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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捐電子發票
愛心碼 「818」
發一發愛心，幫一幫盲友！讓盲友聽
見「愛的聲音」！
當您購物時請選擇電子發票，並且告
訴店家愛心碼是 「818」，目前已經有商
家可以直接輸入愛心碼了，如果該商家還
不能直接輸入，麻煩列印光鹽的電子發票
愛心碼「818」帶在身邊，隨時都能發一發
愛心，幫一幫盲友！

捐贈傳統發票請郵寄：台北市中山北
路一段二號九樓 902 室。
請把兌獎的喜悅留給光鹽，中獎的獎
金奉獻給盲友。光鹽愛盲協會感謝您！

2013 春季盃盲人棒球賽
承辦單位：閃電盲人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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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與場地
台北市立田徑場 地址：臺北市松山
區敦化北路 3 號
四月二十七日
09:30~10:00 球員進場、開幕典禮
10:00~12:00 第一場比賽
12:30~14:30 第二場比賽
15:00~17:00 第三場比賽
四月二十八日
09:00~11:00 第四場比賽
11:30~13:30 第五場比賽
14:00~16:00 第六場比賽
16:30~17:00 閉幕典禮、頒獎
歡迎大家屆時前往為台灣盲棒加
油！

「光鹽月刊」一份
為盲友而存在的知識園地
宗旨：主動提供盲友有用的各類資訊。
歷史沿革：光鹽愛盲協會的服務，立
基於中國天主教同工聯會之愛盲服務組。
不僅籌建了簡易錄音室，採取播控分開的
方式為盲友錄製內容豐富、聲音品質佳的
各類有聲書。並於民國七十五年起由雪
琴、照坤等學有專長之錄音志工成立生活
藝術文摘有聲月刊錄製小組，從浩瀚知識
中為盲友精心挑選值得關心、閱讀之消
息、藝文短文、音樂、美術等之最新訊息。

