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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更改通知
各位光鹽的夥伴新年如意：
為了節省支出，光鹽已停止原來的
peint 郵件伺服器，我們的新信箱已經改為
blind.org.tw，請把您以前常聯繫的夥伴
信箱帳號後面的 peint.blind.org.tw 更換
為 blind.org.tw，一般事務請聯繫
service@blind.org.tw，要與我個人聯繫
請改用 rofy530@blind.org.tw。蘇清富及
全體工作人員祝福您平安喜樂！

2014 年志願服務時數登記通知
在 2014 年感謝大家以各種方式參與光
鹽的愛盲工作。2014 年的服務紀錄已經統
計出來，將送理監事會及會員大會審議。
如果您有志願服務登記冊請於近期來光鹽
登錄服務時數，謝謝！

要節流也要開源
光鹽從去年開始陷入收入短缺的景
況。我們除了盡量節省支出，把大家的捐
款善加應用之外，也希望能多開闢一些收
入來源。感謝多位夥伴提供補助款申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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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光鹽服務的項目實際上較不具社會
立即性，也就是較難引起多數人的矚目。
雖然如此我們仍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可能。
常言道自助而後人助，我們願意將光鹽的
專業與大家分享。如果您有資料輸入掃瞄
建檔或製作有聲資料點字資料的需要，請
不吝與我們聯繫，我們會以最好的形式為
您服務，謝謝！
有聲資料製作剪輯服務
您有卡帶錄音資料想轉成 CD，或 mp3
嗎？本會有優良的有聲資料後製團隊可幫
您服務。
有聲資料錄製服務
本會有一錄音室，有專業訓練之播音
員，可幫您錄製各種有聲書，有聲資料。
Daisy 有聲書製作，Daisy 有聲書是一種方
便閱讀，可作多標記的數位有聲書格式。
在國際間頗受好評。本會有製作經驗豐富
的工作團隊，可幫您製作 Daisy 有聲書。
點字列印服務
雖然目前已經進入全面電子化的時
代，然而有些需要重複閱讀或分段閱讀的
資料，還是以紙本呈現較為方便。您若有
已經製作成點字電子檔的資料本會可協助
您列印成紙本點字。
點字名片製作
點字是視障朋友慣用的閱讀媒介，與

視障者第一次碰面時，您若能拿出一張點
字名片，不僅讓他能很清楚的記下您的個

裡的協助人員已達到 24,800 名，視障人士
數量為 2,198 名，共有 4,393 協助事件已

人資料，他也會感到溫馨與被重視。給明
眼人一張點字名片更能提升您的公益形

順利完成。協助人員有可能來自於世界各

象！
點字書製作
本會具三十年專業製作點字書之經

視障人士的來電，當然，若你正在因某件
事情而忙碌時，可以忽略此來電，系統會

驗。可幫您輸入各類點字資料，成為紙本

有人接應為止。
來自於丹麥的開發團隊不定時測試此

點字書或電子檔點字書。
點字撲克牌製作
撲克牌是一種傳統的娛樂工具。具有多
樣的玩法，適合盲友與多人互動。可增進
盲友與盲友，明眼人與盲友之間的友誼。
雙視資料製作
雙視資料，就是在同一紙本上有點字
與印刷文字呈現之資料。本會有十年之製
作經驗可滿足您的需求。
觸摸立體圖製作
視障生在學習數學、自然、地理時常
被圖形所苦。本會具十五年之製作經驗，
可協助視障生解決這類問題。
詳情請洽：service@blind.org.tw
或電洽：02-23711867
光鹽愛盲協會感謝您的支持！

愛心無國界！
Be My Eyes App
成為視障人士最佳幫手！
或許我們很難想像，在平常生活中，
一些看似平凡無其的動作，對視障人士而
言卻是一項極大的挑戰。一款最新在 Apple
App Store 上架的 App--「Be My Eyes」，
能夠協助視障人士完成更多平常生活簡單
的事情，作為視障人士的另一雙眼睛。
Be My Eyes 應用程式主要將用戶分為
擁有正常視力的協助者以及視障人員，當
視障人士需要幫助時，App 會自動開啟
iDevice 後置鏡頭與協助者進行連線，讓對
方知道視障人士目前所遭遇的情況，例如
家中牛奶過期與否、照片的內容、家中寵
物的生體狀態等等。目前為止，Be My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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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身為一份子的我們，不知何時會接收

