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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愛心捐款
將幫助他們成長學習



文 /張惠博董事 (彰化師範大學前校長 )

今 (2021)年 2月 24日，惠明盲童育

幼院 65週年院慶，卻是首度辦理慶祝活

動與趣味競賽。感謝神，當天，天氣晴朗，

院童分成 6組，在主持人高亢有趣的介紹

下依序進場，創意打扮、高唱隊呼、精神

抖擻、穿插著年輕朋友熟悉的話語、笑聲

連連。競賽之前，邀請黃淑惠董事致詞勉

勵，黃董事曾在惠明育幼院服務 17年，聽

其簡述育幼院的設立與艱辛的成長歷程，

至為感動。1956年，一位極富愛心的美國

基督徒，在其遺囑中託付「基督教兒童福

利基金會」，運用其在銀行的一筆款項造

福台灣盲童，並由高甘霖牧師在台北創設

了「盲童之家」。1961年初，「盲童之家」

遷至現址。

65年，是一段不算短的歲月，卻也記

錄了無數的愛心與感人事蹟，更滿載了神

的帶領與恩典。多數孩子幾乎都是以院為

家，尤其是育幼院，24小時中，有半數院

生到盲校或赴他校上學，另一半院生生活

起居都是由育幼院照顧，30歲之後就到教

養院。所以，育幼院與教養院的工作負擔

與付出的心力，以及匯集無數社會大眾的

慈愛義舉，可見一斑。

為了因應時代變遷，並提供適切的需

求與服務，任何團體皆難以避免轉型與永

續發展的議題。以惠明而言，應以悉心照

顧所有院生，並培養其生活自理的能力為

優先考量。其次，應視學生的學習能力與

志趣，提供其學習機會，協助他們未來能

發揮所長。倘有餘力，所有夥伴宜時時學

習，在工作中成長，俾在自己的職分上，

做得更好，突破現狀。神給每一個人不一

樣的潛能，當求神幫助，以發揮這珍貴的

潛能。

基於長期公職生涯的深切體認，我們

要忠於職守，更要向神盡忠。「一個屬靈

的領導，是神不是人」，所以，在神國度

的服事，不是為自己累積世俗的名聲，乃

是倚靠神的靈來成事。領導者不是遂其所

願，挑個人喜好的事為之，乃是要完成神

所托付的使命。當人由領導者身上看見神

的愛，看見基督身體的榮美，屬靈的領導

就會發生，這應是我們共同的盼望。

同心合意讓屬靈的領導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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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網路上聽到一篇講道「只知傾

酒、不知飲酒」，牧者的道傳述的簡潔有

力，透過聖經中保羅這個人，講到怎樣藉

著「只知傾酒、不知飲酒」，讓事奉真的

是在生命裡的事奉。「只知傾酒、不知飲

酒」引自倪柝聲弟兄「讓我愛而不受感戴」

詩歌中的一段歌詞，反覆聽著讀著整首詩

歌，內心也湧起無限的感恩，想著這段時

間，雖然因著疫情及機構轉型的服務帶來

了一些衝擊，使整個機構運作上，經費出

現了窘境，然，在如此艱困期間，愛我們

的 神也常常藉著捐款人的愛心，惠明同工

同心合一的盡心，使力量的匯集成為我們

極大的動力。

去年 10月董事會結束，董事們除憂心

惠明基金會財務外，有董事也追憶起早期

惠明經營模式，包括帶著惠明孩子一起在

平安夜裡歡度聖誕；董事的提議讓我想起

了美國短宣在惠明的服事，他們曾在暑期

為惠明及大雅的孩子們辦過燭光晚會，那

一場晚會撼動了很多的人；或是今年我們

就為惠明孩子擺上不一樣的聖誕節，大家

規劃著讓平安夜裡，有人來陪他們享用聖

誕晚餐，有人牽著他們的手走進惠明大草

坪，引他們踏進幸福的光圈裡，讓我們一

起用愛用歌聲用掌聲鼓舞他們，期待在黑

夜中點亮他們的心。

同仁如此用心盡心的規劃著，從教堂

燈光布置到聖誕餐食的需求，一估算起來

預算要增加約 20-25萬，在經費拮据的當

下，同仁都不忍再增加機構的開支，但為

了給孩子留下美好的回憶，同仁決定自行

採買器材，商請免費起重機一起來協助，

看著他們在教堂上爬上爬下，就這樣在危

文 /毛樹芬執行長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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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中，把教堂上不可能的燈光佈置任務完

成了；接著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兩院的教

保老師積極全心投入，他們帶著孩子一起

排練著聖誕音樂劇、舞台劇；12/24當晚不

僅惠明全體同工參與，還有一群熱情志工

與我們一起響應著，這一夜在惠明教堂裡

迴盪著是笑聲、歌聲、歡呼聲、掌聲，讓

我們重拾了未曾遺忘美好的感動。

年前在財務困境當下，接到長期贊助

的一間公司負責人來造訪，她低調地送來

新年禮物要給惠明的工作人員，她說信函

是她一封一封，精心地親手寫、親自封的，

我聽了感動在心，就在她的面前我拆了一

封，並念

著她所寫的「2021年新

春開始，感謝你們的付出努力，感恩您

們的愛心耐心，感念您們不辭辛勞，感動

您們的無私奉獻，祝願您們 ~新年快樂 &

平安喜樂」，我邊唸邊忍著奪眶的淚水，

這是多麼用心「愛屋及烏」的愛，在孩子

身上的付出原是我們的責任，然而您卻把

這裡的孩子視如己出，這是多麼感人的大

愛，真是活出了倪柝聲這首「讓我愛而不

受感戴」那麼美好的生命，惠明因著有大

家，真的很感恩 !

詞 : 倪柝聲 / 曲 : 林知微讓我愛而不受感戴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傾酒不知飲酒，只想擘餅不想留餅；

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來使人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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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陽光才剛剛灑落在惠明的草地

