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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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不能有陰影，鹽可要鹹
光鹽志工協會邀請您和我們一起
「曝光灑鹽」做志工
品嚐台灣好水果 & 扶持光鹽視障資訊
服務，吃柚子也可以做公益哦！瑞穗楊媽媽文
旦柚訂購活動，訂楊媽媽的柚子，她捐錢(10%)
支持光鹽視障服務。歡迎訂購柚子(花蓮瑞穗
文旦~楊媽媽柚子)，請在九月十九日前登記
訂購方式：
■ 電話訂購（02-23711867）：來電說明以下
項目：姓名、連絡電話、訂購箱數、指定
送達地址
■ 付款方式：訂貨後請先付款
（匯款或ATM轉帳）
郵局：代號700
帳號：0091295-0088829
戶名：汪清
匯款後敬請來電告知我們您已匯款，以便寄
貨，謝謝！
吃柚子，做公益，去年您如果錯過了，今年
手腳可得快一點哦！光鹽志工協會熱切得邀
請您和我們一起從吃柚子開始行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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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健康，散播愛
2009秋季公益健行活動簡章
活動目的：
1. 由光鹽帶頭呼籲視障者對社會公益的重
視，讓視障者享有與一般人回饋社會的機
會。
2. 透過活動增進社會各界與身心障礙團體
交流的機會。
3. 透過活動勸募幫助中輟的孩子經費。
4. 提倡健康休閒活動，鼓勵視障者走出戶
外，達到健身與公益關懷的效果。
5. 響應環保署節能減碳，鼓勵大家多多運
動，少開車多走走，環保樂活公益一起
來。
活動日期：9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日) 上午 8：
20 至 15：30
集合時間：2009 年 10 月 18 日(日)上午 8：
20 捷運新店線七張站 1 號出口
活動地點：政治大學後山登山步道及河濱公
園
主辦單位：台北華朋扶輪社、中華光鹽志工
協會
協辦單位：台灣明愛互助協會、藍天之家
贊助單位：召募中
參加對象：盲友，喜好戶外活動、熱興助人

者年齡不拘
陪同志工，年滿十六歲以上、能照顧他
人者
活動名額：盲友 100 人，志工 100 人。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報名電話：(02)2371-1867
活動方式：健走、團康活動；使所有參與者
既健身又公益，為社會增加溫
暖。
活動特色：
* 增健康！參加健走可以減緩老化、重新拾
獲健康的身心靈。
* 做公益！透過你的參與為孩子募集希望。
* 友情樂！同類相吸，因為一顆助人的心，
讓大家相聚一起，讓你好友滿天下。
※注意事項：
* 服裝以寬鬆舒適為原則，並請穿著舒適的
襪子與運動鞋。
* 請自備個人防曬用品。
* 活動當天提供便當及飲水。
只要給生命一個機會，生命會走出自己的
路，中輟的孩子，雖然生活多些挫折，但他
們和你我一樣，想要有個正常的人生！請幫
助他，給他一個正常成長的機會！只要用愛
彌補，他的人生會是美麗！希望大家呼朋引
伴，響應這個既特別又有意義的健走活動，
一起來為孩子開啟未來！」即日起接受報
名，現在就行動！。
台北華朋扶輪社、中華光鹽志工協會、台灣
明愛互助協會誠摯邀請您和我們一起來打破
生理差異，「走出健康、散播愛」！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各級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
在三十四人以上者，晉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
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三。…第 39 條：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
公營事業機構為進用身心障礙者，應洽請考
試院依法舉行身心障礙人員特種考試，並取
消各項公務人員考試對身心障礙 人員體位
之不合理限制。…這項法令已經發佈十多年
了，卻少有盲友因此進入到政府單位工作，
探其原因，還是在書籍的問題上。
為此我們提供了書籍掃瞄的服務，由於
文字辨識軟體尚未成熟，需要大量的人公教
對。在此號召會用電腦、能做文字校對的朋
友和我們一起為盲友開啟一個就業的新局。
只要您會使用電腦文書編輯軟體，就是我們
尋找的好幫手。在家裡動動手只頭就能幫助
視障朋友，輕鬆做公益，大家一起來接力做
善事把！
光鹽志工協會滿心期待您的同行，並祝
福您平安喜樂！
e-mail: service@peint.blind.org.tw
聯絡電話：02-23711867
聯絡人：楊雅婷

