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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感恩，歡聚聖誕！
2014 光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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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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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闊別二年我們又將歡聚於聖誕節，大
家的期待我們感受到了！沒有新鮮事光鹽
不敢隨便上菜。今年的主題是『愛與感恩。』
相信大家在兩個月前就已經知道這個
活動了，感謝有許多盲友和志工熱烈的報
名表演活動，有了這些朋友的慷慨奉獻才
會有今天活動的正式展開。
活動內容有哪些呢？容我們在這裡賣
個關子。大家一定不會失望的，至少來互
道一聲聖誕快樂，新年如意！就值得大夥
出門一趟了，不是嗎！
為了給大家一個寬敞的表演與欣賞的
空間，我們特別花大價錢租用了耕莘文教
院的大禮堂，可以容納三百人的場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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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只怕您不賞光不怕沒有名額。儘管召朋
引伴一起來報名我們的愛與感恩歡聚聖誕
活動。
雖然名額很多，為了籌備工作的緣故
以及給那些報名表演的盲友和志工一些鼓
勵，所以希望大家盡早報名！
目前需求的志工有：
招待組：負責活動當天盲友報到與帶
領
場地組：負責活動當天場地布置與恢
復，協助茶點、禮物發送。
音控組：負責音響安排控制、音樂伴
唱播放全場錄音，拍攝等。
參與活動報名日期：即日起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電話報名： 02-23711867
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龍哥加油！
我們為您祈禱，祝福您早日康復！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一個和平常
沒有什麼不同的早上，我準備好就等龍哥
一來就展開這忙碌的一天。最近實在太忙
了。去年此時正準備著要去日本度假賞
楓，今年的專案真的卡得太緊了，一件未
完另一件又加上來，不只專職人員快受不
了，連志工也有點吃不消。這個專案結束

應該讓大家放個假，給大家一個喘息的機
會。
正想到此，桌上的電話響了起來，看
一下時間，十點五分，莫非又是龍哥要告
訴我他會遲到？因為這陣子他經常因為吃
降血壓的藥頭昏而睡過頭，打電話說要晚
到。電話轉進我辦公室，我拿起話筒正要
說：沒關係您慢慢來。話筒裡傳來的卻是
一個女生的說話：蘇大哥，龍又民昨天下
午昏倒，送醫院，進加護病房到現在都還
沒有醒過來，因為他多處血管堵塞，現在
只能靠葉克膜維持生命，所以他今天無法
去報讀了！
突然聽到這樣的消息，我甚麼話也說
不出來。愣了好久才勉強說：我們會幫他
祈禱！掛斷電話後心情稍微平復後，有一
種不知該做甚麼的茫然。龍哥自從民國九
十八年十二月，經由健保中心的志工介紹
來光鹽當報讀志工，轉眼就快五年了。在
這期間他幾乎每個星期都來光鹽幫忙兩三
天。把光鹽當作是自己的家一般的付出關
懷。除了報讀之外他也會幫忙掃描資料，
這一年多來更把自己的想法寫成歌詞，多
次在志工的聚會中表演。由於他的歌詞大
多書寫人生感想，我們給他冠上一個論說
歌詞派的稱呼。他最近勤奮努力練唱，希
望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創作發表會上演唱
他自己寫詞譜曲的歌。如今他陷入昏迷，
令人為他擔憂。
我們真的要依靠天主，因為除了天主
還有誰能掌控我們的未來呢？龍哥您要早
點醒過來，您還有好幾首歌還沒譜曲。寫
給龍嫂的歌也還沒完成。我們持續為您祈
禱中。
龍哥加油！

ＹＹ語音開啟盲友交流的平台
這段期間由於有比較多的機會與大陸
的盲友接觸，得知他們已經有多年藉由Ｙ
Ｙ語音聊天室，為盲友提供了娛樂及學習
的平台。許多盲友不用出門藉由電腦就能
在家學習各種知識，舉凡螢幕報讀軟體，
各類應用軟體，音樂編輯軟體，感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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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心理諮詢等。也能在線上與其
他盲友暢談各種生活經驗或分享自己的才
藝。在許多為盲友設置的頻道，每天都有
不同的主題，而且幾乎大部分的頻道管理
者都是由盲友自己擔任，達到互助互愛的
精神。經過我們多方的測試與推廣，目前
已有不少台灣的盲友加入成為頻道會員。
台灣也開始有單位建立自己的ＹＹ頻道，
這應該是盲友資訊的另一個開發點，值得
繼續關注與推廣。

