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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視障者資訊教育推廣課程報名簡章（東區場次） 

108.10.31 

一、開課目的： 

辦理視障者資訊教育推廣課程，提供視障者終身學習管道，使其於科技化社會中，具備妥

善利用相關資訊軟硬體設備技能，以減少數位落差，並落實公共圖書館提供視障者公平閱讀

權益及資訊接收機會之目標。 

 

二、參加對象： 

1. 課程主要對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視覺障礙者。近 3 年內（105 至 107 年）未曾參加本

館開辦視障者資訊教育推廣課程者得優先錄取。 

2. 課程旁聽對象：開放視覺障礙學員的陪同者優先登記旁聽；另外開放下列對象登記旁聽。 

 (1) 社福、文化機構、圖書館或各級學校之工作人員。 

 (2) 社會福利類、文化類或教育類志工。 

 (3) 從事視障服務之社福團體成員。 

 (4) 有服務熱忱的民眾等。 

 

三、課程主題：智慧型手機生活應用 

 

四、課程時間：108年 12月 22日（星期日）09:00~16:30 

 

五、上課地點： 

1. 教室名稱：花蓮市立圖書館本館─自造者教室 

2. 教室地址：花蓮市國聯一路 170號 3樓 

3. 上課當日場地聯絡電話：（03）8361041 章小姐 

 

六、課程內容： 

09:00~09:10：報到。 

09:10~12:00：「視障隨身聽」APP 基本功能（書目查詢、借書、聽書、網路新聞、偏好設定等）。 

12:00~13:30：午餐及午休時間。 

13:30~14:00：自動閱讀機操作體驗（不含電腦操作）。 

14:00~15:00：Google「雲端硬碟」APP 基本功能（APP 結構介紹、檔案上傳下載、檔案分享）。 

15:00~16:00：「視障隨身聽」APP 全新功能（聆聽自備文檔、精選書籍隨選隨聽）。 

16:00~16:30：「電子書僮碎碎念」APP（OCR文字辨識）。 

講師得視學員實際學習狀況調整上開課程內容及教學時間。 

 

七、課程師資：吳佳穎、黃建棠、邱振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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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名作業： 

1. 招收名額：視障者 12 人，旁聽 12人。 

2.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2月 19日止（額滿提前截止）。 

3. 報名方式： 

 (1) 電子郵件報名，電子郵件信箱：viic@mail.ntl.edu.tw。 

 (2) 傳真報名表，傳真電話：02-2926-3253。 

 (3) 電話口頭報名，本館視障資料中心服務櫃臺電話：02-2926-1470。 

註：視障者報名時需繳交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1 份俾憑辦理（曾申辦本館視障借閱證且已

繳新版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者，可不必重新繳交），繳交方式：可透過傳真、郵寄或以電

子郵件寄送掃描電子檔方式繳交，未繳交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視同尚未完成報名手續。 

4. 完成報名手續後，本館均會主動以電話通知是否成功錄取。 

5. 若列為備取者，本館將以電話通知備取序號，並於開課前 3日電話通知備取者是否遞補錄

取。備取者遞補方式：如有學員因故無法參加或棄權，依備取序號先後順序通知備取學員

遞補缺額。通知遞補時若電話無法聯繫視為放棄參加。 

6. 旁聽者請填寫「旁聽登記表」，限利用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報名。 

7. 本課程提供「公務人員研習時數」或「教師研習時數」二擇一登錄，請有需要登錄時數之

公教身分者於填寫報名表或旁聽登記表時勾選。 

 

九、注意事項： 

1. 報名成功錄取者，請逕依時間至指定地點上課；若遇天災事故如颱風，依各地政府發布公

告放假，不另行通知。 

2. 學員需自備智慧型手機、耳機、充電配備（有行動電源者可攜帶行動電源），活動現場恕

無法提供。學員請記住自備的手機帳號密碼（iPhone手機使用 iCloud 及 APP Store 帳號；

Android 手機使用 Google 帳號），下載 APP 時必須使用此帳號密碼。 

3. 學員需事先申請 Google帳號（Gmail 帳號），使用 Google網路硬碟時使用。 

4. 本次課程全程開放錄音，有需要的學員可自行準備錄音筆或其他錄音設備。 

5. 錄取者需全程參與，請勿遲到、早退。下課後若有預約交通接駁服務，請將預約時間安排

於 16:30下課之後，以免影響課程進行及學習成效。 

6. 本課程係屬免費課程，為珍惜學習資源，學員經錄取後如因故無法參加或棄權，至遲應於

課程開始 3日前通知，俾依序通知候補學員遞補缺額。 

7. 課程由主辦單位供應學員午餐（由於花蓮市區假日營業之素食店較少，且不一定能提供外

送服務，若確認課程當日無法訂購素食餐點，則需請使用素食之學員自備餐點，主辦單位

會於課前電話提醒時進行個別通知）。 

8. 旁聽者午餐須自理，亦可於報到時向主辦單位登記代訂。旁聽者需配合主辦單位安排之旁

聽席座位，請勿占用正式學員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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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度「視障者資訊教育推廣課程」報名表 