上，四樓的音樂教室就傳來陣陣歡欣鼓舞

的聲音，有的人在練習上次的樂譜；有的

人輕快地哼著她喜歡的旋律；也有人聽著

老師精心準備的曲目。當鐘聲響起，所有

人到齊，音樂老師說明今天的進度後，教

室就整齊地響起：「mi mi mi- mi mi mi- mi 

so do re mi-」；聖誕鈴聲的樂音在十二月

的天空繚繞著，大家也逐漸期盼這個一年

一度重要節日的到來。

今年才剛加入惠明這個大家庭，還在

逐步的適應工作內容與學校事務，雖然工

作繁忙，但非常有幸的參與惠明學校樂團

的練習課程。剛開始很擔心要如何協助學

生學習歌唱與演奏樂器，好在我們的音樂

老師非常用心的將每個學生要學習的樂器

種類、歌唱分部、表演曲目都準備好，甚

至連每個學生的習慣都考慮在內。學生的

表現更是讓我驚艷，樂團成員中年紀有大

有小，障礙的限制也各有不同，但是他們

的表現卻讓我看到無限可能，不論是專注

在合唱的共鳴、享受樂器的旋律、細細地

聆聽聲音的變化都是出乎意料的優秀。

時間來到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的這

一天，惠明學校的同仁將這天聖誕活動的

主題訂為：「平安相伴、愛在惠明」，除

了感謝主在這一天給予的恩典，也為這一

年來受到新冠肺炎影響的人們祈福，更感

恩惠明的孩子、同工能夠健健康康的相伴

在此。當穿著紅色長袖、戴著鹿角髮飾的

孩子們站在台上，隨著布幕緩慢地掀起，

「威廉泰爾序曲」、「普世歡騰敬拜主」、

「樂器合奏小星星」、「乘著氣球上天空」

等曲目一首接一首的飄揚於場內，站在一

文 /惠明盲校 藍信翔組長平安相伴 愛在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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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主持的我，雖然有點緊張，仍然不禁地

投入到學生的表演之中，看不見的孩子勇

敢上台表現，平常很焦躁的孩子能夠安靜

等待並穩定表現，肢體動作不佳的孩子努

力的敲著每個節奏，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感

動著我，也感動著每位來賓。

「感謝今天各位來賓的到來，與惠明

盲校的學生、同工們一同歡慶耶穌基督誕

生的聖誕佳節，也希望未來都能健康幸福、

平安喜樂，最後讓我們一起”2020平安相

伴、愛在惠明”」，在與主持人搭檔一同

念完這段結尾詞後，頓時有股完成在惠明

盲校第一個階段的感覺。很慶幸我能來到

惠明，能夠常常被學生以及同工們努力所

感動，也希望未來惠明的所有人都平安相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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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在臺中國家歌劇院的邀請之下，與
學校的孩子們一同參加口述影像導覽活動，
院方安排了親切又專業的志工，讓活動有了
愉快的開始，因應孩子們的特殊需求，院方
在活動安排上頗具巧思，讓孩子們藉由口述
語音配合視覺以外的感官來認識歌劇院，
『觸摸』室內噴砂粗糙的曲牆、日本家具設
計師藤江和子設計的柔軟吸音簾幕、休憩區
冰涼的蛋形雕花台，『聆聽』各樓層、室內、
室外，因不同的材質與設計所產生各個環境
聲音不同的差異，藉由『身體接觸』感受因
建築設計的曲牆、呼吸孔所產生不同的牆面
幅度，藉由『口述』的方式介紹頗具特色的
一座光影鐘就設置在曲牆的天井處。孩子們
感受最深的是配合點字的提示版與等比例縮
小 3D 列印歌劇院建築模型的體驗活動，口
述的介紹加上模型的協助之下，孩子們真正

的了解到什麼是像洞穴的建築物？什麼是曲
牆？等比的人物對照模型之下了解到日本建
築大師伊東豊雄所設計歌劇院的特別與雄
偉。

其中我個人最驚豔的部分是節能部分的
空調系統，夜間冷卻水槽製造冰水，在日間
隨著地底下的冰水管提供歌劇院空調，冷氣
從地底吹出高度剛好在 2 公尺左右，避免空
間過大而耗能，設計上的各種巧思讓人不禁
讚嘆。

實地情境學習是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的
重點之一，透過戶外教育實地的情境，與學
生的生活經驗做連結，讓學生不再只是吸收
文字而是親身體驗，更能提供孩子們不同的
學習經驗，再次謝謝臺中國家歌劇院以及籌
備的師長讓參與活動的師生都有一次美好的
經驗。

文 /惠明盲校 費峻鴻主任

相遇歌劇－國家歌劇院無障礙
口述導覽活動

惠明盲校表演藝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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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號我有機會和表藝社的同學們一起參訪位
於台中市的國家歌劇院，一開始導覽員帶著我們到了地
下一樓參觀圖書館，他們說這裡每個月都會有不同的主
題和書籍。恰好這次的主題是博物館，在書架上，我發
現了介紹故宮和世界各地博物館的書籍，看起來很有趣。
之後，我們直接到了五樓。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在五樓開了兩個水管造型的觀景窗，這是我從未看
過的觀景窗！接著我們到了 2 樓，這裡有一個以紅色為
主的大劇場和另一個以藍色為主的中劇場，下次我真應
該找機會到大劇院來享受音樂演出。最後我們到了會議
室觸摸國家歌劇院的正面平面圖和 3D 立體圖，透過這
個精緻地圖，讓我們更了解國家歌劇院的建築構造。

這半天的活動，讓我用不同的方式，欣賞歌劇院的
建築和藝術之美，這是我少有的經驗，感謝師長和工作
人員用心安排，讓我可以有不同於以往的體驗。

九月十八日星期五，我與表藝社以及班
上的同學一起到國家歌劇院參觀。我們參與
了無障礙口述導覽活動。志工導覽員一開始
向我們介紹櫃台，櫃台是用鐵做成的，接著
拿了一張卡片給我們，那是一張立體的國家
歌劇院卡片。此外，我們觸摸了巨大的曲牆
形狀建築與立體模型，每個導覽環節與設計
都令我們對歌劇院的建築有更深入的了解。
謝謝學校讓我們能體驗國家級的口述影像導
覽活動，我今天過得很開心！

文 /視障國中部　簡小哲同學

在九月十八日這天我和表藝社的同學
前往國家歌劇院參觀。此活動是專為視障朋
友所設計的口述影像導覽活動，透過觸覺、
聽覺來感受歌劇院建築的不凡。我觸摸到了
專門為我們設計的點字介紹和整個歌劇院的
建築圖，此外，我還在志工姊姊、老師的協
助下搭乘了電梯，我最驚艷的是電梯裡頭的
語音設計，稱為「電梯管家」。志工姊姊跟
我詳細解說電梯管家的用途與使用方式，我
試了幾次，覺得非常有趣，我永遠會記得電
梯管家。感謝惠明的老師帶我外出參觀，感
謝國家歌劇院提供我們這樣高規格的導覽設
計。惠明表演藝術社 I love you !

