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織會務報導   （102.1.1~102.3.31） 

會務動態 

一、市府會議 

1/30總幹事參加社會處勞工行政科身心障礙團體會務座談會。3/6參加嘉義市 101年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業務說明會。 

二、本會會務 

1/8會務人員至再耕園參加全民健保補充保險費扣取及繳納實務作業講習會。1/13召

開本會第 10屆第 4次理事、監事會議。1/15發行第 77期嘉市聲暉會訊。1/26烏克麗

麗-音樂體驗營開課。1/28轉介會會員子女清吉、碩文、信閎就業訊息。1/29 理事長、

總幹事參加嘉義市民眾服務社辦理身心障礙團體座談會。2/4活力健康律動 fun開課。

2/8總幹事探視車禍受傷的明璋。2/18理事長參加嘉義市政府嘉義市各界 102年春節

團拜。2/19幹事參加嘉義市城隍廟贈送身心障礙團體元宵燈籠活動。2/21志工隊長玟

廷參加嘉義市 102年度第 1次社會福利類及綜合類志願服務聯繫會報。2/25幹事離職。 

3/8張宏輝理事、總幹事參加嘉義市身心障礙團體理事長聯誼。3/9理事長、蔡文哲常

務理事出席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第 6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3/14侯月梅常務理事至

嘉義大學參加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02年度輔導區雲林縣及嘉義縣市國小及學前特

教輔導工作期初工作協調會議。3/20理事長、總幹事參加吳副總統夫人與本市身心障

礙團體聯誼。3/25社工員到職。3/26辦理嘉義地區聽障者家庭多元服務支持方案第 1

次社工督導。 

 

三、活動 

（一）協會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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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他 

於嘉義市文化中心音樂廳參與協辦「聲暉之歌」音樂會。 

   
有 FUN的活力健康律動              烏克麗麗的琴音飄揚 

 

   
林秋甫教練（右一）指導之桌球培訓       網球培訓班的青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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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為愛而唱 聲暉之歌 

     在侯月梅常務理事的引荐，與嘉義市文化合唱團有了初接觸，相談之下，從原本「認

識聽障宣導」的公益音樂會，轉為「為愛而唱 聲暉之歌」的關懷演唱會，期待透過歌聲的

傳達，募集聽障生獎助學金與推展會務基金。一月份，經由理事長的說明，全體理監事的

認同，即刻積極展開勸募。 

     感謝各協辦單位暨許多好朋友的共襄盛舉，紛紛熱情響應，音樂會於 3月 3日下午 3

點於嘉義市文化中心音樂廳隆重舉辦，協會由李雪如理事帶領重度聽損的寶貝女兒倖孜表

演烏克麗麗與小提琴的親子合奏。美麗的聽障舞蹈者儀珊用全新的舞碼、全新的服裝演出

「孔雀舞」，二項表演精采又感動，獲得全場熱烈的掌聲，為聽障做了一次成功的宣導與再

次的被肯定。 

     掌聲過後，協會盡是滿滿的感恩，謝謝演出的邱碩堯醫師、曾瓊瑩小姐、嘉義愛樂合

唱團、嘉義市文合唱團，還有為整個音樂會辛苦奔走的許文貞老師，「有您們真好」;但願

聲暉服務聽障的志業，有大家的共同支持與陪伴。 

 

            
理事長致詞「有您們真好」感謝大家的支持 

雪如理事和寶貝女兒倖孜親子合奏 

儀珊精采的「孔雀舞」表演 

 

新開始.新挑戰 

因緣際會下，補修了社工學分，但對於是否真的要轉往社工這條路，心裡天人交戰過，

擔心自己所學不夠、能力也不足以負荷社工這份需要很有心的工作。 

終於還是做了這個決定，離開了大學畢業後工作了 6年多的環境，轉換跑道，只是心

裡仍不免有些惶恐，畢竟完全沒有實務的經驗，只有在修習學分班課程時短短三個月的實

習經驗，很感謝聲暉給我這個機會，接受我這個〝社工新鮮人〞加入這個服務團隊，我會

盡我所能，發揮我社會學的背景與社工所學的知能，提供適切的服務給需要的人。                                       

社工員凌瑋嘉 102.3.26 

新開始.新挑戰-社工員凌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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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自 100年 12月起，持續辦理「到宅課輔」，委請嘉義大學特教系志工團的學生擔任指