自動幫視障人士搜尋下一位協助者，直到

軟體是否正常運作，身為創辦人之一的
Hans Wiberg 表示，大多數的案件是來自於
家裡所發生的事情，像是協助閱讀郵件或
是尋找架上某項商品。Wiberg 認為該 App
可替視障人士獲得更多協助的機會，不用
一直麻煩身邊忙碌的親友或是鄰居，仔細
想想或許真是如此，假設一天之內請鄰居
幫忙三次，或許對方開始產生不耐煩的態
度，但透過此 App，即使一天詢問 10 次不
同的熱心人士也不是問題，並且大致上能
確保協助者是發自於內心沒有其他的動
機，因為 App 沒有提供協助者其他的誘因，
只有加入累積點數機制與等級制度，另外
在每一位使用者的檔案中會顯示曾經協助
的案件數量。
（不過小編依舊擔心不肖人士
會利用此 App 欺騙視障人士。）
「Be My Eyes」是個非營利的 App，目
前募款已累積至$300,000 美金，但 Wiberg
公開表示，為了繼續將此 App 營運下去，
未來可能還需要更多的資金。Android 版本
正在開發當中，敬請期待。
轉載自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
ws/20150118001304-260412

成大全盲博士生
開發軟體助視障生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所博士生詹博丞多
重障礙，從小弱視又聽障，且不良於行；
國三時全盲。但他積極投入程式開發，不
僅研發出數位盲人點字樂譜，還是新酷音
輸入法的開發成員，未來他還要開發更多

盲用軟體，幫助視障生。
詹博丞表示，自己在成長路上追求的

的教材每年都不一樣，我們無從準備起，

兩個終極目標是「獨立」與「傳承」
，希望
藉著自己的專業技能，摸索屬於自己的學

學唸筆記抄。四年讀下來，就只得到一堆

習方式，再將知識和經驗分享給其他視障

有些學長，畢業後走回按摩界，但是大多

生，同時也希望服務社會，並將自己樂觀

數的人，都被浪費在家裡。科系又只限於

積極的生命價值觀傳承下去。
詹博丞因罹患罕見疾病「點狀軟骨錯

淡江中文、歷史，文化音樂三個系別，雖

每一屆都需從頭開始。上課回來還得找同
同學的心得，而大學畢業後，又毫無保障。

生症」，全身軟骨發育不正常，且壓迫到

說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不要緊的，因為我
從小對文學與創作就有極大的興趣，最主

視、聽神經，導致全盲又聽障。樂觀的詹
博丞在父母、老師和身心障礙團體協助

要還是上這種貴族學校的限制，讓一般想
升學的盲生家庭無力負擔，這筆龐大的學

下，報讀、點字並用，完成大學學業，更
攻讀博士班，參與開放原始碼軟體開發。
詹博丞利用螢幕閱讀軟體操作電腦，
作業、考試、娛樂都離不開電腦，他漸漸
發現，電腦對全盲者仍有許多不友善的地
方，因此投入資訊工程領域，他相信，軟
體是改善盲人生活與學習品質的好辦法。
資訊工程領域中有大量以圖表達的觀念，
詹博丞遇到不少挫折，但成大資源教室除
在系上安排轉銜會議，也尋找願意協助的
老師與助教課後輔導；並將課本內容轉為
電子檔，讓詹博丞使用盲用電腦獨立學習。
此外，詹博丞積極透過網路跟同學互動交
流，打破全盲帶來的行動不便，遠距與小
組成員討論期末專題。
轉載自聯合報

費，又聽說淡江沒有男生宿舍，那麼又得
花一筆房租費，再加上點字紙，錄音帶，

http://udn.com/news/story/6904/636081

考前日記（上）
六月十七日
整排二樓的教室是靜寂的。在高三的
教室裡八張桌子上堆滿了一疊疊的書。坐
在這些書前面，人頭幾乎都要看不見了。
我隨手抽出一本高中國文，摸了幾頁卻再
摸不下去。這種書只用注音符號拼成，沒
有形也沒有意的成分，不耐著性子真是讀
不下去。我又隨便翻了幾頁，腦子卻又想
到那個問題上去，到底是升學好呢？還是
就業好呢？兩者都令我為難。升學的話，
書籍是一大問題。到了大學，教授們所用
光鹽簡訊 2015 年 2 月號

