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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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寮自然之旅
與黑熊一起踏浪暢遊私房景點
光鹽愛盲協會邀請您一起來輕鬆認
識自然、尊重自然
您還記得去年的野薑花風味嗎？去
年光鹽舉辦了『雙溪之旅』──與黑熊一
同走進森林，聽黑熊說森林的故事，讓所
有參加者都滿載而歸。今年我們要再次與
黑熊一起到福隆踏浪，暢遊黑熊的私房景
點──馬崗潮間帶生物初體驗，品嚐田媽
媽當地風味套餐，您絕對不能錯過哦！
一、參加人數：盲友十五人、志工十五人
二、活動時間：20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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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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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活動費用：每人新台幣一千元。
五、報名方式：即日起開放報名，一律採
電話親自報名
六、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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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親洽本會繳費
2. ATM 轉帳：轉入銀行代號：700(郵
局代號)，轉帳代號： 0001085-0454753。
七、活動行程：
台北－龍洞灣岬步道－福隆－馬崗
潮間帶－台北
07:30 台北車站南一門集合
08:00 準時出發，逾時不候
09:30 龍洞灣岬步道
龍洞灣岬步道串聯起東北角的二大
岬角，也串聯起鼻頭角 600 萬年前與龍洞
岬 3500 萬年不同時空的地質年代，走在步
道上，有如行走在一個具有時間與空間美
的實體型態上，那種感覺是踏踏實實的，
觸動了對大地運動史的關懷與認知。
12:00 福隆田媽媽海味套餐
13:30 福隆沙灘踏浪
福隆海水浴場是位於台灣新北市貢
寮區福隆里的海水浴場，座落於東北角三
貂灣一帶的雙溪出海口，為北部知名的沙
岸區，並且是少見的金色沙灘。此地也是
北台灣知名的夏季海邊活動區域。
15:00 馬崗潮間帶生物初體驗
「馬崗潮間帶」位於馬崗漁村與卯澳
之間，也就是在東北角三貂角燈塔附近，
若不特別注意，很容易錯過這個地點。「馬
崗潮間帶」在馬崗漁港北側，是一片寬廣
的海蝕平台。除了有眾多的綠藻生長外，

平台表面相當平坦，適合民眾步行觀察，
加以有許多的潮池與潮溝，造就了這兒豐
富的潮間生態 。
16:30 歡樂賦歸～
※表中所列各景點停站時間僅供參
考，出發後可能依實際交通狀況略作調
整；本會保留變更、修改行程之權利，感
謝您的體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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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行程所載明之車行時間僅供
參考，因路況或遇假日遊客眾多，行程順
序將視情況前後更動。
☆潮間帶生物初體驗須穿雨鞋或
有綁帶涼鞋。
☆炎炎夏日，請一定要自備飲水。
☆敬請自備防風衣物及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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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案：最近的遊覽車真的很難訂，
詢問過幾家常合作的公司五月都已經沒有
空車了，讓工作人員心焦不已。非常感謝
潘文清潘大哥（于姊的先生，也是光鹽的
會員）、陳清南陳大哥（光鹽志工，第一
屆理事長）及張美蕙小姐（光鹽九三年至
今錄音志工）得知這麼有意義的活動，卻
卡在交通的問題，便積極的為此奔走請
託，終於有了好消息。由於美蕙服務的單
位原本預定 526 員工旅遊，因故提前一週，
就把空出來的車子轉介給光鹽，讓盲友的
親近自然夢得以實現。邀請大家和盲友一
起來和海做最直接的認識，名額有限請進
早報名。
ps. 在此感謝黑雄大哥和賴佳欣小姐
的精心規劃，相信在大家的協助下我們一
定能帶給盲友一個難忘的自然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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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關懷讀書會
系列二十七
時

間：2012/5/21-8/20（星期一），下午
1:30-16:00

書籍簡介：紅樓夢

作者：曹雪芹

《紅樓夢》，原名《石頭記》，是中
國的一部古典長篇章回小說，亦是唯一成
書於清朝中葉的四大名著。《紅樓夢》被
評為中國最具文學成就的古典小說及章回
小說的巔峰之作，以至於以一部作品構成
了一門學術性的獨立研究學科——紅學，
這在文學史上是極為罕見的。自胡適作紅
樓夢考證以來，一般認為曹雪芹以其家族
的命運投射在《紅樓夢》一書。作者以貴
族家庭的興衰為主軸。為避免文字觸及時
事被清政府干涉，於是虛構朝代，隱去真
事，並以描寫閨閣女子來避諱。不過此書
最為人所熟知的是賈寶玉和林黛玉及薛寶
釵之間的三角戀愛。
邀請你和淑美老師一起來欣賞中國
古典文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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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年 4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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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一○○年度工作報告
本會一○○年度工作，係依照本會理
監事會通過之一○○年度工作計畫及預算
執行，茲報告如下：
壹、業務部分
一、與華朋扶輪社合辦一次「走出健
康，散播愛」視障者公益健行活
動，參加盲友、志工及工作人員

