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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年的第一本會刊，就讓我們談談

「就業服務」吧！每個孩子在父母的

羽翼下，經歷了成長及求學後，最終

要振翅高飛、邁向就業的旅途，視覺

障礙者亦是如此。從小學習生活自理、

與明眼人溝通的方法、閱讀、使用科

技輔具的能力，為的就是日後就業可

以順利，可以讓自己的職涯選項能更

多元，不因視力問題受限。在這期刊

物中，我們特別邀請長年來在各領域，

為了視障就業不遺餘力的先進們，暢

談獨家經驗與建議，願能讓每位讀者

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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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孟加拉鄉村銀行」有感

      最近應竹科一家公司邀約講演，我特地買一本穆罕默德．尤努斯

（Muhammad Yunus）的傳記（書名叫：「孟加拉鄉村銀行」ㄌ）。

尤努斯的故事多年以前經過許多的傳媒報導得知，自己覺得都已經了解，

沒想到看過他的傳記，竟然感觸深刻，恍如這個故事是剛剛才知曉一般。

      穆罕默德．尤努斯1 9 4 0年生於吉大港市，

在孟加拉共和國成立之前。 1 9 7 2年，他經歷了

印巴戰爭的動盪，國家成立的奮鬥過程後，放棄

了美國的高薪教職，回到國內擔任家鄉大學的

經濟系主任。1974年，孟加拉大饑荒，餓死窮人

無數。在工作的訪問中，尤努斯接觸了真正的窮

人，了解到貧窮造成社會差距的悲慘及不公。在

親歷許多令人震驚的案例之後，他開始思考真正

的解決之道。1976年，葛拉敏銀行（Grameen

B a n k，又稱「孟加拉鄉村銀行」）實驗計畫成

立。這個計畫主要是貸款給窮人，改善他們的謀

生機制，使之脫貧，並以婦女為主要的貸款對象。

1 9 8 3年葛拉敏銀行正式誕生，成為全世界第一

個以窮人為主要客戶的鄉村銀行。如今，該銀行

已招募會員8 , 9 1 8 , 8 0 1名，其中8 , 6 1 3 , 7 9 0名為

女性。有2 ,568家分行，遍及81 ,399個鄉鎮，佔

孟加拉 9 7 %鄉鎮數以上。 4 1年來該行總共貸出

227億7558萬美元給10 ,137 ,522個微型項目。

這些貸款項目總共已回收207億2445萬元。目前

在外貸款為17億273萬元，貸款回收率為99.12%。

該行並有77,337名乞丐會員，對乞丐會員的總貸

出額為2百6 3萬美元，已回收了2百2 1萬元，目

前乞丐會員並有11萬美元的存款！

（資料來自該行2 0 1 7年9月報表。網址：h t t p : / /

w w w . g r a m e e n - i n f o . o r g / m o n t h l y - r e p o r t s -

0 9 - 2 0 1 7 /）目前，該行的 9 0 %股份為會員所擁

有，其餘 1 0 %屬於政府，員工超過 2 4 , 7 0 0名。

該組織營業項目也經由附屬組織從單純的信貸業

務衍伸到健保、教育、電信、能源、信託基金

等其他領域。2006年，尤努斯及葛拉敏銀行同獲

諾貝爾和平獎；並榮獲其他獎項無數。

      尤努斯的故事在我的心田激起無數的漣漪及

波浪。我們能不能產生這種廣泛普及又深刻影響

的服務創意？我們能不能在一個領域堅持再堅持、

改善再改善，使之成為扭轉社會關注的標竿？我

們有沒有能力開創一項服務，能讓全世界超過50

個國家都認可，並嘗試著跟進追隨？我們能否在

目前的服務領域開創更廣闊的天地？看完他的傳

記，許多答案依稀浮現眼前，成為我們可以借鏡

的指路明燈。

      以就業服務為例，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將有工

作能力的障礙者導入正常的社會活動，使其有尊

嚴的成為社會人。葛拉敏提出的微型貸款，它主

要的目的是讓窮人有機會培養出謀生的技能，並

不只是貼補他們的生活。從某個觀點來看，身心

障礙者及社會底端的真正窮人其實都可稱為廣義

的障礙者。如何得到進入社會的自立技能，是融

入社會的關鍵。我們透過一系列的訓練及服務活

動，也正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施人以魚，不如授

人以漁。我們的理想是殊途同歸的。

      至2007年1月，葛拉敏已經幫助了1 ,200萬

人，佔孟加拉人口的1/10。獨立研究顯示，其中

1/3經由得到貸款，完成了脫貧的第一個步驟，

成為社會的生產者，並能自給自足。另外1 / 3的

生活得到明顯的改善。經過30年的努力，能看到

400萬人從社會的被救助者成為社會的貢獻者，

這個成果，不能說不巨大，很值得欽佩及學習。

以此為鑑，期望在我們自己的崗位上，也有機會

碰撞出類似的火花，讓工作成果更燦爛、輝煌。

滾滾長江東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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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就業服務

     視障者由於視覺的缺損導致資訊獲得與學習管道異於一般人，故不論教育、生活或就業都遇到許

多障礙，尤其離開學校面臨就業更是嚴峻的考驗！這也是台灣視覺障礙者勞動參與率僅17 .5%，不但

遠低於一般人之勞動參與率(58 .45% )，相較於身心障礙者勞動參與率(19 .7% )也偏低的緣由。

     緣此，本期會訊以視障就業為主題，並邀請投注最多心力的政府、企業與學界代表，加上本會提

供就業服務的同仁，以不同角度探討視障就業相關問題。不僅讓社會大眾能一窺視障者就業困境的癥

結，也期能從教育奠基、政策支持、專業輔導及企業聘用等，全面且根本地解決問題。

     在此特別感謝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葉琇姍處長、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林遠棟總經理及台灣師

