊館藏找得到。 

 

從歷史上看，商業有聲書往往是簡化版，而為特殊需要人士而設的錄音書是印刷作品

的完整版本，只是具有不同的外觀和感覺。有聲書的主要格式如下所述。 

 

丹麥的一項調查（輔助艾滋病，2011）中表明，有聲書為有大量讀寫障礙或嚴重閱讀

困難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了一個不可缺少的閱讀平台。因此，有聲書是獲取知識和

經驗的一種方式。 

 

瑞典的一項根據焦點小組討論調查（Talking Books，2013）得出結論認為，圖書館

應該專注於兒童使用有聲書，並強調專業模式對每次 個人接觸的重要性。 

 

錄音光碟  

有聲書錄音光碟是市場上最常用的技術。 然而，錄音光碟技術正在下降，並且尺寸

和導航受到限制。 完整版有聲書的平均長度約10小時（600分鐘），共計9到10張錄

音光碟。 要將這些磁盤同放在一個盒子內，並保持正確順序，著實是一項挑戰。 另

一方面，音質良好，大多數人都知道如何使用。因此 ，推薦使用有聲書錄音光碟作

為讓讀者熟悉音頻閱讀的第一步。 

 

MP3  

越來越多的有聲書供應商將書籍內容轉為MP3下載模式，作為音頻文件壓縮的主要標

準。 在手機平台上收聽MP3有聲書可能是使用有聲書的最流行方式，特別是在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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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中而言。 

 

DAISY錄音書 

DAISY錄音書通常是使用人聲旁白的現有著作的音頻版本。 通常使用唯讀記憶光碟

規格和MP3壓縮將其打印在光碟上，以便整本書可在一張光碟上使用。 

 

DAISY是一種國際開放標準，用於創造具有強大結構的書籍，允許通過章節（單元）

和嵌套章節（頁面和段落）及書籤進行導航。 

 

另一個好處是可以降低播放速度，這使得讀寫障礙青少年可以更輕鬆地一邊聽著

DAISY錄音書，一邊閱讀其印刷版本。   

 

儘管一些現成的光碟 / 數碼多功能影音光碟播放器可以識別MP3，並且可以播放

DAISY錄音書，但DAISY錄音書最好放在DAISY播放器上使用，或者使用免費的

DAISY播放軟件來充分發揮導航和記憶功能。 

 

有關DAISY的更多信息，可以登上www.daisy.org，其中包括硬件播放器的詳盡列

表、軟件播放工具、用於閱讀DAISY錄音書的應用程序和設備。 

 

5.4 電子資訊和電子書 

 

電子文本文件  

無障礙電子文本版本對讀寫障礙讀者來說提供了許多幫助，最明顯的是文本可以： 

• 調整字體、大小和對比度 

• 無障礙使用文本轉為語音（TTS）軟件 

• 以單字搜索 

• 在章節、頁面或其他級別導航（取決於文本文件的結構） 

• 無障礙目錄搜尋 

 

但是，並非所有文件格式都具有相同的靈活性。在所有情況下，都需要一個軟件編輯

器來進行調整。 

 

電子書和電子閱讀器 

電子書是一本電子形式的書籍出版物，旨在通過Kindle，Kobo或SonyReader等專用

電子書閱讀器（或電子閱讀器）進行電子閱讀。 

 

電子閱讀器利用了一種名為電子墨水或電子紙的嶄新技術製造，該技術能夠產生極其

穩定的圖像，並在直射陽光下沒有產生反射，具有良好的可讀性。大多數市場上的電

子書閱讀器通常在5至9英寸之間。 一些電子書閱讀器可以透過基本觸摸技術翻頁或

作簡單選項。大多數電子閱讀器都備有字典，能夠快速提供同義詞和文字含義。 

（更多關於電子閱讀器的資訊可以在第6.5節和附錄B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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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同步文本和語音訊息 

 
包含同步文本和音頻的錄音書（使用合成語音或錄音的人聲）已漸見普遍。 此外，

許多現在流行的閱讀或教育設備能夠通過合成語音來同步閱讀文本。 這些類型的書

通過突出顯示正在朗讀的文本．來提供導航和多感官閱讀體驗。 

DAISY格式的同步全文和完整音頻書籍對讀寫障礙人士非常有幫助。 

 

根據美國版權法例，Bookshare是一個無障礙的在線電子書圖書館（詳見

https://www.bookshare.org/_/aboutUs/legal/chafeeAmendment）。 Bookshare提供

了豐富館藏，可下載DAISY格式全文及全本有聲書，使用合成語音的作多模式閱讀。 

 

5.6 電子多媒體（混合）書籍 

 
DAISY多媒體（混合）書籍由文本、音頻和圖像組成，是全文、全音頻錄音書的一個

例子，特別適用於讀寫障礙的人士，多感官體驗使這些書易於閱讀和理解。 

 

通過改變顯示設置、字體大小、顏色對比和閱讀速度，可以實現不同的播放風格。 

（DAISY多媒體書籍的例子見附錄B） 

 

5.7 使用多媒體：圖片、漫畫書、漫畫小說、影片 

 
對於讀寫障礙和閱讀障礙人士來說，用圖片而不是文字進行思考和學習會更快更容

易。 為了使讀寫障礙讀者享受閱讀，能結集圖畫書、漫畫書和漫畫小說非常重要。 

 

影片也是保持專注力和興趣的有效方式。 觀看影片可以是閱讀圖書的不錯替代。 在

荷蘭，有許多短片皆是公共廣播服務網站上的學童教育材料

（http://www.schooltv.nl/beeldbank/）。 

 

5.8 概覽 

 
 

音頻CD 
DAISY 

錄音書 

簡單 

電子書 

DAISY 

全文全音頻 

 

電子多媒體 
ePub3 

聲音(波) 是(一張光碟 

74分鐘) 

通常無 否 通常無 可能 可能 

聲音(MP3) 否 是(一張光碟 

20小時以上) 

否 是（同步） 可能 可能 

文字 否 標題 是 是（同步） 是 是 

導航 一個級別 

（軌道） 

多級別和 

分頁 

目錄和 

分頁 

多級別和 

分頁 

目錄和連結 目錄和連結 

圖片 否 否 是 是（同步） 是 是 

影片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http://www.schooltv.nl/beeld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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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閱讀設備和輔助技術                               
 

