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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下學期點字教科書
再度提前完成
這一期的教科書專案，雖然歷經人力
變動，製作方式調整，資源短缺，完成期
限提前等變故，在眾多新舊志工的齊心努
力下，我們仍然保持傳統提前一個星期完
成所有工作。
特別要感謝雅雲老師，幾乎全天候的
在光鹽幫我們打點字。還極力的鼓勵年輕
同學們一起來學點字，真是比專職人員還
專職。
愛華理事更是把艱難的凸點工作帶回
家加班，讓我們一早來上班就能接續處理
後面的工作。
當然那些臨時被召來充當報讀志工的
新夥伴們，有妳們的協助，龍哥空下來的
工作馬上接續上，讓我們放下了一塊大
石。這樣視障生就不怕一放寒假就要上新
學期的課程了！謝謝大家，新年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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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 4557 號

華文現代詩刊
持續向盲友徵稿中
由名詩人林錫嘉和多位詩人創辦的華
文現代詩刊，已經出到了第三期，每一期
都有多位盲友的詩作與著名詩人們共同在
詩刊中與大家分享創作。為了鼓勵盲友勇
於創作與發表，特此再次呼籲盲友們把握
機會將詩作寄來光鹽，一起共襄盛舉，讓
盲友寫詩給大家看的園地更燦爛！

1221 盲友志工創作分享
在愛與祝福中圓滿落幕
一點還沒到工作人員和志工就已報到
完成，多位參與表演的朋友也開始試音，
離活動正式開始還有一個小時，氣氛就已
熱鬧滾滾！
二點活動在理事長淑美姐的溫馨主持
中展開。本次活動特別邀請到活動主持經
驗豐富且熟悉盲友的光鹽資深志工榕榕小
姐負責串場工作。她不但聲音甜美，反應

機智，且能適時的將志工的服務與盲友拉
在一起，整場掌聲不斷笑聲連連。
第一個節目是由夢想六角樂團，為大
家表演四首他們自創的曲子。這個樂團是
由多位熱心的志工結合多位熱愛音樂的盲
友所組成的創作型樂團。他們經常以公益
形態免費參與各項表演，不僅傳承藝術，
也為盲友與大眾搭起交流的平台。成員中
有一對夫妻檔，妻子是光鹽的資深志工小
丸子君佩小姐。認識她十多年，到這次表
演才知道她居然是個歌中高手！所以說舞
台架起來，人才就會現身。
接下來是由在台北啟明學校執教多
年，現已退休，專職福音傳播的劉平寬老
師為大家演唱：相思，整戈。她不愧是音
樂世家出身，雖已近８０高齡，聲音依舊
甜美純淨，為繁亂吵雜的世界帶來一股清
泉。
第三個節目是由年輕帥氣的掌謙分享
她得到基督信仰的經過。耶穌說看不見而
相信的更為有福！所以我們要隨時敞開心
扉，迎接天主的召喚。
感動時刻，我們播放了已故志工龍哥
創作演唱的歌曲『摯友』，這是他創作的
第一首歌詞。同時也放了他寫的第一首曲
子『美妙人生』。他的事蹟告訴了我們有
理想就要立即行動。
上半場是由 Rofy Music Studio 這個家
庭三重奏以如鹿渴慕溪水、misty、金縷衣，
畫下休止符。
大家享用美味的餐點後，下半場是由
夢想六角樂團再次登台，他們這次是來教
大家如何用雙手擊出非洲鼓的節奏，為自
己添加能量。他們的臨危受命，為大家帶
來意外的驚喜！所以說機會是留給有準備
的人。
資深志工秋薇和她的小兒子俊武，接
下了下半場的第二棒。一首「活出愛」，
在秋薇真情的朗誦下驚豔全場！平常謙虛
溫柔的秋薇居然有如此強大的 power，真的
大家猶如當頭棒嚇，所以真是人不可貌相
啊！只要給她舞台她會回報你無限的驚
奇！何況她還帶來了龐大的合音天使，讓
光鹽簡訊 2014 年 12 月號

