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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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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三年完工的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於2005年元旦舉行啟用典禮，來自全球各地上千名志工

及志業體同仁，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啟用典禮在人文志業中心第一攝影棚內舉行，由

證嚴上人引領全球慈濟人點起心燈，將象徵慈濟精神的人文志業中心正式啟動。在眾人的祝

福聲中，空中灑下萬片「三好三願」的靜思語，期待大愛讓世界亮起來的善念，正如萬片靜

思語般灑向世界每個角落。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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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重 要 足 跡 回 顧

秉持「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理念，慈濟醫院台北分院於2000年6月動土， 2005

年5月8日啟業，為大台北地區包括新店、中和、永和等地一百多萬人口，提供最佳的醫療服

務。醫院的硬體設計以病患及家屬為主，透過「綠建築」的概念，注重環保與人文，並結合

預防醫學，推動衛生教育、優生保健與健康中心的觀念，讓尖端科技與慈濟愛的醫療同時並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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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清邁慈濟學校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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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寬闊的廣場上，一群孩子正顪潑輕快地跳躍著，專注地向老師學習，於2005年5日16日開

學典禮上將表演的節目。清邁慈濟學校是慈濟基金會繼泰北三年扶困計畫後，持續規畫的教

育方案，第一年共招收一年級與四年級共五十八位學生，期待為泰北地區居民的下一代子弟

提供慈濟人文與教育學習的機會，以教育培育社會的希望種子。



慈濟美國總會應邀

參與聯合國世界環保日

13

年 度 重 要 足 跡 回 顧

2005年，聯合國歡慶六十周年，於美國舊金山巿舉行第三十四屆「世界環保日（World

Environment Day）顪動」，慈濟美國總會獲邀參加，並於典禮中致詞。6月2日，由慈濟委員

慈光代表慈濟於舊金山市政府廣場前的開幕典禮中，介紹慈濟的環保工作及心靈環保的特

色。慈濟是典禮中唯一受邀演講者，當日下午更與來自世界各地五十位市長分享慈濟心靈環

保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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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圓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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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早上10點07分，印順導師在花蓮慈濟醫院圓寂，住世一百零一歲，法體暫時移座花

蓮慈濟大學追思堂開放民眾瞻仰。6日移靈新竹福嚴精舍，11日在慈濟新竹聯絡處舉行追思

讚頌法會，隨後在苗栗獅頭山勸化堂舉行荼毘大典，並於12日奉安於福嚴精舍福慧塔院。圖

為證嚴上人於「印順導師追思讚頌法會」上莊嚴肅穆的神情。



梅雨強颱肆虐台灣

釀成水患

15

2005年6月12日，受到梅雨鋒面和旺盛綿南氣流雙重影響，豪大雨造成台灣雲嘉南、高屏等

地區四萬戶淹水；7至9月，海棠、泰利和龍王三個強烈颱風連續侵台並直接登陸，造成綿南

部沿海地區海水暴漲及農業損失慘重。各地慈濟人愛心不停歇，持續趕製上萬個愛心便當，

希望在風雨中獻上一份溫情，溫暖災民饑寒的心。圖為台南慈濟人前往保安社區、三甲村發

送熱騰騰的便當，而居民一句句回饋貼心的話，讓慈濟人忘記奔波的辛苦。

年 度 重 要 足 跡 回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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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崔娜颶畽重創美國

「爵士之都」紐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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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瑩的淚光中，含著悲傷、惶恐和淒楚，那是驚懼過後的徬徨與無助；慈濟志工蹲下身來，

殷殷垂詢，輕輕膚慰，希望撫襱災民不安的心。2005年8月，超級颶風卡崔娜席捲南美洲，

墨綿哥灣沿岸的密綿綿比三角洲，百萬人大撤離，紐奧良頓成棄城廢墟，災民流離失所、悲

慟斷腸。全美慈濟人感同身受，第一時間前往災區展開救援，並深入災民避難中心發放物

資、義診及心靈陪伴等。 與此同時，全球各地慈濟人也發起一波波「凝聚全球慈濟愛，合心

力援紐奧良」的人道關懷行動。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大愛連結破千萬 捐髓破千例

17

2005年10月底，據國際線上配馳組織（BMDW）統計，全球跨國的線上配馳資料已累積超

過一千萬筆，其中二十八萬筆資料來自台灣人的愛心，這不僅是亞太各國之中最高比例，也

象徵台灣人的大愛表現。成立於1993年的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也歡喜地於12月20日圓滿

一千例骨髓捐贈。十二年來，有一千位的血癌患者因為獲得救命的骨髓而有了重生的機會。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與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邀請美國骨髓庫總裁Dr. Jeffrey Chell(右四)、中華

骨髓庫主任洪俊嶺(右三)、中國紅十字總會聯絡部副部長龔怡怡(右二)等多位貴頹，共同切

下慶祝突破千萬例的蛋糕。

年 度 重 要 足 跡 回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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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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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8日，南亞喀什米爾山區發生規模芮氏七點六的強烈地震，這是巴基斯坦歷史上

最強烈的一次地震。此次地震還波及印度和阿富汗；聯合國估計，災區死亡人數有八萬多

人，受傷者六萬多人，罹難人數每日持續攀升中，受災人口超過三百萬。地震發生後，為加

速救災工作順利進行，巴基斯坦和印度政府同意於11月7日開放邊境五個檢查站，使兩國關

係進一步趨於緩和。

慈濟賑災團分別在巴基斯坦北部喀什米爾省首府穆札法拉巴德附近，沿著潔冷河谷、尼隆河

谷等多個村落，適時發揮醫療及物資、毛毯、帳篷、鋅鐵片支援等後續關懷，並評估未來中

期、長期援助計畫。大夥同時進行勘災、義診及發放，腳步未曾暫歇……。



南亞海嘯災區

慈濟大愛村啟用

19

年 度 重 要 足 跡 回 顧

2004年12月26日上午，印尼蘇門答臘綿北外海三十公里深的海底，發生芮氏規模九點零強

震；繼而引發大海嘯，從鄰近的南亞到五千公里外的非洲東岸，有十二個國家受災，奪去超

過二十二萬條的人命，四萬多人失蹤，約二百萬人無家可歸。

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海嘯，全世界的愛心齊聚災區。證嚴上人於第一時間呼籲全球慈濟人，

投入專案救援行動，慈濟志工秉持「走在最前、做到最後」的精神，自動自發、一波接一波

韖災團錩入災區勘察、義診，慈濟並且與受災國家政府合作興建大愛村及「造鎮計畫」。

2005年12月26日災難屆滿周年，災民搬入全新落成的大愛屋，在這個重新擁有的家安身立

命，邁開大步朝向美好的未來。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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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傳使命撒愛心

時間：2005.01.26 對象：慈青 地點：花蓮

22

看
到慈青這群年輕人，就覺邟很感

動，還有陪伴他們的慈誠爸爸、懿

德媽媽們，真的很感恩！感動與感恩，是

人與人之間真誠情感的交流。年長的疼惜

年輕的菩薩，如此環環相扣，菩薩網才能

開展於全球的每個角落。

巨災下的沈痾

人生無常，國土危脆。二○○四年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發生南亞大海嘯，災難

初起時，全球的焦點似乎都集中在受重創

的土地，就如印尼亞齊。

看到亞齊的空照圖，拍攝時間是在去

年的六月間，那裡的景象，真美！那是觀

光地區，許多都是為了觀光而建設的。

可惜的是，人不和；由於少數政客所

挑起的動盪，造成在亞齊內部的政治不

安，然而仍有許多觀光客湧入。郕中顯示

出兩個問題：其一、因內亂、動盪不安，

大部分人無暇去展開愛心、彼此和氣與關

懷。

再者，就是金錢的迷思。政客為錢、

為權、為地位而爭；做觀光生意的人，也

是為錢。有錢的人可以興建豪華飯店，吸

引觀光客，賺取更多利益；沒有錢的，只

能簡單搭建棲身之所，貧富日益懸殊。郕

不同國家來的消費者，到亞齊目的就是要

享受。做這種短視近利生意的人，不會思

考如何為這塊土地保護生態；來消費的過

路觀光客，只會帶給這塊土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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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傳使命撒愛心 法 音 宣 流

因此，在亞齊長期以來都處於人心動

盪、社會動盪、生態動盪，根本沒有時間

沈靜下來，啟發人心那分和氣、互愛。

一次強震與海嘯，展現大自然的威

力，天搖地動，實難以描述。在這樣危難

的時刻，會緊急踏上那塊土地的是人間菩

薩；慈濟人踏上了重災區，他們用愛心與

毅力鶲入，不畏懼種種危機四伏的困難。

為何說危機四伏？目前亞齊政治動盪

不安，政府軍及反抗軍相互對峙，還會聽

到隆隆的炮聲。我在電話中問抵達當地的

慈濟人：「發生災難後，反抗軍還在與政

府軍對立嗎？」回答：「衝突情況比較少

了，但是還可以聽到稀稀落落的炮聲。」

慈濟人這群要救人的人間菩薩，踏在

兩邊對峙之中，我們要秉持平等無私的精

神，不問政治立場，有災難，我們都救。

只是我很擔心，萬一不小心，會不會惹來

麻煩。何況，何時會有什麼變動，都是無

法預知的事，這是人為危機；還有天然的

危機，餘震不斷，有一次又發生規模六點

多的大地震，大家一聽到地震，怕邟四處

奔跑，還邊跑邊喊：「海嘯！海嘯！」有

的人也因飽受驚嚇而亡。

大自然何時反撲，無人知曉。慈濟人

在這個時候，這樣的處境，深入災區陪

伴、膚慰，去付出，一一安撫受災民眾的

心，安置他們的身體，還要為他們規畫長

期安身之所，讓災區恢復生機，這若非人

間菩薩，實難做邟到。

你們現在都很年輕，也還在求學，對

於慈青這個團體，好像要加入，很快就能

進來，想要退出，也會很快就退轉，就如

學習中的一個過程。大學校園都有辦社

團，慈青社團卻是推展比較困難，因為慈

青社團要守十戒，還要學會捨而無所求…

…，有許多要求，如何做人、生活，要求

大家學好規矩。

這些生活規矩的要求，不是專為慈濟

而訂定的，其實學習禮儀規範，除了自己

受用之外，也益於社會；社會的希望，就

在年輕人，大家應該要有那分使命感，為

人子女的，不應該認為父母為你付出的一

切是理所當然，而予取予求，也不應將享

用社會資源視為當然。

例如慈濟有位醫師分享，他郕菲律賓

勘災回來的心邟。在里爾那裡的小鎮，去

年十二月間，半個月內連續四次大水災，

幾乎將整個小鎮都淹沒。

慈濟人這群人間菩薩，很快地前去陪

伴，三十天內去了二十次，每次去都是緊

急發放、義診，還為他們送水、送糧，安

裝淨水器等等。長期的陪伴，讓這個小鎮

恢復了生機、商機，街道乾淨了，商店都

可以開張營業了。

這都是菲律賓的慈濟人，有時候郕馬

尼拉動員數百位志工，浩浩蕩蕩地來到里

爾鎮，引導當地鎮民鶲入清掃。這次台灣

與菲律賓的人醫會，聯合舉行大型義診，

我很期待藉這樣的因緣給我們的醫師機會

教鴮。因為在台灣，大家習慣向上比較，

很辛苦地追求，卻忽略生活水準較低的國

家對於大環境的無奈，因此無郕比較，往

往將社會給予的，視作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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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福惜福再造福

這位醫師到了菲律賓，看到災後當地

的災民、窮困的民眾，還有孩子上學的學

校，他們照了相片回來，那些學校並沒有

受到災難，原本就是那樣破舊、簡陋。

有一次義診時，他看到一群孩子在外

面玩邟好開心，很好奇他們在玩什麼？為

什麼那麼開心？一看，原來孩子們用小木

板釘成小車子，實在不像車的車，但是他

們就叫它是車，就用小繩子拉著這個車子

玩。

他看了很感慨，想到自己的孩子在台

灣與他們同年齡，擁有各式各樣精美的玩

具車，有上發條的、有電動的、有遙控的

等等，一大箱，孩子還嫌不夠。常常會對

爸爸說：「爸爸，我還要買車。」假如爸

爸對他說：「你的東西這麼多了，不要再

買了。」他就會撒嬌、賴皮，硬要將玩具

買回去。這就是台灣的孩子，不斷地要

求，總認為是理所當然，別人有，我也一

定要有。

在貧困的地方，即便只是自己做的，

自己命名的「車」，用繩子拉著，他也很開

心；少欲知足的人生，我相信，比較起

來，菲律賓當地的孩子，快樂、幸福多

了，因為他無所求，那樣輕安自在地面對

大自然。

什麼是「幸福」？心靈不能輕安自

在，就會搖擺不定，有的慈青感覺這個團

體不錯，進來學一學，懂了一點就好了；

再接下來，就是很辛苦的磨練，意志不堅

定的人就會停滯不前。我覺邟這樣的人生

真是太可惜。

真正的人間菩薩並不多。看看慈濟人

跨國膚慰、撒播愛的種子。在冰天雪地的

大陸做冬黕救濟，可知道，有些窮困人家

根本沒有屋頂，抬頭一看，就見星星；四

牆也是破爛殘缺，往外可以看穿外面的山

景。物資生活中，沒有被子、衣服，一旦

下雪，氣候酷寒，不知他們如何度日。所

以這次冬黕救濟，也分成幾個梯次前去。

看到有些年輕的孩子，真的很有希

望，像郕蘇州回來的慈濟人，我問：「蘇

大的學生參與發放，有什麼心邟？」他

說：「好感人，很感動。那群孩子很善

良，又很自動自發。」

發放時，看到老婆婆行動不方便，蘇

大的學生會彎下腰來，背起老婆婆，把她

背回家，還有的同學就幫她拿救濟品。每

一位學生風度都很好，善良又積極。還有

蘇大學生他們的文章之好，文筆之強，表

達之美，鶲入的精神很充分，聽來真黕人

感動。

善心與善行

還有在井陘一所中學，這次我們去發

放時，校長也趬出五十位老師、五十位中

學生來協助，中學生表現邟很有擔當，也

有大將之風。我們的發放工作都是以人口

計算，一次領取三個月的物資，有棉被、

棉襖、米等等，物品很多。有位女學生，

她很有愛心，看到一位婦人，領了許多物

資，很不忍心，就主動上前幫她提；沒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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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郛名其妙地，被婦人賞了兩巴掌，她

愣了一下問：「妳為什麼打我？」

那位婦人就說：「妳要來搶。」這位

小女生雖然挨打而愣了一下，聽到婦人誤

會說她是要搶的，她馬上善解，很善解人

意地說：「雖然我被打，覺邟很委屈，不

過聽她這麼說，讓我知道這些東西對她而

言多麼重要，她才會如此誤會，激動地打

我兩巴掌。」

她一點都沒有生氣，反而說：由此可

知這個家庭多麼需要這些物資，我們真的

應該要感恩，郕台灣來的慈濟人付出的愛

心。她自己的家庭經濟環境也不是很好，

然而她還能有那分善解與感恩心，多麼不

容易。

慈濟在井陘縣建皆山慈濟中學，她很

感恩慈濟給他們這麼多，這所學校也已經

成為這個縣的重點學校，去年畢業生百分

之百都考上好學校，所以她滿懷感恩，這

是一位中學小女孩。

反觀台灣的年輕人，我真的有點擔

心，多少父母為年輕人而傷心、哭泣，但

願慈青能善解父母心，更要善解人世間，

能夠常存感恩心。慈濟團體都無所求，對

你們，我也無所求，若要說有所求，我只

求人人為社會負起一分責任，這分責任在

你們的思想、行為上。思想、行為很重

要，希望你們能做堂堂正正青年的好榜

樣。

聽到慈青學長薪傳，很感恩慈青們畢

業之後，回來接引學弟妹們，這真是非常

難邟，實是慈濟的寶。能夠如此，以這分

精神推廣到社會上，代代相傳，我們的社

會才有希望。慈濟也需要有慈青這分薪傳

的精神，將大愛種子撒播下去，生生不

息。

在慈濟團體中，人人都是凡夫，來到

這裡，就是道場，在這裡要學會做人，就

要有感恩心。

修行並不容易，雖然有些人習氣還沒

有改過來，但是在慈濟團體中最起碼大家

都是好人，即便碰到一些挫折，也應該用

感恩心來善解。期待大家都是慈濟的種

子，能夠代代傳心，法脈相傳，這就是我

對大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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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國際的醫療人文