有許多技術和設備可以幫助讀寫障礙人士閱讀、書寫和獲取資訊。 教育市場 讀寫障

礙人士提供了許多新產品和解決方案。 這些產品包括特殊需要人士而設的筆、眼

鏡、音頻/視頻設備、助記設備、音素識別課程以及快速命名食物和膳食補充劑。 

其中一些設備和技術是每間圖書館必需擁有的，其他個別讀寫障礙人士需要的，可自

行購買或安裝。 

 

6.1 一些警告和建議 

 
技術可以為正在努力閱讀的人提供很好的支援。但是，請注意技術本身從來不是圓滿

的解決方案。這不是一個萬能的解決方案，應該在支援策略中適當使用，以建立讀者

的信心以及增加閱讀樂趣。 

 

向圖書館用戶推薦技術時，提供一些個人經驗是有幫助的。 圖書館工作人員應該嘗

試使用並熟習一些被廣泛使用和推薦的系統，例如DAISY錄音書、一些以當地語言開

發的文本轉語音（TTS）解決方案、以及電子書閱讀器或應用程序，當中電子書閱讀

器或應用程序尤為重要。 

 

6.2 移動設備 

 
移動設備從標準手機到平板設備，包括MP3播放器、閃存驅動器、電子書閱讀器（或

電子閱讀器）和智能手機。 主流市場上的設備較為特殊需要設計的專業設備，更能

吸引讀寫障礙讀者的注意力。 

 

讀寫障礙青少年喜歡使用移動設備播放音頻和DAISY錄音書，因為這些設備易於操作

以及具有包容性。 在瑞典，有教育資源中心為學校圖書館主任、主流及特殊教育教

師提供培訓課程，以學習如何下載錄音書及將文件傳送到移動設備， 這類課程為發

展讀寫障礙青少年及其他閱讀服務，打好穩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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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播放DAISY書籍的設備和軟件 
 

移動設備從標準手機到平板設備，包括MP3播放器、閃存驅動器、電子書閱讀器（或

電子閱讀器）和智能手機。 主流市場上的設備具有特殊需要人士而設的專業性能，

更能吸引讀寫障礙讀者的注意力。 

 

大多數可用於播放DAISY音頻書籍的特殊播放器都具有高水平功能， 這包括按章

節、小節、分頁和字詞的導航；書籤能力；改變閱讀速度（更快或更慢）和音調的可

能性；以及自動打開用戶上次停止閱讀時書籍頁數的選項。 DAISY播放器相當昂

貴， 但是它們有不同的尺寸和型號，包括小型可攜式播放器可以用合成語音朗讀文

本文件（如Word），其中一些可以直接取得在線DAISY圖書館（如適用）。 

 

還可以使用專為個人電腦和筆記本電腦設計的軟件工具和應用程序來閱讀DAISY 錄

音書，並且用於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等移動設備上的閱讀應用程序（apps）數量正

在不斷增加， 這種閱讀方式在學生中特別受歡迎。 

 

AMIS，一個用於閱讀DAISY多媒體書籍的免費播放軟件，設有英文和許多其他語

言，可以從DAISY聯盟找得到。 AMIS和其他閱讀軟件應用程序提供了強大的功能，

如突出顯示文本、字體大小的選擇、閱讀速度和對比度以及全文搜索。 

http://www.daisy.org/tools/splayback 連結上提供了DAISY錄音書的更新閱讀應用程

序列表。 

 

6.4 從文本轉語音(TTS) 
 

TTS或屏幕閱讀器軟件將電子文本轉換為合成語音。 這項技術仍在發展中，但近年

來取得了良好的進展。 許多網站都配備了TTS按鈕，許多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都有

內置的TTS應用程序。 一些TTS聲音處於公共領域，而其他聲音則需要許可證。 

 

許多人認為TTS 難於令人享受閱讀樂趣，但在閱讀雜誌、報紙或非小說類書籍時，

則被廣泛接受。 無論如何，建議暫停個人判斷，讓用戶自己選擇是否或如何使用

TTS。 

 

找出哪些TTS應用程序可用本地語言並進行測試，大多數語言都提供免費合成聲音， 

例如在英國的圖書館可能有資格免費使用由JISC TechDis開發的聲音

（http://www.jisctechdis.ac.uk/techdis/technologymatters/TechDisVoices

/DownloadInstall）。 

 

最理想效果就是當讀者可以在屏幕上看到突出顯示的文本，並可以同步收聽以及同步

合成音頻， 這使得讀寫障礙讀者能夠專注於文本的含義。 

 

如果電子文本在MS Word中適用，則可以使用“另存為DAISY”插件來創造帶有TTS

的DAISY多媒體錄音書。 

 

http://www.daisy.org/tools/splayback
http://www.jisctechdis.ac.uk/techdis/technologymatters/TechDisVoices/DownloadInstall
http://www.jisctechdis.ac.uk/techdis/technologymatters/TechDisVoices/Download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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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障礙人士可能在正確感知（聽力和理解）口語方面存在問題（Deponio，

2012）。 聆聽和理解合成語音可能很困難，但是隨著經驗和培訓可以得到改善，如

果讀者仍處於適應期，那麼建議減慢TTS的速度，這可能有助於增加理解。 

 

在某些情況下，錄音書以合成語音製作，這比使用本地TTS應用程序提供更好更專業

的質量。 

 

6.5 電子閱讀器 
 

電子閱讀器將迅速成為閱讀已發布信息的廣泛使用工具，讀寫障礙者和其他人士將從

中受益。 某些電子閱讀器配備了TTS功能，使其適用於讀寫障礙人士。 

 

一些有關電子閱讀器的正面考慮，它們提能夠提供： 

• 可調整的字體類型和大小 

• 在字典中快速搜索 

• 穩定的字母圖像 

• 非常長的電池使用時間（通常數週後才需要再充電） 

• 在白天可以舒適地閱讀 

• TTS輸出 

 

用戶可能需要擁有信息與通訊技術來管理他們的藏書， 電子版權管理軟件可能為無

障礙獲取資訊構成屏障。 
 

與大多數電子閱讀器上的灰色影像相比，在平板電腦上閱讀電子書可能會給讀寫障礙

讀者提供美好體驗。 另一方面，平板電腦的許多功能可能會讓人分心，請注意一 項

守則：應該支持用戶決定哪種類型的設備最適合他們的用途。 

 

6.6 其他輔助 

 

