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出版／中華光鹽愛盲
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愛盲協會中華
協會中華郵政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
郵政台北雜字第
台北雜字第 1254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會址／
會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3 段 207 巷 6 弄 2 號

發行人：
發行人：蘇清富

視障資訊辦公室
視障資訊辦公室／
公室／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二號 902 室電話／
室電話／(02)2371-1867 傳真／
傳真／ (02)2371-7496
郵撥帳戶／
郵撥帳戶／社團法人中華光鹽愛盲
社團法人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愛盲協會

帳號／
帳號／50069005

為節省資源如有下列情形請告知：
為節省資源如有下列情形請告知：收件人已遷移、
收件人已遷移、停止刊物寄發、
停止刊物寄發、住址變更、
住址變更、重覆收
到兩份以上。
：http：
：//www.blind.org.tw＜
＜無法投遞免退回＞
到兩份以上。URL：
無法投遞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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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聖誕節禮物中
耶穌在二千年前的寒冬來到這世界，
帶給人類救贖。我們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
日慶祝他的降來，很多人會在這個日子互
贈禮物。
今年光鹽愛盲規劃了一個很特別的感
恩活動。在上一期的光鹽月刊和光鹽簡訊
發佈此訊息後已經有不少盲友和志工報名
分享表演，為了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來參
與分享，因此再次呼籲大家別忘了在十月
三十一日前趕緊來登記表演！
讓我們準備好自己，奉獻出最好的聖
誕禮物，過一個不一樣的聖誕節！

愛與感恩
盲友志工創作分享活動
主辦單位：光鹽愛盲協會
贊助單位：博采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12/21/2014(星期日)pm 2:00~5:00
地點：台北市辛亥路一段二十二號一樓（耕
莘文教院）
主旨：藉由生活經驗分享、聲音表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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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歌曲）創作，分享生命中的愛與感恩。
表演類型：一、分享生活中愛人或被愛的
經驗。
二、詩歌朗誦、相聲、短劇表演。
三、音樂、歌曲創作分享
參加者：盲友及其親友、光鹽志工及其親
友、關懷視障者之社會各界人士
活動人數： 300 人
表演徵選日期： 09/01/2014~10/31/2014
參與活動報名日期：11/01/2014 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一、電話報名： 02-23711867
二、電子郵件報名：
service@peint.blind.org.tw
表演報名注意事項：
一、表演者於報名時須提供：
1.表演類別：
2.表演名稱（詩歌名稱、相聲名稱、音
樂(歌曲)名稱）及其作者與表演者
3.表演時間長度
二、若為原創需附聲音或文字資料以
供徵選參考。
三、一人不限一個類別，同一類別也
不限一個曲目。
四、主辦單位會依照報名者提供之資
料徵選出與本次活動相符之項目予以錄
取。
五、徵選結果將於十一月三十日前告
知報名者徵選結果。

沉默並非冷漠；
關心不一定要插手
不知道大家是否覺得光鹽很久沒有辦
活動了呢？的確戶外性質的活動是有一段
很長的時間沒有舉辦了！自從去年因故中
斷『走出健康散播愛公益健行』的活動後，
光鹽大約有一年多沒有為盲友舉辦戶外的
活動，然而在室內方面光鹽並沒有缺席。
若要加上支持性的活動～所謂支持性活動
是指由光鹽提供人力或財力相關資源的活
動，在過去兩三年間光鹽持續派遣志工及
經費方式支持盲人棒球培訓。室內方面有
淑美姊持續為盲友主持內容豐富且活潑具
知性的生命關懷讀書會，成為盲友最佳的
心靈補給站。
今年五月由盲友黃圓珍小姐主動倡導
盲友雅樂舞對自我身體的探索活動。得到
盲友的熱烈響應，在十月三日的結業分享
活動中盲友們呈現出對自我的肯定與對未
來的信心。講師陳玉秀教授看到盲友的成
長也倍感欣慰。
我們對於盲友學而有成之後不忘提攜
後進，更是感到高興，因為沒有比同樣境
遇者的見證更能打動人心的了！所以活動
不在於是在室內或戶外，是直接或間接，
只要有把心放在上面就不愧大家的託付
了。
至於能否得到大量的資源那就看天主
的計畫了，雖然今年的經費已經短缺四十
多萬了，我們還是很有信心能把服務做
好，因為我們的一切作為都在祂的手中完
成，我們儘管做去就對了！