放開雙手暢遊網路
電腦會發出聲音，會說話已經不是甚
麼新鮮事。用講話來操作電腦才是目前最
熱門的話題。 如果可以把想輸入電腦的文
章對著電腦說，他就能幫我們打出來，那
豈不快哉！請看下面這段廣告：
之多雲是由之多科技～盲人小夥伴精
心打造的一款一款集聊天助手、語音助
理、語音輸入法、音樂視聽下載、新聞閱
讀、實用查詢、驗證碼識別等常用功能為
一體的綜合性視障人互聯網生活輔助工
具。
YY 頻道:67688899
网址:http://www.zd.hk/
沒錯，他裡面所提到的功能盲友都能
用說的就能操作。語音控制電腦，語音輸
入都是很不錯的功能，透過他盲友不僅可
以放開雙手暢遊網路，更能快速且正確的
輸入資料，只可惜他打出來的是簡體中
文，還好簡繁互轉的工具還蠻容易操做
的，至少可以讓不熟悉鍵盤的先天視障盲
友可以較快進入多彩的網路世界！
感謝研發單位製作這麼好用的免會軟
體造福盲友。

我們在世上的任務
聖誕節前的省思
本文摘錄自『如果沒有耶穌』
正如各種機構以及個人有時候會寫一
份「任務說明書」，我們也應常常提醒自
己為什麼我們要活在這個世界上。神對我
們的生命有何旨意？神給了這個世界兩道

命令：第一個(文化的命令)命令是祂在舊約
一開始時就賜下的，而第二道命令(大使命)
是在基督死而復活之後，即基督教時代開
始之時所賜下的；第一道是在創造之初，
第二道則在新的創造之初。第一道誡命在
創世記一章 26 至 28 節，是神對人類的最
初指示。第二道誡命是在馬太福音廿八章
19 至 20 節，基督指示我們去傳福音，使人
們做祂的門徒，並教導他們耶穌所吩咐的。
大多的基督徒對傳福音的誡命只是口
頭上說說，並未真正去作；但感恩的是，
仍有少數人順服神的命令，積極在各處傳
揚福音。
但是在本世紀中，許多基督徒似乎對
于神的第一道誡命——文化的誡命——不
知道該怎麼行。按理，我們應把世上的一
切潛力、世上所有的領域和機構，都帶到
神的榮耀面前，我們要用這個世界來榮耀
神，把世界帶到十字架腳前，使它降服于
祂。在世界的每一個層面中，我們都要將
榮耀歸給神，這是指世上的所有機構組
織。例如：婚姻和家庭、學校、教會(她并
未一直榮耀神)、國家(當然更是沒有榮耀
神)；在生命的各個領域，不管是音樂、文
學、藝術、財經、建築、政府、教育等等——
每一個潛力的所在，也就是神在世上所放
置的財富，都應該發揮出來，加以塑造，
然後歸于祂的榮耀之下。
感謝神，歷代以來許多的基督徒嚴正
地接受文化的誡命；他們為本書提供了許
多資料。但令人惋惜的是，教會在過去七
十五年至一百年間對文化的誡命卻往往疏
忽了，于是我們發現教會對世界的影響力
發揮得愈來愈少。事實上，最近的問卷調
查顯示，大部份的人認為教會與現代社會
沒有什麼關聯。或許因為媒體上所呈現的
教會形象是扭曲的，所以造成了這樣的調
查結果；然而，其中是有一些真理存在。
這是因我們容許自己與世界脫節，以致今
日就得承受結果。
教會已經嚴重退縮到成為虔誠信徒的
聚集地，許多虔誠人只一心希望世界就此
消失，不再參與。我們把基督徒一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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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體制拱手交給了非信徒。過去由相
信真神的信徒所創始的科學，如今也在許
多領域中均交給了非信徒。我們把媒體交
給那些非信徒中最卑鄙的人手里，所以我
們不斷地受到他們無神論的思想和理念的
轟炸。我們把政府的管轄權大部份交給非
信徒，他們忙著為魔鬼的行事計畫表爭取
立法。我們卻退陣下來，不去努力設法完
成主的誡命。

