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心歷史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民國 78 年由

「輪椅牧師」陳博文牧師創立，至今已有 31 年的歷史。因著基督信仰和自身

的經驗，陳牧師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權益相當重視，在其與劉俠四處奔走之下，

於民國 79 年催生了「殘障福利法」，為台灣身心障礙者福利邁向一個新的里

程碑，陳牧師也因此在民國 83 年榮獲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的台灣人權獎。陳牧

師早已於民國 79 年推動手語全民化運動，足見其對於聽障者的遠見與熱忱，

在 31 年的手語推廣服務當中，本中心培訓了許多「資深」且「資優」的手語

人才，承蒙高雄市政府賞識，於民國93年承辦社會局手語服務中心業務至今。

二、中心服務特色
( 一 ) 手語教學

( 二 ) 身心障礙者權益倡導

( 三 ) 身心障礙個案管理

( 四 ) 辦理手語服務中心，協助溝通倡議

( 五 ) 推廣時間銀行，促成優質勞務交換

三、手語教學相關
( 一 ) 手語繪本教學

( 二 ) 口手語綜合溝通教學

( 三 ) 手語證照教學

( 四 ) 到宅手語教學

( 五 ) 繪本親子手語活動

詢問單位合作，歡迎來電 07-962-0336#16( 吳副主任 )

詢問翻譯服務，歡迎來電 07-962-0336#19( 楊先生 )

詢問社工服務，歡迎來電 07-962-0336#15( 社工組 )

詢問手語課程，歡迎來電 07-962-0336#11( 蘇小姐 )

( 期刊有電子檔可供索取，請至中心官網下載，如紙本想換電子檔者歡迎來信告知 )

想要用更快速、更簡便的方式瞭解中心最新的活動訊息和資訊嗎？

歡迎加入「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Line@」喔！

羅馬書 12: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恆切。

平安基金會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簡介

手語證照班

繪本手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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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期待著 7/26 的解封後，在 8 月份能夠針對辦理手譯員讀書會的形式

可以改回實體的課程，但仍舊事與願違，繼續採以線上辦理，此次手語讀書

會邀集 3 位南部縣市乙級手語翻譯員，分別由屏東的沈建偉、台南的蕭雅文

及高雄的陳智美來分享各自的應考準備及心得。

沈建偉 分享手語雙向翻譯時常見的錯誤樣態 ( 如手語未轉成圖像、空間方位

不明確、表情不適切…等 )、平時的準備 ( 從服務案件及服務對象學

習、接納不同的手語並歸納整理…)、藉由英文口譯技巧方式練習(模

仿母語人士語韻、聽力記憶練習…)、手語雙向翻譯的練習、考試當

天的準備 ( 保持手感、正確心態 ...)、考乙證的心得勉勵 ( 手譯員

職業的專業化、保障聾人被服務的品質、自我肯定…)。

蕭雅文 分享考乙證對自己的意義，有目標才不會退步、分析影響考試的因

素、應考經驗的分享與自我檢討、分析自己待調整的因素並對自我口

譯的修正、臨場考試該有的展現與平時翻譯的經驗累積、分享平時針

對應考準備的方向，個人的練習方式、考前的準備、找到自己最喜歡

和適合的方式、支持系統 ( 例如 : 神隊友 ) 的重要、乙級考上後與以

往的不同。

陳智美 分享考乙證的歷程 : 採用了自我 SWOT 分析、將念頭轉為實踐、不要

用丙級的思維準備乙級考試、手語要怎麼「用」是關鍵、試前對乙級

考試的領域範圍分析、了解乙級考試各個評分項目的內容、規劃自己

的讀書計畫、整理自各方練習管道的文句予以依乙級分類。

上述摘錄了三位乙級手譯員針對手語翻譯乙級的考試準備方向的重點(真

是譯言難盡 )，可供手語學習者準備時參考，重要的還是在於個人先要自我了

楊偉民

疫波未平，譯波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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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己在手語翻譯方面尚待加強的方面，再對症下藥去進行修正，準備乙級

