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填寫此申請表，然後郵寄或親自送往:
Talking Books and Braille Center (發聲書及點字中心)
100 Larki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三藩市 Larkin 街100 號)
或電郵至 TalkingBooks@sfpl.org。如有疑問？請致電 (415) 557-4253 與我們聯繫。

請以正階填寫或打字輸入

姓名 (姓)  (名字)   (中間名)  
地址   
城市   縣  州   郵政區號  
主要聯絡電話 (            )  出生日期   
其次聯絡電話 (            )  電郵地址   

如果將會在一段長時間內無法與您聯繫，請選擇暫代聯絡人:

姓名 (姓)  (名字)   (中間名)  

電話 (            ) 電郵地址    

n	如果您已光榮地從美國軍隊退役，請勾選此處。根據法律，退伍軍人獲優先借閱書 
籍和設備之權利。 (公法 89-522).

請指出阻礙您閱讀印刷版物資的主要殘障。

n	 失明 n	身體殘障 n	失聰/失明
n	 視障 n	閱讀障礙

如果你同時有聽力殘障，請註明聽力損失的程度:

n	中度 – 有聽力和話語理解困難
n	深度 – 無法聆聽或理解話語

免費圖書館服務個人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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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除法定為公共資料以外，個人資料絕對保密。欲了解更多關於本申請表內可能會被發佈或供
其他私人、機構或部門使用的資料，歡迎向您提交本申請表之機構諮詢。

mailto:TalkingBooks@sfpl.org


失明及其他閱讀障礙人士借用圖書館物品資格

以下為符合資格獲得服務人士：美國 (包括美國領土、島嶼屬地和哥倫比亞特區) 居民，
以及居住在國外的美國公民，前提是他們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標準：

1. 無法舒適無礙地閱讀印刷書籍的失明或視障人士。

2. 有認知感覺或閱讀障礙人士。

3. 身體有殘障以至難以握持或擺弄書籍或難以根據閱讀印刷書籍所需聚焦或移動眼睛人
士。(欲查看完整資格內容，請瀏覽： loc.gov/nls/about/eligibility。)

認證機關

資格必須由以下其一專業人士認證：醫科醫生、骨科醫生、眼科醫生、驗光師、心理學
家、註冊護士、治療師或隸屬醫院、醫療機構和公共或福利機構的專業人員（如教育工
作者、社會工作者、個案工作者、輔導員、康復教師、經認證的閱讀專家、學校心理學
家、校長或圖書館員）。

由認證機關填寫

姓名  職銜 

機構 電郵地址 

地址 電話 (            ) 

城市 州  郵政區號 

n 我證明此申請人符合資格獲得 NLS 服務。

簽名 日期 

資料認證完成後，可接受打字或手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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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oc.gov/nls/about/eligibility-for-nls-services/


您是從何途徑獲知 NLS 免費圖書館服務？ 請勾選最多三項：

n 退伍軍人事務部/國防衛生局

n 學校

n 朋友/家人

n 消費者/支援小組

n 電視廣告

n 其他廣告 (請列明  ) 

n 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n 職業康復中心

n 公立圖書館

n 活動/博覽會

n 電台廣告

n 互聯網/社交媒體 (請列明  )

n 其他 (請列明  )

點字語音書刊讀物 (Braille and Audio Reading Download, BARD) 是一項利用互聯網
及預設密碼保護的服務，能讓您瀏覽國家圖書館服務 (NLS) 所提供之數以千種音頻及點
字書籍、雜誌和樂譜。此服務可透過 Windows 或 Mac 電腦或 iOS 或 Android 電子設
備的應用程式使用。這款名為 BARD Mobile 的流動設備應用程式包含內置播放功能，
能讓您隨時隨地享用有聲書。

圖書館物資配送服務 (請勾選 1、2 或兩者)

1. n 我擁有一台個人流動設備 (蘋果iPhone、安卓Android、iPad或Kindle 
Fire) 並可與互聯網或手機流動數據連接。我想下載電子有聲讀物並/或數
碼點字物資，以便使用免費的 BARD 流動應用程式作即時閱讀。請提供 
您的電郵地址安排 BARD 登記註冊:  