報名場次  [東區場次] 智慧型手機生活應用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Gmail帳號  

常用 E-mail  

電話 家： 公： 手機： 

聯絡住址  

緊急聯絡人
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用餐 □葷食  □素食  □其他特殊需求(限填寫不吃的食物，例如:不吃豬肉、不吃蠶豆)：       

資訊設備使用
經驗(複選) 

□使用過 iPhone手機 

□使用過 Android手機 

□使用過 Windows10電腦搭配 NVDA 

□使用過 Windows10電腦搭配導盲鼠 

□使用過 Windows其他舊版本電腦搭配 NVDA 

□使用過 Windows其他舊版本電腦搭配導盲鼠 

□沒有以上使用經驗 

是否要登記公務
人員研習時數 

□不需要 □需要 
是否要登記教師

研習時數 
 □不需要 □需要 

是否為國立臺灣
圖書館視障資料

中心讀者 

□是，我已經有國立臺灣圖書館借書證 

□否，報名時一併申辦國立臺灣圖書館借書證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黏貼處 

（無法填寫者，可由館員代填，聯絡電話：02-2926-1470） 

報名審核（由本館填寫） 
報名手續完成時間： 

  月  日  時  分 
報名結果： 

□正取序號     

□備取序號     

□資格不符，原因             

105至 107年曾經參加本館視障者資

訊教育推廣課程： 

□是，列為備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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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個人資料蒐集聲明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因辦理活動報名業務之需，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第 1項之規定，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必須進行法定告

知義務。 

1. 蒐集目的：本館因辦理活動報名業務之需，為利於活動通知及聯繫，必須取得您的

個人資料。 

2. 個人資料類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館將妥善保管與維護，並僅限於活動相關

之個人身分識別及統計之用。 

3.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館於中華民國領域，

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4. 當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您可向本館主張就

提供的資料依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5.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1)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館您的個人資料，惟若不提供、提供後請求刪除或停

止處理、利用而經本館核准，本館將無法進行活動報名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 

(2) 請提供您本人正確完整的個人資料，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

館申請更正。若您提供錯誤、過時、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而損及您的相

關權益，本館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6. 本館得依法令或遵照主管機關、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及相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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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 108 年度「視障者資訊教育推廣課程」旁聽登記表 

旁聽者身分 

□ 視覺障礙學員的陪同者（優先登記，請填寫學員姓名：        ） 

□ 社福、文化機構、圖書館或各級學校工作人員（請填寫服務單位：        ） 

□ 社會福利類、文化類或教育類志工（請填寫服務單位：        ） 

□ 從事視障服務之社福團體成員（請填寫服務單位：          ） 

□ 有服務熱忱的民眾等（請填寫報名原因：              ） 

登記場次  [東區場次] 智慧型手機生活應用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常用 E-mail  

電話 家： 公： 手機： 

聯絡住址  

緊急聯絡人
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資訊設備使用
經驗(複選) 

□使用過 iPhone手機   □了解視障者操作 iPhone手機的方式 

□使用過 Android手機   □了解視障者操作 Android手機的方式 

□使用過 Windows10電腦 □使用過 NVDA螢幕報讀軟體 

□了解視障者操作Windows10電腦搭配 NVDA的方式 

□完全沒有經驗 

是否要登記公務
人員研習時數 

□不需要 □需要 
是否要登記教師

研習時數 
 □不需要 □需要 

 

旁聽申請審核（由本館填寫） 

□同意旁聽申請（序號    ） 

□不同意旁聽申請 

  □旁聽申請人數已額滿 

  □申請資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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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個人資料蒐集聲明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因辦理活動報名業務之需，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第 1項之規定，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必須進行法定告

知義務。 

1. 蒐集目的：本館因辦理活動報名業務之需，為利於活動通知及聯繫，必須取得您的

個人資料。 

2. 個人資料類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館將妥善保管與維護，並僅限於活動相關

之個人身分識別及統計之用。 

3.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館於中華民國領域，

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4. 當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您可向本館主張就

提供的資料依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5.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1)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館您的個人資料，惟若不提供、提供後請求刪除或停

止處理、利用而經本館核准，本館將無法進行活動報名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 

(2) 請提供您本人正確完整的個人資料，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

館申請更正。若您提供錯誤、過時、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而損及您的相

關權益，本館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6. 本館得依法令或遵照主管機關、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及相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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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交通資訊》 

花蓮市立圖書館本館 
（花蓮市國聯一路 170 號）  

 火車：搭乘火車至花蓮站下車。  

 公車：花蓮火車站遊客中心站牌301、303、304路線。  

 客運：花蓮汽車客運、鼎東客運。  

以上各種交通工具下車後，徒步約5分鐘即可抵達花蓮市立圖書館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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