之路，不光只是準備考試，也是往正確手語翻譯精進學習的過程，不論是否

有志願考乙級證照，都應該朝著準備乙級的方向自我進修。疫情期間影響著

實體課程的辦理減少，也增加了線上課程之規劃，隨著疫情記者會無論是在

中央政府或是各地方政府都在辦理的情況下，手語翻譯服務也更頻繁著出現

在銀幕面前，在鎂光燈下被匡列的呈現更是譯發不可收拾，面對服務所需，

手譯員們更應以譯待勞，朝向考取乙級證照為目標，無論結果是否屢試不爽

(每次考試的結果都是不爽)，在過程亦能不斷地精進個人的手譯技能，如此，

之後面對各種不同樣式的服務需求時，便均能譯不容辭地勇於嘗試與挑戰。

劉美芸

疫情下的禮物

即將進入夏日的五月，正是迎向美好夏天的

時刻，也是我們中心開始著手執行準備已久的一

連串課程及活動，但今年卻因為疫情的關係有了

許多的變化，就連期待已久的親子手語活動也不

另外……

因為親子手語活動的日期定的是八月底開始，所以前期其實都還在觀望

階段，希望疫情可以早早趨緩，讓活動如期順利舉辦，但是一等就是到了七

月底還未見到情況好轉，且有熱心的個案原定借我們舉辦活動的場地，也因

為警戒而無法外借，加上疫情也影響了報名意願，這些狀況都讓我們憂心忡

忡。不過幸虧我們的老師團隊們的努力及提前準備，將原本撰寫好的教案做

討論及修正，並且在開會討論後快速地做出決斷，決定嘗試不同以往的視訊

活動方式。

幸運的是在這幾個月的時間，大家對於線

上教學已經習慣且接受度也提高。在線上課程

開放報名的兩天內就已超過原先設定人數，顯

現線上教學模式已帶動社會成為新的趨勢。線

上課程雖然無法像實體課程那樣容易互動，且

需要花費比實體更多的時間、人力及金錢，像

是我們每次的線上活動除了兩位老師外，一定還需要兩名人員在旁觀測設備

狀況及協助活動，還有課程所需準備的材料也需要製作成材料包郵寄至參加

者手中。但是也帶來了許多實體教學無法克服的好處，像是地域性、交通及

人數限制等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次的經驗不僅僅是帶給我們更多的經驗，也

是讓我們在未來可以多方面去應變的方式，是在疫情下帶來的珍貴禮物。

線上親子手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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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近暑假尾聲的周末，我參與了親子手語活動的第一場志工。因為疫

情，許多營隊都改成線上教學的方式，這次的手語活動也不例外，雖然線上

帶領小朋友們進行遊戲的活動有些許的難度，但是當天的兩位老師在螢幕前

都非常熱情的帶動氣氛，和小朋友們一起遠距帶動跳，讓在一旁的我也不禁

被感染了氣氛，一起隨著音樂節奏擺動雙手。

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最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一對活潑開朗的姊弟，姊

姊雖然是聽障的小朋友，卻沒有因為自己身體上的關係而抗拒參與活動，反

而更積極的在螢幕的另一端高舉自己的手搶答，利用手語回答老師們的問題。

只是偶爾還是會在課程中遇到一些不便的地方，這時後身為聽人的弟弟，就

會利用自己所學的手語，來和姊姊溝通，讓姊姊能夠快速的理解其他人在說

些什麼。

親子手語活動不只可以讓父母和小朋友們一起學習簡單的手語，也能讓

有聽障孩子們的家庭能更加無障礙的溝通。

因緣際會得知身心障礙關懷中心辦了一個這麼棒且有意義的活動，於是

幫家裡的寶貝們報名了在日常生活接觸不到，且在學校也很難學習到的手語。 

一開始還擔心從沒有接觸過手語的孩子們會排斥，沒想到竟然非常的喜歡。

目前為止上了 4 堂的手語課程，覺得老師很用心的設計課程內容，小孩也學

得很開心，都樂在其中呢 ! 雖然上課過程中有時會遇到收訊不好或斷線的問

題，但仍然不減我們對於手語的熱情，還是很願意學習。

這個活動不僅可以學習不同的東西，還可以對小朋友進行難得的機會教

育，遇到聾啞人士應給予關懷及尊重，而不是用異樣的眼光看待他。也教導

孩子們，除了有由口說出的語言，其實也能透過手來進行表達。覺得可以運

用學過簡單的手語來做溝通，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暑假的尾聲有意義的事

邵翊涵

呂桂芳

線上親子活動參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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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親子活動參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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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參與的主題是「美食真好吃」，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觸有關手語的課

