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與她的相遇 

 

張  捷：大家好，我是張捷，在二十八年前，因為一次意外受傷，當時我二十八

歲，所以各位就知道我現在幾歲吧，剛剛聽了兩位夥伴的分享，我大概

也簡單介紹一下，因為我被賦予的時間只有十五分鐘，我可能沒有辦法

從青少年是怎麼樣轉變到現在，那一段就略掉，就從失明之後的這一段

開始講起，其實我從以前青少年時代，包括到大專的時候，我的個性，

你們不能笑喔，我是屬於內向、害羞……跟你們講不能笑，你們還笑，

我是內向、害羞、膽却、剛毅，木訥、正直，大概就是我，那我不是開

玩笑的，因為那時候，我看到女生臉都會紅。臉都會紅，而且明明在旁

邊，我在讀大專的時候，旁邊有很漂亮的女生，坐在我旁邊，要跟她搭

訕，我從台北一坐車，一直想我怎麼跟他搭訕，一直想想想想想，我目

的地是新竹，想到說，差不多了，就聽到：「各位旅客，新竹已經到了，

要下車的請準備一下。」每次就這樣錯過了，其實我後來進入社會之後，

因為過去家境的關係，自己就是立志要往上拚，所以我原本是在科技業

上班，年輕的時候，就有一小片天空，二十八歲以前，我開的是跑車，

也賺了人生第一桶金，至少超過一百萬以上，也買了房子，那時候就是

還沒有結婚，很臭屁，對我而言，我覺得人生勝利組應該非我莫屬，可

是老天爺跟我開了一個玩笑，我在一次的意外，是一次的潑酸意外，那

細節我就不講了，當時我全身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灼傷，因為有視障朋友，

我就口述影像一下，我的左邊的臉頰，跟我左邊的肩膀，是黏縮在一起

的，那我右手的手腕也是黏縮變成瘸了，我的右腳膝蓋也是黏縮，所以

各位，那時候，我的狀況大概是這樣子的，各位可以想像，那當然為什

麼現在，我至少站起來，雖然前幾天，英琪說，處長，你肩膀好像有點

歪，不是有點歪，是蠻歪的，可是至少我會覺得，我能復健到這樣子的

一個狀況，其實也是非常不容易，我經歷過四十四次的手術，不管是整

型或很多東西，所以我在二十幾年前，那時候醫美還沒有很流行的時候，

全身已經有很多處做過美容整型了，所以我應該是屬於流行的，走在最

前端，但是那是非常辛苦的一個代價，可是當下我視障了之後，我覺得

以前在學校或者是在公司，我不是長的頂帥的，但是我的身高一百七十

八公分，大概體重大概七十公斤左右，因為有錢，各方面來講用的行頭

都很好，所以我從沒有擔心說，我找不到女朋友，而當時我也有交往的

女朋友，可是我會覺得，我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一個男生，我認為只要跟

這個女生上床，我一定要娶他，所以各位我可不可以跟任何人上床，當

然不可以。 

女  聲：娶了就好了。 



張  捷：我沒有辦法娶那麼多，只能娶一個，所以要慎選，所以其實我不曉得是

從以前到現在，在高中的時候，我去開鼻竇炎，很奇怪，那個護士下班

之後，就會跑來特別照顧我，幫我餵東西，還睡在我旁邊，我什麼都沒

有發生，他還笑我是木頭，所以各位你就知道，我多麼的剛毅木訥，我

絕對不虛假，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後來出了社會，也慢慢在 IT產業，

因為我是走行銷，走 market的，很多的採購都是女生，一般都是我們

要巴結女採購，要送她們禮物，但我是很多採購會主動送我東西，而且

送的都不便宜，如 YSL的領帶，一條好幾千，那個皮夾一個就八、九千，

一萬的，我不敢收，我覺得我收了，我就要跟她有進一步，我都不敢，

我是謹守分際的人，你看我多麼的傳統，後來我受了傷之後，我那時候

的女朋友也說要照顧我，可是後來我的傷勢越來越嚴重，那時候還有生

命危險，後來她也就離開了，可是離開之後，那一段時間，我也蠻難過

