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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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去春來，新的一年又悄悄地來臨了！ 
回首剛過去的一年間，協會舉辦了台灣第九屆視障藝術季系列活動、伴隨我走世界的下一步生命教育宣導與校園巡迴系列活動、接受內政部委託製作2005

年慶祝國際身障日宣導歌曲CD、DVD套裝單曲發行，同時在法務部指導、台北地檢署與板橋地檢署所分配之緩起訴處分金專款的運用方面，已錄製完成共六本十

二張CD，預計於本年度以套裝方式隆重發行；另外全年也製播有五十二集「戲戲哈哈」法治教育廣播節目，以及至各地舉辦法治教育宣導活動，可說頗具成效。 
在媒合企業進用身心障礙者從事社會服務方面，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華菱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進用之十九位視障藝術專才，於二月份，將

獲得兩家公司又三年的續聘，使這份原本許多人認為不可能達成的就業方式，將要邁入第三度三年的穩定就業期間，我們心中有無限的感激。由於協會長期所推
動的服務，幾乎是以藝文專業為導向，接受服務的對象，希望透過專業能力學以致用，並不像許多社福機構所照顧需要急難救助的服務對象那樣悲情，故相對的
我們的募款能力欠缺！雪上加霜的是近三年前，台北市政府勞工局顏前局長上任後，即改變政策，取消原本鄭前局長任內針對身心障礙藝文團體的相關補助，故
協會失去了申請行政費、租金、人事費等權利！在此期間，營運即開始發生困難，但我們仍兢兢業業的繼續努力推動相關工作，希望能廣泛獲得民間社團、企業
單位以及熱心公益之社會賢達的協力，勉力維持下去。如今我們面臨協會成立近七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如果要問我這個關卡能否過的去？我想我對社會還是深具信心的！ 

此外，承蒙多位視障音樂專才，提供生動詞曲作品，並志願演奏、演唱，即將為協會製作出一張溫馨的募款合輯。合輯中並獲得三位知名藝人熱心公益跨刀演唱，於錄製合輯
過程中，也拍攝了相關紀錄影片，希望能讓社會大眾，聽見溫暖的聲音、看見真誠的故事。我們在面臨負債的陣痛中，孕育著這張載著使命的合輯，期盼在春暖花開時，合輯能應
運而生，亦能獲得廣泛大眾的支持，讓協會的危機化為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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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小啟--  
1、 首先是喜事兩樁， 1月12日 ，本會的會計震芬生下重3100公克的小寶寶了，是個男孩喔，不過因為有先天

性肺炎，目前還待在保溫箱中，請大家為他們加油！另外，執行編輯季芳（也就是在下我啦），21日和視
障音樂人俊傑結婚了，感謝大家的祝福！  

2、 「藝術零距離」雙月刊，94年12月號，因第九屆視障藝術而延至本月25日發刊，請見諒！  
3、 因協會目前仍缺乏人力寄發「藝術零距離」雙月刊有聲版，敬請見諒！  
4、 雙月刊94年8月號與94年10月號，非常感謝志工楊麗清、鄭滿珠、卓佳維與小林，協會工作人員靜怡、梅

娟、怡慧等協助整理與寄發。  
5、 因本會訊寄發數量超過千份，通訊錄或有重複，如您收到超過一份的會訊，請不吝來電通知，02-

27512099，感謝您的協助。另外，如果您希望收到電子郵件版而非紙本，請來電告知信箱，或發E-mail至執
行編輯信箱：g890415@mail.tnnua.edu.tw。感謝您！敬祝 新年快樂！  

本月新進志工：  
台北體育大學學生──陳業凱、戴于茜、范姜傑、陳建良、林志宇  

感謝以上五位同學熱心參與協會志工的行列！  

  
  

專題報導  

無數的努力成就一個夢  

-----第九屆視障藝術季活動紀實  
文 執行編輯 江季芳

第九屆視障藝術季終於在 12月17日 晚上於高雄鳳山國父紀念館劃下完美的句點了。這一屆的視障藝術季不論
是參與的人員或場次，都是歷年之最；節目演出的內容與表演形式，也不斷的推陳出新；有古典的音樂演奏、有悅
耳動聽的民歌演唱，也更進一步推出視障作曲家的作品發表；另外在節目演出中加入紀錄片影音的元素，讓更多的
觀眾可以一窺視障音樂人的神秘面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們將演出的場地由原來的台北地區，往南推展到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新竹清華大學和高雄鳳山國父紀念館，讓更多愛好音樂與關懷身心障礙藝文的朋友共襄盛舉，
而各地朋友的熱烈迴響，也每每給我們莫大的感動與鼓舞。 

