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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遲到的感恩獻禮  

文 秘書長 朱萬花
各位親愛的朋友，讓您久等了！本期會訊因執行編輯江季芳小姐，於六月三十日產下愛女，暫時告別編輯台，故有些延遲。但我們一方面在感染季芳初為人母的喜氣，另一方面也在慶祝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七歲

生日，在雙喜臨門的喜悅下，我們以一份感恩的心，獻上幾項獻禮： 
一、於慶祝協會七歲生日的同時，正式成立「非比志工隊」，並選定隊長與幹部，於每週四晚間七點半至九點半，定期集會，為關懷社會之相關工作奉獻智慧與心力。近兩個月

來，「非比志工隊」這一群熱心的天使們，無私的奉獻，點點滴滴，為協會與社會大眾之間，串連起更有效的溝通橋梁，透過活動辦理的協力、活動宣傳的整體配合、錄音、點字樂譜轉
譯等工作的投入，使得協會於經濟困頓的此時，仍能勇於面對困難，化解重重挑戰。 

如果您也曾在Y17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欣賞過「青春真情 藝術饗宴」的活動，就能充分感受到這些男女老幼天使們的熱情與魅力。他們風雨無阻、誠心待人，將身心障礙者藝文
推廣協會的關懷理念，以最誠摯、最平實的方式推薦給現場觀眾，為明盲之間，搭起了友善的溝通橋樑。如果您也想加入「非比志工隊」，歡迎立刻報名。 

二、第十屆台灣視障藝術季開鑼了！二○○六年十至十二月，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要獻給高雄、台中、台北、桃園、宜蘭、南投等地區的朋友們，隆重的藝術獻禮。三大系列

十大場次的活動，有售票與非售票兩種形式進行，歡迎上網查詢，網址是：http://www.apad.org.tw。售票場次凡六十五歲以上長者、二十五歲以下學生、身心障礙者，均可享五折優

惠，另有會員、團體購票等折扣方式，歡迎洽詢：02-27512099 張震芬小姐。本屆藝術季將有多位知名藝人跨刀演出，有黃妃、蔡振南、李聖傑等，明盲同台的盛事，請勿輕易錯過！ 
三、承蒙美國某基金會以及向陽公益基金會捐助約五十萬元，解救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燃眉之急，使得協會的會務得以繼續運作，不勝感激！更期盼從中秋到春節期間，如企

業單位與各大社團，希望從事社會關懷活動，或舉辦晚會等，均歡迎與我們聯繫，讓我們安排適切且精湛的演出團體，以才藝充實心靈，也能將企業單位或各大社團的善舉，傳揚至更廣泛的社會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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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小啟--  

1、 親愛的讀者，「藝術零距離」雙月刊八月號，因執行編輯請產假，故停刊一次。請繼續給我們支持與鼓
勵，如您有任何建議，請與我們聯繫。  

2、 第十屆台灣視障藝術季即將開鑼，歡迎所有的朋友一起來欣賞我們為您精心推出的精采表演！  
3、 雙月刊95年6月號，非常感謝協會全體工作人員協助整理與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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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如果您希望收到電子郵件版而非紙本，請E-mail至執行編輯信箱：achifang@gmail.com。感謝您！ 

近期新進志工：  
陳美吟、黃秀錦、潘儀方、劉靜君、陳華美、馮曉玲、吳至傑、盧惠安、施怡安。  

感謝您熱心參與協會志工的行列！！  

  
  

專題報導：之一  

璀璨十年  

---第十屆台灣視障藝術季特別報導  

文 執行編輯 江季芳
一路蓽路藍縷，台灣視障藝術季今年堂堂進入第十屆了。從古典的聲樂演唱、鋼琴演奏到新世代的創作歌曲，從街頭藝術到進入國家音樂廳演出，過去九年來，台灣視障藝術季讓視障音樂人的夢想不再只是夢想，他

