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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第 10屆第 2次會員大會…樂觀、自信的成長歲月 

20年前，政府的社會福利和特殊教育不是很普及的年代，聽障兒家長抱持著「起向高樓

撞曉鐘，不信人間盡耳聾」的信念，凝聚情感，決心自立自強，集結共同的力量，為聽障兒

謀取應有的福利，期盼孩子們在未來有積極、務實的表現，因而組成「嘉義市聲暉協進會」，

轉眼邁進 20年了。多年來協會穩健的經營，以成立的宗旨和任務為主要推展工作，陪伴著聽

障兒走過成長的歲月，也鼓勵家長共同參與孩子成長的每個階段。 

今年已是第 10屆第 2次會員大會，於 4月 14日選擇在景色優美的雲登渡假會館舉辦，

主要是希望有個不同於以往的場地，讓會員家庭能輕鬆、愉快的渡過一年一次的大團聚。報

到時間未到就陸續有會員到來，大家相見的喜悅盡寫在臉上，相互的聊著起勁，或是眺望遠

處嘉義縣、市的美景，頓時會館的大廳熱鬧非凡，前來參加的人早已逹到開會的應出席人數，

大會主席陳思亮理事長即宣布大會開始。 

蒞臨大會的貴賓：國策顧問江義雄先生、嘉義市議會蔡貴絲議長、嘉義市政府社會處張

元厚處長、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黃文忠理事長、升音聽力保健中心李明霖總經理、泛國建設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翁國夫董事長、熱心好朋友簡茂炎先生，感謝他們對協會的肯定和勉勵，

並邀請為聽障子女頒發獎助學金、101年度傑出表現、會訊投稿、特別表揚等，會中理事長

也代表全體會員向捐助獎助學金的朋友或單位表逹最高的謝意：吳碧娟律師、簡茂炎先生、

臺灣井筒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一水電工程有限公司、泛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升

音聽力保健中心。 

連續的頒獎、表揚，讓現場手語翻譯李信賢老師的手一直忙個不停，把獲獎的喜訊即時

的傳達給聽障孩子們知道，還有 2月份開課的烏克麗麗音樂營的學員也展現學習的成果，演

奏 3首曲子，會場的喜悅氣氛 hit到最高點。接著報告去年的會務工作及執行狀況，也就今

年的工作計畫和經費預算提出討論，一一獲得與會會員的同意通過，臨時動議中侯月梅常務

理事提案，說明目前開辦聽障生升學的甄試管道僅至大專院校，想進研究所進修的聽障生必

需和一般生同等競爭，錄取機率偏低，造成有心再學者無法進一步學習，所以，建請中華民

國聲暉聯合會爭取「比照聽障生升學大專校院之考試辦法，開放聽障生報考研究所之入學管

道」，經過多數會員的附議，將做成建議案行文聲暉聯合會極力爭取。 

會議結束了，但是大家的熱情不減，在自助式的用餐中家長們仍持續未聊完的話題，孩子也

相互的邀集合照紀念或交換聯絡的方式，看著孩子們展露出樂觀、自信，讓我們更堅信「聽

障無礙」，期盼大家的鼓勵、支持，他（她）們的明天會更好。 

       

社會處張元厚處長蒞臨指導             頒發獎助學金        致贈捐助獎助學金感謝狀 

 



 

 

烏克麗麗音樂體驗營學員於大會中表演 

※會員大會臨時動議之建議案：「爭取比照聽障生升學大專校院之考試辦法，開放聽障生報考

研究所之入學管道」，業於 4月 24日行文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查照，經該會 5月 6日函復

說明：一、本案業經教育部原特教小組多次討論，所得相關意見 1.研究所學程屬菁英教育，

非國民教育，各系所有其選才標準與自主性。2.教育部必須服務所有特殊需求學生，無法

為單一障別開設升學管道。二、本案將提第 6屆第 2次理事會討論，俾利研擬訴求。 

 

會務動態（102.4.1~102.6.30） 

一、市府會議 

4/3理事長出席嘉義市第 22次公益彩券盈餘管理委員會會議。 

二、會務工作 

4/14於雲登渡假會館舉辦第 10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第 10屆第 5次理事、監事會議。4/15

發行第 78期嘉市聲暉會訊。4/18參加國立嘉義啟智學校辦理 101學年度嘉義區高中職

身心障礙學生轉銜博覽會。4/24總幹事、社工員至市政府參加 2013年國際身障日活動

討論會。4/27烏克麗麗-音樂體驗營學員參加李俊毅立委北門驛音樂會演出。4/28總幹

事至高雄參加中華民國聲暉聯會第 12屆全國聲暉媽媽表揚大會。5/9社工員參加市政府

辦理 102年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教訓練研習。5/11理事長、總幹事參加嘉義市