超完美，超前完工！
各位關心視障書籍問題的
朋友們大家好：
感謝大家和我們一起在有聲書、點字書及電
子檔案等視障者的閱讀型態上不斷的給予支
持與付出，讓眾多的盲友不至於因為視障而
阻礙了吸取之事及閱讀好書的機會。根據「身
光鹽簡訊 2009 年 9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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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六、七、八月，大家的努力，98 學
年第一學期的點字教科書終於在八月二十日
完工了！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工程啊！就因
為有您的參與這個專案才得以順利推展。在
最後關頭，我們的點陣式印表機出了嚴重問
題，感謝 Kiki 的專業協助，他竟然捐了我們
一部好用的印表機，解除了燃眉之急，真是

天主派來的好天使啊！
當然從頭到尾比專職人員還專職的王常
務理事郁文、玟霖及眾多的製圖、報讀志工
們，您們的付出實在是功不可沒。尤其是多
位家長、老師帶著小朋友一起來，為視障生
們的教科書奉獻寶貴的時間和經歷更是令人
感佩。做善事其實就是這麼簡單，不用花大
錢，也無須太高深的學問或技術，只要有心
就能找到可以助人的機會。行善就如接力賽
跑，一棒接一棒，串成一個愛的軌道，何等
有福啊！中華光鹽志工協會感謝大家的協
助，願天主也賜福給 88 水災中受難的人們，
請天主降福給他們早日脫離苦難，重整家
園！

08/02 與台北華朋扶輪社新任社長及幹部第
一次前往正大為
『走出健康，散播愛 2009 秋季公益健
行』活動場地勘查
08/03 音樂欣賞課程第一次上課
08/17 音樂欣賞課程第二次上課
08/17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 2009 亞洲青年管
弦樂團訪台音樂會
08/20 98 學年第一學期國中、小點字教科書
製作完成
08/24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陳冠宇 vs. YWCA
青少年管弦樂團音樂會
08/25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魔幻之旅】小
飛俠彼得潘—中文音樂劇
8/30 『走出健康，散播愛 2009 秋季公益健
行』活動第二次場地勘查

光鹽志工協會的足跡
07/04 光鹽志工特殊訓練活動
07/04 帶領盲友參加萬華社區大學魔術表演
07/05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台北愛樂歌劇
坊—歌劇選粹之夜
07/10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指間嬉遊─亞歷
山大•帕雷與陳佩雯雙鋼琴演奏會
07/26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台北合唱音樂
節：開幕音樂會海頓《創世紀》選粹
07/27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台北合唱音樂
節：開南島的熱情
07/28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台北合唱音樂
節：開合唱劇場的綺想異境
07/30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台北合唱音樂
節：開人聲樂團—五人幫
08/1 帶領盲友、志工欣賞台北合唱音樂節：
開美國北德州大學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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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秋玉 9/8 第一屆理事
楊小姐，感謝您再次提供光鹽柚子義賣
的機會，讓大家不僅能吃到好水果又能做公
益。在視障服務這條道路上有您的同行是所
有光鹽人和盲友的福氣！祝福您生日快樂！
涂如天

09/13 八五年志工

涂老師，感謝您十多年來不斷的在錄音
技巧上精益求精，不只讓盲友們有好書可聽
更能聽到好聲音。這段期間光鹽的專職人員
前仆後繼，而您的愛心與堅持，讓我們的新

伙伴很快的就能上手，有您真好！祝福您生
日快樂！
宋祖思 9/14 第一屆理事
宋姊，時間真的過的好快，一年眨眼間
就過去了。感謝您和台灣明愛互助協會，給
予光鹽的各項協助，讓我們在經濟拮据的情
形下還能順利的提供盲友各種及時的服務。
祝福您主恩滿滿，生日快樂！

楊博淳 10/2 八九年志工
博淳，時光飛逝，八、九年的光陰就這
樣溜走了！然而您那美妙的聲音被我們好好
的保存在光碟中，盲友們聽到的都是您的青
春妙音，難怪會有那麼多的人願意來當錄音
志工。這段期間您過的還好吧？光鹽的狀況
就是在黯淡中努力發光發熱，好希望能再次
與您攜手，雖然人事會變遷，理想卻仍要堅
持，真心祝福您生日快樂！