們找到了自我肯定與貢獻社會的舞台，嘹亮的歌聲溫暖人心、悠揚的曲音發人省思；他們的身上散發者前所未有的光亮，這光亮是無數次反覆的練習與努力、無數人的熱情與協助所聚
合而成。在邁入第十屆的此時此刻，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將再一次以最大的努力，為您獻上視障音樂人最動人的演出！ 

第十屆台灣視障藝術季此次有三大系列十場的演出，首先為您介紹第一系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賞月對於視障音樂人來說，未免有些困難，但是月圓人圓的
日子，我們的歌聲卻能使人更加的溫暖。協會將以「頻送秋波‧賞樂興讚」為主題舉辦四場盛大的音樂會，讓北中南三區的觀眾，賞月也賞樂。第一場將於 十月五日 晚間在高雄愛河河
畔開跑，由自然美聲女高音朱萬花與知名的視障樂團「魔鏡」擔綱演出，並特別邀請台語歌壇甜姐兒黃妃、知名音樂製作人徐清原擔任特別嘉賓。第二場於 十月六日 晚間在台中市豐樂
雕塑公園，同樣由女高音朱萬花與「魔鏡」樂團擔綱演出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知名製作人徐清原將演唱個人創作的新民歌，並由台灣知名的靈魂歌手 蔡振南 先生擔任特別嘉賓，現場
將盛況可期！第三場於 十月七日 晚間於台北美麗華，由最知名的視障歌手蕭煌奇與老搭檔全方位樂 

團擔綱演出，並邀請老朋友也是知名藝人李聖傑同台演出，以最感
性的嗓音感動您的心！第四場將於 十月七日 下午起，在桃園縣政府演藝
廳與一樓廣場，以原住民為主題，結合由協會協助企業進用之藝術家的
雕刻、畫作展覽與「黑門」樂團的音樂演出，讓您體驗不同風貌的中秋
饗宴。 

第二系列「五眼明盲音樂會」共有三場，分別於十一月十七、十
九、二十四日於台北市社教館演藝廳、台泥士敏廳、台中市文英館圓夢
廳演出。這個系列的音樂會，將由盲人導師蓮懺上人率領「五眼樂團」
與國內知名的視障藝術表演工作者與中國廣西少數民族歌唱家同台演
出，請跟著我們的腳步，共同聆聽明盲之間，以歌聲溫暖的對話。 

你有多久沒有聽到故鄉的歌？又有多久沒有踏上故鄉的土地？是否
也思念故鄉土地的芬芳？第三系列「擁抱土地之歌」，也是本屆視障藝術季的壓軸，這一系列的音樂會將帶給
你最濃郁的鄉愁。共有三場，十二月十日在台北新舞台，由三位知名的視障原住民歌手鄭信盛、卡布達漾、馬
惠美和鄭信盛、卡布達漾所屬的「黑 

門」樂團擔任演出，演出他們拿手的原住民歌謠和自己進入都市生活之後所創作的動人歌曲。第二場，知名的盲人鋼琴手王俊傑將於十二月十五日回到故鄉宜蘭，在羅東鎮展演廳演出他個人的創作曲，以饗故鄉人。
第三場，將由協會秘書長朱萬花擔任壓軸，她將回到久違的故鄉南投，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演出許多令人懷念的電影歌曲、新世代的流行歌曲等等，以前所
未有的形式演出最深沉的鄉愁。 

過去十年來，台灣視障藝術季提供了將近百場的正式演出機會，深耕視障藝文專才售票演出，可謂是「含淚播種」，然而「歡呼收割」那一刻似乎還沒有來臨，在協會財務危機日
益增加的此時此刻，我們懇切的希望社會給身心障礙藝文專才者更多的機會，給協會所努力的理想更多的支持。台灣視障藝術季第十年了，交織著夢想與淚水，當舞台的聚光燈又再度
亮起來的時候，您的掌聲將凝聚我們的勇氣，我們將再一次為您唱出最甜美的歌聲。 

   



