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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光鹽愛盲協會的宗旨
效法耶穌博愛精神，做世上
光、地上鹽，關懷視障問題，
積極回饋社會，為宗旨。

邀請你和淑美老師一起來認識一種
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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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與溫暖小聚
視障有聲讀書會
時

間：2012/3/19（星期一），下午 1：
30-16：00

報名日期：視障讀者請在 2012 年 3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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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簡介：改變的禮物 作者：瑪莉安．
威廉森；張老師文化出版
人生就像一塊濕黏土，你的每個想法
都會改變它的形狀。當我們告別過去的自
己，回歸天性本質，奇蹟就會在改變中發
生。這是一本激勵人心的誠懇好書，暢銷
書作家瑪麗安.威廉森深入探究「改變」在
現代人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作者認
為，即使是最困難痛苦的改變，也無須恐
懼或迴避，因為每一項改變都可能是心靈
蛻變的神奇恩典。人生只有一種失敗，就
是未能從經歷中成長；而追求真正的成
長，唯有運用永恆不變的靈性原則調整方
向，才能走向圓滿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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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出入捷運站
可電話預約引導
台北捷運公司針對視障朋友再推出
貼心服務，即日起視障旅客只要提前十分
鐘致電客服專線，就可在指定出入口預約
專人進站引導服務。相關資訊可洽詢台北
捷運廿四小時客服專線：21812345。
捷運公司表示，目前平均一天有近四
百人次視障旅客使用捷運，為讓視障旅客
更方便使用捷運，即日起提供視障旅客以

電話預約引導服務，旅客只要提供即將抵
達車站出口編號、姓名、手機電話和外觀
特徵，車站會立刻派員前往指定地點提供
協助。
捷運公司說，車站人員依約定時間到
出入口等候，若未見視障旅客前來，會再
等候五分鐘，並去電確認視障旅客目前位
置，但視障民眾失約、延遲、或電話無法
接通，則會取消該次引導服務。

盲友來鴻
／順風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順風，我要
與大家推薦個好東東──爭渡識圖
朋友們，當你在網上儘情衝浪的時
候，是否遇到了驗證碼，是否因為有些網
站沒有提供語音報讀驗證碼而苦惱，是否
因為身邊沒有人幫忙看驗證碼而苦惱呢？
現在這個問題不必煩惱了，爭渡識
圖，輕鬆的幫你搞定網上的各種驗證碼。
爭渡識圖是爭渡螢幕報讀軟體開發團隊在
聖誕前夕送給廣大盲人朋友們的聖誕禮
物。我們可以免費的從爭渡螢幕報讀軟體
網站下載，使用也是免費的。下面是他們
的介紹：
▲爭渡識圖軟件◎旨在緩解視障人
使用計算機過程中無法獲取圖形信息（如
驗證碼等）的難題。爭渡識圖為免費的公
益項目，不收取用戶任何費用。
爭渡識圖採用誌願者人工服務方
式，所有志願者都是義務勞動。視障朋友
在使用爭渡識圖服務過程中請對志願者表
示感激，並尊重志願者的勞動。
盲人朋友可以免費下載、安裝使用，
下載地址：
http：
//dl.zdsr.net/zdqst_yh_setup_1.4.0.9.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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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夢
感謝！最近剛好需要用到這功能，覺
得您介紹這軟體超好用，真是感謝常常接
受到光鹽這邊的珍貴訊息。
／kuo610.kuo7848
再愛你一眼---「天涯在線書庫」，網
址：
http：
//www.tianyabook.com/wangluo/zaiainiyiyan/in
dex.htm
本書的作者對「視網膜色素病變」的
病症、病因、病理，描述得非常詳細，對
於視網膜幹細胞移植手術的過程，也講得
有模有樣，特別值得同為(RP)的盲友們仔
細閱讀欣賞哦！
此外，親愛的盲友們：假如您有閒暇
的話，我也要向您推薦在百度的<天涯在線
書庫>裡的幾本精采好書，這些都是我已經
讀完的。對於喪失視覺的盲人，更準確的
說應該是「聽」的才對吧！
在如此陽光明媚的高雄，誠摯地祝願
您：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親愛的盲友們！！
本書的主角人物是李元斌君，他是醫
科大學的一年級新生，人長得俊俏風流，
難得的一付好模樣好身段。正當處於大好
的人生菁華的階段，卻在幾次的踢足球運
動中，發覺他有愈來愈嚴重視野狹窄的毛
病。後來，被眼科醫師診斷出是得了「視
網膜色素病變」(RP)，有可能是隔代的遺
傳，完全喪失視力是遲早的事兒。這個壞
消息不啻是一晴天霹靂，他的情緒瞬間墮
入了萬丈深淵，難以接受這擺在面前的現
實，他不知道如何去面對，含辛茹苦扶養
他長大成人的母親，她是這世上唯一的親
人。他開始逃避退縮，並主動割斷與女朋
友任雪菲的關係，他感到前途茫茫然。
就在這個人生的谷底，他接受了眼科
主任醫師的勸說，願意接受一項前所未聞
的「視網膜幹細胞移植」的手術，想不到
卻竟然被捲入了一宗陰謀詭譎的計畫
裡......。

