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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藝術零距離 明盲交流無障礙  
文 秘書長朱萬花

繼上期雙月刊出版至今，兩個月飛快就這樣過去了！承蒙諸位讀者的愛護與支持，使我們感到無比溫馨。這份刊物希望能持續連結明與盲之間的距離，透過藝術、透過活動、透過經典作品典藏等方式，拉近一般社會大眾與
身心障礙者之間的距離。 

我們期盼諸位讀者均能從刊物中，更進一步了解協會的服務內容，只要是關於身心障礙藝文專才就業發展的方向，我們都會全力以赴，為視障藝文專才製作有聲書、點字樂譜與充實相關專業能力，提昇競爭力，接洽各類演
藝活動，為視障藝術表演工作者開拓更多展演機會，這是我們未曾懈怠的使命。媒合企業進用身心障礙藝文專才，從事社會服務工作，一方面可提升身心障礙藝文專才之就業機會，另方面可為企業減少因不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員
工而受罰的機率。可謂雙贏的身心障礙就業媒合模式。 

我們的每一份用心，都是希望改善身心障礙藝文專才之發展困境，承蒙許多熱心人士無私之奉獻，給予我們正面肯定與鼓勵，使我們獲得更大的動力，繼續拓展更廣泛的服務項目，提
昇更專業的服務品質。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藉此有限篇幅，首先要感謝工研酢許嘉旭董事長，在本年度協會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境之時，許董事長好善樂施，將長年推動全民健康
理念的精神，落實於協助我們推動心靈建設之藝文活動，包括視障藝術季的贊助與協辦、邀請演出者至「醋醋用心醋醋有真情」工研酢六十四週年慶大典中參與全日公演，並將當日義賣所得

全數捐贈給協會，拯救協會之經濟危機！並擬定長期與協會合作推動淨化社會、溫暖人心之相關藝文活動。同時也要感謝本會常務監事，也是國際獅子會 300 G 2區施志明主任，不但自協會
成立以來出錢出力支持各項會務之推展，於本年度更是投資大手筆經費，製作一千個協會吉祥物「非比娃娃」，希望透「非比娃娃」的義賣與推廣，將視障者從事社會服務工作的精神，更廣
泛的拓展給社會各階層人士了解。非比娃娃是黑暗中社服天使的象徵，所以這一份用心，實在令人感動且敬佩。還要特別感謝功福公司許嘉富董事長，在協會成立之初，就曾贊助製作協會第

一版簡介、DM，於本年度功福公司三十週年慶祝大典中，不但邀請妙音樂集、杜若女聲等多位視障者到場演出，並捐贈十萬元經費，支持協會推展各項服務工作，其用心實在令人感動不
已！最後要感謝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新舞台，九年來繼續支持視障藝術季活動之舉辦，本年度將贊助 十二月十二日 「追憶似水年華」演出場地與 十二月十三日 「鬥陣來嗆聲」售票
所得相對捐款，預估金額約為四十萬元。實在還有太多需要感謝的熱心人士，礙於篇幅有限，希望大家可以從捐款徵信錄中一一詳閱諸位社會賢達為協會所注入的無限關懷，並期盼能凝聚更
多支持的力量，伴隨我們推動視障藝術一般化的下一步。 

  

專題報導  

第九屆台灣視障藝術季：  

音樂零距離 ~ 跨世代視障作曲家的親密對話  
文 秘書長朱萬花

沒有畫面的世界裡，音符是唯一描繪情感的動人曲線；沒有色彩的炫目包裝，音樂是唯一挑動靈魂的密碼。音樂的保存和傳承，從早期所使用的留聲機、黑膠唱片，演變至目前，數位化的CD發燒片，視障音樂人從未缺席。 
視障者可以是音樂傳承過程中的聽眾、演出者也可以是製作人或創作者。本屆藝術季，要帶給全國觀眾多元、豐富的演出活動內容，包括有：國樂演奏台灣民

謠、胡琴獨奏、校園民歌傳唱以及「音樂零距離---跨世代作曲家的親密對話」 聯合發表跨世代視障作曲家之經典作品等多元豐富的各場活動。  
台灣第九屆視障藝術季系列活動將由國內首席視障國樂團「妙音樂集」於 十月八日 假桃園縣文化局演藝廳舉辦「門口埕的Melody」台灣民謠音樂會。為本屆