場次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活動主題  演出人員  

一  10月5日 （四）  

20:00至22:00  

高雄愛河  「頻送秋波˙賞樂興讚」  

中秋音樂會系列  

朱萬花、魔鏡樂團、  

徐清原、黃妃  

二  10月6日 (五)  

20:00至22:00  

台中市豐樂雕塑公園  魔鏡樂團、蔡振南、朱萬花、徐清原  

三  10月7日 (六)  

19:30至21:30  

台北美麗華  全方位樂團、蕭煌奇、馬惠美、李聖傑  

四  10月7日 （六）  

15:30至21:30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演藝廳與一樓大廳  

黑門樂團、鄭信盛、卡布達漾、朱萬花、跨障別身心障礙原住民藝術家 

五  11月17日 （五）  

19:30至21:30  

台南市社教館演藝廳  五眼明盲音樂會系列  五眼樂團、紀秀月、朱萬花、廣西省少數民族歌唱家  

六  11月19日 (日)  

14:30至16:30  

台泥士敏廳  

七  11月24日 (五)  

19:30至21:30  

台中文英館圓夢廳  

八  12月10日 (日)  

19:30至21:30  

新舞臺  擁抱土地之歌系列  鄭信盛、卡布達漾、馬惠美、黑門樂團  

九  12月15日 (五)  

19:30至21:30  

宜蘭市羅東鎮展演廳 王俊傑、魔鏡樂團 

十  12月27日 (三)  

19:30至21:30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演藝廳 

朱萬花、魔鏡樂團  

   
  

專題報導：之二  

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的新臂膀  

---「非比志工隊」成立了！  

前言：經過負責管理志工的同事怡慧與多位熱心志工的奔走，我們期待已久的「非比志工隊」終於在七月九日召開第一次的志工會議。我們希望透過「非比志工隊」的成立，讓更多熱心的志工參與協會的活動，也希望透
過志工的協助，讓協會執行的工作與理想能向前更進一步！  

◆ 志工管理 李怡慧
承蒙容邵文先生、蕭志堅先生的發起，為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正式成立「非比志工隊」。這個組織是為了加強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的服務能量而成立。目前已在六位幹部：容邵文隊長、蕭志堅副隊長與四位

組長：惠玲、淑惠、銘娟、文瑜的鼎力協助下，一步一腳印，建立起志工組織的基礎，期望邁向具規模的組織團隊發展型態，也希望讓加入志工組織的朋友，能有系統、有方向的參與各項協會所舉辦的活動、所推展的服
務。  

回顧從第一次六個幹部們互相不熟識，到現在幹部們就像一家人一樣，靠著大家的努力及配合，我們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七月九日的志工成立大會，及八月十三日於金山比佛利山莊舉辦志工培訓及交流的活動，也

都讓協會的志工們有了相當的默契。靠著隊長容大哥的帶領及幹部們的努力，九月份於Y17青少年育樂中心的活動，不但場面熱鬧，義賣收入更比往常多出許多！尤其副隊長蕭大哥的熱情攻勢，更讓現場的每一位觀眾都對

協會及Y17的活動有了進一步的認同感。淑惠於現場製作許多精美的手工藝品，惠玲也攜帶自己私藏的圖書，志工們上上下下都在為協會而努力，這種景象真令人感動。心想，我一定要加倍的努力，認真的工作，怎麼能輸
給志工呢？ 

志工不但在活動上熱心協助，對於協會日常的會務也幫忙不少，現在已固定的有黃老師及劉老師為協會聯絡事務及對發票。另外志工幹部還定其於每週四晚間回到協會，召開工作會議，也不定期舉辦志工聯誼、志工
培訓等活動。為了即將到來的台灣第十屆視障藝術季，多位志工甚至願意跨縣市陪同視障藝術表演工作者去開拓新版圖，爭取藝術新觀眾。我們除了感恩還是感恩，並期盼有更多熱心公益的天使們加入我們的服務行列。