2

我們不僅驚訝她的出人意表，更是享受了
一場美妙的音樂饗宴。
俊武的吉他自彈自唱，更是可圈可
點。他不僅吉他彈奏技巧純熟，歌聲的感
情處理也是專業級的！讓我們仿如置身國
家音樂廳聆聽大師演奏般的享受。
黃家的心恬為大家帶來無伴奏合聲。
一首奇異恩典將聖誕節的氣氛提到了最高
點。她是光鹽秋玉理事的小女兒，每年的
中秋節秋玉理事都會提供美味可口的柚子
讓光鹽作為義賣。這次她帶領寶貝女兒以
歌聲暖了大家的心。
洪蘭姊演唱自創曲：我愛光鹽 Oh! my
baby! 翠娟姊演唱自創曲：給 Eva 勇敢美麗
又溫柔的心，更是讓我們感受到只要敢去
努力，甚麼時候都是最好的起點。
活動最後由理事長淑美姐代表所有志
工獻上滿滿的祝福，祝願大家在未來的日
子裡都能平順幸福，畫下圓滿的句點！
散會的時候每一位來賓都得到一份由
熱心志工自製合捐贈的小禮物。主持人特
別提醒大家，如果拿到的是自己喜愛的禮
物要把它轉贈出去，如果是不喜歡的就留
在身邊，這就是光鹽精神！
本次活動能圓滿完成我們首先要感謝
捐贈場地費用的博采科技有限公司。他們
與其他捐贈單位很不一樣，他們不上台致
詞，不拍照，默默的付出。為的只是讓活
動得以順利進行，有這樣的夥伴是我們的
福氣。同時我們也要感謝前來參與表演的
所有盲友和志工，當然為活動付出心血努
力籌備以及當天協助活動的志工夥伴也是
令我們敬佩且感恩的。
當然最要感謝的就是冒著外出不便而
前來參與活動的所有盲友們。你們的參與
才是我們前進的最大動力！

光鹽愛盲協會全體理監事、會員、專
職人員及志工們在此獻上我們最誠摯的懇
託。祝福您天天開心，年年如意！

告別 2014
2014 曾經被廠商炒作成「愛你一世」，
不管人們賦予它甚麼樣的意義，2014 就這
樣到了尾聲。回首這一年的愛盲工作，守
成有餘創意卻遠遠不及。在這個資訊氾濫
的時代，盲友缺的已經不是資訊的產出，
而是對資訊的整合與判斷。
看不見已經不能夠成為資訊取得的障
礙，有太多的輔具可以將大量的訊息即時
的以點字或語音轉換給視障者使用。現在
的問題是，哪些資訊是有用的？或者說要
去哪裡找到適合的資訊來使用。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的主要精力和
經費還是被用在資訊的生產上。雖然這些
資訊都用在最即時的解決了視障者最急切
的問題上，但是從長遠的發展來看，我們
欠缺了培養盲友自己尋找資訊，判別資訊
的能力。在未來的一年我們應該往這方面
再多用點力。

展望 2015 我們需要您的贊助
光鹽一路走來，近三十年的愛盲服
務，依靠的都是像您這樣熱心關懷，默默
陪伴，積極奉獻的好朋友。由於經濟結構
的改變，預計在明年 2015 年，光鹽將會短
缺一百萬的經費；其實今年已經短缺了三
十萬。所以期待大家能把愛盲捐款列入您
明年的善心捐款的項目之一。讓盲友能繼
續有成長回饋社會的能力與機會。
我們的捐款方式有：
郵局每月定期捐款、信用卡捐款、劃
撥捐款、不定期現金捐款、電子發票及傳
統發票捐贈等。無論金額大小，期限長短，
我們都誠摯的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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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哥一路好走！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他（龍哥）
做完了報讀服務，興奮的告訴我，他又完
成了一首歌詞，下星期若有空想要譜曲。
我告訴他，這不急，教科書專案還沒完成，
況且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表演才是最急迫
的！他還對其他工作人員和志工表示要幫
每一個人寫一首歌。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過了
他該出現的時間卻還沒有看到他那高大的
身影。後來接到龍嫂的電話說他十七日下
午突然昏倒，送進加護病房，仍未甦醒，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得知他不用葉
克膜，灌食了一點牛奶，心跳血壓正常，
二十五日將照射電腦斷層檢查腦部是否有
受傷。後一星期都沒打通龍嫂的手機。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日）終於有人接
電話了！龍嫂用淒婉的語氣告訴我，龍哥
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凌晨一點安祥辭世。十
二月四日公祭，生命畫下句點！
龍哥，一路好走，感謝您五年來的陪
伴。我們會永遠懷念您！

摯友：龍哥的第一首歌
龍又民 05/14/2013 詞
菲利浦 05/06/2013 曲
摯友、摯友，像明燈，照亮前方迎光
明。痛苦時，引導你。憂愁時，幫助你。
珍惜摯友是福氣，幫助朋友好運氣。摯友、
摯友真朋友，誠心誠意交朋友。勿害朋友，
變損友。