時代不斷的演進，在眾多錄音志工前
仆後繼，嘔心瀝血，不屈不撓之下，我們
為盲友建構起一個生活的藝術、藝術的生
活園地。隨著組織的變革，生活藝術文摘
也經歷了多次的改版與重組。月刊名稱由
『生活藝術文摘』而『生活藝術月刊』，
到現在的『光鹽月刊』。篇幅也從起初每
一期兩卷 60 分鐘的卡帶，至今已經演變為
每一期 18 小時的 MP3 光碟。服務型態更
是有很大的提升，起初為了善用資源、使
有限的資源能達到最大的效益，採取卡帶
循環重複使用的方式，盲友聽完當期的月
刊就必須馬上寄回，以便拷貝下期月刊。
往返之間經常會有漏聽某一期的現象產
生，而且卡帶反覆使用，何時該更換新帶
也是一大困擾。
目前由於光碟片相當廉價，一片只要
七、八元，加上封套，一份光碟版的光鹽
月刊材料成本不超過十元，因此我們已經
改採贈閱的方式，讓有用的知識與志工美
妙的聲音能常伴盲友。製作群也因志工的
生涯規劃，生活因素等等如海朝般起起落
落，然而不斷的有熱心肯付出的志工們加
入這個園地。
我們念念不忘這麼多曾經在月刊中
揮灑青春、無私奉獻的志工們。如：生活
藝術文摘初期的雪琴、照坤、錦榮、祿平、
心怡、燕珍、榕榕、培基、清華。
生活藝術月刊時代的：婉嫻、祥智、
明雪、美玫、雅玲、良瑾、喬垣、士寶、
白蕾、玉雯、靜文、銘鐘、麗玲、明純、
儷樺、羅力、世文、千綺、丕芳。
光鹽月刊時代的：郁文、愛華、佳欣、
幗眉、楊明、Austin、意蘋、義昆、婉嫻。
光鹽月刊是從民國 100 年一月起每月
一號發刊，發行型態：以 MP3 光碟贈閱發
行。發行對象：已在光鹽登記為讀者之盲
友。
月刊內容：
一、光鹽園地：報導光鹽提供的活
動、課程及書籍出版訊息。
我是光鹽、你是光鹽，只要我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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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愛，我們就是光的傳人、鹽的使者，歡
迎您進入光鹽園地。
生活書城：介紹當月光鹽出版之有聲
書。
光鹽動態：報導光鹽即將舉辦的活動
課程訊息；分享以舉辦的活動心得。
光鹽大家談：訪問光鹽志工、社福相
關人士。發揚光鹽精神鼓勵大家成為光與
鹽的傳人，為愛作見證。
二、生活看板：提供各類生活相關之
資訊。
過好生活要有智慧，知識要生活化，
邀請您一起來快速瀏覽生活看板。
生活購物王：介紹好用、便宜、流行
的時尚物品。
生活小竅門：介紹生活小常識
生活健康談：介紹醫藥相關之健康資
訊。
大廚來我家：介紹好吃、好做之食物
烹調技巧。
意蘋時間：專訪各行各業之專才。
三、藝文休閒：介紹文學、藝術作品
及休閒相關訊息報導。
用心過生活就是一種藝術，快樂的去
面對每一天就是一種休閒，歡迎您以一種
輕鬆的心情、智慧的頭腦，一起來迎接藝
文休閒。
蘇曼的達達文學：介紹質優的短文
Austin 的音樂天空：介紹值得收藏的
CD 唱片、樂團、歌手等
生活樂章：介紹心靈成長之典範
心靈花園：介紹立志、成長之短文
崔麗文的快樂天堂：旅遊經驗分享
走入經典大智慧：介紹經典對人生的
影響
四、盲界動態：報導盲友及相關單位
之訊息。
我愛盲，因為那是神的榮耀，盲人一
定要活的很精彩！歡迎收聽盲界動態！
新書月報：蒐集各單位當月出版之各
類視障書目
活動看板：報導即將舉辦之各類視障
相關活動、課程訊息。

活動剪影：報導視障相關活動、課程
之舉辦情形
人物素寫：訪問盲友分享生活經驗
心靈點滴：盲友分享個人心情故事
五、雜誌快覽：一本書是一個人的創
作，而一份雜誌則是一群人的智慧。
二十世紀是資訊爆炸的世紀，而二十
一世紀則是資訊氾濫的時代，您是不是在
這浩瀚的資訊當中迷失了方向呢？讓我們
一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起來雜誌快
覽。為盲友推薦好雜誌、雜誌精彩摘錄。
每月推薦雜誌：三至五種，介紹該雜誌之
發行宗旨、訂閱方式、該其雜誌精彩選錄。
藉以擴展盲友的知識深度與廣度。
經本單元介紹之雜誌已有：台北畫
刊、全球中央、表演藝術、世界遺產冬季
號、親子天下、孤獨星求等三十餘種。
六、網路狂搜：報導值得瀏覽之網
站，並轉載值得閱讀之網路資訊及上網技
巧。
資訊不求人，上網狂搜去。好站、好
格、好臉：介紹值得瀏覽的網站、部落格
和臉書。聽到網路的聲音：摘錄網路有聲
資料。電腦大補帖：介紹電腦應用的相關
技巧
七、學海揚帆：為鼓勵盲友終身學
習，精選網路公開課。
學無涯、知為涯，志在千里始於足
下。讓我們就從這裡開始，揚帆于學海，
航向夢想的彼岸。每個月精選二到四個課
程，讓盲友聽月刊就能在家學習。
春風已輕輕吹起，光鹽月刊即將綻放
何種芬芳？更多的單元與內容期待您一起
來參與。讓愛發芽、聲永恆！