文 /視障國中部 沈小丞同學

文 /視障國中部　吳小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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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時，音樂老師有預告這學期我們即將到高雄的衛武營參觀，知道
後我非常期待，也聽了很多堂關於音樂廳該注意哪些禮儀的影片，盼呀盼，
今天終於來臨了。一早我們坐七點的校車，一行人一路往南，要到南台灣
的衛武營欣賞表演。衛武營裡面很安靜，安靜到我都不敢說話，老師之前
有提醒我們，進到音樂廳之後不能大聲嚷嚷，所以我變得好安靜，連一個
字都不敢說。開始表演時，我看得很開心，雖然我從沒聽過這樣的表演，
且他們說的是我聽不懂的河南話，但現場的樂器聲讓我感到很新鮮，據說
是許多國樂器呢！這一次我很開心，雖然坐車很遠，但離開時我還是依依
不捨，希望下一次有機會可以再來衛武營。

文 /視障國小部   黃小絜同學

這學期音樂課時，老師讓我們陸陸續續聆聽了衛武營美感教育的影片，讓我
們認識衛武營音樂廳的特色，以及全亞洲最大的管風琴的聲音，聽完影片後我一
直很期待能夠真正到衛武營欣賞演出。

終於到了 11 月，這天我們 7 點從惠明出發前往衛武營，到達時工作人員引
導我們先在「榕樹廣場」集合，說明聽音樂時要注意的事項，例如：音樂廳內不
能飲食、不能交談、電子產品要關靜音或關機等。進到音樂廳後，我用上了我所
知道的劇場禮儀：觀賞表演時專心聆聽，並聽從老師與工作人員的指示入座。老
師在演出開始前先向我介紹演出內容，當天演出團體是台灣豫劇團，劇名是「車
船馬轎」，用四種不同的交通工具發展不同的劇情，每場演出前，主持人會讓我
們想像畫面，例如一台跑車是什麼顏色、形狀或品牌。過程中，我聽到好多平常
很少聽見的樂器聲音，老師跟我們介紹那是國樂器，有大小鑼、二胡、堂鼓、笙、
琵琶、古箏等等，這些樂器配合劇情的發展演奏著，有點像是配音或伴奏。雖然
我聽不懂河南話，但主持人教我們，若覺得演出精彩，可以大聲說出「塚」給予
演出者肯定，所以當天我也有大聲說出這個字呢！

謝謝學校為我們爭取這樣的機會，讓我們能在國際級的場地欣賞國寶級的演
出，並透過課程讓我們深度了解劇場知識與美學，「衛武營」我們下次見！

文 /視障國小部　蘇小揚同學

衛武營 2020 藝企學美感教育計劃
台灣豫劇團《戲曲大觀園遊玩趣》聆賞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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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早上我們全體師生一起到高雄衛武營參觀，來衛武營之前
我已經對衛武營有些許的認識，它不僅擁有 360 度葡萄園式的音樂廳，還
有全亞洲最大的管風琴，總共有 9,085 支音管，且裡面的設備不管是天花
板高度、牆面材質或冷氣出風口設計等，都經過一番仔細思量而打造，如
今，我們能親身體驗這音樂廳的偉大，令我非常興奮！

當天，我看到了用河南話演出的「車船馬轎」豫劇，老師介紹豫劇是
戲曲的一種，發源地為大陸河南，「豫」是「河南」的簡稱，所以豫劇又
稱「河南梆子」。第一幕「船」是在講一位女孩要搭船，與船伕一搭一唱
的有趣對話；第二幕是「車」，主持人要我們想像主角是一位貴婦，搭乘
類似現在的跑車一樣，女主角在赴宴、宴飲的過程中與車伕有趣的對手戲；
第三幕是「馬」，講的是西遊記的孫悟空擔任弼馬溫官職，成功將一匹馬
馴服的過程；第四幕則是「轎」，女主角周桂蘭與轎伕一搭一唱，逗趣的
互動及絕佳的默契，以舞蹈動作模擬出路途的顛簸難行，展現戲曲特有的
虛擬化表演型態。這是我第一次欣賞豫劇演出，卻引起我很大的興趣，回
到學校後，我還常跟同學討論當天的演出呢！

很高興我能有這難得的機會，更謝謝老師與學校的安排，希望未來能
有更多機會可以到專業的場地欣賞表演；我也要與家人分享，希望哪天可
以全家人一起去衛武營喔！

文 /視障國中部 鄭小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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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演練「趴、掩、穩」，講師除了在禮堂為大家講述防災的重要性外，還帶領大
家到教室，實際再操作一次正確的趴、掩、穩流程，並告訴老師教室內的佈置可以怎麼
調整，以防地震來臨時候，有效預防或降低被移動物品砸傷的風險。

國家防災日演練
921 三個數字，背負著沉重的重量，1999 年 9 月 21 日那天，臺灣戰後截至目前為

止傷亡損失最大的自然災害。此後，2000 年開始有了國家防災日，每一年藉由不斷不斷
的防災避震逃生演練，訓練我們的逃生的能力。災害來臨的時候，慌亂是必然的結果，
但往往這些狀況卻又決定我們能不能活下去。災害來臨的 1、2 秒絕對是關鍵時間，所以
防災演練就是要訓練老師們在災害來臨時，可以保有冷靜的判斷，並帶領學生在主震過
後快速遠離建築物，抵達安全的地方。當然逃生演練絕非只有老師單方面的努力，學生
也必須要保持冷靜，雙方面互相配合，才可以給彼此製造出最大的生存機會，因此學校
每年在防災日前後都有一起演練，開學時還有安排防災相關宣導，讓大家理解演練的重
要性及必要性。

防火自衛隊
說到防災，除了地震外就是火災了，火災的變化性其實很大，火勢大小和延燒快慢

取決於他周遭的物品與環境，所以很難絕對的告訴你，火災來臨時你該怎麼做，不過有
一個大方向＂滅得了就滅，滅不了就快逃吧！＂

我們陳校長也和大家一起參與體驗，學習什麼叫做滅火，還有大水槍實際操作。坦
白說，還真是不簡單，水柱越強，我們要花的力氣就越大，一不小心還會把自己弄得全
身濕呢！有句話是這麼說的，預防勝於治療，我想我們還是在日常生活中多多注意用火、
用電安全，避免火災的出現才是最安全的方法。

文 /惠明盲校 羅珺儀組長

109 學年度上學期校內防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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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惠明盲校 黃榮坤體育老師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開啟自己的一片天
本屆台中市身心障礙運動會選拔賽，惠明盲校視障部國中三年級學生吳小瞱同學，

獲選台中市田徑代表隊，參與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109年 11月 27日於台東市體育場舉