這一屆的視障藝術季， 10月8日 首先由妙音樂集國樂團「門口埕的Melody」在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熱鬧
開場，現場吸引許多喜愛國樂的民眾攜家帶眷一起來聆聽，許多小朋友莫不對在台上奮力演出的大哥哥大姐姐，報

以敬佩的眼神。祕書長朱萬花也將她優美的民歌重新帶回校園，「在微光中的歌吟」演唱會 11月2日 在淡江大學、 

11月25日 到清華大學；另外也結合 曾宜臻 老師精湛的胡琴演奏， 12月1日 在中山堂的「在記憶的迴廊裡相遇」受

到現場400位觀眾熱烈的迴響； 12月17日 結合魔鏡樂團與杜若女聲在高雄鳳山國父紀念館，為高雄地區的朋友帶來

一場豐盛的音樂饗宴。  11月18日 則邀請到成軍將近20年，全球演 

出超過3500場的喜樂合唱團演出「歡喜快樂演唱會」，帶給現場觀眾歡喜快樂的歌聲。另外今年特別邀請到流行音

樂圈的資深國寶級詞曲創作人 黃仁清 老師參與演出， 10月26日 在「花與精靈」藝術餐廳， 黃仁清 老師與年輕一輩的視

障音樂人王俊傑展開一場「忘年之交」的音樂對話，場面極為溫馨感人。 黃 老師現場還大膽嘗試以R&B的唱法演唱「小

詩」，引來滿堂喝采。最後重頭戲當然是 12月12日 的「追憶似水年華」與 12月13日 的「鬥陣來嗆聲」演唱會。前者由 黃
仁清 老師與張育豪團長演出， 黃 老師邀請來多位當年因演唱他的創作而聲名大噪的知名歌手參與演出，如成鳳、陳盈
潔、余帝等等；張育豪團長則帶來他的陳年佳釀，每一首歌曲都是他多年的醞釀，真摯而動人。後者則由新一代的視障音
樂人鄭信盛、王俊傑擔綱演出，展現年輕人自由奔放不受拘束的情感，使新舞台的氣氛熱鬧到最高點。  

這半年來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影音紀錄與紀錄短片的拍攝，透過攝影機的觀景窗，我常常可以看到許多美麗的風景，那
不是一般你所熟悉的月曆上的那種風景，而是一個生命散發出光芒與熱度時的風景，它或許已經出現在你的生命中，也有
可能是你很希望自己的生命有一天也能散發出這樣的熱量與光芒。 



永遠青春的火鳥---- 黃仁清 老師  
「當上帝將你把門關上的時候，也必定為你開另外一扇窗」，這正是 黃 老師的寫照。青年 時的黃 老師是一位意氣風發的工程師，但是因為視力退

化轉而從事音樂創作的工作，不過因為之前 黃 老師鮮少參加身心障礙者的相關活動，因此較少人知道知名的「期待再相會」、「小詩」、「燃燒吧火
鳥」等歌曲的創作人是一位視障者。「追憶似水年華」演唱會的演出，是 黃 老師第一次從幕後走到幕前，親自演唱自己創作的歌曲，同時也邀請知名歌
手來跨刀演出。 

演出當天，頭髮斑白的黃 老師一身西裝筆挺，臉頰紅潤，真的看不出老師已經年屆七十，當紀錄短片播映完畢，聚光燈打
在 黃 老師的身上時，現場早已響起熱烈的掌聲，老師的表情略微靦腆，娓娓地唱出「小詩」的第一段。當 黃 老師唱完「小詩」
的第一段時，從後台走出一個高大的男子，為老師接唱「小詩」的第二段，原來是原唱 余天 先生。 黃 老師太意外了、太感動
了，一時幾乎說不出話來，只好和余天一起合唱。唱畢，余天回憶起許多當年 和黃 老師一起合作的光景，那真是光陰似箭啊，

