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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调查研究

□王亚平∗

　　摘要　通过网络调查了香港“教资会”资助下的８所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现状,就其无

障碍网页设计、网站残障读者服务导航、残障读者无障碍设施建设及残障读者额外援助四方面进

行了分析与总结,论述了香港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对内地高校图书馆的五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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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家政策和社会文明的推进,
普通高校录取残障学生的数量在逐年增加.据«中
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 “十二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期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当年录取

残疾人数量分别为７１５０、７２２９、７５３８、７８６４和８５０８
名[１].目前,在发达国家或地区高校图书馆中,无障

碍服务已形成一种理念和普遍共识.而在我国内

地,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

方面都还十分欠缺.根据调查,在网站设计方面,内
地很少有高校图书馆设“残障读者服务”或“无障碍

服务”相关栏目;在服务内容方面,也很难找到有关

高校图书馆对残障读者服务的具体政策或措施;在
研究文献方面,笔者用“高校图书馆＋残疾”和“高校

图书馆＋残障”为主题在中国知网和维普数据库进

行检索,检出的文献也寥寥无几.基于此,在充分调

研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现状的基础上,
以该服务发展较成熟的香港“教资会”资助下的８所

高校图书馆为调研对象,发现其亮点和经验,以为内

地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提供参考和借鉴.

２　香港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现状

２０１６年３月８日至３１日,笔者对“教资会”资助

下的８所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现状展开调研,
具体对象为:香港大学图书馆[２]、香港中文大学图书

馆[３]、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４]、香港理工大学图书

馆[５]、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６]、香港浸会大学图书

馆[７]、香港 岭 南 大 学 图 书 馆[８]、香 港 教 育 学 院 图

书馆[９].

２．１　无障碍网页设计

无障碍网页是指特别针对残疾人士的需要,使
用者纵使能力不一,也能轻易使用网页所提供的咨

询和服务,其主要原则不在于网站是否“能让人搜寻

得到”,而在于网站是否为所有人而设计,不论这些

人是谁或他们通过什么途径上网[１０].香港政府特

别重视本地企业和机构的无障碍网页设计,为此,自

２０１３年起,政府咨询科技总监办公室携手平等机会

委员会合办一年一度的“无障碍网页嘉许计划”[１１],
旨在表扬企业及机构在其网站及流动应用程式采用

无障碍设计.香港“教资会”资助下的８所高校图书

馆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无障碍网页设计,如香港大

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及香港城市大学图

书馆使用较大字体和高对比度色谱来设计网站,提
供让使用者放大字体的功能,从而方便残疾人士浏

览与阅读;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网页设计符合万维

网联盟(W３C)网页易读性倡议(WAI)第一阶段的

指导方针;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尽力确保网站设计

符合 W３C«无障碍网页内容指引»(WCAG)２AA 级

别标准.更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大学图书馆和香港

理工大学图书馆分别获得了２０１５年“无障碍网页嘉

许计划”的金奖和银奖,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

理工大学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图书馆获得了２０１６年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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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网页嘉许计划”金奖,岭南大学图书馆获得

了２０１６年“无障碍网页嘉许计划”银奖,值得其他高

校图书馆学习.

２．２　网站残障读者服务导航

网站残障读者服务导航即方便残障读者快速地

查找与浏览与自己相关的服务内容,又有利于残障

读者服务的可持续性和良性发展.“教资会”资助下

的８所高校图书馆网站均设有残障读者服务导航,
点击进去可查看详细的有关服务设施及内容的介

绍,只是具体设置位置和叫法有所不同(见表１).

表１　“教资会”资助下的八大高校图书馆

残障读者服务导航设置

图书馆 残障读者服务导航设置及叫法

香港大学

图书馆

在其主页找到“Branches&ServiceArea”栏目,依
次点击“MainLibrary”→“Facilities&Services”,可
看到“StudyPlaces”栏目,点击其下面的“Findout
moreaboutthefacilitiesavailable”链接,即可看到

“SpecialRoom For VisuallyImpaired Students”
导航.

香港中文

大学图书馆

点击主页“UsingtheLibrary”栏目,即可看到“BarＧ
rierFreeFacilities&Services”导航.

香港科技

大学图书馆

点击主页“Services&Information”栏目下的“ServＧ
icesA － Z”,在 A类服务下即可看到“Accessibility
Services”导航.

