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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高校图书馆残障学生服务现状及启示

□林宜榕∗　束漫

　　摘要　运用网络调查法、邮件调查法,调查研究１２所加拿大高校图书馆的残障学生服务方

式,总结出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在联邦政府、各省政府、各类组织的帮助下,为残障学生提供的服

务.这些服务主要包括:设立专职部门,规范特殊服务;配置特殊资源,设计包容环境;成立专业

团队,支持教学科研;建设特殊空间,提供全面服务;整合校内资源,寻求外部合作.借鉴于此,我

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残障学生服务应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加强立法保障,建设外部监督机制;配

置读物设备,创建友好阅读环境;坚持目标导向,提升残障学生能力;重视人才储备,培育特殊服

务人员;吸收外界力量,建立社会合作网络.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残障学生　图书馆服务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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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我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近五年来我国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

残障学生数量从７８６４人增至１１１５４人[１].这表明,
随着教育公平进程的逐渐推进,我国特殊教育体系

日益完善,残障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进一步

增加.然而,浏览我国在２０２０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

大学排行榜(TheTimesHigher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Rankings２０２０,２０２０THE)中排名前２０
的高校的图书馆官网发现,目前２０所高校图书馆均

无制定专门的特殊学生服务手册,所开展的无障碍

服务也大都停留于提供电子图书、志愿者咨询等简

单层面.在CNKI数据库以“KY＝‘残疾’＋‘残障’

＋‘特殊人群’＋‘弱势群体’∗‘图书馆’”为检索式

进行检索,发现目前国内有关图书馆特殊人群服务

的研究集中于公共图书馆领域,其中涉及高校图书

馆的研究也主要针对某类特殊人群展开,无法为国

内高校图书馆残障学生服务的整体建设提供科学理

论指导.
加拿大是目前国际上接受高等教育残疾人数最

多的国家之一.其２０１８年颁布的«残疾人调查报

告»(CanadianSurveyonDisability)显示,目前加

拿大获得学士以上学位的残疾人有２８３万人,占全

体残疾人数的４６％.这一成果不仅得益于加拿大

成熟的特殊教育制度,也与其高校图书馆残障学生

服务的开展息息相关[２].因此,本文拟对加拿大高

校图书馆的残障学生服务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其中

有效经验,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无障碍服务的建设提

供借鉴.

２　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开展残障学生服务的外部条件

«加拿大残疾人法典»(IndividualswithDisaＧ
bilitiesEducationAct)将“残障人士”定义为先天存

在或由事故引起的,在肢体、心理、智力或感官方面

有长期损害的人,并声明国家保护所有残疾人接受

文化教育的基本权利[３].由于高校图书馆在特殊群

体教育中发挥着建设特殊馆藏、辅助专业学习等作

用,加拿大政府及各社会力量均十分重视为高校图

书馆残障学生服务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主要表现

为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联邦政府颁布法律政策

加拿大联邦政府十分重视制定全面的特殊教育

政策,为高校图书馆残障学生服务的开展提供保障.
如在２０００年修订«特殊学生服务手册»(Policyand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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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onDisability),明确高校图书馆在支持

特殊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４].２００５年颁布«无障

碍文化服务标准»(AccessibilityCulturalService
Standards),量化有关高校图书馆应配置的特殊读

物数量、特殊设备类型等内容[５].同时,加拿大政府

还设立“高校特殊服务指导委员会”(CollegeComＧ
mitteeonDisabilityIssue,CCDI),制定详细的«成
功手册»(TheHandbookforSuccess),在阐明各类

型残障学生行为特征、学习特点的同时,指出高校图

书馆开展的特殊服务至少应包括设计特殊课程、提
供特殊设备等五个方面,为高校图书馆残障学生服

务的建设提供了指导[６].