串字檢查和字典 

裝有拼寫檢查器或字典的個人電腦很有幫助。 

 

閱讀筆  

閱讀筆是一種可攜式閱讀和聽覺掃描工具，也包含字典。它旨在為讀寫障礙讀者提供

閱讀印刷文本的即時幫助，從而幫助他們獨立閱讀和理解，惟閱讀筆不再被人廣泛使

用。 

 

放大鏡和特殊的眼鏡 

一些讀寫障礙人士可以使用放大閱讀間尺，這是一種帶有閱讀線的棒形放大鏡。據稱

其他人則受惠於特殊眼鏡（棱鏡鏡片），但這些發現都具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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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寫障礙軟件 

有許多軟件套裝產品可用於支援讀寫障礙學生閱讀、寫作和學習。大多數這些套裝產

品都是為教育而開發的，例如包括做筆記或歸納摘要的功能。 

 

Kurzweil教育系統（KES）是用一個特定多媒體模式管理教育資料的著名系統。文件

格式是專利的，只能使用Kurzweil系統創建。由此產生的KES文件提供了同步TTS輸

出，幫助學生通過複雜的結構化書籍有邏輯系統地學習。 

 

 

 

 
 
 
 
 
 
 
 
 
 
 
 
 
 
 
 
 
 
 
 
 
 
 
 
 
 
 
 
 
 
 
 
 
 
 
 
 



 
  

35 

7.   現在取決於你了！ 

 
 

這份指引嘗試提供應有盡有的資訊和建議。以確保提供足夠適用的的協助。 

 

報告主要建議製定一個全面的計劃，與持分者一起工作，而最重要的是，一步一步小

心向前邁進。 

 

我們希望您會從這份指引、清單、良好實踐方案和知識庫中得到啟發。 

 

保持與讀寫障礙圖書館讀者的交流。 

 

祝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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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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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list in pdf format available on www.ifla.org/files/assets/lsn/publications/dyslexia-guidelines-checklist.pdf) 

http://www.ifla.org/files/assets/lsn/publications/dyslexia-guidelines-check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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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詞彙表 

 
應用程式 - 一種獨立程式或旨在滿足特定用途的軟件; 一種應用程序，特別是由用戶

下載到移動設備的應用程序 

 

蘋果書架 - 書架上為有特殊需要兒童而設的圖書，每本也有蘋果符號標記，瑞典的

大多數公共圖書館都有蘋果書架 

 

輔助技術 - 通常是硬件和軟件的組合，專門用於幫助克服或補足一種障礙或殘疾，主

要用在閱讀或視力障礙上 

 

有聲書 - 一種通常為商業目的生產的錄音書籍 

 

音頻光碟- 以44.1 kHz Wav進行錄音的光碟，其中包含最多74分鐘的音頻 

 

唯讀記憶光碟- 用作光碟系統只讀光學存儲器設備的光碟 

 

版權 - 賦予創作者固定數年的印刷、出版、表演、電影或錄製文學，藝術或音樂資材

料的獨家和可轉讓合法權利 

 

版權例外或限制 - 在特殊情況下有條件暫停或限製版權，例如在引用、教育用途、滑

稽模仿或閱讀殘障下的障礙 

 

DAISY - 電子無障礙資訊系統 - 無障礙多媒體匯報，對閱讀和理解困難人士非常有

用。 該技術是由DAISY聯盟 - www.daisy.org開發和維繫的，作為數字圖書的國際

標準。 DAISY多媒體可以是一本錄音書或電腦化文本，以及根據DAISY標準生產的文

本和音頻同步匯報。 這些資料可以透過光碟/數碼多功能影音光碟、存儲卡或互聯網

發佈，並且可以使用DAISY播放軟件，DAISY硬件播放器和手機（Panella）讀取 

 

「易於閱讀」書籍 - 可以是適用於修訂現有書籍，也可以是特別針對認知或閱讀局限

人士編寫的圖書（Panella） 

 

「易於閱讀」材料 - 適應於文本，使其更容易閱讀和理解; 為閱讀或理解限制人士而

設的十分有趣/低閱讀水平材料（Panella） 

 

電子書 - 可以在電腦或專門設計的手持設備上閱讀的電子書 

 

E PUB 3標準 - EPUB®規格是電子出版物和文件的一個分配和交換格式標準。EPUB 

3.0是EPUB標準的最新版本（國際數字出版論壇 - IDPF） 

 

電子閱讀器 - 可閱讀電子書、報紙、雜誌等的手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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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存驅動器 - 包含閃存記憶體的小型電子設備，用於存儲數據或將數據傳輸電腦和

數碼相機等 

 

包容 - 作為一個整體（Panella）的一部分，包含在整體中的人或事物（牛津詞典） 

 

ICT - 資訊通訊技術 - 涵蓋資訊操縱和傳播技術的總稱（Panella） 

 

KES - Kurzweil教育系統 - 是Ray Kurzweil為學習困難和閱讀困難人士發明的閱讀技

術。Kurzweil閱讀機是一個以語音輸出的文本轉語音閱讀機，舉例Kurzweil 3000閱

讀機掃描一份打印文檔，顯示頁面資料就有如原文（例如書籍、雜誌）一樣，彩色圖

形和圖片保持不變，然後突出顯示大聲讀取文檔的部分（Panella）。大多數讀寫障

礙讀者使用Kurzweil軟件，而不是機盒 

 

放大尺 - 能焦點式放大一行文字的玻璃尺 

 

MP3 - 一種廣泛使用的 於聲音序列壓縮成非常微小文件的標準，以節省電子存儲和

傳輸。MP3廣泛應用於音樂行業以及DAISY書籍 

 

MP3播放器 - 用於播放MP3數碼音頻文檔的設備 

 
OCR - 光學字符識別 - 將掃描文本識別為電子文本的ICT過程 

 

閱讀筆 -可攜式閱讀和聽覺掃描工具，當中也包含字典 

 

智能手機 - 一種能夠執行許多電腦功能的手機，通常具有一個相對較大的屏幕和一

個能夠運行通用應用程序的操作系統 

 

拼寫檢查器 - 一個電腦程式，用於檢查文本檔案中的串字，通常與存儲的單詞列表

進行比較 

 

同步文本和語音 - 音頻（人類敘述或合成語音）被添加為電子文本上的同步層的一

個過程 

 

語音合成 - 以機器基於電子文本製作口語的過程 

 

