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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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角北境--萬里樂活之旅
中華光鹽志工協會 主辦
夏日炎炎正好眠嗎？還要繼續當宅男宅女
嗎？熱情奔放的夏日即將到來，請跟著光鹽的
腳步一起走向戶外，接受大自然的洗禮吧。萬
里樂活之旅，要帶各位到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這次我們將帶您探訪野柳地質公園，由專人導
覽解說各種造型絕妙的奇岩怪石，讓您如同置
身一座天然的「石雕展覽館」
。然後漫步在北海
岸的美麗農莊---磺潭社區，放眼農田曲流、青
青草原、石階步道、庭園涼亭，點綴扶疏花木，
有如後山秘密花園，絕對讓您驚艷。還要一起
玩水泡腳，讓清澈的溪水，緩緩洗淨你身心的
疲憊。
是否懷念與兒時玩伴一起爌窯以及跟著阿
嬤學做粿的童年時光呢？萬里樂活之旅安排了
爌窯及親手做粿，將讓您重回充滿童趣的懷舊
時光。傍晚的黃昏時刻，您可以在獅頭公園步
道優閑漫步，也可以邊喝咖啡邊吹著令人心曠
神怡的海風，什麼也不想的放空，解放你的心
靈讓它飛向藍天大海。這就是樂活之旅--有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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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的映照、香淳的咖啡、海浪的歡唱、海風的
吹拂、還有帶著歡樂踏上歸途的你和我。光鹽
歡迎您帶著小孩來參加，更歡迎您邀約新朋友
一起來體驗萬里樂活之旅。
活動日期：2009 年 06 月 27 日（星期六）
活動行程為：早上 7：00 台北火車站東三門準
時出發—野柳地質公園—磺潭社
區—圓潭溪溫泉民宿風味餐—圓
潭溪生態之旅—獅頭公園黃昏咖
啡饗宴—預計於傍晚 18：00 回到
台北。
報名資格：1.視障朋友及其 12 歲以下子女 2.
志工（含視障朋友之陪同家屬，需
年滿 18 歲，只限一位。）.
報名方式：1.來電報名 2.親自至光鹽報名 3.電
子郵件報名皆可，但請自行來電確
認本會是否收到您的報名資料。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到額滿為止。
報名電話：02-23711867

大家一起來~看好戲~
光鹽下半年度的影片欣賞讀書會，我們要
看哪一齣好戲呢???答案就是--日劇的『午餐女
王』。是一齣陣容鼎盛的青春勵志家庭愛情喜
劇。這齣戲更曾經獲得“第 34 回日劇學院賞”
最佳作品、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選

角及最佳配樂獎。
我們將安排具專業素養的志工來跟大家一
起看戲，希望以輕鬆感性的方式來進行影片欣
賞讀書會，讓每個人帶著愉快的心情來看戲，
並與我們分享您看完戲的心情感受。歡迎有興
趣的朋友趕快來報名。
參加對象：對影片欣賞有興趣及願意與他人做
心得分享的朋友
時間：98 年 7 月至 98 年 12 月每月的第三個週
六（共 6 次）下午 1 點 30 分至 16 點 30
分
報名方式：電話報名
電話：02-23711867

多！
練了一段時間也不見起色，我就再坐下來
試試看，命中率一下就又提高了起來。想一想
兩種姿勢手的位置，站著的時候好像比坐著時
來的低。是啊！當我坐著的時候怕鍊子太長碰
到大腿，就自然的會把雙手提高些，站著的時
候就沒有這種顧慮。找到問題的癥結之後，再
來就是繼續練習囉。透過這次的經驗讓我深深
的體會到，一個技術不只是學會動作本身就夠
了，環境的變動，心態等等都會影響到結果的。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不斷的溫故知新，才不會
白花時間。
★★感謝賴老師的熱情教導，在學員的再
三邀請下，從六月二號起為盲友和志工們又開
闢了第二波的魔術訓練課程，並許下長期指導
盲友魔術表演的心願，讓大家的圓夢之途不再
遙遠。