２．２　地方政府引导馆际合作

加拿大各省政府均十分重视开展全省性的“特
殊服务项目”,引导高校图书馆等教育文化机构有序

开展残障学生服务.其中,安大略省政府鼓励省内

所有图书馆参与到“融合教育运动”(InclusiveEduＧ
cationMovement)中.该运动旨在以特殊设计的课

程、教材和教学组织形式为基础,通过改变传统的特

殊教育模式,最大化地促进残障学生融入普通高等

教育环境[７].曼尼托巴省政府则发起“替代格式服

务”(AlternateFormatsCollection,AFC)项目,通过

组织省内所有高校图书馆建成特殊资源共享联盟,
尽可 能 地 满 足 残 障 学 生 对 特 殊 读 物 与 设 备 的

需求[８].

２．３　各类组织提供资源支持

加拿大成立了许多以提升残障人群文化水平为

目标的社会组织.其中,大部分组织均通过提供特

殊设备、人才等资源的方式参与到加拿大高校图书

馆残障学生服务的实践中.例如,融合教育加拿大

协会(InclusiveEducationCanada)、曼尼托巴省特

殊教育协会(ManitobaSpecialEducationAssociaＧ
tion)积极为高校图书馆提供特殊读物与阅读设备,
降低残障学生自主阅读的难度.国家阅读障碍症中

心 (National Center for Learning Disabilities,

NCLD)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阅读服务是满足学生多

样化学习需求的重要条件”的观点,认为高校图书馆

应在定期评估残障学生学习水平的基础上为其制定

个性化的教学策略[９].这些组织为提高加拿大高校

图书馆特殊服务的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残疾

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源.

３　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开展残障学生服务的具体

方式

本文以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LibraryAsＧ
sociation,ALA)认证的９所开设图书情报学课程

的加拿大高校的图书馆和加拿大图书馆协会(CanaＧ
dianLibraryAssociation,CLA)最新表彰的 ３ 所

２０１８年度优秀高校图书馆为对象展开调研,分别是

麦吉尔大学图书馆[１０]、多伦多大学图书馆[１１]、达尔

豪斯大学图书馆[１２]、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１３]、韦仕

敦大学图书馆[１４]、渥太华大学图书馆[１５]、蒙特利尔

大学图书馆[１６]、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１７]、爱
德华王子岛大学图书馆[１８]、卡尔顿大学图书馆[１９]、
滑铁卢大学图书馆[２０]与亚冈昆学院图书馆[２１].在

调查过程中,本文首先采用网络调查法对高校图书

馆官网上有关残障学生服务的内容进行整理,并同

时采用邮件调查法对其残障读者数、无障碍设施数

等进行统计.总结发现,１２所加拿大高校图书馆服

务残障学生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３．１　设立专职部门,规范特殊服务

调查发现,所选研究对象中,有９所高校图书馆

设置了专门负责统筹残障学生服务的中心机构,主
要职责及图书馆数量如表１所示.一方面,这些机

构通过制定残障学生服务手册,阐明高校图书馆在

残障学生服务中应履行的职责.例如,麦吉尔大学

图书馆无障碍服务中心制定的«残障学生服务手册»
(GuidelinesforDisabilities)量化了该馆的特殊读

物配置标准与无障碍空间建设要求,保证了该馆残

障学生服务的规范化.同时,该中心制定的«反歧

视、骚 扰 政 策»(Policyon Harassmentand DisＧ
criminationProhibited)赋予了馆员制止馆内歧视、
骚扰行为的权利,为营造友好、包容的学习环境提供

了保障[２２].另一方面,这些专职机构作为高校图书

馆残障学生服务的倡导者与组织者,还积极通过制

定年度发展规划、联结内外部组织等方式,保障残障

学生服务的可持续性.如蒙特利尔大学图书馆[２３]、
滑铁卢大学图书馆[２４]的特殊服务办公室定期根据

残障学生的阅读需求与学习反馈,更新无障碍图书

馆建设方案.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的特殊服务部门

积极组织校内学生开展残障学生服务,并通过联络

校友会等外部组织的方式,为本馆特殊服务的开展

提供人力、财力支持[２５].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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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专职部门的主要职责与履行的高校图书馆数量

