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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光鹽」是最美麗的回憶。
「未來的光鹽」等待我們去開啟。
「現在的光鹽」志工伙伴們動手吧！讓
我們一起努力。

諦。眼明人如此，視障朋友更該如此。
在往後的日子裡我們協會會努力尋找
與規劃適合大家參與的志工活動，讓視障朋
友不僅是福利的使用者，同時也能成為福利
的創造者，和我們一起攜手共創和諧幸福的

關於光鹽：理事長的話
各位關心視障福利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華光鹽志工協會的理事長 Neil

社會。
Neil 在此祝福大家早日成為世上光、地
上鹽，一起為愛作見證！

陳清南。很高興能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新
協會。光鹽愛盲服務中心因為已經完成他的
服務使命，在四月三十日正式結束所有服務
並撤銷立案。原來的有聲書、月刊等視障資
訊相關服務，將由我們中華光鹽志工協會來
承接辦理。
我們的協會是由原來服務於光鹽愛盲

愛與溫暖小聚
中華光鹽志工協會『生命關懷』讀書會
生命如同一顆永恆的鑽石，
透過學習，生命產生光和熱。
有太多人值得我們去學習，
學習~~~去希望、有信心，去慈愛、有智慧…

服務中心的志工們所組成的。協會的任務除

時 間：2008/6-2008-8(每月一次，每次 3

了接續視障資訊服務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

小時)
書籍簡介：追逐日光
參加對象：歡迎願意透過閱讀與分享和自己
及他人貼近者參加，讓愛在我們心靈流轉。
參加費用：視障者$150 元(含 MP3 書籍材料
費)，非視障者$60 元(需自備書籍)。
注意事項：

希望能將志願服務的精神和行動帶給大家。
Neil 從名國八十九年加入有聲書的錄
製和盲友活動帶領後，不僅充實了個人的生
活，也深深的體會到被人需要的滿足感。人
活在這世界上應該至少有一次無私的為別
人付出的機會，來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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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讀書會希望所有欲參加者均具有高度
興趣和強烈意願，且盡量不缺席，以利讀
書會之順利進行。
2.我們重視實際的應用，因此不僅閱讀本
書，更看重成員的分享、討論及鼓勵，輕
鬆自在發表個人觀點，透過不同的觀點，
激發改變及成長的動力。請確定你確實可
以親自出席討論及分享。
3.本季讀書會不接受中途加入者且不接受
旁聽，請有意者盡快報名，以免向隅。
詳細情形，請洽本協會。

服務也接續展開，然而由於立案證書以及捐

報名電話：02-23711867

的工作方向與目標都是由專職人員制訂與

款帳戶的設立手續在這幾天才完成，因此我
們訂在五月二日對外掛牌開始一切業務。細
心的朋友應該會發現在五月一日我們的部
落格和全球資訊網已經改版了。這意味著光
鹽愛盲服務中心正式結束歷史使命，往後的
路就交給中華志工協會來走了。
這兩個組織最大的差別在於愛盲服務
中心是以專職人員為主體的服務機構，一切
推動的，我們曾經把它比喻作樹幹與枝葉的

愛與溫暖小聚
中華光鹽志工協會
日劇『新娘與爸爸』影片讀書會
我們為您精選了一部感人的影片，邀請您以
溫暖的眼光閱讀影片中蘊藏的智慧，這個以
讀書會形式的聚會，將交流著不同角度的燭
見與思維，讓我們一起來透視生活中一些常
見的煩擾，讓自己感受到擁有智慧的喜悅。
時 間：2008/6-2008-12(每月一次，每次 3
小時)
參加對象：歡迎願意透過影片欣賞與分享
和自己及他人貼近者參加，讓愛在我們心
靈流轉。
參加費用：每人$120 元。
參加方式：
1.以能親自到場參與分享者為限。
2.本期讀書會不接受中途加入者且不接受
旁聽，請有意者盡快報名，以免向隅。
本讀書會希望所有欲參加者均具有高度興
趣和強烈意願，且盡量不缺席，以利讀書
會之順利進行。
詳細情形，請洽本協會。
報名電話：02-23711867

關係。專職人員是主幹，志工夥伴是枝葉，
只要主幹還在，枝葉的凋零乃是自然季節的
更換。一波波的志工來了又去，對服務本身
是一種力量的輪替。志工協會的組織型態比
較像不限座位的摩天輪，有意願的人就可以
坐進來，誰轉到最高點誰就當家。協會的組
織章程就像摩天輪的軌跡是固定的，大家就
在這個範圍內貢獻自己的力量，只要有足夠
的乘客這個大輪子就會不斷的轉下去。
誰能進來坐呢？光鹽志工協會的組織
精神就是無私奉獻、堅持不怠，無論生理條
件如何、經濟狀況如何、教育程度如何，認
同我們的組織精神的朋友都歡迎和我們一
起做世上的光、地上的鹽。在汲汲營營的平
凡生活中讓生命綻放出燦爛的花朵。為這個
世界留下一點美好痕跡！