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張千惠教授諸君共襄盛舉，讓本期會訊更添光彩，也讓主題更為彰顯！

文／總幹事 王晴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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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3年，渣打集團在全球發起「看得見的

希望（Seeing i s  Bel iev ing）」防盲救盲計畫，

與國際組織 IAPB（ In te r nat iona l  Agency fo r

theP revent ion  o f  B l i ndnes s）合作，透過募

款活動提供全世界開發中國家免費眼睛醫療手術

並推動眼科衛生教育。在台灣，我們推動「看得

見的希望（ S e e i n g  i s  B e l i e v i n g）」防盲救盲

計畫也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

     渣打銀行從 2 0 1 0年以來，就在台灣成立了

一個視障電話行銷團隊，締造了優異的業務表現。

2013年，渣打銀行希望從自身的視障晉用經驗，

在台灣進一步推動「看得見的希望（ S e e i n g  i s

Be l iev ing）」防盲救盲計畫的本地活動，成立了

「看得見的希望視障就業平台」以提倡視障者的

多元就業。我們集結了包括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

會等幾家社福團體、搭配企業及政府資源，著手

打造公益計畫，就是想讓更多企業看見視障者的

工作能力，共同為視障多元就業盡一份心力。

看得見的希望

文/林遠棟
渣打銀行總經理 

     我從渣打銀行自身聘用的視障電話行銷團

隊，看到了視障人才的能力以及工作對他們而言

的莫大意義。這種由自身做起、影響社會的做

法，是我們一路走來的信念。非常感謝台北市視

障者家長協會一路走來與我們在支持視障人才多

元就業道路上的同心協力；說服更多企業開創就

業機會、拜訪政府單位積極推廣、倡議視障多元

就業的理念。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以他們一貫

專業、努力不懈的精神為視障者服務以及為他們

就業的權益發聲，讓視障人才可以一起加入社會

進步的動力，也希望更多社會大眾可以與我們一

同用愛為視障者打造更友善的社會。

     「看得見的希望視障就業平台」結合經驗豐

的後盾，為他們創造更多元而友善的就業環境。

截至2017年底，我們已協助407位視障朋友成功

就業，這些成果實為不易。「看得見的希望視

障就業平台」一直將將重心放在推動「視障多元

就業」，平台的夥伴也逐漸將觸角從台北往中南

部沿伸，希望也可以幫助外縣市的視障者順利

就業。

渣打銀行於2017年榮獲無障礙國際計畫–創新計畫獎，

並獲邀至維也納聯合國總部受獎及分享最佳案例，是唯一

來自臺灣的獲獎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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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近年來就業市場不景

氣，企業僱用態度較為保守，勞動彈性化與部分

工時化，也造成就業安全感不足的問題。臺北市

勞動力重建運用處面對這樣的挑戰，也試著要開

發出新的服務模式，如對於人數漸增的大專教育

程度的障礙者、多重需求的障礙者、乃至心智障

礙者的自我決策等，都是原有服務模式不易觸及

的新議題。我們希望能繼續與民間組織和企業合

作，每個部門的點點心光，都關注到障礙者就業

處境的多變性，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同點亮前方

的路，成為障礙求職者更有力的支持。

點點心光、點亮未來

      促進障礙者就業是一個高難度的挑戰，各國

統計資料都顯示，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率偏低、薪

資報酬也較一般人低。面對這樣的情勢，政府部

門當然責無旁貸，要負起推動與發展的任務。

      我國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於民國80年奠

基，最近一次於97年修法後，將企業定額進用的

門檻提高，各項專業服務也更臻完整。今天，在

政府部門，已建立了多層次的促進障礙者就業的

服務體系，包括一般就業服務模式、深度職業重

建模式，乃至創業或者以多元就業的型態進入職

場，都有對應的服務部門與管道。

      目前，視障者可透過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

處的職業重建服務，開啟求職的準備，另在97年

的修法中提出了公部門電話諮詢業務應僱用一定

比例視障者的規定，臺北市目前也列管十餘個公

部門，共提供70餘個職缺，透過專業輔導團的運

做，協助視障者選擇這些工作。從事按摩工作的

視障者，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下，也開始要做更完

整的職涯規劃，年輕一輩按摩師也有自己心目中

的職涯地圖。在公部門部分，確實有許多視障者

想走入公職，本處在去（106）年底針對近兩年

內透過公職考試進入公部門的身心障礙者辦理了

職涯適應的工作坊，得到熱烈的回響，各種障別

的新科公務員在此交流學習，聆聽公務前輩的經

驗分享，也開始認真思考公職生涯該如何規劃。

在各種努力的過程中，我們得到很多雇主與民間

團體熱情的支持與回應，臺北市目前應進用身心

障礙者的企業，進用人數已經超越百分之百，民

間組織在專業服務的協助，更是功不可沒，台北

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多年前就參與了臺北市職業重

建服務的團隊，近年來更積極投入職務再設計服

務的領域，我們相信政府、企業與民間組織的通

力合作，才能提升綜效。

文／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葉琇姍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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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的一份研究及國外多篇研究結果顯示，視覺