程，我覺得很有趣也很好玩，小朋友們可以透過老師們生動的教學來學習手

語，一方面可以提升小朋友們的學習意願，一方面又可以增加親子間的互動，

真是一舉兩得。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說故事及做蛋糕這兩個環節，明明就只是一本再普

通不過的故事書，但說故事的過程中，兩位老師一邊複習剛剛課程中教過的

手語，測試小朋友們是否記得外，還一邊讓小朋友們尋找書中的人物再哪裡，

吸引小朋友們的注意力，為這本故事說添加了不少的趣味。

做蛋糕的時候，每位小朋友都很認真地沉浸在裝飾他們的蛋糕，最後看

到小朋友們的成品超令我驚訝，每位小朋友的成品都超級漂亮這次參與的主

題是美食真好吃，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觸有關手語的課程，我覺得很有趣也很

好玩，小朋友們可以透過老師們生動的教學來學習手語，一方面可以提升小

朋友們的學習意願，一方面又可以增加親子間的互動，真是一舉兩得。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說故事 ( 吃飽飽餐廳 ) 及蛋糕 DIY 手做這兩個環節，

一本簡單的故事書 ( 吃飽飽餐廳 )，由兩位老師一邊複習剛剛課程中教過的手

語，測試小朋友們是否記得外，還一邊讓小朋友們尋找書中的人物再哪裡，

吸引小朋友們的注意力，為這本故事說添加了不少的趣味。

蛋糕 DIY 手做的時候，每位小朋友都很認真地沉浸在裝飾他們的蛋糕，

最後看到小朋友們的成品超令我驚訝，每位小朋友的成品都超級漂亮，就像

是真的蛋糕一樣，讓人口水直流。

很推薦平安基金會舉辦的這個親子手語活動，真的很棒，讓我獲益良多。 

不一樣的志工體驗

王姿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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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學有好處，但也有壞處。好處是可以安心地在家專心看老師比手

語，壞處是在線上如果參加的學員人數多的話會讓老師眼睛很吃力，因為要

注意每一位學員的學習狀況和狀態。我個人很希望疫情快點好轉，因為恢復

實體上課之後，在現場老師如果看到班上的同學手語比法不對可以立即性的

馬上糾正，而且班上的同學們在一起上課也可以互相交流討論，還也可以加

強師生間的互動。

線上課程分享小天地

Pistachio Wu

在這疫情肆虐的情況下，很感謝你們開線上親子課程活動。芝俞是重度

聽障者，僅能使用手語來溝通。我一直在找課外活動課程給芝俞學習，可是

一直以來遇到的問題是許多所謂”聽障生可參加”的都是僅限於有開人工電

子耳，且有聽語能力的同學才可報名參加。這樣的狀況讓我很沮喪，而且也

因為沒有手語翻譯服務，芝俞就算去上課也是「鴨子聽雷」，沒有辦法好好

的學習。

終於平安基金會身心障礙關懷中心開了這個親子手語

活動的課程，全程都有手語老師在旁翻譯，課程內容的設

計不只針對芝俞，就連身為手足的弟弟也可以一起參與，

我覺得終於有人聽到我的心聲了。很多人會問我該如何讓

像芝俞這樣的聽障孩子和聽人手足間能夠接受彼此，我告

訴他們我會讓孩子們一起學

習，並且一起參與活動，但是

事實上真的很難找到這些活動。現在姊弟倆每週

都渴望著要上手語活動課程，因為全程有生動、

活潑且逗趣的手語教學，在首座 DIY 的部分，不

管在材料上，還是製作都可以簡易的操作，非常

吸引小孩們，讓他們可以不分心。下課後也可以運用剩餘材料讓小孩們可以

自行操作，做完的成品讓小孩們都愛不釋手。線上的教學對我的幫助真的很

大，因為假日還是必須上班的緣故，對於孩子們的接送會比較不易，非常感

謝你們的用心，很希望基金會可以繼續辦類似活動課程。

感恩的心

兆妃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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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7月教會與公司行號捐款芳名錄

