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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有妳(你)的參與
１０３年服務圓滿達成！
社團法人中華光鹽愛盲協會
中華民國一○三年度工作報告
經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成果
如下：
一、舉辦「雅樂舞身心動態課程」視障者
身心復元課程及團練共 22 次，參加盲
友、盲友家屬、志工及工作人員共 569
人次，並舉行成果座談與心得分享一
次。
二、協助盲棒相關培訓活動，參加盲友、
志工共 50 人。
三、舉辦 8 場「視障者讀書會」，參加盲
友、志工共 59 人次。
四、舉辦 1 次「志工聯誼」活動，盲友志
工聖誕聯歡會 1 次，共 133 人次。
五、製作有聲書籍 134 本(923 小時 23 分)
及期刊 12 期(180 小時 07 分)。
六、提供視障者有聲書籍共(光碟版：757
／網路：315,236)人次。期刊服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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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 4557 號

碟版：1,410／網路：10,526)人次
七、提供視障者資料點字及數化服務，共
點字 31,816 頁、立體圖 2155 頁、教
科書 132 本、資料校對 7253 頁。
八、外接 DAISY 書籍製作共 28 本、MP3
書籍 12 本。
九、提供視障者網路資訊服務，共
645,975 人次。
十、盲棒常規練球共計 24 次＋盃賽 2 場
＋移地訓練 1 次＋推廣活動 4 次，共
計 31 次，1395 人次
十一、提供視障者及志工藝文欣賞活動，
共 166 人次。
十二、本年度服務工作志工投入人數，共
1188 人次，3544 小時。
十三、新增讀者 10 人，現有讀者 1924
人
十四、輔導台北商業技術學院等 41 位學
生服務學習課程進行。
十五、貴賓來訪：日本淑德大學學生、天
主教神職人員等共 40 人次。

每月省５００元
麻煩一點也值得
自從一月底光鹽的網路設定更換後，

負責有聲書製作的專職人員因為個人的生
涯規劃考量離開了光鹽。讓我們陷入了先
找人？還是先找錢？的困難抉擇中。於是

每個月我們可以省下 500 元的網路使用

我在三月三十日向所有錄音志工發了一則

費。當然也引發了一點小麻煩。報告如下，

詢問信函，內容如下：
……音控的專職人員離開後，有聲書的製

請大家留意，謝謝！
一、光鹽的電子郵件信箱已經改為

作進入調整期，我們開始考慮音控這份工

service@blind.org.tw 其他工作人員
的電子郵件也有更動，更動情形麻煩來

作是否非由專職人員來擔任？在目前光鹽
經濟有大缺口之時是要先找人？還是先找

電話查閱。

錢？抑或是重新思考任務的分配？若要將

二、由於新信箱是放在 YAHOO，很多光鹽寄
發的郵件會被郵件網站當作廣告信，歸
到垃圾信件夾，請大家留意，在您收信
的時候，記得去垃圾信件夾看看有沒有
光鹽寄給您的信把它拉出來，謝謝！
三、由於光鹽經常要寄發大量信件給盲
友，以前有專用 IP 可以架設自己的郵
件伺服器。改成變動 IP 之後就得用外
面的郵件服務，而這些郵件服務對每次
寄發的信件數都有所限制，以致每次要
寄訊息給盲友都要寄很多次，造成作業
上要多花很多時間，這還有待改善。
四、以前我們有架設一個檔案分享伺服器
提供盲友文件下載服務。目前改放到雲
端硬碟。由於雲端硬碟對網頁瀏覽器的
要求比較高，許多盲友感覺很不方便。
我們一邊針對這問題提供盲友使用諮
詢與教育，同時也在尋找更好的服務方
式。