障礙者除了職場專業技能外，應先備有的就業相

關技能，包括有實用語文、實用數學、電腦文書

處理、自我照顧以及定向行動等五種基礎能力。

文／台北市五常國小視障資源班特教老師 溫伊梵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副教授 張千惠

視覺障礙者的就業前準備

     以實用語文能力而言，國內視障朋友們經常要

面對選擇同音異義字的困境，因為中文字的同音異

義字太多且許多國字的字形有其象徵的意義，視障

者因不常看到字形或較少使用時就會忘記。

     此外，中文點字系統又是注音符號之表徵，這

使得視障者在職場上處理文書資料時常面臨選錯字

的挑戰，若能夠從小就熟練如何選擇正確的國字將

     就實用數學能力而言，許多視障者因為缺乏

數學放大講義或作業本或點字學習材料，從小對

數學就敬而遠之。有些教學者也往往為了降低學

生挫折感而沒有期待學生對數學付出努力。

     到了就業階段，即會產生有些視障朋友不僅

對於日常實用數學如加減法之概念含糊，連同數

學概念中的邏輯推理應用(例如：甲的錢多於乙，

乙的錢多於丙，則甲的錢也多於丙)也需要再加

強。

     這能力會深深影響在職場上處理日常跟預算

有關的事務之能力，所以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協助

視障者紮根實用數學之基礎。

我們都知道，視覺障礙者最終還是要走入

社會、迎向漫長的職場生涯。

一、同音異義字的窘境－實用語文能力

二、看不見、摸不到的抽象－實用數學能力

可於未來就業時順利進行撰寫業務相關的文件內容。

     第四種就業相關技能需求就是自我照顧能力。

我們的研究發現，有些視障大學生因從小受到家人

極佳的照顧與保護，而缺乏自行處理日常生活任務

的能力。(例如：收納物品、個人清潔衛生等)，若

習慣依賴，就容易產生逃避互動、倦怠的心理，而

這些狀況將會影響視障者在職場上的社會互動關

係；因為大多的雇主或同事不會喜歡與這樣的員

工共事；所以視障者和大家一樣，都應學習自我照

顧技能。

     第五種就業相關需求是定向行動能力，這個

能力更是影響視覺障礙者就業職場與職種之選擇。

當一個人決定方向與行動行走的能力不足時，他

必須依賴他人引導並侷限於選取某些比較靜態的

工作種類。

     同時，若行動能力不佳也會令潛在雇主有所

疑慮，因不知道他能否於職場上安全行動，這個顧

慮也將阻撓未來雇主聘用視覺障礙者的意願。而

定向行動能力的養成於學前階段即應開始，因為隨

著年齡增長所接觸的環境複雜度也隨之提升，所

以這項能力的訓練必須長期持續。

     以上很簡要的討論了視覺障礙者所需之就業

相關技能，包括：實用語文能力、實用數學能力、

電腦文書處理技能、自我照顧能力以及定向行動

能力。

     如果相關的教育單位與職業訓練單位能夠正

視這些需求，確實作好需求評估並提供應有的訓

練服務，相信對視覺障礙者的職涯發展將有極大

的助益。

四、讓被幫助的需求降到最低－自我照顧能力

三、明與盲溝通的橋樑－電腦文書處理技能

五、讓工作種類更多元－定向行動能力

     以電腦文書處理技能而言，視障者應該盡早

學會各種日常容易用到的相關文書處理軟體(例如

Word、Excel、PowerPr in t等軟體)以及至少熟練

兩種語音報讀軟體；現在的職場上，不論職業類

別，這些文書處理軟體均受到頻繁使用。

     目前市面廣用的語音報讀軟體，有些較擅長

於報讀某種格式的資料，有些則善於閱讀網頁格

式的資料，因此務必學會且精熟至少兩種報讀軟

體，方能順利完成職場上交付的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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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小天使，我想要許一個願望．．．．．．

如果你在我身邊

請你陪我長大

陪我玩球

陪我洗澡

聽我說學校發生的幸福的事情  好運的事情

陪我寫功課(我才不會那麼小氣請你幫我寫功課)

教我功課  陪我畫畫  陪我去上學

我會給你學校帶回來的水果

陪我一起快樂地下課

我要把你藏在書包裡面 陪我度過美好的時光

寫給天使的一封信 創作者／視障學齡教育服務－作文班 國小三年級學童 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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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謂「職務再設計」係指經評估員及專業團

隊的協助，從職務內容分析出身心障礙者無法執

行工作的問題與困難，進而藉由調整工作、改善

環境或提供輔具等各項措施，提升身心障礙者的

生產力與就業適應能力。

     當雇主有意願任用身心障礙者時，或身心障

礙者因生理或心理功能限制以致執行工作有困難

時，即可向各縣市勞工單位申請職務再設計服務，

以促進其順利就業。常見職務再設計改善策略包

含以下五大面向：

(一)改善職場工作環境：如增設無障礙廁所、斜

      坡設置等。

(二)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如調整工作檯面或改

      使用操作輕便之工具。

(三)提供就業輔具：如全盲者所使用的點字觸摸

      顯示器、語音報讀軟體等。

(四)改善工作條件：如聽打服務、視力協助服務

      及人力協助服務。

(五)調整工作方法：如工作流程簡化或重組等。

文／林佳琪、林宜頴
職務再設計評估員工作有職再，職場好自在

 