主要职责 图书馆数量

制定“特殊服务章程” ６

制定“特殊服务年度发展规划” ４

收集特殊读者学习需求与反馈 ９

指导学生社团,开展无障碍志愿服务 ３

联络外部机构,获取资金支持 ５

３．２　配置特殊资源,设计包容环境

调查发现,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十分重视通过采

购特殊读物、配置辅助设备等方式为残障学生建设

无障碍的学习环境,其主要提供的特殊设备、软件与

设施类型如表２所示.一方面,被调查高校图书馆

均采购了丰富的特殊文献资源,以适应视力障碍、阅
读障碍等学生的特殊阅读特点.同时,有８所高校

图书馆还专门为残障学生提供书刊邮寄、文献代借

等服务,方便肢体障碍学生获取所需书籍.另一方

面,被调查高校图书馆均在馆内嵌入了全面的阅读

辅助设备与软件,以促进残障学生独立开展阅读活

动.如韦仕敦大学图书馆[２６]、蒙特利尔大学图书

馆[２７]在每一楼层均配置了屏幕放大镜、语音转化

器、盲文刻印机等设备,支持智力、视力障碍学生阅

读所需文献.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利用人机交互系统

与自适应技术建立了数字资源有声目录,协助肢体、
视力障碍学生进行文献检索[２８].除此之外,所选１２
所加拿大高校图书馆还通过建设无障碍停车场、卫
生间、电梯等设施的方式为残障学生构建起友好的

学习环境,极大地方便了残障学生利用图书馆的空

间资源.

３．３　成立专业团队,支持教学科研

提高残障学生的学习能力是高校图书馆开展特

殊服务的最终目的.培育特殊服务人才则是实现残

障学生服务可持续开展的重要条件.为有效提高残

障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各专业学生服务特殊人群的实

践能力,１２所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均建立了专业的馆

员团队,具体包括的馆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１)
专门为残障读者提供服务的特殊馆员.除了为残障

学生提供复印打印、文本传送、数据格式转换等服

务,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等９所高校图书馆的特殊馆

员团队还积极针对不同残障学生的学习特点开展信

息素养教育,提升其使用各类学术设备与软件的能

力[２９].麦吉尔大学图书馆等６所高校图书馆的特

殊馆员团队则专门为残障毕业生分享就业知识和面

试技巧,促进其迅速融入社会[３０].这类馆员为残障

学生更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创造了有利条

件.(２)专门支持特殊教育人才培养的教学辅助馆

员.调查发现,１２所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均建立了专

业的教学支持团队.其中,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图书

馆鼓励学科馆员在各学院开设特殊人群服务选修课

程[３１].韦仕敦大学图书馆要求教学辅助馆员向教

育学院师生分享特殊教育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３２].
亚岗昆学院图书馆的教学支持团队则积极为特殊教

育学院学生提供教学实践机会,提高其服务残障人

群的能力[３３].这些措施为残障学生服务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储备.(３)专门支持特殊服

务研究顺利开展的科研支持馆员.这类馆员在提供

学术支持的同时,有７所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支持团队

还主动探索提高残障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方式.如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科研支持团队根据该

馆残障学生的学习特点,改进加拿大读写困难症协会

(LearningDisabilitiesAssociationofCanada,LDAC)

表２　１２所高校图书馆特殊设备、软件与设施建设情况

设备类 软件类 设施类

设备名称 图书馆数量 设备名称 图书馆数量 软件名称 图书馆数量 设施名称 图书馆数量

高度可调节桌椅 １２ 盲文刻录机 １１ 读写辅助软件 １１ 专用停车位 １１

高对比键盘 １０ 文本放大器 １２ 思维辅助软件 １０ 无障碍电梯 １２

彩色覆盖器 ８ 头戴式麦克风 ９ 屏幕阅读软件 １２ 轮椅通道 １０

轮椅 １２ 头戴式视图器 ９ 屏幕录制软件 １１ 盲道 １２

人体工程学座椅 １２ 助听器 １０ 文字放大软件 １２ 无障碍卫生间 １２

文本转换器 １１ 胶带分离器 ８ 语音识别软件 ９ 自动开门装置 １０

多功能打印机 １２ 助行架 １２ 无障碍软件包 １１ 自动滑门入口 ８

音声阅读机 １２ 超轻手推车 ７ 盲文翻译软件 ９ 无障碍休息室 ９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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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多感官教学计划(SimultaneousMultisensory
TeachingProgram,S．M．T．),利用多感官共同作用的

