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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起跑通知
各位志工夥伴：
時間過得真快，2015 年已經過了一
半！感謝大家的辛勞付出，在過去半年裡
有您的襄助各項視障服務得以順利推展，
讓眾多盲友感到溫馨與幫助！由於六、
七、八三個月正逢有聲書專案與點字教科
書案撞到一起，自從四月負責有聲書製作
的專職人員離開後，專職人力就感不足，
再加上經費短缺，也無力再補進新血。缺
人缺錢的情況下又加上工作沉重，在這期
間無奈一般的有聲書錄製必須暫停。希望
大家與我們一起度過難關！
有負責有聲書專案或月刊錄製者請繼
續，其他錄音志工希望您能改參加點字書
的專案製作。等這兩個專案結束後再恢復
一般有聲書的錄製。光鹽愛盲協會感謝您
的支持！

六月六日用[心]看見美
Guillaume 不僅是一位好攝影師，更
是一個充滿愛心與耐心的好老師。他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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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 4557 號

小姐在六月六日那天幫大家上了一堂溫馨
的美學課程。那天有遠從台中與新竹的盲
友前來聆聽。綜合討論的時候他們也與
Guillaume 有很好的互動。對於盲友們提出
的問題與建議，他都能細心分析與採納。
會後他馬上與光鹽訂下了盲友人像拍攝的
計畫。預計幫二十到三十位拍攝富自然美
的相片專輯，讓盲友在攝影歷史上留下最
美的足跡！

為世界添一點美
盲友人像拍攝活動
盲友可以要，應該也可以給！
光鹽經常提供大家要的機會，這一次
卻是希望盲友也能給世界看看我們盲友的
存在不僅僅是需要別人給，我們也能為世
界增添美好！這是一個讓我們簡單的就能
為世界做一點奉獻的機會。只要您願意接
受拍攝，就能給世界留一點美！等您來做

美的見證。
主辦單位：中華光鹽愛盲協會、五號

沒有意願了。今天下午他來電話告訴我可

四樓工作室聯合舉辦；台灣明愛互助協會
協辦

這還能用嗎？我很懷疑也很擔心。因為聽
說超一是 LPT 的連接。超二才是 COM，而超

感謝多位朋友參加了六月六日與

三有 USB。現在要找有 COM PORT 的電腦都

Guillaume 面對面的座談！讓盲友的人像
拍攝活動有了更深的交流與希望。
Guillaume 是一位有理想、具愛心、

以轉讓。我問他是超幾？他說是超一。

不容易了，何況是...
我問他用甚麼線連接超點和電腦？是

擁有專業人像拍攝專長的攝影家。他深深

一頭大一頭小嗎？他回說好像是兩頭都是
小的。他馬上去查看，回說是兩頭都是小

感受到這個以視覺為導向的世界，已經流
於浮面的視覺感官刺激，而忽略了用心去

的。還說方形插孔旁還有一個小方孔。經
過再三確認後，天啊！他的是超三。跟他

觀察我們周遭的自然之美。於是他邀請盲
友們一起來為這個世界增添一點自然之
美。
活動方式：以盲友最自然的姿態為
model 攝影師會幫盲友拍攝出最真實的
美。每一位盲友大約需時二十至三十分
鐘。Guillaume 會與大家交流拍攝方式。
您可以攜帶最能呈現您生活中自然美的物
品做道具；或者什麼也不帶。Guillaume
會對拍攝的現場作恰當的布置。重點是：
盲友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種美。讓我們與
Guillaume 一起把它呈現出來，為世界添
一點美！
報名時請告知您最方便出席的時間以
便安排拍攝。報名日期：即日起額滿為止
報名電話：０２－２３７１１８６７
中華光鹽愛盲協會、五號四樓工作室 敬邀

