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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攝影者 /朱恆民

地點 /南非德本區聖拉馬林卡禮堂

讓善
    

生根擴蔭2010年慈濟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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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1. 急難    p 001 ~ p 078

2. 環保    p 079 ~ p 172

3. 愛灑    p 173 ~ p 228

【附錄】攝影者索引

目
錄

眾生共業，長期累積的業力，

結構就像颱風一樣扎實。

如何才能讓氣候回歸正常？

必須人人大覺、大悟、大懺悔，

百手、千手、萬萬手共同付出，

用虔誠愛心回饋大地，才能減輕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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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急難 002地

急難
攝影者 /許智源   201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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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保羅聖文生小學校舍在此次地震中全毀。
地點 /海地太子港太陽城保羅聖文生小學
攝影者 /奚望清   2010/01/26

當地民眾從斷垣殘壁中接取可用物品。 
地點 /海地太子港 
攝影者 /邢敏   2010/01/22

急難 00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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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災區建築物嚴重毀損。 
地點 /海地太子港    
攝影者 /張良瑋   2010/01/25 

《海地地震救援》

攝影者 /許智源   2010/02/16

急難 006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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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地震後兩個多月，災區依然一片斷垣殘壁。
地點 /海地太子港
攝影者 /陳清旺   2010/04/03
 

《海地地震救援》

慈濟賑災團勘查災區情形。
地點 /海地太子港   
攝影者 /李嘉祥   2010/02/20

《海地地震救援》

海地於 1 月 12 日發生芮氏規模 7.0 強震，慈濟賑災先
遣團進入太子港勘災。
地點 /海地太子港   
攝影者 /張良瑋   2010/01/25

《海地地震救援》

急難 008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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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海地於1月12日發生芮氏規模7.0強震，慈濟人醫會在太子港國家足球場設置義診站。
圖：醫師董明哲為民眾看診。
地點 /海地太子港國家足球場   
攝影者 /程宜華   2010/03/13

《海地地震救援》

慈濟人醫會黃韻珊醫師為小嬰兒檢查身體狀況。
地點 /海地太子港國家足球場  
攝影者 /何嘉笙   2010/03/15

《海地地震救援》

慈濟人醫會醫師餵食剛出生不久
的小嬰兒史帝芬森吃藥。
地點 /海地太子港國家足球場 
攝影者 /何嘉笙   

《海地地震救援》

急難 010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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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急難 012地

慈青陳珞韶餵脫水的病患喝水，慈濟人醫會董明哲醫師在旁進行診治。
地點 /海地太子港國家足球場  
攝影者 /張瓊鎂   201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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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於 2月 27 日發生芮氏規模 8.8 強震，慈濟賑災團前往重災區康賽普松市勘災。      
地點 /智利康賽普松市   
攝影者 /吳純合   2010/03/11

慈濟賑災團前往重災區康賽普松市勘災。
地點 /智利康賽普松市     
攝影者 /吳純合   2010/03/11

攝影者 /吳純合   2010/03/11

急難 01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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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智利於 2月 27 日發生芮氏規模 8.8 強震，災區滿目瘡痍。   
地點 /智利康賽普松市   
攝影者 /吳純合   2010/03/11
 

急難 016地

海嘯將船隻沖上岸。 
地點 /智利   攝影者 /吳純合   201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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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三號 ( 北二高 ) 七堵段南下 3.1 公里處發生邊坡土石崩塌意外，土石覆蓋雙向
路面。圖：二層樓高的鐵皮屋家具行，也被巨大的土石壓毀。
地點 /基隆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 北二高 ) 七堵段        
攝影者 /劉振江   2010/04

急難 018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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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三號 (北二高 )七堵段南下3.1公里處發生邊坡土石崩塌意外，
土石覆蓋雙向路面。圖：怪手與砂石車緊急搶救。
地點 /基隆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 北二高 ) 七堵段 
攝影者 /闕嘉晉   2010/04/28

攝影者 /黃銘村   
2010/04/26 

急難 020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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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提供熱食，讓救災人員補充體力。
地點 /基隆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 北二高 ) 七堵段
攝影者 /游錫璋   2010/04/26

慈濟志工提供熱食，讓救災人員補充體力。
地點 /基隆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 北二高 ) 七堵段   
攝影者 /葉政宏   2010/04/26

急難 022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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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中國華南地區連月遭遇暴雨侵襲，造成長江流域各省災情頻傳。
地點 /中國大陸福建省南平市順昌縣      
攝影者 /王鳳   2010/08/01

急難 02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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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下旬，和平縣大雨不斷造成水患，長塘鎮因地勢低窪，受災最重；
慈濟志工前往勘災。郭秀美師姊 ( 中 ) 與王春滿師姊 ( 左 ) 向災民了解
情形，以提供適切幫助。
地點 /中國大陸廣東省河源市和平縣長塘鎮 
攝影者 /丁秀珍   2010/07/03

《中國廣東省河源市長塘鎮水災勘災》

急難 026水

中國華南地區連月遭遇暴雨侵襲，長江流域各
省災情頻傳，慈濟人前往延平區勘災；王台鎮
災況；紅磚房屋全倒。
地點 /中國大陸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區王台鎮 
攝影者 /楊文輝   2010/08/01

《中國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區水災勘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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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志工走訪災區探視災民。
地點 /中國大陸廣東省信宜市平塘鎮羅罅村 
攝影者 /張愛萍   2010/10/17

《中國廣東省信宜市凡那比颱風賑災》

急難 028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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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馬來西亞北部因連續大雨造成嚴重水災；街道上汪洋一片。     
地點 /馬來西亞玻璃市州加央    
攝影者 /胡建發   2010/11/03

急難 030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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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馬來西亞北部因連續大雨造成嚴重水災。
地點 /馬來西亞吉打州古邦巴素縣日得拉        
攝影者 /陳碧玲   2010/11/02

馬來西亞北部因連續大雨造成嚴重水災。
地點 /馬來西亞玻璃市州加央  
攝影者 /甯偉棚   2010/11/02

急難 032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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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拉皮火山第二次大爆發後，長格陵安鎮部份村莊遭熔岩石與火山灰覆蓋掩沒。
地點 /印尼日惹特區斯萊曼縣長格陵安鎮   
攝影者 /Ivana   2010/11/19

《印尼日惹默拉皮火山爆發關懷》

急難 034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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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默拉皮火山於 10 月 26 日爆發後，仍持續噴發，造成多人傷亡，慈濟
志工前往關懷發放。圖：災民乘車前往避難所。
地點 /印尼中爪哇省馬吉冷縣  
攝影者 /Anand Yahya   2010/11/07

《印尼日惹默拉皮火山爆發關懷》

彭福來師兄向避難所的協調員了解災民們急需的物資。
地點 /印尼日惹特區斯萊曼縣長格陵安鎮 
攝影者 /Veronika   2010/11/02

《印尼日惹默拉皮火山爆發關懷》

急難 036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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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默拉皮火山於 10月 26 日爆發後，仍持續噴發，造成多人傷亡，慈濟志工前往關懷發放。
圖：發放過程中，火山再度爆發，志工的衣服上蒙上火山灰。
地點 /印尼日惹特區斯萊曼縣長格陵安鎮 
攝影者 /Anand Yahya   2010/11/12