張永榕 09/16 八七年志工
永榕，又是一段時間沒有看到您來光鹽
了，我們都好想念您呢！想必工作很忙碌
吧？別停太久哦！錄音技巧可會生疏的。祝
福您一切安好！生日快樂！
翁麗慧 09/17

九七年志工

感謝您在七、八月期間星期六下午都來
協助立體圖的製作。讓我們的服務得以順利
推展，您的伙伴去了大陸，一定會有點難以
適應，相信很快的您又可以在光鹽認識更多
的好伙伴的！祝福您生日快樂！
許嘉齡

09/17 七八年志工

嘉齡老師，感謝您長期的捐款給予光鹽
燃燒的動力！祝福您生日快樂！
吳慧貞

09/27 八十年志工

吳老師，老手總是出手不凡，感謝您認
同光鹽的服務理念，在退休後把生命做最有
價值的奉獻，真是志工的表率，我們以您為
榮，祝福您生日快樂！
羅力 10/2

九四年志工

聽了賢伉儷四年多的「生活趴趴走」，
終於有機會和您一起出遊，為那些與您同行
的志工伙伴們致上最誠摯的謝意，有您的親
自導覽相信大家一定會收穫滿滿的。可惜我
要去上課無此福份，期待下次的機會囉！祝
福您生日快樂！
光鹽簡訊 2009 年 9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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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永華 10/5

八十年志工

謝老師、謝高手、謝前輩！在光鹽能夠
錄製武俠小說，那已經不能以「資深志工」
所能形容的了！在眾多志工中您的有聲書是
最受歡迎的，尤其最近錄了多部武俠小說，
不僅大大的拓展了盲友的幻想空間，也為盲
友的生活增添了莫大的樂趣。感謝您對這份
服務的持續與創新，祝福您生日快樂！
邱翠芳 10/11 八三年志工
很喜歡您在 MSN 上那千變萬化的暱
稱和個人訊息，純真的外表底下確有著豐富
精彩的感情和想像力。在工作心煩的時候上
MSN 看看您的訊息總有意外的收穫，謝謝
您的分享。祝福您生日快樂！
顧雪子 10/12 七九年志工
顧姊，天秤座的女孩是最重感情的，您
把小愛轉為大愛，把私情化作溫情，盲友們
透過您的聲音看見人生的美好，二十年的堅
持不是一般人能輕易做到的，您永遠把盲友
的利益擺在首位，是我們效法的最佳榜樣。
珍惜與您一起服務的日子，祝福您生日快
樂！
韓佳樺 10/17

九六年志工

有聲書後製說起來是一件蠻枯燥的工
作，能夠堅持下來的都是非常優秀的志工，
您卻已經服務了兩年，算是這一組志工的元

老了，感謝您認同我們的服務理念，為盲友
提供更好的有聲書品質，有您真好，祝福您
生日快樂！
林秀竹 10/24

八五年志工

有人說天蠍座的人不是天使就是惡魔，
能夠在一個公益團體連續服務十四年，這樣
的人當然是天使了！難得的您又有一顆蕙質
蘭心，往往在無意間帶給我們驚喜，感謝有
您的相陪，祝福您生日快樂！
傅喬垣 10/30 七四年志工
喬垣，真是難得，我們這七四年三劍客
還在啊！當時榕榕、您和我都是一起進來做
愛盲工作的，您們兩位在志業與事業上都有
了傑出的表現，只有我仍是一事無成，要不
是有這麼多的志工和我一起，恐怕是無法再
走下去了。我們彼此加油吧！祝福您生日快
樂！

收 支 明 細 表
98.07.01-98.08.31
科目
借方金額
員工薪給
178,000
勞退金
14,256
保險補助費
20,550
郵電費
9,393
管理費
78,246
加班值班費
5,860
手續費
2,045
視障資訊業 357,310
務費
訓練費
2,000
接受委託業
15,728
務費
雜項支出
40
文具費
240
視障資訊書
160
籍費
會訊編印費
1,638
本期餘絀
-389,723
合計
29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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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貸方金額
捐款收入
179,569
委託收益
27,413
補助收入
84,000
利息收入
4,761