摯友、摯友，感謝你。摯友摯友常相
伴，成功就在你身旁。損友不是真朋友，
傷害朋友不是摯友，痛苦長相你左右。摯
友、摯友長相隨，損友、損友快離開。離
開損友是幸福，離開摯友沒幸福。願人都
成真摯友，交到摯友真幸福！交到損友毀
一生！
寧交摯友是聰明，誤交損友是笨蛋。
笨蛋、笨蛋遠離我。聰明益友常相隨。損
友、益友自己選，摯友、摯友是良師。成
功摯友在眼前，摯友、摯友不孤獨，良師、
益友常相伴，損友害人又害己，勿交損友
才是真摯友。勿交損友才是真摯友！

瞪眼～無效
/若飛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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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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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趕的急
沒帶眼
我有路要趕
不長眼

我聽格非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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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清富
很久沒有好好的聽有聲書了。由於光
光前些日子嫁為人妻，所以很想聽聽她小
時候的聲音（結婚才算大人），本來想聽
香水這本書，卻一時找不到，隨便抽出這
本敵人，才想到以前好像有寫過相關的心
得，好不容易找出來和大家一起溫故一下。
「敵人」這本書是由格非寫的，描述
在大陸上發生的古老故事。小說的起頭便
是一場大火，燒盡了趙家的所有產業，主
角在大火後陪著當時當家的爺爺在一間幽
暗潮濕的屋子裡渡過了爺爺的剩餘歲月。
在那段日子裡爺爺不時寫著些什麼，他以
為爺爺是在畫藏寶圖。等他年歲稍長才發
現爺爺當年寫的是鎮上人的名子，而這些
人都曾接受過趙家的資助。後來爺爺又不
知為何又一一將之畫去，在斷氣前還留下
了幾個沒畫完。接下來故事跳接的極為厲
害，有一點像意識流的寫法，每一次跳接
都帶出一場悲劇，主角的兩對兒女和長孫
一個以盛年夭亡，只留下那個遇人不淑逃
往他鄉的大女兒。整個趙家就剩下主角趙
少宗和那個二十多年前由他從妓院裡救回
的管家翠嬸。翠嬸是一個生命力很強的女
子，與主角的亡妻迥異，她原以為當女主
人過世後她會成為主人的伴侶，但是這一
天一直到那兩個瞎子的預言應驗了，趙家
的長子突然死去，她才被那已經老邁的主
人佔有。故事到此嘎然而止，令人有驀然
的悵惘。
整個故事裡沒有明說誰是誰的敵人，
而趙家的每一個不幸都來的那麼突然，似
乎有什麼陰謀在暗中進行著，而故事的主
人翁對於這一連串厄運好像一個旁觀者，
例如長孫意外淹水，次子的被暗殺。甚至
於長子也是在他注視下死去的。當一切相
關的人都離去，主角做了那件，早就可以
做的事。
在故事的末了出現兩個算命的瞎子，
他倆可說是最清楚這整個故事原委的人，
而他們卻什麼也看不見。作者這樣的安排
是很傳統的，大家都認為看不見的人心思

一定清明，於是故事的結尾就以這兩位瞎
子的預言做結束。
其實故事在那一場火燒完時就已經結
束了，大火後趙家與外界的關係實質上已
經轉變了，而主角也很清楚這一點，可是
在這不變的環境中是很難去做改變的，所
以主角也只能等到所有與他相關的人都不
在了才與翠嬸做那件第一次見面時就想做
的事。
這本小說的名字叫「敵人」，會讓我
們先入為主的想要企圖去找出造成趙家一
切不幸的原兇。結果我們會發現好像誰是
誰的敵人，又好像誰也不是誰的敵人。到
頭來我們會發現「敵人」很可能不是一個
人，而是一種觀念，一種不敢去面對改變
的觀念。那兩個瞎子的出現，對主角而言
是一種解救，瞎子本身是無法看見事物百
面樣貌，而他們說出來的卻正是事情的原
委。
逃避改變就無法成長，「瞎子」這個
文學上的象徵正是去除表面的訊息往內求
的一種發誓，及內在是醜惡的，像主角將
大樹砍倒，深夜將長子殺死都是這種道理。