3

四年下來至少也要二、三十萬。
剛想到這裡，鐘聲響了，這是第二節
考試的預備鐘，去吧！反正先把這兩堂考
完再說。考場在四樓，我無精打采的找到
自己的座位，正式的考試鐘也打過了，這
堂是考國文，由本班導師監考，他在出題
目時已將卷子分為甲乙卷，甲卷是給準備
升學的同學，而乙卷則是給想就業的同學
來考，而我真想告訴他我想考乙卷，因為
我還沒決定是否要考大學，可是我還是考
了甲卷，我想即使不升學的話考什麼卷子
也都一樣，這次的考試題目不難，外加一
個作文題目「南海的浮屍」。還不到一小
時，我就交了卷。
我在走廊上找到了榮，我們先在走廊
上繞了幾圈，談著有關考題的事，後來走
煩了，乾脆去餐廳盛飯。到了餐廳，那負
責分菜的工友照例的對我說：
「廳長好，今
天的菜，右邊滷雞、中間豆芽菜，左邊由
豆腐肉羹湯。」
我點了點頭，微笑的對他說：謝謝！
肚子不覺咕嚕咕嚕的叫了起來。我和榮迅
速的將我們這一桌的飯添好，又將別桌的
也添了。坐下來榮慢慢的對我說：
「你真的
想升學嗎？」
「我自己也還沒決定，雖然中文系是
我從小的志願，但是你也應該知道，我們

讀大學的難處。」
「呀！瞎子就是瞎子，永遠是要依賴

過完了，剩下的是一片無盡的黑暗，前人
以手杖所敲出來的一條路「按摩」
，是盲人

別人的，青眠仔，不過你若不想升學的話，
得要早一點找工作，今年畢業的人數很

唯一的生路。我還徬徨些什麼？已經走到
這個門邊，不上路又能奈何？別在妄想當

多，台中啟明、台中惠明，新莊重建院，

什麼高等知識份子了，那只是夢。花二、

羅東暮光和我們學校一共有五十幾個，升

三十萬做一個夢，對於一個打零工人家的

學的人不多，大家都想到台北找工作你要
早一點決定。」

孩子，是太奢侈了。
六月十八日

我捏了捏手指，欲言又止。

在溫柔的晨曦中，我搭上了往基隆的

他又接著說：
「你是應該考大學的，自
從你高一下學期，從板中轉來台北啟明，

火車，一路上我的心就像火車走的一般平
穩，我已有了決定，人不怕走苦路，只怕

成績一直在前頭，高三以後你更是第一，
你若真的放棄了這機會，真的是太可惜
了，何況你對按摩一點也沒有興趣，高三
以後你就沒修按摩課，而利用時間聽課外
書籍這麼用功，不考大學幹嘛？」
「你又不是不知道，這一遭早晚得
走，我不願花父母親二三十萬，然後在去
做小學生就可以從事的工作，何況……。」
我還想說下去，可是大家已經進餐廳了我
需要開始維持秩序，等大家坐定後，才喊
了開動的口令。
下午考英文，這一科是我最不怕的科
目，從國一開始學英文到現在，每次考試
我都不看它，而分數都很高，雖然這是畢
業考，我還是不想打破這良好紀錄。吃過
午飯，獨自走道校園的草坪上，仰躺著。
六月的風帶著極濃重的暑氣，逼著我走到
柏蔭底下，頭藏在樹蔭裡，讓身體曬著陽
光。這是我兩年前剛到這裡時因為一個朋
友也沒有，大部分的下課時間就是在這柏
樹下度過的。閉上眼睛（我雖是盲者，但
仍稍有光覺，仰躺著怕強光刺眼）讓思想
在無限的空間伸展，過去在時光的隧道
裡，我又看到了雙目被手術刀宣判不再感
光的那一幕，四周是一片喧鬧，我的心卻
是成為一片死寂，以後呢？以後是一段親
友的嘆息，我是不會讓思想在這裡站太久
的，我早已看透了那天晚上那一把手術
刀，已將我的生命切成兩半，光明的已經

