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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7到 2018~~ 

聽協從二十五歲邁向二十六歲了! 
理事長 曹瑟宜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來到聽協成立的第 26個年頭了。在這變動的時代，很多計畫趕不上變

化，常常在上一秒鐘才想好的事，下一秒鐘可能因人、因事或因物的關係而瞬間丕變，所以山不轉路

轉、路不轉人轉，現在已經練就功夫，學習冷靜沈著彈性面對現況，自我調適解決危機。「聽語障」

嘸免驚，讓聽協來幫忙你/妳! 在未來的兩年，為聽障朋友們提供下列的服務，歡迎聽障/聾朋友們大

家多多利用: 

一、 台北市聽語障溝通服務 

    為促進大台北地區聽語障朋友知的權利及社會參與，聽協持續爭取到台北市政府的服務方案，提

供聽語障朋友手語翻譯暨聽打服務，讓熟諳手語或是習慣文字的聽語障者，都能及時掌握到社會的各

種資訊、參與社會的各種活動。若您需要與聽語障者溝通，或是苦於無法讓資訊能順利傳達給聽語障

者，可以向社會局聽語障溝通服務方案提出申請，讓聾聽之間的溝通更順暢。 

     申請及諮詢專線（申請服務時間為週一到週五，08:00~20:00） 

◆免付費電話：0800-365-224     ◆免付費傳真：0800-365-624 

◆手機／簡訊：0963047723               ◆E-mail：cnad002@gmail.com 

◆線上申辦系統：https://www.theme.gov.taipei/sign2hear/ 

◆行政人員：黃小姐、王小姐、謝小姐 

 

二、 新北市就業服務 

    今年聽協持續得標 107~108年新北市社會局委託之就業服務方案，當聽語障或其他障礙別朋友們

面臨覓職困境時，別擔心，找聽協幫忙你，我們會帶領你/妳認識勞基法、就業前的準備及如何準備

面試、介紹職業重建資源、教你/妳穩定工作、、等(需事先預約諮詢時間)。你可先加入聽協的視訊

Line的 ID:0910213520，再請工作人員協助轉告；或先前往板橋、三重、新莊等就業服務站先行登記，

本會能提供一系列的就業輔助服務。 

◆就業服務人員：林先生、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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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聽障者生活需求整合/遠距離手語翻譯視訊服務 

    設立聽覺障礙者『手語視訊翻譯服務中心』，透過平台的手語翻譯員，提供翻譯服務與訊息。
提供全台「聽覺障礙者」(聾人)立即性的手語翻譯服務。透過 line、skype等經常使用的通訊軟體，

配合聽障者使用習慣，可以使用打字或視訊方式服務，即時的解決聽障者的困難及問題。「聽覺障礙

者」在溝通障礙發生時，立即透過無線或有線網路，與遠端的『手語視訊翻譯服務中心』聯繫，透過

手翻員的協助，障礙可立即被排除，你可加入聽協的視訊 Line的 ID:0910213520。(服務時間:每週

一~週五，12:00~18:00，共六小時)。又，自 3月 7日開始，每週三(例假除外)下午 14:00~17:00，

聽協與新北市法律扶助分會合作，提供聽語障及身障者法律諮詢服務，但需預約，每日三人，每人一

小時時間(區公所是限時半小時而已)，請有需要的身障者多多利用。 

◆視訊服務人員：陳小姐 

 

四、 志工服務 

    不論你來自何方，只要你有一顆熱誠的心，願意為聽障/聾朋友服務，聽障人協會志工團有行政

志工(服務內容:資料整理、歸檔、備份，會所清潔與維護，電話聯繫，募款計畫、行銷計畫等研

究，文宣創意設計)、手翻志工(活動規劃設計、活動現場各項服務、攝影、資料整理歸檔等)、活動

志工(台北市社會局、勞工局無法受理的非警政、法律翻譯案，銀行開戶、其他財務管理資訊案，提

供口手語翻譯服務)和聽打志工(協助部會手語的聽障朋友參與會議，與本會辦理的各項活動即時打

字)等，歡迎你的加入。 

◆志工隊長：莊先生   副隊長:李小姐    志工督導:林小姐、曾小姐 

 