新組織，舊挑戰！
一個組織的存廢除了取決於使命是否
合乎現實需要、是否有行動力之外，資源是
否能滿足組織運作的需求更是具有決定姓
的關鍵。光鹽（無論是機構時代或現在的協

今天光鹽志工協會掛牌服務
中華光鹽志工協會雖然已經在三月二
十三日（今年的復活節）正式成立，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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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於資源的取得能力一直都很缺乏。這
幾個月我們忙著在行政層面上把原來的機
構模式調整為人民團體組織型態，服務方面
也有了一些新的發展。

然而資源短缺的問題卻沒有什麼明顯

我與光鹽愛盲(1)

的進展。人力資源方面，協會的會員絕大多
數都是原來的錄音志工，有聲書後製、活動
策劃、經費募集等方面的人力依舊短缺。經
費這方面，政府相關補助申請還在摸索中，
舊捐款人的延續是較穩定的一項，自養、和
新財源的開拓方面一時並沒有什麼好的行
動構想。
新組織一樣有著舊的挑戰等待我們去
面對，期盼大家多支持我們的工作，讓「人
人皆可行善」的組織目標得以實現！

蘇清富
大學畢業兩年後我找到了第一份工
作。是在仁愛傳教修女會的汐止修道院為幾
位剛從印度和菲律賓來台灣的修女們講授
中文。由於之前我已經和裴小姐聽了將近一
年多的道理，對於天主教的信仰有了初步的
認識。和修女們交談起來就有了更多的共同
話題。再加上我大學學的是中文，畢業後又
自修了兩年的外語，教學工作進行起來並沒
有太大的問題。
修女們的生活極為刻苦、簡約。早上四

破萬感謝
光鹽的部落格創立一年多來感謝大家
的支持，到今天瀏覽人數終於破萬了！和其

點半就起床念經。白天到安老院服務重殘的
無依老人。下午有時候去作社區拜訪，或者
上我的中文課。晚上，做做晚禱，九點多就
休息了。

他熱門的部落格相比，一萬人次的瀏覽真是

她們吃的東西極為簡單，生活用品也都

小巫見大巫。然而當我們看到累計瀏覽人數

和貧苦人家一樣，沒有電視、收音機、洗衣

達到一萬時，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真的非常

機等現代家庭電器用品。這樣的生活模式不

的興奮，因為這是大家給予光鹽最直接的肯

僅和當時的台灣社會有著相當大的差距。就

定。我們會繼續努力做更好的服務，並且把

連失業兩年的我也自嘆不如。尤其是生活規

成果和大家分享。菲利浦期望大家繼續踴躍

律和生命尊重與關懷這個層面給了我很大

回應、留言，讓我們的工作能夠更上層樓。

的啟發。

http://tw.myblog.yahoo.com/blind-blog

我一生下來就是個盲人，雖然很努力的
學習和自我表現，但是在內心裡總覺得自己
和別人不一樣。尤其是每當在路上遇見小

說出來，做出來！
愛，要說出來，關心，要做出來。
心願，要說出來，計畫，要做出來。
錯誤，要說出來，懺悔，要做出來。

孩，他們直率的向身旁的父母詢問：「他的
眼睛怎麼那樣，好可怕啊！」我的心裡都會
一陣揪痛，閉上雙眼，期盼他們趕快走開。
修女們對待老殘、貧病者給予關心與協助。
這樣作為的並不是這些人多麼的可憐，也不

責備，要說出來，原諒，要做出來。

企求他們會成為所謂的健康人或富人。而是

不介意，要說出來，輕鬆，要做出來。

人人都需被尊重，生命沒有貴賤，每一種存

…，要說出來，…，要做出來。

在皆有其意義。神創造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不說、不做，誰知道。

的，我們不用羨慕別人，也不用貶低自己。
財富多寡，健康與否，都不會增添或減損生
命存在的價值。我的心柴被他們點燃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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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積極的探究天主救人的道理。