將圖像轉換成為聲音
谷歌智能眼鏡有望讓盲人「看見」東
西
3 月 24 日消息，近來引起業界關注和
熱議的谷歌智能眼鏡（Google Glass）不但
有望改變我們探索世界、記錄生活的方
式，還有可能讓盲人「看見」周圍的事
物——一位開發者正在試圖以谷歌眼鏡結
合一款現有 Android 應用，通過類似回聲定
位的技術和聲音提示幫助盲人確定身邊物
體的位置。
這款名叫 vOICe 的應用通過 Android
設備的攝像頭識別物體，然後將圖像轉化
為聲音，再通過一副立體聲耳機讓用戶聽
出物體所在的方位。其不足之處是需要用
戶一直用手舉著手機，或是將手機掛在身
上或衣服上——這顯然非常麻煩，而現有
的帶攝像頭的耳機要麼系統封閉、沒有 API
（如 Looxicie），要麼需要通過 Android 手
機來控制（如 Vuzix）。
谷歌眼鏡不但能讓用戶的雙手解放
出來，還能獨立運行，但是對於盲人用戶
來說，它最大的不足之處在於通過骨傳導
將聲音傳輸到用戶的內耳——這樣就不能
產生立體聲效果了。所以，開發人員要想
讓谷歌眼鏡為盲人服務，就必須設計出新
的「視覺——聲音」轉換系統，或者讓該
應用配合 Android 手機使用。
編者案：類似的新科技還真不少，不
過大多價格昂貴，投資與報酬不成比例。
這個 google glass 前些日子招標試用，好像
也是要好幾萬，期待他量產後會便宜一
些。終究想要看看這是界的盲友實在不
少。為研發團隊祈禱囉！

韓國首位盲人主播
配備盲文提示器
李昌勳在韓國 KBS 電視台播報正午
新聞。在韓國 KBS 電視台的正午新聞裡，
有一位家喻戶曉的盲人主播。
李昌勳今年 28 歲，幼年曾兩度患上腦
膜炎，後遺症導致他的視力嚴重受損，雙
眼均無光感，被醫院鑒定為一級視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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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然而，失明的打擊並沒有讓他一蹶不
振。他從小就顯示出異乎常人的口才，而
且，學習成績優異。由於視力障礙，廣播
和電視成了他最親密的夥伴，李昌勳萌生
了成為一名電視主持人的夢想。2007 年，
他開始在視覺障礙人網絡電視台做起新聞
播報、脫口秀主持和採訪等工作，這為他
實現夢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11 年 4 月，韓國 KBS 電視台為推進
殘障人士社會福利，決定選拔殘障人士做
新聞主播。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李昌勳
下足了工夫準備，不僅進行了嚴格的播音
訓練，還仔細研究新聞主播們的語音、語
調、聲音大小等細節。通過技能測試、新
聞播報等測試，他在 523 名應徵者中脫穎
而出。電台負責甄選工作的負責人表示，
李昌勳年輕、鮮活的面孔和活力四射的個
人風格非常符合 KBS 主播的定位。
2011 年 11 月 7 日，李昌勳首次登上
了 KBS 電視台的屏幕，負責正午新聞中生
活新聞環節的播報。為了方便李昌勳播報
新聞，電台還專門為他配備了盲文打印機
和盲文提示器，辦公室和錄影棚也專門鋪
設了盲道。
自從李昌勳出現在電視熒屏上後，給
了很多身體上有缺陷的人以鼓舞，也在改
變著韓國人對殘障人士的部分偏見。在韓
國，殘障人占總人口的 5%(約 250 萬人)，
但能就業的只有 44%，這其中還包含大量
低工資的臨時工崗位。韓國法律明文規
定，公共機構和民間企業的殘疾人僱傭比
例應分別高於 3%和 2.3%，但實際上僱傭
率遠遠低於這一標準。李昌勳在接受媒體
採訪時表示：「殘疾人在很多方面並不比
健全人差，我希望殘障人士今後能夠在不
同領域展現自己的風采，推翻偏見之牆。」
編者案：台灣的盲人也有不少機會可
以突破窠臼、創造新局面。看光鹽有這麼
多的熱心志工，盲友們應該更積極去努力
活出自己的特質，讓大家也能和盲友們一
起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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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復活了
/菲利浦
四月九日是中央大樓今年復活節聚
餐的日子。這次的活動是由九樓的單位負
責節目，前一天宋姊來問我有什麼構想？
事實上在我知道這次活動是由明愛會和光
鹽主持時，我就想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我自
己創作的老歌「主復活了」。
1986 年復活節前夕我在眾位教友的
見證下領受了天主的聖洗聖事，成為一個
基督徒。心裡除了充盈著平安與喜樂之
外，更多的是，急於與人分享的衝動。在
裴玫小姐的安排下我來到了中央大樓的牧
靈中心學習各種要理課程，準備為基督服
務。因此與九樓的愛盲錄音組有了很多的
互動機會。身為一個有信仰的盲人，再接
觸許多還在人生道路上摸索的盲友，我知
道自己是該做一些事情了。
很幸運的在李玲玲修女的引導下，我
一步步的走向教會的社會服務，瞭解了什
麼是個別差異，什麼是時代的訊號，什麼
是全人關懷。每當我徬徨於俗事與真理之
間時，李修女的話語「任何決定都不要影
響到盲人與天主接觸的權利」。
我一次次的跌倒，又一次次的站起
來，這都要感謝在中央大樓社服工作的主
內兄弟姊妹們的提攜與容忍。
2010 年時月底參加了由台灣明愛會
舉辦的四天三夜的社工靈修活動，回來寫
了一篇「靈修研習心得」，文末寫到「往
後的日子，除了每天定時祈禱之外，我還
想寫一本家庭祈禱的歌本，用歌聲和大家
分享我和家人的祈禱心得，希望這個願望
能早日達成，阿們！」
持續了兩年，作品卻不多，前些日子
整理舊作，發現這首「主復活了」是我初
信之時的創作。與本次活動性質相當符
合，就在大家面前現醜了。想起當時的純
真與活力，真是好啊！
詞曲如下：