藝術季隆重揭開序幕。「妙音樂集」開闊格局，將本土民謠重新編曲，以國樂團形式，用絲、竹、弦、笛，波動愛樂者的心弦，從共鳴中撩起對過去台灣民謠的再一
次感動。  

隨後 十一月十八日 由成立屆滿二十年，全球演出超過三千五百場的「喜樂合唱團」假台北國際藝術村幽竹廳，舉辦「歡喜快樂音樂會」。四位原住民視障歌
手，將以爽朗的笑容、逗趣的歌聲，詮釋黑暗中並不寂寞的生命動能，我們將聽見：各地民謠、原住民歌曲、教會詩歌等多元曲風，流動在溫馨的記憶裡，存入刻骨
銘心的喜悅和歡樂聲音畫面。  

十一月二十五日 ，由被譽為新自然美聲、微光中的歌者朱萬花領銜，杜若女聲二重唱、魔鏡樂團聯合演出「微光中的歌吟」校園民歌演唱會，在清華大學演藝廳的寬敞空間
中，迴盪一支支曾經伴隨青春歲月的校園民歌，重編的新律動，舊有的純感情，交織在曾經經歷校園民歌世代的每一顆心上，將會撞擊出感動的火花，燃燒出晶瑩的淚光。  

十二月一日 由國際青年演奏家首獎得主曾宜臻擔任胡琴演奏、朱萬花擔任民歌演唱，透過琴聲與歌聲的對話，以一種恬淡雅緻的層次，帶領愛樂者步入記憶的迴廊「在記憶的
迴廊裡相遇」，有時會遇見甜蜜、有時會遇見感傷，都將深深觸動您的心弦，台北中山堂光復廳等你在這條記憶的迴廊裡親切相遇。  

十二月十二日 ，資深作曲家黃仁清、跨界作曲家張育豪領銜多位知名歌手與啄木鳥樂團等知名視障藝術表演工作者，於新舞台展開明盲同台、跨世代作曲家的親密對話表演盛
事。首次參與視障者藝術表演活動的資深作曲 家黃仁清 先生表示：「過去自己所有的作品曾被許多歌手唱紅過，從來不會把自己當成盲人來看。這次會參與這個活動，最主要的因
素是希望讓社會大眾了解音樂創作或演出，盲人和明眼人並沒有什麼分別。我已經沒辦法自己寫譜了，但是我還是一樣可以創作。儘管年
華流逝，作品卻仍能留在許多人心中，成為美麗回憶。我認為可以多鼓勵視障者從事創作和發表的任務，所以才會將自己是個視障作曲者
的實況，於本屆藝術季活動中毫無掩飾、毫無包裝的呈現出來。」相信很多人不知道，原來「燃燒吧﹗火鳥」這首歌就是出自 黃仁清 老
師的作品。跨界作曲家張育豪專修理論作曲，頂著當年文化大學音樂系第一名成績畢業的光環，似乎不斷鞭策著他不要放棄對音樂的追
求。所以二十年來，他和他的啄木鳥樂團夥伴，不斷努力開發演出機會、發表創作作品、參與國際交流，總是希望能帶給更多視障習樂新
生代鼓舞的力量，不能說一路走來是順利的，但他認為所有的代價都是值得的，因為越來有越多認同視障者藝術作品的社會大眾的鼓勵和
支持，讓音樂夢想，不再侷限於嗜好休閒，而能夠真正成為職業開發的重要焦點。「小詩」的真摯、「期待再相會」的依依難捨、「弦月

之美」的振奮、「夢」的呼吸，都將讓與會的觀眾難忘，分秒共鳴。  

另外十二月十三日，四位新世代作曲家：王俊傑、劉培軍、鄭信盛、蕭煌奇，約好到新舞台「鬥陣來嗆聲」，伴奏樂團集合：黑門、全方位、魔鏡

等三大視障搖滾樂團中之精英成員，為四種不同風味的創作曲，注入沸騰的熱情，讓觀眾和演出者一起搖滾。   
「音樂零距離---跨世代作曲家的親密對話」於新舞台演出的活動，除精采的現場演出之外，另安排播映六位跨世代視障作曲家之紀錄短片，使觀眾與作曲家亦能跨越