約定星期四看機器，希望不要掉點太嚴重
才好！

流動的愛
這次幫大陸與台灣的盲友仲介點字顯
示器，不僅幫他們聯繫訊息，還要幫他們
維修。有時候白天工作忙只能在晚上幫他
們測試，前幾天有盲友送來一部超二要整
理，終於有時間來整理了。整體狀況還不
錯。大陸的盲友當然希望能有超三，這樣
可以直接用 USB。等了很久卻沒有消息，沒
想到下午有了超三的訊息。
這可算是個大烏龍。前幾天有一位盲
友寫電子郵件告訴我他有一個超點可以轉
讓。陸續連絡過幾次都沒有回音，以為他
光鹽簡訊 2015 年 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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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把機器搬來光鹽。一聊之下他還
是個音樂家，專職在一個盲人樂團當吉他
手。可惜他沒有玩 MIDI 要不然就有同好
了！看過他的超點，跟很多其他的盲友一
樣，外觀都很新，卻都有掉點。他的是兩
方有問題，共缺了三個點。我答應他幫他
修理，並且負責寄送的處理。等他收到貨
款再把郵寄費用給光鹽。修復的方式就是
把外殼拆開來把故障的方抽出來搖晃或擦
去灰塵，問題不大就可以修好。後來有一
方點字我幫他修好了，另外一方怎麼弄也
還是掉點，只好把他換掉，完整的寄給那
位大陸的盲友。郵寄費就花了一千四百
多，還真不便宜！

阻礙往往是我們的助力
人生就是那麼奇妙。你所討厭，急著
想除去的事物往往卻成了你的助力。剛開
始回錄音室要用 GOLDWAVE 錄音時，發現按
下錄音鍵時螢幕報讀軟體會唸錄音屬性裝
置，感覺很吵，想盡辦法要把他除掉。
連續做了幾次音控之後，由於錄音鍵要同
時按下 CTRL＋F９有時候會沒有按好卻已
經給了開始錄音的手勢。就因為沒有聽到
那一串錄音屬性裝置可惡的噪音，就知道
沒有按好錄音鍵，得以及時重來。而且加
上 NVDA 的 GOLDWAVE 插件後，做開始標記
時就會唸標記開始的時間，讓我知道確實

可以開始錄音。所以我就稍微放慢步調，
聽清楚這些美妙的噪音，錯誤率就大大減

認同。讓我備感尊重。
這次的服務學習，在天主的完全做主

少了。做起鐵板音控師就更威風了，哈哈
是障礙還是踏腳石？不是事物本身是甚

下，成了他們服務我學習的結局，真是令
人大感意外。所以以後切記不要自大，更

麼？而是我們如何去應用這些事物。所以

不要以自我為中心，多作學習順服的功課。

還沒看清之前別急著丟下那些扎手的東
西，好好與他們相處，就會發現他們存在
的理由了！

誰是真主人？
一直提醒自己，是天主選了我，而不
是我選了他。是我要配合他的計畫，而不
是我要他來配合我的慾望。可是我總是以
自己為中心，先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對問
題，等到無望時才想到天主比我厲害。才
願把手交出去，這個彎還真難轉過來啊！
下午成淵高中的王老師帶領一位女生
二位男生來光鹽做服務學習。他們預約的
是兩點，我到一點多還不知要安排甚麼給
他們做？我徬徨無助時心想就交給天主
吧！其實我原先是有規劃的。預備讓他們
協助摺簡訊寄發還計畫讓他們摸點字，體
會面對不認識的點字資料的無助。可是一
點多了簡訊都還沒來。只跟他們玩點字實
在太少了。
此時我才想到天主。把我無法解決的
問題丟給她，還美其名說我順服天主的帶
領。結果當我放鬆的坐在辦公室裡，看天
主要怎麼幫我解決這難題時，簡訊送來
了。我摸摸打字機，心想有簡訊就夠了。
就把打字機放回架子上去。然而，沒那麼
好過，我又犯了把自己的事推給天主，自
己縮手的壞毛病。還好芬芳把他們帶來我
辦公室。
這次我是真的讓天主來當家作主了。
天主教我原先要讓同學們為難的遊戲變成
讓他們認識另類文字媒介的機會。我將每
個同學包括王老師在內，把他們的名子打
在一張個別的卡片上，並且加上一句祝福
的話送給他們。其中那位小女生，每當我
說到重要內容時都以聲音表達她的注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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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日升起
魚肚～童年組曲之一
沈澱灰藍的夜海
一聲報喜的號角
吹開了一個
十個月來
酸梅、鹹菜稱大的期待
那一聲長長的
「挖...」
就是我到來的自白
卻向昨晚的氣象報告
多雲陣雨
多雲，是我眼中的凝塊
陣雨，是母親不斷的
從紅眸中拋下的嘆息
而我真的來了！
就在沒有朝霞的魚肚白
～ 70.11.25