2. n 我既沒有個人流動設備亦不希望使用流動設備閱讀有聲讀物。 
我希望圖書館通過美國郵政署 (USPS) 將書籍寄送至我家。

兩者  n 我擁有一款個人流動設備並希望使用免費的 BARD Mobile 應用程式及希 
望圖書館通過美國郵政署 (USPS) 通過美國郵政署。

我想獲得以下格式的物資。 (請勾選所有適用項)

n 儲存於數碼磁帶/USB 記憶體的電子有聲書和雜誌

n 點字書籍和雜誌的印刷版

n 音樂鑑賞/點字或大字體樂譜/儲存於數碼磁帶內的教學性有聲書籍和雜誌/ 
USB 記憶體 (NLS 音樂計劃並不提供作娛樂性聆聽的錄製音樂。)

3



閱讀喜好 (非必須填寫):

若您希望通過宅配、USPS Free Matter for the Blind 發送圖書館物資，請填寫以下 
內容。

首選郵遞服務請只選一項郵遞服務:

n 只發送我所預訂的書籍。 我會從「有聲書主題」Talking Book Topics 或其他來源向
圖書館預訂書籍。

n 除了我所預訂的書籍外， 請加送以下已選興趣類別的書籍：

小說類

n 推理
n 一般小說
n 歷史小說
n 言情小說
n 適合一家大小的故事
n 童話及民間傳說
n 高趣味、低讀數
n 歷險

n 關注美國非裔
n 獲獎作品
n 科幻小說
n 西方故事
n 奇幻小說
n 古典
n 動物
n 哥德式小說

n 懸疑
n 輕鬆推理
n 奇幻超自然小說
n 短篇小說
n 間諜故事
n 文學
n 關注性少眾
 

非小說類

n 傳記
n 幽默
n 美國歷史
n 世界歷史
n 旅遊與地理
n 醫藥與健康衛生
n 音樂與音樂家
n 農務與畜牧
n 關注美國非裔
n 加州歷史
n 暢銷非小說

n 宗教
n 詩詞歌賦
n 戲劇
n 哲學
n 體育運動
n 科學
n 園藝
n 動物
n 戰爭
n 醫藥與健康衛生
n 政治與政府

n 心理學
n 社會科學
n 歷險
n 餐飲、烹飪
n 舞台與銀幕
n 大自然與環境
n 關注性少眾
n 宗教(請列明)  

 

請列出喜愛作者: 

其他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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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從下列選項

語言文字:

n 英文 n 西班牙文 n 其他: 

閱讀水平:

n 成人 n 年輕成年人 n 兒童 (指定年級範圍)

        

首選的 TBBC 通訊錄格式 (任選其一):

n 大字版 n 語音 n 點字

n 不用郵寄 n 電郵 (請提供電郵地址)

     

雜誌及其他服務: 

n NFB-NEWSLINE® 服務 
(透過按鍵式電話或流動應用程式 
播放報紙和雜誌的音頻版本。) 
注意: 此服務由其他機構提供。 
我們可以協助您申請。

n 郵寄附音頻描述的光碟 DVDs

n 點字格式點字書書評

n 大字版有聲書主題

n 語音版有聲書主題

n 閱讀機 (SARA)

n 大型放大鏡 (CCTV)

n 沙加緬度成人點字書籍

n 參加由 TBBC 主辦的節目

n 電腦放大或螢光幕閱讀技術

n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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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聲書及點字中心 (Talking Books & Braille Center) 於 2019 年被國家圖書館服務 (NLS)
評為年度最佳分區圖書館 (The Subregional Library of the Year)。在 2018 年，三藩市公

立圖書館被美國圖書館協會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評為年度最佳國家圖書館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Year)。

• 三藩市公立圖書館為我們多元化的社區提供免費和平等的機會，以獲取資訊、個人學習及享

受閱讀的樂趣。請致電 415 557-4253 與我們聯繫，讓我們知道如何向您提供協助。

時為2018 年，NLS 的旁白員 Chuck Young 正於 NLS 工作室
內錄製一本書籍。

時為 2020 年，NLS 的旁白員 Laura Giannarelli 正於 NLS 工
作室內錄製一本書籍。



欲知更多詳情

 發聲書及點字中心網頁 sfpl.org/talking-books

 我們的網上目錄 sfpltbbc.klas.com

 三藩市公立圖書館的電子資源 sfpl.org/books-and-media/ebook-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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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ple/Tape

(fold application in half, staple once/lightly tape, and mail; no postage due)

發聲書及點字中心 (TBBC)
三藩市公立圖書館 (SFPL)
100 Larki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2

Free Matter 
for the Blind 

and Physically 
Handica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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