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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學什麼被視障所困擾嗎，
光鹽陪您圓夢！
光鹽愛盲圓夢學校
2013『超越視障、綻放生命風采』
一起來圓夢：光鹽愛盲協會陪伴您！
「夢」是個有趣的心靈活動。不僅在睡
覺時會作夢，醒著的時候也會作夢。有多少
夢在您心中一直無法忘懷？很希望能讓它
變成事實呢！光鹽愛盲雖然只是一個小團
體，然而我們也愛作夢。我們最大的夢想就
是希望協助盲友們克服視覺的障礙，勇敢的
去圓自己的學習之夢。我們製作了很多書
籍，也開辦過一些學習課程，為的就是希望
能藉此提升盲友的能力去圓夢。過去所辦的
課程都侷限於台北市，而且是大家一起上
課，讓許多路途遙遠、外出不便或時間無法
與多數人配合而無法上課的朋友望而心
嘆，讓我們極為愧疚。因此我們邀請了多位
熱心的志工規劃了「圓夢學校 2013『超越視
障、綻放生命風采』」的活動企劃。
我們堅信盲友的夢想與大多數人並無
不同，生活、學習、成長、就業，在天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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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有用的人。唯一不同的是，盲友無法
用眼看世界。然而就因為這小小的不同，卻
引發了不少的阻礙。盲友在家庭、在學校、
在社會，也和大多數人一樣希望是一個有貢
獻、能給人帶來快樂的人。這樣的心願卻因
為「視障」而不敢大膽的去實踐。太多的人
對盲友不抱期許，總把盲友視為需要他人協
助的弱勢團體，甚至有些盲友也慢慢的讓自
己變成一個處處需要別人才能生活的可憐
蟲。這是何等的無奈啊！
你想當一位什麼樣的人？
為了照顧不同地點盲友的學習夢想，達
到「我的夢，我來實現」的理想，2013 年採
取「盲友個別圓夢計畫」不分地點、不分夢
想類型，經過評估可行後，以個別學習夢想
的方式來執行。活動申請請詳看圓夢申請簡
章。
圓夢申請簡章下載
http://www.blind.org.tw/kyact/2013dmregul
ations.doc

陪你圓夢
為了讓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有人陪伴的
那份安全與喜悅，我們特別為這次的活動寫
了一首主題曲「陪你圓夢」，歌詞如下：
夢是理想的未來，理想是未實現的夢。
晚上會作夢，白天也會作夢。閉上眼睛來作
夢，跨出腳步去圓夢。不要怕夢太大，路太

遠。友誼的手與你緊握。陪伴你追尋學習之
夢！
不僅盲友想作夢、追夢、圓夢，許多志
工也因為被盲友參與而感動，開始積極去圓
自己的夢想！
這首歌的演唱與相關影片請到下面網
址聆聽、觀賞、批評、指教。
https://www.facebook.com/lightsaltblind

上面還有更多志工與盲友接觸的心情
分享，他們也需要您的鼓勵與按讚！

光鹽有五首歌了！
光鹽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叫光鹽愛
盲協會？光鹽是什麼樣的服務精神？諸如
此類的問題不斷的被詢問、思考與調整。
自 2011 年二月本會秘書長蘇清富先生
在病中寫了「同樣的意念同樣的心～光鹽之
歌」，之後陸續又有多位志工寫了與光鹽有
關的歌曲，如：
龍哥以輕快明朗的語調寫了「光鹽」這
首歌。說出志工們對盲友關心與光鹽是個有
愛心的園地。
洪蘭姐則以寬闊、開朗的筆法寫出光是
來自太陽、鹽是來自大海，無論你我他都是
光與鹽的一份子。這首「我愛光鹽」 曲風
有點土風舞的味道，聽了就想與之翩翩起
舞。
三月才來光鹽服務的張哥對光鹽的宗
旨有很深的感動，因而督促菲利浦把他譜成
歌。不負所託這首「光照四方，鹽永鹹」也
在六月初完成。歌詞就是我們的宗旨，為了
便於歌唱前後再加上兩句，歌詞如下：
為了愛我們來到這裡。為了愛我們奉獻
自己。效法耶穌博愛精神，做世上光、地上
鹽，積極回饋社會，關懷視障朋友，（原文
為關懷視障問題，經張哥的建議改成「朋友」
也因為曲調的順暢與前一句對調位置），但
願光照四方，鹽永鹹。
第五首就是前面提到的「陪你圓夢」，
是所有光鹽人對盲友的承諾，我們願意以友
誼之手與盲友相握，不用害怕夢太大，也不
用害怕路途遙遠，光鹽志工會與盲友們走在
一起，克服視障問題、展現生命風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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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與大家一起唱這五首屬於我們光鹽
的歌。藉以彼此鼓勵、加油！