重返音控室
盲人可以用電腦做音控的工作陪志工
錄製有聲書嗎？這個問題從光鹽改用電腦
錄製有聲書後便一直困擾著我。而我也和
大多數明眼人一樣懷疑視障者是否可以用
電腦做音控的。於是我乖乖的專心於點字
出版與盲用電腦諮詢和網路服務上。把所
有音控工作交給其他專職人員。直到去年
下半年光鹽的財務結構有了很大的惡化。
在可預期的未來若沒有大改變，每年將會
短缺百萬以上的經費。再加上今年三月底
光鹽簡訊 2015 年 4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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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控工作話給志工來擔任，那最好的候選
對象就是錄音志工。所以在此徵求大家的
意見。一，音控是否改由志工來執行？二，
如果要招募音控制工您是否有意願來參
加？三，或是錄音改成錄音志工自控方
式？敬請大家務必慎思後協助提供您的寶
貴建議！謝謝！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等待，有多位志工
表示願意參與音控的服務。也有志工表示
可以嘗試自控錄音。在這些答覆中以馨月
的回答最為懇切。她的回覆如下：
一、音控是否改由志工來執行？
→我認為可行 但應加強音控志工辨音能
力，另外我推想如此可能會擠壓到志工錄
音服務的時間
二、如果要招募音控制工您是否有意願來
參加？
→願意，但我可服務的時間不多
三、或是錄音改成錄音志工自控方式？
→如果試音問題可以解決，應該可行。
從她的回信中讓我感受到志工們對光
鹽的認同與支持。同時也提醒了我，光鹽
的任何決定應該以為盲友提供更好的服務
為基礎。於是我寫下了如下的回覆：妳說
的很對，最初光鹽只有一個專職人員都能
把服務做的有聲有色。現在還有能力雇用
四個人，也不算少了。所有專職人員要把
剛加入光鹽的精神拿出來，多承擔就會有
更好的收穫，我已經準備好重回錄音室與
志工一起為盲友服務，其他的專職人員也

是一樣。其實光鹽沒有想像中那麼糟。只
是我的思想太僵化，少一個人就覺得應該

休息，以後沒有按摩時，也要多睡覺。不

再補一個進來，讓大家費心了，三種作法
都可以再細規劃。不能太勉強。謝謝！

我照著她的話躺了下來，不過天氣太
熱了，不多時全身都濕了。我逼不得問她，

當我決定重返音控室時，便開始好好

要亂跑，要隨時等候著客人來。

有沒有電扇可吹？她說有是有，可是現在

去認識目前使用的錄音軟體。雖然 WINDOWS

她的孩子在睡覺不能給我吹，拿了張報紙

很多軟體都是圖形介面，螢幕報讀程式無
法完整唸出所有操作變化。然而這兩年因

給我搧。我搖著報紙，汗珠在手臂上滾來
滾去。不知怎麼的也睡著了。當我醒來時

為接觸電腦音樂製作，摸過不少錄音軟

已是吃飯時間。晚飯十分不錯，有雞有魚

體，雖然沒有做過現場錄音，但是對這些
摸不著實體的錄音媒介已經沒有那麼畏

有肉。然而我想喝一點湯，但是那湯卻好
像海水一樣。越喝越渴。我勉強奮鬥了一

懼。而且他們都有一些快捷鍵可以使用，
並不完全需要藉由滑鼠才能操作。克服了
心理畏懼之後，我又踏入了久別的音控室。
雖然偶爾會忘了標記錄音區域，或忘
了解除播放狀態，就按下錄音鈕，被錄音
軟體警告。但是在志工們的包容下，我很
快的又恢復了專給志工鐵板的音控師了！
光鹽是一個實踐行的組織，不需要說太多
話。理念清楚後，接下來就是好好做事了。
有多少人或多少錢？天主全知道，祂不會
把我們扛不起的擔子放在我們肩上！

碗飯，便趕快跑去洗澡。還好沒有熱水！
不然我就不知該如何解暑了。洗完澡我又
躺回床上，這時電話開始響個不停。那些
孩子也不睡了。吵鬧的聲音此起彼落的應
和著，一直到深夜，我都無法闔眼。
說也奇怪，第一天到這兒來，一個客
人也沒做上！全身卻累得不可動彈。在吃
宵夜時，老闆的妹妹半正經的說道：
「真奇
怪！你今天剛來就掛黑板！（掛黑板表示
毫無記錄）以前猴子還在這裡時，每天至
少也有兩三個客人，真奇怪...！」我除了
搖頭之外，再也無法表示什麼，因為我已
累的不想講話了。
六月二十一日
在清涼的早晨，這房子裡卻還是相當
的悶熱。我一大早就無法繼續入眠，九點
多就睜著大眼，聽著小收音機，想著這才
是第二天，我卻覺得已過了好久。按摩這