在路上徘徊。在汐止我下了車，那陌生的
行人，熟悉的街道，有一個多月沒回來了
吧！以後可能更少有機會回來了吧！
我回到家時，爸已出去工作，媽還在
洗衣服，她一邊搓著衣服問到：
「學校不是
在考試嗎？怎麼有空回來呢？」「昨天就
都考完了，現在只等畢業典禮。」「那麼你
可以在家裡多休息幾天，我幫你補一補。」
「喔不！ 明天就要去找工作。」
「你不是
要考大學嗎？我已經為你準備好學費
了！」
「不考了，讀出來也沒用！」「以前
的人大學畢業都做什麼？可以當老師
嗎？」
「沒有，有的畢業後回去按摩，有的
留在餵蚊子，只有兩個當了老師，我不願
拿你們的血汗去浪費。」
「我也不知道怎麼
辦好，等你爸回來再商量，對了，你吃過
早飯了沒？」
「吃了，在學校吃的。」
我跨出後門走入什錦花園，裡頭種滿
不同種類的花草樹木，中間那棵桑樹是小
學六年級時爸從蘆洲搬回來，每年到了春
天都會長出很多紅的發紫的桑椹，引著鄰
居的小孩整天在籬笆邊徘徊。在靠近牆邊
有一棵木瓜，是去年吃木瓜時，隨手扔在
牆腳的瓜子長出來的。還有玉蘭花、鳳仙
花、仙人掌，紅竹，這些都是我從各地方
挖來種在這小園中的。到啟明以後因為住
宿的緣故，這些小生命就通通交給姊姊去
管理，而再過不久，我若找到工作，每天
得在按摩院裡等客人的召喚，到那時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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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時間與他們親近了。記得以前我常拿
個小凳子坐在這裡，或是冥想，或是唱歌，

也是需要勇氣的。曾經熟悉的專職夥伴，
曾經抱持的那份服務的願景，曾經努力過

一些無聊的時間便這樣無聊的度過了。
到吃午飯時間，爸爸披著滿身汗水回

的地方和服務的對象，往往不是一句人事
已非可以概括的。感謝 Winny 為光鹽帶來

來了。我拿了一條乾毛巾給他，並且為他

新希望。祝福妳生日快樂！

在肩上做了幾下把握揉捻，又在背部做了
幾下曲手法，然後一起上桌吃飯。大家都
快吃飽時，爸爸首先提起那個問題，他一

素芳 3/5 九六年志工，創始會員
素芳姊，又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了。您那如
春風的和藹氣質，總是讓我們記憶猶新。

邊舀著湯一邊說：
「你媽說你不考大學了是

感謝您對盲友的關懷，祝福您生日快樂！

嗎？」我點點頭放下筷子。
「怕考不上嗎？」
「不是的，以我現在的成績我很有把握考
上第一志願。」「那是為什麼呢？ 讀完大
學當老師不是很好？」我搖著頭默不作
聲。
「你說讀大學沒有用，不一定到那時按
摩工會規定要大學生才能當會長，那時不
就有用了嗎！你想先去找工作也沒關係，
到考試時也去考考看，考中了不讀也沒關
係，但總不能讓人家以為我們考不上大
學！」「爸，這樣又何必呢，我若考上了不
去讀，學校老師一定會怪我，佔了其他同
學的名額。我們不讀也就算了，讓那些花
錢不覺得痛的人去讀去考！反正我不讀大
學一樣不丟你們的臉！」「你要這樣決定
那就隨便你的意思好了，可是不要像你哥
一樣，到後來才後悔當初沒念大學，我們
作父母的你們要讀到哪裡就會供你們的
錢。你要想考就去考，你若不想考我也不
會勉強你。」（下期待續）