請救救我們的同學
期望你的一份幫助
／轉載自爭渡網
http://www.zd.hk/thread-index-fid-6-tid-14
237.htm
本帖由正學億在 2014-10-13 14:35:33 編
輯
我們（許天偉、葉倫剛、劉呂、蒲正
元、余修付、高亞、胡帶明、伍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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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盲人按摩師、都在 2010 年相繼畢業於成
都市特殊教育學校盲人按摩職教部。在我
們身邊有位同學，也是我們最要好的朋
友，他的名字叫黃順東男 22 歲，來自四川
省鹽邊縣共和鄉爛柴灣村碉樓組 23 號。小
伙子高大、帥氣、陽光、活潑開朗。更有
一個讓人羨慕不已的 1.91 米以上的身高，
他和我們一樣，從成都市特殊教育學校畢
業之後都是從事盲人推拿工作。我們一起
快樂的生活過、學習過、工作過。可是，
又有誰知道這 1.91 米的身高及近乎失明的
眼睛都來源於一種叫「馬凡氏綜合征（先
天性心臟病）」所賜予。這種病的特點是
骨骼發育異常、心臟二間瓣及主動脈關閉
不全，主動脈擴張，視力低下乃至失明。
更可怕的是它是一種先天性心臟病，嚴重
的威脅他的生命，具有家族遺傳史。
因為他們是家族遺傳史，他的叔叔、
爸爸，姑姑都相繼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爸
去世的時候他並不知道，他在盲校上學，
為了不拖累他們，他爸選擇了離開，連他
爸爸最後一面都沒見到，只留下了兩個還
在上學的妹妹和靠種地來維持家庭生活的
母親。後來，母親不堪家庭的重擔，選擇
離開了這個家組建了另一個家庭，當時他
才十六歲，便成了一家之主，肩負起了家
裡的所有重擔。而且他還有一個妹妹也沒
逃脫這個罕見的馬凡氏的魔掌。
在最近幾個月，他感覺身體快受不
了，很難受，隨後去了醫院檢查，醫生叫
立即入院手術，因為現在處於極度危險
期，主動脈隨時都可能爆裂，奪取他的生
命。可手術費用大概得二十萬，這個天文
數字讓他在診室門口坐了半小時左右。這
時他已經絕望了，每月就兩千多的工資，
要多久才能攢夠。想到這裡他決定放棄生
命：「我是攀枝花大山深處的一個孩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未來，或許明天，後天這
個世界裡再也不會留下我的痕跡。朋友，
親人，戀人，我也將與你們說永別…………
寫下這封訣別信我已經下了很大的勇氣，
我恐懼過，也四處求助過，當希望遇到現
實的時候才發現它是那麼的薄弱……原本