台上與台下的距離，更貼近作曲者的原創構想，理解作曲家上台前的故事，歷歷在目的影像，也將歷歷在心。  
壓軸場僅定於 十二月十七日 假鳳山國父紀念館舉辦，除清華大學演藝廳原班人馬在此上演「微光中的歌吟」校園民歌演唱會之外，特別力邀愛河邊的知名街頭藝術

家 嚴詠能 先生跨刀演出，進行另一次明盲藝術零距離的接觸與感動。   

        歷經九年來的推動與開發，台灣視障藝術季已成為國內最具指標性之視障藝術表演盛事，歷屆藝術季均具有不同特色，過去曾針對個人或單一團體進行縝密活動企

劃，可吸引認同單一主題音樂取向的愛樂者支持，比如說：古典鋼琴、舞蹈、舞台劇、演唱會...等。但本年度邁入第九屆的重要時
機，主辦單位希望帶給社會大眾更開闊的藝術層面，因而邀集六位跨世代視障作曲家、七大視障藝術表演團體與多位知名音樂人共同

參與演出。演出內容更涵括：國樂-演奏台灣民謠、獨唱、重唱校園民歌、胡琴歌聲的深刻對話、跨世代六位作曲家作品聯合發表等
多元內容。今年的特色可以說是不但保有歌曲主題明確的表演特色，也首次嘗試挑戰融合跨世代藝術作品同台演出的高難度，到底是
融合還是衝突？到底是和諧還是突兀？都必須由每一雙客觀的耳朵一起來見證。 

        他們是「視障者」，他們的音樂比一般人更容易感動，也更有生命力；想體驗一下一種「非關視
覺」的感動，請用實際行動來支持他們；購票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02-33939888！相信您聽完他們的
演出也將會讓您有生命的另一種體認。  

活動場次表  

場次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主題  演出者 型態 

1  2005.9.16(五)  
Pm: 2:00-3:30  

台北國際藝術村  音樂零距離~跨世代作曲家的親密對話記者會 黃仁清 
王俊傑 鄭信盛  
張育豪  

自由入場 

2  2005.10.8(六)  
Pm 7:30-9:30  

桃園文化局  
演藝廳  

門口埕的melody~台灣民謠之夜 妙音樂集  售票 

3  2005.10.26(三)  花與精靈咖啡館  音樂零距離~跨世代作曲的親密對話之一 
【忘年之交】  

黃仁清 
王俊傑  

自由入場 



Pm 7:30-9:30  
4  2005.11.2(三)  

Pm 7:30-9:30  
淡江大學  
文錙音樂廳  

微光中的歌吟~校園民歌演唱會 朱萬花 自由入場 

5  2005.11.18(五)  
Pm 7:30-9:30  

台北國際藝術村幽竹廳  歡喜快樂演唱會  喜樂四重唱  售票 

6  2005.11.25(五)  
Pm 7:30-9:30  

清華大學大禮堂  微光中的歌吟~校園民歌演唱會 朱萬花 
杜若女聲  

售票 

7  2005.12.1(四)  
Pm 7:30-9:30  

中山堂光復廳  【在記憶的迴廊裡相遇…】曾宜臻vs朱萬花的聲琴對話 朱萬花 
+曾宜臻  

售票 

8  2005.12.12(一)  
Pm 7:30-9:30  

新舞台  音樂零距離~跨世代作曲家的親密對話~【追憶似水年華】 黃仁清 張育豪  
等近十位歌手  

售票 

9  2005.12.13(二)  
Pm 7:30-9:30  

新舞台  音樂零距離~跨世代作曲家的親密對話~【鬥陣來嗆聲】 鄭信盛 王俊傑 售票 

10  2005.12.17(六)  
Pm 7:30-9:30  

鳳山國父紀念館  微光中的歌吟~校園民歌演唱會 朱萬花 
杜若女聲  

售票 

  
  