效瑾 03/3 七七年志工
Winny 的重新出現讓我們覺得非常的驚
喜！在非營利組織中專職人員的異動，實
屬平常，更何況是志工的來去。許多一日
志工，服務完就不再出現的比比皆是，而
中斷二十多年仍會記的回來看看的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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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偉 03/9 八三年志工
士偉，你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往往一時
出現又急急離去，真是讓人難以捉摸。光
鹽這個園地時時等候你，祝福生日快樂！
幸璉 03/10 八○年志工
幸璉，每次妳協同夫婿及三個小孩從美國
回台來看我們的時候，總讓我們感嘆時光
的飛逝！那些一起服務，一起為盲友工
作，那些一起在教會的服務，都好像是昨
天一般，而妳的小孩卻已經那麼大了！我
們會一直珍惜這份友誼的。祝福妳生日快
樂！
旭蓉 3/23 一○一年志工
旭蓉，三年前妳終於成為光鹽的志工，不
僅為自己開啟了聲音表演的舞台，也創下
了一個助人的工程。其實還有一個小祕密
也許妳自己都還不知道？妳的生日剛好和
光鹽愛盲協會的創會日期是同一天，這又
是何等奇妙的巧合！所以當人們在為妳慶
生的時候也就是在幫光鹽慶生，所以妳要
和送禮物的朋友說他們一份祝福卻有著兩
種價值。現在就為妳獻上我們的祝福，生
日快樂！

收 支 明 細 表
104.1.01-104.1.31
科目
員工薪給
勞保
健保
勞退
郵電費

借方金額
189,367
5,965
4,828
5,928
3,389

科目
捐款收入
委託收益

貸方金額
316,166
13,208

修繕維護費

4,700

20,000：李○卿、葉○琳

運費

1,142

26,576：無名氏

管理費

20,000

手續費

1,721

30,000：無名氏
43,000：溫○瑾

勞務費

7,000

100,000：林○財

會務推展費
會務業務人
事費
會刊(訊)編
印費
雜項購置
本期餘絀

8,867

☆★感謝下列朋友捐贈發票：
廖○誠、謝○鳳、張○薌、無名氏、

合計

197,956

服

2,040

合計

329,374

201
2015.01月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錄
100：王○蓓、余○翰、吳○軒、吳○琪、
鍾○敏
200：朱○淑、何○萍、吳○貞、吳○文、
李○姿、李○玲、華○新、黃○嬋、
黃○如、蘇○成、蘇○智
300：方○光、吳○明、林○宜、張○雄、
楊○琴、劉○群、簡○恩、簡○祐
400：林○旖、廖○誠
500：王○琴、吳○枝、李○中、陳○宇、
陳○芬、無名氏、蔡○臻、藍○芬
600：李○和、張○冠、梁○淵
800：林○瑛
1,000：丁○候、朱○寧、吳○貞、沈○榮、
林○媛、侯○煌、張○之、許○齡、
游○薇、黃○卿、楊○婷、董○蓮、
蔡○怡、韓○祖、羅○庭、羅○晉、
羅○祐
1,200：簡○季
2,000：吳○熙、盧○芝
2,390：蔡○芬
2,500：杜○芬
3,000：游○華、楊○興
4,000：李○緣、無○氏
5,000：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6,000：鄒○英
12,000：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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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104年1月1日－104年1月31日
類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147
點字服務
5
直接服務
35
網路服務
50,873
諮詢服務
35
宣廣服務
506
總計服務
51,601

900
-124,429
329,374

務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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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進、子安、湘庭、雅惠、慧君、
翠芳、楷傑、睿琪、筱青、如天、怡心、
品璇、洪蘭、秋萍、雲珍、瑞芬、翠娟、
韻雯、百莉、秋薇、淑珍、淑清、銘慧、
桂梅、英華、君佩、佳欣、永華、玉秀、
淑霞

點字處理
紹文、愛華

活動支援
淑美

共計 70 人次 173.5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作(編)者
出版社
錄製者
活著, 就是創造自 小川洋子 時報出版 王旭蓉
己的故事
等
廚房裡的家教課 麥特.麥肯 臉譜
劉淑清
艾列斯特
離別賦
張輝誠
印刻
謝玉月
假面飯店

東野圭吾 三采

奇峰異石傳(卷一) 鄭丰

奇幻基地

夏怡光
謝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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