如您希望成為我們的志工行列，請來電：02-27512099 洽李怡慧，我們竭誠歡迎您的加入！ 
◆非比志工隊隊長 容邵文

擔任志工十多年了，接觸盲胞對邵文而言，原是抱著交朋友的心態，卻也帶來一個嶄新且迥異於以往新的體驗。是啊！就如同有個朋友曾問我：「若是一個盲友要我介紹國旗，你怎麼說？」我說：「就是青天白日滿
地紅啊！這大家都知道的嘛。」只見他微笑地看著我，驀然才意識到，即便是平時常見到的事物，要如何貼切地介紹給從未見過的盲友也是個大學問，諸如用詞遣句、形狀顏色、典故用途，這也讓我在生活中嘗試著換個
角度想像自己也看不見，將周遭點點滴滴介紹給自己。  

而與協會的緣份，就在一次偶然機會下，眼看著就要將手上的報紙丟進回收筒內，不經意地瞥見一小則新聞，時間就像停格般的靜止，報上的文字，就像魔術般要我拿起電話按下2751-2099，隨著電波傳到話筒那
端：  

「請找 李 小姐。」 
「我就是……」 

就這樣開啟了。記得那時約好 五月十八日 十一點見面，才知道協會有意整合志工的力量，襄助更多視障專才。之後第一次參加 五月二十八日 在Y17青少年育樂中心舉辦的「青春真情 藝術饗宴」，認識了企劃張麗麗及資
深志工蕭志堅。六月八日協會秘書長朱萬花女士為了志工團隊，百忙中抽空與我及志堅兄交換許多寶貴意見及想法，就這樣「非比志工隊」的雛形漸漸出現。  

接著又在 六月十八日 於御書園召開首次籌備會，匯集眾人力量，緊鑼密鼓展開 七月九日 的志工成立大會。為了將此次的成立大會能夠結合Y17青少年育樂中心原有的活動，並有周延妥善的安排，還特地召集所有的
幹部與關主，開了二次的行前會議，而當天前來參與的志工也有二十位之多，就這樣協會正式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埤。  

這是一個屬於大家的園地，我們好比是園丁，要使這個花園成長茁壯、花團錦簇、蒸蒸日上，我擔任志工隊長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心連心、手攜手，共同為這個社會黑暗的角落點上一盞暖暖的心燈。 

工作報告  

藝協活動精彩報  

文 網頁管理與演藝開發 許靜怡
【二零零六年．六線道】定期、定點演出報你知  

1.「青春真情藝術饗宴」，y17 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  
2.「花精靈音樂會」，花與精靈咖啡館  
3.「非關視覺群星爭輝」，台中市文英館圓夢廳  
4.「讓我們看雲去」，羅東運動公園碼頭  
5.「無為音樂饗宴」，台中無為草堂  
6.「台捷交流藝術展演」，台北京華城戶外廣場  
上述六大系列定期、定點演出活動，各具特色，豐富多元，敬請上本會網站查詢。(http://www.apad.org.tw)。  

【弦月滿月一樣美】  
八月二日第九屆弦月之美身障才藝大展晚會，跨障別的詠嘆生命之美演出，讓與會者感動莫名。  
緊接著在 十二月三日 晚間七點整，第十屆弦月之美晚會，要再一次帶給觀眾更深的感動，索票日期將於十一月公告於本會網站，請密切注意。  

【峰情萬種‧爵士滋味】  
八月五日台中文英館圓夢廳及八月十八日台南市社教館演藝廳，以售票方式辦理「峰情萬種．爵士搖擺」~張林峰豎笛音樂會。歷經生命淬煉的音樂達人，以專業實力挑戰百年爵

士樂曲，成功轉動了夢想之輪。  
【法治教育薪火相傳】  

從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法務部、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暨桃園分會、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國際獅子會 300G 2區總監辦事處暨各所屬分會、桃園縣政府各鄉

鎮市公所、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桃園辦事處、桃園縣觀護人志工協進會、桃園轄區內之國、高中學校、國際獅子會 300G 2區青年伸展委員會、國際獅子會 300G 2區關懷弱

