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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聾人」起初給我的感覺，並不是友善的象徵，甚至有點冷漠。

看著台上的老師，操著不甚清晰的口吻，運用飛舞

的雙手，「一手一手的」用他的語言，傳授著聾人的「母

語」。這是我對聾人、手語的第一印象。   

在聽人環境成長的我，小時候如果耳背、聽不清楚，

就會聽到「臭耳聾」（台語）的責備聲，不曾接觸過聾

人的我，當時並不曉得，「聽不清楚」，對生活對人

生發展有多巨大的影響，也不知道未來的我，居然會和

「聾」如此接近。 

剛登上華岡，沉浸在新鮮人的喜悅，面對心儀的同學，使用著陌生的

手勢，激起了我的好奇，為了更深入了解（她？手語？），因此開始了漫

長的學習生涯，開啟與手語的不解之緣～～在同學引薦之下進入了學校的

資源教室為身障同學服務，由於教室位於大義館，因此「大義 104」便成

了我們「手語社」同好，口中「家」的代名詞。   

經由一次次的服務，不斷地學習手語，慢慢地接觸聽障同學，刻板印

象漸漸的在改觀。聽障同學有著非常優越的美感，我們絞盡腦汁才能畫出

個「樹枝狀」的人形，同學們隨意塗鴉彷彿就是個不世之作。雖然它們無

法呈現優美的歌聲語調，但透過手語的「抑揚頓挫」，每每和同學對話，

簡直就像在欣賞一齣「默劇」般精彩。甚至在運動、電腦、思考方面，聽

障同學都能展現出過人之處，讓我「耳目一新」。 耳聰目明的我們常常

要忍受噪音干擾，我們常羨慕拔下助聽器的同學，沉浸在無聲的世界，午

覺可以睡得安穩。 

透過接近「聾」，認識「聾」，服務「聾」，進而學習「聾」，我才

知道雖然聾人外在是「籠」，但每個人內心都是「龍」，充滿著熱情與奔

放，在社會各個舞台展現他們最亮麗的成就。 

感謝大義 104，讓我學習到服務的精神，認識聾人文化，透過學習手

語，更貼近聾人的世界，雖然青澀的戀情，無法修成正果，但我卻在手語

世界找到另一扇窗，一個更甜美的果實。

永遠的大義 1 0 4

文 / Q ㄅㄚ 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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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第一次接觸「手語」，是在求學時期看見學姐們在進行社團招

生的時候，那時看見學姐們用手在演出歌曲的模樣真的非常好看，而這場

表演除了深深吸引到我之外，也讓我往後的學生生活又增添了學習手語歌

的日子，但好景不長，隨著畢業，手語漸漸淡出了我的生活，但那時的快

樂回憶卻仍然保留在我的心中。

直到兩年前，為了想讓自己再繼續提升，我不禁回想起以前曾學習手

語歌時的快樂，於是開始在網路上找看看高雄地區是否有手語歌的相關課

程，很幸運地，一開始讓我找到三民區的福氣教會有開設，且上課時間也

可以配合，因此在報名後重新學習，那一刻真的重拾了以前的回憶，而老

師在知道我對手語有興趣後，更鼓勵我可以試著和聾老師學習更道地的自

然手語，於是我又上網找看看是否有另外的手語課程，最後找到了平安基

金會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在與聾老師

一起學習的過程中，我發現除了能體驗和

聾人的溝通外，也可以讓自己多了解聾人

文化和接觸自然手語，而且也比較有機會

接觸到其他聾朋友。

感謝平安基金會，讓我能更深入的學

習手語，而且藉著參與 2019 全國手語研

習營，讓我對推廣手語和促進友善環境多

了一份使命，每一次到不同的校園，都會

讓我有不一樣的感動和經驗，非常謝謝平安基金會的鳳老師和志工們讓我

一起參與，對我而言，學習手語已經不僅僅是興趣，更是一種幫助社會的

目標。

學習手語的興趣和使命

文 / 喜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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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公視 -「誰來晚餐」采依的故事，就讓我想到以前認識的一位志