香港理工

大学图书馆

点击主页“USER PRIVILEGES”栏 目,即 可 在 其

“STUDENTS”栏目下看到“StudentswithSpecial
Needs”导航.

香港城市

大学图书馆

点击主页 “Service”栏 目 下 的 “more”,即 可 看 到

“ServicesforStudentswithSpecialNeeds”导航.

香港浸会

大学图书馆

点击主页“Facilities”栏目,即可看到“Supportfor
UserswithDisabilities”导航.

香港岭南

大学图书馆

点击主页“Facilities”栏目,即可看到“Facilitiesfor
VisuallyImpairedPatrons”导航.

香港教育

学院图书馆

点击主页“服务与设施”栏目,即可看到“残疾人士

设施”导航.

２．３　残障读者无障碍设施建设

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

服务的基础和保障.在香港,残障读者无障碍设施

建设主要包括相关基础设施和辅助阅读设施及软件

建设.

２．３．１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无障碍通道及出入

门、无障碍电梯、无障碍洗手间、可调节高度桌椅及助

行车建设等.“教资会”资助下的８所高校图书馆针

对残障读者均进行了内容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从

根本上把残障读者服务工作落到实处(见表２).

表２　“教资会”资助下的八大高校图书馆残障

读者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图书馆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香港大学

图书馆

⑴盲人引路径:针对视障生,图书馆安装了盲人引

路径供使用.⑵入口:针对行动不便者,馆入口处

安装了加阔闸口.⑶图书馆室:设有斜台到达的图

书馆室,室内安装了适合轮椅使用者使用高度的桌

子.⑷hearingloop:针 对 听 障 者,咨 询 台 安 装 了

hearingloop,将传声器声源接到助听器,方便职员

与读者沟通.⑸洗手间:图书馆备有畅通易达洗

手间.

香港中文大

学图书馆

⑴入口:所有图书馆均可供使用轮椅之读者进入.
崇基学院及新亚书院图书馆设特别入口以便轮椅

人士进馆.⑵对讲机:馆门外设对讲机,有需要读

者可使用作呼召协助.⑶升降平台:建筑学馆设升

降平台供残障读者进出各层.⑷电脑:除建筑学馆

外的所有图书馆均设有适合轮椅使用者的电脑.

⑸洗手间:大学、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及联合书院图

书馆均设有轮椅使用者/伤健人士洗手间.

香港科技

大学图书馆

⑴区域和房间:所有区域和房间都适合轮椅人士.

⑵出入门:馆出入门是手动控制门,轮椅人士无需

职员帮助就可自行出入.⑶电梯:所有电梯残障者

均可使用,电梯 B和 C设盲文标记,C是经特别设

计的无障碍电梯,伴有到达/离开某楼层语音的多

语种消息器.⑷洗手间:馆各层都设有无障碍厕所

或摊位,并设相应的扶手、洗手盆等.⑸一楼的两

台“电脑工作站”轮椅人士可优先使用.⑹媒体资

源观看室及讨论室设无障碍通道,花园和露台家具

可容纳轮椅.

香港理工

大学图书馆

⑴出入口:设单独出入口以供轮椅人士进出.⑵助

行车:馆各层都设助行车以供拐杖用户携带书籍.

⑶指定座位:针对肢残者,馆各层都设有指定座位.

⑷研究 阅 读 桌:设 有 两 个 私 人 研 究 阅 读 桌 供 在

STARS中心注册的残障学生使用.

香港城市

大学图书馆

⑴助行车:提供三个带手闸及可承重１２５kg经专门

设计的滚动助行车,有需要用户可在流通台或法律

台借用.⑵座位和 PC工作站:阅读区的一些座位

和椭圆形区的PC工作站 K－L及S－U 可专供有

特殊需要用户预定.⑶洗手间:馆内设有两个特殊

用户洗手间,一女一男,分别位于主入口处的６ 号

及７号电梯外.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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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

大学图书馆

⑴入口:邵氏大厦左侧设有一个轮椅无障碍通道,
在主馆入口处设有一个轮椅可用加阔门.⑵电梯:
馆电梯配有盲文标记及多语种语音消息器,可到达

面向读者开放的各楼层.⑶洗手间:残疾人士洗手

间位于主馆的２、４、６层.⑷可调式家具:残疾用户

支援学习室配有可调高度桌椅以便轮椅人士使用.