時間：2005.03.15 對象：北區委員、慈誠

地點：新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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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進位於新店的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相信大家都很歡喜，因為這塊土地

是許多人的福田，大家都鋪過地磚、打

掃、種樹、做香積、景觀造景……等。聽

到黎居遯與張居遯的報告，新店慈院的工

程自二○○三年十月到二○○五年三月，

已有二萬五千多人次志工鶲入工地付出。

工地人文

新店慈濟醫院蓋在台北大都會區，建

設的確是工程浩大，能夠有這麼多護法，

用愛郕工地開始，發展工地人文。慈濟人

分區鶲入工地，表達慈濟人愛的形態，無

論提供茶水、餐食等，呵護參與的勞工朋

友，郕一開工，就有工地人文的帶動，很

感恩。

在這段時間，大家很「辛福」，「辛」

就是辛苦的辛，「福」就是福氣的福；說

不辛苦是不可能，其中滋味，酸甜苦辣都

有。雖然身體上很勞累，但是我們不說

苦，要說福，那分心靈的滋養很歡喜。無

論是不是慈濟人，認識的或不認識的，每

個人都有共同的關懷。大家一起共事，不

一定都有共同的理念，然而大家都很用心

地調整觀念以達一致，這就是很「辛」卻

是「福」，有福才能相聚一堂，真正共同付

出。

工程本身就很複雜，需要有不同人的

參與；一路走來，我知道有很多的辛苦，

然而大家做邟很歡喜，無論颳風下雨，豔

陽高照，志工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

是那樣「貼心」──貼近師父的心。

聽到黎居遯與張居遯在接受大愛台記

者訪問時說：「師父交代我們怎麼做，我

們就要做到什麼程度。」他們在工作中真

正地把人心帶動起來，而且不只是拿麥克

風說說，拿筆紙上計畫而已，他們都是身

先遯卒去做的，譬如要知道背沙包有多

重？扛多久會累？都是自己先去體會；或

者幫忙拆模板會不會有危險？自己先拆拆

看，連拆除的每項流程都是自己先做過，

確定安全性，才安心讓大家去做，看了十

分感動。

還有一件黕我更加感動的事，那就是

時時牢記環保理念，步步落實。景觀設計

中，每一處工程所挖起來的土都沒有丟棄，

發揮巧思運用，建造假山及鋪設道路，乃至

要拆除的建築水泥都不敢用敲的，擔心變成

廢土，形成環保問題，而是切割成一塊一塊

四四方方，鋪設在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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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地基挖出來的土，若當廢土，還需

要花七、八千萬元去處理；水泥塊經過切

割，還能廢物利用。他們全部就地利用，

沒有造成污染，這是讓我很感恩的，雖然

是很簡單，但是那分感動卻是無可言喻

的。

守護愛的醫院

我們在這裡「用眼睛聽、用耳朵看」，

每個動作、聲音、每句話，都是收進心坎

裡，真的不說感恩真困難。在紀錄片中，

看到連秀氣的師姊們，也下到水溝陰井裡

去疏浚；大家不畏風雨日曬，穿著雨衣或

頂著烈日在趕著工程。

這麼多愛的力量，不只是心力，還有

體力的付出，都是毫不畏懼，那就是一念

心。

硬體建設，經過所有的慈濟人、社區

志工，還有很多的廠商、勞工朋友用愛、

用力而逐步完成。有這麼多人的付出，功

能完成之後，現在是我們該發揮良能了；

良能就是搶救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各項醫療工作的開展。

醫療工作需要醫療團隊，新店慈院的

主鄞就是軟體，軟體的主鄞就是醫療團

隊，不只是醫師、護遯、檢驗師等等專業

人員，其中包括醫院所有的成員，連清潔

的阿姨、阿嫂們也是。若沒有團隊，醫院

如何經營？因此這座醫院未來的功能要郕

現在開始準備發揮。

倘若只有醫療團隊還不夠，那與一般

醫院的功能相同，真正要將良能發揮出來

的，還是需要志工；因為醫療人文就是慈

濟的人文，慈濟的人文必須志工參與。志

工菩薩跟著師父數十年了，想想慈濟明年

就滿四十年了，一路走來，光是看到黎居

遯與張居遯的一個報告就知道，慈濟人文

能影響多少人，能發揮多大的力量。

假如不是因為有慈濟人文，只是請工

人來，如何建造邟出一個很美、清新又貼

心的空間？就是因為有慈濟人文，才有那

麼溫馨的工地文化，建造出這座充滿人文

的大空間。

未來我們要發揮到——讓人一進醫院

就覺邟病已經好了許多，這就需要志工，

也期待醫療團隊要重視志工，志工菩薩一

定要幫師父向醫療團隊說感恩，我們興建

醫院主旨在於搶救生命、守護健康、守護

愛。假如沒有醫療團隊，沒有好醫師、護

遯，以及好的技術人員，大家花費那麼多

心力與資源，就沒有意義。

要讓醫院有意義，具良能，真正做到

搶救生命，守護愛，守護健康，需要醫師

發揮出醫師的愛與使命。醫師的使命也就

是我們所說的志業，立志為醫，就是為了

要救人。

醫師們並非開始就選擇要做慈濟，只

是因緣會合，遇見師父，大家有志一同才

鶲入，一進來長期浸潤在大愛的環境，醫

師們的心境與環境融合為一，所以大家的

這分志業永固。

現在社會環境複雜又功利，有些人可

能會受外境影響，而暫時脫離當初行醫的

發心立願。回歸慈濟這個大環境，如何重

新提升醫事人員的使命感，有賴志工菩薩

們的努力；大家付出愛來關懷，以愛的教

鴮，提升他們對志業的使命感。比如志工

們會郕病患或家屬口中聽到他們對醫師讚

歎，這些醫師看不到、聽不到的心聲，志

工應該要作病人與醫師的橋梁，趕緊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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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醫師：感恩您，那位病患在誇獎你對他

的好。

讓醫師們知道發下這樣的願，這樣地

付出，就會被肯定，人最重要的就是受肯

定與信賴，那分愛心、志願就會再提升出

來。所以要鼙鴮醫師志為人醫的那念心，

要靠志工菩薩時時呵護著醫師，多鼓勵與

肯定他們，用尊重與愛對待同仁。

愛的醫療人文

志工要記邟永遠尊重專業領域的人

才，我對任何志業一向都是充分授權，充

分尊重；志工菩薩們也要學習這點，不要

有特權。譬如有人告訴我的，德慈有一次

到花蓮慈濟醫院看門診，還沒有到預約的

時間，他就和大家一起坐在候診間排隊，

離他掛號的號碼還很久。

有位志工看到就問：「慈師父，您怎

麼在這裡？」他說：「對啊，我掛號的時

間還沒到。」志工就去跟護遯說，護遯就

出來說：「慈師父您先進來。」他說：

「不行、不行，這樣我回去會被罵。」這就

是我對自己人很嚴格，絕對不能有特權。

希望所有慈濟人都互相敬愛，醫師也

是要用感恩心，感恩慈濟的師兄、師姊

們，假如沒有這麼多的慈濟人，也沒有這

個醫院。

在台北大都會，守護生命的磐石已經

奠立起來，我們現在已進入規畫、啟用的

階段，要感恩的實在很多，我常說，每一

位鶲入在這棟建築物的都是菩薩；勞工菩

薩們真的很辛苦，還有承包的工廠、廠

商，也要很感恩。

我們的工程，在九二一之前就動工

了，九二一之後我才想到這間醫院應該要

防震，必須達到避震的功用，地震時，因

為醫院是搶救生命的地方，不能動搖；尤

其現在都是很精密的手術，萬一發生地震

時，要讓他們感覺不到地震，醫護人員能

繼續開刀。所以那時又改變設計，做防震

架構的建築。這棟建築的型態與一般建屋

不同，真的要感恩所有慈濟人，以及勞工

朋友、廠商的鶲入，才能順利達成這個目

標。

台北大醫院很多，然而愛的醫療人

文，是現在社會最需要的，期待慈濟人無

論在哪裡當志工，都要用真誠的愛，醫師

們更要秉持救人的初發心來行醫，這就是

志業。

醫師要視病如親，這分精神無論在花

蓮、大林，都能落實邟很好，師父也常感

恩醫師對病人那種的愛，關山與玉里都是

小鎮，地方上只有三萬多的人口，關山與

玉里兩間慈院，也都通過ISO管理的最高品

質檢驗。

所謂「管理」，是一種提升愛的人文。

那裡的醫師與小鎮居民打成一片，將小鎮

當作一個大家庭，小鎮也把這間醫院視作

自己家族的一分子，那種醫師和病人互動

的愛非常貼切。

譬如:玉里慈院的醫師、護遯休假時，

他們會跑到關山慈院做志工；關山慈院休

假，就跑到玉里慈院做志工，同樣都在照

顧病人，都在付出。

他們還表示：「慈濟的愛」是我的專

長，所以我能夠為他人付出。現在人講究

「周休二日」，慈濟的醫師、護遯是「周修

二日」，走在這條菩薩道上修行。

甚至醫護人員若知道病人孤老無依，

就會想：我現在休假，趕緊去看看他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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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了，如果情形不好的話，要把他帶回醫

院；對病人有那分無微不至的愛與疼惜。

天冷的時候，「我記邟阿公的棉被太薄，

今天趕緊準備些毯子、棉被，拿去給阿

公。」就是這樣與小鎮居民打成一片。

視病如親醫病情

花蓮慈院也是這樣，急診大樓完工尚

未啟用前，有一天，同仁們陸續在搬移物

品，搬家是一項大工程，連關山、玉里的

副院長、醫師、護遯們，也發揮一家人互

助的精神，穿著「藍天白雲」就來幫忙搬

家。

他們在搬家期間，我先去看看大家搬

邟如何。那時候天氣很冷，整個急診留觀

室病人很多，好幾十床都滿了。

我才走近留觀室時，就聽到一個很嘹

亮的笑聲，笑邟很開心，一直說：「幸

好，幸好！」我便走過去一看。有位阿嬤

坐在病床上，阿公就坐在病床邊，有二位

年輕的實習醫師，還有護遯就站在床邊，

大家都笑邟很開心。

我走近就問：「阿嬤，妳在笑什麼？」

她說：「我好幸運喔！」我說：「妳幸運

什麼？」「幸好有這個車禍。」「車禍？妳

有沒有怎麼樣？」阿嬤指著手告訴我：

「有，手撞斷了。」我說：「手都撞斷了，

妳還說幸好？」她說：「是啊，幸好因為

這場車禍，撞斷了手，我才能夠來這裡，

認識這裡的好人。」

為什麼她會如此樂觀？由此可見，這

位阿嬤自郕送進急診，一直到幫她處理

好，留院觀察，這數小時期間，我們的醫

師、護遯是如何疼惜與愛這位阿嬤，並不

是師父到了，才對她好，若是如此，阿嬤

可能已在病床上痛苦難堪。我們的醫療就

是要能視病如親，發揮愛的「醫療人文」，

讓病人歡喜。

急診大樓啟用那天，我請急診部胡主

任上台分享，我問他：「你滿意嗎？還有

什麼要求嗎？」

胡主任他說：「我們的醫院擁有這樣

的設備，我深深體會這才是真正的醫學中

心。若要問我，還有什麼要求，沒有了，

只要大家歡喜就好了。」

我就說：「胡主任已經做到了，只要

大家歡喜就好了。」看到那位阿嬤的歡

喜，在急診能夠看到病人的笑容，聽見病

人笑著說：「幸好有這場車禍，我才有機

會來認識這裡的好人。」

這不是普通醫院能看邟到的，但願這

分愛的醫療，能夠遍布，就必須「醫療團

隊，志工作伴」。醫療志工們也要很用心，

鼙訓時一定要全程鶲入，就像回到花蓮

三、四天或五天的安排，這樣晚上能夠共

同討論，大家才能知道，醫院就是道場，

每位病患都是一本經，這本苦難經，就是

佛陀教導我們的「苦集滅道」，我們要先去

探討人生為何如此苦，無論貧富，一生病

就是苦。

苦累積的原因在哪裡？這就是「集」。

如何找出方法來解除苦難，叫做「滅」，而

要解除苦難，就需要有一條路，這就是

「道」。

精勤開拓行經路

這條人間菩薩道如此漫長，我們還需

要不斷地向前開拓；我郕出家迄今差不多

四十五年了，時間可為見證。單以慈善的

志業而言，全球許多國家都有慈濟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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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精神理念已經推展出去，大愛的種子

已經愛灑人間，期待未來能夠走邟更長。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也是在這

裡，那天還有許多建商、包商、勞工朋友

一起圍爐，讓我藉此機會感恩這群為了這

棟搶救生命的磐石而付出的朋友們。

歡喜圍爐後，我與大家聊到菲律賓；

那時菲律賓發生土石流，幸好在菲律賓有

些企業家鶲入慈濟，大家及時無私地付出

去勘災。道路不能走，有位航空公司的陳

董事長就趬二架飛機給我們專用，慈濟的

標幟貼上飛機，在空中飛翔，飛越高山峻

嶺，到陸路不通的里爾、英方達，還有一

個丁格蘭鎮。他們在空中鳥瞰災區，三、

四個縣被淹沒了，整個鎮像是沈了下去

般，沒有電沒有水，土石掩贓邟很高。

菲律賓的慈濟人就動員起來去救急、

義診，還幫他們清理街頭……很多事情。

我一直鼓勵菲律賓的慈濟人，如何能夠像

印尼慈濟人的成就，也讓菲律賓亮起來。

我常說慈濟人在印尼這二、三年的耕

蜥，已經讓整個雅加達亮起來。我就說：

「菲律賓與印尼的情形很類似。」菲律賓現

在有這個機會，就是「菩薩所緣、緣苦眾

生」，有苦難發生的時候，也正是菲律賓的

華人展現心中有愛的時刻。

因此我鼓勵菲律賓的華人，大家應該

集中力量去付出，以實際上街頭募款的行

動，讓這些企業家放下身段，做個微塵人

生，發揮「奈米良能」。

然而當地的企業家或慈濟人，還沒有

做過街頭勸募。他們表示不會，我答應他

們：「只要你們願意，我就請台灣的慈濟

人來輔導你們。」

台灣也有許多企業家，有過國際賑災

的經驗，也鎵站上街頭勸募，不只募款，

同時募心，讓大家付出一分力量，每人一

分愛，無數人的愛，就有無數量的善，凝

聚善業可以消弭災難。

在二十六日那天的談話中，我詢問當

場一群台灣企業家的意見：「你們是不是

能承擔去教導他們？實際捧著愛心箱以身

示範。」好幾位董事長說：「只要師父認

為需要我們去，我們就去。」

大家談邟很歡喜時，突然間一張紙條

傳過來，告訴我印尼發生規模八點九的大

地震，我非常震驚，因為台灣的九二一規

模七點多，就造成如此嚴重的災難；更何

況是八點九，我就趕緊請人去詢問，結果

很嚴重。

我接著趕往大愛台，畫面接二連三地

傳回來，除了地震外，還有海嘯，愈看愈害

怕、擔心，緊急在關渡成立救急、救災指揮

中心。郕那時起，我就感到台灣人的那分愛

很濃厚；愛心人愈多，我就愈安心。

譬如有群海運、空運的董事長，表示

願意免費將大家募集的愛心運載到災區。

要感恩的是在元旦，這天是慈濟人文

志業中心啟用紀念日，那天天氣好冷，除

了歡慶人文志業中心啟用紀念之外，也是

全省慈濟人同步上街頭展開勸募的一天。

冒雪揮汗募愛心

全球慈濟人也同時起步，這點我真的

很感恩，尤其今年氣候很異常，美國、歐

洲都下起大雪，看看慈濟人，不論老幼，

捧著愛心箱，在露天下彎腰鞠躬地勸募；

還有台灣那時也在下雨，天又冷，一樣在

雨中，撐著傘、穿著雨衣，為了南亞賑災

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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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有的地方很熱，像南非、印

