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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光鹽愛盲協會的宗旨
在黑暗處點燈，與軟弱者同行，
效法耶穌博愛精神，
做世上光、地上鹽，
無私奉獻，堅持不怠。
與大家共同勉勵。
但願光照四方，鹽永鹹！

一樣的光鹽更多的關懷
關心視障問題，支持光鹽愛盲行動的
伙伴們大家好：
為了更直接的表達我們對盲友的關懷
與肯定，在今年三月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中決議，將本會的名稱更改為「「中
華光鹽愛盲協會」業經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1000081755 號函通過。有您的同行，無論
是以前的「中華光鹽志工協會」或更早的
「光鹽愛盲服務中心」，在盲友的生活中
都扮演著資訊提供、生活陪伴的角色，每
個月與我們聯繫接受服務的盲友都在近萬
人次以上。
本次更名為的是希望能幫助盲友肯定
自我、回饋社會。「盲」並不可怕，更不
可恥，因為那是神的榮耀，只有接受自己
才能夠愛別人。所以「愛盲」不僅是志工
和捐款人的行動，更是盲友肯定自我的起
點。
感謝您長期對光鹽的支持與肯定，在
過去的日子裡您的點滴付出，化作一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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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聲書籍，傳遞著您對盲友的深深關
懷；您的每分支持，化為一次次的視障服
務，傳送著您對盲友的滿滿愛心；懇請您
繼續給予盲友最實在的關懷，讓愛傳得更
遠！並且號召您的親朋好友，加入我們對
盲友的各項志願服務，或成為贊助會員，
同意以郵局匯款、信用卡匯款定額捐款等
方式支持我們的服務工作！
PS.我們的劃撥戶名也改為：
社團法人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帳號還是：50069005
敬請多多支持！
在此謹代表所有接受服務的盲友們，
向您說聲「謝謝」，祝福您
健康、平安、喜樂！
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理事長 周淑美
秘書長 蘇清富
敬上

2011 年生命關懷讀書會
系列十九
時 間：2011/07/02，星期六上午 9:30-12:00
書籍簡介：上帝沒有跟我說不
參加對象：歡迎樂於透過閱讀與他人分享
者參加。
參加費用：免費參加，歡迎自由樂捐。

報名日期：視障讀者請在 2011 年 06 月 15
日前來電報名，以利有聲書寄送，志
工朋友請自備書籍。
注意事項：
1.本系列讀書會名額有限，不接受中途加
入者且不接受旁聽，請有意者盡快報名，
以免向隅。
2.視障讀者報名後如因故無法參加，需將
有聲書寄還光鹽。
連絡電話：02-23711867

會費提醒
100 年已快要過去一半了，我們的服務
正熱烈的展開。提醒各位還沒有繳交年費
的光鹽會員們，勞駕您撥空到協會來繳
費，以確保您的權益，更是對光鹽愛盲的
支持，謝謝！