都是練出來的
連著幾次和學員們一起上魔術課，深深的
體會到，無論是什麼技術其實都是練出來的。
五月十五日那天賴老師教我們做套圈的表演。
這項魔術雖然在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歲末
感恩聯歡會」中老師已經教過一次，當時我也
自覺已經把握到這項魔術的技巧。沒有想到才
過了四個多月，重新拿起道具，卻是屢投不進，
比生手還要生手，丟臉啊！
經過老師的詳細解說，我又掌握到那種放
手的感覺。在課堂上練了一個多小時，命中率
提高到80% 以上，這次可不能讓他又溜走了，
於是回家後持續練了兩三天，可以連續二三十
次不出錯。因為我都是坐著練習的，鍊子有一
點長，又想到通常做表演的時候都是站著的，
所以我就改為站著練習。沒想到，一站起來練
習，匡啷、匡啷鐵環落地的聲音的敲的我心慌。
怎麼會這樣？站著練習和坐著怎麼會差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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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可能化為可能
光鹽魔術課心得
文：藍介洲
在我小時候還沒失明之前，曾經守在電視
機前，緊盯著那時十分風迷的大衛魔術。看完
節目後，我總是苦思不得其解地想著，大衛是
如何將自由女神、坦克車或保持捷跑車等龐然
大物一下子變不見？又他是如何穿越萬里長城
或飛越大峽谷？除了大衛魔術之外，還有其他
魔術師所表演別的有趣魔術，也都讓我深深著
迷，而我當然總是找不出破解之道，如將水從
一個小孩的左耳倒進去，神奇的水卻從右耳流

出來，或是從一條絲巾中變出好幾隻的鴿子
等。上述這些陳年往事的兒時記憶，如今仍然
清楚地歷歷在目。即使在我１６歲雙眼失明之
後。對於那些未知超自然的現象或神奇有趣的
魔法，我仍舊抱持著想一窺究竟的好奇與衝動。
某天，當我無意間從電子郵件中，得知中
華光鹽志工協會要針對視障者舉辦魔術課程的
消息時，我心裡那股對魔術的著迷與嚮往又再
度被點燃，二話不說馬上跟光鹽報名。
當我跟我的親朋好友說我要去學魔術時，
他們也覺得很有趣，但緊接而來的是他們更多
的疑問。「你看不到你怎麼學魔術啊？」「魔術
都要用到眼精，你看不到你有辦法進行魔術表
演嗎？」…。或是有人會挖苦說，
「你趕快把魔
術學好，看能不能變很多錢出來給我花？」
。坦
而言之，親朋好友們的疑問與挖苦，在我還沒
正式上課之前，這正也是我心裡的 OS。「我看
不到，我真的能學好魔術嗎？我能把魔術表演
好嗎？」
，或是「我能像電視上其他的魔術師一
樣，將一張鈔票變成許多張的鈔票嗎？」…。
但當我上完光鹽一系列８堂的魔術課之
後，我知道我雖然看不到，但我相信我們視障
者也能夠成為一名小小視障魔術師，表演魔術
來娛樂我們周圍的大小朋友們。
此次魔術課程，在賴幸輝老師幽默、風趣
與細心的教導下，讓整個課程充滿歡樂的笑聲
與掌聲。賴老師也了解所有視障學生的視力限
制，除了特別選擇我們視障者能夠變的魔術之
外，還用心地將每個魔術的過程與動作，不厭
其煩一一的拆解並逐一說明。還有加上志工的
協助講解，讓我與所有視障同學都能順利吸收
與演練。
如老師在教我們四連環時，因為其魔術手
法相當復雜與多變，為了能讓視障同學都能學
會，所以老師就將一整套的手法，分成好幾個
步驟逐一說明與練習，最後每位視障同學也都
順利學會，並親自上台演練給老師與同學們看。
每次下課後，我跟其他的同學一樣，臉上
總會是帶著微笑滿載而歸。一回到家，我總會
興沖沖地現學現賣，將當天所學到的魔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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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待得意地表演給家人看。
時間過得很快，如今８堂魔術課已於５月
底結束。因各位同學的熱情回應、好評與期待，
希望老師能繼續進階教我們更多魔術。最後，
老師也願意在百忙之中，於６月抽空安排４次
進階課程，讓我們視障同學在自己的奇幻魔法
袋裡，塞入更多神奇有趣的魔術，進而朝向魔
術師之路邁進。
最後，我有個夢想，就是希望能將此次魔
術課程的成果發揮最大的效用，將魔術表演與
社會公益作結合。希望有興趣的視障同學們能
組成一視障魔術團，在賴老師的指導下，能到
育幼院、安養院、兒童病房或光鹽募款活動等
場合，進行公益表演，將歡樂散播給更多的朋
友們。