這一點台灣不知道
做了多少？
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 16 條 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
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應
考、進用、就業、居住、遷徙、醫療等權益，
不得有歧視之對待。
公共設施場所營運者，不得使身心障礙
者無法公平使用設施、設備或享有權利。
公、私立機關（構）、團體、學校與企
業公開辦理各類考試，應依身心障礙應考人
個別障礙需求，在考試公平原則下，提供多
元化適性協助，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公平應考
機會。
我個人離開考試太久了，不知現狀如
何，如果有人知道可否分享一下真實現狀？
為何會有這個問題呢？因為今天看到了以
下的大陸報導，很有感觸：

河南盲人 5 次上書中殘聯有果
按摩考試將有電子試卷
作者：盲人新聞 瀏覽：532 次 評論：0
條
內容摘要: 2011 年 11 月 3 日，李金生向
中殘聯郵寄了一份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申請
公開「盲人醫療按摩考試未向盲人考生提供
電子試卷或人工協助的原因」。該中心的張
主任告訴李金生：「我們會盡最大能力，在
最短的時間內進行改革，實現盲人按摩考試
無障礙。
核心提示|一個盲人的執著，獲得千名盲
友的支持；5 次上書中殘聯，終讓「按摩考
試」改革有了時間表。「全國盲人醫療按摩
考試，提供電子試卷今年系統改造搭建完
畢，明年就在全國搞試點。」7 日上午 9 時
許，駐馬店市市區盲人李金生接到了從中殘
聯全國考試委員會快遞寄來的《政府信息公
開申請回復》。
緣起
他從考試「獨木橋」上掉了下去