工媽媽。她的孩子也跟采依一樣，出生就聽不見，是個有聽力障礙的孩子。

當家中有這樣的孩子時，父母都會很擔心，除了要擔心孩子的未來，還要

煩惱助聽器或電子耳等昂貴的輔具，如果不是經濟情況較許可的話，對一

般家庭而言無疑是沉重的負擔，該怎麼承受呢？

如果沒有電子耳或助聽器的話，就只有手語是唯一的方式，因此手

語在這裡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先天性失聰或是後天性的聽力退

化，這些情況

也就只能靠手

語或讀唇來幫

忙，其中手語

是最方便不過

了。

劇 中 的 王

曉書也是一位

聽障者，也是

我相當欣賞和

佩服的人，她

的不吝分享真

的很令人感動。雖然是聾人，但生活卻難不倒她，她的毅力跟學習精神值

得讓大家來仿效。

學會手語，不僅可以減少失智的風險，也可以訓練自己的表情和肢體

動作，若不想說話時，亦可用手語來表達。學習手語不但幫助自己，還可

以幫助需要的人，何樂而不為呢？希望大家都可以開心學手語，一同體驗

「讓我們用手聽見你」的樂趣吧。

開心學手語

文 / 湘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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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美好的因緣，開啟了我學手語的契機，真的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

能學手語，以前看到別人在表演手語歌曲時，那優雅、流暢的動作深深吸

引著我，於是在心中種下想學手語的種子，幻想著有朝一日也能像台上的

表演者一樣能用不一樣的方式，把優美的曲子用另一種方式呈現，讓人感

受到曲子的涵義。

平安基金會的老師透過繪

本，讓我們學習一些生活中常

用的詞彙，一方面可以重溫童

年時看繪本的喜悅，另一方面

可以把從繪本裡學到的詞彙帶

到學校去和小朋友分享，讓小

朋友一邊聽故事，一面認識手

語，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學習，

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影片中的小女孩是聾人，

一開始她的父親無法接受，一

直認為女兒的症狀可以治療，直到後來逐漸了解到事實後，才願意接受這

一切。為人父母，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有缺陷，如果有缺陷，也會想盡

辦法彌補，無論是尋求醫療協助或是透過其他方式來改變現狀，希望孩子

能變得跟一般人一樣。

不過這些做法實質上幫助聾人還是有限，現今科技發達，有助聽器或

人工電子耳等輔具，幫助聾人可以更順利地融入社會生活，但是並不是每

個聾人都適合裝助聽器或電子耳，所以手語對聾人而言，就成為他們與聽

人的溝通媒介，手語在聽人及聾人之間搭起一座橋梁，透過肢體語言和表

情來表達雙方所要傳遞的訊息，即使不說話也能心有靈犀一點通。

心有靈犀「譯」點通

文 / 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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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誰來晚餐 - 孩子都是我們的最愛》後，真的了解到孩子永遠

是父母心中最愛的寶貝，尤其是片中的父母親更是令人感動，為了讓聽障

孩子和外界能有更好的溝通，選擇讓全家學習手語，記得有次接觸到一位

口語型聽障者，她告訴我從小父母就訓練她一定要開口說話，因為她的父

母認為比手語不僅難看而且是很

丟臉的事情，因此她對那段口語

訓練的辛苦歷程記憶猶新，而在

她長大之後，才因自身的認同而

學習手語，並結合口語，更能充

分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現在的

她，因為能同時和手語族、口語

族、聽人溝通而感到自信和快

樂。

有次很榮幸能協助公視聽障節目，拍攝一位同時具有視、聽障者的勵

志專輯，因主持人和導演是聽障者，必須有手語翻譯協助，而在拍攝這位

視、聽障者的過程中，他眼睛看不見，只有戴助聽器才可以聽見聲音，但

在這樣的雙重障礙下，不僅沒有讓他失去樂觀和自信，反而為了生活而更

努力，自學各種技藝，包括黏土、捏麵人等技術，同時靠著用手觸摸，學

習按摩技能。而他的父母為了幫他圓夢，成立了視、聽障者的個人工作室，

讓他將喜歡的藝術及按摩結合，父母的愛讓人感動，而他的堅持不懈同樣

令人敬佩。

以聾為榮

文 /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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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關中心開辦手語繪本故事班的目的在於推廣口手語，期望能讓大家