行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雖然因為新冠疫情的緣故，延遲舉辨，但也讓培訓與集訓

的日期延長。

有參加的孩子們都很努力在為著自己比賽的項目作練習，而我每天放學都會帶著小

曄練習跑步，因為唯有更加地努力練習，才能獲得好的成績。雖然小曄為弱視的學生，

但只要在安全的範圍內，都可以讓他安心地跑步，而且她跑起步來也是很有爆發力的呢！

在積極特訓以及小曄的努力練習，終於準備好在運動場上揮灑汗水，為長久以來的努力

摘取甜美的果實，果然不負眾望，小瞱同學取得了輝煌的成績，田徑項目共榮獲女子組

B3級 100公尺、B3級 200公尺項目二面銅牌佳績。

每兩年所舉辨的全國賽身障運動會，不僅讓身障選手能展現各自的運動天份，發揮

身障選手運動家的精神，還能擁有健康的體魄維持身體良好狀態，真的很棒！身為體育

老師，在惠明教課多年的我，希望看見這群身障的孩子能夠藉由運動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能有更敞開的心胸，用運動來感受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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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環台為公益而跑活動是由一位視障
朋友 - 吳春成師傅發起的，他曾經是科技的
主管，在 40 歲時到大陸卻不小心喝到假酒
而失明，此後靠按摩維持生計來照顧家庭。
個性好強又堅持夢想的他投入了馬拉松的世
界，更計畫環台為視障而跑，他更以自身的
經驗鼓勵視障朋友憑著雙腳也能做愛心，幫
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第四屆盲人環台為公益而跑活動為期
16 天，此次的活動目標：「為愛募年菜，
因為有你在」，為了協助六個弱勢團體募
集愛心年菜。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盲人環
台協會一行人來到台中站 - 惠明視障者教養
院，院內服務對象及工作人員在門口列隊熱
情的歡迎，服務對象們更以樂器演奏為環台
路跑者加油打氣，廚師們也準備了豐盛的餐

點，例如：關東煮、水果、點心為各跑者們
補充體力，繼續為下一站奔跑。

感謝過去三年盲人環台協會對惠明視障
者教養院的關心與支持，雖然 2020 年在疫
情的衝擊之下，影響著許多社福團體機構，
我們卻看見吳師傅依舊熱情地為公益而奔
跑，將愛心散播在台灣每個需要的地方，更
感謝陪跑者一路扶持與牽引，期盼吳師傅的
身體越跑越健壯，大家共同齊心為弱勢團體
而努力，在此感謝台灣盲人環台為公益而跑
協會及社會大眾所捐贈的愛心，因您們的善
行使得服務對象能夠享受到豐盛又溫馨的年
夜飯，幸福平安過好年！

文 / 惠明視障者教養院 王佳慧小姐

第四屆盲人環台為公益而跑活動
( 台中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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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惠明視障者教養院 張瑋佳 社工師

我們惠明的服務對象真的好幸福，有
許多人在關心與支持，像救國團臺中市東
區團委會、救國團臺中市南區團委會長期
給予許多的關懷，在今年年初時，就規劃
很棒的活動讓他們共同參與。

救國團志工們非常用心規畫 1 月 9 日
這天的活動，原本預計在都會公園舉辦，
但考量可能有寒流到來，貼心改為室內，
在救國團團部裡，避免服務對象著涼。當
天抵達活動現場後，志工們首先安排聆聽
音樂旋律猜歌名，這對我們服務對象而言
可以說是小 case，輕而易舉一下子就猜出
並哼唱起來，像是小幸運、小酒窩…等歌
曲。除了唱歌外，我們的服務對象還拿出
小提琴、蕯克斯風、鈴鼓、搖鈴等樂器表
演。

第一輪活動結束後，又到我們服務對
象最愛的活動之一散步，救國團團部附近
正好是孔廟，志工們帶著到處走走，感受

孔廟獨有書卷氣息，紅磚綠瓦與高大樹木
交織出美麗的畫面，圍牆外車子川流不息，
很有鬧中取靜的氛圍，志工們不只帶著他
們到處巡禮，也細細介紹孔廟內建築及裝
置。走在旁有古燈造型的青磚路上，心情
也跟著放鬆、開心起來。

散步完陸續回到救國團團部，志工們
暖心的準備切好的水果及點心給服務對象
吃，水果切成小塊狀置於方盒中方便拿取，
志工們還說到這是我們當天準備的，由於
活動開始是 9 點多，可見志工們是提早許
多時間來預備，只為了讓我們服務對象感
受美好的祝福，除了享用美味水果外，志
工們還用心為每位服務對象準備一人一個
小型收音機，可在空閒時聆聽音樂。感謝
救國團志工們的貼心、用心、暖心，成就
了當天的活動，讓服務對象感受到他們滿
滿的愛與祝福。

寒流送暖 救國團愛心不落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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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全教養院所期待的 - 西羅亞運動會。當時接到通知請我跟佳俐教保員負責這屆

的運動會，我並不抗拒，反而興奮的欣然接受，從剛開始的籌備到佈置場地，腦中有很多

的想法，卻不知道如何做會讓大家都可以樂在其中參與，這時，猶如神隊友般的佳俐教保

員，一直在旁給予我很多的意見及支持。

這一屆的運動會是卡通主題，所以在運動會當天，可以看到不同家別都有不同的卡通

主題，將自己打扮成通人物，還配合卡通人物的台詞設計口號呢！有迪士尼、海綿寶寶、

Kitty……等主題，大家都相當用心。

在運動會的過程中，當然少不了隊友們激烈的加油聲以及運動員們的勝負欲。讓我印

象深刻的還是在同心合力的這一關，小峻雖然腳不太方便，但是在教保員的協助下，他努

力的把大龍球推一圈又推回終點，在過程他跌倒還被大龍球壓在身上，當我們所有教保員

一擁而上，確認有沒有受傷時，他臉上還露出了笑容，之後繼續完成比賽。在個人競賽壘

球擲遠的部分，也讓第一次參加運動會的我嘆為觀止，雖說服務對象眼睛看不到，但是耳

朵以及雙手都很靈敏，尤其是阿昌，他很厲害唷，把球丟到信實家前的花圃，真的是金手

臂呢！

西羅亞運動會結出的果實
文 /惠明視障者教養院 金德欣教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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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養院內的每位服務對象，

都是隱藏版的奧運選手，每個人都

很努力展現自己，讓我這個籌備活

動的人員覺得很感動，因為我當初

所有的不安及焦慮，感覺都是多餘

的，他們真的是樂在其中，為自己

的家別爭取榮譽。我很高興，感謝

天主給我的這個考驗，讓我能順服

的接下，其中結出的果實，我想並

不是我把這活動辦好辦完而已，而

是當天每位服務對象，臉上掛著的

笑容，那才是天主給予我心中最好

也是最甜美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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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 來 ~ 來 ~ 本學期由福利會舉辦了人

