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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不散的柚香，
月亮代表我的愛！
七月花蓮遭受麥德姆颱風侵襲，一片
片的柚子林被吹的東倒西歪。楊媽媽感嘆
著「地上的柚子比樹上的多啊！」經過國
軍的協助整理，掉落未成熟的柚子堆砌在
柚子樹的周圍，希望來年再次幻化成金燦
燦的柚子。楊媽媽樂觀的說「樹上的柚子
還是比地上的多！」所以今年光鹽的伙伴
們又有好柚子吃了。
雖然今年的柚價看漲，楊媽媽秉持以
愛還愛的理想，按照去年的價格提供大家
好吃的柚子。並且以百分之十的金額贊助
光鹽的愛盲工作。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我
們，把吹不散的柚香帶回家，讓月亮來表
白我們對盲友的關懷！為了讓大家品嚐到
夠成熟的好柚子，原則上八月二十八日開
始寄送，請大家手腳可要快些，尤其去年
沒有訂到的朋友，我們歡迎您再來預訂！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８日開始寄送＞
訂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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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 4557 號

■網路訂購：請填寫下方訂購單後，
mail 到 service@peint.blind.org.tw 即可
■電話訂購：來電說明以下項目：姓
名、連絡電話、訂購箱數、指定送達地址
與日期
■傳真訂購：請寫下訂單後，傳真至
02-23717496
付款方式：訂貨後請先付款（匯款或
ATM 轉帳）
■ 郵局：代號 700
■ 帳號：0091295-0088829
■ 戶名：汪清
匯款後敬請來電 (02)2371-1867 告知我
們您已匯款，謝謝！

光鹽精神
每天在中山北路口、忠孝西路旁的中
央大樓九樓，靠近東側的辦公室裡都有許
多位默默為盲友製作各種書籍的志工們在
忙碌著。有的專心的唸著書，讓盲友們可
以像一般人一樣一窺作者們的心血結晶。
有的努力著剪貼各種不同的材料貼在圖案
上，讓這些平面的線條變得立體可觸摸，
擴展了盲友觸覺的知識領域。

他們高高興興的來，默默的工作著，
快快樂樂的回家。不求有什麼回報，不求
自己是否有成長，不求能得到什麼獎勵。
因為聖經上說：
6:1 你們應當心，不要在人前行你們的
仁義，為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你們在
天父之前，就沒有賞報了。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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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告訴你
們，他們已獲得了他們的賞報。
6:3 當你施捨時，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
右手所行的，
6:4 好使你的施捨隱而不露，你父在暗
中看見，必要報答你。
瑪竇福音（六章）
三十多年來同樣的地方流動著來自不
同方向、身份、才能、職位的志工們，他
們都有同樣的理念支持著，這就是「光鹽
精神」！雖然停留的時間長短不同，卻都
是愛的見證！盲友們因著這些志工的服
務，也學會了愛人的精神，在社會各角落
發光與堅持。
感謝天主！

送炭～光更亮！
在光鹽的小原地理，不僅有動手服務
的志工，還有一群送炭的好伙伴！他們悄
悄的、無聲無息，甚至連露臉得時候也很
少，無私的把生活中的積蓄送來光鹽，讓
我們的服務得以延續。
一個非營利組織，起先的伙伴一般都
是無薪的志工，發展到一個穩定期就不得
不聘用給薪的專職人員。這也成了非營利
組織的一個固定支出。要能穩定、有保障
的提供服務，專職人員是不可少的。
在光鹽每個月都有上萬次的服務，專
職人員才五個，專職薪資占總支出的六
成，比起其他單位算是很少的，然而您若
有留意到我們的財務報告，會發現幾乎每
個月都是支出大於收入。但是光鹽二十多
年了，還蓬勃的活著，這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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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感謝這些送炭的好伙伴們，有
了您們光才能繼續亮下去甚至更光亮。

自由與幸福
天主是一位很奇妙的老先生（也許不
該用「先生」），他不知道在多久以前就
創造了天地萬物。讓我們自由生長、自由
呈獻自己、自由與其他受造物互動。「自
由」這個詞也被我們經常拿出來用。好像
有了「自由」一切就是好的，豈不知天主
給的「自由」並非為所欲為，為者必成的
意思。而是我們有自由去決定往好的還是
往壞的方向走去。
往好的當然得到幸福，往壞的那就踱
入痛苦。很明顯的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往壞
的方向走去，如今多數人每天在痛苦中掙
扎，卻仍不清楚「自由」為何物，以為沒
有任何束縛的形式就是自由，過的不好就
說「老天無眼，人間不公」。過的好些就
說「自我實現，天之驕子」。我們每天都
有機會選擇要走的方向，卻老是走錯了路。
耶穌說：「天國的門是窄的。」這個
「窄」並非他很小，而是願意往那裡去的
人很少。只有放下我們以為萬靈藥的那個
「自由」，而改拿起「順服」才會有真正
的幸福！