我以為就算沒有其他人的幫助我可以慢慢
存錢，總有那麼一天會擁有手術的費用。
我想要活著，好好的活著， 清晨的陽光好
溫暖，它代表著美好，光明煥然一新……
我多麼奢望自己的病只是一場惡夢。拖著
疲累不堪的身體走在空蕩蕩的大街上，周
圍的一切好似都靜默了，靜默得只剩下鞋
底踩在地面上的聲音…… 按摩店還是那
個熟悉的樣子，戀人依舊是我深愛的那個
人兒，我多麼的想像其它的人一樣去求助
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又在哪兒呢……沒
有恨，有的只是太多的遺憾，面對我深愛
的那個女孩兒，我曾經發誓要守護她一生
一世的女孩兒又該如何開口說出永別……
如果有那麼一絲一縷存活下來的可能，我
想我會用剩餘的時間去愛你們，愛世界的
所有……」
後來朋友們知道了，都勸他要堅強、
勇敢的活下去，他堅持了下來：「能活到
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從一出生就注定背
負病魔過一生，就算如此我也要努力堅強
樂觀的活著，過好生命的每一天。有人說，
生病不是一件光榮的事兒，不要到處宣
揚。求生不值得被人尊重，像這樣的罕見
病就應該被社會淘汰。可我只想說，我要
活下去，只要有一絲生的希望我都會努力
的去爭取。我相信生命的價值肯定不直那
幾十萬的醫療費用。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這是活下去的目標和理想。因為沒錢治療
長輩們都去世了。這個《馬凡氏綜合征》
的罕見病，讓我們整個家族支離破碎，物
是人非，一個個親人離我們而去。妻子失
去丈夫，失去所有的孩子，一個人孤獨終
老（奶奶）。孩子失去父親母親，而我自
己想要活著，想要跟自己一樣的兄弟姐妹
活著。我拚命的工作想總有一天會湊夠醫
療費用……後來老闆知道了我的身體情
況，不讓我再繼續上班。可是不上班怎麼
生活？怎麼籌錢看病？我努力的祈求老闆
讓我繼續工作，向老闆寫下了保證書，向
老闆保證如果在此工作期間出現自身的病
情嚴重導致的所有問題跟老闆和店裡無
關，老闆答應了…可是就憑自己的雙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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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按摩，什麼時候才能湊齊幾十萬元的
醫療費用呢？」
在此，我們呼籲我們身邊的朋友及業
內人士，看到此消息之後，請伸出你們的
援助之手。你們捐出一塊錢，只需要二十
萬個人；你們捐出十塊錢，只需要兩萬人；
你們若捐出一百元，那麼就只需要兩千
人。也許就您這麼一點小小的付出而喚起
了另一顆生命地延續，當你知道這顆生命
還在繼續時，你所得到的回報是無法形容
地，我也相信您的心裡有種無法用言語表
達的欣慰。雖然彼此相距千里，但我們的
愛心距離為零。雖然我們素不相識，但是
我們的心願是一致的，都希望我們的同學
早日湊夠醫藥費入院治療，恢復正常的生
活軌跡。
朋友們，「這不是他的過錯，這只是
一個偶然的結果」。讓我們攜手起來，將
愛心傳遞下去，不要在你這裡停止；讓我
們一起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富有溫暖、
陽光及處處都充滿愛的美好家園。
「關愛生命，從我做起！」
2014 年 9 月 30 日
資助方式──
中國工商銀行：開戶銀行（綿陽金三角支
行）
中國工商銀行卡號：6222022308007508752
戶名：黃順東
黃順東電話：13708211145
筆者：許天偉電話：13648045694
葉倫剛電話：15102871084
劉呂電話：13880861789
蒲正元電話：15282087752
李志勇、陳濤、李德仙、陳雪、曹傑、
田永忠、鄭學燕、王奎 （爭渡網友雪飛）
（騰訊網友吞噬誰的心 ）（騰訊網友騎蝸
牛追老婆 ）（綿陽劉賓盲人按摩院 ）
手術費募捐概況：為了確保事情的真
實性、公開性、透明度以及社會的需要，
我們（許天偉、葉倫剛、劉呂、蒲正元、
余修付、高亞、胡帶明、伍超）決定（每
三天）按時向社會公示所有的募捐信息。