時間竟不知不覺過去那麼多年了！接下來歌手陳怡真、余帝、石中玉、成鳳、陳盈潔紛紛登場，觀眾彷彿走入時光的隧道，重新回憶多年前膾炙人口的流
行歌曲，場面溫馨而令人感動不已。 

最 後黃 老師重新登台演唱安可曲「燃燒吧！火鳥」。這首歌曲當年由瓊瑤填詞、 黃仁清 老師作曲，知名歌手高凌風演唱，在流行歌壇風靡一時。
當老師演唱這首節奏又重又快的歌曲時，你彷彿看到一個永遠不老的靈魂，綻放著年輕的氣息。 

「花與精靈的忘年之交」  
我想如果沒有「花與精靈」藝術餐廳這麼溫暖舒服的空間，就不會有「忘年之交」這場完美的演出。以往藝術季的活動安排都是以新舞台、國父紀念館或文化中心這類的大

型表演場合為首選地點，今年當然也不例外，不過卻加入了新的嘗試，選擇在「花與精靈」藝術餐廳，這家位在中山國中捷運站旁的社區裡的餐廳演出。這家餐廳的老闆與工作人
員本身也熱愛音樂藝術，餐廳裡到處佈置著美麗的手工藝品或編織。來到這裡用餐的顧客大部分是社區裡的居民，有時只是來喝一杯咖啡，享受一下寧靜的氣氛，有時是全家一起
出來用餐，一樣有家中和樂融融的感覺。 

10月26日 這天晚上七點半，餐廳裡的座位已經坐滿，表演區的燈光亮起來了，朱萬花秘書長擔任主持人，由黃仁清老師與王俊傑這兩位年紀相差40歲的視障音樂人同台演

出。很難想像相差40歲的兩個人要怎麼擦出音樂的火花？我們難以想像，但是黃老師與俊傑做到了，兩個音樂頑童馬上讓原本溫暖的氣氛High起來，已經將近七十歲的黃老師竟

然以R&B的方式來演唱「小詩」，真是太酷了！俊傑調侃黃老師：「您可能是台灣第一個唱R&B的老人喔！」，現場的觀眾不禁哈哈大笑。俊傑也不甘示弱，演唱自己的創作歌曲
向黃老師請益，交換兩人在創作上的心得，還請老師演唱旋律甜美卻難度頗高的「情書團」，在座的人們都忍不住陶醉在兩人合作的琴聲歌聲裡了。最後朱萬花秘書長也忍不住技
癢而跳下來和黃老師合唱「期待再相會」，期待下一次相聚的時刻。 

  
處處有真情----全程參與的董事長  

過去幾年來，因為政府單位改變了原有的身心障礙者補助計畫，讓協會失去了重要的經費來源，協會苦撐至今，今年可說是面臨了成立以來最大
的經濟危機！然而雖然面臨如此的危機，協會卻不能失去原有的理想，仍然致力推動視障藝術季與各項服務身心障礙者的工作。但是經費問題應該如何
解決呢？身為協會秘書長，萬花姐可說是心急如焚。就在藝術季即將舉行、財務最吃緊的時刻，一向熱愛音樂藝術的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許嘉旭 先生，因有感於協會推動身心障礙者藝文活動的精神與大安工研食品追求身心健康的理念相近，又深受視障藝術家展現的生命力所感動，
特別贊助第九屆視障藝術部分活動經費，並提供工研酢予協會義賣，暫時舒緩協會經費缺乏的燃眉之急。 

和許多贊助者有一點不同的是，許董事長本身對於音樂藝術等文化活動就很感興趣，並常常親身參與其中。在這次的視障藝術季中，我們表演的
地點涵蓋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高雄縣等地區，不管是妙音樂集國樂團在桃園的演出或是「微光中的歌吟」在新竹的表演，在新舞台、在中山堂，
你都可以看到許董事長的身影，而且還是撥空全程參與，令所有的工作人員與參與演出的表演者都非常的感動與感謝。許董事長在第九屆視障藝術季的
宣傳記者會上說：「對我來說，他們的演出雖然不是完美的，卻是像天上的天籟一樣，因為他們身上散發著強烈的生命力，這是我在一般的藝人身上看
不到的。」協會所有的員工與所輔導的身心障礙者藝文專才在許董事長的談話中得到許多鼓勵，我們也會更加努力讓社會大眾看到身心障礙藝文專才跨