101年模範母親表揚大會。5/114/27烏克麗麗-音樂體驗營學員參加嘉義榮民醫院母親節

活動表演。5/13理監事至理事長府上討論暑期親子活動事項。5/14.16會員受邀觀賞中

華職棒嘉義場次比賽。5/15總幹事、社工員參加嘉義市身心障礙者運動委員會召開 102

年弱勢族群身障者體育活動籌備會。5/17辦理嘉義地區聽障者家庭多元服務支持方案第

2次社工督導。5/27社工員至再耕園參加台彩第 4屆公益彩券電腦型彩券經銷商遴選說

明會。5/29社工員至再耕園參加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辦理 103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宣導說明會。5/30社工員至市政府參加 102年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記者會。6/1參

加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設攤宣導。6/8參加再耕園結合身心障礙服務機構團體慶端

午聯歡會。6/18社工員至斗六參加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暨個案管理服務專題演講。6/30

會員劉哲如等 10人參加嘉義市 102年度身心障礙人士向陽自強活動。 

三、活動 

課輔班（每週 4次）。桌球培訓班（每週六下午）。網球培訓班（每週日上午）。烏克麗麗

-音樂體驗營（每週六上午）。活力健康律動 fun（每週一.二晚上）。 

5/5辦理聲暉家庭親子歡樂行一日遊…曾文水庫 6/2於再耕園辦理親職研習-聽障者就業

現況 VS職場支持服務。 



                  
            聲暉家庭親子歡樂行               親職研習-聽障者就業現況 

VS職場支持服務 

               

   身心障礙學生轉銜博覽會…校園宣導      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社會宣導  

 

新知報導 

 嘉義市 1957福利諮詢專線傳遞溫情免付費電話           

嘉義市政府配合內政部辦理之『1957福利諮詢專線』提供民眾急難救助、社會救助、老人福

利、身心障礙福利、兒少福利、特殊境遇家庭、國民年金保險等各項福利需求等多面向福利措

施，協助經濟弱勢家庭，整合各種服務窗口供求助者自行打電話求助，以營造相互關懷，溫暖

互助的新社會。 

1957福利諮詢專線主要在協助生活上遭遇困難之家庭或個人，整合各公私立部門之各項服務

與資源，提供單一窗口之社會福利諮詢與通報轉介服務，使有社會福利相關服務需求的民眾，

只要一通電話，即可得到完善的服務。 

鑑於暑假假期將近，請民眾若有發現個人及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而陷入困境急需救助者或是有社

會福利需求之個案時，能主動拿起話筒撥打 1957，期望透過 1957福利諮詢專線能適時提供有

需要協助的家庭多一個求助的管道。專線服務時間：每日上午 8：00至晚上 10：00(含國定例

假日)。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2013.6/6公告 

活動預告                                           

暑期親子攜手之旅 

辦埋時間：102年 7月 13.14.15日 

參加對象：本會會員家庭 80人 

辦理地點：後慈湖生態園區、小人國主題樂園、北埔綠世界、新竹玻璃館等 

手能生橋－手語基礎班 

辦埋時間：102年 7/28/30每週二、五下午 2：004：00 

參加對象：聽障生、會員家庭成員、社會大眾 



辦理地點：嘉義活水貴格教會 

青少年成長團體 

辦埋時間：102年 8/12.8/16.8/19上午 9：0012：00 

參加對象：本會國中以上之聽障子女 

辦理地點：再耕園 209教室 

父母園地 

感恩慈母的呵護，用愛陪伴聽障兒成長.茁壯，在康乃馨的日子裡，向妳致意：「媽媽.謝謝妳.

我愛妳」。 

賀 

            
洪秋霞女士（楊文益媽媽）榮獲            沈寶英女士（林儀珊媽媽）榮獲 

第 12屆全國聲暉媽媽表揚                嘉義市 102年模範母親慈馨媽媽表揚 

 

孩子園地 

賀吳思穎同學榮獲 102年總統教育獎 

江美竺同學勇奪 101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杯游泳錦標賽自由式 50公尺、100 

公尺第一名，2013全國 e世代青少年游泳錦標賽仰式 50公尺第二名 

金榜題名 

蔡佳伶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李玟駿 明道大學數位設計系 

文譽霖 嘉義女中    林汶翰 嘉義高工 

 

佳文共賞 

上班了                    張清吉 

距離沒有工作的日子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在那段期間，我除了在家準備參加殘障特考之