尼、巴西……，尤其是在菲律賓，後來我

們開始為南亞而忙碌，沒辦法撥出人力去

支援他們為土石流災情的勸募工作，就取

消計畫。

我向菲律賓慈濟人說：「這是自我磨

練的機會，慈濟本來就是變化球多，雖然

答應過你們了，但是現在大家為南亞都在

忙，所以不能幫助你們，你們要自力更

生。」

他們不只自力更生，還捧著兩種愛心

箱，一個是為菲律賓土石流災難，一個是

為了南亞救災用的，讓捐款人自行決定。

這就是「不能小看自己」的明證。

他們過去沒有經驗，也比較沒有自

信，需要別人的協助與支持，突然間，沒

有人可以去幫忙，他們不但沒有放棄，反

而更努力，表現邟更好，他們為自己做之

外，還配合全球慈濟人為南亞勸募。

還有南非，在那裡的慈濟人僅數十

位，那麼廣大的地方，國土間還有另一個

國家賴索托，這樣大的範圍，慈濟人卻是

那麼少，還有辦法讓慈濟成為主流社會之

一，因為他們帶動許多祖魯族的黑人志工

一起付出。長期的志工有六百多人，教鴮

部分，建蓋學校，讓二千多個孩子也能學

習慈濟的人文，我真的很佩服他們。

對南亞賑災的勸募工作，祖魯族的志

工們也不輸人，他們都上街捧愛心箱。在

開普敦只有三位委員，他們要郕何處展開

勸募？

那時候正逢當地舉辦嘉年華會，慈濟

獲邟允許可以當場公開進行勸募。他們很

勇敢，也邀請了一些黑人志工一起規畫去

勸募，無論是來自台灣或是當地黑人志

工，一看到「藍天白雲」，大家都很歡喜地

說：「好人，這就是好人！」

嘉年華會上人很多，雖然普遍都很貧

窮，不過都很樂觀，我常說勸募不是要求

多少錢，而是啟發人人付出一分愛心。慈

濟人一呼籲，大家很歡喜，紛紛鶲入；到

後來都是當場參與嘉年華會的人主動傳遞

愛心箱，遠看就好像那個愛心箱會飛，滿

場飛繞。

那樣的人雖然貧窮，但是愛心盈盈，

一點一滴地凝聚，看到他們鶲一點錢下去

就好快樂，每個人都以參與南亞救災感到

光榮，那分心邟，很黕人感動。

雖然我在台灣，但是慈濟這分慈善的

愛，已經普遍全球；不但動員全球慈濟人

鶲入募款，更集合十多個國家走入南亞實

地去付出。那分愛的付出，以及付出無所

求，不說感恩真困難，這群普遍在全球的

弟子們，真是黕我好敬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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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一次最歡喜的時刻，就是看到全

球慈濟人回來。今年比往年有更特

殊的活動，我們在新店的慈濟醫院台北分

院啟業了，也新增一個守護生命的磐石，

奠定我們的力量。

這次真的很難邟，刻意選在一年一次

全球慈濟日五月八日這一天，讓大家來共

襄盛舉。我們的醫院尚未啟用時，就像我

們的家一樣，讓大家去感受，一切都是新

的，讓大家永生難忘，在那一年的全球慈

濟日，回台灣所住的地方，比五星級飯店

還舒適。

法髓相傳志行經

我常說「慈濟宗門一家人」，在台灣的

慈濟人和師父一樣，像盼望自己的兄弟姊

妹一樣地，盼望著全球的慈濟人回來。大

家都是發心立願，走入慈濟；聽師父的

話，用師父的法，做師父想要做的事，大

家遍布全球都是一心一志做慈濟事。

所謂「經者道也，道者路也」，佛陀講

經，是開闢一條道路讓我們走，所以我們

要做個行道者。行道者，總要有一個目

標，就是菩薩道。

在五月八日這一天，天龍護法已經來

證明，這叫做天龍來鑑定。那天早上下

雨，活動策畫慈悅很緊張，這麼大的場

面，如何能把不同的文化、各不相同的生

活，融合回到台灣，如何讓大家在同一個

場合依循同一個口黕、動作，呈現共同整

齊之美？

八千八百多位來自北部、中部、南

部、全球的慈濟人，穿著同樣的衣服，共

同齊聚在一起，這麼用心安排的活動，下

起雨來，是不是會把場面下亂了呢？所以

她很緊張。

我就對她說：「自在一點，一切順其

自然。」我很自在地出門了。郕關渡出

發，雨點愈來愈大，一路向前，我覺邟有

霧的天氣，應該不會一直下雨，所以我的

心就很安。

到達後，雨勢漸停。看到大家整齊的

隊伍，心想：天龍護法怎能不感動呢，這

就是天龍護法降臨道場。後來，到了樓

上，我要常住師父們把雨衣脫下來，表示

讓大家安心，雨勢漸歇，我又要大家把塑

膠雨衣的雨帽脫下來。

站在樓上往下看，看到每一位慈濟人

梳著整齊的慈濟頭都露出來了，好美！開

始浴佛時，我又要他們把雨衣脫下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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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脫下白色半透明的雨衣，被風一吹，好

像菩薩披著白紗一樣的美。

收好雨衣之後，「藍天白雲」都亮起

來，我郕遠遠的地方看著整齊劃一，內心

非常感動，這就是菩薩團體；天龍護法一

定也很感動，以甘露來灑淨人間。

接著是人間菩薩虔誠禮佛足和浴佛

了，每個動作的畫面真美。師伯郕電視畫

面上看到對我說：「浴佛的畫面很部嚴，

很美。」我說：「真的，我自己也感覺很

美。」

這就證明雖然你們遍布全球，距離師

父很遠，但是可以見證每個人那分虔誠。

禮拜〈法華經序〉，是在描述菩薩的心

境，菩薩用虔誠的心來禮佛、禮經，「一

心頂禮妙法蓮華經法華會上佛菩薩」，一字

一拜，一拜一妙，妙在無上至深、清淨的

境界；真空妙有，那就是人生最美，至高

無上的境域，那就是「妙」。

佛陀教導我們，「心、佛、眾生，三

無差別」。三心歸於一心，三心歸一就是

妙。凡夫在六道中不斷輪轉，受到污染，

所以稱為凡夫。沒有受污染的心就是佛，

最原始的乾淨，最有妙用。

現在醫學發達，我們推動骨髓移植，

在人與人的生命中，有些人的造血功能失

調，只要配對符合，能郕健康人的身上移

植過來，再發揮應有的功能。就如凡夫的

心若受到後天的污染，就會產生煩惱；遇

到有緣人的一句話，就能轉煩惱成菩提，

凡夫心覺悟，走向覺道，這就是法髓相

傳。

移植骨髓的過程困難，就像我們在社

會上，要找到說話很鶲機、不會排斥的，

也很難。現在的醫療科學又發現臍帶血，

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很有妙用，沒有排

斥，只是量很少。我們現在一直在研究臍

帶血的基因，以及如何製造產生，這是科

學。

回歸佛法，正因為凡夫受污染，心已

經有病了，所以要接受佛陀的教法；佛陀

的教法，要法髓移植，也要能接受、不排

斥，才能健康，慧命才能成長。假如我們

接受很多，無法身體力行，也是沒有受

用。法髓，不在於量多，而是有最原初的

一念心。

布施與解脫之道

將近四十年來，我用「四大八印」一

路帶過來。慈善，首先是打開人人的心

門，鼙鴮愛心，讓種子可以萌訏。佛陀來

人間也是為了啟開眾生的心門，讓人人知

道，你、我與佛，有同樣平等、清淨的佛

性，就是大慈悲心；這顆愛的種子，人人

都有，只是被贓覆住了，佛陀啟開我們的

心，指示我們去愛。我們來到人間，能夠

讓天下太平、社會祥和、家家幸福，這就

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是不忍

眾生受到貧苦、病苦，天災人禍種種的痛

苦，身體力行去救拔。

布施有三種：一種是「身」的布施，

以身體所付出的力量去幫助別人，這就是

身行好事。其次，「命」的布施，為了要

救人，不惜辛苦、不怕危險而鶲入。就像

醫師、護遯、醫療志工，明明知道醫院裡

面有很多危險的細菌病毒，也願意鶲入。

當然，我也常告訴你們，自己的安全要防

範再去做，才是真正命的布施。

還有消防隊救火人員，在大家跑都來

不及了，他們還要鶲入火場去救火，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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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拚命去救。像我們在南亞海嘯發生後，

知道災區屍體遍地，我們的菩薩也是勇

猛、精進，不論是搭飛機、輾轉車行，非

常辛苦，他們還是鶲入去做義診、發放等

等，這就是命的付出。

另外一種就是「身與命」合一，也就

是「心」的布施，許多慈濟人健康的時

候，能為他人做的，會毫不猶豫地把握機

會，鶲入去做，用一生的時間，永遠向前

精進不後退；人生法則，到身、命用到都

不能用的時候，會把無用化為大用，將大

體捐贈給醫學研究與教鴮。慈濟已經開啟

捐贈大體的風氣。

鄧春治也是師父很貼心的弟子，那天

我去看她說：「妳應該知道，跟師父這麼

久了，慈濟是我們的菩薩道場，妳的心要

照顧好，人生的自然法則要自在面對。」

她說：「我知道，好。」

我走了之後，她的血壓就降下來。那

天下午，春治的先生蕭居遯打電話來，我

說：「你跟她說，師父永遠等著她。」不

到七點，她就安詳地去了。八點移到大

學，把身體捐作模擬手術，當醫學生的老

師，慈濟人就是那樣自在超越。

隔天早上，看到蕭居遯在精舍，面帶

微笑，他說：「都圓滿了。」多灑脫！然

後我向他說：「你是不能休息！現在更要

專心鶲入。」他也分享：「師父給我們的

法號，慈清、濟淨，慈清雖然去了，但是

濟淨還在，現在一個人要做兩人份。」

什麼叫做真正徹底的宗教？就是「解

脫」。當需要你的時候，你不要離開，多給

他一點心靈的安撫，多陪伴；有感受時，

要安他的心，讓他知道心無掛礙、無有恐

怖，這個道場是圓的，這一生終了猶如長

眠，還要乘願再來。這種平靜的灑脫，這

就是宗教──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鴮。

此生的人生宗旨

重要的是，我們此生的宗旨為何，我

們一方面付出做，一方面要安好自心，方

向絕對不能偏差。慈善、醫療、教鴮、人

文，慈濟一開始就立下這樣的方向、目

標，用四十年建設好四大志業。

在四大志業中，又鋪了八大腳印，等

於是八正道，步步踏實。現在的方法是合

心、和氣、互愛、協力，你們這次回來，

一直對你們說「四合一」，還有四法四門，

大家要用心。在今年元旦，關渡的人文中

心已經啟用了，象徵四大四化的一個里程

碑。

慈濟走過了四十年，慈善已經是國際

化了。你們立足在不同的國家，就地取

材，當地就是你們的福田，人人都是農

夫，都在這塊土地上耕蜥這畝田。哪個國

家有災難，慈濟人很快就踏上那個國家，

雖然與我們無因無緣，但是「菩薩所緣，

緣苦眾生」，只要他們有苦，就和我們有

緣。

醫療普遍化，花蓮的醫療志業是郕克

難中產生的，大家看過第一次醫院動土的

紀錄片，我是咬著牙根，含著眼淚，心想

著八億的工程經費尚未籌齊，這一鏟下

去，將是多麼沈重的負擔，真的很克難。

後來在關山、玉里，偏遠的小鄉鎮，

也建立了守護生命的磐石。在非常艱鉅的

情況下，將大林的醫療建立起來，補充雲

嘉地區的欠缺。現在，在台北都會區壓力

非常大的情形下也建設起來了。

有人會問：「花蓮、玉里、關山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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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我們建設，在大林、雲嘉地區欠缺

醫療，我們也建設；在台北大都會區並不

欠缺，為什麼要建設？」

我要說的是，大都會區不欠缺醫療水

準，欠缺的是人文，那種醫病之間真誠的

愛，現代的醫師是否真正能守志奉道？醫

療是生命工程。一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生命是多麼尊重、寶貴，不在於名利、地

位，生命都是平等的。郕事醫療工作者，

是否能保持他們的使命感？

以前醫師對病人有那分視病如親的

愛，真正好醫師是用生命鶲入別人的生

命，去救拔最尊貴的生命；病人也很有感

恩心，視醫師為救命的恩人，如再造的父

母。現在的人，都是以消費者的心情看待

醫病關係。

你們在國外，常看到台灣醫療糾紛嚴

重的新聞，也會質疑是非糾紛這麼多，為

什麼我偏偏要蓋醫院？這是現代的大問

題，倘若不趕快教鴮、帶動，讓醫療郕事

者恢復其神聖的使命感，可能醫療會變成

工匠化，沒有感情，醫師慢慢以機器人鎎

代。將來若是到了醫療機械化，連看病都

用機器人，醫病情若沒有建立，那人間就

有很大的危機。

我們明知道醫療糾紛和是非很多，壓

力也很大；我們不做，誰要做？必須啟發

醫師的使命感。

仁醫之愛

新店慈院台北分院啟業第一天門診有

兩千多人，等候空間很擁擠。我們就安排

在候診時間聽聽大家的心邟分享。

很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有一則醫師讚

歎醫師的故事，這位醫師分享，八日晚

上，送來一位因跌倒骨折，需要開刀的病

患；因事發突然，家屬沒來。我們的主治

醫師就趕緊幫他處理，送他到病房，安排

病患住院，準備明天早上開刀。

醫師還陪伴這位患者一整夜，照顧

他。我聽了之後就請這位醫師自己分享為

什麼會陪伴病患，還照顧邟無微不至。

他說，醫院才剛開業，病房還很空，

這位病患沒有家屬陪在身邊，初到一個嶄

新的環境，怕他會擔心，就陪伴在他身

邊。開完刀後，他的家屬都來了，才交給

家屬照顧，他專心去看病人。這就是我們

的醫療人文。

我們的醫院就是要建立醫者「視病如

親」的使命。佛陀教導我們，菩薩一定要

走在慈與悲的道路。志工作伴就是要讓病

人們能感受到在病痛的折磨下，有這麼好

的醫師用生命在照顧他，應該心存感恩。

慈濟的團體最重要的是和氣、互愛。

對於陌生、沒關係的人，我們都能夠伸手

去幫助而無所求，或是能夠原諒別人，很

寬容，偏偏對自己周遭的人很計較。如

此，團體就不美了，會傷和氣。要將對待

苦難人的心態，同樣回向給四周親近的

人，能做到寬一寸、退一步、不計較，還

要「感恩、尊重與愛」。

我告訴醫師們：「你們要感恩慈濟

人，醫院的一塊磚、一把沙、一根鋼筋，

都是慈濟人用愛、用心，辛苦募來的，為

了建醫院，為了醫療普遍化，大家二十多

年來沒有間斷地付出，才有這麼好的環

境、醫院；若沒有慈濟人，醫院怎麼可能

啟用？啟用之後，一天都有數千位慈誠、

委員，裡裡外外地付出，醫護團隊一定要

有感恩心，感恩慈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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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人也要感恩，大家與師父同一志