臺北市立美術館義工大隊

EYE 天使藝術日
主辦單位：臺北市立美術館義工大隊
承辦單位：臺北市立美術館義工大隊 302
中隊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自 99 年臺北市立美術館義工大隊舉辦
「EYE 天使藝術日」活動至今，已邀請 40
位視障朋友蒞臨臺北市立美術館參觀，在
義工們的引導下，讓視障朋友更貼近藝
術，看見無限可能，領略美術的悸動。因
為希望讓更多的視障朋友能夠領略藝術的
感動，所以臺北市立美術館義工大隊將透
過「EYE 天使藝術日」，持續邀請視障朋
友到臺北市立美術館，認識藝術，體驗「美
的觸動」。
本次活動將由臺北市立美術館義工大
隊義工帶領視障朋友參觀《越酷東京─日
本 MOT 當代精選》，透過義工一對一的引
導，讓視障朋友能夠體會到日本當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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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的魅力，在欣賞作品中的豐富潛力
之外，臺北市立美術館義工大隊也安排藝
術 DIY 的活動，協助視障朋友親手創作出
獨一無二的作品，引發無限的藝術種子與
創意思考力。
一、活動時間
100 年 8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9 點至下
午3點
二、活動地點：臺北市立美術館
三、活動對象及人數
視障朋友 20 人，美術館義工 25 人，
共 45 人
四、報名方式及對象
一律採親自電話報名，為了鼓勵更多
朋友參與藝術導覽活動，居住於臺北市、
新北市以外，且未曾參與「EYE 天使藝術
日」之視障朋友，優先於七月二十日前報
名。其他視障朋友可先作候補，七月二十
日後若名額未滿，則依先後順序遞補。
五、活動報名截止時間
即日起至 100 年 8 月 15 日，額滿為止
六、活動報名電話
02-23711867 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七、活動集合時間及地點
100 年 8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9:20 捷
運圓山站 1 號出口
八、活動經費
活動費用由臺北市立美術館義工大隊
贊助，視障朋友全免
九、活動內容
1.《越酷東京─日本 MOT 當代精選》
現場一對一導覽參觀
2.藝術 DIY--越酷自我
十、注意事項
1.請視障朋友攜帶身心障礙手冊，若
當天沒有攜帶者需自付門票。
2.由於本次活動屬於專業導覽，故不
接受視障朋友自備志工或家屬陪
同，請多見諒。
3.為維護作品，展場空調溫度設於攝
氏 20-22 度，敬請隨身攜帶保暖衣物。

4.活動期間請自備環保杯。
5.本次活動名額有限，報名後請勿任
意取消報名。

愛的祈禱
「人的眼睛只能往前看，而且所看到
的也只是事物的表面，若要瞭解事物的本
身除非具有敏銳的心，求天主賜給我們智
慧和明辨是非的能力。

相聚是生活的恩寵
一個人的時候愛將得不到迴響，光也
得不到照耀的目標，天主感謝您賜給盲
友、志工們這相聚的機會，讓我們得以去
愛人和被愛。願在您的愛中我們都能彼此
相愛，成為您的榮耀！阿們！

準備重修
六月是畢業的時刻，小學、中學、大
學數不清的人們踏出校門迎向自己人生的
新階段。許多盲友也放下了沈重的點字
書，準備回饋社會。然而從八十八年光鹽
承接製作國中小點字教科書開始，至今十
餘年，志工和工作伙伴們年年重修，無論
是小學的國語或國中的數學，怎麼讀都無
法畢業，哈哈！好愉快的重修啊！
您是否也想來樂一夏呢？做一個現在
書僮，為盲生們先讀為快！把平面的書籍
立體起來。歡迎您七月開始和我們一起來
重修吧！報讀、製圖、列印都期待您的參
與！動動手、說說話就能助人何樂而不為
呢？聯繫電話：0223711867

懷念與珍惜
誰會來看你或讓你看有時候是很難預
期的。不過當你們之間有事情沒了結的
話，無論時間再久還是要再見的！
中午那個喜歡叫我「鐵板」的女孩突
然又出現在我的辦公室裡。七年前，我們
曾經共事過，她是我認為可愛的那種類型
的女孩。所謂可愛是指有創造力，她在繪
畫方面有天份也有表現，她曾經為雜誌和
書籍做過插畫，七年前她做簡訊主編時就
曾看過她的作品。另方面是容易激動，激
動的定義很不容易，因為激動的呈現方式
是多樣的。我不說善感而說激動是因為：
善感與無病呻吟或哀傷常常被畫上等號。
她很容易被我的談話給激動起來，不是生
氣想維護自己的那種，而是積極的去做回
應，像在打網球或桌球，絕對不會像高爾
夫或保齡球那樣，求醫去就不回來了！跟
她有什麼未了的事嗎？其實也沒有，只是
覺得共事的時間太短了。讓她那麼快離開
光鹽總覺得很遺憾……！