誰來接棒
無論是營利單位或者是非營利組織，都難
免會遇到人員流動的問題。在光鹽二十多年，
來來去去的專職人員不下二十位，每次有人要
離開總是會牽動整個組織的人力結構和服務規
模。在去年改組為志工協會，很希望帶進一種
以志願人力為首腦的組織型態。可惜一年過去
了，志工們動手的意願還是比動腦來的強，主
人翁的心態還沒有建立起來。
六月又有工作人員要離開了，理所當然的
又要來一次工作大風吹。七個人的工作要讓六
個人來扛，那不是有沒有意願就能做到的。更
重要的是，要找什麼樣的人來一起共事？大部
分的工作都有其專業性，這都還不是太大的問
題。理念的認同並非三兩日就能培養起來的。
有能力又有服務認同的人實在難找啊！我個人
一直認為一個好的社會關懷團體，首先要有鮮
明的服務理念，其次要有共同理想的一群人最
後才是豐沛的資源。人力這個問題始終讓我在
光鹽的這二十多年的工作很難突破。志工的服
務意願或理想性往往比專職人員來的突出，然
而有心不一定有力，有力不一定能持續。維繫
志工與組織的關係很難用實質的東西去衡量。
而專職人員卻往往事先從想找工作，才轉到想

服務。當一個工作人員也有著像志工一樣的服
務認同時，才算是真正的上了軌道。因此一個
成熟的專職人員要離開那也是很難且不忍挽回
的，通常是因為社會關懷工作的從業者長時間
都要保持在一種積極的熱忱中，無論身體或心
裡都會有很大的壓力。在經濟層面又要能夠無
慾無求，一旦這個壓力超過負荷或者在生活中
的經濟能力失去平衡，那就很容易產生退役。
當然有些是因為理念的不同，也有的是因為人
際互動的問題而離開。無論是哪一種因素，一
個成熟的專職人員的離職對整個組織的影響都
是巨大的。有很多志工會問我：
「你怎麼都做不
累？」事實上我是很想走，卻怎麼也走不了。
不是我的位置無人能替代，而是誰來接棒？一
個有作為的社會關懷團體，大部分的人總是喜
歡站在幕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就
這樣被推到了台上，即使已經不是主角還佔著
主角的位置。夢想變成現實並非就真的是一件
好事啊！

去年年底王姊退休了，多年來的公務操勞
與家庭瑣事都能暫時放開，輕鬆的過一段自在
的自由人的生活。這次她去大陸探親，一去就
是四個月，還真不能適應，不過我們知道這樣
的離別是需要的。看到她容光煥發的在我們眼
前出現，為此時陷入工作低迷的我不啻是注入
了一針強心劑。似乎我也該去放個長假，讓腦
袋空一下，裝上心靈的翅膀，重新學習愛自己
的方法。暑期的點字教科書專案即將展開，恐
怕又要沒日沒夜的工作了，做完這個專案也許
是放飛自己的好機會吧！

點字教科書專案即將啟動
號召各方有志之士前來共襄盛舉
為下學期的視障生準備好該有的子彈。凡
是喜歡剪剪貼貼，或是打電腦，還是喜歡唸書
的都是我們招募的對象。請快來與我們同行。
聯絡電話：0223711867