淺談職務再設計服務

工作與就業為社會參與權的真實展現。

透過「職務再設計」服務，身心障礙者

可更便利、自主地完成工作，是維持身

心障礙者就業的重要助力。

     齊邦(化名)剛任職於某傳播中心，因患有先

天性視網膜失養症，領有第二類(眼)中度的身障

證明。工作時因視力限制，碰到許多工作困難，

包括：電腦螢幕資訊閱讀、紙本文字辨識與紙本

填寫有困難等等。經雇主的協助，向臺北市勞動

力重建運用處申請職務再設計服務，期能有所改

善。

     本會職再評估員初次訪視齊邦時，即感受到

齊邦是個開朗、反應靈活且積極正面的個性。齊

邦說他因視力日益退化，從一著名的廣告行銷公

司離開而轉任現在的單位，並希望未來的工作內

容可與原本行銷的本業相類似。

     透過完善的職務再設計服務與雇主的協助，

齊邦原本的工作困難大幅減輕，並表示現在工作

時可更專注於行銷企劃的發想，並預計為其單位

的合唱團申請國家音樂廳的演出機會，將合唱團

事業推向大舞台。評估員很高興齊邦經由職務再

設計服務，能更加順利、自主地執行工作，並對

工作展現出熱忱與抱負。

 

●透過擴視軟體，電腦

  螢幕字體不因放大而

  變模糊，且對比度更

  佳。(示意圖)

●評估員協助個案試用

  桌上型擴視機，確認

  改善效益。(示意圖)

●使用不同顏色資料夾，

  提升視覺搜尋效率。

  (示意圖)

      透過職場訪視、晤談及邀請專家訪視等方式，

評估員詳實瞭解齊邦的眼睛的生理狀況，釐清工

作困難，與齊邦、雇主共同討論改善方式及進行

輔具試用後，具體改善內容如下：

工作內容由原本需帶領同仁外出改成以內勤行

銷為主。

辦公座位上方的燈管位置調整，以減少照明所

造成的不適。

電腦工作時使用擴視軟體，使螢幕字體不因放

大而變模糊，並可調整對比度，有效協助齊邦

閱讀電腦資訊。

紙本文書工作，建議使用桌上型擴視機，以利

其文件閱讀與資料填寫。

運用不同顏色的資料夾，依分類放入資料，提

升視覺搜尋效率。

針對齊邦企劃撰寫後的文字校對與網路資料的

蒐集統整，提供部分時數的視力協助服務，增

進其工作效率，減輕視力負擔。

使用灰色的濾光眼鏡以改善外出畏光的情形，

並協助其申請社會局補助。

1 .

2 .

3 .

4 .

5 .

6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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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考上後並非一帆風順的開始，他們可能

會面臨人力協助的需求、與主管的溝通、對未來

的憂慮、視力退化及身體健康情形下降、無事可

做、工作介面操作困難及職場人際關係的經營等

問題。

從銓敘部2011年至2015年所做的

統計資料可以得知，視障者從事公

務人員的比例逐年增加，至2015年

底，共有480位視障者具備公務人

員的資格，且正在從事公務人員。

文／王琪惠
就業服務部主任做好準備，善用各項資源的運用者－

視覺障礙公務人員

 
      力維以第一名之姿獲得了公務人員的入場券，

面對志願的選擇，力維瞭解視障者的不便，所以

首要考量的是在地資源是否充足？

     力維主動聯繫我們，希望在正式填寫志願前，

我們可以先陪同他到他擇定的兩家單位拜訪，透

過彼此認識選擇較為友善的單位做為第一志願。

     志願表繳出去後，他提早從台南北上熟悉環

境，就近租了房子，我們協助連結定向行動訓練

資源，讓他可以先熟悉居家周邊及職場內外部的

環境。力維的母親也經常搭車前往臺北，協助他

採買生活必需用品，讓力維能夠順利且更快地適

應臺北的生活。

一開始大家都很認真關注我工作是否順利. . .，

有些人也會覺得我做不好或做不出來，甚至主管

他們也會覺得說我過幾個月就會走了. . .

視障者從事公務人員的人數

逐年攀升

2011~2015年視覺障礙者從事公務人員人數概況
資料來源：銓敘部統計處（2015）

2011年

238視障者人數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368 395 452 480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上班的第一天，力維充滿了擔心與害怕的心

情，主管及同事們也特別關注力維是否能順利地

完成工作，這時的大家對視障者的工作能力仍舊

抱持著懷疑。力維為了能更快熟悉工作內容及維

持單位正常運作，他決定用自己的薪水聘請工讀

生暫時協助他工作。在工作介面上，我們提供盲

用輔具及製作明顯的浮凸標示讓力維可以順利操

作，雖然力維透過輔具的協助可以完成工作，但

因視力的限制完成工作仍需要比一般人多一到二

倍的時間，因此若能適時加入人力協助的資源，

即可提高他的工作產量及效率。力維認為不管是

申請職務再設計或與主管討論工作內容時，若能

運用專業第三方例如社福團體的資源，協助視障

者進行必要性的溝通，實際就業後將可有效減少

視障者與職場的摩擦。

 