295,743
5

H2009年7-8月份捐款芳名錄H
50：無名氏、方宏榮、古慧民、姚慈惠、施
義勝、張立麗、無名氏
115：吳佳樺
120：謝書弘
140：鄒婉玲
150：蘇台光
200：王玉蘭、王惠珠、王善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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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心瑜、周 莉、
林岳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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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妍庭、黃坤冊、黃芬芳、黃芬萍、
黃雅郁、黃順琦&黃昱儒、黃馨惠&
黃晨瑜、廖美玲、劉誌景、蔡世文、
蔡金足、蔡碧麗、鄭玉娟、賴信隆、
謝銀鳳、謝錫明、鍾雅敏、顏筠婕、
蘇佩君
205：林健時
250：張少中
300：吳美麗、黃郁琪、劉昌燕
305：戴新龍
325：張仁義
400：朱明淑、何莉萍、吳至貞、吳意文、
孫珣恆、孫培林、高瑋琦、黃芳嬋、
黃慧如
500：李金蓮、容純貞、涂琬翎、凃琬翎
515：程恆生
600：吳志明、李玲玲、李純玲、林渼蒨、
林瑛宜、張慧琴、許世欣、廖當啟、
劉亞群、潘秀華&潘武雄&潘紫緹、
蘇一成、蘇培智
800：施妤臻、張霓裳
975：戴國雄
1000：王秀琴、田季華、何子銘、何美慧、
李佳妏、李思緣、李樹中、容邵文、

高朝宗、陳林福、陳昭錦、陳敏芬、
無名氏、無名氏、黃昌義、楊振貴、
劉林秀
1200：李來慧、林慧瑛
1235：林富生
1396：無名氏
1505：蔡書琪
1600：李正和/張淑冠
2000：丁啟候、朱憶寧、吳慧貞、周玉慧、
林慧媛、張悅薌、張錦繡、許嘉齡、
陳姵廷、楊婷婷、網婕國際有限公司、
蔡文怡、鍾培敏、藍淑芬、羅崇晉、
羅崇祐、譚岑岑
2030：陳思諺
2200：連秀娟
3000：郭碧慧
3150：何火煉
3450：無名氏
4000：尹進來、陳清南
4913：無名氏
6000：毛傳貞&吳木源
7000：張國雄
10000：賴佳欣
30240：吉昕實業有限公司
☆ 感謝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惠贈音樂會門
票
☆ 感謝 Y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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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小姐

服

務

報

告

98年07月1日－98年08月31日
類
別
種數
服務人次
有聲資訊服務
27類
1,376
直接服務
人次
16
諮詢服務
人次
1
點字服務
人次
61
宣廣服務
人次
780
網路服務
人次
198,461
志工訓練
人次
28
總計服務
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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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出版新書目錄明細
書名

作(編)者

出版社

光明恆生 程恆生 印刻
三個深呼吸 湯瑪士． 麥田
克倫姆
懂得說話， 華銘瑋 漢宇
才能獲得好
人緣
氣質不是天 井垣利 三采
生的！
英、伊藤
美樹
火星紀事 布萊柏雷 皇冠
我的孤兒寶 桃樂絲． 三采
貝
庫姆森
一個信徒的 馬丁．葛 究竟
出走
登能
玻璃中的女 傑佛瑞． 高寶
孩
福特
隱字書
馬修．史 高寶
坎頓
古典樂天才 大衛.波格 大塊
班
/史考特.
史培克
小心身體的 美國預防 臺灣麥克
求救訊號 醫學雜誌
健康叢書
編輯群
不用看醫生 米山公啟 三悅文化
的健康常識
小偷也要懂 崔相壹博 達觀
牛頓：隱藏 士
在日常生活
裡的趣味物
理現象
2009 年 7 月 張老師 張老師
號張老師月
刊
2009 年 7 月 宇宙光 宇宙光
號宇宙光
2009 年 8 月 張老師 張老師
號張老師月
刊
2009 年 8 月 宇宙光 宇宙光
號宇宙光

卷數

錄製者

6 周淑美
4 楊博淳
7 王巧麗

4 王善蓓

12 郝容平
17 劉淑清
13 張雅齡
11 周淑美
12 王郁文
23 蕭靜宜

34 劉淑清

5 洪麗玲
10 莊學琴

6 錄製小組

1
6 錄製小組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