考前日記（完）
六月二十日
昨晚喝了些酒，好睡多了。一直睡到
十點才起床。同寢室的同學早已去上課，
宿舍一時清靜起來。我打點了一些日常用
品、衣物，準備傍晚時就踏上人生的另一
旅途。
那一刻終於到來了，我提著簡單的行
囊，踏出了校門，再會吧校園！再會吧我
擁有的十二年學生生活。我再也不可能回
復的了！
計程車在巷口停了下來，我走上了階
梯開門的是老闆的妹妹。她領著我到靠近
廚房的一角，那兒有一張雙人床。依靠在
牆角。牆的另一邊就是廚房，有小窗可通
空氣。我睡上舖，下舖則是那幾個小孩的
遊樂場所。我放好行囊，她告訴我老闆出
去了，吃晚飯時才回來，要我躺在床上先
光鹽簡訊 2015 年 4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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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該怎麼走？昨天一整晚只有滿屋的悶
熱以及全身的汗水，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記
憶。時間就在胡亂的思想中渡過了。
晚上終於有工作了，大約是八點左
右，劍潭有一個賭場要一個按摩師。老闆
說那兒太遠了，他不想去，讓我去。我穿
上按摩袍帶著手杖和一顆徬徨的心，作上
了摩托車。車子在中山北路上沒命的奔馳
著，幾乎都要將我從後座摔出。大約急駛
了十幾分鐘，車子在一棟大樓前停下。司
機帶我上了樓，便展開我第一次的工作。

這位客人的體格不大，筋肉靈活，很
好應付。但是我在為他實行按摩時，他卻

不起！我不敢用。」
「你大概是新出道，啊
別假清高了，那個按摩的不會服侍我們，

問長問短，問了一些無聊的話。譬如：你
們看不到怎麼吃飯？怎麼交女朋友？會不

就別想活下去！快啊！我會加倍給你的，
人家女孩子遇到男客人，要用下腹都從容

會認錯人？怎麼穿衣服？洗澡的時候又該

不驚，誰不想賺點錢，你賺錢我舒服，還

怎麼辦？我除了以笑來回答他外，真不知

不好嗎？」她又拉著我的手往那個地方抓

要從何說起。還好他沒繼續逼問，不
然，...！

去。

拿了錢我下樓打電話回按摩院，車子

我不知是怎樣離開那兒的，只覺滿臉
的螞蟻不停的爬動。當我躺下床時，才稍

來時司機告訴我，九香要一個師傅要直接
帶我去。我見了第二個客人，他一語不發

覺好些。過不一會兒，一個醉漢踉蹌的上
了樓要按摩，老闆出去了，只好又輪到我。

我便開始為他按摩。我想這還好，如果像
先前那位囉囉嗦嗦的真不知該如何是好！
當我按到腰部時他用力頂把我的手一拉
說：
「你是沒有學過，哪裡該用力也不懂！」
我心裡害怕極了，按的更加小心。過不多
久，他以發出如雷的鼾聲。我深怕用太大
力，過份刺激，驚醒了他，所以放輕了些，
他卻突然一個翻身罵到：
「用力用力，我叫
你是要按摩，不是要搔癢！你沒吃飯嗎？」
我真的愣住了，只好用盡全力，一指一指
的按在他的經穴上。讓他好好的入夢，可
是我已全身無力，手臂酸痛，拇指開始有
腫脹的感覺。
車子來了，司機又告訴我，中山北路
有客人。我真想告訴他，我想回去休息，
可是我不敢說。我的第三位客人是個女
的，滿屋子得香水花粉味，半裸的身體，
這可能就是學長們所謂的「貓子」吧！這
種客人向來是輕輕的按就可以了。我應該
放心，果然我只用了即少的力量，就完成
了上半身的工作。我繼續往大腿臀部按下
去，當我按到大腿外圍時，她的身子仰躺
了過來，拉著我的手向她那陰濕的下腹摸
去說道：
「前面幫我用一用。」我的臉彷如
有千萬隻螞蟻爬了上來，即忙把手縮回
來，結結巴巴的說：
「對不起，我們老師沒
教這一招。」「你們老師沒教，讓我來教
你。我們這一行的找馬殺雞，這地方不用
一用，哪裡還算殺過！」我更急的說：
「對