勢委員會、財團法人壽山巖觀音寺等單位，聯合舉辦三十場「2006年桃園地區校園法治教育、婦幼新知、拒絕家暴宣導音樂饗宴巡迴演出活動」，感謝其為強化該區青少年「知法、守
法、守紀」正確法治觀念及啟發「向學、向上、向善」健全人格發展之付出不遺餘力。期盼若其他地區也希望辦理類似活動，可主動與協會聯絡，共同開啟服務與關懷之門，受惠於更
多的莘莘學子。 

  

企業進用藝術特展  

文 行政統籌與企業進用 張蕙蘭
在今年的第十屆視台灣障藝術季中有二場將於十月七日假桃園縣文化局揭幕的活動，是由台灣全錄股份有限公司所進用的身障朋友作品及才藝的展現，將其在接受進用的過程中所

經歷及成長的部份在現場來完整的展現，首先下午三點三十分將於一樓大廳由江春錦小姐表演原住民傳統舞蹈及林莉卿小姐的電子琴演奏來拉開序幕，現場將展出阿邁．熙然、瑁瑁．
瑪邵、黃約瑟的繪畫、木雕作品外，還有文化保存工作隊為社區服務的過程，如何從無到有、從荒蕪到一片翠綠、從凌亂到整潔的實況記錄照片。第二階段將於晚間七點三十分於文化
局演藝廳裡由黑門樂團進行精彩的演出，在團員大都是原住民的情況下，將演唱台灣原住民的歌曲及團員創作的作品，為台灣的原住民來發聲，另外也邀請了多位神秘嘉賓共襄盛舉，
內容精彩，歡迎大家有機會的話務必到現場來欣賞，一起來為他們喝采哦！ 
  
  

璀燦十年‧倒數計時  

企劃執行 張麗麗 
時序進入九月，炎熱的夏季倏然而逝，而協會依舊保持著不間斷的熱力，推動進行著「第十屆台灣視障藝術季～璀璨十年」的前製工作。回顧七八月，我們完成了在國父紀念館舉

行的「弦月之美」跨障別演出，也為拿下本屆金曲獎最佳流行音樂演奏專輯「意湖」中擔任豎笛演奏者－張林峰舉辦了橫跨北、中、南之「峰情萬種˙爵士搖擺」爵士音樂會，另外在Y17青少年育樂中心的青春真情藝術饗
宴及台中迴廊文英館、無為草堂的各式音樂風演出也未曾停歇。在協會陷入經濟危機的此刻，所有工作夥伴一邊仔細地呵護著手中的希望火種，一邊在風雨搖擺中朝著理想之路前進，期盼有更多知音能與我們一同為這群
優秀的視障音樂人建立「藝術平等 明盲無別」的平台。  

點字樂譜轉譯中！  

文 樂譜轉譯 紀秀月
自協會執行點字樂譜轉譯工作以來，也竭心盡力為許多需要即時點字樂譜轉譯的單位和個人進行協助，最近完成的轉譯工作包括：  

1 完成舒伯特藝術歌曲第二冊。  
2 舒伯特藝術歌曲第三冊，正在點譯中。  
3 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委託轉譯薩克斯風樂譜54版。  



 
 

  
  

  

HOT ~藝協商品特區~   

這一期我們要介紹一個非常特別的義賣商品，那就是第十屆台灣視障藝術季演出的門票。現在隆重為您介紹：  
◆十月七日「頻送秋波‧賞樂興讚」桃園場次，每張門票200元。  
◆十二月十日「擁抱土地之歌」新舞台場次，有300 400 500元三種不同票價。  
◆十二月十五日「擁抱土地之歌」宜蘭場次，每張門票200元。  
◆十二月二十七日「擁抱土地之歌」南投場次，每張門票200元。  
售票場次凡六十五歲以上長者、二十五歲以下學生、身心障礙者，均可享五折優惠，另有會員、團體購票等折扣方式，歡迎洽詢：02-27512099 張震芬 小姐。  