平板電腦 - 一種小型可攜式電腦，可直接在屏幕上接受輸入而不需使用鍵盤或鼠標 

 

錄音書 - 灌錄閱讀一本書， 最初是為失明人士而設計的 

 

TTS - 文本轉語音 - 一種語音合成形式，用於建立電子文檔中的口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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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最佳實例 
所提供例子的目的不是要求完整，而是激勵同業。 

 

加拿大 

 

Podcamp是一個「為了社交媒體、博客、手機、網頁設計以及所有對互聯網感興趣

的人的非正式會議。」這是一個參與者驅動的會議，創造力很重要。由於有讀寫障

礙的人士往往非常有創意，這些舉措可能會吸引他們去圖書館。 

http://podcamphalifax.ca/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丹麥 

 

letbib.dk.  該計劃收集了丹麥公共圖書館和國外的最佳實例。該計劃的目標是為公共

圖書館開發一個簡單易用的無障礙工具，使公共圖書館更容易成為讀寫障礙讀者的首

選，該計劃得到了丹麥文化局的支持。 

 

該網站分為兩部分：專門為了讀者而設，另一部分則為專業人而設。網站以讀者為本

的部分為閱讀困難人士提供閱讀、網絡資源、影片和閱讀工具建議。 

 

網站為專業人而設的部分提供關於市場營銷、圖書館推介、時事通訊、相關網站和圖

書館空間的小點子。 
http://www.letbib.dk/about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Nota是丹麥印刷品閱讀障礙人士的國家圖書館，該網站提供英文版，包含一系列青

少年短片，描述讀寫障礙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附有英文字幕）。 
http://www.nota.nu/node/111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E17是Nota的在線圖書館。用戶可以搜索書籍並下載、串流或訂購有聲書。 

http://www.e17.dk/velkommen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漫畫示例: http://www.e17.dk/medier/39619 (accessed November 5, 2013) 

 

開始吧！ 如何使到讀寫障礙人士圖書館服務成為圖書館的焦點？ 

從Ballerup和Lyngby的兩家丹麥公共圖書館窺探為讀寫障礙人士提供圖書館服務的最

佳實例。 曾經在P3大會（IFLA-LPD衛星會議）上匯報：通過與出版商和公共圖書

館夥伴協作2009，比利時 
http://www.ifla.org/files/assets/libraries-for-print-
disabilities/presentations/get_going_pedersen_mortensen.ppt (accessed June 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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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Celia是一家芬蘭國有圖書館，為無法閱讀標準印刷書籍人士（包括有讀寫障礙人

士）製作和提供無障礙格式的文獻。 Celia生產不同教育程度的教科書，一些「易於

閱讀」的書籍也被製作為錄音書。該網頁包括閱讀講話者(Read Speaker)，並且還有

一個「易於閱讀」版本的網站。圖書館聘請了一名特殊教育教師，協助開發讀寫障礙

兒童產品和服務。 Celia與其他讀寫障礙和學習困難組織合作建立了一個關於讀寫障

礙信息的網站。該網站包括一個簡短的讀寫障礙測試（根據英國讀寫障礙協會的原

文）和一個用戶可以提問的頁面。http://www.lukihairio.fi/sv/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Senat.sakaisin”是Celia Facebook針對讀寫障礙青少年而設的。 這倡議在LPD 

IFLA衛星會議2012上提出：字詞顛倒：Facebook上的讀寫障礙青少年

http://www.ifla.org/files/assets/libraries-for-print-disabilities/conferences-

seminars/2012-08-tallinn/2012-08-09-katela.pdf (accessed November 7, 2013) 

 

閱讀教育輔助犬聆聽閱讀困難兒童讀者在圖書館講故事，這個做法已經從美國傳到斯

堪的納維亞。芬蘭首家推出該服務的圖書館是芬蘭西部的Kaarina公共圖書館。 

Espoo 城市的Sello圖書館特殊圖書館館長Raisa Alameri在IFLA於 Helsinki 舉行的

2012會議上，曾經作出有關服務的匯報，主題為「我的任務是傾聽：「向著狗兒閱讀 

- 但不是任何的狗兒。」(My mission is to listen: Read to a dog - but not just any 

dog) 。 
http://www.conference.ifla.org/past/2012/160-alameri-en.pdf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法蘭德斯 - 比利時 

 

Luisterpuntbibliotheek是佛蘭德為印刷品閱讀障礙人士服務的公共圖書館。  他們

的活動「我討厭閱讀」 (I hate reading) 在IFLA-LPD衛星會議2012上以「我討厭閱

讀！讀寫障礙？ 去找一本有聲書！ 在法蘭德斯為疑似讀寫障礙青少年提供的活動」

(I hate reading! Dyslexic? Go for an audio book! A campaign in Flanders for young 

potentials with dyslexia.) 為題作匯報。 2012年8月Saskia Boets在Tallinn匯報。 
http://www.ifla.org/files/assets/libraries-for-print-disabilities/conferences-seminars/2012-08-
tallinn/2012-08-08-boets.pdf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http://www.ikhaatlezen.be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and 
http://www.luisterpuntbibliotheek.be/nl/english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3) 

 

 
 

日本 

 

東京調布市圖書館擴大了其對讀寫障礙人士和閱讀困難人士的圖書館服務範圍，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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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版權法修訂之後，為DAISY的多媒體書籍以及讀寫障礙和DAISY宣傳單張設

立了一個獨立的圖書館角落。用戶透過該圖書館服務，可以無障礙使用由日本點字圖

書館和全國視障人士信息設施協會合力經營的DAISY在線圖書館系統「Sapie圖書

館」。 

調布市圖書館: http://www.lib.city.chofu.tokyo.jp/hs/hs_service.html#serv05 

(accessed November 30, 2013)  

Sapie圖書館 : https://www.sapie.or.jp/ (accessed November 30, 2013) 

 
 

荷蘭 

 

Easy Reading Plaza（ERP）是荷蘭和比利時（佛蘭德語Flemish）圖書館的青少年

部門的一個特殊部分，專為讀寫障礙小學生提供服務，以具有無比吸引力的精心挑選

的閱讀材料鼓勵青少年閱讀。ERP還有青少年設計的家具，每本書籍的方面而非 書

籍背脊展示人前。 

 