導教師，雖是課業輔導，也期待從中培養聽障孩子們良好學習態度及人際互動的建立。一

年多來，指導的教師和孩子們彼此「相輔相成」，獲益良多，謝謝這段時間參與教學的同學

們，更感謝她們寫出了參與的心得和我們一起分享: 

 許慧如： 

從去年 101年 10月初到今年 1 月中旬，我前往聽障學生家中擔任輔導志工，這段時間，

說長其實不長，說短卻又不短。 

在協助的過程裡，我看著協助輔導的學生從無到有，一點一滴慢慢地進步再進步，一顆

心，摻雜著興奮，愉悅，欣喜等好多好多的正向情緒…… 

誠然，在教導學習的過程裡，有時會有那麼些微的無措與煩悶的情緒滋生，可也如此，

我有著大大一步的學習以及進步的空間…… 

在過程中，我不僅僅是協助輔導者，同時也是一位「學習者」，從學生與家長的身上，我

學習了很多。 

懂得以祥和柔軟的心來觀看，欣賞著這個充滿許多情感的繁華世界；學得安靜心來放慢

腳步瞭解輔導學生的心思想法；習得用適性教學來引導學生學習，使其在愉悅的環境中

學習…… 

回首反覆省視這段時間的自己，無愧己心嗎？ 

我想，我可以大聲的回答我自己，我──己心無愧！ 

 孫慈雅： 

我是第一次參加聲暉的課輔志工，所以第一次去的時候很緊張，還想了一大堆，例如：

學生的聽障程度會不會很嚴重?如果他完全聽不到應該怎麼教呢?他的口語能力有如何呢?

但後來發現家長的態度很親切，學生也很乖、障礙程度矯正後也不算太嚴重，所以很快

的就建立了不錯的關係。 

雖然一開始有顧慮周周都要騎摩托車嘉義市會不會太累，但習慣了倒也還好，還有點期

待每周兩次的教學。 

原本還擔心，一來自己的教法跟學校老師不一樣，學生會不會無法適應如此差異有點大

的教學方式，二來無法時間有限，完全顧及課程進度、複習及考卷檢討，三來怕學生負

擔太重，但看到學生的進步，在定期考試的成績上展現，真的很令人高興，而且也鼓勵

了我，而成績的進步，似乎也連帶的讓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 

這次的課輔經驗讓我覺得蠻愉快的，希望往後還能再找機會參與聲暉的志工活動。 

 胡宜雯： 

第一次擔任聲暉的志工，也是第一次直接教小朋友的經驗，感覺，好奇妙也學到了好多

好多的經驗。 

還記得，第一天要去上課時，在學生家的門外等了好久也不敢進去，直到時間快到，才

有勇氣按門鈴進去呢。 

在上第一堂課之前，我和我的夥伴就為了「要教小朋友什麼？」煩惱了好久。第一天，

我們就從最基本的認識英文 26個字母開始，但是，在上沒幾堂課之後，就會發現，小朋

友很快就會厭於我們一直重複的教導她同樣的事，甚至，她也會顯現出不愉快的表情。

之後，我們為了讓她能夠努力學習，想出了「用英文字母玩賓果」的方法，果然，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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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都是喜歡玩遊戲的，每次上課，只要跟她說:「先認真上課，等等再玩遊戲」，她整堂