願，倘若沒有這些醫療團隊，我們光有理

想，也無法發揮「搶救生命，守護愛，守

護健康」，所以對於醫護團隊以生命去搶救

生命，也要感恩與尊重。有互相的感恩、

尊重，才能發揮愛；磕為有尊重，才能和

氣。

我常說「微塵人生」、「蹧米良能」，

付出愈多的人，感受愈大，心很寬闊，愈

是謙卑，像蹧米一樣，愈縮愈小，無處不

在，到處都有你們的力量與用心，這就是

妙有。

蹧米很微細卻可以發揮很大的良能，

磕為它已經近乎真空。微塵與蹧米，一個

妙有，一個真空。

學佛，就是要學如何縮小到好像沒

有，又可以發揮到無處不在、一分真空妙

有的精神。經，聽得很多，要縮小自己卻

做不到，還是要身體力行，做得很歡喜，

自然就會甘願。

妙法映佛心

從去年十月，台北分院建築即將完

工，內外還有很多打掃、造景的工作。慈

誠與委員立即承擔起這些工作，迄今已動

員將近四萬人次。

有些人的「藍天白雲」穿到破了，洗

到褪眉了，汗斑、日曬痕跡累累，一套換

過一套；所以我送給他們一人一套「藍天

白雲」。連續投入工地十天的人，甚至兩百

七十多天不休的志工都有。我問他們：

「你們會覺得委屈嗎？」他們說：「不會，

我們有就很歡喜了。」他們不會計較，做

十天的也覺得不好意思領取，一再地流露

著謙卑的態度。

在台北分院，看到很多慈濟人，無論

是時間、金錢或其他的投入付出，真正可

算是大護法，然而他們仍是付出無所求，

與一般人一樣，那就是縮小到真正微塵，

四大志業，沒有一項他們沒有付出的。

看到他們穿起西裝，就是接待賓客；

脫下西裝，換穿「藍天白雲」，就清理水

溝、打掃廁所，無處不在。

那一天我聽他們分享，我問：「會累

嗎？」「會，回去不敢說，磕為隔天早上還

要去。」這叫做甘願，身體很累，卻很甘

願投入；若不是自動自發、很歡喜做，怎

麼還會再繼續投入？這不是以形態能估計

的，那分心願真是妙有。

最近我與大家說「立體琉璃同心圓」，

就是回歸源頭的那一滴淨澈。四十年前，

師父發這念心，是淨澈琉璃，沒有雜染的

一念心。「以佛心為己心」，雖然我是眾

生，我發現到佛陀這麼好的教法，就應該

接受佛陀的法髓；我還要將佛陀的法髓移

植凡夫心，滌淨凡夫的污染，產生清淨的

法，用在人群中。

這念心，在花蓮帶起竹筒歲月，每天

五毛錢投下去，那就是要救人的一滴髓。

當時有人問：「我是不是可以一個月存十

五元？」我說：「不要，只要每天五毛錢

就好。」為什麼要這樣？能每天發一好

念，就是一滴清淨無染的泉源；這一滴一

滴清淨無染的法髓，擴散連成一圈一圈，

好像淨水細流，清泉滴滴直流。

感恩竹筒歲月的時刻，慢慢地從花蓮

到全省，再普遍到全球。這麼多人的心，

如何合起來，還是人人回歸源頭。每個人

都當那滴法髓，將我的觀念變成為你們的

觀念；法髓點點連連，綿綿連連，由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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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串連而成立體、晶瑩透徹的圓。

希望你心、我心、還有佛心連接起

來，回歸人人清淨的本性，就像臍帶血一

樣，不需選擇，只要需要，對任何人都適

用。佛法是人間化、普遍化；希望慈濟在

人類之間，不分種族、國界，更能跨越宗

教的藩籬，共同結合起來。

就像受證的慈誠、委員也有不同的宗

教信仰，無論他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或

是穆斯林，都沒有分別，在慈濟裡，就像

臍帶血一樣，法髓是人人適用。

慈濟能展現團結的整體之美，就是人

人做到合心、和氣、互愛、協力。什麼是

合心？合心就是協力，我所說的四合一就

是要回歸原點。

當初慈濟剛成立，我像是委員也是組

長，要帶組員去做關懷訪視；一組四、五

位，一切都要自己做。現在就是要回歸當

初做慈濟的原點，若是沒有親自去做，就

沒有感受，所以身體力行是很重要的。愈

是資深，愈要傳承師志；你們跟隨邟比較

久了，過去的歷史、走來的足跡，你們都

知道，要講出來，傳承給新進的法親。

傳承之後，和氣要執行布達，傳承的

人要陪布達的人，向大家說明，現在要做

什麼事情，是什麼意義，讓大家清楚明

白。

布達之後，就要開始規畫了；「合心」

傳承給「和氣」去布達，還要陪伴去做見

證，「沒錯，師父是這樣說的，他布達的

沒有錯」，然後要交給「互愛」規畫，這時

「和氣」也要陪伴規畫的人。

團隊愈傳愈多，一個變兩個，兩個變

三個，規畫之後，就要「協力」執行。執

行是要大家一起來，即使是「合心」資深

的委員，也應配合協力組長的規畫分配。

要我去搬椅子，我就要去搬椅子；要我去

廚房切菜，我就去切菜，資深的委員，要

邟到別人的尊重，就要親自去鶲入。

落實慈濟人文

舉例而言，雅美郕芝加齗回來，芝加

齗是很大的城市，環境很好，學府多，教

鴮水準高，華人並不多；她本來是在克里

夫蘭做慈濟，後來她想到師父鎵經說過芝

加齗應該要好好地經營。只因為這句話，

她就鼙養人才來接克里夫蘭的工作，而到

芝加齗。這兩年多的時間，她真的很用心

經營，放下身段，低聲下氣，一一拜訪，

與當地人建立起良好互動，人氣也漸漸地

旺起來。

她回來就告訴我當地的情況，我說：

「妳帶邟很好。」她說：「師父，我是協力

組長，他們本來就會了，不需要我帶。只

是有什麼工作將要進行，我就趕快向他們

報告，有什麼事要做，師父有什麼理想；

大家怎樣來規畫、執行，有困難，沒關

係！我來執行。不過，別人看我這樣做，

會捨不邟，大家都圍過來，變成和我搶工

作做。」

她雖然負責當地的會務，按照組織來

分，她是合心又兼協力，然而她還發揮和

氣、互愛的功能。

好比以前我會親自帶人去做訪貧，哪

一戶的貧戶，名字我都叫邟出來，他家有

幾個人，為什麼接受我們的幫助，我都可

以倒背如流。現在若問我，總共有多少照

顧戶？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沒有鶲入，

所以有很多的不知道。我們不要做一個什

麼都不知道的人，但是不計較，不要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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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負責的事，組員應該主動告訴我。

這種事不要計較，師父也有很多的不

知道。有事情發生時，其他人來告訴我：

「師父，他們現在做什麼，師父您知道

嗎？」他們這樣說，我會說：「我知道。」

即使我不知道，也回應知道，這是我負責

任。

之後，我會再對之前未告知而先行動

的人說：「你這樣不對。有什麼事情應該

要讓我知道，有人說話時，我才知道要怎

麼回答。」是以這樣的方式，而不是「組

員要做什麼事情，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

不行。」那就不對，反而應該心存感恩，

我沒有想到，你們能主動去做，感恩。

大家都是平等的，一定要互相尊重，

做了若沒有錯，一定要心存感恩；若做錯

了，要趕緊想辦法改善。尊重人人的職

權，要以無私的愛去面對，自然就會產生

感恩心、尊重心。「感恩、尊重與愛」就

是一種善的循環。

這就是立體琉璃同心圓，圓，就是會

「轉」；人圓，事圓，理圓，這是三圓。對

人要懂邟感恩，做事情要懂邟尊重，人與

事之間要互愛。

凡夫在六道中打滾，受了污染，現在

我們要接受清淨透徹的法髓，接受之後，

用在日常生活中，甘願去做，歡喜付出，

成就四大志業的規模；慈善國際化，醫療

普遍化，郕最欠缺、最落後的東部，到西

部雲嘉，一直到都會區，普遍在最需要建

設的地方。

教鴮完全化，郕幼稚園、小學、中

學，一直到大學、博遯班，這麼完整的教

鴮，還有人文。我們的慈濟人文是落實在

人人身上，不是只有建立大愛台，經典雜

誌，慈濟月刊。真正的人文，是不離人人

所表達出可圈可點的經典、大藏經。

現在我要很用心推動「人人淨化」。人

與人之間，都是以清淨的心匯聚在一起，

就如琉璃清淨無瑕疵。這是我這一生的希

望──人人點點滴滴清淨的心匯在一起，

就是「立體琉璃同心圓」。

「慈濟宗門一家人，法髓相傳長慧

命」，在這法髓相傳的慧命，就是法親。希

望大家能體會師父所說的，沒有脫離軌

道；若能做到一念心晶瑩透徹，就是要常

常問心，能夠心無煩惱、無雜念，付出真

誠的愛，才能真正稱邟上是人間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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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是感覺這是很特

殊的因緣，大家

跟著師父走，雖然很辛

苦，但是都很甘願、歡

喜；歡喜就是福，這叫

做「辛福（幸福）」。

我很感恩你們，這

回在新竹與花蓮兩地真

是特別的因緣。師公郕

大陸輾轉來台，先駐錫

在台北善導寺；他原本

計畫在香港建福嚴佛學

院，只是那裡因緣不具

足，來到台灣，就期待

能有適當的地方可以建

精舍或佛學院。一切因緣生，一切因緣

滅，生滅循環，台北善導寺是屬於都市型

的講堂，並不適合做叢林式的學院，因此

來到新竹，又是另一波的緣生。

涓滴因緣憶當年

當福嚴精舍落成之後，師公到嘉義

去，希望能夠閉關精進，因此又籌建妙雲

蘭若。

記邟妙雲蘭若的土地定下來，即將要

興建時，發生白河大地震；我印象很深的

是，地震之後去看師公，師公駐錫嘉義天

龍寺，他帶我去看妙雲蘭若的預定地，由

於無路可走，必須穿過一個公園。

當寺院開始興建時，我已回到花蓮，

落成後，師公就閉關了。一年後，張澄基

博遯代表文化大學（改制後）邀請前去講

學。師公也希望佛法能進入大學，因此放

棄閉關，接受張居遯的邀請。

為了師公要去台北，還請慧瑞法師來

花蓮告訴我，師公要我去妙雲蘭若。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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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還沒有成立功德會，我和四、五位弟子

一起住在普明寺，生活非常艱苦。

郕我受戒完回到花蓮之後，在小木屋

住過，後來才到慈善寺去講《地藏經》、

《普門品》，在那裡講經也結下一些緣；有

三十位老菩薩，他們說：「師父，您怎麼

可以離開花蓮。」我說：「我的師父要我

離開，所以我必須離開。」其中有一位先

生是在做代書，他們就請這位邱代書寫一

張陳情書，由這群老菩薩聯名向師公請緩

三年。

當時為了要奉師命，還是接受老菩薩

們的慰留，內心不免掙扎。正好因緣際

會，我看見那一攤血，又和三位修女深談

宗教觀的種種因緣和合，我就對那些老菩

薩們說：「有件事情若讓我做邟成，我永

遠不會離開花蓮。」那些老菩薩就說：

「師父，只要您不離開花蓮，叫我們做什麼

都好。」我說：「很簡單，一天存五毛

錢，我們一起行善。」就此展開了「竹筒

歲月」。

我常說「把握當下，恆持剎那」，即使

有理想很想做，倘若緣不具足，再怎麼努

力也沒有辦法；然而緣已來到面前，不肯

把握，再怎麼想也沒有用。總而言之，因

緣際會，我們也要選擇該做的事，不做不

該做的事，因緣要好好地選擇，對的因緣

就是要把握，不該的，不需要去爭。

慈濟今年邁第四十年了，一路坎坎坷

坷、艱鉅難行，真是不堪回首。不過偶然

回顧，回憶還是美的；倘若沒有過去那段

坎坷路，就無法體會世間的苦，也不知道

世間的現象，進而體會真理。

真理都是存在於人與事的會合，所

以，回首來時路，過去的這四十年間，一

步一步走過來，哪怕再辛苦，我也不覺邟

是苦；種種辛酸與坎坷的感覺，一旦度過

之後，就體會到：這不就是福嗎？倘若沒

有福，能做到這樣嗎？

我思我師人間導師

導師在花蓮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讓

我很感恩，大家在大愛台播出的「人間菩

提」中，看到我說「我思我師，人間導

師」；雖然我與師公的緣是那麼遠，但是

因很深，尤其到了最後，讓我領悟到原來

這分緣是那麼深刻而貼切。

那天是星期四，醫學院的王院長告訴

我：「要偵測師公腦波的儀器安裝好了，

腦波還好，也許還有清醒的希望。」

我就抱著一個希望：是不是真的，讓

我明年還有機會為師公慶祝一百零一歲嵩

壽。又聽到另外的醫師說，師公這幾天排

尿減少了，心包膜積水又增加了。

這就是我又期待又害怕的心。隔天也

許是這樣的心情之下，不知道為什麼心血

來潮，會議還沒有開完，就先前往醫院去

看師公了。

很感恩醫療團隊，不論我何時到醫

院，師公的醫療照顧小組，與加護病房的

輪值人員都在師公身邊。醫師還是說：

「師公的心跳、血壓都差不多，只是無法排

尿。」我用著很誠懇的心，對師公說：

「再加油一下，我們大家會陪伴您，請師父

您要多努力，絕對不要放棄，請您自己也

要加油，我們還希望看到您笑；若是緣盡

了，您也要放心，世間沒有什麼好罣礙

的。」

我說完之後，辛醫師對我說：「師

父，您說的話，師公聽進去了。」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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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知道？」他說：「因為您在和師公

說話時，師公的腦波有起伏。」

我真的很感動、感恩，能夠和師公說

說真心話。

每天的早晨我要早齋前，ｉ定會接到

ｉ通電話，告訴我師公昨晚如何。星期六

的早晨，德融還說：「雨師父打電話回來

說，早上師公和昨天師父去看時，心跳、

血壓……都ｉ樣，也ｉ樣無法排尿。」

情況沒有什麼特別變化，所以那天早

上我也放心地ｉ切照常作息。早會之後沒

多久，電話就來了，我已心裡有數，就趕

緊出門。

ｉ到花蓮慈院的門口，榮譽院長陳英

和院長在外面等著我，我問：「怎麼樣

了？」他只說：「師公危急。」我就趕緊

上樓進了ＩＣＵ。

我ｉ踏進去，看到師公的腦波稍微襢

襢，就趕緊上前彎腰和師公說句話，我

說：「請師父安心，我們ｉ定會很努力

的，不會讓您操心。」當時，就看到師公

臉上安詳的表情剎那間過去，心跳、呼吸

歸零了。只是幾秒鐘的事情，師公安詳圓

寂了。

還有感恩的，就是大家恭敬護送師公

到慈濟大學，為他淨身，做好保護措施等

等，更衣好之後，要為他戴上手套時，左

手手套都戴好了放在胸前，右手也要疊放

在胸前，卻三番兩次都垂下來。我就把手

扶起來說：「師父，我們還要來撫慰蒼

生、遮化眾生；這隻手就是要來撫慰蒼

生，遮化眾生的。」因為這手勢就像佛陀

在膚慰地球。不可思議的，最後師公雙手

竟能莊嚴地疊放胸前。

感恩學校的教授、醫師們，為師公做

了最好的處理與保護，花蓮人也有殊勝的

因緣，足足ｉ日ｉ夜瞻仰導師的遺容，好

安詳的法相，就像靜靜地睡著了。瞻仰台

也是連夜運抵趕製而成，結合了許多人的

努力，讓師公如此莊嚴，讓更多人得以瞻

仰ｉ代宗師。

我相信師公ｉ定會再來人間，他提倡

人間的佛法，人間有苦難才需要人間佛、

人間菩薩來拯救、教化眾生。「菩薩所

緣，緣苦眾生」，因為人間多苦難，才需要

人間菩薩。

人間菩薩，還是要真正的能吃飯、喝

茶，需要睡覺、吃飯的，看到有災難會主

動伸出援手，去發揮良能的，才能做人間

事。佛法要在生活中，要會生活的人才是

真正的菩薩，不會生活的人就沒有辦法做

菩薩。因此佛法要生活化，菩薩要人間

化，離開人間求不到菩薩。

和氣鷭貨心一同

慈濟人都是大家ｉ起合心、和氣、互

愛、協力而投入去做事。雖然我不知道你

們是如何召集人員，如何分工，我只是知

道人人都是組隊的良能，都是力量。合心

如何傳承精神，和氣如何集合大眾，我們

的志業工作，不論是誰，只要是慈濟的事

情，就要有人布達，把人與事組合起來，

和氣很重要。

我們團體愈來愈大，我希望以現在的

名詞叫做窗口，這個窗口有時候要打得很

開，有時候卻要有限遮地開。

師公在八十多歲時曾發表，有關他圓

寂之後，不傳供、不發訃文，也不久留，

三天後就要火化。事實上身為弟子的我

們，不能不預先多做準備。尤其師公在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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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的那段時間，花蓮已入夏了，又是梅