睡不著的啟發
/柳政誼
剛剛睡到一半，一翻身可能是棉被去
勾到桌上小孩拿到桌腳的香水啪的一聲掉
下來破了。那香水是前年我買送老婆的
100mal 的淡香薰衣草香水，好在只有六百
多元，後來把老婆大人叫起來掃一掃就沒
事了。不過，可能是香水味的濃度把我的
睡意給沖走了，就想到在起床來隨意亂掰
掰寫寫吧！
真的感謝這次雙連基金會，替我們募
到這一大批的光障礙新光杖，盲人雖是行
走困難，在外面的交通複雜下，連靠著自
己在路上走路，也要驚心膽跳的走，但有
了這光杖，至少柺杖上的ＬＥＤ燈，與風
鳴器的逼逼聲，會提醒過馬路時，車子或
摩托車那些行人，放慢著腳步讓盲人多層
保障來過馬路，有時你想想，越不敢自己
行走在陸上，就越不想走出屋外，但有天
家人也會老也會走，不可能都靠家人或朋
友一輩子嗎？
自己學會了拿著一枝手杖，安全的行
走在路旁邊，不但要去就醫、或購物、還
是買家用的東西，都能靠自己去達成，那
樣的方便與行走，你會體驗到人生不是黑
暗的一面，這不是我在瞎掰的，自從老婆
訓練我會到附近去購買一些東西，跟在這
幾條街上行走，看是寄東西或買唱片，或
買超時的物品或早餐，幾乎沒有一天我沒
有不出門的時候，幾乎都是拐杖拿著就可
以暢行無阻的，去我要去的地方了。甚至
走到後火車站的客運站，首都與格瑪蘭我
也去搭過也都沒問題，現在要克服的事，

交通有時還是有些阻礙，例如人行道上偶
而還是有蠻多機汽車會放在上面的，加上
有時還會聽到機車從人行道上騎過去呢？
這些都是走路時自己要多聽多感覺，然後
不能太緊張放慢腳步來行走，越慌張就越
容易出了狀況。
總是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能夠在加緊腳
步的改善，讓我們出外都能靠著自己的行
動，能夠不會有阻礙。人行道也不要有障
礙物能好走一點。
凡事都要靠自己，別人是不可能永遠
幫助你的，不管家人朋友，那都是暫時協
助一下而已，往後他們也會有忙自己的或
是也會有沒在我們身邊的時候。怎麼辦？
不是就坐小黃或是請人代就能辦好事了。
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來去自如的走著，行
走在陸上，就像昨天才認識附近的鄰居來
按摩，他是在安平路那條街上，但他是在
開元市場作賣魚丸的生意，我也向他買了
好吃的魚丸，他就說常看到我在路上走來
又走去，我說那是出門去辦事情跟買東
西，他就了解了狀況，盲人並不可怕，可
怕的是你走不出屋外而封閉死自己，更可
怕的是你被埋在谷底，然後心中有走不出
門的念頭跟影子，走出來吧！別把自己關
死在一個角落或家裡，那是多麼的可悲
啊！
人生還有很多旅途要行走的，也很多
精采的畫面等著你去創造的，偶而我也會
走去唱片行試聽音樂或是買些比較新的歌
來聽聽，目前比較流行的專輯，或是懷念
的民歌與創作的鋼琴小品，新四季的音樂
也不錯聽，唱片行走久了好像是自家開
的！總歸一句，告訴你親愛的盲胞朋友
們，別讓自己的人生逗留在一個屋簷下，
人生很美的，要放開心情，拿著柺杖出來
學走走，也跟政府建議，多辦一系列訓練
新的盲胞走出戶外來靠自己行走獨立行動
訓練，唯有行走才能完成你要去的地方，
不然被禁錮在家中，永遠你都是走不出來
的那一個，這樣人生不是就很黑暗很無光
彩了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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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榮發哥，你真的做人很好呢！多
次你在路上遇見我，要載我回家我都說不
用，不是我拒絕你，而是我要靠著我自己
不依賴別人而達到回家的目的地。現在、
以後有兩個地方想學習著去的地方，第
一，夜市的方向，第二，菜市場的裡面，
這些我還是無法靠著自己去的，有機會有
人教一定要學的，以上大家共勉之。