方式提高读写困难学生的阅读能力[３４].麦吉尔大

学图书馆的科研支持馆员借鉴全纳教育加拿大协会

(InclusiveEducationCanada)提出的个性化教育项

目(TheIndividualEducationPlan,IEP),针对残障

学生的 个 体 学 习 特 点,制 定 具 体 的 课 后 辅 导 策

略[３５].三类馆员的主要服务方式及对应图书馆数

如表３所示.
表３　馆员团队的具体类型、服务方式及图书馆数量

馆员类型 主要服务方式 图书馆数量

特殊馆员

复印打印 １２

传送文本 １１

转换文献格式 １１

信息素养教育 ９

指导实习、就业 ６

教学辅助

馆员

建设基本教学资源 １２

开设特殊教育选修课 ５

整合特殊教育领域最新资讯 ８

提供教学实践机会 ８

科研支持

馆员

提供科研支持 １２

自主开展研究 ５

３．４　建设特殊空间,提供全面服务

为实现残障学生服务的全方位、深层次、一体

化,１２所高校图书馆均建设了“一站式”的无障碍学

习空间.其中,滑铁卢大学图书馆设计了无障碍服

务中心(AccessabilityServicesCenter),特别允许残

障学生在此空间内与其导盲犬、助听犬共同开展阅

读[３６].卡尔顿大学图书馆建立了自适应技术中心

(AdaptiveTechnologyCentre)[３７].在学术支持方

面,该中心整合了加拿大国内所有为残障人群举办

的学术会议信息,并及时根据会议特点及特殊学生

要求提前布置学术研讨环境.在生活服务上,该空

间成立了专门为校内残障学生分享就业、住房等社

会信息的研究咨询小组(ResearchAssistance),满
足特殊学生获取学科以外知识的信息需求.亚岗昆

学 院 图 书 馆 的 无 障 碍 学 习 中 心 (Centrefor
AccessibleLearning,CAL)则设计了特别的考试环

境,并通过延长考试时间、制作有声考卷、配置特殊

桌椅等方式辅助残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考试[３８].
这些空间为残障学生提高自身综合能力、顺利完成

高等教育提供了保障.

３．５　整合校内资源,寻求外部合作

重视通过整合校内资源与吸收外部力量等方式

提高特殊服务的质量,是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开展残

障学生服务过程中的重要特点之一,所采取的主要

措施及对应图书馆数如表４所示.一方面,１２所加

拿大高校图书馆的官网均建设了专门的“无障碍服

务”板块或网页,以帮助残障学生快速获取所需信

息.另一方面,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图书馆等５所高

校图书馆还积极与校内各学院合作,提升残障学生

服务的专业度[３９].其中,达尔豪斯大学图书馆定期

与心理学院合作,为残障学生提供阅读疗愈、心理咨

询等服务[４０].另外,有９所高校图书馆还积极与外

部特殊人群服务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如卡尔顿大学

图书馆加入加拿大公平借阅协会(CentreforEquiＧ
tableLibraryAccess,CELA),借此平台开展集团采

购、长期订购等活动[４１].滑铁卢大学图书馆与“盲
人之眼”协会(GuidingEyesfortheBlind)合作为视

障学生开展定制化培训,确保每位参加者与其导盲

犬实现独立合作与灵活配合[４２].
表４　整合校内外特殊服务资源的主要方式及图书馆数量

主要方式 图书馆数量

建立“特殊服务信息”专题板块或网页 １２

与校内各学院合作 ５

与外部组织合作 ９

４　加拿大高校图书馆残障学生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以来,我国接受各级特殊教育的在校学生数从

４２５６１３人增长至５７８８２６人[４３].这一数据在彰显我

国特殊教育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对国内高校图书馆

残障学生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加拿大高校图

书馆针对残障学生所开展的服务在机构设置、环境

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支持、资源整合等方面均较为

成熟,能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无障碍服务的开展带来

以下几方面启示.