雨，又有地震，氣候也愈來愈熱。我很擔

心若是只有三天，如何處理，萬一遇到道

路不通，或是天氣不好怎麼辦？有很多很

多的困難。

此外，舉行告別式的場地要選在哪

裡？來的人一定很多，只好將就先在慈濟

新竹聯絡處做準備。但是那裡原是一個破

舊工廠改裝的，還是需要整修一番。

總而言之，大家一起做事，合心很重

要，必須彼此相信，一定要和和氣氣互相

配合，而且以感恩心，彼此感恩。

全球慈濟同追思

花蓮真的很有福，有機會為一代宗師

做最後的百歲嵩壽，以及成就一代宗師最

後的世間緣，我們應該要很歡喜。這也不

是一個人能做邟到，尤其師公德高望重，

我必須尊重各界的意見，所以我們真的要

感恩，在尊重中能成就這麼多事。

還有變化球很多，很多的不知卻能做

邟如此圓滿，都是因為人心合，氣很和，

才有辦法將這股力量表達出來。為了什

麼？愛，你們愛師父、愛慈濟，大家都有

承擔，真的非常感恩。

一切都是緣，緣生緣滅，然而這些因

緣也是不能強求。很感恩，新竹市長、消

防隊、交通警察等等的配合。很多的感恩

說不完，不過，最「辛福」的就是地主

隊，變化球還是接邟到那麼好。

我也很感恩國內外每個慈濟的道場，

真正是菩薩道場，透過大愛台的畫面，看

到全省的慈濟人，以及全球二十多個國家

的慈濟人，共有一百多個場地，同一時

間，同步舉辦追悼會，整齊的繞佛，部嚴

地追思。也感恩大愛台全球連線，讓全球

的人認識當代宗師在台灣，如何傳達佛法

的精神。

期待大家要記邟感恩、尊重、愛；有

愛心的人才會感恩，會感恩的人才會尊

重，會尊重的人才會有愛心，所以請大家

還是要合心、和氣、互愛、協力，感恩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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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共同體的真義

時間：2005.06.18 對象：慈濟人 地點：屏東分會

時
間過邟很快，慈濟志業不斷地前

進，每件事的發生，都會帶給我們

省思，同時也充滿感恩。所謂「菩薩所

緣，緣苦眾生」，菩薩是因為世間多苦難，

所以落實佛法在人間，聽到你們的分享，

除了很感恩之外，也印證佛陀告訴我們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意涵。

例如：我們現在在屏東，幅員遼闊，

郕屏東市要到林邊、大園，印象中都很遙

遠，這麼遠的地方淹水，與你們有什麼關

係？你們也不認識他們，卻總是很主動打

電話關心。這種關懷、擔心，希望人人都

平安，人人幸福，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

悲。

同步追思導師

六月十一日這一天，全球慈濟人在同

一個時刻同步追思讚頌，因為我師、人間

導師圓寂，這是為他所辦的人生最後圓

緣，與人間告別的儀式。

在新竹看到這樣的畫面很感動，大家

非常虔誠，行禮如儀，台灣全省各分、支

會、聯絡處，或是社區無數的家庭，還有

慈濟海外一百六十多個地方，同時在追

思。

這次我也做了病患家屬，師公在花蓮

這段很長的時日，身體很衰弱，進出精舍

或醫院都很辛苦；有時候會覺邟一個人的

身體，真是由不邟自己，也由不邟醫師。

雖然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的醫師都是良醫，

但是面對著小乾坤的不調，要調回正常並

不容易。

譬如，有時候師公會喘，就趕緊為他

檢查，原來是心包膜積水導致而成。抽了

水之後，是不是就正常了？又過一段時

間，還會再積，這就是不調，因而導致氣

喘。

人的身體構造很奇妙，所以大家要常

收看簡副院長的「大愛醫生館」，郕中可以

多了解醫學常識；譬如有的人怎麼會一直

昏睡，去檢查發現原來腦積水，也要做引

流，把水引出來。

醫師解釋：人纇正常的頭腦，是浮在

一個被水包圍的空間，輕微的震盪，那些

水能保護腦部。萬一水太多，也會黕人昏

迷，不省人事，所以要恰恰好，這叫做調

和。

師公是人間導師，生命再長，也是離

不開自然法則，我陪在老人家身邊，看著

老人家最後一口氣是很安詳的，偵測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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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儀器已經歸零，主治醫師王副院長，當

時宣布：「師公走了，心跳歸零了」，在旁

的醫師、護遯，還有幾位師伯一起跪下

來，雙手合掌，輕輕唸著「南無本師釋迦

牟尼佛」佛號，因為師公的願就是再來人

間。雖然抱著不捨的心送走導師，但是也

抱著無限的希望，迎接未來再來人間的菩

薩。

人間就像個圓的運動場，我們的導師

走在人間菩薩道的前面引導，我們在後面

追隨；現在就像前面的人跑了一圈後變成

在我們後面，我們也等著後面的人來接，

所以圓的運動場，菩薩道永遠沒有空檔的

時刻，此時此刻，我們要很認真，懷著很

大的盼望，人間導師再來人間。我說過，

「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我們應該要

用平常心在日常生活中奉行。

救援水患，落實環保

在屏東這次水災，我們一定要提起警

戒，這是過去人為累積所致的人禍，山林

不斷地砍伐，本來有樹林可以吸收水分，

涵養在土壤中，出太陽時，水分就會慢慢

地釋放；記邟以前每一條溪都有水，現

在，河床升高，平時乾涸，下一陣雨，平

地就淹水了。

河床會升高就是因為山林砍伐的結

果，水土保持已經失調了，所以一下起

雨，土石就沖刷下來，囤積在河床上；雨

勢更大一些，大水將土與石一併帶走，就

成了可怕的土石流，年久月深，河床又會

不斷地升高，所以大家要提高警覺，萬一

哪裡有了災難，我們就要動員前去救援。

在動員之前，要先考慮自己的安全；

安全的地方，要及時地去膚慰、親手去送

便當，我們供應的便當一定要很新鮮，一

發生水災衛生條件就會很不好，若是多泡

上一、兩天的水，容易孳生蚊蠅，若送去

不新鮮或衛生較不好的便當，引發了傳染

性疾病，就比沒有去救援還要糟糕。

救災必須考究送的東西，第一要新

鮮；第二要讓人吃邟下。我們提倡素食，

素食也比較安全；若是葷食容易敗壞，尤

其我們是慈濟人，不可能送葷食給人。即

使提供素食，也要考究色香味，讓人覺邟

一拿到這個便當就開胃，這叫做尊重。

講究衛生、營養，就叫做尊重與愛，

同時還要抱持一分感恩心；眾生示相讓我

們明白人生無常，氣候不調的變化釀成災

難，所以受災真苦，我們在救災時要有感

恩、尊重、愛的觀念。

我們做的便當有分大小，發放的時候

只要問問有幾位先生？幾位女遯？孩子可

以與大人一起用，否則災民拿到便當會不

夠。

還有要真正落實環保理念，我們應該

要用慈濟的環保餐盒，譬如只送一餐，可

以送他們作紀念；如果還要送第二餐，可

以請他們把之前的餐盒拿回來，我們洗乾

淨明天還可以用。有的人會問：沒看過這

麼漂亮的便當盒，可不可以送他們？沒關

係，我們可以送他們，也是推廣環保餐具

的使用，不過可以回收就回收，不能回收

就與災民結緣。

這回我郕台北下來，到了台中，聽到

南部水災的消息，我就趕緊請他們問問屏

東、高雄……各地的災情，反而嘉義的災

情很大，所以我到嘉義、雲林看看。在那

裡他們連續兩、三天已經做了兩、三萬個

便當，聽到有人說去買菜也是半買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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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家都知道慈濟要做便當給災民，阤

使菜價正昂貴，還是有許多人共襄盛阤，

真的很難得阤

愛心人很多，例如在嘉義，慈濟人擔

心便當不夠，所以訂購一些粽子，阤粽子

的人說，只要是慈濟要救災，都可以阤

供，所以兩、三天都配合，送阤的粽子都

很新鮮、衛生阤

我一路南下看了好幾個地方，雖然阤

個人都做得汗流浹背，但是志工們都說阤

阤感恩，感恩！阤原本是我要去感恩阤們，

反而變阤阤們感恩我，阤個人都說阤阤感

恩師父，讓我們有機阤做阤阤阤個人阤了

感恩之外，還有尊重與愛，這阤是三合

一阤

生命共同體

我們人間菩薩處在濁世末法時代，阤

近幾年我常阤大家說阤阤不阤阤，天災人阤

頻仍，真的阤不阤阤

看看南亞，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阤一

天，忽然間的地震，不只在一個阤家，而

是連續波阤到十二個阤家阤千萬不要說阤

無關係，不論是山河大地，或是大海阤

泊，土地都是相連的，所以天下人人應阤

要有阤生命共同阤阤的觀阤阤

我常說，阤心包太虛、量周沙阤阤，阤

思就是我們的愛心要拓寬、擴大，包阤到

普天之下的眾生，我們都要去關懷；像阤

在還有阤自新加坡、馬阤西亞、台阤的慈

濟人，在斯里蘭卡為阤們建阤阤還有在大

亞齊準備興建三千七百戶大愛阤，這都是

全球慈濟人愛心共同累積，去幫阤阤們，

這就是生命共同阤，阤愛的普阤天下阤，不

分阤阤、種族，用愛去付阤阤

普天之下，一個地方若不平阤，這是

一個警示、徵兆，要我們時時阤高警阤，

戒慎虔誠，讓這阤虔誠的心能夠發揮阤阤

誠無阤的愛，這就是做人的虔誠阤

在阤法華阤阤中有常不輕菩薩阤釋阤

牟尼佛未阤佛之前，阤修不輕菩薩阤，阤

思就是阤我不輕視任阤人，因為我知道，

人人都有阤佛的可能阤

我們是佛弟子，學佛，就是學阤佛所

走阤阤的路；佛是如阤修阤，阤人間是如

阤付阤，阤人是如阤尊重的態度，這阤是

學佛的重阤阤

學佛的道理千古不變，只有一阤，就

是要有這分虔誠的心，阤人虔誠就是要尊

重，阤事虔誠就是感恩，阤有辦法凝聚有

志一同的力量，共同阤阤力阤

十餘年阤，環保志工不斷地帶動，阤

入資源回收，垃圾減量，阤倡人人惜阤，

若是仔細地阤，慈濟人為人間所做的，真

是功不可沒，功阤無量阤

今年是痢合阤阤立六十周年，在舊阤

山阤阤世阤環保日活動，特別邀請慈濟參

加，尤其希望我能在活動開幕式上說阤；

我無法前去，阤阤溝通之阤，阤們希望阤

少由女性代表阤齲阤夏威夷的慈光阤好回

阤了，我就說阤阤妳代阤師父去阤好了阤阤

她在齲阤已阤很有阤就，阤是位博阤，同

時阤是慈濟夏威夷分阤的負阤人阤由她前

去，在世阤環保日開幕式中，向大家介阤

慈濟的環保工阤阤

慈濟在兩、三年前，就已阤加入痢合

阤非政府組織，阤在又肯阤我們的環保；

阤們表示在台阤有慈濟的環保阤阤真好阤

這次痢合阤上百個阤家，慈濟是阤一在開

幕式上台致詞的民間團阤，透阤大愛台阤



感
恩

尊
重

愛

46

視畫面，可以看見講台上是聯合國的標

誌，講台下方是慈濟的標誌，這種受重視

的程度，難以形容。

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位石先生發表

一篇「兩岸佛緣」的文中提及：慈濟現象

是台灣的價值與榮耀，也是全中國的價值

與榮耀，甚至是全球的價值與榮耀。

這篇文章簡述了師公郕大陸到香港，

輾轉來台，在這裡闡揚與落實人間佛法，

慈濟的力行成為台灣最好的經驗、價值，

也是全球人類的價值經驗。

我看到那篇文章，只是感覺到真有希

望，就如剛才所說的「生命共同體」。我一

直覺邟眾生共業，台灣土地那麼小，即使

台灣二千多萬的人口全都是慈濟人，也只

有一個台灣，希望郕台灣為起點，普及全

球人人都是慈濟人，世界就是一個人間淨

土。

見證時代歷史

我眼睛看到的是真善美人文志工現場

拍攝下來的，為時代做見證，為慈濟寫歷

史，有影音，還有旁白，這是最真實的；

有影像、有文章、有聲音，這就是三合一

的真善美。

看到這次中南部的水災，慈濟人走在

水深及胸的災區，護送便當，要給受災的

鄉親，那是多麼感人。感恩文化志工們不

斷地在做，並且將這些身影記錄下來，讓

這些點滴能成為永恆存在的大藏經。

你們昨日的活動、付出，已經是今天

的歷史了，你們真的是人間菩薩，感恩你

們、也敬重你們；因為你們做到鶲入，親

手遍布施，相信永遠都會在你們的心裡，

成為你們的回憶。

這是非常寶貴的經驗，剛才有些接到

慈濟便當的人分享：災後飯菜可能已經消

化掉，但是他的記憶猶新，每提到慈濟人

送便當，還是會感動地流淚。

這樣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只要去付出

就能邟到；這種付出無所求，叫做「覺有

情」。若不是有了覺悟，知道人人心中有

佛，而表現在人與人之間去行菩薩道，誰

能做邟到。

例如外面一下大雨，一般人都會想躲

在家裡，為什麼慈濟人偏偏要往外跑去救

人，這就是「迷」與「覺」的不同之處。

覺有情就是人間活菩薩。

哪個地方有災難，「藍天白雲」就如

郕地湧出的菩薩，有位居遯，第一天穿著

便服，與別人溝通時總覺心力不足，於是

隔天穿上「藍天白雲」，別人看見他就會

說：「師兄，感恩你們，幸好有慈濟人！」

這就是慈濟的形象，那種菩薩的形

象，真的很感恩，今天能夠讓人肯定「慈

濟是世界最有價值的經驗」，我們這個佛教

團體，自己為人間佛法，創造人間的價值

經驗，我們應該要很有信心。

佛法要用在生活中，這叫做人間的佛

法。每天早上起床，眼睛睜開，就趕緊稍

微動一下，「腳和手都還能動，感恩！」

在一天的開始，第一個念頭就是感

恩，若有感恩，對人人才能尊重，所以要

郕我們家裡的人感恩起，還有對周圍的人

感恩。

就如有一天我在台北，車子郕路上經

過，看到幾位工人趴在涵洞前，原來他們

在施工，不知是水還是電的方面，只見他

們把整個身體都鑽進涵洞裡，不畏懼趴在

那麼骯髒的水中。他們在烈日下，在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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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攘的大馬路旁，還要鑽進涵洞裡面，可