工作報告  
文 網頁管理與演藝開發 許靜怡

感謝與期待  
進入協會從事網頁管理與活動接洽工作已一年有餘。在不斷的忙碌中，令我最感動的就是有許多熱心志工，願意默默地為協會所服務的身心障礙藝文專才付出心力。就拿中華道德重整協會來說吧！連續兩年，都為協會重要

的任務，助上一臂之力，使活動能順利舉行。  
回想起，去年【台灣第八屆視障藝術季「藝術無礙．夢想起飛」】的記者會，活動會場因颱風肆虐後而顯得泥濘不堪，但幸得在道協朋友們的全力協助下，全場參與人士──不分明盲、不分色彩的祈福彩球壯觀的飛向天際

時，已為該系列活動揭開最隆重的序幕。  
由於今年本會的經費短缺，為募集經費以突破窘境，於 八月二十七日 在北車站舉辦【非關視覺．獨賣音樂】的音樂饗宴暨義賣活動。當天在人來人往的北車站，道協的志工們拿出全部的誠意和熱忱，非常賣力又熱絡地在

各個角落，說服路經的行人能佇足凝神諦聽視障朋友的音樂，繼而認購珍藏他們的音樂作品，亦或於募款箱內投下他們的愛心。雖然當天的所得不多，但不管是投下一張發票、一元、五元或十元不等的硬幣，每一份愛心都是一
道溫暖的煦光，同時對視障音樂專才更是一份最大的實質鼓勵，所以非常冀望社會賢達們，除慷慨解囊外亦能共襄盛舉，給予視障音樂專才們更多活動表演的機會，讓他們的足跡探訪社會每個角落，讓他們的音樂化身為幸福的
序曲，在每個聆聽者的心田裡傳唱；讓看似平凡卻不平凡的生命能放心的飛、飛向更遼闊的天際。同時亦盼望有更多的熱血志工加入本會的服務行列，讓愛不止息……  

關於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歡迎各位上協會網站瀏覽，給我們更多寶貴的意見，讓我們能獲得更多友誼之手的牽引，協助更多身心障礙藝文專才迎向充滿希望的未來。  
文 就業服務與行政管理 張蕙蘭

一個企業進用者的小故事  
明天醒來是否還能還能看見熟悉的臉?我想大多數的人都不曾想過這個問題，因為連我自己都不曾想過……。  

記得小時候繼小虎隊之後的成名團體---小象隊，其中有一位非常具有演藝才華的成員霍秀貞小姐，大家都叫她霍小胖。我一直對她有深刻的印象，那時常常有一種想法：「要是我這麼胖的話我才不敢上電視咧，他們真有勇
氣。」。直到我進了協會，聽了霍小胖的故事後，我的想法完全的改觀了，原來她是一個這麼勇敢樂觀的人，七年來糖尿病的折磨，導致她視力漸漸退化，至今已完全失明，但生性樂觀的她並不放棄自己的人生，努力的為自己
開闢一條全新的道路。 

活的精采、活的有尊嚴！這兩句話用來形容霍小胖是再適合不過，在協會的媒合下，她獲得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進用，每月固定提撥15840元的基本薪資，支持小胖在家從事手工藝品編織工作，小胖的中國結編織和
折汽球的技術，顯示出她靈巧的雙手並不因失去視力而有所影響；她能製作出極精巧的蝴蝶、桃子、粽子、十字架等各式各樣中國結編織品。但現在因為體力衰退，每月能製作的作品有限，協會負責將她所製作之手工藝編織品
帶到每一個公開場合進行推廣義賣，她不但十分滿足於這樣艱辛的生活奮鬥歷程，更經常願意挺身而出，鼓勵其他身心障礙者走出家庭、迎向人群。現在，我更能夠珍惜現有的生活，以及身邊所有的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幫
助有需要的人，因此也希望大家都能夠珍惜自己，照顧他人，讓社會充滿更多的溫暖。  