的，就是說，完了，看不到之後，臉上又燒的都是疤痕，我這輩子，是

不是就這樣完蛋了，可是說也奇怪，在那樣的一個過程當中，我一直告

訴我自己，我不會完蛋，我也只不過是臉醜一點，眼睛看不到而已，我

應該還有機會吧。可是我自己還不是很確定的時候，各位，就在有一次，

我媽媽在跟鄰居聊天的時候，我們家就是那種平房，媽媽是包紅包去給

對方，祝福他兒子結婚，對方說，你們家阿捷應該也快了吧，我媽媽就

講了一段話，他說，我看我們家阿捷是比較難了，但是你不要告訴他，

他聽到會難過。各位，她就在窗戶旁邊講，當下我會不會難過，我很難

過，可是為了要證明我到底有沒有這個能耐，那時候，其實身上還穿著

壓力衣，我就從床上跳起來，我說，「媽媽(台)。」她說，「什麼事情(台)？」

「你兒子這種模樣的絕對有機會(台)。」各位聽得懂嗎？聽得懂，她說，

「什麼機會(台)？」我說，「娶老婆(台)。」她說，「娶老婆(台)，好啊，

你娶給我看(台)。」各位，我當時有沒有把握，我沒有把握，我還在重

建院受訓，可是我覺得人就是這樣子，當你把你的意念跟想要的東西講

出去，頭剃了之後，要不要洗，要啊，所以你就要想辦法，那對於一個

視障者而言，不管你的條件再好，你沒有主動走出去，對了，我要強調，

我是沒有經過摸索，可是我從以前到現在，我好像就是喜歡女生，很奇

怪，我只喜歡女生，我看到女生就特別有反應，當然我現在看不到，所

以沒什麼反應，我四處也在尋找，尋找適合的對象，可是對於一個視障

朋友而言，尋找適合的對象是有一些困難的，為什麼呢？因為我看不到

對方，我到底要怎麼樣去判斷對方是不是適合我，視障者要選擇對象，

憑藉的是什麼?第一個接觸到的是什麼，聽覺嘛，我不可能先把，再來

摸清楚。各位，是不是要用聽覺，視障朋友最好騙，就如英琪講說，帥

宗琪是 0204最佳代表，聲音好聽的，的確很吃香，所以我就慢慢從聲

音去判斷，如何從聲音了解她的身材、高矮胖瘦、個性，我可以開一個



專修班，但這個比較貴，說實在的，對於視障朋友而言，你一定要主動

走出去，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想說，我在重建院受訓，那我是不是可以去

參與很多的活動，那時候有新竹園區登山社，登山有男有女，一定很多

妹妹嘛，對不對，我就報名了，去哪裡我都不知道，我就趕快第一個報

名了，報名了之後，就要走什麼，去桃園谷，各位，桃園谷那一天去，

我懷著非常高度的興趣，各位，我是去爬山嗎？我去幹嘛。 

女  聲：郊遊。 

張  捷：不是，我在尋找有沒有適合的對象。 

女  聲：把妹。 

張  捷：對，把妹，結果帶我的男的比較多，的確，登山嘛，女生有，但是就是

都離遠遠的，我那一天去真的是鎩羽而歸，從早上去，走到結束之後，

整整走了七個多小時，兩個腳是發抖回來，什麼也沒有，所以我要告訴

視障朋友，參加活動要慎選，後來參加了陽光基金會傷友跟志工的生活

營，參加者就有一百多人，那一百多個人，我就聽聽找找有没有適合的

對象，然後，我聽到了一個聲音，那個聲音讓我聯想到，以前有一個電

視連續劇，也演過電影的，一個叫做俆樂眉的明星，說也奇怪，那一天，

老師在演講的時候，我心裡正在想而已，老師就說，今天有一個女生，

她笑起來的神韻就很像徐樂眉，巧不巧，非常巧，結果那一天，到底是

誰，我不知道，前面有一些我就略了，後來因為活動結束了，我一直在

尋找這甜美的笑聲，我剛開始跟她有一些互動，可是分組之後，就不見

了，後來當天的惜別晚會，也想說，有沒有機會再遇到她，也沒有，惜

別晚會之後，到籃球場散步時，我就聽到可愛的聲音，那迷人的聲音，

我就請志工趕快帶我去找她，他說，「你要去找誰？」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你不知道你到底要找誰？」我說，「就在那個方向。」我就一直