外，有時會到聲暉協會幫忙核對統一發票；或是去廚師工會幫忙整理資料或公文寄件之類。 

    今年 1月時，聲暉協會打電話告訴我，要我先準備好履歷表，等候工作機會的消息。2

月份接到嘉義市育人國小的來電通知面試，當時聽到就很開心，面試以後被錄取了,很感謝學

校給我學習的機會，2月 7日正式去上班，我的工作單位在總務處，項目是寄送公文，整理

簡報資料及文書的處理等等，學校的同事及老師都很熱情歡迎我，讓我感到非常開心，若遇

到不的事向同事請教詢問，就迎刃而解了。 

    做了一個月後我的工作稍微有點變動，總務主任把我派到傳逹室與替代役一起協助值勤

工作，除了接聽電話服務，來賓登記或長官交代的事項，有時會隨行政人員或老師公差，協

助活動比賽的場地佈置，學校的慶典活動參與等，每天除了工作之外，中午吃飯休息時刻，

營養午餐不同菜色和口味，讓我吃得津津有味，也與同事、老師們一起共進午餐談天說地，

增進彼此之間的友誼與互動。 

    在學校工作已將近有四個多月，這段時間以來我學習到不少東西，也認識了許多同事及



老師還有小朋友，很感謝學校給我學習觀摩的機會，也感謝聲暉協會的介紹，希望往後可以

在學校學習更多的東西，累積工作經驗增加知識。 

                  

上班了非常開心的清吉（站立者）               樂當治療師的函叡 

 

 

無效的醫療?!  

台灣大學職治系一年級 蔡函叡 

    身為醫學院的學生，才知道醫療有很多東西是多餘而無用的，但基於我們選擇相信醫學

界的專業，就算發生不當治療造成不良後果，我們最終還是低下頭，只能不卑不亢地接受了。 

    無效的醫療，並不是完全負面的，有些醫生會利用「安慰劑效應」進行治療，安慰劑效

應在心理學界中是很常應用的一個效應，指病人雖然獲得無效的治療，但卻「預料」或「相

信」治療有效，而讓病患症狀得到舒緩的現象。有些醫生為了避免浪費醫療資源，會針對病

人的情況做出正確的處方，如果是較輕症的病患，不用服藥也會自然康復的類型，通常會開

安慰劑的處方給病人服用，既能讓病人安心好轉，也能減少醫療不必要的浪費，甚至可以迴

避病人要求使用不當藥物治療。其實，安慰劑是偽藥，並沒有任何藥效，但基於病人的心理

作祟，普遍預期認為服藥之後一定會好轉，以達到治療的目的。然而，安慰劑的原理是什麼?

有兩種假設可能，一是病人期望效應，可引導病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報告病情得到改善，因

此導致安慰劑效應的出現。二是古典制約，使受訓者學習到特定情況下作出特定的反應。我

這學期在上普通心理學課時，教授有教過著名的例子，就是巴甫洛夫的狗實驗：每次給予狗

食物之前都發出鈴聲，經反覆多次後，每當鈴聲一響，狗就會自動分泌唾液，原因是狗已經

學習到將鈴聲及食物關聯起來。所以，安慰劑使病人產生與有效藥物相似的生物反應，有可

能是因為制約所造成。 

    儘管安慰劑效應可以使無效成為有效，但大多數的無效治療還是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

響。像是割錯器官、開錯處方藥、藥物的副作用太強……等，除了書中舉的例子之外，還有

更貼切的例子是「末期重症病患的急救」。隨著醫藥科技不斷的進步，急重症加護技術的發展，

使得重症病患的生命得以延長。愈來愈多的重症病人可能在加護病房進入生命末期階段。而

醫療人員在加護病房裡經常需面對生命末期的病患，當病患疾病進展至死亡已不可避免時，

醫療人員與家屬都會面臨所施予的維生措施是否有效或只是延長病人死亡的過程之質疑。如

果是後者，這所謂的「無效醫療」所影響的不僅是龐大的健保費用、加護病房有限床位使用

的適當性及生命倫理的困境外，甚者更可能造成病人無法較舒適的善終。但很不幸的是，在

台灣，有很多家屬明明知道這是無效的醫療，但一直不放棄任何一絲希望，堅持著有奇蹟出

現的信念，讓醫生疲於奔命、讓病患受到不必要的痛苦、讓健保使用不必要的開支，對哪一



方都是有害的，如果政府能有個明文規定：「只要當醫生判定這病患無法因急救而出現好轉的

現象，應立即停止任何醫療行為」，那麼，醫療資源就能真正用在有需要的人的身上了！ 

     我，二年後就要進入醫院系統，當個真正的治療師，希望我能秉持書中的信念和警惕，

能讓病人感受到有效的治療，進而讓病人感到舒服而滿意。 

 

 

                      聲暉家庭親子歡樂行            嘉新國中一年級   李尚蓁 

   一大早，雖然我還想再睡，可是今天是特別的一天。起床後伸了一個懶腰，再打扮好整理

好，這時我的心情既期待又興奮，因為我們全家要去參加聲暉家庭親子歡樂行。 

   坐了長久的車，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台南天文觀測館，是介紹地球.太陽.星球...等的地

方，在這裡我學到了:地球的週期與周轉的原理，而且我也了解到原來地球是經過漫長的歲月

才逐漸現今多采多姿的星球，生物也經過多次的演化，才形成現在豐富的生物界呢! 