《印尼日惹默拉皮火山爆發關懷》

急難 038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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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默拉皮火山爆發，造成多人傷亡；在 Umbulrejo 公墓，遇難者被集體埋葬。
地點 /印尼日惹特區斯萊曼縣長格陵安鎮    
攝影者 /Apriyanto   2010/10/28

《印尼日惹默拉皮火山爆發關懷》

急難 040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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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那莫達示市一處住宅區於 8月 26 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前往關懷。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那莫達示市    攝影者 /施湧耀   2010/08/27

那莫達示市一處住宅區於 8月 26 日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前往關懷。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那莫達示市   
攝影者 /施湧耀   2010/08/27

《菲律賓大岷區那莫達示火災關懷》

慈濟志工前往勘災。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那莫達示市   
攝影者 /艾莉佳   2010/08/27

《菲律賓大岷區那莫達示火災關懷》

急難 042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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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大岷區那莫達示火災關懷》

那莫達示市一處住宅區於 8月 26 日發生火災，造成 1500 多戶家庭無家可歸；災民們在火災
現場尋找可用之物。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那莫達示市   
攝影者 /艾莉佳   2010/08/27

急難 044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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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新澤西州中部波斯恩堡郡海港城公寓於 12 月 19 日發生火災，慈濟人 24 日前往關懷發放，
讓受災的 29 戶居民度過溫暖的平安夜。 
地點 /美國新澤西州波斯恩堡郡海港城公寓   
攝影者 /張嘉桓   2010/12/19 - 2010/12/24

聖布魯諾發生天然氣管線爆炸，引發大火迅速蔓延，造成數十人傷亡、數棟房屋遭大火燒燬。 
地點 /美國加州聖布魯諾市   
攝影者 /林育貞   2010/09/13

急難 046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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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三角洲市的一間三樓老舊公寓發生火災，猛烈大火，延燒
近 10 個小時，造成兩百多位居民受災。
地點 /加拿大卑斯省三角洲   
攝影者 /吳群芳   2010/07/27

5 月 22 日凌晨四點多，台北新莊發生一場工廠火警意外，
造成附近民宅遭受祝融波及。
地點 /台北縣新莊市龍安路   
攝影者 /戴碩呈   2010/05/22

大發工業區一間製造塑膠容器的工廠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前往關懷。 
地點 /高雄縣大寮鄉大發工業區   
攝影者 /張仕林   2010/08/21 急難 048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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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明尼蘇達州瓦德納市於 6 月遭受龍捲風侵襲，造成多處房屋毀損及多人受傷，慈濟
志工前往災區勘災。
地點 /美國明尼蘇達州瓦德納市    
攝影者 /陳冠霖    2010/06/26

《美國明尼蘇達州龍捲風關懷》

急難 050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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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明尼蘇達州瓦德納市於 6 月遭受龍捲風侵襲，造成多處房屋毀損及多人受傷，
慈濟志工前往災區勘災。
地點 /美國明尼蘇達州瓦德納市    
攝影者 /陳冠霖   2010/06/26

《美國明尼蘇達州龍捲風關懷》

志工勘察房屋毀損情形。
地點 /美國明尼蘇達州瓦德納市   
攝影者 /王聖文   2010/06/26

《美國明尼蘇達州龍捲風關懷》

急難 052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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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那比颱風來襲，強風豪雨造成高許多低窪地區淹水。
地點 /高雄縣梓官鄉   
攝影者 /尤永商   2010/09/19

急難 054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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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高雄分會成立防災合心協調中心；慈濟志工動員為受災的民眾準備熱食。
地點 /高雄靜思堂   
攝影者 /鍾文英   2010/09/20

慈濟志工前往災區發放生活包與慰問金。
地點 /高雄縣梓官鄉   
攝影者 /蔡麗莉   2010/09/21

急難 056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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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陳廖常師姊 ( 中 ) 等挨家挨戶慰問鄉親，並送來熱食便當。
地點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   
攝影者 /葉獻璋   2010/09/20

急難 058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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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前往私立雪美老人養護中心協助清理環境。
地點 /高雄縣仁武鄉私立雪美老人養護中心   
攝影者 /杜勝雄   2010/09/22 

慈濟志工前往私立雪美老人養護中心協助清理環境。
地點 /高雄縣仁武鄉私立雪美老人養護中心
攝影者 /楊秀春   2010/09/21

急難 060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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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梅姬颱風重創宜蘭地區，造成嚴重災情；街道充滿泥濘。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    
攝影者 /李龍聰    2010/10/23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急難 062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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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花蓮慈濟志工與志業體同仁齊聚花蓮火車站，準備前往宜蘭災區協助受災鄉親清理家園。
地點 /花蓮火車站    
攝影者 /許榮輝    2010/10/24

北區慈濟志工於台北火車站集合，準備前往宜蘭災區支援賑災工作。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台北火車站   
攝影者 /褚信介   2010/10/24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急難 064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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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精舍常住師父與慈濟志工前往蘇澳鎮勘災發放，沿途土石夾雜泥水而下。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南正里水道巷 ( 南方澳 )     
攝影者 /劉美雲    2010/10/24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急難 066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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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擴蔭》善

台北慈濟醫院同仁也來到災區逐戶
拜訪鄉親，並致贈家庭醫藥包。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   
攝影者 /闕嘉晉   2010/10/24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慈濟志工前往災區發放慰問金與生活包。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    
攝影者 /林建橙   2010/10/23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急難 068風



《讓
    

         

生根擴蔭》善

來自台北新店地區的慈濟志工們，同心協力將屋內
的淤泥清出屋外。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 ( 南方澳 )   
攝影者 /林靜芳   2010/10/24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慈濟志工協助受災鄉親打掃家園。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 ( 南方澳 )  
攝影者 /王賢煌   2010/10/24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慈濟志工踩著泥濘的道路，一步步往上走到受災戶
家中幫忙清掃。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 ( 南方澳 )

攝影者 /林進安   2010/10/25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慈濟志工協助受災鄉親清掃家園。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 ( 南方澳 )   
攝影者 /陳李少民   2010/10/24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急難 070風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協助鄉親清理泡過水的家具。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   
攝影者 /洪秋如   2010/10/25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慈濟志工動員協助受災鄉親打掃家園。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南成里文化巷 ( 南方澳 )    
攝影者 /王賢煌   2010/10/24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急難 072風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與國軍不分彼此，大家挽起袖子為受災鄉親清理泥濘。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 ( 南方澳 )       
攝影者 /林靜芳   2010/10/24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急難 074風



《讓
    

         

生根擴蔭》善

台北慈濟醫院在南方澳設立醫護站，提供義診與往診服務。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    
攝影者 /張雁寒   2010/10/24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台北慈濟醫院趙有誠院長 ( 右 )，帶領醫護同仁為民眾治療傷口。
地點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    
攝影者 /簡元吉   2010/10/24

《宜蘭梅姬颱風賑災》

急難 076風



《讓
    

         

生根擴蔭》善

攝影者 /謝光雄

與山河大地相比，

人就像山腳下的一隻螞蟻般，非常渺小；

但人人心念共振起來，力量可就大了，共業能動須彌山。

人間善惡業力拔河，唯有增加善的力量，

才能化解災難。

《讓
    

         