在這所醫院裡流傳著一則嚇人的白
面女鬼的傳說......，他們說：是有個什麼白
臉女鬼……專門偷人的眼球，然後吸取人
的魂魄......。
後來他偕同寢室的室友，竟然在停屍
的太平間冰櫃裡，證實的確有許多屍體的
眼皮底下的眼球是空空如也的。這個發現
令人驚駭莫名，令人毛骨悚然.......
在動手術的前夕，他又再次於醫院的
花園裡遭遇了當初在落櫻如雨下邂逅的那
位日本姑娘，她叫千葉美惠，有著清麗脫
俗臉蛋的絕色美女；同時又有著一對清純
平和吸引人目光的大眼睛，但卻是從小喪
母又喪失視覺的孤苦伶仃的女孩。將心比
心，易地而處，李元斌更加憐惜同情千葉
的身世處境。而這時千葉美惠回報他的只
是一抹淡淡的微笑，她用不太準確的聲調
為他朗誦了雨果的詩歌：
「世界上，最寬廣的是海洋……比海
洋更寬廣的，是天空……而比天空更寬廣
的，是人的心靈。」
李元斌君的視網膜移植手術很是成
功，恢復視力的進度更是前所未有的快
速，那是肇因於他被植入的是鬼眼......。那
是千葉美惠的父親蘭天明，一位野心勃勃
的，為達目的不擇手段的狂熱科學家，親
自前往塔克拉馬干沙漠的魔鬼城，竊取自
「德爾魯克古族人」的乾屍上，一雙有著
無比魔力的祭司的眼球......。他到底心裡盤
算著什麼樣的陰謀呢?
／yunchun
您好，
這個書庫的書似乎都是簡體字，請問
有什麼辦法可以讓我閱讀它們嗎？看到那
麼多書名卻發現一本也沒辦法讀，實在很
失望。麻煩您了，謝謝！
／philip
兩種方法：
一、安裝網頁簡繁轉換軟體
Alibabar403，淡江大學導盲鼠網站應用程式
中可以下載。http：//www.batol.net/gm
二、安裝簡繁檔案轉換軟體，將要閱
讀的書抓回來一次轉換。如：ConvertZ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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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5GB Converter，都是免費軟體，可以是
用看看。
／sula
請問 htm 轉 txt 的軟體要去哪裡找？
／philip
TextForever_big5 這個免費軟體很好
用，不僅可以把 html 的檔案轉成純文
字，還可以做檔案合併或分割，可以去下
載回來玩玩看。
老馬的原創空間-原創軟件
http：
//www.comicer.com/stronghorse/software/#Tex
tForever

貝多芬與瀑布
作者：文德
原載：語言畫刊
國家：西德
研究史前時期的科學家認為，由空心
的共鳴箱構成、裡面塞入小石子的撥浪鼓
是我們人類最早的樂器。繼它之後所出現
的是一種由馬骨做成的樂器，它的中間被
鏤空了，能像笛子一樣吹奏，發出渾厚低
沉的聲音。
迄今為止，人類把知道的第一部小提
琴是公元前大約三千到四千年間由印度製
成的。它由一塊椰子殼做成，繃著兩根弦，
用琴弓一拉，便發出悅耳的聲音。
人類經過不斷的觀察得出結論，自然
界萬物之聲都具有音樂性，並且能用樂譜
把它們記錄下來。過去人類經常記錄的鳥
鳴聲。但瀑布發出的聲音也是一種「自然
音樂」。所有瀑布的轟鳴聲都是 C 大調的
三和弦，以不和諧的 F 低音為基調。貝多
芬在他那有名的音樂形式描繪大自然的
「田園交響曲」中，就運用了這種和調，
構成了交響曲中的小快板。據說，激起貝
多芬去創作這一小快板的靈感來自於海利
根施塔附近一條流水淙淙的小溪。自此之
後，貝多芬在小快板裡使用的這種 F 大
調，便成了音樂中專門用來描繪大自然的
樂調了。