感謝這些具吸引力的展示已經被許多用戶能夠接觸得到合用的圖書，如讀寫障礙、自

閉症和詞彙有限的兒童，一位容易閱讀顧問Easy Reading Advisor會為家長、教師和

圖書館館長組織活動。 

網站www.makkelijklezenplein.nl和www.makkelijklezenplein.be（取自2013年11月5

日）包括給兒童、家長、教師和圖書館館長容易閱讀的信息。 

 
 

挪威 

 

挪威錄音書和點字書圖書館 (NLB) 是為印刷品閱讀障礙人士設立的圖書館， 圖書館

為所有年齡組別的讀者提供故事類圖書，亦為高等教育人士提供文學資料。 
http://www.nlb.no/en/about-nlb/facts/facts-about-nlb/ (accessed November 5, 2013) 
 

「閱讀的權利」(The Right to Read)是一個鼓勵合作夥伴的長期運動。 該運動旨在

強調無障礙獲得文獻的重要性。 

廣泛散播這個訊息是第一項「閱讀的權利」活動。 挪威所有公共圖書館都被邀請舉

辦相關展覽，並為傳播關於無障礙文獻的信息作出貢獻。 
http://rettilålese.no/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瑞典 

 

在大多數瑞典公共圖書館裡，皆有一個書架，擺放著一些為特殊需要兒童而設的書

籍，稱為「蘋果書架」(Apple Shelf)，上面貼有蘋果標誌。 Apple Shelf 閱讀障礙兒

童提供的媒體信息。「蘋果書架」知會教師和家長圖書館為有特殊需要兒童提供的不

同媒體形式：有聲書、失聰兒童手語影片，觸感書籍，點字圖書等。 
http://www.barnensbibliotek.se/Hem/OmBarnensbibliotek/English/tabid/439/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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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x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http://www.barnensbibliotek.se/appelhyllan/tabid/382/Default.aspx (accessed 
November 7, 2013). 
 

Linköping Stadsbibliotek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能照顧讀寫障礙人士的需要。 

公共圖書館與社區內的若干組織合作，培訓工作人員能照顧讀寫障礙人士的需要，並

為教師和其他學校工作人員安排培訓課程。 
http://www.linkoping.se/sv/Kultur-fritid/Linkopings-stadsbibliotek/Lasa-pa-olika-satt/

（2013年9月16日訪問） 

http://www.linkoping.se/sv/Kultur-fritid/Linkopings-stadsbibliotek/Lasa-pa-olika-satt/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公立圖書館與兒童和青少年印刷品閱讀障礙教育家合作 - 公共圖書館Linköping 在

Linköping的公共圖書館內，有一個由一群教師和一個心理學家組成的獨特特殊教育

資源角。它被稱為「Språkpedagogiskt中心 (Språkpedagogiskt centrum」（讀寫障

礙中心），其目標是讓學校工作的每個人都應該認識讀寫障礙/印刷品閱讀障礙及其

後果。「Språkpedagogiskt中心」負責監督和提供學校工作人員的培訓，並且為學生

和家長提供專業建議。 其中一名圖書館工作人員在該中心工作10％，其工作重點是

提供有關錄音書、輔助技術以及使用瑞典無障礙媒體機構（MTM）在線目錄。 

 

瑞典的許多圖書館與學校一起合作工作，設立印刷品閱讀障礙人士提供學習中心。 

 

Anna Fahlbeck於2012年8月在Tallinn IFLA-LPD舉行的衛星會議2012上以「公立圖

書館與兒童和青少年印刷品閱讀障礙教育家合作」為主題，作出匯報。 
http://www.ifla.org/files/assets/libraries-for-print-disabilities/conferences-
seminars/2012-08-tallinn/2012-08-09-fahlbeck.pdf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哥德堡大學圖書館(Gothenburg University Library) 提供一個有讀寫障礙或視障學

生信息的網站。 
http://www.ub.gu.se/help/funktion/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哥德堡公共圖書館(Gothenburg Public Library) 的網站內有支援閱讀和書寫的信

息，這些訊息亦有以短片格式提供。 
http://goteborg.se/wps/portal/invanare/bibliotek/fa-hjalp/fa-las-och-skrivstod/!ut/p/b1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易於閱讀中心」  致力於讓所有人獲得適合他們需要和能力的新聞、信息和文獻。 

該中心有多個目標群組，包括有讀寫障礙人士，並且具有作為一個資源和培訓中心的

功能。 該中心提供「易於閱讀」材料，並提供相關協助。在中心網站上提供關於

「易於閱讀」出版資訊，出版商LL-förlaget提供的書目。「易於閱讀中心」由自己的

出版商LL-förlaget出版書籍，每年出版約25本書，其中包括直接以「易於閱讀」版本

書寫的和改編自經典作品的書籍。 
http://www.lattlast.se/start/english (accessed November 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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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伯明翰公共圖書館 (Birmingham Public Library) 為讀寫障礙人士設立一個特殊主

頁。http://www.birmingham.gov.uk/cs/Satellite?c=Page&childpagename=Lib-

Accessibility/PageLayout&cid=1223092571076&pagename=BCC/Common/Wrappe
r/Wrapper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伯明翰公共圖書館也制定了自己的讀寫障礙標準
http://www.birmingham.gov.uk/cs/Satellite?c=Page&childpagename=Lib-
Accessibility%2FPageLayout&cid=1223092571068&pagename=BCC%2FCommon
%2FWrapper%2FWrapper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艾塞克斯大學圖書館(Essex University Library)為讀寫障礙和特定學習困難的學生

提供了一個特殊主頁，其中包含有關輔助技術、個人考試安排、錄製講座和特殊圖書

館服務的信息。http://www2.essex.ac.uk/stdsup/disab/disabilities/dyslexia.shtm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埃塞克斯公共圖書館 (Essex Public Library) 的「學習障礙人士電子無障礙」網站榮

獲英國2011年度Jodi 獎項(UK Jodi Awards 2011)，Jodi 獎項授予博物館、圖書館和

檔案館，它們均能善用電子技術來拓展殘疾人的使用範圍，在網站上載有圖書館「簡

易閱讀指南」。http://www.essex.gov.uk/Libraries-

Archives/libraries/Documents/Welcome-libraries-easyread.pdf 

http://www.essex.gov.uk/Libraries-Archives/libraries/Pages/Access-for-disabled-

people.aspx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Load2Learn 是一種在線資源，可幫助學校支援讀寫障礙和印刷品閱讀障礙的學習