生根擴蔭》善



《讓
    

         

生根擴蔭》善《台南市安平區淨灘活動》

攝影者 /蘇友祿    2010/11/20

環保 080淨灘

環保



《讓
    

         

生根擴蔭》善

菲律賓分會同仁、志工與慈濟謀生職訓中心學員前往夢鄉村進行淨灘，
為地球環境盡一分心力。
地點 /菲律賓甲美地省羅沙塯鎮夢鄉村
攝影者 /娜卡米   2010/10/17

《菲律賓甲美地省夢鄉村淨灘活動》

菲律賓分會同仁、志工與慈濟謀生職訓中心學員前往夢鄉村進行淨灘，為地球環境盡一分心力。
地點 /菲律賓甲美地省羅沙塯鎮夢鄉村  
攝影者 /Angie   2010/08/15

《菲律賓甲美地省夢鄉村淨灘活動》

環保 082淨灘



《讓
    

         

生根擴蔭》善

德本志工前往 Addington Beach 進行淨灘活動，同時向民眾宣導環保與素食觀念。
地點 /南非夸祖魯那他耳省德本   
攝影者 /李旭檳   2010/04/25

《南非德本 Addington Beach 淨灘活動》

環保 084淨灘



《讓
    

         

生根擴蔭》善

學生們努力的清除貼在電線桿上的廣告紙。
地點 /台南市     
攝影者 /郭美秀   2010/12/18

《台南慈濟小學「歡喜好厝邊」社區掃街活動》

土城慈濟志工舉辦淨山活動，志工沿途清掃
路上的排水溝。
地點 /台北縣土城市    
攝影者 /周冠辛   2010/04/18

《台北土城響應「世界地球日」活動》

環保 086淨灘

慈濟志工應邀參加由嘉義縣環保局所舉辦「岑海花
開、風華再現」淨灘及掃街活動。
地點 /嘉義縣布袋鎮西海岸    
攝影者 /張小娟   2010/05/22

《嘉義縣布袋鎮西海岸淨灘及掃街活動》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帶動村民一起進行淨村活動，鼓勵大家共同來響應環保愛護地球 ; 志工與
村民們攜手清理大溝渠的垃圾。
地點 /馬來西亞馬六甲州甘榜檸檬眼     
攝影者 /黃福泰   2010/12/12

《馬來西亞馬六甲甘榜檸檬眼淨村活動》

新加坡分會受邀參與「育民小學校慶暨家庭日活動」，向
民眾宣導環保觀念，志工身體力行撿拾活動現場的垃圾。
地點 /新加坡勿洛蓄水池公園   
攝影者 /黃敬恆   2010/05/15

《新加坡環保宣導活動》

環保 088淨灘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人前往加蓮地印第安村小學進行植樹活動；志工象徵性致贈小樹苗予村民。
地點 /巴拉圭上巴拉那省東方市加蓮地印第安村小學   
攝影者 /蕭振芳   2010/04/04

環保 090植樹



《讓
    

         

生根擴蔭》善

志工種植樹苗，綠化環境。
地點 /印尼東爪哇省泗水市   
攝影者 /Jimmy Budianto   2010/04/25

《印尼東爪哇省泗水市植樹活動》

日惹基立亞希村及鄰近的幾個村莊難以取得乾淨用水，慈濟協助安裝水管輸送水
源，並致贈楹樹樹苗予村民種植，除了綠化，未來更可販賣增加收入來源。
地點 /印尼日惹特區      
攝影者 /Anand Yahya   2010/01/31

《印尼日惹慈濟人分發樹苗及安裝自來水管活動》

環保 092植樹



《讓
    

         

生根擴蔭》善

慈青至 Glenfield 保育區進行植樹活動。圖：大家一起祝福小樹順利成長。
地點 /紐西蘭奧克蘭市 Glenfield 保育區    
攝影者 /陳品融    2010/07/31

環保 094植樹



《讓
    

         

生根擴蔭》善

苗栗聯絡處環保站，志工以回鍋油製成環保肥皂。
地點 /苗栗聯絡處    
攝影者 /蔡文脩   2010/11/13

《苗栗環保感恩之旅》

環保志工做寶特瓶分類。
地點 /雲林縣水林鄉蔦菘環保站    
攝影者 /吳碧珠    2010/10/18

《雲林蔦菘環保站》

資源分類區，志工彎腰分類寶特瓶，為保護地球盡心力。   
地點 /台中后里聯絡處   
攝影者 /江金連   2010/11/12

環保 096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環保志工拆解雨傘布，惜福再縫製成環保袋等用品。   
地點 /台北縣土城市頂埔環保站     
攝影者 /吳秀春    2010/12/23

環保志工們辛勤的做資源回收分類。
地點 /高雄市新興區新興環保站   
攝影者 /陳裕炎    2010/10/13

《高雄新興環保站資源回收》

環保 098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澎湖環保志工前往後寮碼頭，載運從吉貝船運來的資源回收物；志工合力搬回收物上岸。
地點 /澎湖縣白沙鄉後寮碼頭    
攝影者 /鄧寶珠    2010/12/04

《澎湖環保資源回收》

環保 100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小朋友開心的將寶特瓶一個個踩扁。    
地點 /台北縣汐止市汐止共修處    
攝影者 /黃銘村    2010/06/02

《台北縣汐止市何嘉仁幼兒學校參訪汐止共修處》

學員帶著家屬一起參加環保實作課程；小朋友奮力將
已綑好的硬塑膠瓶堆疊起來。
地點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國小環保點     
攝影者 /陳昭賓   2010/09/12

《台北市萬華區社區志工培訓》

環保志工們辛勤的將玻璃瓶依顏色分類。
地點 /高雄縣鳳山市實踐環保站    
攝影者 /傅焰村   2010/10/11

《高雄縣實踐環保站資源回收》

環保志工教導學生把玻璃按照不同的顏色，加以分類。
地點 /高雄縣仁武鄉文學四街仁武環保站     
攝影者 /王麗雲   2010/10/09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生參訪仁武環保站》

環保 102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環保志工們開心合影。    
地點 /屏東鹽埔聯絡處     
攝影者 /林美瑜      2010/10/08

《屏東鹽埔聯絡處環保站資源回收》

環保 104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環保志工載運回收的報紙。
地點 /台南縣麻豆鎮麻豆環保站     
攝影者 /謝聖斌   2010/08/14

《台南麻豆環保站資源回收》

許裕基師兄 ( 右 ) 到其他小型環保點載運資源回收物。
地點 /台北縣板橋市三民路二段正泰四巷     
攝影者 /林亨   2010/09/12

《台北板橋江翠社區環保日》

環保 106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吉貝村環保站成立七年，從一個人默默耕耘至今已有二十多位村民一起付出做環保。
地點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村環保站     
攝影者 /蔡秋對     2010/04/10

《澎湖縣白沙鄉環保資源回收》

環保 108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台中北屯慈濟人於軍福公園展開夜間環保活動，
廣邀社區民眾前來參與資源回收物的分類。
地點 /台中市北屯區軍福公園
攝影者 /施龍文   2010/10/01

《台中市北屯區夜間環保點》

慈濟志工在興隆市場的地下室做環保，並奮力將
回收物搬運出來。
地點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市場環保點     
攝影者 /高武男   2010/04/22