聲放輕鬆歌唱比賽，大家最喜愛唱歌了，

報名的服務對象也非常踴躍。信實家的服

務對象小然、小廷、阿元、琛琛興奮的說

著他們想唱的歌，我跟毓娟姐姐便開始著

手預備他們的比賽。

我們利用空檔的時間邊做道具邊陪伴

他們練習唱歌，幫助他們加強聲量以及咬

字的清晰。此次我們的道具有太陽、花、

大海報、龍貓玩偶等等，我們還編舞蹈幫

忙小廷伴舞呢！我們抱持著志在參加不在

得名的心態，盡情享受與服務對象籌備的

點滴過程，真是充滿快樂與歡笑！看見他

們越接近比賽越是加把勁地認真，更牽動

了我們這些姐姐和哥哥們，更加努力不鬆

懈！

決賽當天我好緊張，深怕跳錯舞蹈，

但我看見服務對象們個個臉上充滿著笑容，

他們很興奮很期盼能趕快上台的樣子，讓

我的緊張感瞬間不見了！首先上場的是小

然，我們著裝成太陽與花，伴他左右搖擺，

小然的歌聲進步很多，再高的聲音他都可

人聲放輕鬆人聲放輕鬆 文 /惠明盲童育幼院 何羿郡教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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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唱上去，雖然有點小破音，但在我心中

小然是最帥的；阿元他扮成小丸子，而毓

娟姐姐裝扮成龍貓，在旁邊幫忙提詞，清

澈的聲音從阿元口中發出，真是一鳴驚人，

吸引住大家的目光，真是超級棒的；而我

們的琛琛他男扮女裝跟阿偉對唱情歌，果

然成為全場焦點，重點是超級好聽的聲音

吸引每一個人；最後的壓軸是小廷，她唱

歌而我們在後面幫忙伴舞，視覺效果百分

百，引來台下觀眾尖叫聲不斷，讓小廷信

心大增，出乎意料唱的超大聲唷！她真的

是鄉土歌手的最佳代言人唷！

這是我第一次跟服務對象們一起上台

表演，之前都是協助的角色，謝謝人聲放輕

鬆比賽讓我可以和服務對象們一起享受這

個舞台，謝謝毓娟姐姐、靖皓哥哥的陪伴，

讓我能放鬆的在台上與你們一起載歌載舞，

我愛信實家！幸福的青年們，你們是最棒

的！下一屆我們再繼續加油，信實家全體

下台一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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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揮灑  舞動音符

惠明視障者教養院的服務對象長期受到社會大眾的關心與照顧，雖然他們無法有實
質的回饋，但幾位有音樂長才的服務對象，能夠透過表演來表達他們的感謝之意，甚至
透過音樂來激勵、安撫人心。

幾位有音樂長才的服務對象每個月都會到臺中榮總演出，謝謝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
惠康社會福利基金會提供服務對象表演的機會，除了讓服務對象平日的練習有所展現，
提升自信心，也讓看病者與陪病者在候診時能夠有音樂饗宴，舒緩看診的情緒。

在第二醫療大樓大廳演奏時，小朋友被兒歌吸引，站在電鋼琴前認真地注視，聽到
主旋律還跟著手舞足蹈。有民眾聽到熟悉的曲子，停下腳步跟著哼唱了幾句。被服務對
象的演奏所感動的民眾，在表演結束後給予大大的鼓掌，更有民眾希望能邀請他們到外
面演出。這些都是服務對象到臺中榮總表演的小片段。

音樂常能安撫人心，服務對象因著大家對他們的關愛以及平常努力的練習，透過樂
器演奏、歌聲來傳遞心中的愛，願他們能夠盡情地舞動音符，譜出美麗的生命樂章。

文 / 惠明視障者教養院 黃筱茵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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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敲愛的茶葉蛋
文 /惠明盲童育幼院 吳芳甄教保老師

「好了喔～大家準備來敲蛋！」熟悉的聲音，這是每隔週四在喜樂家烹飪課

會出現的話語。在上學期的烹飪課，青年們做了蛋沙拉、玫瑰花饅頭、菜頭粿…

等料理，這些都是教保員所設計由切、揉、攪的一些基本烹飪技巧來讓服務對象

延伸體驗的料理樂趣，但光只有樂趣還不夠，教保員希望服務對象們在這學期至

少能記得一項基本料理，就算在家也可以獨立或在半協助下完成的，所以左思右

想，蛋料理是最基本的且多變化，只要將最基本的蛋蒸熟，除了水煮蛋還可以延

伸做出其他料理，而且若能搭配隔天週五小舖來販賣就更好了，於是小舖茶葉蛋

由此而生。

剛開始我和玲玲教保員為了茶葉蛋的滷汁比例，試了又試，之後玲玲教保員

還特地上網搜尋到如何讓茶葉蛋顏色更美或是味道更香，於是又在原有滷汁中加

入了紅茶包以及綠茶包，總算嘗到了心中想要的那味道。而服務對象們也片刻不

得閒地練習使用湯匙敲蛋殼，敲蛋殼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也是可以讓青年們靜下

心來的工作，如何把蛋殼敲裂、但不敲碎，青年們都能互相傳授秘訣給對方，時

不時可以聽到小小聲的音量：「你敲太碎了，不行啦這樣會變滷蛋」、「你要敲

到有喀的聲音出現就要轉邊敲了。」很可愛也很認真的一群天使。

經由愛的淬鍊而成的茶葉蛋，也從一開始的 25顆、陸續賣到目前高人氣的

60顆賣光光，感謝主 ~讓青年們從中獲得了自信心與榮譽心，因為那 60顆蛋是
他們一顆一顆親自敲出來的成就，當有顧客稱讚茶葉蛋好吃時，我們都會與青年

們分享喜悅的心，並且也不吝嗇地傳授配方，而最重要的配方買不到，因為那就

是喜樂家 12名師生凝聚專一要帶給大家的「愛」。生活中的成功，不在於勝利，

而在於付出的愛心。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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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惠明盲童育幼院 陳幸惠園藝治療師

園藝治療是一種接近自然，利用大地資源來提昇自我療瘉的力量，配合植物的生長週

期及特性來安排相關課程，並讓院生增加對生活環境的感受和認知。園藝治療是一種需要

不斷重覆動作 (如 :澆灌、栽植 )，並持續定點和定時來養護植物的活動，也是一種需要長

期投入日常的肢體訓練，而院生們並無法如學習音樂、畫畫有一定成果上的表現，只能透

過教保員及老師們的觀察、評估來因材施教、循序漸進課程的安排和規劃。

初期課程規劃有氣味的食物植栽，讓院生們對植物的接觸有更多的生活感知，中後期

則規劃餐桌上常有的香草植物，並利用植物的多元手作、餐點來增加他們與植物的療癒對

話。於日常中也將課程所使用到的植栽教材種植於療癒庭園之中，讓他們可以隨時增強認

知。課程進行之中配合手勢、口語來強化院生們手指的肢體認知，利用課程手作的重覆動

作，讓手部接觸的感受來辨識像大、小；內、外；粗、細等認知。也因為每個人

的能力各有相異，在課程中依他們的狀況，亦隨時調整其參與課程的內容，

並以班為單位，利用他們的特殊強項，團體合作來完成課程項目。而

每個孩子都是上帝看護的天使，走入孩子們養護植物的療癒花園彷彿
就走進了天使的庭園。

在天使的庭園 聽見花開的聲音
淺談園藝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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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治療概述