現年 45 歲的李金生，開了一家盲人按
摩店。
「為實現當『按摩醫生』的夢想，我報
名參加了 2011 年 9 月舉行的全國盲人醫療
按摩考試。」李金生說，那次考試，提供的
只有盲文試卷一種。「我是 6 歲右眼失明，
26 歲左眼失明。因是半路失明，盲文水平不
高，答題速度慢，考試時間非常不夠，專業
知識根本發揮不出來。」
考試失利後，他用盲文在電腦上「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
經反覆「閱讀」，找到了癥結：該法第
五十四條規定，「國家舉辦的各類升學考
試、職業資格考試和任職考試，有盲人參加
的，應當為盲人提供盲文試卷、電子試卷或
者由專門的工作人員予以協助。」
可是，盲人醫療按摩考試為什麼只有盲
文考卷？
追問兩度致信中殘聯，
追問兩度致信中殘聯，終獲改革承諾
2011 年 11 月 3 日，李金生向中殘聯郵
寄了一份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申請公開「盲
人醫療按摩考試未向盲人考生提供電子試
卷或人工協助的原因」。當年 11 月 7 日，
中殘聯有關工作人員答覆稱：電子試卷或者
專門人員協助申請，由於其不符合國家機密
級考試的保密要求，考試中未採納。
李金生對此答覆非常不滿，當年 11 月
11 日，他再次向中殘聯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
請，申請公開「屬於機密級國家考試的盲人
醫療按摩人員考試不能為考生提供電子試
卷或人工協助的具體法律依據」。
對這次申請，中殘聯回復稱：「目前，
我們就現在的考試形式進行了深入研究，正
進行使用電腦或播放語音等考試形式的可
行性調研。」同時，中殘聯還承諾：「明年，
我們將把盲人醫療按摩人員考試形式的改
革作為工作重點來抓。」
帶 716 名殘疾人的期望，
名殘疾人的期望，千里赴京
收到中殘聯積極回應後，李金生很感
激，並花兩天時間，給中殘聯寫了一封信。
在信中，李金生寫道：「不僅僅是對我，對
於每年參加按摩考試的上千名盲人考生來
說，這都是一個福音！如果 2012 年我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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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使用電子試卷或語音讀題考試，那我們盲
人考生將真正獲得『公平、公正』的考試條
件，將大大增加晉陞為『按摩醫生』的機會。
到那一天，將有更多的盲人考生擁有一份更
加體面的工作，將會活得更有尊嚴！」
這封信被發到了網上。僅 12 天時間，
這封信就收到了 716 名殘友的簽名和 685 條
留言支持。
2012 年 1 月 11 日，李金生和另一名盲
人孟海濱一同從河南出發，站了一夜火車來
到北京。他們找到中殘聯盲人按摩指導中
心，遞上了這封由 716 名殘疾人共同簽名的
信和寫著「因障礙考試無助，聞改革光明有
望」的錦旗。
該中心的張主任告訴李金生：「我們會
盡最大能力，在最短的時間內進行改革，實
現盲人按摩考試無障礙。」
一年後，
一年後，仍無改革跡象
2012 年 9 月，全國盲人醫療按摩考試在
全國舉行，試卷類型仍沒有電子試卷或者語
音讀題。李金生說，「一年就這麼過去了，
中殘聯究竟還要調研多久……」
無奈之下，2012 年 12 月 2 日，也就是
在「國際殘疾人日」前一天，李金生向中殘
聯發出了一封《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表》，申
請公開如下信息：（1）在過去一年時間裡，
電子試卷或語音讀題的調研內容及調研結
果分別為何？（2）在 2012 年舉行的盲人醫
療按摩考試中，是否根據《殘疾人保障法》
第 54 條及《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第 20 條
向考生提供電子試卷或語音讀題？如果未
能提供，原因為何？何時才能提供？
2013 年 2 月 20 日，中殘聯告知李金生，
由於考試模式改變涉及多個部門、多個環
節，具體開展時間暫無法確定。
再問中殘聯，
再問中殘聯，喜得改革時間表
得到一個沒有時間表的回復，李金生非
常不滿，再次向中殘聯申請政府信息公開，
向中殘聯發問：「貴單位在盲人醫療按摩考
試考試形式改革方面正在進行的工作包括
哪些？涉及的部門和環節分別是什麼？」
2013 年 5 月 7 日，李金生拿到了中殘聯
的回復，該《回復》中詳細記載了 2013 年