文 媒體專員 江季芳

紀錄片拍攝田野日誌一則  
田野日誌： 2005年9月16日

我在黃仁清老師的辦公室外面等待時，整個台北城正沐浴在秋天燥熱的陽光裡。走廊裡安安靜靜的，走廊外的天井被一束明亮的陽光溫暖地曬著，空氣中的灰塵無所遁形，在那一束過於溫暖、色調過於偏黃的光線裡漂浮。 
黃老師從電梯裡出來，緩慢地摸索前進的路線，如果不是看過資料，我實在很難想像，黃老師的視力已經幾乎等於零了。我們在辦公室裡面坐下來，老師嘩啦嘩啦地打開話匣子，談起他年輕時的故事。身為越南華僑的他，畢業
於建國中學、台大化工系，後來還曾遠赴德國進修，年輕時是一位非常傑出的染料工程師。可惜正值壯年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罹患黃斑部病變，視力在極短的時間之內退化許多。三十七歲時，越戰快要結束的時候，他攜家帶眷
搬到台灣來定居。同時也因為視力已經無力負擔一般工程師的工作了，於是在朋友的介紹之下，轉向以詞曲創作為主的工作。黃仁清老師從小就熱愛各種形式的音樂，舉凡搖滾樂、教堂聖歌、一般流行歌曲都是他所喜歡的，在
越南的工廠上班的時候，還曾經和同事組成樂團自娛娛人，也同時是因為這樣的基礎，詞曲創作的工作對當時視力不佳的黃老師來說，可說是駕輕就熟。往後的三十年，黃老師創作出無數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諸如余天的「小
詩」、高凌風的「燃燒吧！火鳥」、費玉清的「長江水」、鄧麗君的「別把眉頭皺」……等等知名歌曲。 
黃老師說，上天是眷顧他的，當祂關掉他一扇門的時候，卻為他打開了另外一扇窗。他常懷著樂觀的心情，感恩地面對生活的一切，也由於如此，他從來不願意刻意向社會大眾表明自己是一名視覺障礙者。請讓我們靜靜地期待 

12月12日 ，黃仁清老師最精采的演出吧。 
文 志工管理與錄音統籌 李怡慧

志工銘娟  
「這個星期六有空嗎？」「需要幫忙嗎？好哇！」  
協會成立以來，銘娟就一直是最細水長流的志工之一，不管是小型的義賣活動、亦或大型的視障藝術季音樂會，無不投入最大的心力，也經常攜家帶眷一起來幫忙，似乎已把服務工作當成是休閒活動了呢！ 
問銘娟為何會加入志工的行列？她說：「於學佛皈依後，對於廣結善緣上有深刻的體認，於是投入義工工作，參加佛光山團體的青年服務團隊。幾年前因緣際會認識協會的朱祕書長。聊過天後，非常認同她對於視障朋友的

服務理念，也得知她本身一路艱辛走來的心路歷程。對於視障朋友的許多才藝及卓越的演出能夠投入與參與義工工作，能夠盡一份微薄心力，深感榮幸。」  
每次見到她對待視障朋友的用心，就像是對待自己的親人及好朋友一般。我們真是幸福，雖然少了一雙明亮的眼睛，但卻能感受到志工們對於生命如此大的熱情，這些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啊！  

文 紀秀月
藝術季與我  

我進入協會服務，已經有兩年的時間，負責的工作是為視障者提供點字樂譜轉譯與教學服務，對我來說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但我更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機會學以致用，上台將歌聲分享給更多愛樂者。於是去年幸運受邀參與
台灣第八屆視障藝術季「咱的青春咱的歌」校園民歌演唱會單元演出。當時和摯友若佳共同組成二重唱，以不同音色，融合於歌聲中，轉化為夢想成真的躍動。在籌備期間，我們經歷了磨合、彩排、治裝等忙的不可開交的過
程，甚至進錄音室錄下對話腳本，將兒時夢想交織在人生中的苦澀和甜蜜滋味，透過一次又一次反覆錄音，預定於演出會場播放。由於當時我也正預備前往美國進行巡演，兩頭燒的忙碌，使我在上台前竟病倒了！和若佳的相
約，只能用缺席演出劃下驚嘆號！ 
今年「台灣第九屆視障藝術季」又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了，我除了要負責製作每一場次的點字版節目單之外，又再度受邀於「微光中的歌吟」校園民歌演唱會中擔任單元演出。而且兩場演唱會分別於新竹清華大學演藝廳與鳳山
國父紀念館舉行。此次我將以新組成的杜若女聲二重唱第一女高音的角色站上視障藝術季的舞台。而和我合作的夥伴雖然不是我的老友若佳，而是另外一位朋友玉霞，但新的組合，帶給我新的激勵，使我充分感受到，適應與不
同歌者同台演出的挑戰性，不但帶給我一種以歌會友的幸福感，同時也使我更能充分掌握音色的多元轉換，與張力的充分發揮。但願今年的藝術季，我們能在歌中相遇。 