   飽餐一頓後，原本要搭遊艇到曾文水庫觀看湖面風光，但真可惜，因為水庫沒水見底了，

無法如願搭程遊艇，只好改成在水庫附近參觀! 最後，我們去玄空法寺，在寺裡:有一條三.

四百公尺的森林步道，寺裡的法師稱這條路為-生命之路。佛心印聖石.彌勒佛菩薩….等，處

處是莊嚴的佛像，以及奇特的鐘乳石雕成的各種佛物。在遠處中，我隱約看到了紫色的永興

吊橋，走上吊橋，我俯視下面的曾文溪流，那時不是豐水期，所以看不到滾滾的流水;遠方的

美景更是美不勝收，令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細心.用心的尚蓁 

  

感恩的心.感謝有您 
一般捐款芳名錄（102.4.1~102.6.30） 

 20,000元 泛國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元 宋田、升音實業有限公司 

5,200元 江美玉 

5,000元 江義雄  

2,000元 黃麗燁、張華玉、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  

1,000元 何鴻彬 

 500元 王明珠、吳姿瑩  

300元 張詠昌、黃淑杏 

200元 黃芳惠   

長期聲暉之友芳名錄（102.4.1~102.6.30） 

2,400元 王幸美 

1,800元 謝金蕊、陳致遠、陳泓文、陳信嘉、陳柏宇 



1,500元 羅玉珍 

1,200元 賴膺年 

1,000元 林佩蓉  

  900元 涂惠珠 

600元 盧貴香、黃瓊如、李麗華、何惠娜、蘇慶雲、紀茂誠、賴貴美、楊玉華、 

盧貴琴、劉修平、羅斐紋、陳國漳、羅淑華、陳世偉、陳麗楓、陳世崟、 

蔡傑翰、胡純英、林鈿庠 

贊助聲暉的家 圓夢計劃芳名錄（102.4.1~102.6.30） 

3,000元 呂中銘 

1,800元 黃信淵 

1,500元 蔡秀眉  

1,000元 蔡慧珠、李綺真、葉嘉彬 

900元 陳清鵬、周祐陞 

600元 陳義翔、黃麗絲、鄧偉祥、謝維燦、賴德庭、蔡廉尉、蔡廉爵、胡筱容 

胡旌揚、陳建志、賴呈軒、翁  梓、吳振凱、吳年雅、吳彥儒、吳彥廷 

    300元 王煜傑、王中志、王中村、劉渝屏、劉渝虹、劉桂榮、葉嘉櫻、黃金蓮、 

蕭振隆、蕭伊伶、蕭家榆、戴金蓮、戴秀麗、商孝民、江秀春、李岳樺、 

李岳霖、張惠櫻、黃春榮、古振明、古宇倫、古淑萍、戴何盞、戴順欽、 

林淑芬、戴瑋瑩、戴裕庭、羅雅慧、謝再發、李孟燕、李冠穎、李正煜、 

吳美惠、黃喬裕、黃郁婷、黃郁慈、黃炳文、江雪卿、陳育生、陳佩瑜、 

陳青松、黃江明、陳櫻綢、黃柏翰、黃聖芬、黃柔甄、鄭崑生、鄭琮諺、 

余幸如、侯凱威、侯凱議、關筑云、關宇勛、關詠亓、黃明雪、蕭長格、 

黃國中、陳亭伃、賴勇吉、邱柏誠、張志煌、張凱雯、張庭碩、張峻瑜、 

呂靜枝、關博元、黃欐茱、洪穩洲、黃喜雀、洪茂維、洪郁茜、林富美、 

賴銓山、賴長祿、賴柏廷、周玟菁、陳定柱、黃麗蓉、鄭捷升、鄭涵薰、 

鄭文華、邱藍儀、蘇金源、蘇庭嘒、蕭淑娟、柯昱成、柯宗佑、蔡宛儒、 

翁忠正、邱冠宸、邱珩齊、賴昱安、陳飛帆、翁吳孔雀、蕭郭素蓮 

王素娥、林仲信、林建宏、林琇婷、陳友文、陳友仁、陳妤欣、陳信良 

◎感謝捐贈  嘉義市政府統一發票 295張 

南區國稅局嘉義分局統一發票 477張 

嘉義市新民路磐石加油站統一發票 295張 

嘉義市就業服務推廣協會南瓜 70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