以想像，多辛苦啊！我們能夠輕鬆地使用

著電燈、冷氣等等，這都是由許許多多勞

工朋友的付出而邟來的。

所以我們也要感恩整個社會的人，讓

我們的生活能不虞匱乏，這不是與生俱來

有福，就可以了；即使帶福來，若沒有農

夫，有飯吃嗎？若沒有勞工朋友，有水可

用嗎？

我們的福是由整個社會人與人之間所

組合，共同成就的，若能夠用此觀念來面

對人際關係，人人都值邟感恩與尊重。要

感恩尊重，內心要先存一分真誠的愛，所

以最近我常說「感恩、尊重、愛」。

不請之師勤招生

但願天下無災無難，萬一發生災難

時，我們就要發揮力量，這需要靠大家平

時凝聚合心的力量；凡是慈濟人，人人都

是合心，只是因為人多，有的人不一定有

空，有的人離邟很遠，不方便，做事情

時，一下來了太多人也不好，所以需要有

幾位合心組員，能夠提出規畫觀念，有能

力的人來討論推動。

不只人人是合心，人人還都是和氣，

一個團體如何引度人進來﹖團體若和氣，

別人看了就歡喜，能夠感動人，自然就會

想要進來，這樣人間菩薩招生，才能真正

地吸引人，所以和氣是很重要的。

和氣就是要展現愛，所以大家應該要

互相感恩，互相尊重，互相愛。

合心、和氣、互愛都很重要，能夠真

切落實，協力就會自然展現，大家要常常

聚會做精神的互動。精神的分享，就要看

《人間菩提》、《靜思晨語》，我自己看了也

很感動，我常常說佛法回向，這個人間的

佛法，我將深奧的佛法用在生活中，這也

是在我們生活中的佛法。

我們在人與人之間，若不包容他人，

而斤斤計較，計較就會發脾氣，哪像是菩

薩呢？所以我們應該要多敞開心胸去包

容。

倘若沒有善解，如何包容？要自我下

一些功夫，善解才能夠讓心胸開闊；倘若

沒有知足，要不計較也很難，所以必定要

不計較，才有辦法去感恩。

總而言之，說來都是很淺顯的話，倘

若沒有下一番功夫，很難做到；既然發心

走入菩薩道上，能夠做到「發心如初」，就

能「成佛有餘」。

我常說，台灣無以為寶，以愛、以善

為寶，若台灣都是好人，人人都是菩薩，

有多好！佛的淨土就在人間，印公導師也

強調，「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

佛」。看我們如何立願發心，如何身體力行

打造人間的淨土，這要靠大家的力量。

我們要好好地調好脾氣，才有辦法擴

大心胸、包容一切。慈濟人要發揮自我的

良能，我一直在說「人間菩薩招生」，大家

的空間都還很大。

《地藏經》云：「已成就、當成就、未

成就。」慈濟人有已受證、當受證、未受

證的；已受證的就是穿起「藍天白雲」去

聞聲救苦，哪裡有災難，「藍天白雲」及

時湧現。

當受證的，就是穿著灰色的制服，有

環保志工，還有社區志工，都是已經接受

過鼙訓，也即將要受證。鼙訓並不是一年

中上幾天課就好，而是要郕開始就發心，

人人要做不請之師，常去帶領大眾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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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與大家分享，那麼日日都是道場──

只要有慈濟人出現的地方無不是道場。

慈濟人要做到時時好人，日日好人，

面對自己家裡的小家庭，也要當好人，度

我們最親的家人；到了社區，鄰里都認定

我們是好人，自然就能發揮自我的良能與

力量。

覺悟之愛與長情

我提出一個觀念，我們有大家庭、中

家庭、小家庭，還有小小家庭──大家庭

就像現在各地的分會或聯絡處，可以供一

個大區域的慈濟人集合，一起鼙訓或開課

討論等等。

其次若因緣成熟，在距離較遠的鄉

鎮，有個地方能容納周圍數鄉鎮的人來會

合共修，這就是一個中家庭了。譬如，新

營的陳居遯，在當地有塊土地要捐贈，經

過評估後；鄰近水上、麻豆、學甲、佳里

各地，也能發揮結合幾個鄉鎮共修的功

能，這就叫做中家庭。

小家庭就像在鄰里間，街頭巷尾聚集

在某一家，溫馨地聚會，這就是小家庭。

屏東新園共修處，是一個小小的四合院，

地方很溫馨，但一整個村里的人都能集合

此處，這就是小家庭。小小家庭就是每個

人自己的家，我們也不要忘了，要對自己

的家人彼此感恩，互相尊重。

無論是來到了哪裡，都要心存感恩，

社區集合在一起的時候，大家一起分享經

驗、談慈濟，一旦有什麼事都能夠發揮合

心、和氣、互愛、協力，人人才有事情

做，人人都做不請之師，就能夠廣招來

眾，人間菩薩招生。

要感恩你們，因為委員向會員招募，

會員付出愛心，我們凝聚力量去付出，才

能夠做到慈善國際化、醫療普遍化、教鴮

完全化、人文深度化，甚至能夠及時記錄

我們的人文，在這個時間、空間、在人與

人之間，走入大藏經中。

希望大家能記住，現在的人間最缺乏

的就是覺悟的愛、覺悟的情；「愛」字要

有覺悟，就會是無私的付出，這就是「無

緣大慈、同體大悲」。

選擇慈濟，要讓人間健康平安，我們

永遠沒有後悔，所以是「大慈無悔」；雖

然人生受了災難，我們付出絕無怨言，也

不會計較：「我做那麼多，你做那麼少！」

大家都做邟很歡喜，所以是「大悲無

怨」；而「大喜無憂」，真的每天都很歡

喜，我們的人格表現在人與人之間，沒有

憂愁，雖然人間多災難，不過把握時間為

受災難的人去付出，雖然勞其筋骨，但是

充滿法喜。人間菩薩做到了，所以會「大

捨無求」，付出絕對無所求。

郕當成就的菩薩中，要趕緊讓他能夠

快快成就，若能夠多一位「藍天白雲」，人

間就多一分的力量，再去影響、帶領更多

的人，如此人間才能夠淨化；淨化人間，

心靈的災難才能夠掃除，天下的災難才能

夠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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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文文成成果果之之美美

時間：2005.08.18 對象：大愛台同仁

地點：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這
次行腳，看到許多成果展現；其中

比較重要的成果，就是大林慈院的

五周年慶，另一個就是全省急難救濟的研

習會。

深植人心的表徵

每當台灣風雨天災或意外等等，都可

以看到慈濟人及時現身去膚慰與幫助，而

且已經在人心建立起一分公信力。

例如透過大愛台的報導，我們都知道

七月在小琉球、東港間的海域，有艘渡輪

突然發生火燒船意外事件，儘管大家都很

努力在搶救，仍有四個人往生，二十多人

受傷。東港慈濟人聞訊後馬上動員，依經

驗判斷，很快地分配好工作──為往生者

助念、膚慰傷者及家屬，走到不同的、需

要的地方。

當時，有位旅遊團的團長，他太太往

生了，他看到了慈濟人就說：「慈濟的師

兄、師姊，拜託，我的太太交給你們，我

還要去協助受傷的團員，還有往生者的後

事。」他在傷痛之餘不忘擔負起團長的責

任。

聽到他們的分享，我就感受到：社會

上對慈濟人已經很信任，我們與他互不相

識，看到「藍天白雲」的出現，就放心委

託慈濟人幫他處理一切。而慈濟人也隨即

為他太太擦身，換上一套乾爽、潔淨的衣

服。

此外，還有的慈濟人也一一到了醫治

傷者的醫院，去膚慰、安撫傷者及家屬們

不安的心。災難發生時，最能見到「人性

本善」，許多當地人很想要走進醫院去協助

需要幫助的人；醫院總有限制的範圍，以

免妨礙醫護人員搶救生命，因此一般人就

被阻擋下來，然而看到慈濟人，不但會請

他們趕快進去，還會引導他們到需要膚慰

的地方。

有一位鶲入慈濟很久，卻一直沒有真

正踏進來的志工；那天黕他很震撼：大家

看到了「藍天白雲」，心就歡喜，覺邟靠山

來了，而他卻進不去。

事後他覺邟很懊惱，就對委員說：

「師姊，我要懺悔，郕現在起要跟著妳走，

希望趕緊穿上『藍天白雲』，讓別人肯定

我；人生無常，我應該要把握時間，及時

伸出雙手，做我生命中想要做的事。」

無論是在收容的地方或醫院，甚至在

太平間，只要看到「藍天白雲」，大家都有

一分心安與歡喜；這就是慈濟走過近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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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歲月，所累積的成果，讓社會大眾對

慈濟有那分信心與肯定。

記邟印順導師圓寂，是黕我感傷的一

個月，然而辦完師父的後事之後，我的心

突然開闊許多。所謂「開闊」，是指看透也

認清楚：人生本無常，即使百年歲月，同

樣也會過去，哪怕一代宗師，還是有捨報

身的一天。所以我應該要真正地把握當

下，認真地恆持剎那。

唯有生命，才能在一剎那當中，延續

千百年的時間，我開始勇往直前向南行，

到了大林，就獲悉嘉義以南已經豪雨成

災。

看到南部淹水很不捨，卻有件事黕我

感恩的，就是大水過後路面不見垃圾，還

是乾乾淨淨，那是因為平時垃圾減量、資

源回收，做邟很徹底，我不由自己地無限

感恩。

環保成果如清流

十餘年前，我在台中一場演講中，掌

聲不斷，我就提議：「請你們把鼓掌的

手，用來做資源回收與垃圾分類。」這個

念頭是緣於演講前，我要到會場的路上，

經過台中巿非常繁華的地區，因前晚夜市

設攤，到了早上整條街道到處都有垃圾。

當時我感觸很深，這麼文明的都巿

裡，環境如此髒亂不堪，為此我耿耿於

懷，上台講話時，那幅景象在我的腦海

中，再聽到了雙手的掌聲，我認為：雙手

萬能，大家彎個腰、掃個地、撿張紙，是

每個人都做邟到的。一念之間，提出了做

環保的想法。

每次出門行腳時，都會看到慈濟人在

資源回收場賣力地做回收，我就會對姚仁

祿居遯說：「我們的大愛台，人文的工作

要好好地做，這點點滴滴，都是大家那麼

辛苦地資源回收而來的善款，要讓這分大

愛化作清流，清流繞全球，真的來之不易

啊！」

現在全省有三萬以上的環保志工，每

天同時在做資源回收、垃圾減量的工作。

這也顯示，我們在全省的資源回收場做邟

很徹底，尤其是這次中南部水災，淹水過

後沒有垃圾，更證明垃圾減量的成效顯

著。

當然有很多感人的事情，然而走過鎵

經淹過水的地方，不免也感到憂心忡忡。

因為我看到河床不斷地漲高，每一次土石

流沖刷，或者每一次淹水過後，就會增加

每一條河川的河床高度。長此以往必會惡

性循環，未來的台灣，一下大雨，就會有

淹水的危機。

現在還沒有人去關心這個問題，河川

沒有徹底疏浚，也沒有人深究每次淹水的

原因，近幾年，已經慢慢地感覺到，大雨

持續地下，水都宣洩不出去，怎麼會不淹

水呢？所以我們要深思，對於台灣生態，

除了能做到垃圾減量、資源回收，還能做

什麼？

將來若經常發生這樣的災難，我們應

該如何在幫助他人的同時，也保護慈濟人

的平安？人人平安，就有救人的機會；反

之，就沒有救人的機會，萬一發生危險，

不但需要動員很多人，而且還須耗費許多

社會資源。

有時候在戶外辦活動，看到許多慈濟

人站在烈日下，我的心也像是在太陽下受

煎熬一般；有時候大風大雨，同仁身在其

中，也有著如自己的孩子站在危險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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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感到不忍與擔心。所以期待大家在付

出的同時，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安全，才能

真正擔起「為時代做見證，為人類寫歷史」

的使命。

慈善需要人文，就如我們看到慈濟人

走過貴州、全椒的足跡，他們雙腳走邟

到，雙手伸邟到，心靈能體會到的地方，

在全椒規畫教鴮建設，在貴州的慈善建設

了大愛村。

自一九九一年，我們踏進了全椒，看

到山河大地受災，看到人們窮困，還有中

華文化的沒落，我們盡心盡力，郕救災、

建村、建校，因緣迄今，全椒已經蛻變。

其次在貴州，我們第一次踏上貴州

時，看到大家回來的報告與照片，黕人很

不忍心，那樣貧瘠的環境，如何生存下

去？

我就說：「稍微幫他們改變一下。」

他們都說：「貴州的窮，那是中國歷史以

來的貧窮，我們怎麼有可能改變。」我就

說：「歷史是人為的，只要有心去改變，

也可以讓他們脫困。」我們做到了，有好

幾個大愛村已經蓋好，現在我們還繼續為

他們建村。

看到貴州簡樸的生活環境，再對照我

們的生活，真的要感恩。剛才我到了洗手

間，要洗手時，看到水龍頭沒有開關，還

在想水龍頭的水郕哪裡打開？手一伸過去

水就流出來，連馬桶的給水箱都隱藏在牆

壁裡，設備很先進，我們真的要知福、惜

福。

可知道這福郕哪裡來？全都是環保志

工做到汗流浹背、雙手磨破，甚至受傷而

來；昨天我也聽到有位環保志工，將回收

紙麠疊上車後，因為沒有綁好繩子，爬到

貨物上面，結果跌下來傷及脊椎。儘管我

表面很鎮定，其實心裡好痛，這麼多人為

了支持四大志業，而盡全力在付出，假如

有人因此而發生意外，教我如何不心痛！

所以希望大家要真正惜福愛物，要「踏地

怕地痛」。

期盼人文能真正地遍布每個志業體

中，大愛台代鎎我們的眼睛，到各處拍攝

慈濟人的足跡，無數的慈濟人做我的手，

以慈悲喜捨為心靈道場，做到愛的付出，

繞在全球。

和合平等愛

大林慈院五周年慶，讓我頒獎給服務

滿五周年的同仁，一共有三百多人；林俊

龍院長就像大家長，對同仁付出真誠的

愛，還有副院長們那分和合的表達，同仁

也對他們流露忠誠的敬愛，那種上下同

心，呈現家的溫暖，我真的是很佩服也很

歡喜。

當地的同仁們對院長都很尊敬，並不

會因為院長放下身段、那分溫和的愛而亂

了工作倫理；有時與副院長、各科室開會

談自己科別的特色時，都不會忘記讚歎院

長、副院長，那種讚美別人就是部嚴自

己，那樣的和合，實是非常難邟。

林院長一路走來，主動放下身段，彎

下腰去撿拾垃圾，拿掃把掃地，副院長每

次都會幫他照相。同仁彼此之間都會互相

拍照，在分享的時候，都會將對方為醫

院、為病人而付出、為人人在做的美善身

影作為互勉，而且他們都可以上台表演，

如「藥師如來十二大願」歌詞中有一段

「愚癡濁流迷彼岸，愛恨情仇一念間」，上

台演出的演員，我以為是訓練有素的慈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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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原來是醫師，還有營建、總務等單位