水往低流，
弱者就是被愛的對象！
有一位朋友問我「我老是看到一些乞
討的人，想給他們錢，又覺得他們恐怕是
偽裝的！」我們來看看聖經是怎麼說的：
馬竇福音二十五章
25:34 那時，君王要對那些在他右邊的
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
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

25:35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
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
收留了我；
25:36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
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
來探望了我。
25:37 那時，義人回答他說：主啊！我
們什麼時候見了你飢餓而供養了你，或口
渴而給了你喝的？
25:38 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作客，而收
留了你，或赤身露體而給了你穿的？
25:39 我們什麼時候見你患病，或在監
裡而來探望過你？
25:40 君王便回答他門說：我實在告訴
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
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25:41 然後他又對那些在他左邊的
說：可咒罵的，離開我，到那給魔鬼和他
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裡去吧！
25:42 因為我餓了，你們沒有給我吃
的；我渴了，你們沒有給我喝的；
25:43 我作客，你們沒有收留我；我赤
身露身，你們沒有給我穿的；我患病或在
監裡，你們沒有來探望我。
25:44 那時，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
我們幾時見了你飢餓，或口渴，或作客，
或赤身露體，或有病，或坐監，而我們沒
有給你效勞？
25:45 那時君王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
訴你們：凡你們沒有給這些最小中的一個
做的，便是沒有給我做。
25:46 這些人要進入永罰，而那些義人
卻要進入永生。」
水往低處流，不管這凹洞是自然形成
的，還是人為挖出來的？弱者就需要被關
懷。不管是真的或是偽裝的。重點是我們
的憐憫心有沒有啟動。當然幫助弱小的兄
弟姊妹，不一定是給他錢，天主看的是我
們是否以愛德去行動。
有時候光用祈禱就能幫助一個人，這
叫做「不作為」的公益，因為受人與魚，
不如受人與魚。原則上我們不能心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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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對苦難麻痺，有錢就出錢，有力的就出
力，祈禱也是一種行動。
至於對你伸手的人，雖然他要的是
錢，而你只給他一個微笑，對他來說，你
並沒有幫到他，然而在天主眼中你以行過
善了。當然你若有錢可以幫助別人也別吝
嗇。付出是我們心靈淨化的一個途徑。他
既然是個需要錢的弱者，而我們又剛好有
錢可以幫助他，不管他把這錢拿去做什
麼，我們的善行並不會減損。他若騙了我
們，自然有天主會跟他算帳，因為一切都
是來自天主，他用弱者的姿態騙了我們，
也就是騙了天主。而我們每一次的愛人都
是一次與天主的合作，心靈也就得到一次
的潔淨。

盲人電影院
（高清完整- 在線觀看- 樂視網 119:03）
電影《盲人電影院》講述的是無業青
年陳語在販賣盜版碟時被城管追趕，情急
之下誤入一家只為盲人放映電影的盲人電
影院。觀看網址：
http://www.letv.com/ptv/vplay/1447090.html
當我們開始去關心別人的需求，用行
動去解決別人的問題，生命便豐富了起來。
當我們發現別人也需要援手，而我們
把手交出去的同時，自己也得到了支撐。

盲人看
/畢淑敏
每逢下學的時候，附近的那所小學，
就有稠厚的人群，糊在鐵門前，好似風暴
前的蟻穴。那是家長等著各自的孩童回家。
在遠離人群的地方，有個人，倚著毛
白楊，悄無聲息地站著。從不張望校門口。
直到有一個孩子飛快地跑過來，拉著他
說，爸，咱們回家。他把左手交給孩子，
右手拄著盲杖，一同橫穿馬路。
多年前，這盲人常蹲在路邊，用二胡
奏著很哀傷的曲調。他技藝不好，琴也質
劣，音符斷斷續續地抽噎，聽了只想快快