越障礙所綻放的光與熱！ 
  
無數的努力成就一個夢  

一場盛大的演出，往往是許多人數個月、甚至是將近一年的努力；每一屆視障藝術季的籌備與演出，也是在眾人的努力與奉獻下才完成的。從六
月開始，相關的籌備活動就已經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因為經費缺乏，協會的工作人員必須不斷地反覆尋找適當的場地
和尋求相關的贊助；接著，萬花姐開始號召大家一起來討論，該怎麼將表演盡善盡美的呈現給觀眾，也請大家規劃時
間，全力配合藝術季期間的練團與演出。萬花姐、蕙蘭和靜怡用無數通電話，將這張活動的藍圖慢慢地編織起來；接
著負責宣傳品製作的麗麗開始讓這張藍圖多一點顏色；季芳紀錄片的拍攝繼續為這張藍圖打一點光；所有熱心贊助的
廠商、社會賢達與志工為這張藍圖奠定穩定的基礎；最後所有演出的樂手與歌手在這一片基礎上，透過不斷的努力，
背譜、練團、練習再練習，最後熱鬧而活力四射地將節目表演在大家的眼前。當這群表演者站在舞台上展現他們的才
華時，也是他們自我實現、最開心快樂的時候，他們可以開心大聲的告訴大家，他們並沒有因為看不見而失去希望，
反而因此更加努力。這一群朋友有 黃仁清 老師、啄木鳥樂團的 張育豪 老師、 陳敦邦 老師、妍如，彭康福，周煜
開，馬惠美，魔鏡樂團的鍵盤手俊傑、鼓手阿勇、貝斯手老郭、豎笛張林峰，黑門樂團的阿盛、卡布達漾，全方位樂

團的柏毅、阿斌、周建宇、朱萬花秘書長、杜若女聲、…，還有幕前幕後許許多多來協助的歌手、樂手與工作人員。 

  
推動視障藝術季的手----朱萬花秘書長  

雖然協會才成立第七年，視障藝術季相關活動卻已經堂堂完成第九屆，今年，也就是九十五年就是第十屆了。在政府補助越來越少，財源越來越窘迫
的情況之下，要持續九年都辦理大型的藝文活動並非易事，不過協會幾乎是以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的狀況下完成任務了。這一切不禁要讓人好奇，負責
這一切活動的總策劃萬花姐是那來這麼大的「神力」呢？從春天開始構思藝術季的活動方向與節目內容，夏天的時候開始四處奔波聯繫表演者與場地，秋
天時，活動開始進入倒數的階段，在秋末冬初時，就是所有演出者大顯身手的時候了。從策劃、募款到溝通聯繫，身兼製作人、企劃與表演者，在工作人
員眼中的萬花姐，每一項工作都是那麼的投入，不厭其煩地奔波到不同地方開會、演出與演講，永遠都那麼有活力，簡直像一顆金頂電池。但是如果不是
萬花姐這樣的投入，藝術季恐怕也無法有現在的規模；如果沒有萬花姐的熱情，恐怕也無法號召這麼多的表演者與工作人員加入這一次的活動吧！ 

第九屆視障藝術季已經完美落幕了，這過程大家忙得辛苦，也忙得不亦樂乎！感謝社會大眾參與和熱情的掌聲，歲末年終，祝大家新年快樂，也請大
家敬請期待第十屆視障藝術季！ 

  
  

工作報告  

文 網頁管理與演藝開發 許靜怡
感謝與期待(94年09至12月)  

首先感謝工研酢許嘉旭董事長，將長年推動全民健康的理念及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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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慷慨解囊，同時許董事長還親
自率領工研同仁，不分南北到場參與該系列每一場活動，給予演出者莫大的鼓勵，不僅如此，此間工研還邀請妙音樂集、平安之歌、魔鏡樂團等團體參與64週年慶大典，以及社區
健康推廣活動，於工研大道、國父紀念館等場地凝聚無數熱情觀眾和視障表演者，共融於歌聲樂聲中，留下溫馨難忘的回憶。  