05/14 普傑公司來訪，瞭解協會的有聲

在裴小姐的講授下，一步步的與神更接

書製作型態與盲友對有聲書使用之需求。

近。為了閱讀更多與信仰有關的書籍，我找

05/18 志工王儷樺帶領五月讀書會討

到了位於中央大樓的天主教同工聯會愛盲

論、分享「直到約定的那一天」的讀後心得，

錄音組，向他們借聽有聲書，從此也開啟了

共有十多位讀書會成員參與。

我和愛盲、光鹽二十年視障服務生涯的帷

05/18 常務理事王郁文、常務理事陳嬿
如、監事王月娟與協會專職人員舉辦迎新送

幕。（未完待續）

舊餐會，感謝柯文紋小姐過去在光鹽的認真

光鹽志工協會的足跡
04/11 陳理事長清南拜會天主教台灣明
愛會，感謝明愛會長期協助視障福利工作，
並期盼李修女能繼續給予指導和支持。
04/11 陳理事長清南與清華大學盲友會

投入，並歡迎朱亮潔小姐加入光鹽的專職工
作一起為協會的服務奉獻心力。
05/18 協會秘書阮芬芳小姐帶領盲友志
工觀賞『南風樂章─錢南章樂展』感謝台北
愛樂贈票。

楊秋玉總幹事、台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劉
主任在本協會錄音室共同錄製聯合數位期
刊新篇頭，並探討未來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04/14

陳理事長清南拜訪天主教福利

會，感謝福利會過去近二十年協助光鹽愛盲

潘穎芬

服務中心之各項行政工作，並辦理機構贈與

穎芬，感謝你在協會苦尋專職人員未果

06/1

九一年志工

的時候多次幫忙推薦朋友前來面談。雖然最

之相關適宜。
04/24~28 協會秘書阮芬芳小姐前往北

後仍然未能順利找到合適的人選，然而你的

京、香港參加亞太地區有聲書研習會議，瞭

熱忱已經讓我們那茫然無序的心靈得到安

解亞洲各國有聲書製作與服務現況，並拜會

慰。因著你的陪伴，我們會勇敢的走下去。

相關組織觀摩視障福利工作。

祝福你生日快樂！

04/26 協會專案雇員何緗蔆小姐與志工
帶領盲友近二十人於社子花卉廣場進行
『Take Easy~和花草有約』活動。
05/02 協會正式掛牌服務。
05/02 光鹽部落格瀏覽人數超越一萬人
次。
05/04 王監事月娟帶領近十位協會會員
前往烏來賞螢。
05/05 協會秘書阮芬芳小姐帶領盲友志
工觀賞「好萊塢．嚴俊傑．台北愛樂」音樂
會，感謝台北愛樂贈票。
05/08 中華光鹽志工協會--資訊快遞電
子報第一期正式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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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郁文

06/11七九年志工

王姊，有你擔任協會的常務理事，我們
的規章制度和文書建檔想必一定會越來越
完善。當然活動策劃和服務能力提升在年底
也一定能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光鹽一
直就是需要像你這樣有專業能力又願意奉
獻時間的志工伙伴和我們一起工作。非營利
組織往往花費最多金錢的地方都是在人事
支出方面，如果有更多有效的志願人力加
入，那麼協會的經濟壓力一定會有所改善。
你已經為大家豎立了一個好的榜樣，相信一
定會有很多朋友陸續效法的。祝福你生日快

祝福你生日快樂！

樂！
游秋薇

06/12 八八年志工

秋薇，你是一個用心生活的人，準備為

時光飛逝，人事變遷，雖無奈卻也令人
有著一種期待。只要地球繼續轉動總會把我

你慶生的時候特別到網站上回顧一下歷年

們再次轉到一起。下面這幾位朋友們您們雖

來給你的生日賀詞。每一次對你的感謝都不

然暫時與光鹽分離，我們的祝福依舊跟隨著

一樣，也就是說每年你都有新的貢獻。今年

您，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如意，我們一起期盼

要說的是你在讀書會的參與與協助。你加入

再相逢、再攜手的日子早點到來！大家生日

讀書會也有兩年多了。以一個參與者的角

快樂！

色，經常能給予盲友們驚喜。光鹽讀書會從

楊禮寬

06/25

一個純粹服務盲友的閱讀分享團體，因為有

顧金國

06/20

你的加入成為明盲共讀的融合性團體。讓盲

林湘華

06/18

友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同一本書。六

何怡明

06/29

月的時候光鹽讀書會又有新的型態即將推

鄭佳慧

06/10

出，很期待你也能共襄盛舉，祝福你生日快

李幼鳳

06/10

樂！
郝容平

06/22 八十年志工

郝小子，感謝你在四月的時候幫忙提供
相關資訊、並協助活動的策劃，讓『Take
Easy~和花草有約』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大家滿載而歸。當然你十多年來的有聲書錄
製更是盲友精神食糧的大廚師，你把青春畫
作智慧裝入光碟裡，刻鏤出一盤盤不朽的心
靈美食，其影響將是長遠不墜的。藉此感謝
之餘並祝福你生日快樂！
容紹文