遠離。他面前盛著零碎錢的破罐頭盒，永
遠看得到銹蝕的罐底。我偶爾放一點錢進
去，也是堵著耳朵近前。後來，他擺了個
小攤子，賣點手絹襪子什麼的，生意很淡。
一天晚上，我回家時一下公共汽車，黑寂
就包抄過來。原來這一片突然停電，連路
燈都滅了。只有電線桿旁，一束光柱如食
指捅破星天。靠攏才見是那盲人打了手
電，在賣蠟燭火柴，價錢很便宜。我趕緊
買了一份，喜滋滋地覺著帶回光明給親人。
之後的某個白日，我又在路旁看到盲
人，就氣哼哼地走過去，說，你也不能趁
著停電，發這種不義之財啊！那天你賣的
蠟燭，算什麼貨色啊？蠟燭油四下流，燙
了我的手。燭捻一點兒也不亮，小得像個
熒火蟲尾巴。他愣愣地把塌陷的眼窩對著
我，半天才說，對不起，我……不知道……
蠟燭的光……該有多大。螢火蟲的尾
巴……是多亮。那天聽說停電，就趕緊批
了蠟燭來賣。我只知道……黑了，難受。
我呆住了。那個漆黑的夜晚，即便燭
火如豆，還是比完全的黑暗好了不知幾
多。一個盲人，在為明眼人操勞，我還不
分青紅皂白地指責他，我好悔。後來，我
很長時間沒到他的攤子買東西。確信他把
我的聲音忘掉之後，有一天，我買了一堆
雜物，然後放下了 50 塊錢，對盲目人說，
不必找了。
我抱著那些東西，走了沒幾步，被他
叫住了。大姐，你給我的是多少錢啊？我
說，50 元。他說，我從來沒拿過這麼大的
票子。見他先是平著指肚兒，後是立起掌
根，反覆摩挲鈔票的正反面，我說，這錢
是真的，您放心。他笑笑說，我從來沒收
過假錢。誰要是欺負一個瞎子，他的心先
就瞎了。我只是不能收您這麼多的錢，我
是在做買賣啊。
我知道自己又一次錯了。
不知他從哪裡學了按摩，經濟上漸漸
有了起色，從鄉下找了一個盲目的姑娘，
成了親。一天，我到公園去，忽然看到他
們夫妻相跟著，沿著花徑在走。四周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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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色美若仙境，我想，這對他們來講，真
是一種殘酷。
閃過他們身旁的時候，聽到盲夫有些
炫耀地問，怎麼樣？我領你來這兒，景色
不錯吧？好好看看吧。盲妻不服氣地說，
好像你看過似的！盲夫很肯定地說，我看
過。常來看的。
聽一個盲人連連響亮地說出「看」這
個詞，叫人頓生悲涼，也覺出一些滑稽。
盲妻反唇相譏道，介紹人不是說你胎裡瞎
嗎，啥時看到這裡好景色呢？
盲夫說，別人用眼看，咱可以用心看，
用耳朵看，用手看，用鼻子看……加起來
一點不比別人少啊。他說著，用手捉了妻
子的指，沿著粗糙的樹皮攀上去，停在一
片極小的葉子上，說，你看到嗎？多老的
樹，芽子也是嫩的。
那一瞬，我凜然一驚。世上有很多東
西，看了如同未看，我們眼在神不在。記
住並真正懂得的東西，必得被心房繭住啊。
後來盲夫婦有了果實，一個瞳人亮如
秋水的男孩。他漸漸長大，上了小學，盲
人便天天接送。起初那孩童躲在盲人背
後，跟著杖子走。慢慢膽子壯了，綠燈一
亮，就跳著要越過去。父親總是死死拽住
他，用盲杖戳著柏油路說，讓我再聽聽，
近處沒有車輪聲，我們才可以走……
終於有一天，孩子對父親講，爸，我
給你帶路吧。他拉起父親，東張西望，然
後一蹦一跳地越過地上的斑馬線。於是盲
人第一次提起他的盲杖，跟著目光如炬的
孩子，無所顧忌地前行，腳步抬得高高，
輕捷如飛。
孩子越來越大了。當明眼人都不再接
送這麼高的孩子時，盲人依舊每天倚在校
旁的楊樹下，等待著。
編者註：在盲人的心中孩子不是他的
眼睛，孩子是盲人心中的太陽。眼睛只能
在光明中觀看。有了太陽，世界便亮了起
來。

現，羨慕您們的伉儷情深，更感謝您夫妻
攜手做公益的偉大情操，祝福您生日快
樂！

秋玉 9/8 創始會員、現任理事
秋玉姊，我們真是感到幸福，每年都
能享用楊媽媽用心栽種的柚子，而且光鹽
也都從她那兒得到持續服務的動力，萬般
感謝，我們會把這份愛傳出去。祝福您生
日快樂！
如天 09/13 八五年志工
涂老師，有些時候我們都感到慚愧，
專職人員比志工報到的還晚，請原諒我們
的怠惰，希望您能持續用行動來鞭策我
們，讓愛盲的工作更進完善。祝福您生日
快樂！
仕進 9/14 一零一年志工
仕進姊妹，今年的教科書有您的協
助，感覺上做的特別快，也特別好，謝謝
您多角度的關懷盲友，祝福您健康喜樂，
生日快樂！
祖思 9/14 創始會員、現任/常務理
事
宋姐，您一直像聖母瑪利亞那般陪在
我們這些小兄弟旁，不指責、不嫌棄，就
是這樣靜靜的陪著，用精神支撐著我們，
讓我們懂得了愛與順服的美德。祝福您生
日快樂！
嘉齡 09/17 七八年志工
許老師，您這二十年來不斷的送炭給
盲友，真是令人感佩，謝謝您一直記得光
鹽。祝福您生日快樂！
文清 9/22 九七年志工、會員
潘大哥您好，這次終於沒忘了幫您慶
生，看到于姊活力四射的到處服務，就讓
我們想起于姊背後的那個偉大的身影，沒
有您的支持她就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好表
光鹽簡訊 2014 年 8 月號