共 110 人。善款所得捐贈天主教
福利會，共肆萬參仟元。
二、舉辦「迎接夏日──濕地單車逍
遙遊」關懷視障低碳生活活動，
參加盲友、志工及工作人員共
27 人。
三、與北美館合辦「EYE 天使藝術日
～」活動，共二梯次，參加盲友、
志工共 90 人。
四、舉辦『黑暗中的棒棒火花』三重
獅子會盲棒體驗活動，參加盲
友、志工共 28 人、獅子會人員
近 40 人。
六、舉辦『雙溪自然之旅』活動，共
二梯次，參加盲友、志工及工作
人員共 39 人。
七、舉辦『苗栗西湖知性之旅』採柚
活動，參加盲友、志工及工作人
員共 50 人。
七、舉辦 9 場「視障者讀書會」，參
加盲友、志工及工作人員共 50
人次。
八、舉辦 2 次「志工聯誼」活動，參
加志工及工作人員共 39 人。
九、製作有聲書籍 65 本(548 小時 54
分)及期刊 24 期(170 小時 30 分)。
十、提供視障者有聲書籍及期刊服
務，共 4,448 人次。
十一、提供視障者資料點字及數化服
務，共 517 人次，51,713 頁、立
體圖 252 頁、教科書 94 本。
十二、提供視障者網路資訊服務，共
161,528 人次。
十三、提供視障者及志工藝文欣賞活
動，共 33 人次。
十四、瑞穗楊媽媽文旦柚團購服務，
共 69 人次，2,090 斤。
十五、輔導台北商業技術學院、復興
高中及澳門明愛會在台大專生
等 26 位學生服務學習課程進行。
貳、會務部分
一、舉辦 2 次理監事會議及 1 次會員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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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１人退會、通過新增會員 2
人。
三、會刊發行 12 期，共 7,320 份。
四、部落格瀏覽人次 1,257 人。
編者案：本報告經三月二十九日第二
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當天在周理事長
淑美小姐的熱情帶動下，與會的志工和會
員們分享暢談了 100 年參與各項服務的感
想與心得，且許下在 101 年更加努力為盲
友排除障礙、迎向光明的心願。相信今年
一樣也會是一個有光有鹽，積極愛人的年
度，歡迎大家發揮一己之力，陪伴盲友、
趕走心裡的黑暗，迎向樂觀助人的未來！

感謝函
海陽，2012 年 02 月 09 日
敬致：台灣盲人會朋友-Taiwan Blind Friends
台灣慈濟會。
海陽省盲人會係海陽省盲人的一個
社會組織，乃依據海陽省人委會於 1998 年
12 月 25 日發出的第 3384-1998/QD-UB 號決
定書成立。目前有 2,584 位會員，分別在省
內屬坊、社、市鎮的 236 個分會活動。目
前在本會的復健中心有撫養 60 位盲童，年
齡從 6 歲到 18 歲，予以教育、授業並為本
會的盲友創造就業。有 10 位盲學生正融入
在本省各縣、市學習。
在過去之年，海陽省盲人會得到台灣
慈濟會在物質上與精神上給予很多的關心
幫助。於 2012 年春節，我們收到台灣盲人
會朋友透過台灣慈濟越南聯絡處所贈送的
85 枝手杖，而感到無比欣喜興奮及感動。
得悉在上述的手杖中，有多枝是諸位朋友
正在使用的，本著善心，相親相愛的情懷
而自願捐贈出來。

海陽省盲人會己將上述的手杖分發
給復健中心的盲童以及一些家境貧困還沒
有手杖用的會員。這是非常珍貴的用具，
它幫助會員，尤其是在中心上課的小朋友
便利往來。
我們謹致上衷心銘謝，並視之為一份
盛大的榮譽以及是一股鼓舞的動力，讓視
障的小朋友和盲胞超越出殘疾障礙，站起
來融入社會共同生活。
海陽省盲人會誠摯感謝台灣盲人會
朋友們及台灣慈濟會志工們，希望能繼續
得到諸位的關注與幫助。
值新的一年敬祝諸位健康、幸福與成
就！
代表海陽省盲人會常務委會
主席 范文俊
（編者按：2011 年 12 月光鹽透過網
站號召盲友來關懷盲友，協助盲友廖翠玲
勸募盲用手杖幫助越南的盲友，共募集了
30 支手杖。）