下床整裝已覺兩腳發顫。過去才按沒幾
下，他便嫌用力太輕了。我咬著牙使盡全
力，他翻了個身罵了一句「他媽的！」踢
了我一腳：
「你老爸不按了！」老闆的妹妹
迎了過來，像那位客人賠了不是。並問他
需不需要女的來按？他穿著衣服罵到：
「女
的，我又不是來燒幹！」
到結算時，我今天一共按了三個客
人，全額是七百塊，兩個客人每個拿二百
二十，另一個給二百六時。扣吊車錢七十
五元，其餘與老闆對分，我得到三百一十
塊。當我在躺回床上，感覺昨天的疲憊還
不如今天的十分之一。尤其是心靈上的被
侮辱更令我難以忍受。難道真的人就應該
為金錢付出一切嗎？而為什麼本來就生活
在黑暗世界的人，還得在黑暗裡摸索？
在第二個黎明到來的時候，我留了這樣的
一張字條：
「謝謝您兩天的照顧，我因身體
有病即需就醫，故不告而別，請多海涵，
若有緣帶來日在聚。」
後記
這篇小說終於連載玩了。我也鬆了一
口氣。那些塵封已久的往事，早已化為生
命前進的動力。我不是一個喜歡回憶的
人，由於最近與比較多的大陸盲友接觸，
發現他們也正處於三十多年前許多像我那
樣的台灣盲人排徊於傳統框就與自我實現
的邊緣。於是把這篇小說拿出來曬曬。感
謝有朋友關注我的這篇老作！詢問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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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人翁是不是我自己？多少情節是真實
遭遇？可見大家是把故事看進去了。我這

怡心

5/16 一零一年志工

篇小說和眾多小說一樣，是有一個故事作
為藍本。的確裡面有我的影子。但是也有

怡心，謝謝您在百忙中排除一切困難持
續為盲友服務。這種主動參與的精神是志

不少是借用或想像。重點是，我們經常處

工的好模範。真心祝福您生日快樂！

於變與不變之間。而往往是讓環境來決定
是否做改變。這是一個問題。是現實先於
理想的問題。我們經常自問或問人：你想

瑞芬

5/19 八九年志工 現任常務監

事

過怎樣的生活？然而我們卻極少主動去實

瑞芬，每個人都有許多願望，感謝您把

踐那個理想。我們都在想環境變得更好或
更壞！直到我們無法忍受才會有所行動。

為盲友服務列入今年的重要願望之一。謝
謝您長期的無私奉獻。祝福您生日快樂！

這是何等可悲的事！
銘慧

5/19 九三年志工

銘慧，得知您要去西班牙遊學，頗感驚
訝與佩服。的確人生中總有一兩個常懷心
中非做不可的心願。驚訝於您的遠行，佩
服於您的果斷。祝福您西班牙之行一切平
順，滿載而歸。生日快樂！
馨丹 5/5 光鹽創始會員
胡教授感謝您一直默默以行動關心盲友。
特此祝福您生日快樂！
清南 5/6 八九年志工 現任常務理事
光鹽的夥伴都是以行動來表達對盲友的關
懷與支持。當您知道有一些國台語夾雜的
書很難找到志工錄製時您就挺身而出。非
常感謝您的重出江湖，展現大俠風範，解
人於危難，感謝之餘特此祝您生日快樂！
麗珍