五、 手語推廣教學 

    本會聘請資深且具愛心的手譯員擔任手語教學推廣，讓您認識聾文化與有趣的手語比法，學習

和聽語障朋友溝通互動，我們分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和手語翻譯班、未來依需要開設親子手語

班，歡迎您來訊告知。 

 

六、 「立法院提供國會手語翻譯服務」暨「行政院記者會即時手語翻譯服務」 

 

七、 技藝及藝文學習、旅遊活動 

    本會有自辦或申請政府補助，辦理技藝及議文學習或活動，一年中亦舉辦 2~3次之自費短程、

中程的旅遊活動，名額有限，歡迎你/妳隨時留意本會官網

(http://www.cnad.org.tw/ap/index.aspx)訊息，來報名參加。 

 

本會曹理事受社會局委託 頒贈感謝狀 

表揚台北榮總營造聽障病患友善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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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107 年志工團籌備會議暨志工大會 

12/1 受社會局邀請參加消除障礙參與無礙畫展 

(聽障畫家曹光甫提供畫作參展) 

12/1 澳門聽障協會來訪 

12/8韓國聾啞協會來台文化交流 

12/16 手工皂課程 

12/24 參觀故宮木乃伊展 

12/10 雙北溝通服務方案期末團務會議 

 

11/14 手語初級周二班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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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0-12月捐款芳名錄 ～ 感恩有您！  

10 月: 

   梁○登  2,000 

 邱○智  300 

洪○皓、洪○淳 300 

游○寧  500 

 涂○純  100 

洪○璇  100 

 劉○溶  10,000 

陳○治  500 

張○銘  500 

 陳○翎  500 

 楊○惠  200 

 黃○蓮  200 

邱○淩  2,000 

丁○芬  10,000 

 黃○滿  12,000 

 啟○企業有限公司 3,000  

 巫○福  500  

 

11 月: 

洪○輝  24,000 

  梁○登  2,000 

 游○崑  2,000 

 蔣○文  1,000 

邱○智  300 

 林○樺  500 

洪○皓、洪○淳 300 

 洪○璇  100 

 林○煌  12,000 

杜○惟  100 

張○媛     300 

劉○溶  10,000 

張○銘  500 

 劉○縉  300 

鄭○傑  200 

 鄭○幼  200 

 晉○峰  200 

邱○菁  1,000 

王○樺  500 

陳○吉  2,000 

涂○純   100 

啟○企業有限公司 3,000 

巫○福  500 

陳○僑  28,000 

 

 

12 月: 

 梁○真     12,000  

 簡○純  21,000 

曹○宜   2,000 

蔣○文  1,000 

黃○筑  500  

 孫○妹   200 

 鄭○妹   200 

 林○○箱  1,000  

 黃○根  1,000  

 曾○芸  40,831  

 梁○登   2,000 

 許○友  500  

 邱○智  300  

 洪○皓、洪○淳 300  

 游○崑  2,000  

 杜○德  200  

洪○璇  100 

 陳○立  2,100 

 陳○寧  5,000 

 鄭○晴  300 

廖○鍵  400 

 石○明  500 

 林○畇  3,000 

張○銘  500 

啟○企業有限公司 3,000 

輻○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劉○心  800 

晉○峰  150 

林○珊  500 

闕○嬌  1,000 

簡○璇  500 

黃○璁  6,000 

巫○福  500 

闕○珍  1,000 

高○嗚  2,000 

手語高級班 729  
李○輝       24,400 

蕭○宇       22,700 

歐○君       12,600 

丘  ○       19,600 

吳○琴       17,600 

邱○淩        8,700 

   

                                                                          

 
 ◎本會需要您的關心，請上官方網站留意『最新訊息』， 

  網址：http://www.cnad.org.tw/   。 

   

‧我們也有在 Facebook(臉書)設立社團唷！ 

  登入臉書搜尋「聽障人協會」即可加入成為粉絲~快來吧!  
 

 

http://www.cnad.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