以來每個月中殘聯關於盲人醫療按摩考試
積極推進電子試卷的工作進展情況，並明確
表示，中殘聯在本月會協調各部門開展盲人
電子試卷考試系統改造工作，今年系統結構
改造搭建完畢，明年在全國搞電子試卷試
點。
盲人自考以及公務員考試已有電子試
卷
2001 年，廣東省自學考試為盲人考生提
供了電子試卷，考題通過專用軟件轉換成盲
文並在考前規定時間內安裝在電腦上，答題
時有專門的盲人鍵盤，考生直接在電腦上作
答。
今年，安徽省公務員考試使用「電子試
卷」。之前，為爭取使用「電子試卷」，殘
疾大學生宣海做了很多努力。本次終於順利
完成考試，他表示，「作為盲人，我深知考
試的不易。盲文試卷對大部分中途失明的人
士來說，難度不小。電子試卷和人工輔助閱
讀沒有技術上的難度，我們盲人考試起來也
得心應手。」
實現盲人考試無障礙是中殘聯的義務
曾代理多起殘疾人權益訴訟的北京瑞
風律師事務所著名公益律師李方平認為，
「根據殘保法規定，有關考試部門有義務根
據盲人考生的實際需求，提供包括盲文試
卷、電子試卷或人工協助在內的三種考試形
式。但是在全國盲人按摩考試中，我們僅能
見到盲文試卷一種形式，這實際上剝奪了全
盲考生順利通過考試進而從事醫療按摩的
資格。」
長期關注殘障人士權利的公益人士謝
斌認為，「我國每年有超過 1000 位的全盲
考生參加考試，因為受自身盲文水平所限，
通過考試的全盲考生極少。如果中殘聯明年
能夠提供電子試卷或語音讀題，將有助於提
高盲人的就業層次和水平，充分實現盲人的
自身價值。」
【文章結束】
編者案：我們曾經將此篇報導以電子郵
件寄給盲友，有多位盲友表達了他們的親身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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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 說：幾天前我參加了音樂資優檢定，
有點自試卷，用盲用電腦作答，另有協助人
員兩位。
jenny 說：我去年才剛考完教師甄試，對於
考試這件事，有一些小小的想法。因為教師
甄試是要根據各縣市是否有教師缺額來決
定是否要考，再加上有些學校是採取獨立甄
選的方式來考老師的，因此情況就比較複雜
了。鮮不說獨立甄選，我去年考了好幾次都
是聯合甄選的，多少還是遇到了一些問題。
例如，我報名好幾個教師甄選的時候，
報名簡章上面提供的特殊服務實在是讓我
有些傻眼，因為能選擇的選項只有如報讀試
題、使用點字機回答、代填答案等等，而且
若需要使用輔具，通常還需自備，且自備的
輔具還須經過監試人員檢查，若沒有問題才
能使用。我比較有疑問的地方是，現在科技
已經這麼進步了，為什麼簡章上面仍然停留
在原始時代，使用報讀、代填答案等方式，
為什麼沒有提供如使用盲用電腦回答、點字
或電子試卷等等。通常聯合甄選負責的是縣
市教育局，但教育局會把這個業務給某個學
校承辦，因此當我發現簡章上面的服務需求
有問題時，我必須跟承辦的學校聯絡，跟他
們溝通我的需求，但不一定學校負責人員都
了解我們的狀況以及需求，甚至還有人對我
說，請我按照簡章上面的服務來勾選就好了
(意思是，要我不要多爭取什麼了)。
我很堅持的說，其實我們不是要給大家
添麻煩，而是我的確有這些需要，試想，若
今天題目有 100 題，且題目又很長，若我們
聽老師報讀，我認為不一定都能記得題目的
內容，那豈不就要再請老師唸一次，這樣很
有可能考不完。或者，代填答案這件事，若
是選擇題就算了，你只要跟老師說 A,B,C 就
好，但萬一考試的題目是申論題，你又如何
將你的答案告訴老師，請老師代填？
因為申論題有時需寫很多內容，且若覺
得自己寫不順，又有需要修改，若使用代填
的方式，那將花費許多時間跟老師確認你寫
的內容，也會有考不完的情形。但假設有了
盲電的幫助，相信上面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再說自備輔具，若我自備盲用電腦，那
我電腦當中的資料一定要刪掉，要不然會引
起爭議，誰知道你有沒有在裡面偷放考試的
資料呢?
我不是很懂，若要我們自備輔具，就應
該信任我們，要不然就統一由試務單位準
備，這樣也能避免作弊等問題的發生。
去年在溝通的過程中，由於不是學校的
人員都了解我們的需求，所以來來回回花費
了不少時間，說真的，在這個過程中，多少
影響了準備考試的心情。幸好我有堅持，後
來我的需求都得到滿足了。
去年報名了五、六個考試，大多數都是
縣市聯甄，但若連聯甄的服務都做不好，又
怎能談得上對身障考生的公平？
大多數簡章當中都有規定給特殊考生
的優待，如降低錄取分數等，我想說，我們
不要特別的同情和待遇，只要我們需要的考
試服務做好了，相信我們能發揮不輸非身障
者的能力。我相信身障者真正需要的不是特
殊待遇，而是一個空間，一個能公平競爭、
盡情發揮自己能力的空間。
考試結束後，我把每一個考試遇到了什
麼困難和我溝通的過程寫下來，給了我以前
資源教室的老師以及無障礙科技，希望透過
經驗的分享，幫助以後有要考教師甄試的視
障者能有更好的考試條件以及環境，我相信
經過大家的努力，會越來越好的。
編者：很高興收到你的回信，也為你遇
到重重難關又能一一克服而趕到欣喜。的確
這些問題對於應考的人是一件很麻煩的
是，相信也有很多盲友和你遇到同樣的困
擾，沒想到台灣的考試差距還是有城鄉與各
自為政的問題存在，另一位盲友和我分享的
是他既有盲電又有兩位輔助老師，甄試差距
太大了。
我們會盡量與相關單位反應，盲友的應
考權力。祝福你教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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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珊 07/3 八八年志工
佩珊，課程進行的還順利吧？有一段時
間沒有來服務了，挺惦念的，夏天要記得多
補充水分，祝福您生日快樂！
中英 07/03 一零一年志工
中英，謝謝您一年來的積極參與，無論
在錄製有聲書或點字教材、還是活動及經費
贊助都給我們很大的支持，也要感謝您經常
在臉書上給其他志工的鼓勵。祝福您生日快
樂！
幗眉 07/8 九一年志工
崔姊，路不一定是平坦的，人生不一定
都是順暢的，只因為有朋友的關心與扶持，
我們才能面對所有的意外。別忘了光鹽人的
關心哦，我們為您的健康祈禱！祝福您生日
快樂！
佳欣 07/28 八三年志工
哈！大玩子的新定義真不錯！「就是喜
歡帶盲友大玩特玩！」讓你費心了！祝福你
生日快樂！