比，所以各位視障朋友，眼睛不好，耳力要很好，要聽聲辨位，所以我

要提醒視障朋友，你要去尋找的時候，第一個，你要相信自己還有機會，

千萬不要覺得眼睛看不到，燒了臉的，不成人樣，跟秘雕(布袋戲的主

角)一樣，你看，像我這樣子，我都可以找到對象，所以各位千萬不要

自我先放棄；第二個，很多事情要循序漸進，我們不要一開始就說：「喔，

How do I love you so！」對不對，我多麼愛你，那個都嚇死人了，我

們要循序漸進，所以我們講求的要有策略嘛，循序漸進的時候，你一定

要去試探，如果對方討厭你，你就不要死皮賴臉，至少對方認為對你有

一點點好感的時候，我記得那一次，我們在籃球場，我找到她，她叫什

麼，我不知道，但是因為當天晚上大家跳舞跳的很熱絡，我就是沒有遇

到她，我也學了一點國標舞，所以，尤其全盲的男生，如果你想要把妹，

國標舞非常的好用，不同的舞蹈，不同的身體的接觸，是很好的，其實

當下我知道是她，但她姓什麼，我也都不知道，只是知道是她，我就跟



她說，「請問你今天有在那個晚會現場嗎？」她說有，後來問她說：「那

為什麼我一直沒有遇到她？」我說，「沒有跟她跳舞，我覺得很可惜。」

結果她當下說，「因為女生會跳舞，但會跳舞的男生不多。」你看多麼

缺，她是當男生在帶女生跳舞，我當下說，「喔，原來是這樣子。」如

果一般視障朋友，可能會這樣子大概就算了吧。因為我是做業務出身的，

你知道嗎？業務的個性是叫什麼？打死不退對不對，不到最後關頭，絕

不輕言放棄，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說：「擇日不如撞日，今天沒有跟你跳

到有點可惜，我們是不是可以來補跳一曲？」這是不是一個試探，試探

嘛，我說要不要補跳一曲，她開始找很多理由，各位，當理由出來的時

候，你要會 troubleshooting，要會解決困難，見招拆招，他提出第一

個是什麼，「喔，不好意思，大家都在看。」我立刻舉手說，「我跟你保

證，我一定不會看。」當下她就笑了，為什麼？當一個視障朋友，你可

以對自己的障礙開玩笑，是不是代表你已經可以全然接受自己了，結果

她又開了第二個問題，她說，「可是沒有音樂。」我說，「沒關係，音樂

我在行的，我等一下喊 music，音樂就來了。」我就開始問她，「請問你

都跳哪些舞？」她說，「男生怎麼帶，我就怎麼跳。」我說，「那這樣子

好不好，我們就來小跳，小跳一曲，補跳一下，可不可以？」她說，「不

好吧！」各位，不好吧是可以嗎？ 

聽眾齊聲說：可以。 

張  捷：你們是內行的，結果我就牽起他的手，我說：「music，(英文歌)……」

結束(台)，各位，我唱的比較慢，這個節奏是什麼節奏。 

女  聲：布魯斯。 

張  捷：什麼布魯斯，這個是吉魯巴的節奏，這是吉魯巴的節奏，吉魯巴有三步

跟六步，現在比較流行跳三步，當時我跳吉魯巴之後，我把她的手牽起

來，各位知道，一邊唱歌一邊跳舞，我說的音樂就我唱嘛，所以一邊唱

歌一邊跳舞，其實有點累，但是我們跳舞是不是要得到一些訊息嘛，我

在跳舞的過程中，就知道一百六十三公分，四十幾公斤，長頭髮，有腰

身，整個對她的身體就更了解了，我就是要告訴各位，其實視障朋友，

不要覺得說，我們眼睛看不到，是我們的缺點，你要怎麼樣，善用你的

缺點，眼睛看不到原本是弱勢，也可成為你的強勢，我再講一個例子，

就是當我們在交往的時候，旁邊的人是看好還是看衰？ 

聽眾齊聲說：看衰。 

張  捷：看衰，從沒有一個人相信說，我可以去交到一個這麼標緻的女生，連我

自己的家的姐妹們，都說，你別想那麼多了，人家經濟獨立，而且我告

訴你們，當時這個女生，還有一個人在追他，已經交往一段時間了，我

論什麼條件都比不上，對方還在銀行上班，是一個鐵飯碗，而我全身百

分之三十五的灼傷，還帶著那個壓力衣，還視障、沒工作，我憑什麼跟



人家競爭，對不對，所以各位，這當中就是你的選擇。 

張  捷：如果你珍惜，那你就義無反顧、全力以赴，我說要循序漸進，就是說

你要看對方對你到底有沒有好感？那對方對你有沒有好感，可以透過

很多不同的驗證方式。那當然我們透過邀請她出遊，或者是……因為

那時候我是住新竹，我在新竹，已經放假了，所以打電話問她要不要

來？這是一個檢測的指標，我本來是不抱希望，邀她要不要來的時

候，她竟然說要來，各位就知道那是不是她對我，事實上是有一些好

感的？之後很多互動，她來重建院看我，也買東西給我，我也到她家

裡去，那剛好她媽媽腰酸背痛，我就幫她做按摩，也做了很多互動。

她跟她媽媽介紹我是她新認識的朋友，她媽媽說有空常帶來，這個人

真的不錯，因為按摩都不用錢。所以各位按摩也要學好，這個是很好

的工具。要跳舞、要會唱歌，要學好。那所以那時候，我們如果是一

般交往，大概都不太會反對，可是如果你跟家人說再進一步，甚至會

稱男女朋友的時候。她媽媽是贊成還是反對？ 

眾  人：反對。 

張  捷：我內！她還是反對嗎? 