４．１　加强立法保障,建设外部监督机制

加拿大政府制定的«无障碍文化服务标准»«特
殊学生服务手册»等,均对高校图书馆在残障学生服

务中应承担的责任及应提供的服务作出了详细规

定,并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定期开展针对高校图书馆

残障学生服务的全面评估.然而,尽管我国«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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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高等教育法»均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必须招

收符合国家规定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但目前

国内仍未颁布量化有关高校图书馆特殊资源配置数

量、无障碍空间建设标准等内容的法律法规.同时,
浏览２０２０THE中我国排名前２０高校的图书馆官

网发现,除了南京大学图书馆、同济大学图书馆提出

“为有特殊需要的读者提供帮助”以外,其余１８所高

校图书馆公示的服务政策均未指出面向残障学生开

展特殊服务.尽管这一现象与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

残疾人数仍较少有关,但基于我国残疾人基数大、特
殊教育逐渐完善等原因,我国政府应加快构建完善

的法律保障体系与监督机制,推动高校图书馆残障

学生服务的稳步发展.
一方面,我国政府可借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

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Associations
andInstitutions,IFLA)制定的一系列弱势群体服

务指南以及加拿大等国家颁布的优秀法案,在此基

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专门的涵盖特殊读物配置

标准、特殊服务开展类型及频率等内容的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积极发挥中国图书馆学会、残
疾人联合会等组织的监督与评价作用,加快将特殊

服务纳入高校图书馆评估指标中,保证国内高校图

书馆残障学生服务的建设落到实处.

４．２　配置资源设备,创建友好阅读环境

所选１２所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均十分重视通过

配置多格式的学术文献与支持性的阅读设备支持校

内残障学生独立完成阅读活动.而调查发现,目前

我国大部分高校图书馆提供的特殊资源仅局限于电

子图书与盲文书这两类读物.由于经费、人才等条

件限制,目前国内的特殊教育学院图书馆为精神、智
力障碍等隐性残疾学生提供的特殊资源也较为缺

乏[４４].因此,我国高校图书馆应积极学习加拿大的

相关做法,努力为残障学生建设受众面广泛的无障

碍学习环境.
首先,我国高校图书馆应全面配置各类特殊读

物.既要建设涵盖有声读物、DAISY读物等文献的

特殊馆藏体系,又要积极为残障学生提供盲文数据

传送、学术文献录音等服务,支持残障学生将所需资

料转换为任一格式文献.其次,我国高校图书馆应

重视配置各类阅读辅助技术与设备.既要引进放大

阅读器、彩色覆盖器等工具,缓解各类型残障学生的

阅读障碍.又应重视在馆内嵌入思维导图、语音识

别等学习辅助软件,提高残障学生的阅读效果[４５].
同时,国内高校图书馆应积极为特殊学生构建友好

阅读环境.如在馆内设计明显的指示标识,方便视

力障碍学生查找所需书籍;建设轮椅通道、无障碍卫

生间等设施,为行动障碍学生建设安全便利的学习

环境.

４．３　坚持目标导向,提升残障学生能力

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指出,高校特殊教育应将促进残

疾学生的全面发展、帮助残疾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设为培养目标[４６].在此背景下,我国各高校图书馆

应提高对教育公平工作的重视,加强自身在特殊教

育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国内高校图书馆应尽快构建残障学生学

习支持体系.如学习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等开展课后

辅导、开设专题讲座的做法,利用针对性的专业指

导,增进残障学生对学科内容的理解.其次,我国高

校图书馆应坚持以能力为重,积极为残障学生提供

科研帮助.浏览我国在２０２０THE中排名前２０高校

的图书馆官网发现,目前国内高校残障学生所开展

的科学研究集中于残障康复领域.因此,我国高校

图书馆应积极为特殊学生提供学科馆员咨询、文献

检索帮助等服务,支持残障学生参与到更广泛的科

学研究中.另外,我国高校图书馆同样应重视面向

残障学生开展职业技能培养,并通过整合实习信息、
提供就业咨询等方式,促进特殊学生更好地融入

社会.