再則感謝功福公司許嘉富董事長，在協會草創初期，就曾贊助協會製作第一版簡介，於今年九月十日功福公司三十週年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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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善心實在令人感動不已！  

同時也要感謝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與財團法人修德文教基金會聯合贊助，協助本會從九月份至十二月份推動「伴隨我走世界的下一
步」特殊教育校園巡迴宣導活動，前進北縣市八所中小學進行特教常識宣導，盼能以生命教育演講、視障關懷宣導短
片播放暨視障樂團演出之多元、豐富又活潑的內容安排呈現，讓莘莘學子在輕鬆愉悅的氛圍中，從中學習到以正確、
健康的心態與身障族群相處，也可落實關懷弱勢族群並與之共融之信念。九至十二月份已先後完成光啟高中、北一女
中、思賢國小、中山國小、景美女中、內湖國中、中正國中、竹林高中等八所學校之特教宣導活動。宣導活動當日，
學生們見到視障朋友能以自己的專業開拓出黑暗世界的另一片天空，莫不给予廣大的熱烈迴響，同時亦在他們心中紮
植出樂觀、正向、積極、共融之心念。  

再則感謝文經出版社以及「花與精靈」藝術餐廳，聯合贊助近千本「用心看世界」書籍贈送給全國監所，協助
本會推動心靈淨化、重建信心之巡迴導讀活動，由協會秘書長 朱萬花 小姐前往台東東成技訓所、台東武陵監獄、新
竹看守所、新竹監獄、桃園少年輔育院、台北監獄、台中女子監獄、桃園女子監獄等監所進行導讀活動。藉此本「用
心看世界」自傳的內容導讀，讓更生人知曉，惟有「永不放棄」的正面人生觀，才能重建心靈、找回自信，不為一時

的迷失，而從此墮入黑暗的無底洞，永不可翻身。  
此外，本屆藝術季能順利的劃下句點，除感謝幕前幕後工作人員盡心盡力協力外，更要對各場次不遺餘力服務的志工們，獻上協會訴不盡的

感謝之意。因為這些社會賢達的愛心，點燃無數希望的心燈，讓社服天使的音樂服務能繼續傳唱，讓藝協關懷社會的能量能滿溢再滿溢。  

文 就業服務與行政管理 張蕙蘭
曾宜臻 老師的故事  



  

記得兒時剛開始學腳踏車時，騎得東倒西歪、跌跌撞撞的；總要有爸爸在後面扶著我，我才敢放心的往前騎。但是等到真正學會騎腳踏車
以後才知道，爸爸其實常常扶沒有多遠就放手了，我卻一直以為有人在後面扶著，因此才放心繼續往前騎。這個小時後的記憶給我一個啟示，當
你在學習一件新的事務時，要給自己許多的鼓勵與信心，也許一開始會做不好，但是慢慢的，因為相信自己做得到，終將會得到收穫的。  
曾宜臻老師的生活經驗也印證我的這個觀點。他曾經於2000年接受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進用，領導妙音樂集國樂團走過草

創時期的艱辛，而後從事街頭藝術表演、在社區大學教學、擔任少輔院 胡琴 老師、教導個別學生學琴…，透過不斷的努
力，漸漸走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這時宜臻有感於許多身心障礙者可能更需要這份幫助，因此將企業進用
這個名額空出來。而宜臻則繼續開展實現理想的途徑，如今一路走來已出版有「戀戀台灣」專輯，以台灣民
謠的共鳴打動無數愛樂者的心弦；另外他還完成一項壯舉，由宜臻口述、協會志工聽寫，將強記在他腦海裡
的樂譜寫成一般普通的樂譜教材，使他的學生能透過他親自編寫的教材，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更多的幫助。而
現今宜臻還有一個更大的願望，就是期盼在明年度完成胡琴教學光碟的錄製，協會也將全力協助他圓夢。  

