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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研究旨在探討視障音樂工作者的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行為。由於研究者

在過去文獻當中發現，雖然研究視障者的相關研究甚多，然而對於視障音

樂工作者的資訊行為方面研究甚少，因而引發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當中的

深度訪談法，以深入了解視障音樂工作者在工作過程當中，有哪些資訊需

求以及如何進行資訊的蒐集。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台北縣市從事音樂工

作的視障者，研究期間透過滾雪球方式蒐集並訪談到 19 位音樂工作的視障

者。最後，本研究運用紮根理論的方法將訪談資料進行資料的歸納與分

析，得出最後的研究結論。 研究結果發現，「聽覺」相關的資料是視障音

樂工作者最常見的資訊需求，包括「有聲書資料」、「廣播資料」、「錄

音帶資料」「CD 資料」、「伴唱帶」「MP3」、「電子資料」等，同時資

訊需求與資訊尋求行為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因果關係，促使錄製的尋求行為

經常發生在視障音樂工作者的生活當中。而「觸覺」的尋求行為對於視障

音樂工作者來說雖是最特別且最直接的尋求行為，但基於「指觸學習專業

教師」以及「點字樂譜」的不足，同時視障音樂工作者普遍傾向聽覺的尋

求行為，導致觸覺尋求行為成為最特殊卻最少用的尋求行為。 事實上，研

究最後發現，視障音樂工作者的資訊行為有資訊落差的問題存在，因此，

除了有善用錄音設備與活用點字樂譜來強化個人聽力與記憶力之外，本研

究也期許圖書館及相關團體組織的資源得以整合運用，達到視障者資源的

整合專門化，也讓視障音樂工作者間的資訊落差轉為資訊機會，達到資訊

均富的目標。 最後，建議未來研究方向，本研究認為可利用跨領域的理論

作為依據，並將調查對象擴大為從事音樂工作的視障團體，探究不同團體

間的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行為有何差異性；對於圖書館的服務方面，可以

由圖書館所扮演的角色為出發點，針對視障音樂工作者使用圖書館的情況

作交叉分析，以掌握圖書館整合視障資源之道。  

摘

要

(英

)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blind musicians’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nineteen cases of the blind 

musicians are collected, interviewed, transcribed, and then analyzed by the grounded 

theor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hearing” is the most common 

approach that the blind musicians use for the information needs. There are seven 

categories of information collected via hearing. In addition, there is tigh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Although 

“toughing” is the most special and direct approach that blind musicians could use 

for the information needs, it is rarely adopted by the blind musicians due to the lack 

of the learning resources and the required equipments. This research also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information gap between the blind musicians and the updated 

information. Therefore, except for making the best recording equipments and using 

the Braille music book to strengthen the personal hearing and memory, we propose to 

combine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to the specific library to 

improve the opportunities for blind musician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they need.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we suggest to utilize the knowledge from other fields as 

the foundation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seeking behaviors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blind musicians. This could start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how blind 

musicians use the service in the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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