《台北環保志工》

許多青年學子利用夜間來參與環保回收工作。
地點 /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思明環保站        
攝影者 /黃德欣   2010/08/17

《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夜間環保日》

環保 110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志工進行夜間環保資源回收；孫秀芬師姊教導孫子陳伯
宏如何回收分類。
地點 /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思明環保站     
攝影者 /黃德欣   2010/11/16

《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夜間環保日》

憶江南生態農莊提供場地做為慈濟環保教育站；民眾親
身體驗資源回收分類。
地點 /中國大陸江蘇省無錫市江陰市憶江南生態農莊         
攝影者 /李娜   2010/07/04

《中國江蘇省無錫市環保宣導活動》

慈濟志工前往漢旺鎮板房區進行資源回收；志工將回
收物載回慈濟漢旺服務中心。
地點 / 中國大陸四川省德陽市綿竹市漢旺鎮武都村慈濟
漢旺服務中心
攝影者 /詹秀芳   2010/05/17

《中國四川省綿竹市漢旺鎮環保資源回收》

社區民眾一同做資源回收分類。
地點 / 中國大陸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南街街道楊橋河南
社區
攝影者 /鐘信芳   2010/04/24

《中國福建省福州市河南社區環保日》

環保 112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前往漢旺鎮板房區進行資源回收；中風行動
不便的李偉將鋁罐踩扁。
地點 /中國大陸四川省德陽市綿竹市漢旺鎮     
攝影者 /詹秀芳    2010/05/17

《中國四川省綿竹市漢旺鎮環保資源回收》

陳聯桃師姊 ( 中 ) 騎單車滿載著從家裡帶來的資源回
收物。
地點 /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     
攝影者 /謝文惠    2010/12/12

《中國福建省廈門市環保日》

志工為照顧戶打掃住屋環境，並協助整理回收物。
地點 /中國大陸香港新界沙田區馬鞍山下村     
攝影者 /徐淑琴   2010/04/25

《中國香港新界環保資源回收》

環保 114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環保教育課程，小朋友進行資源回收，將寶特瓶踩扁。
地點 /中國大陸四川省德陽市什邡市洛水鎮菜蔬村慈濟洛水服務中心
攝影者 /湯少藩   2010/10/06

《中國四川省慈濟洛水親子人文營》

小學生搬運回收物。
地點 /中國大陸福建省福鼎市鎮西小學    
攝影者 /夏云言   2010/06/11

《中國福建省福鼎市環保資源回收》

環保 116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帶動馬利僅那市囊卡里的居民進行資源回收及掃街活動；當地居民參與資
源分類工作。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馬利僅那市囊卡里    
攝影者 /艾莉佳    2010/04/11

《菲律賓馬利僅那市環保資源回收活動》

環保 118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志工於杜馬那里設置環保點，邀請鄰近居民一起響應資
源回收。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馬利僅那市杜馬那里    
攝影者 /艾莉佳   2010/07/31

《菲律賓馬利僅那市環保資源回收活動》

志工帶動馬蘭代的居民進行資源回收；志工用三輪車收
取居民提供的回收物。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馬利僅那市馬蘭代 Libis Bulelak 
攝影者 /娜燕莎   2010/07/17

《菲律賓馬利僅那市環保資源回收活動》

慈濟志工邀請囊卡里、杜馬那里的社區長者至馬利僅
那環保教育站進行資源回收，體驗環保的重要性。
地點 / 菲律賓大岷區馬利僅那市幸運里馬利僅那環保
教育站
攝影者 /娜燕莎   2010/12/28

《菲律賓馬利僅那市環保資源回收活動》

慈濟志工於當格朗環保站進行資源回收；志工仔細分
類寶特瓶蓋。
地點 /印尼萬丹省當格朗加丁塞爾彭環保站  
攝影者 /Riani   2010/09/03

《印尼當格朗夜間環保資源回收》

環保 120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雷地史密斯慈濟人帶動和平鎮的居民一起進行資源回收。
地點 /南非夸祖魯那他耳省和平鎮   
攝影者 /方龍生   2010/03/15

《南非夸祖魯那他耳省和平鎮環保資源回收活動》

慈濟人於甘榜檸檬眼設立環保點，帶動民眾一起進行
資源回收。
地點 /馬來西亞馬六甲州甘榜檸檬眼     
攝影者 /黃玉花   2010/09/19

《馬來西亞馬六甲環保資源回收》

環保 122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志工進行資源回收。
地點 /新加坡海軍部環保點     
攝影者 /王綏喜   2010/02/07

《新加坡海軍部環保資源回收活動》

慈濟受邀參與日落區中秋節擺街會活動；志工於現場進行資源回收。
地點 /美國加州舊金山市日落區     
攝影者 /林育貞   2010/09/11

《美國舊金山日落區中秋節擺街會》

環保 124回收



《讓
    

         

生根擴蔭》善

美國總會推廣心素食儀，邀請民眾帶著自己的「蔬國護照」來分享素食心得；總會文
發室同仁和美西區各和氣組長在現場穿起蔬果裝，讓推廣心素食儀變得更活潑生動。     
地點 /美國總會靜思堂     
攝影者 /劉昇平     2010/10/23

《美國總會「蔬國護照」回娘家活動》

環保 126蔬食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於萬聖節當天在 Westfield 購物中心擺設攤位，推廣「蔬國
護照到你家」，宣導素食護生救地球；志工向民眾推廣蔬國護照。
地點 /美國加州阿凱迪亞市 Westfield 購物中心
攝影者 /黃光宇   2010/10/31

《美國加州阿凱迪亞市素食推廣活動》

慈濟人向民眾推廣「蔬國護照」，邀請大家響應齋戒。
地點 /美國加州薩拉度加市 (Saratoga) 市立圖書館
攝影者 /蔣國安   2010/08/15

《美國加州薩拉度加市「歡喜‧感恩‧七月吉祥」愛灑茶會》

環保 128蔬食



《讓
    

         

生根擴蔭》善

蔬國護照回娘家活動；雙胞胎兄妹吳卓俊 ( 左 3) 及吳琬
筠 ( 左 1) 響應蔬國護照並和媽媽謝吉賢 ( 左 2) 合影。
地點 /美國加州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   
攝影者 /羅珮瑜   2010/12/12

《美國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素食救地球系列活動》

環保 130蔬食

民眾簽名響應活動。
地點 /雲林縣斗南鎮斗南火車站    
攝影者 /賴文賢   2010/05/02

《雲嘉區慈青「時代青年千萬素，減少百萬 CO2」活動》

美國總會推廣心素食儀，邀請民眾帶著自己的「蔬國護照」來分享
素食心得；民眾享用素食餐點。
地點 /美國總會靜思堂    
攝影者 /林美雪   2010/11/13

《美國總會「蔬國護照」回娘家活動》



《讓
    

         

生根擴蔭》善

環保 132蔬食

祈福會結束，民眾帶著滿滿的法喜與祝福，簽名響應素食齋戒。
地點 /台中市北區綏遠路與太原路口綠園道    
攝影者 /李寶美    2010/08/07



《讓
    

         