香港岭南

大学图书馆

⑴出入口:图书馆一楼及二楼的出入口,可供轮椅

读者进出图书馆.

香港教育

学院图书馆

⑴电脑工作站:蒙民伟馆地下７x２４研习中心设有

一台特别设计的电脑工作站,方便轮椅人士浏览互

联网.⑵电动升降桌:蒙民伟馆一楼的两个特殊学

习需要自修室设有专为轮椅者使用的电动升降桌.

⑶自修间:位于四楼研修阁的其中两个自修间(SN１
及SN２)专供有特殊学习需要者使用.⑷洗手间:
蒙民伟馆地下至四楼均设有残疾人士洗手间.

２．３．２　辅助阅读设施及软件建设

辅助阅读设施及软件建设主要包括盲文显示

器、读屏软件、字符辨识软件、文本放大器材、翻书机

及扬声器建设等.“教资会”资助下的８所高校图书

馆同样非常重视残障读者辅助阅读设施及软件建

设,以使残障读者在图书馆有较佳体验(表３).

表３　“教资会”资助下的八大高校图书馆残障

读者辅助阅读设施及软件建设

图书馆 辅助阅读设施及软件建设

香港大学

图书馆

主馆４楼设有一间供视障生使用的配有阅读帮助

软件和扫描设备的专门房间,具体设施包括:⑴盲

文显示器;⑵读屏软件JAWS;⑶光学字符辨识软

件 ABBYY等;⑷点字打印机;⑸ 放大器;⑹ 扫描

器等.

香港中文

大学图书馆

１、崇基及联合馆设:⑴JAWS中文版:提供配合视

窗运作系统的语音技术,帮助读者使用常用软件及

上网;⑵点写易EasyDots及亮点BRITE:点写易是

专为视障人士而设的广东话点字输入法,让其能准

确且顺畅地用电脑书写中文.亮点提供一般文字

及点字即时双向翻译功能,方便列印点字;⑶ABＧ
BYYFineReader:提供光学文字识别功能(OCR),
识别扫描版文字并转成可读文字;⑷点字列印机及

扫描器:连接电脑供视障者使用.２、崇基及新亚馆

设:放大阅读书写机/书本放大器:能放大任何可放

于浏览桌面之文本,协助低视力者阅读书写.３、崇
基、医学及建筑学馆设:自动翻书机:供肌肉失能读

者使用.

香港科技

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１楼设有一台带有视障用户自适应设备和

软件的可调节高度工作站,位于媒体计数器附近.
(网站未提供具体的特殊阅读设备及软件名称)

香港理工

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４楼设有一间特别设备室,配备安装有各种

硬件和软件的特别个人电脑:⑴CCTV Magnifier:
可将阅读材料的放大图像投射到电脑显示器上,彩
色和黑白系统均可适用.⑵盲文扫描仪:可把文本

屏幕转换成盲文信息.⑶JAWS:用于阅读电脑屏

幕信息的 Windows阅读器软件,帮助视障者浏览和

访问网页及屏幕内容.⑷ZoomText:是一款能放

大电脑屏幕内容的屏幕放大软件.

香港城市

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了三个安装有特

殊设施设备的房间进行预订使用,安装的设施有:

⑴微电脑;⑵扫描仪;⑶帕金斯盲文打字机;⑷PowＧ
erBraille４０;⑸盲文打印机;⑹CCTVmagnifier;⑺４
轨便携式盒式磁带播放器;⑻PACmateBX４２０with
２０cell盲文显示器;⑼储物柜.

香港浸会

大学图书馆

主馆４ 楼多媒体学习中心设有配备辅助家具和技

术的残疾用户支援学习室:⑴盲文系统:两台盲文

显示器和一台盲文打印机可供视障者使用.⑵一

个经过专门设计的汉语输入软件可供视障者使用.

⑶放大设备:遥感和手持放大镜都可放大打印资

料.⑷OCR:支持汉语和英语,识别扫描版文字并

在需要时转成盲文.⑸学习室配备了特殊打印机、
扫描仪和多媒体设备以便使用.⑹屏幕阅读软件

NVDA:通过把屏幕上的文本合成语音以帮助视障

者浏览电脑桌面.