5/10 七七年志工

麗珍姊，五月是聖母月，而您給我們的
關懷與陪伴，就如聖母般溫馨！在此祝福
您生日快樂，聊表我們的謝意，祝福您一
切安好！
錦綉

5/11 一零零年志工

傅兒，終於可以大聲的對您說一聲生日
快樂了！之前由於資料建立不全，錯過了
多次為您慶生的機會，在此一起補上。生！
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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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雲

5/29 八二年志工

嗨，貴婦！再次感謝您的即時伸出援
手，讓我們能順利的位盲友提供最好的點
字服務。如果能多幾位像您如此能幹又富
愛心的貴婦加入我們的服務，那盲友就更
有福氣了！嘿嘿！這樣會不會太貪心了！
祝福您生日快樂！

收 支 明 細 表
104.3.01-104.3.31
科目
員工薪給
加班值班費
勞保
健保
勞退
郵電費
管理費
手續費
勞務費
會務推展費
會務業務人
事費
會刊(訊)編

借方金額
95,000
1,500
6,581
4,128
5,928
6,081
20,000
1,049
7,000
137,335
107,062
2,040

科目
常年會費
捐款收入
委託收益

貸方金額
20,000
407,020
10,952

印費
本期餘絀
合計

44,268
437,972

合計

437,972

☆★感謝下列朋友捐贈發票：
宋○思、溫○盈、謝○鳳、廖○誠、
無名氏

服
100：鍾○敏、王○蓓、徐○香、余○翰、
吳○軒、吳○琪
200：黃○如、吳○文、黃○嬋、吳○貞、
何○萍、朱○淑、李○姿、李○玲、
蘇○智、蘇○成
300：林○宜、楊○琴、張○雄、劉○群、
吳○明、方○光、簡○恩、簡○祐
400：廖○誠、林○旖

周○美、蘇○宇、韓○清
2,586：馮○樂
2,600：蔡○寧
3,000：陳○芬、夏○光、陳○娟、洪陳○
霞、無名氏、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
4,000：李○緣
4,000：楊○芳、方○榮、林○育
5,000：李○琨、張○瑾、呂○君
10,000：博采科技有限公司
30,000：林○雄、王○慧、黃○榮
100,000：銓鑫興業有限公司
100,000：新東南餐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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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104年3月1日－104年3月31日
類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186
點字服務
9
網路服務
17,798
諮詢服務
93
宣廣服務
509
總計服務
18,595

201
2015.03月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錄

500：李○中、藍○芬/蔡○臻、凃○翎/陳
○宇、陳○芬、藍○芬/蔡○臻、王○
琴、郭○宜、江○蘋、賴○妙
634：徐○香
1,000：許○齡、楊○婷、吳○貞、蔡○怡、
韓○祖、董○蓮/沈○榮、沈○榮、
丁○候、侯○煌、游○薇、涂○天、
游○薇、廖○玲、傅○綉、張○之、
杜○芬、杜○芬、許○邦、葉○媄、
李○和、張○冠、羅○晉、羅○祐、
羅○庭
1,200：張○華、蔡○娟
1,500：譚○岺
2,000：葉○琳、劉○心、劉○心、吳○熙、

務

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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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君、翠芳、馨月、怡光、
筱青、如天、學琴、怡心、洪蘭、秋萍、
清南、雲珍、瑞芬、翠娟、百莉、中柱、
淑珍、淑清、銘慧、慧心、桂梅、英華、
義焜、君佩、佳欣、永華、玉月、淑霞、
Austin

點字處理
愛華、仕淑、仕進、妙芳、育柔、開文、
紹文、惠雅、洪蘭、冬薇、秋薇、佩璇、
品妙

活動支援
淑美

共計 44 人次 98.3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作(編)者

教養，不惑：身教
薛仁明
言教唯在簡靜

出版社

錄製者

時報出版 陸百莉

為什麼孩子要上學

大江健三
時報出版 王旭蓉
郎

良露家之味

韓良露

大塊文化 陸百莉

射鵰英雄傳

金庸

朗讀版

四季醃漬大賞

蘇鼎雅

旗林文化 于愛華

網路

正義：一場思辨之 邁可．桑德
雅言文化 涂如天
旅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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