者。 Load2Learn是由國家慈善機構Dyslexia Action和皇家國家失明人士研究所

（RNIB）合作開發的。 

https://load2learn.org.uk/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蘇格蘭 - 愛丁堡大學圖書館 (Scotland - Edinburgh University Library) 為殘疾人士

提供無障礙和信息服務網站，例如如何製作文檔、匯報和無障礙在線材料，以及有關

輔助技術的信息。 所有圖書館文件都有其他格式，整個圖書館都有一系列輔助軟件

和硬件，包括所有大學電腦上皆安裝了特定讀寫障礙軟件，每年都會邀請圖書館工作

人員參加具有殘疾意識的培訓，包括讀寫障礙培訓。 
 

該大學設有一個學生殘疾服務處，負責為殘疾學生進行個別調適，包括圖書館服務調

適，例如延長借閱期限、圖書館設有殘疾資訊主任。 
http://www.ed.ac.uk/schools-departments/information-services/services/help-
consultancy/accessibility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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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學習組織Ally (Organization of Learning Ally) 是一個全國性非營利組織，為學習障礙

學生及其家庭提供支援。 
https://www.learningally.org/parents-students/is-it-dyslexia/ (accessed November 5, 
2013)  

Bookshare計劃是一個可無障礙在線圖書館，幫助印刷品閱讀障礙人士閱讀，該計

劃得到美國教育部的支持。 

Bookshare.org 圖書館為美國印刷品閱讀障礙人士法律允許下，提供40,000本圖書和

150種期刊，這些讀物被轉換為點字、大字體或電子格式。 
https://www.bookshare.org/ (accessed November 5, 2013)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閱讀火箭(Reading Rockets) 是一項全國性的多媒體素養創新計

劃，提供不同資訊和資源，它們都是關於兒童如何學會閱讀、為什麼在閱讀上掙扎，

以及關懷兒童的成人如何可以提供協助。 他們為教師、家長、圖書館館長和其他參

與幫助兒童的人士帶來研究策略，使到兒童皆可以成為優秀及具有自信的讀者。 

http://www.readingrockets.org/atoz/dyslexia/ (accessed November 5, 2013) 

 

密歇根大學董事會提供讀寫障礙幫助 (Dyslexia Help with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該網站帶領瀏覽者逐步理解讀寫障礙，制定行動計劃，並

應該尋求幫助，履行計劃工作。 
http://dyslexiahelp.umich.edu/dyslexics/learn/what-dyslexia/best-practices 
(accessed November 5, 2013) 

 

耶魯大學讀寫障礙與創造中心 (The Yale Center for Dyslexia & Creativity)。 該網站

提供有關讀寫障礙研究的新聞和資訊，為讀寫障礙人士、父母、教育工作者和臨床醫

生提供資源、信息和鼓勵，該中心還強調了讀寫障礙者的個人能力。 
http://dyslexia.yale.edu/links.html (accessed November 5, 2013) 

 

閱讀教育輔助犬（The Reading Education Assistance Dogs (R.E.A.D.)）採用一種有

效方法來改進兒童的閱讀和溝通能力，就是讓兒童跟動物閱讀。 閱讀教育輔助犬是

第一個利用動物治療幫助孩子改善他們的閱讀和溝通能力，同時也教導他們熱愛書籍

和閱讀。 自從1999年11月在鹽湖城(Salt Lake City) 開始至今，計畫不斷在世界各地

繁衍。 

http://www.therapyanimals.org/Read_Team_Steps.html (accessed June 2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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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知識庫 
 

介紹 
 

本文無意提供有關讀寫障礙及其對人們生活影響的巨細無遺的資料。 然而，我們可

以想像，圖書館從業員希望拓展他們的知識領域，以便能夠為讀寫障礙讀者提供適切

的服務。 

 

有見及此，我們在一個小型知識庫列出了可靠和客觀的資料來源清單，方便圖書館員

工查究。我們嘗試從國際和跨文化的觀點來選取合適資料來源，但我們意識到大多數

來源都是來自西方國家。 

 

英語世界在資源選取上的主導地位，可以用兩個原因來解釋：首先，英語是IFLA組

織中最為廣泛使用的語言; 其次，英語是一門非常困難的語言，因為它的深層結構，

所以讀者（特別是讀寫障礙讀者）在掌握書面語方面遇到的問題相對較多。 

 

為了能提供最新資料來源，資料將會每年進行檢查，確保IFLA網站上提供最新版本

的知識庫（www.ifla.org/lsn）。 

 

讀寫障礙 
 

1. http://www.beatingdyslexia.com 是一個針對讀寫障礙讀寫障礙人士而設的網站，

同時也適用於任何想對讀寫障礙加深認識但卻不想閱讀複雜文章和書籍的人，網站利

用短片作具體的解釋。 
 

2. 國際讀寫障礙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http://www.interdys.org/   

 

3. 澳洲讀寫障礙協會 The Australian Dyslexia Association：
http://dyslexiaassociation.org.au/   
 

4. 歐洲讀寫障礙協會 The European Dyslexia Association：http://www.eda-info.eu/   

 

5. 英國讀寫障礙協會 The British Dyslexia Association：
http://www.bdadyslexia.org.uk/   
 

6a. 讀寫障礙國際 Dyslexia International 專業知識分享。 讀寫障礙國際是一個與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合作的非政府組織，它提供了一個以英語教授的讀寫障礙在線

課程: http://www.dyslexia-international.org   

 

6b. 在線課程的法語版本：http://www.dyslexia-

international.org/ONL/FR/Course/Intro.htm 
 

http://www.beatingdyslexia.com/
http://www.interdys.org/
http://dyslexiaassociation.org.au/
http://www.eda-info.eu/
http://www.bdadyslexia.org.uk/
http://www.dyslexia-international.org/
http://www.dyslexia-international.org/ONL/FR/Course/Intro.htm
http://www.dyslexia-international.org/ONL/FR/Course/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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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際知名的科學家 Keith Stanovich 博士在短片當中談論 Matthew Effects 與閱讀

的關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F6VKmMVWEc  

 

8. 耶魯大學讀寫障礙與創造力中心 The Yale Center for Dyslexia and Creativity:  

http://dyslexia.yale.edu/index.html  
 

9. IFLA 以圖書館服務支援特殊需要人士組別（LSN）和 IFLA 為有印刷品障礙人士

提供圖書館服務組別 (LPD）。 

在這兩個 IFLA 的專業部門內，服務閱讀障礙人士圖書館及機構通力合作，分享經

驗。 (http://www.ifla.org/lsn and http://www.ifla.org/lpd) 