     而單位主管透過由上而下的影響力，建立友

善職場氛圍也讓力維增加了許多自然支持者。

經過工作內容的調整及學習適應、科技輔具的申

請及協助、有效地運用人力協助及職場友善環境，

最後力維順利地通過工作適應期，目前仍持續在

職場服務。

      視障者在適性工作開發上非常困難，因此大

多數的視障者在經濟考量下選擇從事視障按摩工

作。但近年因為特殊教育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

的視障者自大學、乃至研究所畢業，他們希望可

以從事更多元化的工作，但是相較於一般人，視

障者的就業問題，容易被社會大眾忽視，即使具

備工作能力，也不易成為招募任用的對象。在企

業就業機會有限的情況下，有越來越多的視障者

以從事公務人員為理想志向。

政府部門亦逐漸開始重視身障公務人員工作適應

相關之議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2015年4月

召開「研商 -對通過公職考試之身障者提供就業

協助及服務資訊」的會議，大家對於如何能夠讓

身障者排除障礙限制，在公部門能發揮專長以勝

任公職而進行積極的討論，目的是希望減少身障

公務人員工作適應不良之情況。

      因此，筆者認為若能有效運用現有的身心障礙

職業重建服務及早進入職場協助視障公務人員，

或確定已考取公務人員之視障者能主動聯繫專業

第三方，將有助於視障公務人員縮短適應期，並減

少發生適應不良的機會。

視覺障礙公務人員的工作適應情形值得被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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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就完美

「B U B B L Y  L O V E  愛沐」源自於2 0 1 5年微風的

聖誕晚會，我們希望能盡自己的一分力量，號召

大眾做公益獻愛心，因此邀請了藝術家蔡芙郡小

姐、唐氏症基金會與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共同

推出此款聯名手工皂，藉由社會的愛與力量，創

造唐寶寶就業機會，也幫助視障小朋友學習與成

長。

     靈魂之窗被關上的小朋友，不論是學習或生

活比起其他的孩子更加辛苦，有大家悉心的呵護

，才能在成長道路上突破生理限制、獲得良好的

醫療教育資源；唐寶寶們帶著上天給予的特殊禮

物來到世界，他們與大家印象的孩子不太一樣，

但仍保持樂觀、認真的生活著，靠自己的努力完

成每件任務，讓每天都是豐收的一天。

     這群孩子的背後，擁有默默守護的家長們，

替孩子們撐起一片天，期待打造一個友善、無憂

的環境；微風希望藉由大家的力量給予家長們掌

聲外，透過實際的行動，讓受到幫助的人也有機

會幫助他人。

     一顆手工皂的誕生，需要17個精細的環節，

每個環節都不能出錯，才能產出無瑕的手工皂。

如同「B U B B L Y  L O V E  愛沐」，從2 0 1 5年開始

，一次次的討論、修正，一點一滴的累積，孕育

出「皂就完美」愛沐手工皂。感謝唐寶寶用心製

作出獨一無二的手工皂；蔡芙郡小姐，用可愛生

動的錦兔，給予滿滿的愛；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

會在特別的生命課題中不放棄。最後，感謝與微

風一起攜手做公益的大家，

文／微風集團策略長 廖曉喬

BUBBLY LOVE 愛沐慈善手工皂 承載著微風慈善基金會對社會的愛

與關懷，「BUBBLY LOVE 愛沐慈

善手工皂」，在2017年11月與大家

見面了。

“

“

“
“

讓我們的社會更美好，把愛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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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臺北渣打公益馬拉松」
  1月28日盛大開跑
推動全球「看得見的希望See ing  i s  Be l iev ing」防盲救盲計劃

