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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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涼一下：聽森林的故事
雙溪自然之旅
光鹽愛盲協會邀請您一起來
輕鬆認識自然、尊重自然
長期深處水泥叢林的您，有多久沒有
親近自然了呢？印象中的觀光名勝，不是
人滿為患，就是充斥著偽自然的景觀或設
施，上山、下海不代表就是親近自然。光
鹽愛盲協會將為您舉辦一次「精緻」、「知
性」、「豐富」的雙溪自然之旅。有別於
以往的社會福利活動，這是每個人都要用
心參與的自然饗宴，無論用視覺、聽覺、
觸覺、嗅覺或味覺。
您有多久沒到森林裡走一走了？有多
久沒讓帶著花香草香的山風輕撫您的肌膚
有多久沒讓樹梢上落下的一片葉子敲醒您
沈睡的童心。出發吧！再次跟著黑熊一同
走進森林，聽黑熊說森林的故事。
一、人數：共二梯次，每次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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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第一梯：8/21；第二梯：9/04
三、邀請對象：
視覺組：能在活動中細心看護伙伴
者，年齡在十二歲以上，每梯次九人。
聽覺組：願意在活動中分享各種感受
之視障者，年齡在十二歲以上，每梯九人。
四、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一千元。
五、報名方式：一律採電話親自報名，
聽覺組每人僅限報名一梯次。
六、繳費方式：
1.親洽本會繳費
2.郵政劃撥繳費（需另加 15 元手續費）
◆費用說明：
☆中型遊覽車一日來回車費。
☆中式合菜（十人一桌）。
☆每人解渴礦泉水乙瓶。
☆２００萬旅行業責任意外險附加３
萬意外醫療險。
０７：３０台北車站東三門集合
０８：００準時出發，逾時不候
１２：３０ 雙溪茶花莊合菜午餐
１６：００歡樂賦歸～
１７：３０返回出發地
◆注意事項：
☆請於規定時間內準時集合，報名時
登記的手機請開機，以免領隊聯絡不到客
人，無法上車。

☆敬請自備防寒衣物及雨具，個人慣
用隨身藥品：如暈車藥、感冒藥、防蚊蟲
液等。
☆如遇颱風、地震、豪雨等大自然不
可抗拒之因素，本會保有延期出發或全額
退費之權利。

愛與溫暖小聚
『生命關懷』讀書會
時間：2011/08/15（星期一），下午
13:00-16:00
書籍簡介：親密、孤獨與自由作者：
楊蓓出版社：法鼓
「親密」、「孤獨」與「自由」看似
不相關的名詞，透過心理學家楊蓓的生花
妙筆，運用心理學與佛法上的知識和體
悟，輔以生活周遭的輔導個案，帶領讀者
進入心靈層面的剖析。不論是與親人、朋
友或同事相處，想要有良好的親密關係與
人際網絡，都需要以個人為出發點，才能
在與他人相處中，享受親密，卻又不失去
自由。邀請你和淑美老師一起習瞭解自
己，學會與自己相處，並享受孤獨中的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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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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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讀者若報名後，因故
無法出席，需將有聲書退回光鹽。
電話：02-2371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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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全面啟動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前製作業，100 年第
一學期點字教科書在七月十一日正式全面
啟動囉！
有好多老朋友熱情相挺，也有多位新
朋友初試伸手，好不感人！
感謝玟霖又來坐陣，這次她的技藝又
上層樓，真不簡單啊！不僅層次分明，凹
凸有緻，色彩也是像真的一樣鮮豔。能把
點字立體圖做到這種境界，我們除了佩服
還是佩服啦！
Isa 小姐又領著他們家的小朋友來幫
忙。上一次是她的千金，而這次是兩位美
國人。其實是移民美國的姪子和外甥女
啦！他們的國語講的還真不賴。可見大家
還是很重視我們的傳統文化的。這兩位美
國小孩做起事來，真是認真，把美國追根
究底的那一套學得十足，讓我們也多了一
些思考的方向。
在中廣 I GO 531 主持 531 GO 元氣的黃
雅玲，還特別為了點字立體圖志工招募做
了一個專訪，為我們增添了四位年輕的生
力軍，都是高中以下的小朋友，在暑假一
起來放熱，感動啦！
黃雅玲在去年曾經幫我們引見蒲添生
大師的三兒子蒲浩志先生，促成盲友參觀
蒲添生雕塑紀念館觸摸雕塑的導覽活動，
讓盲友盡情的享受觸摸藝術之美。在更早
已前她也是光鹽的有聲書志工，為盲友錄
製藝文走廊、藝文廣場等藝文展演報導的
節目。。
感謝這麼多的好朋友體認盲友學習的
困難，貢獻己力，一點一滴的把平面變立
體，視障生們不僅藉由這些書籍摸到了知
識，相信他們也能感受到志工純厚的愛心
與關懷。
專案仍在進行中，希望八月十日能順
利完成，在八月底開學時，盲生們都能盡
情學習。在此期間歡迎大家繼續來湊熱
鬧，把平面變立體。
聯絡電話：02-23711867