李英琪：還是反對吧？你工作還沒找到。 

張  捷：對那時候還沒有工作。那其實大家是一定是反對啦，我相信你們如果

家裡有有姊姊妹妹啦，或者是阿姨什麼之類的，有認識視障朋友，說

要跟視障朋友交往，大部分都會反對，這是很正常的，甚至有人跟她

講說，你不如去給人家當妾。 

李英琪：對啊，做小的比較舒服(台)。 

張  捷：做小的比較舒服(台)，我是很不以為然，可是每聽到這些話語的時

候，我就會告訴我自己要更努力，不要輕言放棄。好不容易找到一個

跟徐樂眉的聲音很像，長得也跟她有點像的人，而且她對我也滿好

的，各位要不要輕易放棄？選擇在你，而且她那時候是陽光的志工，

所有的志工沒有一個人贊成。還特別提醒她，同情所生的愛情，最後

都是悲劇收場。我也是試試看，因為我媽媽沒有辦法帶我到陽光去參

加尾牙，因為可以帶一個家屬同行，我就問她，你願意充當我的家屬

嗎？各位，這個是不是也是一種試探？我其實是很單純，沒有心機那

麼深，那時候就是想說這個東西，人家到底對你有沒有？她說好啊，

可以啊，我那時候去參加尾牙的時候，大家問說你今天還有專屬志

工，我說沒有，她今天是以家屬的身分來出席喔！全場就：家屬……

什麼……。可是雖然是這樣，他們私底下怎麼樣？都勸她三思。這叫

人前人後。後來……我知道她有兩位姐姐，住在苗栗，我也跟她講她

媽媽態度這麼堅決，我也不要正面衝突，所以我就想說看看她有沒有

什麼想法？她就說，要不然先去認識姐姐們，姐姐說，有偏頭痛、肩



膀不舒服，那我就說，我來替你服務一下，也都還不錯；姐姐另外一

個腰痠，我來服務一下。各位……我跟各位講說我之前是內向含蓄害

羞膽怯，那個是我國、高中以前，後來經過社會化之後，你看所以這

個社會多麼的大染缸，可以讓一個這麼單純的男生變得這麼的……單

純。所以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來講的話，我跟她互動之後，我也不會

認為自己是視障。那麼這裡有一個過程，這個故事一定要講，當時她

跟她家人在互動、談天說地的時候，我在旁邊，因為他們也不曉得怎

麼跟視障朋友互動，我在旁邊也插不上話，就有一點落寞。我後來跟

她就有點小爭執，我說你為什麼不幫我帶入你們的生活圈？我在旁邊

就格格不入。她就講了一段話，她說格格不入是你的心，如果你自己

主動，你不要覺得自己是視障者，你就平常心看待，那時候也讓我學

了一課，我們會覺得視障者都是要等著別人來招呼我們，我們自己被

動、要別人服侍，東西都要幫我們夾好，我會說沒關係，你跟我講在

哪裡，上廁所我都可以自己去上或什麼的。甚至聊什麼話題的時候，

你主動去聊，人家不會不理你，經過那次之後，我們跟他家裡的互動

就越來越好，她姐姐們對我的評價也不錯。後來才知道他姊姊有這一

段說法，就是在勸我的丈母娘……還沒有成，那時候還沒有丈母娘，

就是我女友……就是女方的媽媽就對了。她說，媽你要想清楚啊，你

看有的人，男生看得到多麼花心，還到處去花天酒地，你看他看不到

不會亂跑啊。這是不是逆向思考？所以開始本來因為不了解，所以你

要找更多的說客，由她的姐姐回過頭來說服他媽媽，他媽媽後來勉為

其難同意了。另外，不是有一個男生追她追得很勤嗎？她自己會選

擇，所以各位當一掌握到機會的時候，就不要輕易放棄，要掌握跟他

互動的每一刻，你要早、中、晚怎麼樣？不是三炷香喔。早中晚都要

電話聯絡，而且你不能說你好嗎？吃飽了沒有？這個多沒有營養，這

多 low，我是非常 aggressive的，非常進取的，我會請她幫我查資