課就會認真的上。 

最後，要謝謝聲暉給我們這個機會，可以去接觸到這種不同的經驗，也希望，只要日後

有時間，可以繼續再參加，擔任志工。 

 謝愷妍： 

剛開始接到這個任務的心情像是接到一個挑戰，身為一個讀特教系的學生，想藉著這

個機會，訓練自己的教學能力，並且嘗試將自己所學的運用到實務上，雖然很期待卻

也些許害怕自己無法做到盡善盡美，去第一堂課之前想過各種狀況，想過學生不乖乖

聽我上課的話該怎麼辦？想過要是我其實不太會教該怎麼辦？甚至想過如果我被學生

問倒了該怎麼辦？ 

所幸第一堂課課輔完後都消除了我的疑慮，我的學生和我的另外一個教學夥伴慈雅，

我們的互動模式感覺起來就像是朋友──甚至更像是姐姐們在教妹妹，我們兩個幾乎

用盡了所學把能教的都教會了，有時不只教她需要課輔的科目，甚至她在其他科目上

的疑問我們都很願意為她解答，聽到說她的老師誇她進步很多，我們都很為她感到開

心！感覺不論是她這段時間讀書的辛苦還是我們教學的辛苦，都沒有白費了。 

後來相處久了，有時都容易忘記她是聽障生了，以前接觸過的聽障生少，容易太過注

意他們聽力不好的問題，相處起來反而不自然，這次聲暉課輔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多和

聽障生接觸，讓我了解其實只要像平常心一樣面對他們，也會發現除了要稍微注意講

話的音量與清晰度之外，他們相處起來和一般人沒甚麼差別，真的謝謝聲暉協會以及

我的學生給我這個機會學習！ 

    
到宅課輔 

活動訊息 

◎第 10屆第 2次會員大會時間：4月 14日（星期日）上午 10：00 

地點：嘉義縣番路鄉雲登渡假會館 

內容：會員大會、頒發獎助學金、餐敍聯誼 
◎感恩媽媽…聲暉家庭親子歡樂行 

辦理時間：102年 5月 5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南瀛天文教育園區…認識浩瀚的宇宙天文。 

曾文水庫…搭遊艇飽覽水庫的湖光山色及自然生態。 

玄空法寺…欣賞珍貴的奇石異木。 

參加對象：本會會員家庭 80人 

新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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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諮詢專線服務 

服務對象：學校教師、行政人員、特殊生及家長 

服務項目：電話諮詢-（05）2263645  面談諮詢-先來電與諮詢委員預約   

          網路諮詢-http：//163.21.111.6/setqa/default.asp？schid=200018 

中心資訊：傳真-（05）2266554  電話-（05）2263411#2300、2321 

          地址-62103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號  

網站-http：//www.ncyu.edu.tw.spedc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諮詢專線輪值 

諮詢專線：（05）226-3645   諮詢時間：2013/3/4-20136/7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00 

    
10：00 

 簡瑞良老師 
啟智教育 

課程與教學 

蔡阿鶴老師 
啟智教育 

啟聰教育 

測驗診斷 

親職教育 

陳振明老師 
資優科學教育 

創造力 

 

10：00 

    
12：00 

林玉霞老師 
聽覺教育 

早期療育 

  陳明聰老師 
啟智教育 

科技輔具 

13：00 

    
15：00 

江秋樺老師 
親職教育  

情緒障礙輔導 

張美華老師 
學習障礙 

智能障礙 

陳香君老師 
多元智能發展 

創造力開發 

 吳雅萍老師 
輔助溝通 

智能障礙 

15：00 

    
17：00 

 唐榮昌老師 
多重及重度障

礙、行為異常 

 陳政見老師 
鑑定評量 

行為異常 

 

孩子園地 
賀 傑出表現 

江美竺同學 102年度嘉義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游泳 50公尺自由式.仰式第一名 