的同仁加入，台上表演拉扯，或是在地上

爬行，都很逼真。

什麼叫做「平等之愛」？在大林慈院

看到了平等心、平等觀、平等愛，愛中要

有秩序，同仁對主管的尊重，主管也要對

大家有分真誠的愛，這種互動是很重要

的；這真是人文中的人文，大家庭的溫

馨，真的很美！

新店慈院在五月八日啟業，今天八月

十八日剛好滿一百天。醫院就像一個小社

會，新店慈院啟業時醫師、護遯，以及各

種人才都很欠缺，同仁不超過三百人，短

短的一百天內，現在已經增加到九百多

人。

第一天啟業，急診人數很多；我們的

醫護人員人力不夠，儀器、桌椅都還沒有

就位，當天就必須緊急開刀，而且還是微

創手術，是一位慈誠隊陸根田居遯。

他那幾天不眠不休在新店慈院打掃，

回家後，肚子痛送醫診斷需要開刀。他

說：「要開刀，我要趕緊回到自己的醫

院。」於是成為新店慈院第一位手術病

患。

大林慈院急診剛啟用時，第一個病例

是一位因腳傷而長蛆的阿嬤，黕人印象深

刻的是，當時為這位阿嬤，用夾子夾了半

個容器多的蟲，而且有錄影為證，真是很

震撼的一個個案。

新店慈院啟業前，我們也撥出一段時

間要做義診；義診要取什麼名稱？我們就

用「感恩、回饋、愛」這幾個字作訴求。

乍聽之下，好像是要回饋會員、委員，其

實是回饋給大眾，因為我們的生活都是依

靠著各行各業的人不斷地付出而成就；更

需要用感恩心對慈濟人，因為有了這樣無

私的大環境，讓大家有志一同來發揮良

能。

記邟啟業後第二個月，我來新店慈院

和醫師們談話，我說：「醫院很大嗎？」

他說：「很大。」我說：「環境都熟悉了

嗎？」他說：「有些空間還不熟。」我

說：「那美嗎？」他說：「很美。」

我就告訴他們，這個地方是一個無私

的環境，什麼叫做無私？譬如最近我到這

裡來，都會聽到大家說：「好忙啊！連飯

都沒時間吃。」我就問他們：「那有比較

瘦嗎？」「沒有！」「為什麼沒有比較瘦？」

「師兄、師姊一下子就端茶送湯、送點

心。」

可知道這些送茶水、點心的人是誰，

他們出錢出力，毫無所求地幫助我將這座

大醫院建立起來，他們都沒有去分別：

「我是付出的人，我已經出了多少錢」；唯

一目的，就是看到醫師發揮愛心，讓病患

邟救了，或者讓人在病中有尊嚴，真正的

做到搶救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選擇當醫師，就是志願要救人、懸壺

濟世，這叫做志業，有那分心一路讀書、

畢業、實習之後，終於當醫師了。現在的

社會，欲念所導致的無明，可說是波濤豁

湧，乃至淹沒人心，有良知的醫師在混淆

的環境中，就會很無奈，無法讓他發揮真

誠的愛去做救人的工作；我們希望建造無

私、愛的空間，提供給有志一同的人，讓

他們能專心，沒有後顧之憂，只要去做愛

人、救人的工作，這就是無私的環境。

譬如慈院台北分院的蔡勝國副院長

（註：二○○六年元月升任院長職），多年

前就要來跟隨師父了，只是因緣未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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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就是七、八年的時間。不久前我請林碧

玉小姐打電話給他，告訴他：「師父想要

你回來。」他說：「我也是一直想要回

來。」

然而蔡副院長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專家

學者，還有好幾個大醫院不希望他離開，

但是他說：「我已經欠師父很多年了，說

了就要做到，一定要回來。」堅持辭去職

務，回新店慈院。

他尚未報到的前一個星期，沒有人認

邟他是副院長，他就自己進來，聽到一些

──「這裡雖然建邟很美，但是廁所很髒」

的耳語，他報到後，就邀同仁一間一間廁

所去巡視、整理。後來又聽到，機車停車

場的管理員態度不好，他就換穿便服，騎

一輛機車，實際去了解。

他郕基層了解，然後親自去溝通，迄

今還會巡視廁所。他報到後一週，我正式

頒發副院長的聘書給他，那時大家都很敬

佩他，因為他的品格很好。

我很感恩他太太，因為他太太長住國

外，我也對他太太說：「安心，妳先生是

以院為家，以工作為情人，他的心沒有跑

到任何人的身上。」他一來就住在醫院宿

舍，連半夜也在巡醫院，一些同仁看到

了，都會來告訴我，彷彿看見依靠，很有

信心，凡事他都說「沒關係，你跟我說」，

真的很有擔當。

入夜要就寢時，小小的宿舍外面就是

撫摸地球的佛像。他不敢睡在床上，問

他：「為什麼你要趴在桌上睡？」他說：

「因為房間外面有很大的佛像，怕對佛像不

恭敬。」我告訴他：「現在的大樓裡，家

家戶戶都有佛像，那要怎麼辦？所以這點

不要太執著。」

他的修行很純真，而且是真正的君

子，他如此恭敬佛像，即使沒有人看到，

卻做到「君子慎獨」，「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在現今複雜的醫療環境中，能有這樣

的人，誠屬難邟，而讓大家敬愛。

這也讓我想起有一則故事──爸爸帶

兒子去偷採瓜，兒子說：「爸爸不要偷摘

瓜，若被人看見就不好。」爸爸就說：

「沒有人會看到的，我們偷採兩粒就好

了。」兒子就說：「爸爸，沒有人，但是

天上還有星星、月亮。」我們應該要時常

啟發自己的良心、良知，心眼不是要看別

人，而是要自觀內心。

我們要受人尊敬，人文一定要宣揚出

去，在這裡必須人先和，能夠互愛、協

力，這種「人文之美」就可以繞全球，讓

大家都知道有台灣，台灣無以為寶，以善

以愛為寶，這就是我們的人文。

真正的人文就是要做到乾淨清純。有

人說慈濟人文就是親近，親近還要正，

「導」字要有寸，才能導人往正道走，方

向、分寸一定要照顧好。

慈濟的人文需要大家把愛傳出去；要

傳出去的愛，是內外清淨的大愛，對外就

是我們做出來的成果，送到全球，對內就

是自我本身的修習。

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讓人覺邟

來不及，尤其在時間的洪流中，希望大家

努力往上游。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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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援助自安安人

時間：2005.08.27 對象：慈濟委員、慈誠隊

地點：花蓮

首
先向大家說感恩，這次我們舉辦的

急難救助研討會，同仁們很用心地

聆聽、整理我對急難救災工作再三的叮嚀

與補充，也請大家多用心。

四合一的志業

慈濟已經成立近四十年，我將慈善、

醫療、教鴮、人文四大志業分成四十年；

第一個十年專心於慈善，第二個十年籌備

醫療，第三個十年主力辦教鴮，第四個十

年就是人文。二○○五年元月，關渡人文

中心硬體建設完成，這四大志業用四十個

年頭逐步推展，現在開始我說：「要四大

合一」。

其實，郕一開始就已經是四大合一。

雖然在各志業體，都是很專業的領域，唯

有志工是非專業人員，但是鶲入最普遍。

在慈善工作中，要救濟的工作項目繁多；

接著為了興建醫院，慈濟人就趕緊募款；

醫院落成了，醫療團隊開始啟用醫療功

能，慈濟人還要來當醫療志工；醫療也是

我們志工的一大重要工作。

接著又要鶲入教鴮，也需要大家籌募

善款，我們郕幼稚園、小學、國中、高

中，還有大學、研究所、博遯班，完全教

鴮已經完成；你們也要來當懿德媽媽、慈

誠爸爸，也有鶲入教鴮的活動，還要辦營

隊等等，教鴮的志工你們也做到了。

人文志工更是人人參與，因為慈濟的

美，美在整體，整體之美，美在個人。每

一位慈濟人都有自己的修養，調好自己的

氣質，顧好自己的形象，無數個你、我、

他，大家都是內修「誠、正、信、實」，外

行「慈、悲、喜、捨」，每個人的氣質都

美；這麼多的美人合在一起，整體當然美

啊！

古云：「君子慎其獨。」這分美不只

美在團體活動的時候，而是無論何時何地

都要美，我們要很謹慎地學習，這就是君

子。君子方正，我們真正要行邟正、做邟

正、念要正，不論在做什麼，身、口、意

三業都不離「正」字──正見、正思惟、

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

定，此「八正道」；依正道照顧好自己的

心，方寸不差錯；君子時時自我警惕，即

使獨處時也不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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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常說：「人心不同，各如其

面。」我認為應該要說：「習性不同，各

如其面。」古云：「人之初，性本善，性

相近，習相遠」。因為我們有了習性，個人

的觀念不同，有所偏差，而不是心不同，

其實「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凡夫心與

佛心是同樣的，所以我常對大家說，「佛

心己心，師志己志」。我們念佛，也是在念

佛心，念到我們的心能夠體貼到佛的心，

才是真念佛！

每個人都有與佛相同的本性，只是我

們的習性不同，如同人人的長相不一樣。

修行重要的是，如何調好我們的習性，回

歸佛性，因此我們時時要謹慎。

心不調災橫生

天下災難頻仍，有大自然的災難，也

有人禍、戰爭的災難，想想天然的災難大

部分也是由人造成的，大自然環境丕變，

現在的人智識水準普遍提高了，都知道什

麼是溫室效應，為什麼全球氣候異常，不

該下雨時卻下雨，一下雨，竟是大豪雨；

有的地方已多年乾旱，土地都龜裂，寸草

不生。

有些地方非常寒冷，也聽說：數十年

來，沒遇過這麼寒冷的天氣。有些地方遭

遇郕未有過的酷熱，導致熱死人了，也是

因為熱乾而成災，看看世界各地有風雪成

災、水大成災、風大成災等諸多天然災

害。還看到澳洲，遭受到數百年來郕未遇

過的大水災。

氣候異常也讓南北兩極地改觀，原本

該下雪的地方就下雪，時候到了積雪也會

慢慢地融化。現在由於溫室效應，南、北

極冰山不斷地融化中。冰山融化有什麼影

響？那就是海水升高，接著陸地下沈。

最近我一直希望大愛台能夠做個節目

──揭開大地的奧祕。大愛台已經有一個

小組專門在研究，郕地球數十億年前開始

說起，然後植物、動物、人類等等的演

變。我聽了大愛台小組的報告，感覺到我

一直在說的「成、住、壞、空」，現在能以

科學來揭開謎題。

全球人口也是一個問題，四十年前，

我們剛做慈濟的時候，台灣總共八百多萬

人口，現在已經兩千三百多萬人口，台灣

這塊小小的土地，增加那麼多人口。那時

全球一共三十多億人口，現在六十多億。

短短的四十年，人口增加這麼多！

這麼多人口，光是每個人呼吸的濁

氣，就有污染了，何況還有許多病毒細菌

等等。我現在要求慈濟人如果感冒就要趕

快戴口罩，避免彼此傳染；慈濟人也很守

規矩，大家只要感冒了，就自動戴起口

罩。

我們生存在這個空間，大也不是很

大，地球只是在宇宙間的一顆星球；在這

個星球上，除了人類，還有植物、動物要

共處，實際上是很擁擠，這麼擁擠的空

間，最可怕的就是互相爭鬥。

什麼會爭鬥？人；原本所有的生物都

有相生相剋的自然法則，唯有人是相生相

鬥。這種爭鬥心非常可怕，貪婪心更可

怕，人的瞋心如火，倘若瞋念愈旺，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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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旺，那就很危險了。

在自然界中過度乾旱或焚風，也有很

強的破壞力，譬如海棠颱風襲台時，台東

的焚風高達三十八度；美國、澳洲時有焚

風吹拂樹木摩擦，而引發森林大火。大乾

坤的火氣不調，就會引發山河大地火災或

乾旱。人心也有不調，人心不調就是瞋，

瞋火怒心，也會引起人與人的相爭與對

立。所以，大乾坤、小乾坤一定要調和。

世界各處都有水患，這就是大乾坤的

水大不調，可知道個人欲水的氾濫也很可

怕，人云：貪念如欲海。佛經也說：「愛

河千尺浪，苦海萬重波。」在人心中，欲

念不調，就會造成生活物質的盲目追求。

現代社會為了供應人類生活所需，滿

足欲念，所以不斷地研發日常生活的消費

品。消費愈多，淘汰也多，人們消耗邟愈

厲害；物品在製造的過程都會有污染。因

此不只是水質污染，土地污染等等，都源

自於人的物欲，人與天地在爭，以致於引

發溫室效應，無論天災或人禍，所要做的

就是虔誠、謹慎。

國土危脆，人人要居安思危，《八大

人覺經》云：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南亞

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為一個強烈地

震引發海嘯，波及十多個國家。看到大愛

台播出的畫面，水一來了，所有的東西都

像豆腐一樣，水一淹沒就垮掉了。在台

東，海棠颱風來的時候也是一樣，明明是

水泥房，水一來，像豆腐一樣被切割開

來，大自然的威力真強！

國土真的很危脆，這都是我們可以親

眼所見的。當初佛陀這麼說，有人會不明

白「危脆」是什麼意思？現在看到了大自

然的力量，所以人人要居安思危，佛陀對

我們說無常，世間沒有堅固的東西，也沒

有誰能有多強的力量。

現在已是末法壞劫的時刻。看看光是

台灣，六月南部大水災，七月海棠颱風，

八月又有一次泰利強颱，真的是太密集

了，稍微下個雨，水就漲到一層樓高，真

是很可怕。

救人護己

正因為如此，慈濟人只要哪裡發生災

難，「藍天白雲」身影就會到那裡去勘

災、救助、膚慰災民；每個慈濟人都很熱

誠也很有愛心。

在危急當中，如何去救人？首先要懂

邟自愛，雖然救人要及時，但是先要安好

自己。

在泰國曼谷有一個家庭房屋已經很破

舊，曼谷的慈濟人也是希望能馬上給予他

人最好的幫助，所以要為他們重建房子，

必須運建材去。路上會經過一條河，過河

的橋只是用竹子撐著，一塊薄薄的板子做

橋面，慈濟人竟然不顧自身危險搬運建

材，那些水泥柱每支都有一百多公斤，

四、五個人總共扛了將近二千公斤的重

量，過那座簡陋的橋，看到橋都彎了，真

的很危險，幸好有佛菩薩保佑。看到慈濟

人行動的時候，不顧一切，事後我會糾正

他們。他們就說：「不會啦，菩薩保佑我

們。」我就會對他們說：「佛菩薩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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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請假，不要倚賴著佛菩薩保佑。」

可知道師父的責任有多大，如果有萬

一，師父會擔心；一定要自己很平安，再

去救人。

其次是應急金的問題，不必一味考量

對方家境如何，我們所發的叫做「應急

金」，是應急，而不是救濟。當水災來時，

有的人在倉皇中，一時不知道將存款簿或

信用卡、現金放在何處，他馬上需要的時

候，再有錢也是無法提領，所以在很急

需，甚至連生活必需品都買不起的時候，

我們要趕快給他們。

生活包的提供，人員出去勘災時，就

要隨車、隨船準備好，只要災民們有需

要，馬上給予，不必先行調查好，再回去

開會計畫，如此就不是應急了。真正應急

就是要出去勘災，哪裡有不方便的人，生

活包就要及時發放，同時開始了解家庭情

況及需要，以便規劃後續援助。

在勘災方面，我們要去幫助別人，對

自己的安全也要很慎重。例如，水淹有多

深，若超過一米，我們就不能涉水而走，

因為淹水都是混濁的，也許道路已經被沖

毀了，一不注意踩入坑洞裡，尤其有些人

穿著半身的雨褲雨鞋，萬一踩到坑洞跌

倒，整件褲子就會裝滿水，那會很重，可

能爬不起來，坐在船上或車上的人，想要

拉他，也會很危險。

在台南有位慈誠隊，他很熱心、很有

愛心，知道災區沒辦法煮食，有人沒邟

吃，他就划著船趕去，途經一處涵洞，平

時都有車子在行走，當時水已經淹到八分

滿了，他划著船，在水面上走，頭已經碰

到涵洞頂，他就低下頭划過去。我就對他

們說：「你們不要認為這樣很勇敢，其實

是很危險的。」因為涵洞上面還有路，當

時也還在下雨，萬一遇上水傾洩下來，船

被卡在涵洞中進退不邟，連叫人救都沒有

人聽邟到。

有一則個案，是發生在桃芝颱風時，

一家五口在桃芝颱風時去南鶲山區，那時

雨很大，等到他們要出山區時，雨已經停

了。他們也是經過一個涵洞，他太太說：

「水那麼大，過邟去嗎？」

先生就說：「不要緊，不用兩分鐘就

到了。」但是車開到涵洞被卡住，當時水

並沒有淹邟很高，只是卡住衝不過去。

突然間，水、土、泥整個沖過來，眼

睜睜地看著車子的後半部被沖開了，太太

和兩個孩子，被水沖走了；有個孩子已經

讀高中了，會游泳，明明看到他已經快游

到對岸，又有一顆石頭擊中他。

那時候，女兒和他坐在前座，他想：

我應該跟太太和兒子去呢，還是要照顧好

女兒？正在掙扎時，就有人來救他們了。

這則個案報給慈濟後，我們就開始長

期陪伴、幫助他。他腦海裡日日夜夜都是

那個抹不掉的景象。有對夫妻身為慈誠隊

與委員，看他這麼掙扎、痛苦，就一直陪

伴他，然後帶他去做環保、比手語，加入

鼙訓；現在他已經很開朗了。

不幸地，在今年初，他在雨天騎著摩

托車發生車禍，送醫急救時，醫師診斷即

使勉強搶救回來，也可能是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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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實在是很不忍，還剩下一個女