香港岭南

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设有两个配备视障者专用设施的个人学习

室:⑴闭路电视放大器:帮助弱视或低视力者放大

印刷资料;⑵放大镜:放大选定文本或屏幕上其他

项目以更易观看.⑶扬声器:可大声读取屏幕上的

文字、对话框、菜单等.⑷NVDA:提供给视障者使

用的多语言屏幕阅读器,安装在馆一楼指定的两部

电脑上.

香港教育

学院图书馆

蒙民伟馆一楼两间特殊需要自修室及将军澳教学

中心学习共享其中一个研习座位均设置了专供视

障者使用的阅读设施:⑴特大电视屏幕;⑵图书放

大仪器;⑶电脑屏幕放大软件(Zoom Text１０);⑷
双语电脑读屏软件(晨光与 NVDA)

２．４　残障读者额外援助

使其馆藏、资源和服务适用于所有用户是香港

高校图书馆的宗旨和原则.为推动这一原则,香港

高校图书馆致力于为有特殊需求的用户提供额外援

助以促进他们对图书馆的访问和使用(如帮其查找

信息、检索资料、访问图书馆和使用图书馆设施等),
努力在提供平等机会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无障碍的环

境,以体现社会的公平及高校图书馆对残障读者的

人文关怀.详情请参见表４.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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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教资会”资助下的八大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额外援助

图书馆 残障读者额外援助

香港大学

图书馆

⑴使用职员电梯:残障读者可登记使用职员电梯,
由馆外通往馆各层.⑵代取图书:流通部职员会协

助读者从架上取书.⑶索取特殊格式文献:馆会为

视障生向出版社索取可供视障者阅读的电子书及

提供文件扫描等服务.⑷提供图书馆简介:馆会视

乎需要为个别读者提供馆简介,以协助了解使用馆

设施及资源.

香港中文

大学图书馆

⑴照顾者图书证:图书馆可为残障读者之照顾者签

发图书证.照顾者可凭证进入各图书馆,代读者搜

寻及借阅所需资料.⑵代取藏书:图书馆流通处职

员随时乐意协助轮椅使用者于馆内拿取藏书.

香港科技

大学图书馆

⑴获取资料:馆员可帮有需要的残障读者检索资

料,读者可先提供一份所需资料清单,馆员搜集齐

后会通知来取,如读者在校内,图书馆可上门去送,
如在借期内未读完资料,读者可网上续借,如有需

要亦可电话求助职员.⑵复印/打印/扫描:馆员可

帮有需要的残障读者复印/打印/扫描,读者可先提

供一份资料清单,等备好后图书馆会选择eＧmail发

送、通知来取或校内上门送等方式传递给读者.⑶
提供无障碍格式版本:馆员可根据用户要求获得课

程相关资料的无障碍版本,用户可提供一份课程清

单,并标明首选格式(如盲文、打印电子版、视频字

幕等),如需要某教科书的无障碍版本,须先提供一

份非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副本.⑷网上支持:馆通知

通过eＧmail发送,以便屏幕阅读器使用者阅读.

香港理工

大学图书馆

馆赋予残障读者优先权:⑴进馆优先:所有残障用

户无需在门外排队等候就可直接进馆.⑵服务优

先:残障用户在各服务点将被优先考虑,馆员乐于

协助其完成必要的手续.⑶照顾者进馆:对残障学

生可安排照顾者访问图书馆,并可代为其查找和检

索资料.⑷特别设备室预约:残障读者可通过网上

和电话两种方式预约使用特别设备室.

香港城市

大学图书馆

⑴参观:根据要求向参观的特殊用户展示图书馆多

样化设施和服务,请提前两周预约.⑵设备使用:
根据要求培训或演示一般或特殊设施的使用方法.

⑶特殊访问许可证:对残障者提供陪同或帮助的家

属或助手可发放特殊访问许可证.

香港浸会

大学图书馆

⑴助手陪同:残障用户可有助手陪同进入图书馆,
请在入口处通知值班员.⑵优先服务:残障用户在

图书馆主馆的各服务台(３层借还台,３层信息咨询

台,４层多媒体学习中心台)将被优先考虑,请联系

就近职员安排.⑶学术支持:可安排预约服务以帮

助有残障用户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

香港岭南

大学图书馆
特设专责人员协助残疾人士从特别通道出入.

香港教育

学院图书馆

⑴优先服务:各服务台均为残障人士提供优先服

务,图书馆职员乐于协助他们使用图书馆服务.⑵
查询及协助:提供负责部门电话及邮箱以便残障读

者寻求帮助.