20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破大會記錄） 

           102年度全國聽障游泳錦標賽 50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佳文共賞 

2012嘉義市國際管樂節踩街活動心得                   嘉北國小三 劉倖孜 

    2012年 12月 29日我參與了嘉義市國際管樂節踩街活動。以前我都是站在馬路旁看表

演的觀眾，今年我是參與彩街的表演者。 

    12月 29日早上九點我們就到學校彩排，更換表演衣服、化妝等，一直到十二點多才

坐上遊覽車抵達等候地點；到達中山路後，我看到各式各樣的表演團隊，心中很感動，因

為大家都為了這次管樂踩街活動而全力以赴。 

    在踩街過程中，我們一邊走一邊跳舞，獲得兩旁觀眾的鼓舞喝采，讓我們表演的更加

賣力，一點兒都不覺得累。 

    國際管樂節踩街，散播幸福與歡樂！每一年我都要參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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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孜參加嘉義市國際管樂節踩街 

 

學習成長進步        黃信閎 

進入職場做社會新鮮人時，我第一個想法，要怎麼跟主管學習，讓自己更進步的，讓

主管滿意自己的表現。 

目前在公司上班，我擔任的業務工作，要學習如何熟悉才能上手，也請前輩同事提醒

與學習操作的方式，記住熟悉工作就很快投入。不求重視薪水的方面，要面對學習的態度，

好好的表現獲得主管認同滿意才是重點之一。 

若不懂的操作方面，要向前輩同事請教，才能瞭解，對指示的工作一定做到完成，本

身好的學習態度，才有穩定的工作，這是自己感覺到的經驗學習。 

不管多困難要接受挑戰，只要不怕，務必克服，學習就會進步。如果是您進入社會職

場，要如何面對和適應呢？加油！ 

 剛進入職場的新鮮人-信閎 

感恩的心.感謝有您 
一般捐款芳名錄（102.1.1~102.3.31） 

 20,000元 全一水電工程有限公司、簡茂炎、張宏輝、東英號、台灣井筒化學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吳碧娟律師事務所 

10,000元 黃文力、蔡文哲、台灣省工商婦女企業管理協會、黃頌舜、林秀月、羅素蓮   

6,000元 科有西藥房、張宗凱  

5,000元 吳梅相、鄭俊隆、蕭秉誠、蕭栢森、群義企業有限公司、宗瑩商行、吳明彰  

         林聰墉、蔡凱多 

4,800元 江美玉 

4,000元 陳勝旗 

2,400元 通豪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0元 洪藝菁、黃芳惠、段維政、友勝建材行、林月子、黃滄淵、黃燦瑩、黃玉琳 

         羅振益、何慶堂、何明娟、羅宗輝、陳玉彩、賴建維、顏三青、張俊淮 

         劉佩榕、德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邱雅琳  

1,200元 王儷霖、王雅惠、李文娟、楊芬林、林雯蕙、陳燕琴、曾素美、楊文華 

         黃淳敏、王惠音、徐妙琴、謝宜岑  

1,000元 林秋丹、江美竺、高瑋鎂、林冠伶、林玟秀、吳思穎、蔡佳伶、潘建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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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郁儒、羅安邑、熱心人士、林燕楨、郭育蘭、吳碧玲  

  500元 蘇育民、江偉豪、江香瑩、黃淑汝、江益源、鍾松芳、陳順貴、陳奕綸 

江旻純、陳建維、馬秋燕、無名氏、汪翠慧 

400元 劉江林、王淑連  

300元 張詠昌 

200元 黃欐茱   

長期聲暉之友芳名錄（102.1.1~102.3.31） 

2,400元 蔡麗仙、曾漢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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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貴窕、施淑勉、羅素蓮、陳威州、陳則丞、陳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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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美、盧淑貞 

贊助聲暉的家 圓夢計劃芳名錄（102.1.1~102.3.31） 

3,000元 呂中銘 

2,000元 蔡慧珠、黃金福 

1,800元 黃信淵 

1,500元 蔡秀眉  

1,000元 朱尉豪 

900元 陳清鵬、周祐陞 

800元 陳義翔 

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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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元 程秋蘭、許文馨、許祐誠、許漢宗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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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張 

嘉義市新民路加油站磐石站統一發票 62張 

嘉義市吉本化工公司高麗菜 12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