「風雨」你還可以再猛烈些
六月二十五日清晨五點多，天空還下
著大雨，而活動小組們的手機也響個不
停。
「要照常舉辦嗎？」
，
「大家會來嗎？」
，
「會危險嗎？」「機會難得，在橋下也可
以騎車啊！」就這樣我們迎難而上，在華
江橋畔體驗了一次風雨騎單車的奇妙經
驗。
也不知是志工們的熱情，還是盲友們
的勇敢打動了老天爺，在解說老師的開講
中，雲飛走了，天空也慢慢亮了起來。多
位盲友迫不及待的踩著踏板，衝向水亮亮
的自行車道，迎著濕濕的晨風，灑落一地
的笑聲，為志工們的辛勞劃上一個美麗的
驚嘆號！
在此要感謝環保局的解說志工和陪著
盲友在風雨中騎車的光鹽志工們，當然負
責全程規劃與執行的李靜波先生和賴佳欣
小姐，都是本次活動的靈魂人物，您們的
用心與堅持才使這次活動得以順利進行，
我們誠心的感謝大家！相信不久的將來，
盲友們又會有更多不同的自然體驗，我們
彼此加油！

孔子 vs 耶穌~行善的目的
救人於患，不僅對受就者有意，對己
對人都有大影響。孔子重視規矩的訂立，
耶穌則專注於人與神的關係。當我們行善
時偵該多用點腦筋才行啊！
魯國之法
魯國之法，魯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
皆受金於府，子貢贖人而不受金。魯國有
法令規定，凡是有魯人將被賣到其他國家
的奴婢贖回，魯國政府會頒發獎金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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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曾自行花錢贖回被賣到別國的奴婢，
卻不願領取獎金。(子貢善理財，家才萬貫)
孔子聞而惡之曰：「賜失之矣。夫聖
人舉事，可以移風易俗，而教道可施於百
姓，非獨適己之行也。今魯國富者寡而貧
者眾，受金則為不廉，何以相贖乎？自今
以後，不復贖人於諸侯矣。」
孔子知道了，很不高興，就教訓子貢
說：『賜呀！你這樣不對唷！聖賢的人處
理事務，要以能移轉風氣改變民俗為原
則，期望能教導百姓讓他們遵行，絕非只
為了適合自己的想法就去做了，如今，魯
國人有錢的少、貧窮的多，你把人贖了回
來，卻不領受獎金，讓人以為拿了獎金就
不算廉潔，那以後還有誰敢去做到別國贖
回國人的好事情呀？』
子路拯人於溺，其人謝之以牛，子路
受之。孔子喜曰：「自今魯國多拯人於溺
矣。」
子路見到有人落水，奮力將他救起，
對方送他一隻牛為答謝，子路欣然收下。
孔子聽了，非常高興地說：『以後魯國見
義勇為救人於溺的會越來越多囉！』自俗
眼觀之，子貢不受金為優，子路之受牛為
劣；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以世俗的眼光
來看，子貢不領獎金應該是很好的，子路
接受贈牛應該是不好的，但孔子卻稱讚子
路而責罵子貢。乃知人之為善，不論現行
而論流弊；不論一時而論久遠；不論一身
而論天下。
於是我門才知道，人做善事，不應該
看他現行所為是好是壞，而應該要看會不
會對社會造成影響(變成社會流行的弊
病)；也不去看他一時的發展，應該看他長
久的影響；不看得到利益的是我自己，而
是要看是否全天下能得到好處？
現行雖善，其流足以害人；則似善而
實非也；現行雖不善，而其流足以濟人，
則非善而實是也。
現在做的雖然是好事，他造成的影響
卻損害到別人，這樣看起來是好的，實際
上卻是壞的。現在做的雖然是不算好事，
他造成的影響卻幫助到別人，這樣看起來