料、幫我錄有聲書、幫我查英文單字，各位，有沒有很精進呢？因為

這樣子之後我們互動更多。我說不好意思我去買水果不是很方便，你

可不可以幫我帶點水果過來？就增進了彼此相處的機會，人是需要被

需要的，當你感覺，讓她覺得你是被她需要的時候，那樣的狀況是就

不一樣了，所以慢慢的這個情勢已經有一點導向我這邊的時候，我就

在適當的時機，民國八十三年那一天，大概是年中的時候，我跟她認

識半年多，因為我想說我年紀也大了，她也不小了，所以我就跟她

說，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繼續走我們人生的下半段？她當時沒有

反應，可是……這個叫做沉默的回答，我說，那你會不會因為我視

障……，她立刻回答：「我如果嫌棄你，我就不會這樣對待你，不

過，沒關係啦，如果你找不到工作，我的收入……我們還可以生



活。」各位，這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兩個人交往絕對不要

看單方面，而你自己要夠努力，所以我就在民國八十三年的十二月二

十四號 christmas eve，就是耶誕節的聖誕夜。那天我們就結婚了。

所以怎麼沒有掌聲(台)？聽得太入神了。 

許基德：那女方的爸爸？女方的爸爸？ 

張捷：女方的爸爸很早就不在。他有兩個哥哥不管事。兩個姐姐是我的說客，

所以投票權來講的話三比二。過半。 

李英琪：我有問題。 

張  捷：請說。 

李英琪：第一夜怎麼過？ 

張  捷：你說那個結婚的第一夜是不是？ 

李英琪：對啊，之前就先過了嗎？ 

張  捷：那其實第一夜怎麼過，我跟你講，通常結婚的時候都是累到爆。第一

夜就是……我上床就睡覺了。所以結婚真的很折騰人，我們沒有辦太

大。台北這邊也沒有通知，我沒有在台北請客，只在新竹請客，只辦

了十八桌，如果以我以前交友的狀況，沒有個三、五十桌解決不了，

但是因為 IT產業的這個部分，除了我原公司的同事有通知之外，幾

個好朋友通知、親朋好友這樣子，其他我並沒有再做大幅的那個放帖

子。所以我覺得對一個視障者而言，第一夜怎麼過，我想那個那個，

真的是就平常心，我講結果就是我現在有兩個女兒一個明年二十四

歲，她現在已經在上班，在科技公司上班，小的現在是大四。兩個都

長得滿不錯，一個一百六十六、一個一百六十五。身材、臉蛋都是相

當的水準。他們都有男朋友了，她男朋友一個一百八十三、一個一百

八十六。我太太是一百六十三、我一百七十八，站在優生學的考慮，

兩個小孩也都還不錯。以上跟大家分享。謝謝。 

觀眾 C：我想知道張捷先生，就是進入婚姻之後，因為你今天的分享太精彩

了，你好幽默，怪不得很容易交到女朋友，所以這個好像跟視障與否

無關，比較是人格特質，這種幽默感，我想是非常重要，但不知道你

在進入婚姻之後，因為你要成為一個丈夫、一個父親，其實應該也是

一個很另類的丈夫、另類的父親，就是有相同，那應該也有不同，所

以蠻好奇的就是那個挑戰，作為一個父親的挑戰，謝謝。 

張  捷：我們美里老師真的很厲害。就是說，人格特質很重要，不管你視障，

或非視障，自己開朗幽默，這個部分是會吸引人的，行家就是不一

樣，看到了這一點。我覺得身為一個視障的爸爸，我一直告訴我自

己，要用平常心來看待它，所以我們從小朋友就是讓他們有機會比如

說會去參加燒燙傷的聚會，讓他們看看傷友、看看其他的視障朋友，

那甚至老師來做家訪，在家訪之前呢？老師就說，那個某某同學，你



們家爸爸看不到，我有幫你申請清寒家庭的獎學金補助，請你爸爸簽

