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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 香港大學設有平等機會事務處協助大學建
立一個提供平等機會而沒有歧視和騷擾的
環境。

• 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提供支持

• 資訊科技服務主要負責無障礙網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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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有關
無障礙學習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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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門網頁政策及指引

• 為視障人士預備教材的提示

• 流動應用程式開發指引
政策及指引

•為大學部門適應性網頁設計模板

•建立流動應用程式專用之樣式表

•學生發展及資源中心為殘疾學生提供專門的支
援

支援服務

•無障礙網頁講座

•平等機會測驗推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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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參與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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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

• 由2013年起，香港大學開始參與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與平等機會委員會攜手合
辦的無障礙網頁嘉許計劃

• 於2016年的無障礙嘉許計劃，香港大學共
獲得 16 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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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準則的實踐經驗

7



一致的導覽列
Make website structure in a 

consistent navig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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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導覽列

• WCAG 2.0 – 3.2.3 [Level AA]
• 如導覽列或連結會在多個網頁出現，應確
保它們在所有網頁的展示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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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f the website is managed by different teams, a template should be properly defined to ensure a consistent navigation mechanism



11

After



鍵盤操控
Allow to perform all 
operations through a 
keyboard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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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操控

• WCAG 2.0 – 2.1.1 [Level A]
• 確保所有內容和功能均可以鍵盤操控。例
如，確保可透過 Tab 鍵或 Enter 鍵瀏覽／使
用有關內容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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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vo Slider 圖片輪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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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結構
Provide meaningful title, 

summary or description for 
table header as well a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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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結構

• WCAG 2.0 – 1.3.1 [Level A]
• 網站需要提供恰當的標記，以便讀屏軟件
解讀有關結構，令視障人士也能夠了解明
白。

• 表格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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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able header – use code scanning for checking



在Dreamwaver內的表格標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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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過障礙
Able to skip repetitive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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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過障礙

• WCAG 2.0–2.4.1 [Level A]
• 確保使用者能夠跳過重複的內容（例如網
頁上方的導覽列）。在每個網頁的上方增
設可直達主內容的連結。

20



21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Webpage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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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etitive Blocks (Menu)
……



學校其它部門有關無障礙網頁
的常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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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部門的常見查詢

• 內容管理系統 (CMS) 的
使用

• 網頁設計範本參考

• 如果部門將網頁設計外
判，有甚麼注意事項

• 除網頁外，其它文件(如
PDF)是否需要遵守無障
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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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PDF from Hardcopy -> Use OCR for text recognition



參考資料

• https://www.w3.org/TR/WCAG/
• https://www.ogcio.gov.hk/tc/community/web

_mobileapp_accessibility/promulgating_resou
rces/handbook/

• http://wave.webaim.org/
• http://www.eounit.hku.hk/en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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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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