詩惠 01/19
八二年志工
詩惠，很想念妳！由於妳的緣故，我
們有緣與妳的父親林錫嘉老師認識。在他
的極力推動下，讓盲友有機會在華文現代
詩季刊和眾多名詩人一起發表作品。這給
盲友們無比的鼓舞與肯定。感謝有妳，祝
福妳生日快樂！
慧心 01/25 八九年志工
慧心，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們又有了
很好的合作。妳與眾多志工一樣在工作之
餘不忘來為盲友服務，讓我們專職人員有
源源不斷的好書來服務盲友。在此一年之
際特別獻上我們的祝福，生日快樂！
雅齡 01/31 八○年志工
雅齡，又到了妳該出現的時候了！一
年一次的會面還真期待。我們在等待中，
祝福妳一切平安順心，生日快樂！

收 支 明 細 表
103.11.01-103.11.30
科目
員工薪給
加班值班費
勞保
健保
勞退
文具

桂梅 １/2 一零一年志工
桂梅，在過去的一年裡，妳依舊經常
要出差，也依舊把珍貴的休息時間留給盲
友。感謝妳為盲友錄製了這麼多珍貴的有
聲資訊，在此祝福妳生日快樂！
雅珍 01/6
七八年志工
這一期的點字教科書專案有許多好朋
友請特休來幫忙，我們才能順利完成任
務！這讓我們想起同樣經常請特休來協助
盲友活動的妳。雖然妳婚後就很少出現，
然而妳的聲音樣貌卻一直在我們心中重
現。特此祝福妳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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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金額
95,000
1,500
5,965
4,828
6,072
2,757

郵電費

3,435

管理費

20,000

手續費

646

其他辦公費

1,018

勞務費

7,000

會務業務人
事費

106,406

視障資訊業
務費

238,593

視障資訊材
料費

4,553

會刊(訊)編
印費

2,040

本期餘絀

186,887

合計

686,700

科目

貸方金額

捐款收入
委託收益
補助收入

359,474
85,626
241,600

合計

686,700

2014.1
2014.11 月
志工熱心公益
志工熱心公益榜
熱心公益榜

201
2014.11月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錄

有聲製作

96：徐○香
100：王○蓓、余○翰、吳○軒、吳○琪、
鍾○敏
200：朱○淑、何○萍、吳○貞、吳○文、
李○姿、李○玲、無名氏、黃○嬋、
黃○如、劉○燕、蘇○成、蘇○智
300：方○光、吳○明、林○宜、張○雄、
楊○琴、劉○群、簡○恩、簡○祐
370：王○萍
400：林○旖、廖○誠
500：王○琴、李○中、陳○宇、陳○芬、
蔡○臻、藍○芬
600：李○和、張○冠
800：林○瑛
840：許○心
1,000：丁○候、朱○寧、吳○貞、沈○榮、
林○媛、金○興、侯○煌、張○宇、
張○之、許○齡、游○薇、楊○婷、
董○蓮、蔡○怡、韓○祖、羅○庭、
羅○晉、羅○祐
1,885：蘇黎世產險電話行銷部
2,000：吳○熙
5,000：黃○童
10,000：王○瑤
20,000：博采科技有限公司
290,183：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感謝下列朋友捐贈發票：
廖○誠、謝○鳳、龍○民、宋○思、
無名氏、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服

務

報

告

103年11月1日－103年11月30日
類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199
點字服務
8
直接服務
47
網路服務
36,912
諮詢服務
75
宣廣服務
506
總計服務
37,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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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華、仕進、意蘋、秀蓮、雅惠、慧君、
中英、筱青、如天、幗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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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焜、君佩、永華、玉月、佩珊、
仁秀、淑霞、Austin

點字處理
愛華、仕進、子安、麗玉、靜芬、春美、
國祥、湘庭、楷傑、素貞、睿琪、紹文、
雅雲、小竹、品璇、洪蘭、冬薇、秋薇、
子瑛、佳欣、銘慧、鎂誼、桂梅、文蓮、
又民、怡生、純真、淑霞

活動支援
淑美、湘庭、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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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台灣的路 路寒袖
上

遠景

渣打銀
行贈

誰在銀閃閃的地 簡媜
方，等你：老年
書寫與凋零幻想

印刻出版 劉淑清
社

時間裡的癡人

珍妮佛． 時報出版 周秀蓮
伊根

永遠的 0

百田尚樹 春天出版 涂如天
社

更年期自療事典 劉桂蘭

三采

蜘蛛人安拿生

財團法人 渣打銀
毛毛蟲兒 行贈
童哲學基
金會

楊茂秀

夏怡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