名，結果老師來做家訪之後就說，同學我看你們家可能不太需要，因

為你住的房子還蠻大的，我覺得這就是傳統的印記，像他同學沒有辦

法去參加畢業旅行，我老婆就會說，沒關係，他的錢，我們幫他出，

我們想讓小孩子養成一個，就說你只要有能力，可以多幫助別人，我

覺得這部分倒是平常心來看待。為人夫的部份的話，我覺得視障者本

身不要覺得自己視障就是大爺，什麼都不做，可以幫忙洗碗、曬衣服

啊，那時候小孩剛生出來的時候泡牛奶換尿片我都不會，而且我那時

候其實是有一點點自閉，自閉什麼？我想到一個軟軟的東西，要幫他

洗澡又會跳，我嚇死了不敢摸，克服了很久的心理障礙，我還想說兩

百五十 CC怎麼泡，後來我想大約就好啦，餓了再喝，水溫多少？那

滴一下在那個手肘這邊就知道了呀，我覺得我要誇獎的就是說，其實

視障者對性的需求來講的話，我們過去台灣對性的教育是非常不足

的，我覺得我的性教育開啟，英琪這邊算是給我很大的一個協助，因

為她在法國受過專業訓練，她剛開始跟我談這個議題的時候，我會臉

紅，即使是結婚，孩子的爸，而且她講了那麼的自然，講高潮是怎麼

樣，雖然我們是同事，我也調適了一段時間之後，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有機會的話，其實不管明眼人和視障者性教育這個部分真的需要加

強，而且我們的很多的錯誤的觀念，我覺得英琪讓我最深刻的就是

說，因為法國重視性生活對老人健康的影響，所以他們的失能率很

低，等下請英琪補充。台灣八十歲以上失能率是四成失能啦。 

李英琪：失能就是進食、洗澡、穿脫衣、上廁所、移動都沒辦法自己來的，靠 

人家照顧。法國九十歲以上老男人失能率不到 8%。 

張  捷：英琪跟我講一個很關鍵的，就是她去 camping、去露營的時候，有一

個八十幾歲的老頭騎著腳踏車，問英琪說，這裡哪裡有小姐？八十幾

歲了。 

李英琪：他是先問我，說我可不可以和妳做朋友？我說，我沒有興趣。內心狂 

喊這個老不修……，然後他又問我知道這附近哪有夜總會嗎？我內心 

想爺爺你身體真好呀。 

觀眾大笑。 

張  捷：所以英琪你的名言是…… 

李英琪：只要情慾依然流動，世界就有希望。 

張  捷：只要情慾依然流動，世界就有希望，所以我會覺得就是我認識英琪太

晚了，因為當我知道的時候，其實為時已晚，因為年紀都已經過了半

百了，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是她說不晚，但我要反應的就是說，我們

很多東西就是覺得他不重要，這個對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我覺得

我活到這把年紀，再三年多我就六十歲了，在這個部份的話還很多值



得學習，男生是怎麼樣？反正就是活塞運動，做完什麼都不管，可

是，其實站在女生的立場來講，她們需要是溫柔去呵護。雖然她們簽

的是一張長期的勞動契約，可是這個部分男生要多花點心思。人同此

心去多多關懷女人的部分，我到近幾年，我覺得我的心會更柔軟，而

且會去多關注到太太這些反應，所以我們家，我也簽了一張那個長期

勞動契約，我對我太太，她只要不舒服，像我那天去騎車，我已經累

得要死。凌晨兩點她說她脖子不舒服，我起來幫她做一個半小時，她

問你會不會累？我說不會不會，你只要舒服就好了，所以我們家整個

長期的是按摩免費的，所以嫁給會按摩的視障者不錯。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