３　香港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启示

３．１　政府积极推广和保障无障碍网页设计

香港高校及图书馆网页普遍采用无障碍设计,
以促进关爱共融和谐校园建设,这与香港政府积极

推广和保障不无关系.自１９９９年起,香港特区政府

就制定无障碍网页指引及良好作业模式,并向各局

及部门发布«政府网页发放资料指引»,要求各级政

府网站须采用无障碍设计,以便特殊需要人士浏览

及使用网站资讯和内容.２０１２年３月特区政府发

出最新版指引,要求无障碍网页须根据 W３C«无障

碍网页内容指引»２．０版 AA 级别的标准进行设计,
采取与国际上其他先进经济体系普遍一致的做法.
除指引外,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以下简称“办
公室”)还制作了«网页开发及维护技术说明»和«无
障碍网页手册»实用指南等资料供网站开发人员和

管理员参考,并提供无障碍网页成功准则的示例,以
便深入理解无障碍网页的基本要求.同时,办公室

还进行无障碍网页运动,如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透
过宣传、知识灌输和发布科技资源等来提高采用无

障碍网页设计及其认知,推广公共及私营机构采用

无障碍网页设计[１２].另自２０１３年起,办公室携手

平等机会委员会合办一年一度的“无障碍网页嘉许

计划”,以进一步推动更多企业和机构在其网站采用

无障碍设计.除上述措施外,香港法律也积极保障

无障碍网页设计,如«残疾歧视条例»(香港法例第

４８７章)订明机构须确保他们的服务可供所有人(不
论残疾与否)使用,这项原则亦适用于网站提供的资

讯和服务[１３].而在内地,据调查,目前采用无障碍

设计的网站还非常有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
和谐社会建设目标下,内地政府应认真学习香港经

验,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倡导、推广、宣传、保障和

奖励网页的无障碍设计,以促进教育公平和文明社

会发展.

３．２　所属高校普遍重视残障人士服务工作

(１)香港高校普遍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平等机会

以充分参与大学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致力于支持

残疾和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克服障碍获得成功的

大学教 育,致 力 于 倡 导 一 个 学 生 无 障 碍 的 大 学

社区[１４].
(２)香港高校普遍采用无障碍网页设计,并且多

次获得“无障碍网页嘉许计划”表彰与奖励,如２０１６
年“无障碍网页嘉许计划”: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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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获得最喜爱网站称号,香港中文大学还获得最易

用网站称号,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岭南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院获得三年卓越表现奖,香
港理 工 大 学 获 得 金 奖 及 香 港 浸 会 大 学 获 得 银

奖等[１５].
(３)香港高校普遍建有残障人士服务政策、服务

中心或相关服务部门等,如香港大学的“SEN 支

持”、香港中文大学的残疾服务协调委员会和残疾学

生支援服务政策、香港岭南大学的平等机会委员会

等,都明确规定高校残障人士享有的权利和学校提

供的具体支持和支援等,确保残障人士在学校学习

生活中有较佳体验.
总之,香港高校一系列人性化和平等机会政策,

确保了残障学生在高校享有的尊严和权力.因此,
在“全纳教育”大背景下,内地高校应积极借鉴香港

高校经验,把残障学生工作列入高校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建立“平等机会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给残障

学生以特殊关注和支援,并指导和鼓励所属部门如

图书馆等努力创造条件为残障学生提供平等机会和

良好服务,致力于为残障学生提供一个无障碍的环

境和服务,以提升人文关怀和在校满意度.

３．３　图书馆网站设置残障读者服务导航

其既能反映图书馆对残障读者的重视和体现图

书馆“以人为本”的宗旨,又能帮助残障读者快速地

查找和浏览与其相关的服务与内容.在香港,图书

馆残障读者服务不仅仅体现在口头上,更体现在服

务的实际行动与做法上,如表１所示,“教资会”资助

下的８所高校图书馆都在其网站设置有残障读者服

务导航,并且除香港大学图书馆外,导航位置都设置

在网站主页“服务(Services)”或“设施(Facilities)”
栏目醒目位置下,残障读者很方便地就可以查阅到

与之相关的内容.而在我国内地,高校图书馆网站

设置残障读者服务导航的很少,甚至可以说寥寥无

几.据笔者调查,在１１２所“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馆

中,在网站设置残障读者服务导航的只有暨南大学

图书馆一所,且服务内容较为单一.如:暨南大学图

书馆在主页“服务”栏目下设置“无障碍服务”导航,
指出图书馆本着“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专门