生根擴蔭》善

爾灣市政府舉辦爾灣地球村節活動，志工受邀參與，
分享慈濟與環保觀念；志工向民眾推廣蔬國護照。
地點 /美國加州橙縣爾灣市爾灣比爾鮑伯公園          
攝影者 /林家祥     2010/10/02

《美國加州「爾灣地球村節」活動》

台中豐原慈濟志工舉辦大愛劇場《清秀家人》感恩見面會，並同時向鄉親
們推廣蔬食救地球，喚醒大家的環保意識。
地點 /台中縣豐原市朴子街慈濟人文閱讀中心 ( 滿春園餐廳 ) 
攝影者 /陳基雄    2010/10/09

《台中縣豐原市慈濟人文閱讀中心推廣蔬食》

環保 134蔬食



《讓
    

         

生根擴蔭》善

海地公使舒錄德等使館人員享用營養又美味的素食自助午餐。
地點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使館特區    
攝影者 /黃莉美   2010/05/26

《台北市士林區愛灑人間暨素食推廣活動》

慈濟志工為寶成補習班的小朋友宣導環保節能、素食護生愛地球的正確觀念；小朋友開心地吃著素食便當。
地點 /台北市信義區寶成補習班     
攝影者 /洪仲弘     2010/08/03

環保 136蔬食



《讓
    

         

生根擴蔭》善攝影者 /吳惠珍   2010/04/19

《日本分會素食烹飪社區課程》

地點 /馬來西亞馬六甲靜思堂   
攝影者 /鍾可德   2010/10/23

《馬來西亞馬六甲慈青「超級 V廚神烹飪比賽」》

環保 138蔬食



《讓
    

         

生根擴蔭》善

斗湖慈濟志工在霸園舉辦一場綠色環保茶會，以提高社區民眾的環保意識；志工向小朋
友宣導「一日五善」。
地點 /馬來西亞沙巴州斗湖霸園   
攝影者 /方玉梅   2010/10/24

環保 140減碳



《讓
    

         

生根擴蔭》善

踩腳踏車進行發電比賽，看誰先讓看板的 LED 燈全亮，讓民眾從中體驗能源得
來不易，以及節能的重要性。
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閱讀歐洲社區    
攝影者 /葉素貞   2010/09/25

《台北市內湖區社區中秋晚會》

南港親子成長班學員走進市場宣導減碳 333 的理念。
地點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攝影者 /陳信和   2010/04/18

《台北市南港區響應「世界地球日」活動》

環保 142減碳



《讓
    

         

生根擴蔭》善

慈青許凱婷同學戴著可愛的慈青娃娃頭套在園遊會場四處宣導「一天五善、力行減
碳」運動。
地點 /台南市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攝影者 /郭美秀   2010/05/29

《台南護理專科學校 57 周年校慶活動》

環保 144減碳



《讓
    

         

生根擴蔭》善

新加坡分會受邀參與「育民小學校慶暨家庭日活
動」，志工讓小朋友與家長體驗製作環保酵素。
地點 /新加坡勿洛蓄水池公園     
攝影者 /劉素方   2010/05/15

《新加坡環保宣導活動》

二年級的學生好奇地摸著寶特瓶做成的衣服。
地點 /台北關渡慈濟志業園區   
攝影者 /蕭嘉明   2010/05/26

《台北縣米倉國小參訪關渡慈濟志業園區》

環保 146垃圾變黃金



《讓
    

         

生根擴蔭》善

志工上台展示環保紡織品及環保餐具。
地點 /中國大陸上海市長寧區上海世貿展館  
攝影者 /姜衛軍    2010/06/19

《中國上海、台北雙城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松山聯絡處舉辦慈濟環保 20 年靜態展；陳秀靜師
姊 ( 左 ) 為大家介紹大愛感恩科技公司所研發，以
回收寶特瓶製成的環保織品。
地點 /台北松山聯絡處     
攝影者 /葉秀戀   2010/05/22

《台北縣侯硐鄉親參訪松山聯絡處》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設置攤位宣導環保；志工為民眾介
紹環保產品。
地點 /中國大陸江蘇省南京市南京國際博覽中心      
攝影者 /何淑惠   2010/09/16

《中國江蘇省「2010南京台灣名品交易會」》

加州州長夫人瑪莉亞．雪瑞佛介發起針對低收入戶或
失業婦女（The Modern House Call for Women）進
行健康義診活動，慈濟人受邀參與義診同時宣導環保
理念；美國醫療志業基金會執行長曾慈慧師姊 ( 右 2)

向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 ( 左 1) 介紹大愛感恩科
技公司的環保衫。
地點 /美國加州長堤市長堤州立大學體育館    
攝影者 /林美雪   2010/10/23

《美國加州慈濟人應邀參與ＭＨＣ義診活動》

環保 148垃圾變黃金



《讓
    

         

生根擴蔭》善

為響應「善念齊聚‧送愛到海地」募款，慈青向民眾介紹由寶特瓶製成的環保毛毯。
地點 /新加坡巴西立伊萊雅路     
攝影者 /張文彬     2010/01/30

《新加坡分會新春大愛園遊會》

環保 150垃圾變黃金



《讓
    

         

生根擴蔭》善

新加坡分會受邀在金殿西居民委員會所舉辦的新加
坡植樹節活動中設立環保展；周碧雲師姊 ( 右 1) 等
人為國會議員英蘭妮女士 ( 左 2) 介紹環保織品。
地點 /新加坡紅山金殿西   
攝影者 /許景盛   2010/11/13

《新加坡環保宣導活動》

適逢慈濟環保 20 年與加拿大分會 18 周年慶，志工
進行街頭走秀，展示用寶特瓶回收製成的環保織品。
地點 /加拿大卑斯省溫哥華市   
攝影者 /罕佳慧   2010/09/04

《加拿大溫哥華台灣文化節》

台中豐原慈濟志工前往中陽里活動中心舉辦「慈濟人
文列車 ‧ 人間菩薩大招生」活動，向鄉親介紹環保
觀念；志工向鄉親介紹寶特瓶製成的環保織品。
地點 /台中縣豐原市中陽里活動中心     
攝影者 /陳基雄   2010/11/13

《台中豐原社區愛灑人間活動》

實龍崗環保點將於 11 月 14 日啟用，慈濟志工向社區
氣功拍打班學員推廣環保活動，並向解說大愛感恩科
技公司環保織品的製作過程。
地點 /新加坡實龍崗      
攝影者 /林志華   2010/10/23

《新加坡實龍崗環保宣導活動》

環保 152垃圾變黃金



《讓
    

         

生根擴蔭》善

一場別開生面的環保服裝秀，讓會眾們看得笑開懷。   
地點 /馬來西亞吉隆坡半山芭共修處   
攝影者 /楊汶琿    2010/12/12

環保 154垃圾變黃金



《讓
    

         

生根擴蔭》善

周雪花師姊 ( 中 ) 以簡單易懂的「環保十指口訣」，教導小朋友們分類回收物的方式。       
地點 /台中縣大里市大里環保站     
攝影者 /王秀吟    2010/11/30

環保 156環保教育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和錦中里里長共同舉辦愛灑活動，藉此和里內的社區環保志工分享
環保觀念；方素真師姊 ( 中 ) 和大家分享簡單易懂的環保十指口訣。
地點 /台北縣中和市錦中里活動中心      
攝影者 /方芳春   2010/11/06