去年 12月1日 當天晚上，宜臻也特別和萬花姐同台演出「在記憶的迴廊裡相遇--曾宜臻V.S朱萬花 琴聲對話」。上半場欣賞了宜臻精湛的胡琴演奏，下
半場則是萬花的民歌演唱。宜臻的二胡琴弦勾勒出一首首深情款款的台灣民謠與傳統樂曲，現場來了許多他的學生與熱愛胡琴演奏的
觀眾，他每一首技巧純熟的演出，都獲得如雷的掌聲，再加上萬花姐優雅的校園民歌演唱，觀眾陶醉不已，直到活動結束，大家才依依不捨地離

開。 
文 企劃與宣傳執行 張麗麗

學習義賣  
秋末的午後，協會受邀參與了總統府前廣場舉辦的園遊會。今年九月以後，協會在義賣的CD、書籍和非比系列商品中，新推出了手機吊飾與鑰匙圈。這精美的吊飾及鑰匙

圈，可供購買者選擇他所想要的英文字母或數字，再由工作人員鑲嵌入一條細皮帶中，最後加上固定的吊飾頭，即成為獨一無二的個性配件。  
下午活動開始不久，攤位的前方來了一個高大的男子，要購買一條手機調飾，我將他要的英文字母一一穿入皮帶中，眼看即將完成，但最後一個製作步驟，卻著實困擾我。

由於疏於練習加上繩子太短太硬，我怎麼也無法把皮繩的兩頭順利打結。眼見協會攤位前購買義賣品的人潮不斷，另兩位同事也處於忙碌狀態，我的心情極為焦慮；深怕讓他久等
不耐的我，抬頭表達歉意，映入眼中的卻是一張帶著暖暖笑意的臉龐：「不要緊，慢慢來。」帶著感激，穩下心來，我繼續完成手上的工作，不一會兒繩子終於打好了結，將成品
遞給這位顧客後，我與同事們繼續招呼人群。沒想到，約莫十分鐘光景，那位男士又再度回到攤位前，他手中拿著一根鐵絲，熱心地教導我如何利用鐵絲來製作手機吊飾，我嘗試
照他的方法製作，果然順利地完成。 

我感謝他的熱心與包容，這位雄壯的男子羞紅了臉，不住的搖頭：「我只是希望你們的義賣品能賣的更好。」在每次的義賣活動中，是我們與社會大眾做最近距離的接觸時
刻，像這樣充滿善意的回饋，總能為我們帶來更多的力量，支持我們走下去。一根鐵絲所傳遞出的溫馨，拉近了心與心的距離，每一位關懷身障者的朋友，這條路上，感謝有您相
伴！ 

文 媒體專員 江季芳

  
我的左眼  

籌畫多時的第九屆視障藝術季終於在 12月17日 高雄鳳山國父紀念館劃下句點。這次我所負責的工作是拍攝視障藝術家們的紀錄短片。 
從六月底開始，這項拍攝計畫便開始慢慢動工。原先此次表演規劃了六位視障詞曲創作人參與演出，之後因為個人的狀況不同，最後實際參與演出

的有 黃仁清 老師、張育豪團長、鄭信盛與王俊傑。這次的紀錄短片拍攝計畫中，狀況最特別的就是原本預計要參與 12月13日 「鬥陣來嗆聲」的卡布達漾
（有些朋友習慣叫他劉培軍）。卡布達漾是整個計畫中最早進行訪談的對象，我記得七月初我帶著攝影師去他住的地方進行拍攝時，剛開始他還因為不太
習慣攝影機而顯得有些生疏。但是當他一拿起他擅長演奏的薩克斯風時，頓時像一個找到自己最心愛的玩具的孩子，開心又熱情地為你介紹他最喜歡的音
樂。雖然他只有左眼微薄的視力，但是靈感來的時候，他會坐在鍾愛的電鋼琴前，紀錄下腦中靈光乍現時動感的音符。 

9月時，我忽然聽到他去開刀的消息，原來是他的左眼出現視網膜剝離的症狀。到十月的時候，聽說他又動了第二次手術，復原的路程相當艱辛。醫

師指示他不能做劇烈的運動，還包括不能用力唱歌與吹薩克斯風。對一個同是樂手和歌手的卡布達漾來說，這真是一個打擊！而 12月13日 的演出他也確
定不能參加了。但是熱愛音樂的卡布，還是向製作人萬花姐爭取到由好友阿盛與俊傑來演唱他的創作曲「嘸免驚」和「左眼」。 