園藝治療 (Horticultural therapy)簡單來說，就是利用接近植物以及自然來得到不良生活行

為的改善生理及心理上的健康。

園藝治療便是透過植物生命內在豐富的質地、氣味、色彩與成長變化，激發案主記憶與思

考歷程，喚醒對外在環境的覺察，使其自然而然的湧現健康意識與幸福感的療癒方式。

綠色醫生 /開南大學教授郭毓仁 .園藝治療師張滋佳著

這樣的課程在每個主題課程進行前，也進行了相關教師及教保員的園藝治療課程訓練，引

導平日和每位院生相處的師職人員一併參與園藝治療的團隊，進而針對每個班或院生做更

細微及符合特質的園藝治療。

由於目前規劃課程皆以植物氣味來連結生活認知，也為了院生們可以增加與他人的互

動，所產出的作品皆為生活用品，使用時可以加深認知連結亦可以此與他人互動連繫。從

植物栽種、開花結果、加工品的產出是一個路途遙遠愛的旅程，如同植物一般要知冷知熱、

給水培土、疏技授粉還要不時給予關愛，方能有美麗的花果；這群可愛的天使也需要我們

不斷的引導、鼓勵，「因為愛，我們一直都在。」也為我們都在「愛永不止息」行列裏感恩，

我在天使的庭園裏聽見花開的聲音，祈求庭園裏的天使分享花香的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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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上帝賜給人類的最美的禮物之一！從大自然所發出的聲音中就能聽見，潺
潺的流水聲、嘩啦啦啦的下雨聲、轟隆隆的打雷聲、呼〜呼〜呼的風聲、咕嚕咕嚕的泡泡
聲、嘩〜嘩嘩的海浪聲、還有秋天落下的枯葉，踩在腳下所發出脆脆的聲音，就像是在吃
洋芋片的聲音呢！這些都是上帝恩賜的聲音，也是可以療癒人心的聲音！使用這些聲音在
音樂輔療課程中，對視多重障礙的學生在情緒及認知上帶來極大的幫助！

對於一位沒有視力的人來說，對周遭環境及自己存在的真實感 ( 本體覺 ) 只有一般人
的 1/3，以至於對他們來說嗅覺、味覺、觸覺、聽覺就是他們感受這個世界的主要媒介，
而如何讓這些感受「具象化」真的是一大難題 ! 但是如果將其帶入音樂裡面，用音樂去體
會，即能帶領他們與這個世界、與人、與自己互動！那麼如何以音樂將嗅覺、味覺、觸覺、
聽覺的體驗帶入學生的感受中呢 ?

首先，要善用教具〜以下舉出幾個可以模擬大自然聲音的教具與大家分享 ; 長絲巾 ( 觸
覺〜流水滑過 )、雨聲筒、雨滴筒、海浪鼓、雷聲筒、大小寶特瓶 ( 風聲 )、氣泡布“以
及裝滿枯葉的大垃圾袋”，以上都是我們可以使用的教具，有了這些教具之
後，就要配合適合的音樂。

從古到今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音樂家們，從韓德爾、巴哈到蓋希文、
筍白克，他們有無數的創作可以應用。例如：蕭邦的鋼琴曲「雨滴前奏
曲」、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田園」的第四樂章中打雷及暴風雨的聲音
等等，甚至是應用現代流行歌曲中的「雨中即景」，都能帶領學生對這
個世界的認識。食物也是很好的教具，當我們談到墨西哥的音樂很熱情，
就設計課程讓他們聞一聞並且品嚐墨西哥的食物之一〜莎莎醬，
這樣應能讓他們感受什麼是熱情奔放。在聆聽音樂時分享情緒
的感受，來幫助他們標明真實的情緒，以至於當他們有情緒
時，可以說出情緒感受，讓照顧他的人員知道。而學生也
被回饋到「有人懂我！」而在這樣一整個學期下來，我感
受到學生們開朗快樂許多、情緒也較穩定！

最後要感謝主的帶領和啟示，有祂的幫助才能使我有
如此地看見，讓我成為祝福人的器皿。

對視多重障礙者〜 ｢
音樂輔療課程 ｣ 授課心得

文 / 惠明盲童育幼院 李溢芬音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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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直都在眷顧我們，無論是學校老師、育幼院和教養院的教保員、惠明的孩子，
以及幫助我們的人，都在上帝的愛中幸福成長，這是多麼奇妙的事，只要常常感謝上帝讓
我們平安的過每一天，就會發現上帝的恩典就在你周圍環繞著。「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
的恩賜。」約書亞記 24:15

讀聖經時，我讀到「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
召的人。」羅馬書 8:28，讓我停下腳步去思考，這句經文所要傳達的意思是什麼？每個人
在上帝眼中都有特別的計劃，無論什麼計劃都是獨一無二為你設計、安排的，因為上帝愛
世上每個人。當我們遇到困難時，也許會想這事怎麼會讓我遇到呢？但我們只要換個想法，
上帝或許要讓你在過程中學習，一生中最重要的課程，使你變得越來越好。在困難中若學
習相信神、感謝神、愛神、不要發怨言，就會發現上帝創造的美好。

感謝神！讓我能夠在惠明盲童育幼院服務，陪伴、教導這些視多重障礙的孩子。我是
一個總是依賴眼睛去認識人的性格或外表的人，但惠明的孩子們卻是用心去感受，無論對
方是高矮胖瘦，都會熱情的打招呼。在陪伴他們的過程中讓我深刻的體會，只要用心去感
受，便可以看見每個人身上美好的特質，這也是我要學習的。感謝惠明，讓我能與這些孩
子一起成長，變得越來越好！

凡事謝恩

文 / 惠明盲童育幼院 劉兆倫教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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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惠明視障者教養院 蔡孟勳生服員從零開始的惠明生活

在 108 年的十月，我來到了惠明的大家庭，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人生轉捩點。
最初是因國中時老師建議我們使用班費來認養盲童，我才知道了惠明盲校。接著到

了某年暑假教會舉辦了志工營，而對象就是教養院的服務對象，我們要為服務對象設計
活動，因此我們更了解他們的狀況，也了解原來惠明不單單只有盲校，還有育幼院與教
養院。直到畢業後過了三年，找工作時遇到兩個工作機會，其中一個就是惠明教養院，
牧師用聖經來引導我「要做在最小的身上」，讓我自己選擇，最後我選擇來到惠明教養
院，開始新的生活。