盲友來鴻
as2702──
蘇大哥你好？謝謝你提供網路月刊
讓我們下載，張老師月刊教育與福島單元
沒有辦法下載，麻煩你查看是什麼原因？
謝謝。
Philip──
光鹽目前適用辦公室的 ADSL 架設一
個簡單的檔案伺服器，同時間太多人一起
下載就容易堵車。如果無法下載應該是頻
寬的問題，請換個時間下載看看。頻寬的
問題牽涉到經費，我們會努力。
Philip──
各位好伙伴：
剛剛發出光鹽月刊網路版的訊息，大
家實在太捧場了，所以主機就當掉了！麻
煩大家下載完一個檔案再點其他連結，這
樣才不容易再次當機。英文的連結我就先
把他停掉，過幾天再放上來，十分抱歉！
頻寬的部分我們會再努力。
Tea──

光鹽簡訊 2012 年 04 月號4

唉！我早就料想到會這樣。我耐心等
候我的光碟版囉。辛苦了。
Philip──
沒錯，這也是我有想到的，只是想讓
沒有訂閱的朋友也可以聽聽，大家實在太
熱情了！我會再想想其他的辦法。

胡馨丹 05/5 光鹽原始會員
有一段時間沒有見到您了，而您對戲
劇的執著與才華，令人依舊印象深刻。感
謝您在光鹽協會草創之時伸以援手，希望
還有與您一起暢談戲劇的機會。祝福您生
日快樂！
陳清南 05/6 八九年志工、第一屆理事長
陳大哥，非常非常的感謝您，無論光
鹽遇到什麼困難，盲友有怎樣的問題，您
都是身先士卒，為大家做出一個行動多於
口說的好榜樣。去年的多項活動在您的細
心引導下盲友們得到了充實的體驗，因此
也更敢走出自己迎向社會。未來我們還有
可能會遇到眾多的困難與挑戰，相信有您
的陪伴與付出，光會照的更遠，愛將永不
止息！ 祝福您生日快樂！
金麗珍 05/10 七七年志工
金姊，一到五月天氣熱起來了，也讓
我們不禁想起那熱情如火的您，相信您一
切都好吧！感謝您對盲友的關心，有您的
陪伴我們的工作總是充滿希望。祝福您生
日快樂！

葉玉琳 05/13 九七年志工
曾經那一段日子，我們共同為盲友的
精神食糧而努力向前，您的智慧與愛心給
予盲友最溫馨的撫慰。如今您已為人母，
對象雖有不同，相信您的愛依舊溫暖。祝
福您全家和樂安康，更期待您再回來的日
子。祝福您生日快樂！
龍又民 05/18 九八年志工
龍哥，非常的抱歉，由於資料建立不
全，延至今年才幫您慶生，請多海涵！因
為我們的疏忽許多專案志工都沒有建立完
整的志工資料，相信有許多如您一般被我
們漏慶的好伙伴，在此也致上我們的歉
意，我們會努力追補，請給我們一點時間。
報讀，這項服務是一件精細的工作，多位
志工和龍哥一樣經常盯著字，逐句逐字且
一個標點都不能漏過的念出來，有時候還
要看圖說故事，真是辛苦您們了，也就因
為有像龍哥這般細心、認真、有耐心的報
讀志工，盲友們才能在課堂上順利學習知
識成長茁壯。謝謝大家的用心與付出。祝
福您生日快樂！
陳瑞芬 05/19 八九年志工、第二屆常務
監事
瑞芬，在過去的十多年間，感謝有您
的同行，光鹽轉型成協會，為的也就是要
讓志工們有個固定且長期投入的團體。而
您的堅持與服務已經為大家豎立了一個好
的典型。光鹽需要大量人力的時候，您為
我們引進好朋友來共同參與，光鹽在經濟
拮据的時候您慷慨解囊。光鹽在理監事會
人選難定的時候您自告奮勇加入決策，一
切的一切，這裡那裡都有您的芳蹤，真是
感激不盡！藉此祝福您生日快樂！
劉銘慧 05/19 九三年志工
有志者事竟成，銘慧您和許多光鹽的
志工一樣，剛開始接觸服務的時候，一切
都還在摸索，然而只要持之以恆，菜鳥都
能變專家。很高興看到您在服務路途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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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很希望能有更多與您共同服務的機
會。祝福您生日快樂！
許雅雲 05/29 八二年志工
雅雲，感謝您長期協助盲友解決點字
書籍的問題，您是盲友學習中最忠實的小
天使。去年您因車禍受傷，我們一直為您
祈禱，希望您能早日痊癒，無論如何您那
開朗的笑聲都是我們最大的興奮劑。只要
有您在光鹽服務的日子，大家總是特別的
給力，要記得常來喔！祝福您生日快樂！