《台北縣中和市「環保清淨在源頭」愛灑人間活動》

慈濟志工向小燕子美術課堂家長及小朋友推行環保教育；志工為小
朋友解說資源回收的分類項目。
地點 /中國大陸江蘇省昆山市金亞企業園      
攝影者 /藍淯柔   2010/05/29

《中國江蘇省昆山市環保宣導活動》

環保 158環保教育



《讓
    

         

生根擴蔭》善

侯科賢師兄 ( 左 3) 向小朋友說明可回收的十種物品
的分類。
地點 /台北市北投區行義路松青超市  
攝影者 /蕭嘉明   2010/07/28

《台北市北投區環保點夜間環保資源回收》

朱瑤琳師姊 ( 右 ) 向學生講解愛護地球的重要性。
地點 /多明尼加拉羅馬那省拉羅馬那慈濟中小學 
攝影者 /傅俐鳳   2010/11/15

《多明尼加拉羅馬那慈濟中小學環保宣導》

新加坡分會受邀參與「育民小學校慶暨家庭日活
動」，志工向小朋友們解說資源回收的分類項目。
地點 /新加坡勿洛蓄水池公園    
攝影者 /劉素方   2010/05/15

《新加坡環保宣導活動》

台北市立士林托兒所主辦，慈濟志工受邀參加；陳
月琴師姊解說環保十指口訣。
地點 /台北市士林區華齡公園   
攝影者 /蔡瑞聰   2010/05/15

《台北市「寶貝地球大家動起來」親子園遊會》

環保 160環保教育



《讓
    

         

生根擴蔭》善

環保 162環保教育

台中縣大甲鎮瀾宮舉行一年一度的媽祖遶境活動，慈濟人於媽祖回鑾
的路線，設立環保宣導及資源回收站，向信徒們倡導隨手做環保。
地點 /台中縣大甲鎮    
攝影者 /楊育嫚   2010/04/25

《台中大甲掃街活動》

在台北市政府廣場跨年晚會活動現場，慈濟志工宣導垃圾分類；來自
韓國的留學生雪兒 ( 左 2) 特地前來參加。
地點 /台北市信義區   
攝影者 /楊景卉   2010/12/31

《台北市信義區跨年晚會垃圾分類宣導》



《讓
    

         

生根擴蔭》善

嘉義慈濟志工與嘉義市環境保護局配合，於會場
以定點手持標語舉牌方式宣導環保，並教導民眾
確實做好垃圾分類以及資源回收。
地點 /嘉義市    
攝影者 /張菊芬   2010/02/28

《嘉義市 2010 年台灣燈會》

慈濟志工前往洛水鎮板房區進行資源回收分類；志工為鄉親解說資源回收的分類項目。
地點 /中國大陸四川省德陽市什邡市洛水鎮     
攝影者 /許俊吉   2010/01/27

《中國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鎮環保資源回收》

環保 164環保教育



《讓
    

         

生根擴蔭》善

桐南慈濟小學學生至學校附近社區進行掃街活動 ; 學生以看板向民眾宣導
環保理念。
地點 /中國大陸福建省寧德市福鼎市     
攝影者 /王鳳   2010/03/19

《中國福建省福鼎市桐南慈濟小學掃街活動》

慈濟志工向小燕子美術課堂家長及小朋友推行環保教育；體驗課程，
小朋友體驗挑水的辛勞。
地點 /中國大陸江蘇省昆山市金亞企業園          
攝影者 /藍淯柔   2010/05/29

《中國江蘇省昆山市環保宣導活動》

環保 166環保教育



《讓
    

         

生根擴蔭》善

志工向民眾推廣使用環保杯。
地點 /中國大陸香港灣仔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攝影者 /梁昌材   2010/07/21

《中國香港世界書展》

哥打丁宜市議會舉辦健康環保嘉年華，慈濟受邀擺
設攤位推動環保；志工致贈環保餐具與拿督哈麗瑪
( 戴頭巾者 ) 結緣。
地點 /馬來西亞柔佛州哥打丁宜     
攝影者 /陳順隆   2010/10/31

《馬來西亞哥打丁宜健康環保嘉年華》

列治文市慶祝加拿大國慶日，慈濟志工受邀參與向
民眾宣導環保觀念；志工指導民眾進行垃圾分類。
地點 /加拿大卑斯省列治文市史提夫斯 
攝影者 /黃雅蓉   2010/07/01 

《加拿大列治文史帝夫斯頓環保宣導活動》

環保 168環保教育



《讓
    

         

生根擴蔭》善

江命從師姊 ( 左 ) 為小朋友們解說報紙如何回收，讓幼兒糼實際體驗資源分類工作。
地點 /台中縣潭子鄉潭興路潭子環保站   
攝影者 /盧有福   2010/11/02

《台中欣冠鈞幼兒園參訪潭子環保站》

環保 170環保教育



《讓
    

         

生根擴蔭》善

人類的貪欲、永無止盡，讓地球不斷受毀傷，

但願人人落實環保，發揮克勤克儉的精神，

以感恩心來撫慰地球，讓地球休養生息，人才能平安。

攝影者 /簡淑絲

《讓
    

         

生根擴蔭》善



《讓
    

         

生根擴蔭》善攝影者 /朱澤人   2010/05/30
《智利佛誕日浴佛典禮》

愛灑 174浴佛

愛灑



《讓
    

         

生根擴蔭》善

社區民眾踴躍參加浴佛大典。
地點 /台南靜思堂   
攝影者 /黃威然   2010/05/09

《台南分會佛誕日浴佛典禮》

台北慈濟醫院慶祝慈濟 44 周年舉辦朝山活動，醫護
人員、慈濟志工、社區民眾，上千人參與此盛會，
共同祈求天下無災無難。
地點 /台北慈濟醫院   
攝影者 /顏明輝   2010/05/07

《台北慈濟醫院舉辦朝山活動》

愛灑 176浴佛



《讓
    

         

生根擴蔭》善
各界法師帶領大眾虔誠禮敬浴佛。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中正紀念堂    
攝影者 /陳土港    2010/05/09

《台北中正紀念堂佛誕日浴佛典禮》

社區民眾虔誠浴佛。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中正紀念堂     
攝影者 /吳萬智   2010/05/09

《台北中正紀念堂佛誕日浴佛典禮》

愛灑 178浴佛



《讓
    

         

生根擴蔭》善

大眾虔誠禮讚佛陀。
地點 /台北市中正區中正紀念堂
攝影者 /廖祥麟   2010/05/09

《台北中正紀念堂佛誕日浴佛典禮》

吉隆坡分會慈濟 44 周年慶系列活動；志工引領印裔學
生浴佛。
地點 /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八打靈八打靈體育場        
攝影者 /覃平福   2010/05/09

《馬來西亞吉隆坡分會佛誕日浴佛典禮》

愛灑 180浴佛



《讓
    

         

生根擴蔭》善

參與浴佛的志工和會眾將隊伍排列成菩提葉和蓮花圖騰。
地點 /台中市南屯區夏綠地公園   
攝影者 /洪瑞欽   2010/05/09

《台中夏綠地公園佛誕日浴佛典禮》

愛灑 182浴佛



《讓
    

         