5

禮麟 9/24 一零一年志工
鍾老師，最近好嗎？感謝您在退休後
依舊散發活力，溫暖盲友的心。祝福您生
日快樂！
慧貞 09/27 八十年志工
吳老師，人說活到老學到老，您不僅
奉行了這個人生格言，更將它發揮為「活
到老用到老」的實踐精神，真令人感佩。
祝福您健康長壽，生日快樂！
紹文 9/27 一零二年志工
張哥，自從去年三月七日由桂梅邀請
您來參加我們的志工聚會，已經過了一年
半了，時間過得可真快啊！這段期間您協
助點字書製作的報讀，解決了盲友書荒的
問題。而您的報讀功力也大有增進，從一
開始的斷斷續續，喉嚨啞痛，到現在順暢
清亮，真映證了「堅持就是成功」的道理。
感謝您的付出，讓我們繼續攜手為盲
友烹調美味的心靈食糧。祝福您生日快
樂！
瑞茹 9/30 九三年志工
玟霖，有一年多沒見了，還在忙嗎？
每一次做教科書專案，大家都很想念您，
尤其是您在配色的專業，都是我們學習的
榜樣，有空再回來指導一下吧！祝福您一
切平順，生日快樂！

收 支 明 細 表
103.7.01-103.7.31
科目
員工薪給

借方金額
95,000

科目
捐款收入

貸方金額
51,505

加班值班費
勞保

1,500
5,966

委託收益

59,150

健保
勞退

4,828
5,784

郵電費

3,180

管理費

20,000

手續費

994

勞務費

7,000
44,412

會務推展費
會務業務人
事費

199

會刊(訊)編
印費

2,080

合計

服

105,072

視障資訊材
料費

本期餘絀

☆★感謝下列朋友捐贈發票：
陳○安、龍○民、黃○峰

-185,360
合計

110,655

11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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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2014.7
2014.7 月
志工熱心公益
志工熱心公益榜
熱心公益榜

50：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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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7月1日－103年7月31日
類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177
點字服務
8
直接服務
80
網路服務
36,362
諮詢服務
22
宣廣服務
518
總計服務
37,167

201
2014.7月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錄
100：王○蓓、余○翰、吳○軒、吳○琪、
鍾○敏
135：莊○琴
200：朱○淑、何○萍、吳○貞、吳○文、
李○姿、李○玲、黃○嬋、黃○如、
蘇○成、蘇○智
300：方○光、西○逸、吳○明、李○章、
林○宜、張○雄、許○斌、楊○琴、
劉○群、簡○恩、簡○祐
400：林○旖、無名氏
500：王○琴、田○華、李○中、張○珠、
陳○宇、陳○芬、蔡○臻、藍○芬
550：陳○珠
600：李○和、張○冠
800：林○瑛
836：張○生
1,000：朱○寧、吳○貞、沈○榮、周○、
林○媛、張○華、張○之、許○齡、
陳○蘭、黃○英、楊○婷、董○蓮、
廖○良、蔡○怡、盧○璇、韓○祖、
藍○傑、羅○庭、羅○晉、羅○祐
1,024：台北市惠盲教育學會(基金會)
1,110：許○心
1,200：李○慧
2,000：吳○熙
6,000：丁○候、李○緣

務

有聲製作：
愛華、仕進、雅惠、慧君、麗如、中英、
怡光、如天、學琴、怡心、洪蘭、雲珍、
瑞芬、翠娟、百莉、中柱、淑珍、淑慧、
銘慧、慧心、桂梅、英華、義焜、君佩、
永華、仁秀、淑霞、Austin

點字處理：
愛華、薇真、仕進、家宣、潔安、妍菱、
書芸、紹文、勝玉、天德、冬薇、里遠、
怡萱、又民

行政支援：
仕進

共計 119 人次 390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作(編)者

小地方:一個人流
浪，不必到遠方

賴鈺婷

有鹿文化 謝永華

夏目漱石

自由之丘 劉淑珍

玻璃門內

愛與黑暗的故事 艾默思．奧茲

出版社

繆思

錄製者

劉淑清

優雅的老年：678
張老師文
位修女揭開大腦 大衛．斯諾登
鍾禮麟
化
健康之鑰
渣打銀
美麗眼睛看世界
桂文亞
國語日報
行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