賽的路跑活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十一月

首創由視障跑者完成北中南5 0 0公里接力挑戰活

動，感謝40位視障跑者讓渣打銀行在臺灣的路跑

賽事史上留下一段動人的記錄！」五年來，臺灣

渣打銀行已透過這項賽事捐出近新台幣5 ,500萬

元，其經費用於臺灣視障朋友多元就業，目前已

成功協助407位視障朋友找到工作，並持續推動

全球「看得見的希望See ing  i s  Be l iev ing」防

盲救盲計劃。

30位企業領袖共同起跑，希望與各企業代表，透

過參加公益賽事，展現對視障就業的支持，也為

臺灣創造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及提供視障朋友友善

的工作環境。

去年參與過「臺北渣打公益馬拉松」的跨欄王子

陳傑，希望能為公益盡一份心力，這次參與2K領

袖盃組，與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總經理林遠棟及約

     賽後陳傑分享：「很多人都說跑者是孤獨的

，但透過臺北渣打公益馬拉松『領袖盃』反而讓

我看見團隊的力量，因為有很多的社會賢達和渣

打銀行一起號召公益、為視障多元就業而跑，其

實蠻感動的。」而 2月初就即將到雅加達進行測

試賽的陳傑，也表示，他會跟參與「臺北渣打公

益馬拉松」的跑者一樣，期許自己在未來參與的

賽事裡，都能超越自己拿下好成績。

     首次參與3K賽事、在賽前記者會宣布要以5

分速完賽的王柏融與吳俊青，賽後也分別分享了

參賽的心得。王柏融表示：「第一次路跑就獻給

『臺北渣打公益馬拉松』，而3K是視障組別最多

的賽事，從出發開始就一直在觀察視障跑者與陪

跑員，看見他們成雙起跑的模樣覺得很溫暖，所

以也放慢速度，默默地想要陪伴他們完賽。」

     而吳俊青也打趣的說：「一開始因為5分速

的目標蠻快的，一出發就是馬力全開，但就像柏

融提到的，看到很多視障跑者與陪跑員，其實都

會想要慢下來幫視障跑者加油，因為對運動員來

說，一聲加油比什麼補給都來的振奮，所以就決

定把輸贏放一邊了。」

     只要有一個契機就能讓他們發光發熱

     渣打銀行目前除了已連續五年大力贊助舉辦

『臺北渣打馬公益馬拉松』外，並已在包括香港

、新加坡等其他八個城市贊助舉辦馬拉松及路跑

賽事，廣獲在地民眾及國外跑者熱情響應參加。

『臺北渣打馬公益馬拉松』不僅是最多視障跑者參

     「臺北渣打公益馬拉松」目前已是全臺最大

馬拉松賽事，舉辦五年來，累計已有超過16萬人

次參賽。更特別的是，不僅視障選手及志願陪跑

的參與人數逐年增加，今年更是好手雲集，包括

2位即將於今年遠征全球頂級美國波士頓馬拉松

的呂冠霖及洪國展，以及來自香港近20名聽覺障

礙陪跑視障的「猛龍長跑團」等，都前來共襄盛

舉。

     渣打銀行也邀請到與賽事一樣不斷追求卓越

的世代新星，包括跨欄王子陳傑、棒球好手王柏

融、臺灣國腳吳俊青，跨界齊聚以「腳力」與3萬

跑者一起歡慶賽事5週年。

王柏融X吳俊青首度挑戰3K賽事

陳傑為視障公益與企業領袖齊跑

「2018臺北渣打公益馬拉松」5週年，

  連年創新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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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王晴紋從手工到科技，觸覺教材與設施演進之路

老師非常驚訝！因為答對的這位學生是一位視障

學生。原來，這位視障生向本會申請了一套台灣

地理觸摸圖冊，暑假期間藉著這套觸摸式圖冊，

除了深入了解台灣的縣市位置、公路與鐵路交通

、山脈和河流地形分布等，連鄰近的國家、海域

的相對位置都很清楚。因此，老師的問題他能毫

不猶豫地回答。

。她以土法煉鋼的精神，利用各種不同材質的不

同觸感，將地理、數學、自然等科目的視覺圖型

，轉換成以觸覺為主的觸摸式圖形。

     本會為視障生研發製作的一系列觸摸式地圖

和教具，源自20多年前一位視障生王芃的媽媽。

由於王芃資賦優異，媽媽為了滿足她的求知慾，

在視障特教資源匱乏的環境下，只能凡事自己來

     這套觸覺教材教具的製作方法逐漸在視障生

家長的族群裡傳遞散播，直至民國90年，本會為

了創造視障者的多元就業職種，申請職訓局的多

元就業方案補助，一方面讓視障者得以藉製作點

字教科書維生，另外也藉著觸摸式圖形與教材教

具的製作，提昇台灣視障點字教科書的品質。從

此，觸摸式圖形與教材教具之製作脫離個人摸索

，進入專業團隊生產模式，更發展成「視障教材

教具研發製作中心」。

發教具型態的地理圖冊，包括台灣、中國大陸及

世界地理觸摸圖冊，還有立體的觸摸式地圖儀，

讓視障生的地理學習得以無障礙。另外，也製作

了數理、自然科學的相關圖型和觸摸式教具，深

耕視障生的數理基礎。

     此中心之運作結合了特教老師、視障點譯人

員、電腦繪圖及製圖人員等專業，除了承接教育

部視障點字教科書之製作，將書籍的視覺附圖盡

可能轉換成可藉觸覺辨識的圖形外，更進一步研

     然隨著台灣社會文明進步，公共建設開始講

求特殊族群的近用便利與環境共融，原本依賴手

工黏貼製作的不同材質之觸摸圖形與教具，尚不

足以符合公共設施講求耐用度及規格化的要求。

     故自104年起，本會又透過勞發署「培力計畫」

補助，開始觸摸式圖形和輔具之升級研發。藉由

科技設備之輔助嘗試3D教具開發，之後又引進UV

立體噴射列印機，透過疊印的高低漸層技術，營

造不同的觸覺效果。或許其製品於觸覺辨識度上

不如手工的材質差異，但其持久性與規格化遠非

前者所能比擬。加上能完整呈現原視覺圖形的色

彩與形狀，實更符合通用設計供多數族群使用之

概念。

     基於上述優點，本會已接受故宮博物院之委

託，製作了系列館藏古物之觸覺導覽圖冊，深受

國內外參訪視障者之肯定；另承接台北市花博兒

童共融遊戲場之戶外大型觸覺地圖製作，其科技

運用與通用設計概念之結合應是台灣首創，甚至

亞洲罕見！本會也將持續研製優質公共觸覺地圖

及非視覺設施，為推動視障者之無障礙環境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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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完暑假的第一堂地理課，老師問班上

小學生：「台灣、中國大陸和菲律賓群

島之間隔著什麼海？」大多數的學生都

回答台灣海峽或太平洋等，只有一位學

生語氣肯定的答說「南海」。

“

“



請於資料填妥後將本表傳真至本會24小時傳真專線：(02)2717-3112 或

以掛號逕寄：105台北市敦化北路155巷76號1樓

                 『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收。謝謝！

・立案證號：北市社會字第1383號  

信用卡捐款資料(欄位前有『＊』為必填欄位，請以正楷填寫)

捐款人基本資料(欄位前有『＊』為必填欄位，請以正楷填寫)

信用卡捐款

注意事項：

1 .當協會收到您的信用卡捐款授權書後，我們將以電話方式與您聯繫確認。

2.當您捐款成功之後，您將於二至四週內收到本會所寄發之正式捐款收據，依所得稅法規定：採取列舉扣除之所得稅申報者，個人最高

  以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廿為限；營利事業單位則以不超過營利所得總額10%為限。

3.本會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成員之一，所有財物及捐款均公開透明並受社會大眾監督，而您的每一筆捐款均將依據公益勸募條例第