４．４　重视人才储备,培育特殊服务人员

加拿大高校图书馆重视培养特殊服务人才的做

法为其残障学生服务的可持续开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然而,我国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八次常委会议指

出,特殊教育教师缺口大、实践教学水平低、专业结

构失衡等因素是目前制约我国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

主要原因[４７].利用网络调查法也可发现,我国特殊

教育院校教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教师团队专业水

平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如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

院教师队伍中,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仅占１６％.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学团队中,毕业于特

殊教育专业的仅占３３％.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我

国高等特殊教育与高校图书馆残障学生服务的稳步

推进.随着«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中“加强专业化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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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４８],我国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自身支持教学

发展的重要功能,努力为特殊教育人才的培养提供

文献、技术等支撑.
首先,我国高校图书馆应积极为特殊教育专业

教师提供教学支持,努力为其开发更加专业、实用的

教学辅助资料与测量评估工具[４９].其次,国内高校

图书馆应积极推动其他相关专业开设残障人群服务

课程.如学习蒙特利尔大学图书馆鼓励特殊馆员在

医学院、信息管理学院开设选修课程的方法,培育具

有多学科背景的特殊服务人才.同时,我国高校图

书馆应重视履行自身科研支持职能,积极推动残障

人群服务研究的发展.国内高校图书馆可总结同济

大学图书馆、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等在协助研发视

觉形象识别系统、心脑接口系统过程中的有效经验,
支持特殊服务研究的顺利开展.

４．５　吸收外界力量,建立社会合作网络

目前,我国在深圳、中山、增城等地均成立了许

多特殊人群服务组织[５０].我国高校图书馆应重视

加强与各类组织、协会的交流合作,集合各方优势,
提高全社会对残障学生服务的关注.首先,国内高

校图书馆应加强与各行业协会的联系,如与残疾人

联合会、中国盲人协会等合作,推动高校图书馆残疾

人服务指南的制定.其次,我国高校图书馆应增强

与各社区机构的交流,如与深圳卫宁社工中心、广州

增城乐众社工中心等共同开展专家讲座、知识竞赛

等活动,提升全社会参与残障人群服务的意识[５１].
另外,国内高校图书馆还应积极将残障学生的父母、
朋友等社会关系纳入到特殊服务中,组织其学习残

障康复的基本知识,改善残障学生的家庭学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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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atusandEnlightenmentofServicesforDisabledStudentsin
CanadianAcademicLibrary

LinYirong　ShuMan

Abstract:Usingonlinesurveymethodandmailsurveymethodtoinvestigatetheservicemethodsfor
disabledstudentsin１２Canadiancollegelibraries,andsummarizedtheservicesprovidedbyCanadian
collegelibrariestodisabledstudentswiththehelpofthefederalgovernment,provincialgovernments,and
variousorganizations．TheservicesmainlyincludeestablishingafullＧtimedepartmenttoregulatespecial
services;allocatingspecialresourcesanddesigninganinclusiveenvironment;establishingprofessional
teamstosupportteachingandscientificresearch;buildingspecialspacesto providecomprehensive
services;integratingresourceswithintheschoolandseekingexternalcooperation．Drawingonthis,Chinas
collegelibrariesshouldcarryoutservicesforstudentswithdisabilitiesinseveralaspects:strengthenlegisＧ
lativeguaranteesandbuildanexternalsupervisionmechanism;configurereadingequipmentandcreatea
friendlyreadingenvironment;adheretogoalorientationandimprovetheabilityofstudentswithdisabiliＧ
ties;payattentiononhumanresourcedevelopmentandcultivatespecialservicepersonnel;cooperatewith
outsidestakeholdersandestablishsocialcooperationnetworks．

Keywords:AcademicLibrary;DisabledStudents;LibraryServices;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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