藉由在繪本故事中加入手語，進而使故事更加生動有趣，在共 10 週的課

程中，我們大約會接觸 4~5 本的繪本，由淺入深，幫助學員一步一步學習，

看著這群學員從起初生硬的表情和手勢，到大約學了 150 個詞彙後，逐漸

有抑揚頓挫的聲音和活潑的手語，他們的努力和熱忱著時令我佩服不已。    

在我剛接下手語繪本故事班的教學主責時，心裡總是戰戰兢兢，並將

其視為一種挑戰，談不上樂在

其中。但我卻在準備的過程中

逐漸發現到真正的財寶，除了

教導手語辭彙和表達故事的技

巧之外，更重要是結合中心的

目標「友善環境」，帶領學員

認識繪本故事中所要倡導的焦

點，這樣的發現簡直讓我如獲

至寶，不過當時我的心情除了

雀躍外，卻也夾雜著一絲不安，因為這些繪本幾乎都是我以前使用過且無

比熟悉的，既然如此，我在那個當下怎麼會沒有這些感受？直到與其他老

師討論並經過沉澱後，才讓我重新理解並正視自己所缺乏的部分。

例如在繪本《鱷魚怕怕、牙醫怕怕》中，需要倡導的主題是「克服恐

陪伴與成長

文 / 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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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看牙醫如同每個孩子的夢魘，對成人也不例外，我想起自己之前假

牙套做的不合口，除了戴起來非常不舒服外，還時常伴隨著口腔破皮的痛

苦，但因為牙醫的脾氣不好，所以縱使拖了半年，但我就是不敢再去看牙

醫，直到跟學員一起學習繪本之後，我才發現自己應該要勇敢面對這樣的

困難與掙扎，也感謝學員的介紹，讓我可以認識善良又溫柔的牙醫，相信

自己以後能夠慢慢消除對看牙醫的恐懼。

在手語繪本故事班中，並不僅僅是單純的師生教導，而是如同夥伴一

樣的關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我勇敢面對學員，說出自己真實面對

恐懼的歷程及感情連結薄弱等問題時，總是能得到學員溫暖的扶持和回

饋，每每都讓我的心中有股暖流通過，或許手語故事繪本班起初對我而言

是一種挑戰和責任，但我卻逐漸感受到那股情感連結的重要性，藉著與各

位學員相遇，讓我能重新正視自己，於此從心底對大家說聲：「謝謝你們

的陪伴，使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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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組房客，來了一位戴著助聽器的大女孩

剛大學畢業不久，台南人

很愛笑，很愛說話

說的正開心時她就快快說

當我疑惑時她慢慢說

雖然我常無法完全聽懂她說的內容

但總能意會她的意思到百分之八九十

她不喜歡住家裡，但她有個很愛她的媽媽和阿姨

她們常常做好吃的食物讓她從台南家裡帶來分享給我和孩子吃

她吃的很健康，少油少糖

是位愛運動的女孩

她告訴我：她在練三鐵

有一位師父在教她和她的伙伴們

她們一群人常背著水桶上壽山做重訓

也常在凹仔底公園做拉伸操

有固定的時間游泳也和伙伴們四處去騎車

她的生活很規律

工作的地點有點遠在楠梓後來換到前鎮加工區

她都說距離沒問題

只是她來住了短短一年

愛笑的大女生

文 / 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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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了兩次車禍

第二次住了院

我去看她時煮了魚湯去

還好她的身邊有她那群愛運動的好朋友們幫忙著

也見到了她的姊姊

姊姊心疼妹妹一直碎碎唸

她的家庭是個很有愛的家庭

雖然她腳骨折打上鋼釘，她仍是笑笑的

一直說沒關係

還好平時有訓練，她的恢復很快

因她在工作上的優異表現

主管也將她調往台中到更好的職缺去

我們現在偶爾在網路上打個招呼

仍然可以在 FB 上看到彼此的近況

只是想起這段的認識

仍是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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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捐款芳名錄

宣教基金會 77,213

彰化中會永福教會 72,950

新竹中會公園教會 61,313

台南中會大光教會 45,000

彰化中會竹塘教會 17,430

高雄中會永興教會 15,500

壽山中會三民教會 4,000

高雄中會內惟教會 1,000

傑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900

教會各分會捐款明細

個人捐款明細

公司行號捐款明細

鄭仁懷 100,000
鄭仁迪 100,000
蕭佳芳 25,000
蕭佳卉 25,000
曾瑋誠 17,000
張鎮山 11,000
李加恩 10,000
盧功偉 6,000
邱士娟 5,000
邱曾芳 5,000
楊勝賢 5,000
洪天飛 3,600
黃仁贊