主復活了，主復活了！他帶
領我們走出黑暗，跟隨他的光。

主復活了，主復活了，我要

將這好消息傳給人，主復活了！

馨丹 5/5 光鹽創始會員
馨丹，自從馨月離開光鹽後就很難見
到您，頗為想念！每逢五月將近都讓我們
想起您的英容笑貌。很想能有機會再與您
同享戲劇之美。祝福您生日快樂！
清南 05/6 八九年志工、第一屆理事長
陳大哥，三月七日的大會，真可惜您
未能出席！更可惜的是當天下午日本學生
來訪，沒有您的日語介紹，讓我們的服務
工作減分不少啊！大家都很懷念您去年全
程用日語作協會介紹的風采呢！要多來光
鹽啊！祝福您生日快樂！
怡心 05/16 一零一年志工
怡心，去年十二月八日感謝您們快樂
社的伙伴為盲友帶來許多歡笑！在錄音方
面，您也幫了很大的忙，尤其是錄製雜誌
快覽的單元，讓盲友聽到豐富的聲音。祝
福您生日快樂！
佑民 05/18 九八年志工
龍哥，您的個性就如您的星座「金牛
座」那般溫厚篤實，是光鹽不可多得的好
伙伴。感謝您三年多來的陪伴與付出，幫
盲友解決了不少學習上的困擾。讓光鹽的
精神得以延續。祝福您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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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芬 05/19 八九年志工、現任常務監事
瑞芬，這幾次的會議都能和您一起為
盲友動腦真是大家的福氣。相信您的犧
牲，盲友都能感受到。盼望您工作能輕鬆
點，就有更多的時間與我們一起服務了！
祝福您生日快樂！
銘慧 05/19 九三年志工
聽說您多次參加泳渡日月潭的壯舉
啊！佩服啦！感謝您介紹英華姊來光鹽做
志工，相信她也會和您一樣優秀的。祝福
您生日快樂！
雅雲 05/29 八三年志工
前幾天去拜訪您，看到您一如往昔的
樂觀與開朗，歲月好像對您特別仁慈。當
光鹽志工的都向您這麼幸福嗎！的確，在
我們的周遭，圍繞著不少如您的小太陽，
這是天主給盲友的最好禮物，期待盲友們
也都能自行發光發熱，叫這世界不再有陰
暗的角落！祝福您生日快樂！