至消息發佈之日截至 2014 年 10 月 10
日零點，共收到來自全國五湖四海的愛心
人士的捐款，共計：38192 元。

瞪眼～無效
／若飛
要來撞我的人
別瞪眼
瞪紅了，瞪腫了
我沒看見
你要撞就別瞪眼
盲人的手杖總是贏
朋友，
別笑這魯莽的腳步不留情
十步、五步外
我已站挺挺
你趕的急
沒帶眼
我有路要趕
不長眼
感覺障礙一出現腳就停
哪知路旁或路中間
朋友，別告訴我撞我的人
瞪紅了眼
十步、五步外
我的身子站挺挺
趕急的眼睛在口袋
盲人的眼睛在天外

小馬的心願
一天看到一個電視廣告談到「最大心
願」
我：「你的最大心願是什麼？」
小馬：「你知道我的心願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小馬：「告訴你哦，我的心願是希望
你可以看見。」
我：「我已經可以看見了啊。」（我
的意思是，我可以用眼睛以外的感官來觀
察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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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馬：
「我是希望你可以看的更清楚。」
我：「眼睛看的清楚不一定就能真正
了解事物的本質，我說『我已經可以看的
見』是指我已經知道如何去觀察事物的本
質和美。如果我們只是眼睛看的見而不會
去分析判斷事事的本質，並不會讓我們過
的更好。」
媽：「小馬，要是爸爸可以看的見，
也許我們就看不到他了！」
小馬：「為什麼？」
媽：「他的野心太大了！」
我：「重要的是我們要善用我們自己
所擁有的，我可以用心的去感受從外界傳
達過來的訊息，所以我知道小馬是這麼的
可愛，媽媽是這麼的愛我們的家。」
小馬：「那你的心願是什麼呢？
我：「希望你快快長大，做天主要你
做的，成為天主要你長成的樣子。希望媽
媽也快快長大，活出天主要她扮演的角
色！」
我：「你還有別的心願嗎？」
小馬：「我希望我們家的燈四個再變
五個，因為壞了一個。」
我：「這很容易，下星期你上鋼琴課，
我們就可以去買一個回來換。」
小馬：「那麼高！」
我：「我可以把椅子放在桌子上再爬
上去換啊。」
小馬：「你看不見萬一拔錯了。」
我：「你可以幫我看，告訴我左邊、
右邊，我就不會換錯了啊！」
（當時他八歲，現在已經二十四了）

心田之農
生活靠知識，解決生活困難靠智慧。
知識從生活而來，智慧從困苦中萃取。好
好面對、處理自己的問題對別人就是最大
的協助！在此祝福正在困苦中前行的兄弟
姊妹們，在生活中善用知識，從困難中產
生智慧！神絕對不會把我們擔不起的擔子
放在我們肩上的！

我還在路上
總覺得走的不夠遠，
總覺得理想還在遠方。
我還在路上。
低頭檢視走過的足跡，
卻是原地打轉，
原來圓也是一個難以完成的方向，
我還在路上。
路上的風景彷彿相同，
時空卻已轉換，
腳步還是那麼穩定向前，
我還在路上！
理想的方向就是，
我還在路上。

媛媛 11/2 一零一年志工
盧老師很感謝您這二年多來為盲友精
心錄製有聲書，各種知識在您的口中都彷
彿有生命般的活了起來。祝福您生日快
樂！
春蘭 11/2
七九年志工
春蘭學妹，雖然妳離開台北已多年，
然而妳那甜美的聲音卻仍縈繞耳畔，尤其
是當妳因為念稿太久導致聲音沙啞卻仍堅
持念完所有稿子的堅決負責態度是我在困
頓中的最好強心劑，也許妳不會看到這份
簡訊，但是我還是要真心的對妳說一聲生
日快樂！
天文 11/15 八二年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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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哥，沒想到你會走的那麼快！年
初得知你離世的消息時我們都極為震驚，
雖然知道你長年受氣喘病所苦，然而每次
見到你時總是那麼的開朗，一點也不像個
病人。如今你已經走完人生的旅程，把愛
與懷念留給我們，要我們學習你的慷慨付
出，要我們珍惜還能工作的機會，好好走
天主給我們安排的道路，我們會永遠以你
為榜樣的，期待天國再見！
周芸 11.15 光鹽會員
周姊，這一年多來雖然沒有您的消
息，我們卻依然記著您對盲友的關懷，有
適合的合作機會一定會再來煩擾您的！祝
福您生日快樂！
中柱 11/15 一零一年志工
中柱，一直說要去淡水看您卻遲遲未
能成行，是懶嗎！應該是累了！這段期間
對於人際互動有一點提不起勁，每次您來
錄音總有一種見到兄弟般的親切感，所謂
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這種感覺吧！祝福您
生日快樂！
小玲 11/26 八四年志工
小玲，雖然每次妳來錄音時我經常在
忙一些事，然而妳的那股和平之氣，一下
子就能感受到。在這個什麼都想爭個輸贏
個社會，有這樣氣質的人真的越來越少
了，感謝妳帶給我們的清新氣息，祝福妳
生日快樂！