生根擴蔭》善

攝影者 /王寶國   2010/05/09

《台北中正紀念堂佛誕日浴佛典禮》

地點 /台南慈濟中學 
攝影者 /黃筱哲   2010/05/09

《台南佛誕日浴佛典禮》

愛灑 184浴佛



《讓
    

         

生根擴蔭》善

學生虔誠浴佛。
地點 /台南慈濟中學  
攝影者 /鄭啟聰   2010/05/10

《台南慈濟小學佛誕日浴佛典禮》

志工引導民眾浴佛。
地點 /賴索托  
攝影者 /陳美娟提供    2010/05/09

《賴索托佛誕日浴佛典禮》

愛灑 186浴佛



《讓
    

         

生根擴蔭》善

家長帶領小朋友浴佛。
地點 /屏東市千禧公園 
攝影者 /傅三財   2010/05/09

《屏東市佛誕日浴佛典禮》

智利於 2 月 27 日發生芮氏規模 8.8 強震，慈濟人前往
救援發放；適逢慈濟 44 周年慶，智利賑災團於發放現
場同時舉辦浴佛典禮。當地民眾以天主教的祈禱方式進
行浴佛。
地點 /智利比奧比奧省吉利威市卡羅斯職業學校       
攝影者 /朱澤人    2010/05/29

《智利佛誕日浴佛典禮》

愛灑 188浴佛



《讓
    

         

生根擴蔭》善

民眾將菩提葉祈福卡懸掛在樹上。
地點 /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古晉  
攝影者 /孔永邦   2010/05/09

《馬來西亞古晉聯絡處佛誕日浴佛典禮》

社區民眾虔誠祈禱天下平安、無災無難。
地點 /屏東市千禧公園  
攝影者 /陳潁茂   2010/05/09

《屏東市佛誕日浴佛典禮》

愛灑 190浴佛



《讓
    

         

生根擴蔭》善

祈福會活動圓滿結束，小朋友也捐出愛心，將善款投入竹筒撲滿中。
地點 /花蓮靜思堂   
攝影者 /徐政裕   2010/08/08

《花蓮靜思堂「歡喜‧感恩‧七月吉祥」祈福會》

愛灑 192祈福



《讓
    

         

生根擴蔭》善

祈福會現場，民眾的愛心與都市的燦爛燈火相輝映。
地點 /桃園市中正藝文特區    
攝影者 /陳國麟   2010/08/14

《桃園市「歡喜‧感恩‧七月吉祥」祈福會》
慈濟志工引用目蓮救母故事，宣導七月是感恩孝順月，也是吉祥歡喜月。
地點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小  
攝影者 /洪晨軒   2010/08/06

《高雄市苓雅區「歡喜‧感恩‧七月吉祥」祈福會》

愛灑 194祈福



《讓
    

         

生根擴蔭》善

志工手捧心燈虔誠祈禱。
地點 /中國大陸香港靜思堂    
攝影者 /周美詩   2010/01/08

《中國香港分會歲末祝福》

社區會眾手捧蓮花心燈，虔誠祈福。
地點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活動中心    
攝影者 /陳武良   2010/08/21

《高雄市「歡喜‧感恩‧七月吉祥」祈福會》

小朋友響應簽署齋戒卡，發願茹素。
地點 /新加坡靜思堂    
攝影者 /王綏喜   2010/07/31

《新加坡分會七月吉祥祈福會》

愛灑 196祈福



《讓
    

         

生根擴蔭》善

靜思好話一條街活動，志工向社區民眾推廣靜思語。
地點 /泰國曼谷市挽那     
攝影者 /Ball    2010/05/30

《泰國曼谷社區愛灑人間活動》

愛灑 198靜思語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人至中國城向商家推廣靜思語；志工在商
家門口貼上靜思語。
地點 /多明尼加聖多明哥市中國城  
攝影者 /傅俐鳳   2010/02/18

《多明尼加聖多明哥市靜思好話一條街活動》

慈濟人攜帶紙筒撲滿和靜思語，挨家挨戶沿街愛灑店家和住家，邀請大家每天
發一善念，將零錢投入撲滿中助人。
地點 /台中市北屯區    
攝影者 /歐明達   2010/02/09

《台中市北屯區靜思好話一條街活動》

愛灑 200靜思語



《讓
    

         

生根擴蔭》善

台中慈濟志工至瑞麟美又美食品實業有限公司推廣靜思語，公司員工響應好話滿街
跑活動。
地點 /台中市西屯區環河路瑞麟美又美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攝影者 /吳麗玲    2010/03/12

《台中市好話滿街跑活動》

愛灑 202靜思語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致贈智慧袋予新秩序車隊計程車司機郭
瑞賢。
地點 /基隆市十八羅漢洞廣場   
攝影者 /游錫璋   2010/03/30

《基隆好話滿街跑活動》

李伯芳師兄把握因緣向三輪車司機推廣靜思語，
將靜思語貼在車上。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馬利僅那市囊卡里  
攝影者 /艾莉佳    2010/03/14

《菲律賓馬利僅那市好話滿街跑活動》

東方市慈濟人援建的聖塔自由學校簡易教室啟用；
志工與學生分享靜思語。
地點 /巴拉圭西門納斯印第安村聖塔自由學校 
攝影者 /巴拉圭東方市聯絡處提供    2010/05/14

《巴拉圭聖塔自由學校靜思語推廣活動》

慈濟志工至台中航空站推行「好話滿街跑」活動，
為計程車貼上「靜思語」。
地點 /台中縣沙鹿鎮台中航空站  
攝影者 /李淑華    2010/05/06

《台中縣沙鹿鎮好話滿街跑活動》

愛灑 204靜思語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前往吉亞學校推廣靜思語；學生將靜思語張貼在教室內。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馬利僅那市囊卡里吉亞學校    
攝影者 /艾莉佳    2010/09/17

愛灑 206靜思語



《讓
    

         

生根擴蔭》善

楊玉端師姊 ( 左 ) 教導小朋友靜思語「要鏡中人笑，照鏡的人要先笑」，
讓孩子以愉快的心情來迎接充滿活力的一天。
地點 /台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國小     
攝影者 /林萬教    2010/10/24

《台中市北屯區社區親子成長班課程》

學員參加完慈濟大學策畫的「無毒有我」專題研
習活動後，製作向毒品「勇敢說不」的海報。
地點 /台北三重慈濟志業園區       
攝影者 /張美香   2010/03/21

愛灑 208社區活動



《讓
    

         

生根擴蔭》善

鄭石岩教授主講「開啟慧命的軟實力」，鼓勵大家因應環境變化，想辦法
將問題導向正面，這樣的悲智雙運也就是軟實力。
地點 /台北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大愛電視台       
攝影者 /潘道清    2010/09/11

《台北關渡靜思書軒心靈講座》

徐琬瑜老師帶領兒童合唱團演唱歌曲。
地點 /桃園靜思堂   
攝影者 /陳文龍   2010/11/27

愛灑 210社區活動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人醫會與國軍牙科部門及東方牙醫學院合作舉辦牙科義診。圖：小朋友
捐出善款，援助海地地震災民。
地點 /菲律賓計順省羅新那市   
攝影者 /娜燕莎    2010/02/27