收 支 明 細 表
101.3.01-101.3.31
科目
員工薪給

借方金額

科目

貸方金額

86,000

常年會費

11,000

勞退金

5,040

捐款收入

64,279

保險補助費

9,136

委託收益

42,656

文具費

1,212

郵電費

5,402

管理費

20,000

手續費

1,109

勞務費

7,000

其他辦公費

35

聯誼活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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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

合計

80,633
13,727
3,028
-120,887
117,935

合計

117,935

2012.3月捐款芳名錄
100：王玉蘭、王惠珠、王善蓓、古慧民、
何美足、余政翰、吳天送、吳佑軒、
吳姿宜、吳敏琪、李明祐、李國忠、
李慧美、周心瑜、林彥彰、林瓊花、
林麗淑、花富彩、胡志雄、唐宏文、
唐悅津、耿淑英、張翠瑤、陳世儒、
陳秀燕、陳淑媛、曾美鳳、黃妍庭、
黃芬芳、黃芬萍、黃雅郁、黃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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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雅敏
200：朱明淑、何莉萍、吳至貞、吳意文、
李孟哲、李純玲、洪通澤、洪琬珊、
洪維廷、洪維辰、孫珣恆、張美惠、
黃芳嬋、黃慧如、劉芬芳/曾金新、
鍾明珠、顏筠婕、蘇一成、蘇培智
300：吳志明、林瑛宜、許朝斌、楊玉琴、
劉亞群、簡帝恩
400：林倩旖、廖燦誠
500：王秀琴、田季華、何子銘、李佳玟、
李樹中、林惠淑、范玉芬、張秀如、
張霓裳、郭家富/郭秉諺、陳秉宇、
陳敏芬、陳淵洲
600：廖冬日
800：林慧瑛
1,000：丁啟候、尹進來、朱憶寧、吳慧貞、
沈華榮、周芸、林慧媛、侯清煌、
張悅薌、張紹文、張雅齡、張齡之、
許嘉齡、黃素英、楊婷婷、葉玉琳、
董金蓮、蔡文怡、韓念祖、羅崇庭、
羅崇晉、羅崇祐、譚岺岺
1,100：唐鼎鈞
1,200：陳羿如
1,479：黃欣怡
2,000：毛傳貞、李思緣、張楊杏、陳清南
3,000：紀和成、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
心
5,000：洪千琪
☆★感謝下列朋友捐贈發票：
謝寶鳳、宋祖思、陳正昌、廖燦誠、
洪蘭

服

務

報

告

01年3月1日－101年3月31日
類
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274
點字服務
7
直接服務
6
網路服務
19,947
光鹽簡訊 2012 年 04 月號6

諮詢服務
宣廣服務
總計服務

2
646
20,882

2012.3 月
志工熱心公益榜
有聲製作：
于愛華、夏怡光、徐小玲、袁筱青、
涂如天、莊學琴、陳翠娟、傅喬垣、
彭 慰、劉淑清、劉慧心、謝永華、
謝佩珊、楊明、賴佳欣、崔幗眉、Austin

點字處理：
于愛華、方紘宇、吳慧貞、原婉玲、
殷乃千、陳欣儀、陳洪蘭、游冬薇、
游秋薇、黃千華、詹宜修、蔡佳臻、
龍又民

活動支援：
周淑美

共計 75 人次 244.7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錄明細
書名

作(編)者

莫非愛可以如此 莫非

出版社

錄製者

張老師 徐小玲

秦時明月 5：萬里 明日工作 明日工
謝永華
長城
室
作室
權力與榮耀

葛林

桂冠

涂如天

體內酵素力大作
戰 ：排毒。減
吉川珠美 蘋果屋 崔幗眉
肥。美容一次 OK
的時尚飲食法
瀕湖脈學四診舉
要+七言訣

網路版 網路版

18 歲的成年禮：
窮學生的環島豐 蔡慧蓉
富之旅

大塊文
張美惠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