为身体残疾或行动不便者在出入图书馆时提供无障

碍服务,需要者可拨打服务电话,图书馆将及时派保

安专门为残障读者提供从一楼进入电梯的服务,以
消除上多级台阶的不便与烦恼[１６].由此可见,虽然

近年来我国内地普通高校每年录取残障学生的数量

在逐年增加,内地高校图书馆服务发展水平在逐步

提高,但残障读者服务仍未引起图书馆的足够关注

和重视,甚至还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这就需要相关

领导、学者、专家及网站设计人员多方努力,共同致

力于推动高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的发展和促进教

育公平的落实.

３．４　完善残障读者相关无障碍设施建设

由表２可知,“教资会”资助下的８所高校图书

馆拥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无论是在

基础设施还是辅助阅读设施建设方面表现出的完善

性和先进性,都非常值得其他高校图书馆学习.如

在基础设施方面,其首先进行了无障碍通道和出入

口设计,如盲人引路径、加阔闸口、轮椅通道入口和

升降平台等;其次,进行了无障碍电梯建设,如电梯

配盲文标记及多语种语音消音器等;再次,进行了无

障碍洗手间建设,如设无障碍厕所或厕所摊位,并设

相应的栏杆、扶手、洗手台等;最后,进行了其他方便

残障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助行车、可
调节高度桌椅和对讲机建设等.在辅助阅读设施方

面,８所高校图书馆大多都建有特殊设备室,室内配

备安装有各种硬件和软件的特别个人电脑,如盲文

显示器、读屏软件、屏幕放大软件、光学字符辨识软

件等,除此之外,还进行了翻书机及放大器材等辅助

阅读设备建设,以最大程度地方便残障读者利用图

书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香港高校图书馆

这一系列完备及全面的设施建设措施不仅为残障读

者走进图书馆提供了方便,还为残障读者利用并爱

上图书馆提供了可能.因此,内地高校图书馆应积

极学习香港高校图书馆经验,在对旧图书馆进行改

造或新馆建设时充分融入无障碍理念设计,首先进

行无障碍通道、出入口、电梯及洗手间建设,在此基

础上,再进行特殊设备及软件室建设,为各类残障读

者利用图书馆提供可能,真正体现新时代图书馆“以
人为本”的宗旨.

３．５　建立健全残障读者额外援助政策

由表３可知,在“一切为了读者,为了读者一切”
理念的带动下,“教资会”资助下的８所高校图书馆

从残障读者进馆到利用图书馆的每一步都进行了周

到的考虑并制定了相应地援助政策,如进馆优先、服
务优先、照顾者图书证、代取图书、索取特殊格式文

献等,以促进其在访问和使用图书馆时有较佳体验.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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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图书馆学家博尔赫斯曾说:“如果有天堂,应该

是图书馆的模样”,对香港高校残障学生来说,图书

馆确实是他们的天堂,在这里,他们能真正体验到理

解、尊重、关爱和人权.因此,对内地高校图书馆而

言,在建设和谐共融社会背景下,应认真学习香港高

校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经验,根据本馆实际制定合

适的残障读者额外援助政策,为图书馆无障碍服务

提供制度依据和行为标准.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

点着手:⑴内地高校图书馆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

况下,残障读者进馆时,如果读者有需要可提供值班

人员搀扶或图书馆职员电梯进入服务等;⑵在残障

读者进馆或服务台借书时,可提供进馆优先、服务优

先等服务,无需向普通读者那样排队等候;⑶对于读

者需要的图书资料,可由工作人员代查和代取,或直

接提供送书上门服务等;⑷为残障读者之照顾者发

放图书证,照顾者可直接陪同或帮助残障读者检索、
借阅等.总之,内地高校图书馆应尊崇一切从实际

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立足本馆实际,在条件允许

的范围内努力为残障读者提供更多切实优惠的服务

政策,以促进图书馆“读者第一,服务至上”核心价值

观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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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servicefordisabledreaders,barrierfreefacilitiesconstructionandadditionalassistancefordisaＧ
bledreaders,andthenexpoundstheenlightenmentsofdisabledreadersserviceofHongKongUniversity
Librariestothatofmainlanduniversities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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