4 視障協會委託轉譯台語老歌樂譜5版。  
5 淡江大學委託轉譯高中音樂課本樂譜37版。  
如有關於點字樂譜轉譯之需求，歡迎洽詢 02-27512099 紀秀月。 
  

無中生有的過程  

文 「戲戲哈哈」法治教育廣播節目 前編劇 涂惠珠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何不輕鬆聽戲劇，笑眼看人生』這是『戲戲哈哈』節目的片頭開場詞，『戲戲哈哈』是一個法治教育的廣播節目，節目開頭會播放一段五到十分鐘的廣播劇，帶出該週訪談的法律宣導主題，

而我就是那廣播劇的前任編劇，很高興能有機會在這期刊裡，嘮叨一下創劇過程的兩三事。  
不免俗套的，先容我在這裡感謝一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製作法治教育廣播節目，它給了我寫劇本的機會，這個機會讓我磨練出可以每個禮拜生出一個劇本的能力，同時也讓我為了寫劇本，必須得時常的注意新

聞時事，上網找尋法律相關資料，進而從中獲取了一些法律常識，更得知和自己有關的法條權益，對我來說，這是一種不同且具有意義的學習機會和方式。  
在這個尋找資料、吸收法律常識的過程裡，劇本也就這樣陸陸續續一齣齣的產生出來，劇本出來後必須要經過一個大工程，那就是找人來將我寫的劇本演出來，並且錄下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必須要操作錄音機器，

還得同時擔任導演的角色，節目錄好了，經過剪接，再加上音效和音樂的後製，就變成了一齣廣播劇，一齣呈現在聽眾朋友面前的法治廣播劇了。  
一齣廣播劇的完成，就是要經過上述的那些過程，除了部份的音效和音樂的後製不是我負責外，其它部份都是我一手包辦，雖然一人當幾人用，廟公還得兼敲鐘有些辛苦，但為了興趣、為了能學以致用、為了磨練寫

劇能力、為了在錄音室錄劇的歡樂（我的演員們很棒也很認真，他們都很用心的把我的劇本儘量演好，我很謝謝他們，謝謝他們的配合，也謝謝他們在錄劇時，不小心講錯詞所譜出的笑料，和合作間所蘊藏的快樂和
諧）、為了累積創作經驗，我也不知不覺地寫了將近有兩年又五個月的時間，然後把這份生產廣播劇的工作移交給幫我錄劇的其中一個演員，她不但是一個聲音表情豐富且出色的演出者，更是文筆很好的劇作者，讀者們
若有空的話，不妨可以在星期天早起，八點到九點之間，把收音機轉到FM91.3『台北勞工教育電台』收聽『戲戲哈哈』節目，如果來不及收聽，當天晚上五點到六點之間還有重播，節目裡不但有精采有趣的廣播劇，更有
專業的來賓在節目裡解說及宣導防止犯罪的相關話題，這是一個深具學習及法治教育的廣播節目，請不要錯過喔！  

捐款徵信錄 95年7月~8月  

資料整理 會計出納與義賣統籌 張震芬

950706     江季芳     400  

950706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796  

950703     李偉裕     10,000  

950705     新竹市稅捐稽徵處馮瑞徵     2,000  

950705     財團法人普立爾文教基金會     5,000  

950712     楊王照子     1,000  

950710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149,175  

950712     張清雲     500  

950717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950719     劉味妹     3,000  

950714     林泓德     200  

950627     蔡阿南     10,000  

950726     陳文琪     500  

950627     朱英露     300  

950727     林偉裕     10,000  

950727     陳裕芬     5,000  

950802     蕭煌奇     5,000  

950802     郭謙成     1,000  

950802     盧斯勇     1,000  

950802     吳柏毅     500  

950802     楊振斌     500  

950802     億東廣告事業有限公司     28,000  

950731     楊振斌     300  

950731     盧斯勇     300  

950731     郭謙成     300  

950731     王俊傑     1,000  

950809     張林峰     540  

950811     帆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950811     林泓德     200  

950816     陳淑貞     500  

950814     李偉裕     10,000  

950823     張清雲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