《菲律賓計順省羅新那市「海地地震救援」募心募款活動》

愛灑 212募款



《讓
    

         

生根擴蔭》善

聖米格爾里的一處住宅區於 11 月 12 日發生火災，慈濟人前往發放關懷；災民響
應回歸竹筒歲月運動，捐贈善款做個手心向下的人。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馬尼拉市聖米格爾里崇德天主教會 
攝影者 /娜燕莎    2010/11/13

《菲律賓馬尼拉火災救援募心募款活動》

響應「善念齊聚‧送愛到海地」募款，慈濟大愛幼兒園小朋友獻出撲滿。
地點 /花蓮靜思堂    
攝影者 /許榮輝   2010/01/19

《花蓮「海地地震救援」募心募款》

愛灑 214募款



《讓
    

         

生根擴蔭》善

計順市達媽央拉基里的一處住宅區發生火災，慈濟志工
前往發放關懷。圖：災民捐款響應回歸竹筒歲月運動。
地點 /菲律賓大岷區計順市達媽央拉基里      
攝影者 /黃紅紅   2010/04/30

《菲律賓計順市火災救援募心募款活動》

響應「善念齊聚‧送愛到海地」募款，志工走上街頭勸募。圖：民眾發心捐款。
地點 /馬來西亞柔佛州峇株吧轄 鐵山早市 
攝影者 /林慧蘭   2010/02/28

《馬來西亞峇株吧轄「海地地震救援」募心募款》

愛灑 216募款



《讓
    

         

生根擴蔭》善

社區志工表演手語。    
地點 /花蓮靜思堂   
攝影者 /王齡慶   2010/12/19

《花蓮社區聯誼活動》

愛灑 218手語



《讓
    

         

生根擴蔭》善

泰國分會慈濟志工與博仁大學師生合作演出「父母恩重難報經」音樂手語劇。
地點 /泰國曼谷 (Bangkok) 博仁大學    
攝影者 /Lek   2010/12/02

《泰國曼谷「父母恩重難報經」音樂手語劇》
小朋友認真表演手語的可愛模樣。
地點 /嘉義大林慈濟大愛幼兒園     
攝影者 /林炳宏   2010/12/25

《嘉義大林慈濟大愛幼兒園歲末親子感恩餐會》

愛灑 220手語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恭敬虔誠的心演出無量義經音樂手語劇。
地點 /馬來西亞吉打州亞羅士打市蘇丹阿都哈林體育館 
攝影者 /官大慶    2010/12/24

《馬來西亞歲末祝福暨「無量義經」音樂手語劇公演》

吉打分會歲末祝福暨「清淨、大愛、無量義」音樂手語劇公演；眾人手捧心燈
虔誠祈福。
地點 /馬來西亞吉打州亞羅士打市蘇丹阿都哈林體育館 
攝影者 /劉敬志    2010/12/24

《馬來西亞歲末祝福暨「無量義經」音樂手語劇公演》

愛灑 222手語



《讓
    

         

生根擴蔭》善

暑期新芽與小太陽的微笑夏令營學員演出「父母恩重難報經─序曲」手語劇。
地點 /中國大陸江蘇省蘇州市蘇州靜思書院   
攝影者 /劉立峰     2010/07/31

《中國江蘇省靜思暑期夏令營舉辦「親恩浩連天」音樂手語劇公演》

愛灑 224手語



《讓
    

         

生根擴蔭》善
慈濟志工演出「父母恩重難報經」音樂手語劇，向老人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地點 /台北三重慈濟志業園區  攝影者 /張美香   2010/10/09

《台北三重慈濟志業園區重陽節活動》

慈濟志工演出「父母恩重難報經」音樂手語劇，向老人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地點 /台北三重慈濟志業園區  
攝影者 /張美香   2010/10/09

《台北三重慈濟志業園區重陽節活動》

愛灑 226手語



《讓
    

         

生根擴蔭》善

驚世的災難，要有警世的覺悟，

但願人人發心立願，點燃智慧之燈，

在菩提大道上提燈照路，

共同為人群付出。

攝影者 /譚友利

《讓
    

         

生根擴蔭》善



《讓
    

         

生根擴蔭》善
【附錄】攝影者索引  ( 一 )

林美雪 p 130, 148

林美瑜 p 104

林家祥 p 134

林進安 p 70

林萬教 p 208

林慧蘭 p 216

林靜芳 p 70, 74

姜衛軍 p 148

施湧耀 p 42

施龍文 p 110

洪仲弘 p 136

洪秋如 p 72

洪晨軒 p 194

洪瑞欽 p 182

胡建發 p 30

夏云言 p 116

奚望清 p 4

娜卡米 p 82

娜燕莎 p 120, 212, 214

徐政裕 p 192

徐淑琴 p 114

高武男 p 110

高國光 p 58

張小娟 p 86

張文彬 p 150

張仕林 p 48

張良瑋 p 6, 8

張美香 p 208, 226

張菊芬 p 164

張雁寒 p 76

張愛萍 p 28

張嘉桓 p 46

張瓊鎂 p 12

梁昌材 p 168

許俊吉 p 164

許景盛 p 152

許智源 p 2, 6

許榮輝 p 64, 214

郭美秀 p 86, 144

陳土港 p 178

陳文龍 p 210

陳李少民 p 70

陳宗仁 p 228

陳武良 p 196

丁秀珍 p 26

孔永邦 p 190

尤永商 p 54

方玉梅 p 140

方芳春 p 158

方龍生 p 122

王秀吟 p 156

王綏喜 p 124, 196

王聖文 p 52

王鳳  p 24, 166

王賢煌 p 70, 72

王麗雲 p 102

王寶國 p 184

王齡慶 p 218

朱恆民 封面

朱澤人 p 174, 188

江金連 p 96

艾莉佳 p 42, 44, 118, 120, 204, 206

何淑惠 p 148

何嘉笙 p 10

吳秀春 p 98

吳純合 p 14, 16 

吳惠珍 p 138

吳群芳 p 48

吳萬智 p 178

吳碧珠 p 96

吳麗玲 p 202

李旭檳 p 84

李娜    p 112

李淑華 p 204

李嘉祥 p 08

李龍聰 p 62

李寶美 p 132

杜勝雄 p 60

罕佳慧 p 152

邢敏     p 4

周冠辛 p 86

周美詩 p 196

官大慶 p 222

林亨     p 106

林志華 p 152

林育貞 p 46, 124

林建橙 p 68

林炳宏 p 220



《讓
    

         

生根擴蔭》善
【附錄】攝影者索引  ( 二 )

劉昇平 p 126

劉美雲 p 66

劉振江 p 18

劉素方 p 146, 160

劉敬志 p 222

歐明達 p 200

潘道清 p 210

蔡文脩 p 96

蔡秋對 p 108

蔡瑞聰 p 160

蔡麗莉 p 56

蔣國安 p 128

鄧寶珠 p 100

鄭啟聰 p 186

盧有福 p 170

蕭振芳 p 90

蕭嘉明 p 146, 160

賴文賢 p 130

戴碩呈 p 48

謝文惠 p 114

謝聖斌 p 106

謝光雄 p 78

鍾文英         p 56

鍾可德         p 138

鐘信芳         p 112

譚友利         p 228

簡元吉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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