做為一個紀錄片拍攝者，我非常希望讓社會大眾知道，這就是視障藝術家必須面對的處境之一。有時候他們必須艱辛地與命運搏鬥，才能為自己挽
留住微薄的視力，也希望社會大眾給他們許許多多的祝福，支持他們走藝術創作之路。 

11月4日 那天，我與卡布約好去他家進行簡單的拍攝。卡布雖然可以坐起來了（一般視網膜剝離的病人在復原的期間必須趴在床上休養，有時時間
長達半年以上。），但是還不能吹到風或到戶外去。當他與媽媽一起聊到第二次手術結束後情況還是沒有辦法改善時，當時內心可說心急如焚，因為那可

是他僅存的視力啊。所幸他後來在榮總找到一位技術精湛的醫師為他動第三次手術，才改善視網膜剝離的狀況，並慢慢的恢復中。離開卡布家之前，他還播放以前所創作的音樂給
我聽，許多都是我們一直沒有機會聽到的，原本都是他計畫在這次演唱會中演出的。聽著從前的創作的他，似乎忘記眼疾的疼痛，短暫地露出歡喜的笑容。 

過去我也曾經陪著母親在醫院裡接受治療，每天忍受著可能失明的焦慮，因此對於卡布達漾在面對這樣的生命困境時，堅忍與樂觀的精神特別地感動，看見這個世界對大部

分的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對卡布和他的許多朋友來說，卻是必須努力去爭取，而不一定能得到的渴望。 12月13日 那天晚上，當阿盛在台上演唱「左眼」時，那真是一個
令人動容的畫面啊。  

文 志工管理與錄音統籌 李怡慧
有聲志工小故事  

因為一次酒駕，協會「托地檢署的福」，讓 黃 先生來此擔任行動志工，服務須滿100個小時方可結案。他說，剛開始時對於「志工」一職深感新奇，後來雖服務時數已超
過，但卻當志工當上了癮呢。每次 黃 先生來協會時，鐵定帶著漂亮的老婆和可愛的小女兒一起來幫忙。尤其假日的園遊會義賣，更是全家出動，只見著一個孩子王爸爸比三個小
蘿蔔頭還要好奇地在尋找會場的樂子，讓全家人在歡樂中完成服務。  

去年在錄製廣播劇時，我交待給 黃 先生的是一些罵人的台詞，他罵起來很沒氣勢，加上滿口台中腔的台灣國語，實在令我很想笑場。我告訴他請把家中罵小孩的情緒用進
來，他說他不會，他從不罵小孩的。  

今年十月份和志工朋友一起出遊時，黃氏一家人也都來了，在旅途中，我看見 黃 先生拿著相機恣意地東拍西照，而 黃 太太則在一旁：「黃xx你給我回來，不要亂跑！」原
來管教孩子的工作 全落在 太太身上，難怪他不會罵人。突然「哇！恐龍！好大的恐龍！」猛然一看，竟見 黃 先生拿著相機正在拍攝一隻綠得發亮的大螳螂，我看著他帶著驚喜興
奮的表情，覺得他真是位稚氣未脫的爸爸呀。  

其實每次接到因酒駕而來的志工，都覺得很好笑，這種處罰方式真是太妙了，但還是希望大家喝酒不上道喲！ 
文 紀秀月

世儀與我  
記得有陣子接連幾位音樂志工都無法到協會服務，我正十分擔心的時候，世儀主動上協會網站報名，願意加入我們音樂志工的行列。當時我真是如獲至寶，因為已有很長一