不好，實際上卻還是很好的。
行善事個人的責任～若望福音第五章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時候要到，且現
在就是，死者要聽見天主子的聲音，凡聽
從的，就必生存。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
樣他也使子成為生命之源；並且賜給他行
審判的權柄，因為他是人子。
你們不要驚奇這事，因為時候要到，
那時，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見他的聲音，
而出來:行過善的，復活進入生命；作過惡
的，復活而受審判。我由我自己什麼也不
能作；父怎樣告訴我，我就怎樣審判，所
以我的審判是正義的，因為我不尋求我的
旨意，而只尋求那派遣我來者的旨意。」
基督徒與世界的關係
你們是地上的鹽，鹽若失了味，可用
什麼使它再鹹呢﹖它再毫無用途，只好拋
在外邊，任人踐踏罷了。
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
不能隱藏的。人點燈，並不是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
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
看見你們的善行，光耀你們在天之父。
行善的對象
你們一向聽說過：『你應愛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說：你們當愛你
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
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女，因為衪使
太陽上升，光照惡人，也光照善人；降雨
給義人，也給不義的人。
你們若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
什麼賞報呢?稅吏不是也這樣做嗎﹖你們
若只問候你們的弟兄，你們做了什麼特別
的呢？外邦人不是也這樣做嗎？所以你們
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
一樣。」
行善的精神
你們應當心，不要在人前行你們的仁
義，為叫他們看；若是這樣，你們在天父
之前，就沒有賞報了。所以，當你施捨時，
不可在你們前面吹號，如同假善人在會堂
及街市上所行的一樣，為受人們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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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獲得了他們的賞
報。
當你施捨時，不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
手所行的，好使你的施捨隱而不露，你的
父在暗中看見，必要報答你。當你祈禱時，
不要如同假善人一樣，愛在會堂。

光鹽愛盲協會的足跡
06/04 舉辦第十八次愛與溫暖小聚讀
書會
06/17 開始支持盲棒活動
06/25 舉辦 2011 濕地單車逍遙遊活動
07/02 舉辦第十九次愛與溫暖小聚讀
書會
07/06 參加台北商業技術學院服務學
習課程成果暨執行研討會
07/11 100 學年第一學期點字教科書正
式啟動

秦丕芳 08/2 九三年志工
好想再聽您說電影！好想在您介紹的
電影音樂中回想過去的種種！感謝您曾經
陪伴過的日子，那段生活電影院的精彩歲
月在盲友心中永遠是最美好的回憶。祝福
您生日快樂
袁筱青 08/14 八十年志工
如果有一種付出是用生命做代價，那
麼志願服務應該算一種。感謝您二十多年
來的堅持，多少風雨過去，多少人事變遷，
地方雖然還是老地方，日子卻永遠是新
的。盲友因為有您，天天有新書可聆聽，
心靈天天得滋養，生活天天有希望。祝福

您生日快樂！沒有這一天，就不會有您與
盲友的相遇。彼此珍惜！
鍾榕榕 08/24 七四年志工、第一、二
屆理事
讚美是心靈的催化劑。笑聲是生命讚
歌的節奏樂，您愛笑又愛讚美別人，無疑
是天使的化身，光鹽因你而光亮。無論在
那個位置有您就有溫暖，感謝您的陪伴！
祝福您生日快樂！
鄒開鳳 08/25 第一屆監事
鄒姊，卸下監事的重擔相信您是無事
一身清了吧！有半年多沒有見到您了，希
望別忘了我們，有空還來坐坐，點字教科
書專案正在進行中，大夥們很需要您的鼓
勵呢！祝福您生日快樂！
顏士寶 08/28 七七年志工
阿寶，又是一個學年的結束，是不是
有一種離愁在心頭蕩漾呢？相信您班上的
同學都很懷念您的風采吧！盲友們有幸能
重複聽到您錄製的有聲書，不用想念就能
回味，真是幸福！下一個階段您會給我們
什麼樣的驚奇呢？我們都很期待。祝福您
生日快樂！

收 支 明 細 表
100.6.01-100.06.30
科目
借方金額
員工薪給
83,000
勞退金
5,040
保險補助費
9,136
郵電費
4,480
文具費
1,224
管理費
20,000
加班值班費
1,267
手續費
1,093
其他辦公費
5,780
視障資訊業
91,842
務費
會刊(訊)編
11,314
印費
接受委託業
903
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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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貸方金額
常年會費
2,000
捐款收入
200,882
委託收益
25,563
利息
1,669