教會各分會捐款明細

個人捐款明細

伯特利櫥櫃有限公司 $15,000

建帆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公司行號捐款明細

王李中癸 4,000

王振發 1,200

何曜男 1,500

余式恕 3,000

余鋒銳 20,000

吳三傑 1,200

吳文娟 4,000

吳秀鶴 1,000

巫坤福 2,000

李聰政 1,200

邢敏華 2,000

周榮冠 2,000

林尹媜 4,000

林佩蓉 4,000

林淑婷 100

林欽發 300

林雅貞 6,200

林盟豐 2,000

花國太 4,000

邵清立 1,100

施錫焜 2,000

洪均誠 1,000

范文德、

陳美惠
1,600

孫李富 10,000

翁嘉鴻 1,200

張祐綱 100

張葉響 100

梁秀真 3,000

許瓏勳 2,000

郭秀鳳 3,000

陳虹諭 2,000

陳素燕 2,000

陳碧燕 1,000

陳薇心 2,000

游秋過 2,000

黃如玉 3,663

黃明發 300

黃郁雯 300

黃淑芩 400

黃淑娟 2,000

黃惠貞 2,000

楊淑真 3,000

楊連登 2,000

董淑娟 1,000

廖紫伶 1,200

趙承恩 4,000

劉玠婷 1,000

劉學儒 1,500

蔡宜瑾 8,000

蔡金紫 2,000

蔡信興 4,000

鄧仁愛 4,000

鄭玉秀 4,000

盧牧師 10,000

蕭佑安 2,000

鍾巳英 2,000

蘇振順 200

蘇麗華 5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內惟教會
$7,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高雄中會阿蓮教會
$6,000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宣教基金會
$56,460

因為疫情的關係，讓中年大叔的我也開始了學習使用網路、開啟線上直

播及視訊課程的全新旅程。在辦理活動時，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意外，像是

網速突然變慢、電腦突然當機或者設備過熱直接罷工等等，這讓我感到網路

速度、設備等等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還有使用軟體能力也很重要，因為有

的時候也需要靠這些能力來解決一些故障及困難。

在參加其他課程時，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有的時候上課上到一半，如

果突然有其他事情需要忙時就會用聽的，然後開始忙其他的工作，這樣會有

一點三心二意的感覺。不過，「手語視訊」的課程很不一樣。因為沒有聲音，

一切都要用眼睛去看老師比的手語，所以一定要很專注。也因為要很認真的

看著老師、同學的畫面，所以完全無法分心。雖然如此，還是很希望疫情控

制住，能好好的見面聊天、實體上課，平安喜樂。

線上課程分享小天地

王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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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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心歷史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民國 78 年由

「輪椅牧師」陳博文牧師創立，至今已有 31 年的歷史。因著基督信仰和自身

的經驗，陳牧師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權益相當重視，在其與劉俠四處奔走之下，

於民國 79 年催生了「殘障福利法」，為台灣身心障礙者福利邁向一個新的里

程碑，陳牧師也因此在民國 83 年榮獲全美台灣人權協會的台灣人權獎。陳牧

師早已於民國 79 年推動手語全民化運動，足見其對於聽障者的遠見與熱忱，

在 31 年的手語推廣服務當中，本中心培訓了許多「資深」且「資優」的手語

人才，承蒙高雄市政府賞識，於民國93年承辦社會局手語服務中心業務至今。

二、中心服務特色
( 一 ) 手語教學

( 二 ) 身心障礙者權益倡導

( 三 ) 身心障礙個案管理

( 四 ) 辦理手語服務中心，協助溝通倡議

( 五 ) 推廣時間銀行，促成優質勞務交換

三、手語教學相關
( 一 ) 手語繪本教學

( 二 ) 口手語綜合溝通教學

( 三 ) 手語證照教學

( 四 ) 到宅手語教學

( 五 ) 繪本親子手語活動

詢問單位合作，歡迎來電 07-962-0336#16( 吳副主任 )

詢問翻譯服務，歡迎來電 07-962-0336#19( 楊先生 )

詢問社工服務，歡迎來電 07-962-0336#15( 社工組 )

詢問手語課程，歡迎來電 07-962-0336#11( 蘇小姐 )

( 期刊有電子檔可供索取，請至中心官網下載，如紙本想換電子檔者歡迎來信告知 )

想要用更快速、更簡便的方式瞭解中心最新的活動訊息和資訊嗎？

歡迎加入「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Line@」喔！

羅馬書 12: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恆切。

平安基金會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

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所屬身心障礙關懷中心簡介

手語證照班

繪本手語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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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下
看
見
溫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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