感謝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將光鹽愛盲協會納入１０３年統一發
票杯路跑北區發票授證單位！給我們的服
務帶來動力。這些年來由於經濟不景氣，
光鹽的捐款日漸短少，服務也受到了不少
的影響。雖然我們很努力的把一塊錢當好
幾塊來用，還是經常感到捉襟見肘。這次
接受捐贈的發票，雖然還不知會中多少金
額的獎金，然而這份愛心已經溫暖了我們
的心！

感謝雪中送炭的朋友
十一月十八日龍哥病倒後，除了讓我
們體會了手足有難的灰色心情之外，他留
下的志工缺口也是我們必須立即去面對的
問題。由於光鹽的志工服務一直很穩定，
已經有兩年多沒有對外召募志工了。在這
緊急關頭我們要去哪裡找人協助呢？
我一邊祈禱一邊開始草擬召募志工的
信。由於我剛改變中文輸入的方式；我放
棄原本用ｓｄｆｊｋｌ這六個按鍵輸入所
有符號的方式輸入中文，速度變得很慢，
還多次因為輸入錯誤使得 outlook explore 當
掉，要重新輸入。
就這樣一封簡短陳述光鹽目前處境，
急需報讀志工的召募信，坑坑疤疤的勉強

打完了。我把這篇短文寄給我通訊錄裡的
所有朋友，接下來的一切就交給天主了！
過沒多久收到了幾位朋友幫忙轉發訊
息的信，我的心裡開始長出了希望的苗
芽。接下來辦公室的電話響了起來，我那
幾乎沒有人打過的手機，也開始響個不停。
感謝大家的熱情相助，不到一天的時
間我們缺人的危機就得到了化解。在此除
了要感謝答應前來協助報讀的志工夥伴們
之外，還要特別感謝彰化師大視障資料組
的夥伴，還有久未謀面的好友麻豆的淑
惠，在光鹽錄製有聲書多年的佩珊，意蘋、
銘慧、旭蓉、淑清姐、淑珍姐以及多位默
默在協助轉發訊息或親自前來幫忙的眾多
好夥伴們，你們給了光鹽服務的動力，相
信在大家的同心協力下視障生下學期一定
會有更好的教科書可以使用！再次祝福大
家平安喜樂！

陸盲友的感謝
在上一期的光鹽簡訊刊登大陸盲友黃
順東需要協助的訊息，感謝多位朋友的關
心詢問。
兩岸視障朋友也於十一月十六日晚在
ＹＹ頻道聯合舉辦募款活動，在此感謝持
續關懷黃順東病情的朋友們，謝謝！

學琴 12/10 九三年志工
學琴，很早以前就知道妳在美國學的
就是幼兒教育，這兩年妳更將此專長用於
社會工作，使其展現更高的價值，令人敬
佩。雖然如此忙碌妳仍不忘愛盲的服務帶
給盲友溫暖，僅此向妳表達我們最誠摯的
謝意，有妳的參與愛盲服務才得以實現。
祝福妳生日快樂！
明幸 12/27 九一年志工
明幸，時間過的真快，又是聖誕節將
至的時刻了！這一年過的好嗎？在忙碌中
總令人想起與好友的歡聚時刻，在此獻上
光鹽最誠摯的祝福，生日快樂！
馨月 12/28 九八年志工，第二屆監事
馨月，今年的大會很可惜沒有看到你
的身影。雖然從信件中得知你一切安好，
還是很期待明年你能出現。在此先祝福你
生日快樂，平安喜樂！