   六條之規定辦理公開徵信。

4.若您所持有之信用卡換卡或停用，請於新卡收到之後來電告知以利處理後續捐款事宜；若您欲停止捐款，亦請來電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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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                       □先生 □女士 □公司及團體

＊信用卡別：□VISA □MASTER □JCB □聯合信用卡

＊發卡銀行：                       銀行

＊信用卡有效期限：西元           年       月       日

   請依信用卡正面所標示之有效期限依序填寫

＊信用卡卡號：          －          －          －          

＊信用卡背面末三碼：

   授權碼(捐款人請勿填寫)：

我願意

□每月定期捐款500元，或

□每月定期捐款          元以長期幫助視障學童教育訓練、定向行動及生活自理訓練

   、視覺損傷嬰幼兒早期療育、盲用電腦訓練與生活重建、視障就業培力及促進等相

   關福利服務。註：定期定額捐款固定於每月廿日扣款；如需停止扣款敬請來電告知，謝謝。

□單次捐款1,000元，或

□單次捐款          元以幫助視障學童及成人相關福利服務計畫。

＊身分證字號：

＊收據抬頭／統一編號：□同捐款人 □另開收據 抬頭：

＊聯絡電話：(日)                       (手機)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同)

簽署日期

＊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收據地址：□同通訊地址 □另寄至：

＊收據寄發：□逐次寄發 □年度寄發(統一於隔年三月寄發以利報稅) □不需寄發

從何處得知本會(可複選)？□網路 □廣播電視 □捷運看板 □報章雜誌  

                              □本會會訊  □活動DM   □親友

幸福的微光會刊(贈閱)？□需要 □不需要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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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734
50,000
50,000
20,000
20,000
12,000

財團法人保力達公益慈善基金會

吳為吉

吳懷瑜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施養瑞

羅曾秋桃

6,000陳武隆

5,000邱訪義

5,000陳怡呈

4,000
3,000
3,000

林佳穎

5,000施玉華

亞信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陳怡秀

3,000李信梅

2,384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802宋恆祥

辰星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黃纖絢 蔡秉諺 林倍如

彭秀珠  、  宋珮柔

黃碧鈴

謝佩玲

楊儀君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李美玲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北市區

馬淑貞 余漢忠 張美智 洪秀芬

黃淑翎

古芳珍

蘇育緯

李俊毅

莊巧憶

鄒庭安

周黃慧卿

廖茹棋

邱彩興

黃雅雯

鄭綺紋

林鎮邦

蔡坤宏

張世宗 余合強

許玲瑋

雷廷萱

林于恬

張靜宜

陳懋薇

李碧秀

廖姿雅

王明湧

余錫宗

Spanisheyes Wang

600魏銥嫺

許家馨

傅子建

林煥庭

鄒秉中

唐逢超

王惠屏

趙桂琳

楊叔德

江秉諭

簡佩臻

江咨樺

李蕙萍

張靜慧

王宜慈

吳玫珠

郭淑清

張超榮

李怡璇

曾奕中

林星翰

曾奕勳

李俊毅

丁曉鈴

陳俊卿

涂靜茹

楚惠珺

楊炁堷 魏郁芬 林   婷

江束梅

卓育萱

1,200

謝玗恬 陳筱玟賴昱睿

蔡明端

趙蕙慈

李品儒

黃芸霞

沈佩倩

梁世瑩

黃純純

林美琴

胡兆廷 李敏瑄 黃曉琳 郭怡萱

鄭名淵

鍾培敏

張佳慧

陳毓君

張殷綺

蔡坤明

黃萬翠

王春燕

邱冠惟 朱紅溱 蔡欣瑜鄭凱今

倪寶奎 陳莉莉 翁淑華 章凱甄

楊緒祿 郭品均 高照雄

莊壹蓁 葉   鳳 林品君黃家勤

400
360
330

12月

11月

364,290
120,000
100,000
100,000

59,600

財團法人國票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徐有庠家族公益信托基金

蔡佳璇

陳儒宏

林一蘭

40,000王晴紋

國際獅子會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12,000

中華民國總會台北市第二支會

謝達岳

金剛天使尼瑪千人公益瑜珈全體義工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李秋明

10,000
10,000

6,000
5,000
5,000

詹秀惠

武秀珍

蔡正偉、蔡庭瑞、張寶仁

博立思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萬福

5,000邱尚志 

5,000陳怡呈

4,800
4,000
3,000
3,000
3,000

邱創美

周建宇

林采儀

高進文

2,500
2,327
2,200

孟繁琪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2,200張文誌

王貞瓔

蔡昆洲

1,800

辰星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1,500
1,500

孟繁琪

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方立翡

黃威霖 賴致寧 高進文 黃碧鈴

謝佩玲 李美玲

林侑靜律師事務所

富宇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朱寶科技有限公司

蕭惠珍 鄭名淵 鄧惠美 陳芊蓁

謝玗恬 鍾培敏 陳毓君黃萬翠

唐逢超 楊秉歷 謝奉圜 趙桂琳

劉淑如 林秀芸 陳欣俊 吳昆振

傅子建

楊叔德

孫勤凱

張超榮

鄒秉中

曾奕中

王惠屏

曾奕勳

陳俊卿 涂靜茹 楊炁堷 翁鳳嬌

薛閔舒

楚惠珺

丁曉鈴 林星翰 李俊毅李怡璇

白尚儒

江東梅

卓育萱

蔡坤明 王春燕 梁靜祝 蘇郁琪

詹惠雯

張余美妹闔家、張金堂

邱俊修 李玉如

魏銥嫺

600
600

鄒庭安

鄒采潔

510

600
英屬維京群島商
仁和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400
400
400
360
330