 

 

包融接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溝通與資訊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access-to-
knowledge/access-for-people-with-disabilities 
 

殘疾模式 
 

殘疾人世界 Disabled World, 2013 取自：http://www.disabled-

world.com/definitions/disability-models.php  
 

關於殘疾模式的不同觀點，可以在《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找到。 相關主題的文章有： 

文章2 - 定義 

文章8 - 加深認識 

文章9 - 無障礙 

文章21 - 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以及無障礙獲取資訊 

文章24 - 教育 

文章30 - 參與文化生活、娛樂、消遣和運動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disability/#ModDis  
http://www.un.org/disabilities/convention/conventionfull.shtml 
 

YouTube上 一齣解釋殘疾社交模式的動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s3NZaLhcc4  

 

下載“了解殘疾，一個良好做法指引” 的網上連結（來自 ETTAD 網站）: 
http://uk.ettad.eu/Understanding%20Disability%20-
%20guide%20to%20good%20practice.pdf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F6VKmMVWEc
http://dyslexia.yale.edu/index.html
http://www.ifla.org/lsn
http://www.ifla.org/lpd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access-to-knowledge/access-for-people-with-disabilities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access-to-knowledge/access-for-people-with-disabilities
http://www.disabled-world.com/definitions/disability-models.php
http://www.disabled-world.com/definitions/disability-models.php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disability/#ModDis
http://www.un.org/disabilities/convention/conventionfull.s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s3NZaLhcc4
http://uk.ettad.eu/Understanding%20Disability%20-%20guide%20to%20good%20practice.pdf
http://uk.ettad.eu/Understanding%20Disability%20-%20guide%20to%20good%20practi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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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限制 
 

版權的例外和限制（參見2.2） 

版權可以看作是作者（或其代表）的權利及用戶（讀者）權利之間的平衡，大多數版

權法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作者的權利被暫停或限制，這些被稱為豁免和限制。版權法

（和豁免）因版權法各國有異，並且有限（地域）範圍。 在另一個國家可能有效的

可能在另一個國家是非法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是致力於在國際舞台上處

理版權的聯合國機構（www.wipo.org）。 

 
有越來越多人明白共識到，不僅視障人士可以從所謂的殘疾豁免中受惠，儘管他們通

常是為視障人士的利益而創設的。 

(http://www.visionip.org/portal/en) 
 

最近通過的「馬拉喀什條約 (Marrakesh Treaty) 」促進失明人士、視障人士或其他印

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取出版作品權益（馬拉喀什，2013年6月27日）將豁免權擴闊，使

到「無法改善的知覺或閱讀障礙的人」也包括在內。 還有一個歐洲諒解備忘錄，特

別註明包括讀寫障礙人士。 
http://www.wipo.int/dc2013/en/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copyright/initiatives/access/index_en.htm  

 

讀寫障礙是否包含在版權豁免中？ 

許多專業圖書館為視障和印刷品閱讀障礙人士提供服務，不同國國家的版權條例可能

影響對讀寫障礙人士支援。在許多情況下，預算限制使得讀寫障礙人士提供的服務不

夠全面。 

 

當書籍在殘疾例外情況下製作和/或複制時，只能將其分發給合法有權接收這些書籍

的人員，這被稱為封閉式流通，可能會對公共圖書館現有的非歧視性政策有所抵觸。 

 

如果您的國家版權法不包括閱讀障礙人士豁免，例如讀寫障礙，請嘗試提高圖書館界

意識 — 這與現代國際版權框架不符，例如「馬拉喀什條約」和「歐洲諒解備忘

錄」，圖書館 知識獲取上扮演重要角色，  有需要向政府提供良策。 

 

提到2008年通過的「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UNCRPD）」可能是一個強而有力的

法律論據，贊成為讀寫障礙人士提供特殊複本和技術。 要了解貴國的「聯合國殘疾

人權利公約” 運作情況，請聯繫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DESA)社會政策

與發展科 (DSPD) 的殘疾人權利公約秘書處 (SCRPD)：  

http://www.un.org/disabilities/convention/conventionfull.shtml  

BDA關於英國平等法 (UK Equality Act)：http://www.bdadyslexia.org.uk/about-

dyslexia/adults-and-busines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act-.html. 

 

 

http://www.wipo.org/
http://www.visionip.org/portal/en
http://www.wipo.int/dc2013/en/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copyright/initiatives/access/index_en.htm
http://www.un.org/disabilities/convention/conventionfull.shtml
http://www.bdadyslexia.org.uk/about-dyslexia/adults-and-busines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act-.html
http://www.bdadyslexia.org.uk/about-dyslexia/adults-and-business/disability-discrimination-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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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圖書館電子借閱設施的相關性？ 

電子書對讀寫障礙人士的相關性不能被誇大，提供電子書可以擴闊讀者對文本的接觸

面。並非所有電子書和電子書閱讀器都提供相同格式的可能性，但最低限度讀者可以

改變字體的大小和樣式，更改背景或打開文字轉語音的音頻輸出。對於讀寫障礙人士

來說，這些電子書借閱服務是最好不過的，圖書館可以盡量將電子書納入其借閱範圍

之內。 IFLA 正在進行相應的宣傳活動，並在最近出版了圖書館電子借閱原則。 

 

IFLA為圖書館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平台。 IFLA擁有一個關於版權和其他法律事務的專

業委員會（CLM），並在這方面擁有專業知識 
 (http://www.ifla.org/clm). 