光鹽志工協會的足跡

王姊回來了
在魔術課第二階開課的當天，王姊回來
了！王姊是誰？你沒有見過她，至少也該聽過
她！從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那天王郁文
(王姊)來到光鹽後，幾乎每個星期都會看到她
的身影。她曾經許下要終老光鹽的心願，事實
上她也這樣在身體力行這個難以觸及的理想。
近二十年來，多少志工來了又去，多少專
職人員的改朝換代，在一個非營利組織來說是
再平凡不過的事情，光鹽何其有幸擁有了像王
姊這樣的一位好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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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3 台灣藝術大學音樂欣賞
5/5 23 『變出歡樂，變出愛』魔術表演課程
5/16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絢麗的聲音火
花』─台北愛樂青年合唱團
5/16
影片讀書會芭蕾舞蹈家第四次分享
5/17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法式女人香—
徐以琳&台北愛樂合唱團』
05/18 愛與溫暖小聚－『生命關懷』讀書會

王巧麗
07/2 九三年志工
七月要過生日的志工，好巧大部分都有一
個特色就是「已經退休」了！這些伙伴們雖然
從職場上退了下來，志願服務的工作卻仍然堅

持不怠，令人敬佩！巧麗剛好排在第一個，我
們就在此祝福她生活如意、日日開心、樂在服
務，生日快樂！
謝佩珊
07/3 八八年志工
佩珊，十年的時間實在很漫長，你能堅持
下來，是我們的福氣。看到你的成長讓我們充
滿希望，我們彼此加油！祝福你生日快樂！
董允芬
07/5
八零年志工
董姊，像您這麼優秀的播音者，這麼早就
退休，還真是可惜啊！還好您沒有放棄我們，
讓盲友們仍然有好書可以聽，謝謝您的堅持。
祝福您生日快樂！
崔幗眉
07/8 九一年志工
崔姊，您也是退休大軍中的一元，您的熱
忱，沒有因為離開職場而有所減損，每次看到
辦公室裡的植物盆栽都要想起您，您就是我們
的長青樹！祝福您生日快樂！
許立慧
7/8 第一屆會員
立慧，今年的大會您們一家都沒有來，讓
我們感到好遺憾，當天的古蹟導覽，雖然很精
彩，少了你們，就少了那股熱鬧的感覺！希望
下次活動能看到你們！祝福您生日快樂！
葉紹南
07/14 八六年志工
紹南，雖然您請了長假有一段時間沒有看
到您，我們卻還是天天都要想起您，很希望您
能早日歸隊！祝福您生日快樂！
賴佳欣
07/28 八三年志工
佳欣，你是光鹽永遠的活力志工，從一開
始的盲友個人在宅服務到製作月刊單元提供盲
友最好的生活資訊，到今年的活動企畫，樣樣
都帶給我們驚喜！六月二十七日您為大家規劃
的萬里行相信也會一樣令我們耳目一新的！在
此致上我們最誠摯的感謝！祝福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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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支 明 細 表
98.05.01-98.05.31
科目
員工薪給
勞退金
保險補助費
文具費
郵電費
管理費
勞務費
財產保險費
加班值班費
手續費
聯誼活動費
視障資訊業
務費
訓練費
會訊編印費
接受委託業
務費
本期餘絀
合計

借方金額
科目
117,000 捐款收入
7,128 委託收益
11,767
315
5,348
27,167
8,000
3,220
3,667
1,969
5,160

