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網站無障礙規範推廣說明會
109 年 7 月
一、說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6 年 2 月 15 日公告實施「網站無
障礙規範 2.0 版」後，因應全球資訊網協會(W3C)之網頁內容無
障礙 指引 (WCAG， 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2.1 版
的發布，於 108 年編修「網站無障礙規範 2.1 版(草案)」與技術
文件，使規範內容能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應用，將網頁內容無
障礙的議題從桌上型電腦延伸至行動裝置，期望能提升使用者
體驗、網站的親和性和包容性。
本說明會將說明落實網站無障礙規範要求的重要性、網站
無障礙規範 2.1 版(草案)新增內容與推動時程規劃，以及與網站
無障礙檢測重點說明，期使與會者瞭解並推動網站無障礙設計
工作。
二、主辦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三、參加對象：
各機關網站承辦人、業務主管及資訊廠商(各機關含廠商最多以
出席 3 人為原則)。
本會議配合使用「U 簡報」軟體，同步開放線上參與方式，最
多以 250 名為限。
四、辦理場次、時間、地點及報名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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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109 年 8 月 13 日(四)
09:00~12:00
109 年 8 月 17 日(一)
09:00~12:00
109 年 8 月 17 日(一)
14:00~17:00
109 年 8 月 20 日(四)
09:00~12:00
109 年 8 月 20 日(四)
14:00~17:00
109 年 9 月 2 日(三)
09:00~12:00
109 年 9 月 2 日(三)
14:00~17:00

臺北場-1
臺北場-2
臺北場-3
高雄場-1
高雄場-2
臺中場-1
臺中場-2

地點
集思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蘇格拉
底廳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講廳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161 號)
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401
會議室
(臺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4 樓，臺鐵新烏日車站)

名額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五、議程
時間

內容

上午場
08:30-09:00

下午場
13:30-14:00

報到

09:00-09:10

14:00-14:10

開場致詞

09:10-09:50

14:10-14:50

網站無障礙設計的啟發

09:50-10:40

14:50-15:40

網站無障礙規範 2.1 版(草案)說明
與推動規劃

10:40-10:50

15:40-15:50

休息

10:50-11:40

15:50-16:40

網站無障礙標章與檢測作業

11:40-12:00

16:40-17:00

綜合座談

12:00

結束

17:00

六、議程說明
(一)網站無障礙設計的啟發

本議題由視障講師以實際案例說明網站無障礙的重要性，並
介紹行動裝置瀏覽網頁的特性，以及經常遇到的障礙問題，
以啟發開發網站無障礙的設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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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無障礙規範 2.1 版(草案)說明與推動規劃
本議題介紹通傳會於 108 年編修之「網站無障礙規範 2.1 版
(草案)」新增內容與相關範例、規範 2.1 版實施規劃期程與
注意事項，提供機關單位瞭解並推動網站無障礙設計工作。
(三)網站無障礙標章與檢測作業
本議題從無障礙法規與認證標章檢測方面，介紹網站開發
流程時導入無障礙概念的重要性，以及檢測協助工具的應
用，增進網站無障礙的開發效率。同時，將說明無障礙認
證標章申請及檢測作業流程，以及人工檢測作業常見問題
與解決方案，讓各機關單位加速取得網站無障礙認證標章。
七、注意事項：
(一)本說明會免費參加，採網路報名方式，報名網站：無障礙
網路空間服務網(網址：https://accessibility.ncc.gov.tw/)
(二)報名時間：
自即日起至各場次額滿截止。
各場次如額滿即截止該場次報名，主辦單位將視報名情況適
度篩選名單，並於說明會前 2 日以 email 個別通知參加人員，
不另行文。
線上會議可參與人員最高至 250 人止。
(三)本次會議資料預計說明會前 2 天將以 email 通知參加人員線
上下載，配合節能減碳政策，現場不發送紙本。本會議提
供 WiFi 無線上網服務。
(四)說明會時間、場地，如因故變更，將直接公布於報名網站
不另行文。
(五)如需發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3 小時)，請務必於報名時
確認填寫資訊，若因填寫錯誤導致無法登錄，恕無法提供
補登。
(六)活動期間之攝影或照相，將於網站或書面公開利用。
(七)聯絡人：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童資專
電話：(02)25533988#376
Email：handicap-free@mail.cisane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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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場次交通資訊，請參考附件，主辦單位不支應自行
開車學員停車費，請多多善用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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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交通資訊
1.臺北場
地點：集思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 B1
【交通資訊】
捷運：捷運新店線【公館站】2 號出口：2 號出口左
轉 (步行 2 分鐘)
公車
捷運公館站一 (羅斯福路)：254
捷運公館站(公車專用道-往西區方向)：0 南、1、109、
208、208(高架線)、208(區間車)、208(基河二期國宅線)、
236、251、252、253、278、284、284(直行)、290、
52、642、643、644、648、660、671、672、673、676、
74、907、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棕 12、綠 11、
綠 13、藍 28
捷運公館站(公車專用道-往新店方向)：
207、278、280、280(直達車)、284、311、505、
530、606、606 區間車、668、 675、676、松江幹線、
松江-新生幹線、敦化幹線、藍 28
公館 (羅斯福路基隆路口)：671
公館 (基隆路)：1、207、254、275、275(副)、650、
672、673、907、南港軟體園區通勤專車(雙和線)
仁愛路二段：214、248、606
信義杭州路口 (往 101)：0 東、20、22、204、670、
671、信義幹線、信義新幹線、1503
【停車資訊】(需自行付費)
本場地不提供停車服務，若需停車可至會場附近停車場如福華
國際文教會館，費用需自行負擔(須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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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雄場
地點：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講廳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161 號 2 樓
【交通資訊】
捷運：高雄捷運橘線大東站【O13】 2 號出口
公車(市公車)：橘 8 線、橘 10 線、大樹祈福線、建國幹線、
高雄客運 8005、義大客運 8504、鳳山文化公車
【停車資訊】(需自行付費)
場內可容納汽車 229 輛，平日每小時 20 元；機車 172 輛，每次
10 元，提供一卡通與悠遊卡付費方式。
營業時間：上午 06 時至晚上 11 時。
3.臺中場
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401 會議室
地址：臺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4 樓
【交通資訊】
公車(台中市區公車)：
3、26、33、39、70、82、93、99、101、102、133、151、
153、153 區、155、155 副、156、158、160、161、617、
800、1657、A1、56、74、281 副、655 於高鐵台中站下車，
步行約 5 分鐘。
火車：台鐵新烏日站
自行開車：台 74 線的 1-成功號出口下交流道，右轉環河橋，
於高鐵東路右轉直駛至高鐵東一路左轉 (會議中心即在右
側)。
【停車資訊】(需自行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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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新烏日車站 室內停車場(電梯直達會議中心)。
日出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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