求醫～童年組曲之二
總是這樣
是雪是雨的天氣
灑鹽的人
也要次又一次舉目
向著老天望著
念一些巫師也聽不懂的語句
然而是說錯了咒語
雲更是雲，雨更是雨
豈不知與記得太陽
早已隱去！
母親，也是這樣的求醫
明知愛子的小太陽
在腹中已被后羿射去
求醫的腳步仍

一個一個黎明的跨過去
唉！母親總是這樣的嘆語

雲，不再是雲
雨，也不再雨

「歲壽給你，歲壽給你
你這貪睡的華陀快醒醒

不知是正午的陽光
還是我自己

千百年還不夠眠

拉短了那憂鬱的小背影

十年換回一隻我兒的眼
不是！不是

快醒醒，快醒醒
瞎眼怎認得自己的臉！...」

是朱老師的摩托車聲
～ 70.11.26

啟蒙～童年組曲之三
縱使
藍天不願脫去
黎明時穿來的黑袍
小太陽還是
默默的爬上無人可窺的高空
我也是這樣
春風來時總不會忘記
在這「清瞑仔」的頭上
灑下幾許生機
而當我跨過第六個
生我的梅雨季節
就學通知傳來一個
不能就學的消息
我才能夠
將鄰童的取笑
與罵無用的代稱
「清瞑仔」
裝進深深的耳朵裡
化成心裡永不停些的梅雨
然而脆弱的心土
經不起
兩年不斷的沖刷
決定
不再跨過第九個雨季！...
誰知！
這是泰來前的否極
灰色的記憶就從
第八個雨季的過去而過去
光鹽簡訊 2015 年 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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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來一個
「盲生就讀普通學校
混合教育的消息」
清瞑仔，就從此
在「目金人」面前站起
像操場上的旗桿
永遠在人們面前
挺立！挺立。
～ 70.11.29

不再灰色的雨季
～童年組曲之四
雨季，
還是往昔的
我雙眼中的雲，
不在
靜坐於山邊小廟
因為小學是
一個水彩臘筆畫不盡的線條
就在淺淺的小溪
四五個未放下書包的小童
急急的，急急的
架設起一座座
衝不倒的土堵
攔住了溪流
攔住了魚
豈不攔住易逝的童稚笑意
更野手持墾荒者的木劍
一刀一棍都要劈下
一捆捆山野的嘻笑
裝進心來的夢裡
而不是入學前

天主的愛。祝福您生日快樂！

沒有山、沒有銀亮的小溪
鄰童們的取笑

瑤菡 07/5 八三年志工

是壓低了我的志氣
入學後

瑤菡，好久不見！前幾天曲曲來光鹽

「清瞑仔」還是我永恆的標記

提到你對盲友的關心讓我們很感動。曲曲
的出現是天主給我們蕭條的資源注入活

而第一名與模範生

力，而您的關心是給我們的未來帶來希
望！天主不斷的藉著志工們加強光鹽的愛
盲使命是無私與奉獻，我們需要資源卻不

卻改變了他的定義
我快樂的童年也才有
紅橙黃綠藍靛紫
搭起的一道虹

能把它留在手中。志工的來去，也像金錢
的來去是流動的，只有使命和目標是不動

跨過六個

的！感謝有你，生日快樂！

沒有灰色的雨季
～ 70.11.30

柏仲

07/2 九一年志工

柏仲，感謝您的來信問候。上次與盲
友去府上拜訪，好像是昨天，沒想到卻已
過了多年！謝謝您當時的熱忱款待，期待
下次的聚會。祝福您生日快樂！
佩珊 07/3 八八年志工
佩珊，你有著大俠的風範，總是神龍
見首不見尾。去年底你突然光臨點字專
案，協助報讀，真是即時雨！今年大會你
的缺席也是令人感到突然的。真是抓不住
你，期待你出現時你卻隱藏，可是妳又在
不可能得時間出現。我們期待你下一次帶
給我們的驚喜！生日快樂！
中英