貸方金額
126,020
2,343

136,930
12,000
3,276
1,035
-215,619
128,363 合計

128,363

H2009年5月份捐款芳名錄H
80：無名氏
85：王兆熙、華再新
100：王玉蘭、王惠珠、王善蓓、古慧民、
江宸萱、何美足、吳天送、吳佑軒、
吳姿宜、吳敏琪、呂仲哲、巫桂竹、
李明祐、李國忠、李國榮、李慧美、
李蕙伶、周心瑜、林彥彰、林瓊花、
林麗淑、花富彩、柯妙采、胡碧成、
唐宏文、唐悅津、翁素秋、耿淑英、
張翠瑤、陳世儒、陳秀蓉、陳淑媛、
曾美鳳、程恆生、黃妍庭、黃坤冊、
黃芬芳、黃芬萍、黃俊仁、黃雅郁、
廖美玲、劉誌景、蔡世文、蔡金足、
蔡碧麗、鄭玉娟、賴信隆、謝銀鳳、
鍾雅敏、顏筠婕、蘇佩君
200：朱明淑、何莉萍、吳至貞、吳意文、
李純玲、孫珣恒、孫培林、高瑋琦、

黃芳嬋、黃慧如、蘇一成、蘇培智、
女同志傳遞花香行動-涼麵
265：蔡木彬
290：王建勛
300：吳志明、吳美麗、林瑛宜、張慧琴、
許世欣、陳至平、陳至安、劉亞群、
潘秀華/潘武雄/潘紫堤、女同志傳遞
花香行動-春天的風、女同志傳遞花
香動-水瓶子
400：張霓裳、陳林福
500：王秀琴、田季華、何子銘、李佳玟、
李樹中、翁佩君、陳敏芬、游秋薇、
凃琬翎女同志傳遞花香行動山中
雨、女同志傳遞花香動-小屁、女同
志傳遞花香動-荒刀、
600：李正和/張淑冠、林慧瑛、鍾陳瑞竹
625：蔡書琪
815：陳思諺
1000：丁啟候、朱憶寧、吳慧貞、李連昌/
黃沛翎、岳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慧媛、花維廷、施妍伶、張悅薌、
張錦繡、陳佳慧、陳姵廷、楊婷婷、
蔡文怡、蔡碧玉、盧亞芝、鍾培敏、
藍淑芬、羅崇晉、羅崇祐、譚岑岑、
網婕國際有限公司、女同志傳遞花
香動-星洲人
1200：女同志傳遞花香動-珊瑚礁
1500：韓宜家、女同志傳遞花香動-夏茉軒
2000：尹進來、吳艾黎、陳清南、女同志
傳遞花香行動-竹炭、女同志傳遞花
香動-小娟、女同志傳遞花香動-小
提、女同志傳遞花香動-罔兩、女同
志傳遞花香動-點小 3、財團法人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
3000：毛傳貞,吳木源、陳嬿如、黃益三、
女同志傳遞花香動-Carol
3875：仁愛國中
4050：吳烈生、張素瑛
5000：賴幸輝
10000：李淑蘭
光鹽簡訊 2009 年 6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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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林儀婷、紀甘鳳
☆ 感謝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惠贈音樂會門票
☆ 感謝下列朋友捐贈發票：社會服務修女會，
杜阿姨、葉晨聲，無名氏

服

務

報

告

98年05月1日－98年05月30日
類
別
種數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27類
874
直接服務
人次
56
諮詢服務
人次
7
點字服務
人次
2
宣廣服務
人次
781
網路服務
人次
54,559
其他服務
人次
54
總計服務
56,333

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前世今生來
生緣
遇見未知的
自己
趣話茶的故
事
華麗一族(中)
羅馬故事
陳旺全神效
穴療

作(編)者 出版社 卷數 錄製者
布萊恩．
時報
12 莊學琴
魏斯
張德芬

方智

7 顏士寶

殷偉

雲龍

7 黃瑾昀

山崎豐子 皇冠
艾伯托.莫
皇冠
拉維亞

16 劉淑清

陳旺全

原水

21 張海堯
4 董允芬

逆轉癌症－恢
席瓦妮．谷 生命潛
復生命力的九
曼
能
大自療步驟

8 李樹中

石油用完了怎
麼辦？十五堂
王文竹等 貓頭鷹
你不知道的科
學課

11 涂如天

我會做菜-500
道家常必備經 張瑛玿
典料理

10 潘穎芬

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