文 錄音執行與節目助理 唐梅娟
「戲戲哈哈」反賄選  
守法國民必聽的好節目「戲戲哈哈」，收聽頻道台北勞工教育廣播電台FM91.3、每週日上午八點至九點之間播出，由知名視障主持人陳一誠主持。  
進入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最重要的任務是錄製有聲書與法治教育廣播節目「戲戲哈哈」。從事這些相關工作使我感受到身為視障者，同樣可以為社會盡一份心力。八月份對我來說，是盡一個國民義務最佳的月份，因為我
為戲戲哈哈法治教育廣播節目聯繫由法務部安排之多位長官蒞臨協會，為反賄選發聲。  
由法務部施茂林部長以親切、親民的和善語氣，娓娓訴說今年度反賄選的政府立場與新政策，讓我充分感受到，反賄選確實人人有責。當中許多我們容易忽略的狀況，都在每一集節目中，由所有蒞臨節目的長官一一從不同行政
角度，提出最佳的建設性的引導，讓我們可以充分認識哪些候選人真的依法選舉，選賢與能。該系列接受專訪的長官還包括：士林地方法院吳陳鐶檢察長、台北地方法院顏大和檢察長、臺灣高等法院謝文定檢察長、法務部保護
司張清雲司長、法務部朱楠常務次長、法務部檢察司蔡清祥司長、法務部王添盛常務次長、士林地方法院江林達檢察官、板橋地方法院黃玉垣主任檢察官、法務部張斗輝主任秘書、最高法院江明蒼檢察官、法務部湯金全政務次
長。 期待各位可以按時收聽這個節目，除九月至十一月底連續三個月的反賄選話題之外，「戲戲哈哈」各月份都會透過廣播劇反映社會現況，請不同領域之專家於節目中為相關主題進行深入分析，知法才能守法，知法才能教育
好我們的下一代成為好國民，誠摯邀請大家一起為反賄選多盡一份心力。  

捐款徵信錄 
資料整理 會計出納與義賣統籌 張震芬 

        在台灣社會裡，一般的社服單位都難免遇到財源困窘的處境，協會當然也不例外，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每個月在整理這些捐款的相關資料的時候，心裡都不禁帶著感恩的心情，真的非常感謝社會大眾對於身心障礙
者藝文推廣協會的贊助與支持。以下是九十四年七月至八月的捐款徵信：  

07/05 財團法人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100,000元

07/05 財團法人普立爾文教基金會 5,000元

07/13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元

07/14 林泓德 300元

07/26 張彝霖 20,000元

08/02 蘇麗瓊 1,000元

08/04 財團法人普立爾文教基金會 5,000元

08/11 劉容志 50,000元

08/15 吳陳鐶 500元

08/15 顏大和 500元

08/15 謝文定 500元

08/15 張清雲 500元

08/15 朱楠 500元

08/15 蔡清祥 500元

08/17 王添盛 500元

08/22 黃玉垣 500元

08/22 江林達 500元

08/22 張斗輝 500元

08/24 黃逢益 1,000元

08/27 蔡妮妮 2,000元

08/28 蘇興李 10,000元

08/28 台北市麒麟獅子會 10,000元

08/29 湯金全 500元



 
 

 

HOT ~~藝協商品特區~~  
 
非比個性馬克杯組   
協會最新義賣商品！包括一個非比馬克杯與一個非比杯墊，十二個月份，十二個不同的圖案，挑選一個屬於自己生日月份的非比個性馬克杯組犒賞自己吧！  
非比名片盒   
你的名片總是散落在提包的角落嗎？讓一個設計精美、可愛大方的非比名片盒來幫你解決這個小問題吧。同樣有十二個不同月份的非比圖樣 任 君挑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