相對乎？絕對乎？
壞人是來襯托好人？
小石頭是來襯托大石頭？
好人來襯托誰？壞人嗎？
大石頭又襯托誰？小石頭嗎？
警察是為了犯人而存在，還是為了預防犯
人的產生而存在？
小偷為了警察而存在？
還是因為錯誤的選擇而存在？
大，一定要有小才看的出奇為大？
好一定要由壞才看得出奇為好？
大、小，好、壞，是心態與角度問題，並
非絕對。
警察、犯人，是不同個體的行為，並非有
一定相互因果。
真理不需要有對照物。
惡行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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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盲人好

隨聲附和的盲人

中國古代寓言
有兩個人，生下來就是瞎子，從沒有
見過火紅的太陽和翠綠的樹木。可是他們
並不覺得有什麼不好，相反，他們聽說了
世道的艱難、勞作的辛苦後，倒覺得做瞎
子不錯，可以不用去盡一個正常人應盡的
責任。
有一天，這兩個瞎子出去有點事，相
約同行。一邊走一邊聊著天，慢慢的又說
到自己身上來了。他們議論說：「這個世
界上，還有人比盲人更好嗎？看得見的人
從早到晚奔忙不停，嘗盡了辛勞，農夫更
是忙得厲害，哪裡能像我們盲人一樣清閒
自在呢。」說話間，語氣頗為得意。
正好有幾個農夫走在這兩個盲人旁
邊，無意間聽到了他們的對話，非常生氣，
紛紛說：「這兩個瞎子，實在太不知好歹，
不但不懂得多加努力來彌補天生的不足，
還要嘲笑我們農夫不如他們。一定得給他
們個教訓，讓他們瞧瞧做盲人到底好不
好？」這麼商量著，幾個農夫便假裝成官
家的人，大呼小叫地對著兩個盲人闖過
去，一路喊道：「官老爺來了，快閃開讓
道！」到了兩個盲人面前，一個農夫斷喝
一聲：「大膽刁民，官老爺來了，竟敢不
迴避！」然後幾個農夫一起上去，把兩個
盲人用鋤頭各打了一頓，叫罵著把他們趕
到一邊。農夫出了氣，在一起暗笑說：「這
回，那兩個盲人該知道厲害了吧。且讓我
們去悄悄地聽一聽，看看他們還能說些什
麼。」盲人平白無故地挨了一頓打，狼狽
不堪，摸著痛處叫苦不迭。一個盲人說：
「唉，畢竟還是盲人好啊！如果剛才是換
了看得見的人，看見了官老爺不迴避，那
不僅要挨打，打完以後還要問罪呢，你我
多幸運啊！」
這兩個人盲人盲目地自滿自足，自動
地降低了對自己的要求，這比他們有缺陷
更加可悲。如果我們也常常安於現狀，不
思進取，就算是正常人，又和這兩個盲人
有什麼不同呢？

中國古代寓言
從前有個盲人，因為自己看不見，總
是擔心人家會笑話他，所以一舉一動一言
一行總是力求和人家一致，以表示自己並
沒有什麼不如別人的地方。
夏天暑熱，到了傍晚的時候，大家都
愛到村頭的一棵大榕樹下面去乘涼，這個
盲人也不例外。大夥兒坐在樹下面搖搖扇
子、講講故事倒也其樂融融。
這天黃昏的時候，盲人又來到樹下，
和人們一起享受著樹蔭下的徐徐涼風，很
是愜意。不遠處的一棵樹上，兩個孩子正
在掏知了，人們便都饒有興趣地瞧著。只
見後面的孩子伸出沾滿樹膠的木棍想去粘
知了，剛伸過去，沒料到前面的孩子猛然
一回頭，好像想說點什麼，被弄了一鼻子
一臉的樹膠，哭喪起臉，張開的嘴也忘了
閉上，樣子滑稽極了。看到這裡，大家不
禁一起大笑起來，有的合不攏嘴，有的捂
著肚子直不起腰來，有的連眼淚也笑了出
來。
盲人正乘著涼，忽然聽到一陣笑聲，
心裡納悶：他們笑什麼呢？不管，我也跟
著笑吧。於是就不管三七二十一也大笑起
來。大伙見他也笑，非常奇怪，就問他說：
「你看見什麼了，也發笑？」盲人邊笑邊
說：「你們所笑的，一定不錯。」這下，
大伙笑得更厲害了。
有不如別人的地方並不要緊，但不管
怎樣，都不能像這個盲人一樣，毫無主見、
隨聲附和，這才是最要不得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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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仲