06/26 八六年志工

容大哥，去年十二月的盲友聖誕聯歡活
動的笑聲彷彿仍在耳際，眨眼間卻已過了半

本月收支明細表
97.04.01-97.04.30

科目
借方金額
薪資支出
198,571
加班費
10,110
勞退金
9,912
勞健保費
19,313
管理費
33,000
郵電費
5,516
手續費
1,065
宣廣費
5,166
材料費
-2,224
其他費用
274
本期餘絀 -166,188
合計
114,515

科目
貸方金額
捐款收入
109,890
利息收入
1,005
其他收入
3,620

合計

114,515

年。當時你和陳大哥兩個人當有聲燈塔，指
引著一隊隊盲友必過礁石航向終點，那種專
心與篤定，在每個參與此活動的朋友心中留

光鹽愛盲服務中心

下了難忘的記憶，彷如心靈燈塔般引領著我

H2008年4月份捐款芳名錄H

們迎向光明、航向快樂！協會籌備期間不知
為什麼你卻錯過了第一批會員的加入申
請，讓我們頗感遺憾，希望你能盡快成為協
會的一員，再次帶領我們創造希望與歡樂！
光鹽簡訊 2008 年 0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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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王玉蘭、王惠珠、王善蓓、王燕玉、
古慧民、何美足、吳天送、吳佑軒、
吳姿宜、吳敏琪、吳意文、呂仲晢、
巫桂竹、李明祐、李春錦、李國忠、
李國榮、李慧美、周心瑜、林彥彰、

林瓊花、林麗淑、花富彩、柯妙釆、
唐宏文、唐悅津、翁素秋、張文期、
張翠瑤、許晉瑋、陳世儒、陳秀蓉、
陳淑媛、陳淵洲、曾美鳳、曾貴華、
程恆生、黃妍庭、黃坤冊、黃芬芳、
黃芬萍、黃俊仁、黃雅郁、黃麗梅、
楊長成、廖丁福、廖美玲、廖當啟、
劉誌景、蔡世文、蔡金足、蔡碧麗、
鄭月米、鄭玉娟、賴信隆、謝銀鳳、
鍾雅敏、顏嘉慧、蘇佩君
150：洪銘駿
165：呂正東
200：王建勛、何莉萍、吳至貞、李純玲、
胡叔娟、孫珣恆、徐楚羚、黃芳嬋、
黃慧如、劉士仁、劉芯彤、鄭秀倫、
賴怡玫、蘇一成、蘇培智
300：吳美麗、李正和、李瑞華、李樹中、
林瑛宜、張淑冠、張慧琴、張霓裳、
許世欣、陳至平、陳至安、陳林福、
楊玉琴、劉亞群、蔡明玉、蘇小球
500：王秀琴、田季華、吳慧貞、林慧瑛、
翁佩君、崔婉華、陳敏芬、凃琬翎
600：吳志明
1,000：丁啟候、向化媺、吳淑敏、林慧媛、
馬晴雄、張美惠、張錦繡、許嘉齡、
楊婷婷、臧美英、鍾培敏、簡素娥、
譚岺岺、顧雪子
1,500：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
2,000：戚樹德、陳清南、黃昌義、劉靜嚴
3,480：吳佩玲
5,000：善導之母堂愛心善會、劉銘慧
10,000：世界華人講師聯盟
12,000：陳嬿如
感謝劉靜嚴、林碧霞捐贈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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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各項服務報告
97年04月1日－97年04月30日
類
別
種數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借閱
27類
846
盲友讀書會
人次
21
電腦輔具借用服務
人次
9
諮詢服務
人次
8
點字服務
人次
17
宣廣服務
人次
800
網路服務
人次
5,076
其他服務
人次
35
總計服務
6,812

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作(編)者 出版社

80/20 生活經 理查•柯 大塊文
克
化
孔子這樣說 梅遜
爾雅
－從倫語看
為我思想
RV 親情新幹 麥可.里 張老師
線
歐納
刺客後傳 1 弄 羅蘋.荷 奇幻基
臣任務(上)
地

卷
數

錄製者

7 夏怡光
6 王巧麗

9 胡馨月
19 陳嬿如

刺客後傳 1 弄 羅蘋.荷 奇幻基
臣任務(下)
地

16 陳嬿如

1829 消失的
4321 天
江醫師的魚
舖子─怎樣
吃魚最健康
生命的空白
頁

11 謝永華

池秀賢 意識文
化
江守山 如何

尼爾．唐 方智
納．沃許

2008 年 04 月
號張老師月
刊
張老師 張老師
2008 年 04 月
號宇宙光
宇宙光 宇宙光

5 吳慧貞

7 張海堯

6 錄製小組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