來到惠明上班後，跟以前的認知好像有點不一樣，從生活起居的照顧到課程的運作，
在這裡「專業在於細節」這句名言完美詮釋。後來接了兩位服務對象，更是新的挑戰，
不單單要照顧他們，還要學習如何陪伴與教導，依著服務對象的需求設計個別化服務計
畫並執行，也要跟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有一天的下午，同工問我：「我們今年聖誕節
要演戲，你那裡有沒有適合表演的劇本？」於是我找了找教會青少年之前演過的劇本，
沒想到那麼多的劇本就剩下「你很特別」的檔案還留著，我想這也是天父的旨意吧！在
故事中木偶們會互相給貼紙，好的給星星，差的給灰點，而我們的主角剛好就是滿身灰
點的木偶，他活的好不快樂，直到他遇到一位特別的木偶，他身上沒有任何貼紙，他好

奇的詢問，得知去找創造他們的木匠，就可以得到解
答。為了增加故事的精彩，在尋找木匠的旅程中，我增
加了一些需要被幫助的角色，主角也都熱心幫助他們，
也想藉由這一段故事來告訴觀眾「做在最小的身上就是
做在主身上」。故事後面木匠告訴木偶，他是特別的，
不要在乎那些灰點，只有木偶自己在乎的時候，貼紙才
會黏在他身上，重點不在於別人怎麼看你而是你怎麼看
自己。故事的結局主角相信木匠的話，他身上的灰點就
掉了下來。

我們何嘗不是生活在許多人的標籤上呢？或許別人
的眼中我們有諸般的不是，那又如何？那並不會改變天
父對我們的愛，就如同以前的我，為了追求世界所謂的
成功，在那風波忙碌，只是徒勞罷了！就如聖經所說的
「若沒有了愛那又算得了什麼呢？」感謝天父的帶領與
甘院長的邀請，讓我能到惠明從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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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世界 ? 是個怎樣的世界 ? 用聽的、用摸的、用聞的。小瑩看不見、聽不見
也不會說，唯一能與她溝通的方式剩下「手」。

自從 107 那年，我接任小瑩的主要教保員，當時的小瑩已具備基本的手語基礎，所
以在教導她學習的過程中，沒有太大的挫折感，甚至我還學習到更多。某次園藝課程中，
觸摸花草植物，小瑩便主動做出花的手勢動作，讓我感覺到小瑩積極的想表達他所觸摸
到的感受，看見小瑩在手語運用上進步很多，很慶幸我還能夠透過雙手與小瑩互動。

平時小瑩會自己安排想要從事的活動，例如：串珠、勾毛線、編織、打掃環境。對
於每天要進行的課程活動，在時間管理上有些不足，甚至有些時候她不明白課程的活動
內容，為培養小瑩對時間的管理能力，我利用行事曆系統教學，透過作息表讓小瑩學習
檢視日常作息活動，並且學習如何規劃個人生活及活動參與，我協助製作作息表，讓小
瑩能清楚明白每一個圖卡的內容，依照圖卡連結相對應活動，對於行事曆系統小瑩漸漸
有概念，大概都能理解，但是少部分仍需要教保員給予協助及提示，如：辨認圖卡及對
應活動的時間順序連結，在教學的過程中或許有些挫折，可能一下心急想要小瑩快點進
入狀況，而造成一些反效果，此時我便反思自己，再透過不同的情境教學，讓小瑩更能
一步一步地進入軌道，直到現在小瑩已經能夠獨立完成排列個人行事曆。

回顧在惠明的日子裡，雖然一路走來不容易，但是擁有一份自己熱愛的工作，同時
也能藉著許多感動去體會那些看不見的需要，期許在未來，若我能做的，我都能多留意、
多感受，即便是經常接觸的人，我都不想錯過，我會持續用我的雙手帶領小瑩認識這世
界的美好。

手心的溫度 文 /惠明視障者教養院 高婷娟教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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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惠明盲校 戴秀娟老師

最幸福的學生 
  最棒的老師

自年底接到學園的邀稿，腦海中不禁浮現出一幕幕在惠明的點點滴滴，從剛到
惠明時經歷了父喪的傷心難過、結婚生子的歡欣喜悅、視障學分班老師們共同探討
鑽研的熱鬧氣氛、和孩子們一起參與各項活動的酸甜苦辣，有時候也因孩子的調皮
拗脾氣曾感到挫折，但更多時候要謝謝孩子們帶給我的美妙體驗，謝謝他們讓我也
能反省，也能學習。

許多時候我們認為這群多重障礙的孩子他們有許多的不懂，抽象名詞他們不懂、
代數幾何他們不懂、生老病死他們不懂…，在幾年前的感恩節餐會，在我陪著情緒
異常焦躁的他邊聊邊逛了半小時的校園後，他突然停下腳步用台語說了句：「爸爸，
不見了，不見了」，我沉默了，原來孩子都懂，他知道他的爸爸過世了，雖然媽媽
一直害怕孩子鬧情緒，不知該如何也不敢告訴他，但孩子卻用他的方式告訴了我們
「我知道」，回頭想想我們的「認為」是幫助孩子前進的動力？或是阻力？我們是
否從與孩子的生活互動中看見孩子的可能？我們是否理解孩子焦躁不安的情緒背後
要表達什麼？我們的散步結束在沉默的 5 分鐘後一句來自孩子的「抱抱」。

當看見孩子們遭遇問題時，你的反應會是…？遠遠的看著那個孩子在餐廳門口
附近打轉，一圈一圈又一圈，走近後開口詢問他：怎麼了？孩子回應說找不到座位，
直覺反應的說了句：我帶你過去吧，孩子卻告訴我：「老師，不用你帶我過去，你
帶我到門口，告訴我，我們的位置是在哪一邊就好，我要再試一次。」或許我們的「順
手幫忙」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可以立即解決問題，但在孩子遭遇問題時，我們是不
是能多給孩子一些時間去探索，陪伴他們，讓孩子可以獨立思考如何去解決問題？
孩子現在需要的是一條魚？或是一根釣竿？

「教學相長」不是空談，是一場大人與孩子的學習之旅，每個孩子都用自己獨
特的方式，帶領我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當我們懂得安靜聆聽孩子的話語，學著欣
賞孩子們不按牌理出牌的世界，將會發現新的體悟和感動，因此，我要說，孩子謝
謝你們教會我人生新的每一個第一次，我是老師也是最幸福的學生，你們是我最棒
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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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學生家長 霓霓的媽媽