07/2 九一年志工

柏仲，感謝您總在默默中付出，每次
光鹽有戶外活動我們都會在心裡想起您，
「如果柏仲能來，盲友們會有多高興啊！」
而您也總不讓人失望。十年了，您的愛心
如故，這是盲友們最大的福氣！祝福您生
日快樂！
謝佩珊 07/3 八八年志工
佩珊，愛是不能勉強的，做志工更不
能勉強，然而立志作大事卻又非有堅韌的
意志不可，這是不是一種弔詭呢？在錄製
有聲書的路途上讓我們看到了您的堅持與
努力，因此體會到愛不能勉強，那應該是
對「被愛」而言，我們不能勉強別人來愛
我們，而在愛人的方面就需勉勵為之了，
不是嗎？祝福您生日快樂！
董允芬 07/5 八十年志工
允芬姊，有一段時間沒有聽到您那富
有磁性的聲音了，真的好懷念啊！雖然志
工就是一種行有餘力的善行，然而走過的
路總會留下痕跡，感謝您的付出與支持，
期盼與您再次的攜手！祝福您生日快樂！
崔幗眉 07/8 九一年志工
讀萬卷書不如行萬里路，相信您這次
的杭州之行一定收穫滿滿的！常言道休息
是為了走更遠的路，然而在放空的時間裡
若不繼續修練，在無憂的日子裡若不能安
心歇息，可不就從此錯頓一覺不起嗎？感
謝您幫我們豎立了一個休息行遠的最佳榜
樣！祝福您生日快樂！
葉紹南 07/14 八六年志工
人生何處不相逢！有一段時間未曾與
您在光鹽相見，四月卻在台北花卉博覽會
與您相遇，您帶給我們的仍然是那麼的溫
文爾雅，好希望能把這份溫馨再次傳給盲
友，期待與您能有攜手服務的機會！祝福
您生日快樂！
賴佳欣 07/28 八三年志工
志願服務工作是以「志願」為動力，
「工作」為過程，來呈現愛的本質。十多
年來，您的熱忱不減、行動未歇，給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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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可靠的支持，也給光鹽一股穩定的力
量，在您的生命歷程中留下一道璀璨炫麗
的痕跡，感謝有您，祝福您生日快樂！
感謝以下這些朋友曾經和我們在服務
盲友的路上一起走過，您們的點滴付出在
盲友心中點起一盞明燈，雖然有一段時間
未曾見到您們，我們仍一直惦記著您們，
祝福您們順心如意。藉此祝福您們生日快
樂！
王巧麗 07/2
陳瑤菡 07/5
許立慧 07/08
郭千綺 07/9
白蕾
07/22
王美文 07/26

收 支 明 細 表
100.5.01-100.05.31
科目
借方金額
員工薪給
84,267
勞退金
5,040
保險補助費
9,136
郵電費
3,445
管理費
20,000
勞務費
14,000
手續費
972
其他辦公費
2,323
視障資訊業
94,262
務費
視障資訊材
3,282
料費
會刊(訊)編
2,856
印費
接受委託業
323
務費
本期餘絀
-75,652
合計
164,254