王鍾華 陳佩鴻 張靜慧 吳玫珠

簡佩臻

陳菀湘

李蕙萍

李世瑜

王宜慈

古芳珍

郭淑清

鄒秉文

王淑楓 鄭秀屏 謝培真 翁邱網

陳佩如

李建璋

陳靜怡

童怡雯

陳秋伶

許文馨

林穎瑄

蔡雅珮

黃來亨 李先生 林琨富 林宇慶

高子宜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鍵盤組X3(鍵盤+滑鼠)、電腦螢幕X1

河合鋼琴一台

林志順

陳若函

黃翊嘉 盧銀英單娜

250
220

就完成電子發票的捐贈。

只要在使用電子發票的商店消費，
結帳前告訴店員   

愛心碼
8899

捐贈點字發票

250,000
20,000
20,000

9,600
9,000
5,000

9月
社團法人臺灣視障協會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顏君翰

林恬

中華里里辦公處

謝培真

3,000陳忠寶

2,400曾孟崎

2,062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900林家岑

10月

THANK
YOU!

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捐款方式

信用卡捐款（單筆/定期定額捐款）
請以本刊物第25頁授權書捐款或至協會官網
（www.forblind.org.tw）下載授權書填寫。

郵政劃撥（單筆捐款）

戶名：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帳號：19446498

銀行ATM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敦北分行（052）
帳號：1182-0000-17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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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星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陳小姐 陳毓君 劉在盛 林星翰

林品君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施宜君

陳莉莉

祁亞維

翁淑華

王淑靜

章凱甄

李淑婷

廖秀鳳

陳雅玲

鄒秉中

古芳珍

張超榮

李俊毅

陳怡呈

鄒庭安

丁曉鈴

廖茹棋

賴玫君

Spanisheyes Wang
王逸儒

600
600
600

林佳陵

蔡坤明

善心人士

600王向銘

葳夫利德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施又文

陳毓君

鄭涵菲

蔡坤明

黃萬翠

王春燕

鍾培敏

陳莉莉

翁淑華 章凱甄 江美惠

Spanisheyes Wang

600魏銥嫺

45,000
20,000
12,000
12,000
10,000

6,000

王晴紋

財團法人國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鄭萬蘭

賴昱宏

劉家彥

台北市祥鶴國際同濟會

6,000台北市第一國際同濟會 

5,000
4,000
3,000
3,000
2,970

陳怡呈

元禾食堂

利來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陳意廷

王寶莉

林侑靜律師事務所

辰星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250

謝佩玲

鄒采潔

李美玲

楊炁堷

陳莎莉

謝有聞

王春燕

陳恩同

林莉蕓

胡瑞月

蔡秀桃

陳虹佑

白尚儒

李珮琪

王淑楓

唐逢超

蔡麗錦

趙桂琳

游舒幃

鄧百純

張憶琳

王惠屏

張先生

曾奕中

張靜慧

林芳伶

孫勤凱

李蕙萍

吳玫珠

曾奕勳

楊叔德

鍾培敏

鄭世弘

翁邱網

陳佩如

陳秋伶

陳靜怡

林穎瑄

李世瑜

卓育萱

陳俊卿

鄭涵菲

鄒秉中

唐逢超

王惠屏

趙桂琳

楊叔德

傅子建

張超榮

曾奕中

林星翰

曾奕勳

李俊毅

丁曉鈴

蔡秀桃

李怡璇

陳俊卿

涂靜茹

劉韋麟

楊炁堷 莊雯珽 王淑楓

洪雅雯

王宜慈

蔡駿森

黃碧鈴

楊佳穎

李怡璇

許文馨

郭淑清

涂靜茹 陳麗玲

陳先生

蔡湘蔆

蔡侃銣

蔡雅珮

黃馨誼

林琨富

王佩郁

陳小姐 張榮田陳許三塘

黃鈺婷

葉淑芳

江玟貞

垃圾袋(大)(1)

發票

樂譜一批

陳昶宇

李美玲黃碧鈴 謝佩玲

方    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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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馨

陳靜怡

謝培真

陳秋伶

翁邱網

林穎瑄

陳佩如

洪雅雯

蔡雅珮 陳怡婷 林依萍 善心人士

劉彥廷

黃鈺婷

葉淑芳

江玟貞

垃圾袋(大)(1)

發票

樂譜一批

連貫傑黃莉秦  、  黃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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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妤珊 888

張靜慧

王宜慈

吳玫珠

郭淑清

簡佩臻

陳菀湘

李蕙萍

李世瑜

古芳珍

林志順

游舒幃

鄒庭安 鄒采潔 劉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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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娪樗

1,706巴托克咖啡有限公司

250Ke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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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順

陳文州

謝培真 翁邱網

陳秋伶

陳佩如

林穎瑄

陳靜怡

洪雅雯

張薾云 李建璋

陳資衡

江碧興 林琨富 李佳青

蔡雅珮 RR YANG 林依萍 石俞婕

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發票一批

鄒采潔 解國華 劉穎蓉 游舒幃

許富雅

陳菀湘 李世瑜 古芳珍 鄒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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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發票！愛心碼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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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物 
芳名錄

萬分感謝所有捐助人，

許給視障朋友幸福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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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天鳳 羅凱齡 張正華 陳佳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