陳又瑄
3,000

林雅貞 2,700
蔡宜瑾 2,000
程書昌 2,000
謝雅德 1,500
吳文娟 1,000
蕭佑安 1,000
趙承恩 1,000
林尹媜 1,000
蔡信興 1,000
花國太 1,000
王喜梓 1,000
鄧仁愛 1,000
林佩蓉 1,000
王李中癸 1,000
王喜梓 1,000
黃月春 625
林盟豐 500

施錫焜 500
陳薇心 500
何曜男 500
陳美寬 500
謝玉莉 500
黃惠貞 500
蘇振順 490
蔡金紫 417
范文德
陳美惠

400

潘春葉 374
蔡孟均 344
李聰政 300
廖紫伶 300
翁嘉鴻 300
王振發 300
吳三傑 300
蘇麗華 290
有  志 234
謝財益 215
楊相顧 210
周潘仙里
周湘慶

200

吳龍勇 180
洪虹妃 168
陳智美 140
林金霞 130
馮郁婷 120
郭純綢 110
黃淑苓 100
李彩蓮 96
蕭雅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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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3月教會與公司行號捐款芳名錄

台南中會西港教會 16,300

台南中會錫安教會 8,000

高雄中會內惟教會 3,000

彰化中會仁愛教會 1,000

尚澤貿易有限公司 10,000

台灣教會公報社 11,825

伊錪實業有限公司 3,000

金穎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000

心理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2,875

傑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900

教會各分會捐款明細

個人捐款明細

公司行號捐款明細

楊勝賢 15000
葉美雪 6000
蔡宜瑾 6000
有  志 4092
林雅貞 3160
鄧仁愛 3000
林尹媜 3000
王李中癸 3000
趙承恩 3000
花國太 3000
蔡信興 3000
林佩蓉 3000
金晉德 3000
吳文娟 3000
陳芬芩 2000
蕭佑安 2000
蕭興義 2000
呂吉男 2000
陳佳佳 2000
施錫焜 1500
陳薇心 1500
林盟豐 1500
黃惠貞 1500
何曜男 1500
劉學儒 1500
范文德

陳美惠
1200

張慈華 1000
張榮盛 1000
盧汝遐 1000

鄭玉秀 1000
陳光昭 1000
謝靜嫺 1000
林萌俐 1000
黃 恩 1000
黃月春 988
廖紫伶 900
王振發 900
李聰政 900
吳三傑 900
翁嘉鴻 900
曾蓮屏 500
蔡金紫 466
蘇麗華 385
蘇純君 330
黃淑芩 300
蔡孟均 283
潘春葉 225
蘇振順 206
謝財益 205
楊相顧 194
陳智美 190
吳龍勇 180
楊偉民 175
洪虹妃 168
許喜萍 100
李彩蓮 72
馮郁婷 50
黃涵筠 40
林倍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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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您成為『撒瑪利亞資助人』身心障礙兒童口手語療育服務需要您的支持

 郵政劃撥  帳號 50199011

戶名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請註明奉獻給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信用卡奉獻 ( 請詳填相關資料，填妥後剪下寄回或傳真給我們 )

持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 / 小姐

卡別 : □ VISA 卡   □ MASTER 卡  □ JCB 卡  □聯合信用卡

卡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 :( 西元 )________ 月 __________ 年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 )

奉獻金額 : □每月捐款 ________________ 元整，共 _________ 期

( ______ 年 _______ 月 ______ 日至 ______ 年 _______ 月 ______ 日止 )

         □單次捐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整  

收據抬頭 ( 全銜 ):

收據寄發 : □年底寄發□按次寄發 ( 捐款收據可列入綜合所得稅的 - 列舉扣除額 )

 線上捐款  網址 : www.peacefoundation.org.tw   

選取「線上捐款 / 付費」→專案選擇「為平安基金會捐款」→填妥資料並於備註欄  

註明「奉獻給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我們的信心需要您以「禱告」托住；我們的堅持需要您以「奉獻」支持

※ 若您希望取消訂閱或是以電子檔方式索取期刊的話歡迎與中心連絡

捐款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