本期餘絀
合計

-4,965
230,114 合計

230,114

2011.06月捐款芳名錄
100：孫培林、鍾雅敏、王善蓓、吳佑軒、
吳敏琪、楊佩蓉、黃品蓉、楊峻維、
吳翌蓁、楊佩雯、王驄穎、游宜庭、
蔡欣淳、謝旻珈、陳品蓁、施孟逸、
廖姵瑜、李思吟、廖玉玲、陳冠維、
吳宜臻、周勛尉、李浚銘、顏嘉柔、
張嘉容、王玉蘭、何美足、張翠瑤、
陳世儒、曾美鳳、林瓊花、鄭玉娟、
蔡世文、陳淵洲、胡志雄、柯妙釆、
巫桂竹、耿淑英、陳淑媛、陳秀燕、
蔡朝仁、劉誌景、李國忠、李慧美、
花富彩、吳天送、唐宏文、林彥彰、
謝銀鳳、蔡碧麗、古慧民、周心瑜、
蔡沂紜、林麗淑、唐悅津、蔡金足、
黃芬芳、李明祐、王惠珠、黃雅郁、
黃妍庭、廖美玲、黃芬萍、吳姿宜、
施芳榆、顏嘉慧/顏筠婕
180：徐百香
200：朱明淑、鍾明珠、李純玲、蘇培智、
蘇一成、孫珣恆、許朝斌、黃慧如、
吳意文、黃芳嬋、吳至貞、何莉萍、
楊浚騰、張美惠、許舒媚、施雅崴、
陳欣瑜、黃馨慧/黃晨瑜、黃順琦/黃
昱儒
300：劉亞群、紀甘鳳、吳志明、林瑛宜、
楊玉琴、西書逸、陳程坤、楊琇文、
林怡君、楊芬芳、廖婉伶、潘秀華/
程恆生/黃坤冊
304：林富生
400：張霓裳、張美惠、邱品瑄、張郁茜、
洪憶如
500：李佳玟、陳秉宇、田季華、何子銘、
陳敏芬、李樹中、王秀琴、林揚証
600：吳靖萱、周宗翰、劉怡欣、盧曼晴、
李佳穗、陳淑娟、詹幸祝、施志強、
吳慧貞、陳明裕、徐振凱、廖玉鈴、

郭建蘭、陽依晴、游淑盈、黃正信、
王俊興、陳培振、吳靜芳、蔡雪婷、
陳慧臻/陳信仁/陳恒均、王俞文/郭怡
安/郭唯馨/黃易慈/楊晴雯/熊妤渲/謝
淨雯/吳宗霖/吳秉弘/施伯翰/洪維遠/
陳泓霖/劉怡欣老師/廖玉玲老師
708：洪碧蓮
750：林廖詢
790：李月金
800：林慧瑛、廖燦誠
1,000：顧雪子、吳慧貞、張悅薌、丁啟候、
葉玉琳、韓念祖、沈華榮、朱憶寧、
林慧媛、蔡文怡、譚岺岺、張紹文、
董金蓮、許嘉齡、楊婷婷、羅崇晉、
羅崇祐、黃素英、許育仁、鍾榕榕、
曾軒霖、盧亞芝
1,200：胡雅晴、楊沛綺、洪煥益、洪維詩、
成功高中國中部 204 班全體同學、
黃春蘭、張濰泳、翁佩君、張阿貝、
吳淑敏、楊美雅、張明仁、陳紓綦、
李來慧、成功高中國中部 205 班全
體同學、成功高中國中部 213 班林
雅雯導師及全體同學、成功高中國
中部 214 班簡毓賢導師及全體同學
2,000：劉麗雲、李玉潔、陳清南、楊伯興、
李思緣、侯清煌
2,950：至全視障者太極拳
3,000：無名氏、毛傳貞/吳木源
100,000：翔益營造有限公司
☆★感謝彰化縣立成功高中國中部及高
中部同學、老師及家長們認捐點字書
印刷用紙
☆★感謝下列朋友捐贈發票：
郭林姿妤、陳正昌、謝寶鳳、廖燦誠、
任培倫、富林科技公司

服

務

報

告

100年6月1日－100年6月30日
類
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307
點字服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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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廣服務
網路服務
直接服務
總計服務

664
3,588
32
4,607

2011.06 月
志工服務榜
有聲製作：
于愛華、江意蘋、李明幸、周淑美、
胡馨月、夏怡光、徐小玲、袁筱青、
涂如天、張美惠、莊學琴、陳洪蘭、
陳瑞芬、陳翠娟、傅喬垣、楊素芳、
劉淑清、劉慧心、謝永華、謝佩珊、
盧婉嫻、Austin

點字處理：
李玉潔、傅錦鏽、游冬薇、游秋薇、
龍又民、于愛華

活動：
王志宏、王堯駿、江浩志、吳玉珍、
吳政倫、李靜波、周淑美、夏怡光、
張紀倫、陳于娟、陳柏仲、陳清南、
曾柏嘉、黃敬任、蔡志宏、賴佳欣

共計 83 人次 279.73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錄明細
書名

作者

廚房裡的人類 莊祖宜
學家

出版社
大塊文
化

項塔蘭（下） 葛雷哥里． 野人
羅伯茲
櫻桃錯

一盈

南海

食物無罪：揭 麥可．波倫 平安文
化
穿營養學神
話，找回吃的
樂趣！
啊！敗給魔術 劉謙
高寶
賺錢的智慧
巴菲特
網路版

卷
數

錄製者

6 蘇曼
20 劉淑清
2 網路版
7 袁筱青

1 胡馨月
1 網路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