收 支 明 細 表
102.5.01-102.5.31
科目
員工薪給
勞退金

借方金額

貸方金額

95,000

捐款收入

111,419

5,700

委託收益

110,001

保險補助費

10,143

加班值班費

1,500

郵電費

3,653

修繕維護費

2,300

管理費

20,000

手續費

2,180

勞務費

7,000

其他辦公費
會務業務人
事費
視障資訊業
務費
視障資訊材

科目

22,947
116,183
20,300
1,790

料費
會刊編印費

2,320

雜項購置

3,371

本期餘絀

-92,967

合計

221,420

☆★感謝下列朋友捐贈發票：
謝○鳳、廖○誠、無名氏、張○薌、
劉小姐

服
合計

221,420

201
2013.5月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錄
90：周○崧
100：王○蓓、余○翰、吳○軒、吳○琪、
鍾○敏
113：陳○南
156：徐○香
200：朱○淑、何○萍、吳○貞、吳○文、
李○玲、張○文、陳○成、黃○嬋、
黃○如、賴○欣、蘇○成、蘇○智
220：台北市惠盲教育學會
230：無名氏
250：徐○凱、徐○城、劉○燕
300：吳○明、林○宜、張○雄、陳○妙、
楊○琴、劉○群、簡○恩
400：林○旖、廖○誠
500：王○琴、田○華、李○中、林○風、
張○宇、陳○宇、陳○瑤、陳○芬、
蔡○臻、藍○芬
600：范○芬
800：林○瑛
1000：丁○候、朱○寧、吳○枝、吳○貞、
林○媛、侯○煌、張○文、張○之、
許○齡、游○薇、楊○婷、韓○祖、
羅○庭、羅○晉、羅○祐、譚○岺、
周○
1020：盧○麗
1200：錢○為
1500：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
2000：吳○熙、洪陳○霞
2940：葉○娥
6000：蕭○宜
10000：高○理
12000：沈○榮、董○蓮
30000：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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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報

告

102年5月1日－102年5月31日
類
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252
點字服務
8
直接服務
5
網路服務
50,440
諮詢服務
40
宣廣服務
577
總計服務
51,322

2013.5
2013.5 月
志工熱心公益
志工熱心公益榜
熱心公益榜
有聲製作：
愛華、鎔慈、仕進、昱萱、意蘋、姿樺、
秀蓮、育涵、翠芳、余玲、中英、怡光、
小玲、筱青、如天、文馨、學琴、怡心、
洪蘭、秋萍、雲珍、翠娟、百莉、喬垣、
錦綉、中柱、巧伊、翠蓮、淑珍、淑清、
銘慧、慧心、英華、永華、佩珊、君佩、
佳欣、義焜、Austin

點字處理：
紹文、秋薇、又民

活動及其他支援：
淑美、柏翔

共計 104 人次 281.3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作(編)者

出版社

錄製者

味人民服務

林留清怡

樂果

涂如天

別教貓坐下

內藤誼人

大是

盧媛媛

斷捨離

山下英子

平安

于愛華

第十二個天使

奧格．曼迪諾 高寶

莊學琴

與瑪利尤震神父 德格來爾、吉 光啟文
一起祈禱 15 天 夏
化

莊學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