 

讀寫障礙友好印刷 
 

只要有可能，請使用： 

• Sans-serif 字體，如 Arial 或 Verdana 或嘗試特別創建的字體 Opendyslexic 

http://opendyslexic.org/about/  

• 12至14點字體大小 

• 行間距為1.5或兩倍 

• 奶油/米白色紙張 

• 使用標題和副標題將文本分成短塊 

• 使用粗體而不是斜體或底線  

• 通過將文本置於一個方框中來突出顯示文本的重要部分 

• 從左到右的語言，文本向左對齊（向左平移，向右不齊） 

• 從左到右的語言，文本向右對齊（右對齊，左邊不齊） 

• 將文本分成 若干段落 
 

避免： 

• 過長的句子 

• 一大段文字 

•.光澤紙可能會增加眩光 

• 濫用大楷 

• 超薄的紙張可能會讓背面的文字顯示出來 

• 不必要的連字 
 

(BDA 閱讀障礙風格指引(BDA Dyslexia Style Guide)): 

http://www.bdadyslexia.org.uk/about-dyslexia/further-information/dyslexia-style-
guide.html) 

如能在多個出版物或版本之間有所選擇，那麼這裏提供的列表可以幫助識別最合適讀

寫障礙人士的材料，請使用此列表製作你的資訊（例如 資訊文件夾、印刷中的小冊

子或你的網站文字）。 
 
 

 

http://www.ifla.org/clm
http://www.bdadyslexia.org.uk/about-dyslexia/further-information/dyslexia-style-guide.html
http://www.bdadyslexia.org.uk/about-dyslexia/further-information/dyslexia-style-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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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處理讀寫障礙印刷材料的重要提示： 
http://www.altformat.org/index.asp?pid=344 
 
 

「易於閱讀」的材料 
 

在2010年，IFLA發布了易於閱讀材料的第二版（修訂版）指引（專業報告，120）。 

一些「易於閱讀」材料或改編的指標： 

• 避免抽象：簡潔、簡潔、具體 

• 行動應該直接簡單 

• 行動應遵循具有單一方向的邏輯連續性 
• 多用象徵性語言（隱喻） 

• 避免艱深字詞，但要使用帶有成人口吻或嚴肅的話語 

• 以前文後理解釋非常用字詞 
• 以具體及合乎邏輯的方式來解釋或描述複雜的關係 

• 使用邏輯順序框架來排列事件 

• 在印刷之前邀請讀者對象群組測試材料 

 

理想的寫作，就是好像你正與讀者面對面重述故事一樣。 

簡簡單單就成，用簡單語言製作精美的書籍可以為每個人帶來正面的閱讀體驗。 

 

哪裡可以找到「易於閱讀」的出版物？ 

由歐洲「易於閱讀」組織於2005年建立的國際易讀網絡（http://www.easytoread-

network.org）為所有感興趣並使用「易於閱讀」的人士而設，其成員偶爾會在網絡

會議或研討會上交流分享。最近的網絡活動關注「易於閱讀」網頁建構，詳情可參閱

W3C Web無障礙指引 (W3C Web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如何整合DAISY錄音書 
 
在許多國家，閱讀障礙人士圖書館為讀者提供在線服務，以下載或收聽DAISY錄音

書。 DAISY錄音書不能在商業市場上購買得到，並且與視障人士有淵源流長的密切

關係，這有時會使他們難以作為公共圖書館服務推廣。 然而，DAISY錄音書適用於

許多不同種類的讀者，並為許多類型的商業音頻書籍提供卓越的功能。 

 

• 如果可以的話，DAISY錄音書是讀寫障礙人士提供提供有聲圖書的最佳選擇。 

• 通過與國家殘障人士圖書館合作，開發DAISY錄音書借閱服務， 例如：所有瑞

典公共圖書館就將DAISY錄音書借閱包括在其常規服務的一部分。 

• 如果可能的話，在宣傳上可以鼓勵讀者使用DAISY播放軟件（如Read2Go應用程

序），將DAISY圖書作為手機或便攜式MP3播放器上的下載文件，進行聆聽。 

• DAISY播放軟件可以免費下載： 

http://www.daisy.org/tools/splayback. 

http://www.altformat.org/index.asp?pid=344
http://www.daisy.org/tools/splay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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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文本的缺點  
 

使用數碼或電子文件來滿足讀寫障礙人士的需求時均有美中不足之處。 以下是一些 

較明顯的情況： 

 

• 電子文件通常不會包羅原文的全部。 

• 電子文件可能受電子版權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DRM）保護，以防止

未經授權複制而引致阻止文本轉語音的應用程序。 

• 從印刷書籍中創建電子文本非常困難、耗時．並且存在錯誤的光學字符識別[OCR]

的錯誤拼寫風險。 

•.在電腦屏幕上閱讀文字往往與學習或工作有關，而不是休閒閱讀。 這不適用於在

平板電腦上閱讀。 

有關電子文件的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互聯網中心的電子無障礙資訊: 

http://hub.eaccessplus.eu/wiki/Accessible_documents.  

 

電子閱讀器 
 

許多電子書也可用於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或手提電話的TFT / LCD屏幕，但它們需

要Adobe Digital Edition或iBook等特殊設備才能閱讀，並且在很多情況下需要解除電

子保護措施。在筆記本電腦或平板電腦上閱讀電子書時，可以通過使用彩色、音頻和

/或動態圖片/短片，將更多功能添加到閱讀體驗中。 在電子文本之上添加這些多媒

體功能可以做到無障礙多媒體電子書。 EPUB標準（與DAISY聯盟共同開發）就是指

定的無障礙事例，針對出版商和生產者所面對的無障礙問題而設。 

 
電子書的保護措施 

出版商或書商為避免非法複製而採取的保護措施可能會影響電子書的閱讀方式， 例

如：通過Amazon購買的電子書只能通過Kindle閱讀，而通過iBook Store購買的電子

書只能使用iBooks享用。 大多數書商不會將電子書文件更改為自己的專有格式，但

許多書店都開發自己的應用（和應用程序）以確保銷售，並將客戶與商店聯繫起來， 

要從應用程式提取eBooks文件，並將其複製到選擇的閱讀設備上，通常很困難（如

果不是不可能的話）。` 

 

圖書館可以藉閱電子書嗎？ 

正如出版商努力尋找出售電子書的最佳商業模式一樣，圖書館也在努力（主要是與出

版商合作），以找到向用戶借出電子書的最佳途徑。 在大多數國家，電子圖書不包

括在版權豁免之內，圖書館難以將印刷書籍添加到他們的借閱館藏中。但是，如果電

子書文件被轉換為無障礙版本，則圖書館可以使用殘疾人士版權豁免，使能合法分發

給讀寫障礙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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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SY 多媒體書籍例子 
• Yoleo是一個荷蘭網站，年輕人可以與Dedicon創建和運營的完整多媒體DAISY圖

書進行互動。 

http://www.yoleo.nl 
• 日本殘疾人士康復協會 (Japanese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與DAISY製作團體志願者共同合作，為小學生和初中學生提供讀寫障

礙DAISY多媒體教科書。 

http://www.dinf.ne.jp/doc/dai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