科目
貸方金額
常年會費
1,000
捐款收入
87,635
委託收益
47,619
其他收入
28,000

合計

164,254

2011.05月捐款芳名錄
100：王善蓓、吳佑軒、吳敏琪、巫桂竹、
孫培林、鍾雅敏、蘇佩君
107：陳清南

200：李明祐、王玉蘭、王惠珠、古慧民、
朱明淑、何美足、何莉萍、吳天送、
吳至貞、吳姿宜、吳意文、李純玲、
李國忠、李慧美、周心瑜、林彥彰、
林瓊花、林麗淑、花富彩、洪琬珊、
胡志雄、唐宏文、唐悅津、孫珣恆、
耿淑英、張翠瑤、陳世儒、陳秀燕、
陳淑媛、陳淵洲、曾美鳳、黃妍庭、
黃芳嬋、黃芬芳、黃芬萍、黃雅郁、
黃慧如、廖美玲、劉誌景、蔡世文、
蔡沂紜、蔡金足、蔡朝仁、蔡碧麗、
鄭玉娟、謝銀鳳、鍾明珠、顏嘉慧/
顏筠婕、蘇一成、蘇培智
256：匡國強
300：西書逸、吳志明、林瑛宜、柯妙釆、
洪維辰、紀甘鳳、楊玉琴、劉亞群
400：張霓裳、陳嘉浤、黃順琦/黃昱儒、黃
馨慧/黃晨瑜、廖燦誠
500：王秀琴、田季華、何子銘、吳倉榮、
李佳玟、李樹中、林爾風、張曉雲、
陳秉宇、陳敏芬、傅錦綉
600：陳瑞芬、潘秀華/程恆生/黃坤冊
772：陳金進
800：林慧瑛
1,000：丁啟候、朱憶寧、沈華榮、林慧媛、
侯清煌、高朝宗、張悅薌、張紹文、
許嘉齡、粘毅群、無名氏、楊婷婷、
葉玉琳、董金蓮、蔡文怡、盧亞芝、
韓念祖、羅崇晉、羅崇祐、譚岺岺
1,200：李正和/張淑冠、陳勝裕
1,500：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金會
2,000：陳清南、黃素英、劉麗雲
3,000：毛傳貞/吳木源、郭碧慧、陳蕙蘭、
劉純純
10,000：李彥瀚
12,000：陳鋕松
☆★感謝下列朋友捐贈發票：
郭林姿妤、陳正昌、謝寶鳳、廖燦誠

服

務

報

告

100年5月1日－100年5月31日
類
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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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服務
宣廣服務
網路服務
直接服務
總計服務

5
671
5,457
5
6,445

2011.05 月
志工服務榜
有聲製作：
于愛華、白北辰、李明幸、周淑美、
林佳怡、胡馨月、夏怡光、徐小玲、
涂如天、張作寧、張芮瑄、張美惠、
莊學琴、陳怡萱、陳洪蘭、陳郁方、
陳瑞芬、陳嘉微、陳翠娟、傅喬垣、
黃宣樺、黃彥璋、黃群博、楊素芳、
劉淑清、劉銘慧、劉慧心、盧婉嫻、
蕭彤如、謝永華、謝佩珊、蘇紫洹、
賴佳欣、盧婉嫻、江意蘋、Austin

點字處理：
傅錦綉、游秋薇

活動：
周淑美、賴佳欣

共計 73 人次 185.62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錄明細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卷
數

錄製者

喬，一個孤獨的
男孩
郭德綱與德雲社
相聲回顧
項塔蘭（上）

麥可．布拉 大田
斯蘭德
郭德綱
開心茶
館製作
葛雷哥
野人
里．羅伯茲

羅蘋計畫

橫山秀夫 皇冠

10 袁筱青

雙面膠

六六

1 網路版

上海人
民出版

我想把歌唱好： 曹之懿、蔡 大田
一本沒有五線譜 宛凌
的歌唱書

8 涂如天
2 網路版
18 劉淑清

3 潘穎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