1924 年，小提琴手賈斯珀在波士頓成
轟動一時的人物，因為也具有一種非凡的
技能：他那運用自如的弓法所奏出的音
樂，竟能把身邊放著的所有玻璃器皿都震
成了碎片。他整整辛勤地練習了五年，才
取得了這一技巧的成功。
1929 年，霍爾洛厄地區一戶農民的家
裡鼠害盛行。一到夜間，令人討厭的老鼠
便在女僕們的臉上竄來竄去，害得她們整
夜不能睡覺。它們還竄到豬圈裡，從槽子
裡拖走小豬崽的飼料。但僕人又不敢下老
鼠藥，怕弄不好毒死家畜。這時，他們想
起了一個老鼠怕音樂的古老的傳說。於
是，一名手風琴拉得很嫻熟的僕人，晚上
便坐到飼料箱上，對著老鼠拉起了手風
琴。樂聲時高時低，拉了有半個小時。這
時，奇跡出現了，所有的老鼠都從屋子裡
和豬圈裡逃之夭夭。這一「音樂會」是在
夏天舉行的，但到了冬天，老鼠也沒敢再
來。

凡事全力以赴
總會有人在意的
美國 前參謀長聯席會議主席柯林．
鮑威爾（Colim Powell）回憶他在一個汽水
工廠裡抹地板時的經驗：
有人對我講三個掘溝人的故事。
第一個拄著鏟子說：他將來一定會做
老闆。
第二個抱怨工作時間長，報酬低。
第三個只是低頭挖溝。
過了若干年，第一個仍在拄著鏟子；
第二個虛報公傷，找到藉口退休；第三個
呢？他則成了那家公司的老闆。
這個故事最主要告訴人們：「不管你
做什麼，總有人會在意你。」所以，我打
定主意，要做個最好的抹地工人。
有一次，有人摔碎了五十箱汽水，弄
得滿地都是黏答答的棕色泡沫。當時我非
常生氣，但還是壓抑著怒氣，專注的將被
弄髒的地板擦乾淨。當我完成這項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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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我的主管當著我的面，對我說：「你
把地板抹得真乾淨！」第二年我被調往裝
瓶部，第三年晉升為副工頭。
以後我始終謹記這個道理：「凡事全
力以赴，總有人在意的。」

黃姿綺 03/1 九三年志工
過去這十年比過去一百年之變動更
為令人驚嘆。我們何其有幸，生存與此資
訊騰飛得時代，盲友們也能走向資訊自主
的境地，感謝您對盲友的關心，祝福您生
日快樂！

蔡麗員 03/1 七八年志工
歲月流轉，一去不回，然而總有一些
人、一些事、一些日子會常留心中，感謝
您經常惦記著光鹽與盲友，您的祝福我們
都收到了！我們也祝福您生日快樂！

傅智華 03/03 九七年志工
眼睛是靈魂之窗，不僅讓我們看進世
間的風華，更可讓人從中一窺生命的軌
跡。為您的視力祈禱，祝福您眼眸永遠清
亮！生日快樂！

楊素芳 03/05 九六年志工
素芳姊，每個星期我們都期待著星期
五趕快來到，因為這是我們和您最美麗的
約會！好多的有聲書從您的手中變化成數
位檔案為全球的盲友們做出一道道的心靈
大餐，感謝您的付出，希望這個約會一直
不斷。祝福您生日快樂！

張海堯 03/7 八七年志工
海堯，春天是讀書天，盲友們讀著您
錄製的書籍更是春天的最大享受！感謝您
把寶貴的青春化作智慧的音波，掃盡嚴冬
的酷寒，讓心靈得到滋潤，我們繼續加油！
祝福您生日快樂！

黃士偉 03/9 八三年志工
士偉，感謝您在百忙中抽空來為盲友
錄書。台灣、大陸兩地跑很辛苦吧！相信
收穫也是很多的！祝福您事事順心，生日
快樂！

林幸璉 女
03/10 八十年志工
去年年底時，您意外的來訪讓我們不
禁喟嘆時光之飛逝。您都有三個小孩了，
真是幸福的家庭啊！在信仰中的家庭是最
有福的，希望您多為盲友祈禱，讓他們也
能浸潤在主愛中。祝福您生日快樂！