07/03 一零一年志工

現任

理事
中英，謝謝你如春風般的溫柔經常造
訪忙亂的光鹽。無論是錄製有聲書，協助
點字書製作或參與服務討論，總是默默支
持著光鹽的愛盲服務！小天使的奉獻傳達
光鹽簡訊 2015 年 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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幗眉 07/8 九一年志工
崔姊，自從光鹽月刊以光碟贈送的方
式提供給盲友，盲友不僅每個月都能收到
最新且豐富的有聲資訊，還能不斷的重覆
聆聽。您為盲友分享的旅遊心得可說是他
們最喜歡，也是最常拿出來重複聆聽的幾
個單元之一。感謝您用心生活樂於分享的
志工精神。期待您下次的分享，生日快樂！
佳欣

07/28 八三年志工

佳欣，感謝你與閃電盲棒隊的努力讓
光鹽能再次參與台灣盲棒的推展。祝福閃
電盲棒隊七月出國比賽旗開得勝，榮耀歸
來！祝福你生日快樂！

收 支 明 細 表
104.5.01-104.5.31
科目
員工薪給
加班值班費
勞保
健保
勞退
二代健保

借方金額
97,000
1,567
6,273
4,601
5,928
10

租金

2,000

文具

305

郵電費
管理費
手續費

4,833
20,000
1,508

科目
捐款收入
委託收益

貸方金額
314,286
63,887

其他辦公費
勞務費
會務推展費
會務業務人
事費
會刊(訊)編
印費
本期餘絀
合計

20,000：汪○楣、張○雯

35
7,000

50,000：呂○郎

28,102

51,600：正聲廣播公司
☆★感謝下列朋友捐贈發票：
黃○峰、謝○鳳、廖○誠、宋○思

115,672
2,000

服

81,339
378,173

合計

378,173

201
2015.05月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錄
100：余○翰、吳○軒、吳○琪、王○蓓、
鍾○敏
200：何○萍、吳○貞、李○姿、吳○文、
花○彩、黃○嬋、李○玲、蘇○智、
蘇○成、朱○淑
230：呂○錚
300：楊○琴、張○雄、簡○祐、林○宜、
吳○明、劉○群、方○光
400：林○旖、廖○誠
500：李○中、李○和、張○冠、王○琴、
陳○芬、陳○宇、藍○芬、蔡○臻
1,000：林○傑、吳○貞、羅○晉、羅○祐、
羅○庭、楊○婷、許○齡、杜○芬、
董○蓮、沈○榮、丁○候、韓○祖、
張○之、蔡○怡、葉○炎、黃○惠、
葉連○麟、游○薇、侯○煌、溫○、
長泰興銀樓、林○玲
1,500：健筌有限公司
2,000：吳○熙、蘇○宇、葉○琳、楊○軒、
林○靜、江○娥
2,015：洪○忠
5,000：方○宏
6,000：李○緣
7,300：林○旻
7,700：胡○彩
10,000：明志 IM17 管系友、億太昇(股)、
陳○菊
10,834：馮○樂
12,000：捷毅國際(股)
19,273：莊○琴
光鹽簡訊 2015 年 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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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5月1日－104年5月31日
類別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170
直接服務
8
點字服務
7
網路服務
26,864
諮詢服務
129
宣廣服務
499
總計服務
27,677

2015.5 月
志工熱心公益
志工熱心公益榜
熱心公益榜
有聲製作
仕進、意蘋、淑美、開文、雅惠、翠芳、
馨月、中英、怡光、如天、學琴、志明、
洪蘭、秋萍、雲珍、瑞芬、翠娟、百莉、
中柱、淑珍、淑清、桂梅、英華、君佩、
永華、仁秀、Austin

點字處理
紹文、秋薇、愛華

活動支援
淑美、佳欣、怡光

行政庶務
愛華、姿含、秦○、博淵

共計 80 人次 182.75 小時

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一個人的遠行
縫補靈魂的天使

作(編)者
出版社
錄製者
亨利．梭羅 自由之丘 郭怡心
法蘭辛．瑞 春天
潘桂梅
維斯

王道劍(壹)
真原醫

上官鼎
楊定一

遠流
謝永華
天下雜誌 王旭蓉

相約 345 天：兩個 汪俊羽．徐 遠景
人的環遊世界之旅 佩瑜

崔幗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