段時間沒有人報名音樂志工了。他在協會最主要服務的工作內容是報讀樂譜和聽寫樂譜，這分工作非常繁瑣，需要有充分的耐心和細心，再加上準確度才能完成。她每個星期都會
撥出兩個時段給協會，每一次服務都非常認真、用心，很少請假缺席。 
世儀說：「有次上網無意間看到藝文推廣協會在招募志工，我當時只是好奇工作內容為何，所以才來到協會幫忙；當我得知要幫視障朋友寫譜或讀譜時，我還怕自己做不來呢！我
還記得第一次念譜時，我必須把譜上音符、拍長、音高等念出來讓秀月轉換成點字譜時，我才知道原來自己『看』譜是如此輕鬆、簡單的動作，對視障朋友卻是難上加難，他們不
僅要時常請人幫忙，所念過的段落也必須強逼自己背下來，一段一段的、慢慢的拼湊出整首曲子，當然這過程要花很多時間，但是也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能讓他們更快學習，對
他們而言實在是太辛苦了。接觸到這麼特別的一群人，讓我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我只能說我很幸運，因為他們讓我體會不一樣的生活；現在協會還是很缺志工，希望大家能
和我一樣樂於享受助人的快樂。」 
我同樣也非常期待有更多社會人士學習世儀的服務熱誠，將這份愛心傳達給每一位需要點字樂譜的視障朋友。 

文 錄音執行與節目助理唐梅娟
我的小收穫  

很高興進入協會這幾個月期間，我能學以致用，以錄控音專業技能，為協會的聲書錄製服務盡一份心力，同時也參與了「戲戲哈哈」法治教育廣播節目的受訪者邀訪工作。
在錄控音的過程中，我可以將既有的專業知識，運用於執行流程中，使每一片完成的有聲書有質感、有可聽性，在聯繫安排受訪者接受主持人 陳一誠 先生的訪問過程中，我則必
須開放自己，為協會誠摯的邀請各界熱心人士前來接受節目的訪談，這份工作很具有挑戰性，也漸漸磨練我的溝通協調能力，得以提昇。 

另外，萬花姐常開玩笑對我們說，在協會的工作人員，盲人要當明眼人用、女人要當男人用，之前協會正緊鑼密鼓的舉辦台灣第九屆視障藝術季系列活動，協會需要大量人

力的幫忙，我自然也要盡力協助囉。在藝術季的相關工作中，我的任務就是準備義賣品，以及藝術季文宣品的整理與寄發。我忙著包海報與DM的過程中，才發現「紙」是會傷人
的東西，我的手指在不經意間就被割傷了！疼痛告誡我，不論做任何以為簡單的事情時，都要得法、都要留意，就像這一次包文宣品的經驗，明確的讓我了解到，在還沒包文宣品
之前，我認為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實際工作起來才知道它沒有想像中的容易，慢慢的我會快速的包裝，也知道讓自己的手不再受傷。看到所有包好的文宣品寄出時，自己覺得
好有成就感喔！這種不但不會成為同事們的負擔，還能為同事們分擔工作的成就感，很美、很踏實、很值得與您分享。 

捐款徵信---94年9月~94年10月
資料整理 會計出納與義賣統籌 張震芬

     09/05       中華汽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00元 
     09/05       台北市青少年育樂中心       1,000元 

09/05     財團法人普立爾文教基金會     5,000元 

09/09     林泓德     200元 

09/10     功福企業有限公司     100,000元 



 
 

HOT ~~藝協商品特區~~  

  

09/12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元 

09/15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50,000元 

09/24     財團法人臺灣更生保護會     12,483元 

     10/05       財團法人普立爾文教基金會       5,000元

10/08     林泓德     200元 

10/11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元 

10/12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元 

10/15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0元 

10/15     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職工福利委員會    6,000元 

10/15     煒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600元 

10/18     中華汽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800元 

10/19     黃麗宇    2,000元 

10/24     蔡元清    1,000元 

非比的故事 ~~ 

「非比」是聖經裡天使的名字。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一群懷抱著藝術夢想與藝術長才的視障者，被譽為「黑暗中的社服天使」，他們長期以音樂藝術演出的方
式，從事老人關懷、監所勸化演出、生命教育等工作。這群黑暗中的社服天使有如聖經中非比天使的化身，不分春夏秋冬，奔波在社會的每一個需要關懷的角
落，有如天使展翅飛翔的雙翼將愛散佈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一樣。因此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特別將「黑暗中的社服天使」的形象具體化，申請商標專利，命
名為「非比」，並開發非比相關的藝術作品、實用的生活小用品。如今在長年關懷社會服務工作的本會常務監事 施志明 先生的贊助下，完成了一千個可愛的非
比陶瓷娃娃，邀請大家用愛心來認購。 

  
  

第九屆視障藝術季 照片集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