收 支 明 細 表
103.10.01-103.10.31
科目
員工薪給
加班值班費
勞保
健保
勞退
郵電費

95,000
1,500
5,965
4,828
6,072
4,460

管理費

20,000

手續費

724

其他辦公費

怡光 12/10 八三年志工
光光 ，恭喜妳在今年完成了人生的大
事！最近妳來光鹽都散發著一股青春的氣
息，帶給我們無比的幸福感。妳做的優格
更是甜了大家的心。原來找到伴侶的感覺
竟是如此的美好，不僅讓自己年輕，也能
讓身邊的人對生命更有希望。謝謝妳帶給
我們服務的動力。祝福妳平安喜樂，生日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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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金額

勞務費

捐款收入
委託收益

77,658
249,793

合計

327,451

7,000
105,956

視障資訊材
料費

1,821

會刊(訊)編
印費

2,040

合計

貸方金額

35

會務業務人
事費

本期餘絀

科目

72,050
327,451

201
2014.10月
10月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錄
96：徐○香

陳○心、廖○誠、謝○鳳、龍○民、
宋○思、無名氏

服

100：鍾○敏、王○蓓、吳○軒、吳○琪、

200：朱○淑、李○玲、蘇○智、蘇○成、
無名氏、黃○如、吳○文、黃○嬋、
吳○貞、何○萍、李○姿、何○足、
張○瑤、陳○儒、曾○鳳、林○花、
鄭○娟、顏○婕、劉○華、耿○英、
劉○景、李○忠、李○美、花○彩、

☆★感謝下列朋友捐贈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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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103年10月1日－103年10月31日
類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203
點字服務
15
直接服務
46
網路服務
53,999
諮詢服務
87
宣廣服務
512
總計服務
54,862

余○翰
186：張○聰

吳○送、唐○文、蔡○麗、古○民、
周○瑜、唐○津、蔡○足、李○祐、
王○珠、黃○庭、廖○玲、吳○宜、
陳○媛、柯○葦
300：劉○群、吳○明、方○光、林○宜、
楊○琴、張○雄、簡○祐、簡○恩
360：許○心
400：林○旖、廖○誠
500：田○華、藍○芬、陳○宇、陳○芬、
蔡○臻、王○琴、李○中、吳○枝
800：林○瑛
1,000：張○之、蔡○怡、林○媛、韓○祖、
董○蓮、沈○榮、丁○候、朱○寧、
許○齡、羅○晉、羅○祐、羅○庭、
楊○婷、吳○貞、侯○煌、游○薇、
劉○梅、張○華
1,200：李○慧、劉○芳、曾○新
1,396：賴○欣
1,400：王○蘭
1,450：伍○華
1,770：台北市惠盲教育學會
1,800：無名氏
2,000：葉○輝、吳○熙
3,000：李○頤、劉○蘭
4,500：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
5,000：李○琨
12,000：黃○維

務

2014.10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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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蓉、仕進、雅惠、慧君、筱青、
如天、幗眉、學琴、怡心、洪蘭、秋萍、
雲珍、瑞芬、翠娟、百莉、喬垣、中柱、
淑珍、淑清、銘慧、慧心、桂梅、英華、
義焜、君佩、佳欣、永華、玉月、佩珊、
淑霞、Austin

點字處理：
愛華、仕進、軍翰、子安、湘庭、楷傑、
睿琪、紹文、應安、冠宇、品希、品璇、
洪蘭、貴一、韻雯、冬薇、秋薇、其彥、
詠盛、斯翔、鎂誼、又民、煒宸

活動支援
淑美

共計 119 人次 342.5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作(編)者

出版社

錄製者

傳奇莫言

莫言

治癒生命的創傷

林瑪竇、林丹
啟示
尼斯

劉淑清

小艾多的世界

佛朗沙．勒羅 先覺

渣打銀
行贈

他日相逢

趙晨光

謝永華

極樂森林的秘密 謝文賢

聯合文學 王旭蓉

明日

布拉格文 渣打銀
化
行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