劉淑清 03/12 九三年志工、第一屆理事
淑清姊，100 年終於過去了！這一年
您我的健康好像都不怎麼如意，在病痛中
我們都與天主合作，把痛送給天主，讓他
來治癒我們，感謝您在病中依舊惦記著盲
友，希望今年我們都有足夠的時間、體力、
心力和愛，來面對種種屬於我們的任務。
祝福您生日快樂！

陳敏芬 03/22 八三年志工
敏芬，好久不見，一切都好吧？小孩
上大學了嗎？感謝您這十多年來持續的以
經費支持光鹽的服務，讓盲友得到最好的
幫助，有空來坐坐。祝福您闔家平安、健
康、幸福！

廖偉君 03/29 八二年志工
偉君，感謝您經常推薦朋友來光鹽做
志工，為盲友開啟無限的希望，很久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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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消息了，有空來坐坐，祝福您生日快
樂！

收 支 明 細 表
101.1.01-101.1.31
科目
員工薪給

借方金額
86,000

勞退金

4,707

獎金

4,429

保險補助費

9,882

文具費

605

郵電費

555

勞務費

7,000

管理費

20,000

手續費

2,152

其他辦公費
會務業務人
事費
視障資訊業
務費
視障資訊材
料費
本期餘絀

367,633

合計

740,978

科目

貸方金額

捐款收入

740,978

合計

740,978

462
78,967
142,056
16,530

2012.1月捐款芳名錄
100：鍾雅敏、王善蓓、吳佑軒、吳敏琪、
余政翰、孫培林、李蕙伶
200：李孟哲、黃慧如、吳意文、黃芳嬋、
吳至貞、何莉萍、朱明淑、鍾明珠、
李純玲、蘇培智、蘇一成、孫珣恆、
吳佩珍、李孟哲、西書逸
250：無名氏
300：簡帝恩、林瑛宜、楊玉琴、劉亞群、
紀甘鳳、吳志明
400：林倩旖
406：富林科技行銷有限公司

500：李樹中、王秀琴、李佳玟、凃琬翎/
陳秉宇、田季華、何子銘、張霓裳、
陳敏芬、范玉芬
705：唐鼎鈞
800：林慧瑛
1,000：鍾春蘭、許嘉齡、楊婷婷、羅崇晉、
羅崇祐、羅崇庭、吳佳樺、黃昌義、
吳慧貞、周芸、張齡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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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悅薌、董金蓮、尹進來、宋寶清、
無名氏、李正和/張淑冠
1,850：風行音樂有限公司
2,000：李思緣、葉楚彤、葉豐輝、彭海瑩、
葉孟涵、陳清南、劉希禹
3,000：賴佳欣、郭碧慧、鍾培敏
5,000：鄔乃可、洪崝芸/洪崝恩
10,000：胡美華
20,000：李志新
30,000：財團法人台灣省天主教道明傳教修
女會
607,567：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感謝下列朋友捐贈發票：
謝寶鳳、宋祖思、陳正昌、莊學琴

2012.1 月
志工熱心公益榜
有聲製作：
于愛華、施雅文、胡馨月、夏怡光、
袁筱青、涂如天、莊學琴、陳洪蘭、
陳翠娟、楊素芳、劉慧心、謝永華、
江意蘋、崔幗眉、賴佳欣、楊明、Austin

點字處理：
于愛華、原婉玲、殷乃千、陳欣儀、游秋
薇、黃千華、詹宜修、蔡佳臻、盧雅如、
龍又民

共計 46 人次 170.8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錄明細
書名

務

報

告

101年1月1日－101年1月31日
類
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240
點字服務
57
網路服務
12,588
諮詢服務
24
總計服務
12,909
光鹽簡訊 2012 年 02 月號6

出版社

錄製者

隱僧

馬鳴謙

讓天賦自由

肯．羅賓 天下文 莊學琴
森等
化

漫遊者 劉淑清
文化

負面思考的力量 最上 悠 商周出 崔幗眉
版
不疲勞的活法

安保徹

中信

網路版

四季饗宴：江漢 江漢聲
聲的音樂處方箋
2

時報文 蘇曼
化

美麗與哀愁：一 劉莎
個真實的鄧麗君

網路版 網路版

暖暖的都是愛

服

作(編)者

巴爾扎克 網路版 嘯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