收 支 明 細 表
103.9.01-103.9.30
科目
員工薪給
勞保
健保
勞退
文具
郵電費
修繕維護費

借方金額
95,000
5,965
4,828
6,072
310
3,375
667

管理費

20,000

手續費

739

科目
捐款收入
委託收益

貸方金額
95,273
214,743

其他辦公費
勞務費

7,000

會務業務人
事費

110,313

視障資訊業
務費

16,234

視障資訊材
料費

2,760

會刊(訊)編
印費

2,040

本期餘絀
合計

5,000：關聖羽球公益隊
6,000：胡陳○嫻

35

8,000：黃○富
30,000：林○雄
☆★感謝下列朋友捐贈發票：
龍○民、張○薌、宋○思、無名氏

服

34,678
310,016

合計

310,016

201
2014.9月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錄
100：王○蓓、余○翰、吳○軒、吳○琪、
鍾○敏
128：徐○香
200：朱○淑、何○萍、吳○貞、吳○文、
李○姿、李○玲、黃○嬋、黃○如、
蘇○成、蘇○智
220：呂○樺
300：方○光、吳○明、林○宜、張○雄、
楊○琴、劉○群、簡○恩、簡○祐
330：陳○慶
390：胡○月
400：林○旖
500：王○琴、田○華、李○中、陳○宇、
陳○芬、蔡○臻、藍○芬
800：林○瑛
1,000：丁○候、朱○寧、江○娥、吳○貞、
沈○榮、林○媛、張○涵、張○之、
許○齡、黃○英、楊○婷、董○蓮、
蔡○怡、韓○祖、羅○庭、羅○晉、
羅○祐
1,800：伍○華
2,000：吳○熙、洪陳○霞、胡○丹、盧○
芝
2,240：陳○慶
2,565：鄒○敏
4,000：李○緣
光鹽簡訊 2014 年 10 月號

6

務

報

告

103年9月1日－103年9月30日
類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175
點字服務
14
直接服務
132
網路服務
73,038
諮詢服務
75
宣廣服務
512
總計服務
51,544

2014.9
2014.9 月
志工熱心公益
志工熱心公益榜
熱心公益榜
有聲製作：
郁文、仕進、秀蓮、雅惠、慧君、中英、
怡光、如天、學琴、怡心、洪蘭、雲珍、
瑞芬、翠娟、百莉、喬垣、中柱、淑珍、
淑清、銘慧、慧心、桂梅、英華、義琨、
君佩、永華、佩珊、仁秀、淑霞、Austin

點字處理：
愛華、紹文、雅雲、冬薇、秋薇、又民

共計 87 人次 260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偷靈魂的男孩

作(編)者

出版社

荷莉．沛恩 春天

阿富汗的女兒在
法齊亞.古非 大田
哭泣
自己的看法：讀
凌性傑
麥田
古文談寫作
卡里布彎．數學
四也出版
李儀婷
獵人
公司
微雨之城

藤井樹

商周

錄製者
江仕進
王旭蓉
涂如天
渣打銀
行贈
渣打銀
行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