收 支 明 細 表
102.3.01-102.3.31
科目
員工薪給

借方金額

科目

貸方金額

95,000

常年會費

22,000

勞退金

5,700

捐款收入

91,754

保險補助費

9,932

委託收益

10,476

加班值班費

3,167

郵電費

4,352

修繕維護費

1,000

管理費

20,000

手續費

727

勞務費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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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刊編印費

6,300

雜項購置

97,828
15,193
2,871
2,400
57,143

本期餘絀

有聲資訊服務
點字服務
直接服務
網路服務
諮詢服務
宣廣服務
總計服務

-218,418

合計

124,230

合計

124,230

201
2013.3月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錄
100：鍾○敏、王○蓓、余○翰、洪陳○英、
吳○軒、吳○琪、王○霞、王○麗、

229
58
5
157,246
16
594
158,148

王黃○雲、張○祥、邱○珍
200：朱○淑、黃○如、吳○文、黃○嬋、

2013.3 月
志工熱心公益
志工熱心公益榜
熱心公益榜

吳○貞、何○萍、李○玲、蘇○智、
蘇○成
300：賴○欣、劉○群、吳○明、楊○琴、
張○雄、林○宜、簡○恩、張○雯、
李○和、張○冠
400：林○旖
500：陳○南、陳○宇、田○華、藍○芬、
林○淑、陳○芬、蔡○臻、陳○瑤、
李○中、西○逸、吳○枝、王○琴、
李○賢、台中女中三年 10 班
600：范○芬、張○美
704：徐○香
750：鄭○珠
800：林○瑛
1,000：黃○義、傅○綉、張○之、丁○候、
韓○祖、朱○寧、譚○岺、張○文、
周○、許○齡、楊○婷、吳○貞、
盧○麗、鄭○香、羅○晉、羅○祐、
羅○庭
1,500：劉○偉
1,500：劉○欽
2,000：吳○熙、楊○芳
3,000：楊○興、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
心基金會
5,000：陳○娟
10,000：林○印
30,000：林○雄
☆★感謝下列朋友捐贈發票：
祖思、寶鳳、燦誠、世雄、無名氏

服

務

報

告

102年3月1日－102年3月31日
類
別
服務人次
光鹽簡訊 2013 年 04 月號

6

有聲製作：
愛華、仕進、意蘋、心蓮、秀蓮、雅惠、
詩涵、慧君、翠芳、品蓉、中英、怡光、
小玲、筱青、如天、言寧、幗眉、學琴、
怡心、洪蘭、秋萍、雲珍、翠娟、百莉、
喬垣、錦綉、淑妃、淑珍、淑清、銘慧、
慧心、英華、永華、佩珊、禮麟、義焜、
佳欣、Austin

點字處理：
愛華、鎔慈、仕進、昱萱、姿樺、余玲、
紹文、文馨、怡心、冬薇、秋薇、巧伊、
又民

活動及其他支援：
淑美

共計 115 人次 324.5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作(編)者

出版社

錄製者

療癒密碼

亞歷山大.
方智
洛伊德

淑清

臨場說話的技術

大谷由里
采實
子

雅惠

洗遍天下

彼得．喬丹

木馬文
化

銘慧

過敏，原來可以根
治！

陳俊旭

新自然
主義

淑清

天主與我--祈禱：意
光啟文
識到天主與我的關 威廉．貝瑞
化
係

淑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