心的路程

阿妞雖然是老三，但是她是在家裡期盼下出生的小孩。在她出生的第二個禮拜，坐
月子中心的醫生告訴我，小孩有一點狀況，希望我帶小孩去看醫生。我還記得那天下著
雨，護士幫我撐著傘，我抱著阿妞，走到附近的眼科診所，當天眼科醫生的宣判，更讓
我心裡有許多不甘跟憤怒。為什麼是我的小孩？我做錯了什麼？還是基因出了問題？我
們雙方家庭都沒有這樣的遺傳？難道我們要互相懷疑？找出該負責任的基因？然後呢？
在內心質疑與痛苦之後，看著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沉睡小臉，我只知道，無論如何
我都要對小孩負責任，做我可以做的，未來要怎麼走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我們開始帶阿妞跑遍全台灣的大醫院，只要有一線的希望，我們都不想要放過。
但現實是殘酷的，現今的醫療科技對阿妞的病況仍是束手無策，我們只能靠復健與教育
來幫助孩子。也許神有祂的安排，一路走來阿妞很幸運的遇到很多貴人，我真的很感謝。
第一位是斗六阿波蘿的小兒科醫師，是她告訴我要幫孩子申請手冊，對於小孩未來的醫
療、復健、教育、生活會有幫助。接著我們在阿妞七個月大的時候開始了復健之路，職
能治療、物理治療、語言治療甚至是音樂治療，老師們都盡心盡力的協助。在斗六早療
日托讀幼兒園的時候，老師們雖然不知道怎麼照顧這樣障礙類別的孩子，但還是願意尋
求外援。我們帶阿妞在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做職能治療，也很感謝治療師給我們許多
建議。

在雅雲學姊的介紹下，我知道了惠明盲校。在阿妞要讀小一的時候，我們到台中，
看了惠明跟啟明兩間學校，經過比較後，我們決定讓阿妞就讀惠明。孩子要離鄉背井到
台中，縱有萬般不捨，我們還是要狠下心，讓小小的她，帶著行李到異鄉展開學習。在
惠明的阿妞學到了獨立、學會了做美勞、學到了敬禮，甚至還學游泳，
也許對正常小孩只是小小進步，但阿妞的每一小小步，對我們來
說都是驚喜的一大步！感謝惠明的校長、主任、老師、教保員
們對阿妞的照顧與包容，謝謝你們。

27



文 / 院生家長 歐歐的爸爸

我為先天性弱視，我的太太因家族性遺傳，也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及無虹彩症的弱視。
在 22 年前我們的婚前健康檢查報告結果是，我們下一代最多只有 15% 的機率會有輕度
弱視，哥哥在出生的時候一切都正常，而歐歐出生時，除了眼睛看東西感覺有躁動與漂
浮不定外，其餘的五官、四肢都是正常的。就在滿周歲後，漸漸發現歐歐跟一般孩子不
太一樣，例如：翻身、手抓、腳踢、學坐、爬、站立等能力都沒有，甚至長牙與咀嚼功
能也較慢，帶去醫院檢查後才發現歐歐除了弱視外，因腦視丘的擴張而壓迫到腦脊髓與
中樞神經，而引發嚴重的智力、肢體、語言、咀嚼功能與多方面的成長遲緩。

此後，媽媽便開始帶著歐歐，每天早中晚跑三家醫療院所去做復健、職能治療、語
言治療、針灸、與音樂療程的治療，而每天晚上我幫歐歐做腳底按摩的反射刺激療法，
除了這些療程外，歐歐還需要服用抗癲癇及抑制腦部躁動的藥物，醫師提醒這些藥物是
會有副作用的，可能會造成肝腎的衰竭，甚至活不過六歲。為了要讓瘦骨如材的歐歐吸
收更多的營養，媽媽每天將米、菜、魚、肉全部打成泥狀熬煮成粥，這樣的過程也持續
了兩年半之久；三歲半開始到瑪利亞做早療，歐歐也漸漸學會了用手抓東西、爬行、咀
嚼功能吃比較軟的食物、坐螃蟹車移動、站立、拿助行器走路、及簡單語言如叫爸媽等，
治療之路邁進了一大步；七歲後進入惠明盲校就學，晚上住宿惠明盲童育幼院。

國中畢業至今歐歐已經 20 歲了，現在仍在惠明盲童育幼院接受 24 小時全日型服務，
而歐歐的表達能力越來越強，也很有自己的主見，假日他會回家幫媽媽一起整理家務，
到爸爸的按摩店幫忙顧店、做些簡單的雜物工作，還會幫爸爸的按摩店做宣傳。他很喜
歡參加視障團體或一般法人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如視障文化體驗、踏青、健走、跑馬拉
松等活動，也很樂於助人。我們除了感謝所有曾幫助過歐歐的人，更感謝惠明所有的教
保員、老師以及所有工作團隊，在這十幾年來對歐歐有無比的愛心與耐心，讓他能快樂
地學習。在這裡我也要呼籲家裡若有成長遲緩的孩子，請家長您不要放棄，只要把握住
黃金治療時期，您的孩子就有機會像歐歐一樣，在進步中長大。

回憶孩子的成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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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電子信箱寄送 ：



惠明捐物做愛心

物資需求網址：http://w3.hueiming.org/materials/demand.pdf

惠明盲童育幼院物資需求

寄送地址：臺中市大雅區雅潭路四段 332號 
聯絡方式：04-25661021分機 202 李先生

惠明視障者教養院物資需求 
寄送地址：臺中市大雅區前村路 382巷 78號 
聯絡方式：04-25677480分機 18 黃社工

2 0 2 1 . 0 5 . 0 4
活動名稱：校內語文競賽 -閱讀素養
時間：1430-1600
地點：B1大禮堂 /光明樓四樓視聽教室
聯絡人：04-25661024分機 121藍組長

2 0 2 1 . 0 5 . 0 7
活動名稱：母親節活動

時間：早會 0900-0930
地點：B1大禮堂
聯絡人：04-25661024分機 126宋組長

2 0 2 1 . 0 6 . 1 8
活動名稱：畢業典禮

時間：早會 0930-1100
地點：B1大禮堂
聯絡人：04-25661024分機 125黃主任

活動預告志工招募

惠明盲校
招募類別：固定及不定期志工
服務內容：
1.社團課程協助。 (週五 09:30-11:10)
2.陶藝課程及後製協助 (平日白天 )
3.環境清潔 (平日白天 )

聯絡窗口：04-25661024分機 127蔡小姐

惠明盲童育幼院
招募類別：固定及不定期志工
服務內容：
1.陪伴散步。 (週五 14:30-16:00)
2.社區融合協助。(週三 13:30-16:00)
3.音樂課協助。
      (週一 9:40-10:20、週三～五 10:30-12:00)
4.陪讀。(週一二四 19:00-20:30)
5.環境清潔 (平 /假日 )

聯絡窗口：04-256612021分機 203王小姐

惠明視障者教養院
招募類別：固定志工
服務內容：
1.太鼓課協助。(週三 10：30-12：00)
2.英語會話協助。(週四 10：20-11：00)

聯絡窗口：04-25677480分機 30張社工

2 0 2 1 . 0 7 . 0 5 - 2 0 2 1 . 0 7 . 3 0
活動名稱：夏令營

時間：9:00-18:00
地點：惠明盲童育幼院

聯絡人：04-25661021分機 203王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