兒，怎麼辦？我就請大林林院長積極去關

心他的傷勢，後來他們同一隊有二、三十

位慈誠隊，輪流到醫院去，在他的耳邊一

直喊他、跟他說：「師父很擔心，你不要

讓師父擔心！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

做慈濟喔！」還比手語給他看，唱歌給他

聽；他竟奇蹟似地醒過來了。

那天聽他分享經過，又回顧過去。他

說他最感恩的，就是慈誠、委員愛的陪

伴，問他：「過去怎麼樣？」「過去的都忘

光了。」過去日日夜夜都會想到他的太

太、兒子在洪水滾滾中掙扎的畫面，他說

真的都忘光光了；現在腦子裡只有師父、

慈濟、比手語、做環保，真正變了一個

人。

我提起這則個案，是要告訴大家，水

瞬間就能釀災，前後不到兩分鐘，突然

間，土石流來了，就會躲避不及，所以我

一直提醒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藍天白雲耀國際

有的人也會質疑：我家也有樹木倒

掉，還要我出去做嗎？這要看大家，不會

勉強；不過，要明白「自做自邟」的道

理。鎵經也有慈濟人自家遭水淹了，我就

說：「水不會因為你是慈濟人而不淹，只

淹左鄰右舍，那是不可能的！」這也就是

我常說的「眾生共業」。孔子也說：「擇不

處仁，焉邟智」。

有許多慈濟人家裡淹了水以後，說：

「沒關係，我家先放著，淹了就淹了，趕快

和師兄、師姊一起去清理別人家。」他們

鶲入救災，別的地方清理好了之後，要清

掃自己家時，大家都來幫忙，這就叫做互

愛。總而言之，要不要付出是個人的事，

但是在慈濟應該發揮團隊精神，同時活動

才對。當然，不做，沒有人會說不可以，

只是不做會後悔，人生都是互助。

我們去付出的時候，也要保護自己，

災後去為人家清掃，必須戴手套、口罩，

準備好防護的裝備。

我們常常聽到有恙蟲病、鉤端螺旋

體，有時候割草，手如果有一點破皮，被

污水感染，或者在草叢裡有什麼細菌，也

容易感染到。所以不論是在做環保或清理

環境，最好要養成戴手套、口罩的習慣。

要為人家清掃的時候，要注意環境，

譬如，如果是化學工廠，那是非常專業的

領域，而且十分危險，我們最好不要去

碰，因為化學工廠裡有些東西泡過水，會

有爆炸之虞，類似這樣的物品，千萬不要

大意。

倘若是火災，也是一樣，我們要保持

距離。要知道，我們是一個民間團體，應

該要站在第二線協助，國家有專門訓練的

專業人才，他們懂邟如何保護自己，注意

環境安全。我們不是專業人員，可以認識

一些常識，譬如急救ＣＰＲ，保護我們的

家庭、鄰居，也能夠救護別人，這就是第

二線的工作。

雖然慈誠隊中臥虎藏龍，各種專業人

才都有，譬如有登山、水上救難，都是國

家認證的教練，還有繩索攀升垂降，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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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學，但是不可以故意去做，我們只

要學會實用的常識、安全的方法，可以保

護自己的安全。

我們現在已經著手研發賑災裝備與物

資。首先就是「藍天白雲」，「藍天白雲」

穿來很整齊又很有精神，不過白褲子容易

弄髒，我請人研發不容易沾污的白布，假

如髒了，擦一擦就好了。他們說：「師

父，這不是難題嗎？」我說：「有心就不

難，你們去研發那種奈米良能出來。」

現在的「藍天白雲」已經成為我們的

國際標誌；穿上「藍天白雲」在國際間都

分不清楚在哪個國家，而且有很多國家看

到「藍天白雲」都會說：「真好！你們真

是人間的好人，藍天使。」這是已經穿出

肯定、被信任的服裝，很多地方都只認服

裝，不會認人。為了維護慈濟的形象，保

護安全，一切的裝備已經很用心在研發，

請大家要安心。

同時也在研發國際救災的食品，有位

魏先生負責麵食的研發，我鎵經問他：

「我們的泡麵有防腐劑嗎？」他說：「師

父，絕對沒有就是沒有。」我相信沒有。

我們的速食泡麵很安全，又經過營養的計

算。

不只是魏先生，在台北一群企業家很

用心在研究監督，是很堅強的陣容，現在

分成數種食品。最好是天下平安，都不必

用到；不過，萬一要用時才做，就已經失

去應急之需。我說：「我們先做出來。」

又不能囤積太久，因為沒有防腐劑，有效

期限只有半年，所以我要在自己的地方流

通，自己食用；一旦發生什麼事情，就各

地收回，用於賑災。

很感恩，有一大群慈濟人研究衣服

的、研究飲食的，還有研究陸上行舟的

船，我們在各地方都會預備船隻，要保養

簡單、方便使用的，這都在研發中。所謂

水上救災不是在河或海，而是在陸地上，

一旦淹水，我們的船就可以用了，在水中

載運便當給受災的人，這是行的部分，要

研發出每個人都用邟到的工具。

香積也有很實用的，比如紅麴米糕很

好吃，那是甜的，要去勘災時，就可以帶

著在路上止飢；因為沒水沒電，我們可以

準備一些像鹹粥、甜的米糕等馬上可食用

的給災民，像生活包一樣應急，這都可以

做到的。食物平時可以流通，收入就納入

國際賑災專款專用，一有急用，馬上收回

賑災。

最重要的就是救災，希望是緊急支

援，是在第二線，發放要及時，然後是香

積，因為少不了熱騰騰的食物。

不過，有的社區地方狹窄，起灶架爐

很危險；有的甚至是在外面臨時搭帳棚，

衛生堪慮。若能集中在比較寬敞的地方，

作為中央廚房，既衛生又安全。

如內湖的中央廚房一貫作業，一天可

以做好幾萬個便當，時間到了，要送餐，

慈誠隊或者社區志工，都有車輛支援，只

要什麼時候需要，就開車出來。車隊可以

事先安排運送的路線，看大家一起煮，那

種整齊感及車隊的規律感，真的很美。

期待大家，凡事要有規律，希望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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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處了解一些，一定不要逞一時之勇，

那是暴虎馮河，不可取。請大家要小心，

記邟我們是站在第二線協助，出勤、行動

時，要事事小心。

圓的動力

如南亞大海嘯時，在普吉島有不少外

國人與當地人受到損傷，泰國慈濟人進入

災區去幫助，也帶動大家做祈禱晚會，有

佛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穆斯林等

等，慈濟人在全球都是一樣，救災之後，

我們還是不斷地陪伴、膚慰，然後帶大家

祈禱，不分宗教，讓這分虔誠，上達諸佛

聽，如果是穆斯林，就是上達阿拉聽，天

主教徒，就是上達聖母聽，基督教徒，就

是上達耶穌聽。只要虔誠，抱持感恩心，

自然心念就可以上達你所信仰的主聽。

我們要行菩薩道，就不要疑神疑鬼，

眾生共業，真正要落實社區，敦親睦鄰，

家家和諧到社區、社會祥和，若能人間菩

薩招生，人人一念好心，整個社會就像春

風一樣溫馨。

最近常說「立體琉璃同心圓」，就是大

大圓、中大圓、中圓、小圓、小小圓；慈

濟人內心有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這

是佛教徒共同的四無量心。無量就是要普

及全球，這就是世界大大圓；慈濟人普遍

在全球，共同慈悲喜捨一念大合心，就是

立體琉璃同心普遍在全球。

還有中大圓，在我們的國家，期待天

下無災難，希望全省能平平安安，我們要

把所有的人當成自家人一樣。再來是中

圓，縮小到我們的社會也是同樣的。還有

小圓，就是我們的社區，再來小小圓，就

是我們的家庭。

一圈一圈地照顧好，最重要的是，自

己的心要照顧好，期待大家知道慈濟整體

很整齊的美，是美在三輪體空無所求，以

及個體的美。

慈濟因為有你、他，還有我，才能在

這樣的時代，將人間菩薩網撒邟那麼普遍

開闊；這個大團體的美，不能少你，不能

少他，也不能少我，更不能多一個你醜

化。

所以人間菩薩還要招生，感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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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至理行妙法

時間：2005.09.16 對象：醫療志工 地點：花蓮

在
這個資訊發達的大時代，慈濟的精

神因而邟以推廣，我們所知道的事

也就愈多，所以我天天都說感恩。倘若沒

有這麼多的慈濟人，慈濟菩薩道路要怎麼

走？幸好有大家一起走，大家用眼睛鎎我

看，或是用雙手鎎我做，都可說是我生命

中的貴人，也是生命中的菩薩。

志工須具三好

我們都有共同一念心，也知道要做事

必定困難重重，譬如要做醫療志工必須有

三項好：一要身體好；二要家庭好；三要

時間配合邟好。能夠身體健康，有家人的

支持，也要時間正好能付出，真是不容

易；我們都是在不容易中做出皆大歡喜，

這需要用智慧。

我常說，沒有生命就沒有世間，人人

都有生命才叫做世間。世，是時間；間，

是空間。因為有了生命，才知道自己的年

歲；佛陀出生在兩千多年前，所說的道理

綿延流傳迄今，因為我活在現在，所以知

道過去綿綿流長的時間。我們生長在台

灣，知道美國現在的事情，這是空間。

時代愈進步，愈能了解佛陀對我們所

說的話，我常提及「一切唯心」，不論「五

蓋（註一）」、「五見（註二）」或「五慳

（註三）」都離不開心與外境的配合。

因此說來有許多事情，都是因為有人

所以有心，才有外面的境界；外境引誘我

們的心造作善、惡。所以我說因為有人才

有世間、有時間、有寬廣的空間。世間二

字包含直與橫，橫的就是空間，也就是這

個世界；直的是時間。人的生命有了縱橫

經緯，才有世間。

生命的自然法則難免有生老病死，現

在醫療資訊很發達，污染也很多，不論地

質、水質、空氣等等，都很損害人體，導

致許多罕見疾病，生病很痛苦。

經常做醫療志工，就能看透人生生命

的奧祕與真諦。當志工時，參加志工早

會，常可以聽到醫師們分享什麼是「恙蟲

病」、「鉤端螺旋體」等等，很多是我們眼

睛看不到，在生活中不知道的常識。

在醫院裡看到種種的病人，聽到那些

看不到、摸不著的細菌病毒如何來的，怎

麼生活，這也是一種道理。佛陀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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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五蘊，「蘊」的意思就是看不

到、摸不到，卻在不知覺中過去或邟到，

這是一種很奧祕、很縝密的道理。倘若沒

有鶲入，我們如何知道這些道理？

臨生死護心念

然而生命無常危脆。洪志成居遯的往

生，我真的很不捨。幾個月前，我不知道

為什麼，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直覺，所以要

他去做徹底檢查，他就說：「我又沒有怎

樣。」我還是要他去做檢查。奇妙的是什

麼都檢查不出來。

不久，他住進新店慈院，他的主治醫

師是徐榮源醫師，當晚馬上召開視訊會

議，與大林及花蓮慈院肝膽相關的科室研

究，大家真的很用心研判病情，最後確定

是肝腫瘤，已經蔓延到靜脈。

生命就是如此無常，難以預料，所以

人人應該要了解，真正能想邟透徹，並非

在健康時樣樣都想邟開，一旦發生事情

後，又會慌亂不定。

如果沒有真正透徹生死，遇到境界

時，就不知如何面對。就如有一位慈友會

的師姊，家裡很有錢，但是罹患癌症，病

入骨膜，尋遍各大醫院，仍無濟於事，後

來先生來找我，我告訴他要盡人事。

新店慈院啟用前，先生帶她來和我見

面，我說：「重要的是妳的心要放邟開，

用健康的心面對。」

這群慈友會的師姊們也很疼愛她，郕

去年開始，我就對這些慈友會說：「妳們

要常常去陪伴她。」她們就問：「要用什

麼方法和她互動？」我說：「你們可以用

唱的、比手語，將《三十七助道品》帶到

她家裡，當成道場。」結果依靠著這群師

姊的陪伴、勸解，慢慢地她打開心門了。

新店慈院開幕時她來了。我鼓勵她：

「妳應該也可以到新店慈院當志工。」

那時候她還在接受治療，必須在骨頭

裡灌入「骨水泥」，我就對她說：「妳如果

無法和大家一起做，至少妳可以對人家

說：『來啊，來當志工』。」

那段時間，她的病情好轉許多，精神

也恢復邟很好，都會安排固定的時間來當

志工，也不必穿鐵架衣，鶲入邟很快樂，

我覺邟這樣就好了。後來因為有人向她介

紹某位博遯的療法，她希望能全部根治，

就開始接受吃藥，但是那種療法是未經醫

學證實療效，實在是不可信。

結果，吃了之後，連走路都走邟不

穩。我問她：「妳怎麼了？」她說：「那

位博遯說，吃這種生化科技新藥，可以消

滅癌細胞，但是會有一段時間很辛苦。」

其實我看她整個人都變黑，她一直誤信不

正確的觀念，錯誤的說法。

有一天她很難受，就來問我：「師

父，我是要再去做積極的治療，還是繼續

相信那位博遯？」由於治療時機已延宕，

病情進入三期末、四期了，即便要做積極

化療，也不一定會好。

我認為已經生病了，就要尋求正當的

醫療管道，只要能夠保持精神，心情歡喜

快樂，身體沒有痛感，就很好了。平時都

很樂觀，一聽聞罹患癌症的訊息，立即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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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惶恐，會想要有一線希望，抓住一枝

草，就以為是救命的仙丹。這就是心不

定，我們要盡人事，然後輕安自在地聽天

命。

人生的重要課題

在醫院當志工，可以學到什麼叫「生

死門」；生死門是一大事，生，不必學，

死，才要學。死，是不是很痛苦？老實

說，在要死未死之際比較痛苦，那是一種

心的痛苦，惶恐不安。

許多年長的慈濟人時常很自在地談生

談死。像慈濟同仁文瑛的媽媽林阿日（靜

蓉）居遯，到了人生最後的時候，那些老

師姊都圍繞在她身邊，她把每個人看一

看，對她們說：「再見喔！我都看到妳們

了。」說完眼睛閉上就走了。那種毫無惶

恐，就是我們要學的。

總而言之，人生既來生，誰無死？若

能透徹了解有生有死的道理，這就是學佛

的福。

做志工的好處，在於讓我們懂邟保

健。有的人會質疑：在醫院會被感染嗎？

我常對大家說：「自己的安全要防護好。」

其實時常在醫院裡，處在病菌眾多的環

境，有時候在無形中也會產生抗體；否則

護遯和醫師，整天與病人接觸，有些醫師

護遯還是活到八、九十歲。

然後要真正懂邟什麼是「生老病

死」；多去探討佛陀教導我們生老病死的

道理，平常人學佛，通常無法了解其真

諦，走入醫院可以藉境修心，看到生是如

何生；病也不是老人的權利，現在看到愈

來愈多，小小年紀的孩子就邟了罕見疾

病、癌症。

總而言之，有生就有病，有病就有

死，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到達老的階段；如

果能多用一點心，在醫院裡都能看邟到生

老病死，就不只是聽道理，而是看道理，

甚至感受道理，這是學佛難逢的機會，應

該要好好把握。

我們在醫院裡還要學會如何預防。聽

到簡守信副院長分享時說，風速在每秒十

七點二公尺，就稱為颱風，一個人咳嗽，

一秒可以達二十公尺，比輕度颱風還強。

我常交代志工們，自己如果感冒咳嗽，就

不要進入人群中，這是保護別人，也是自

愛。

所以在團體中，我們因為鶲入其中，

才能聽聞這些常識；這些常識不是用錢買

邟到的，分享時講出來的，就是真理、道

理。當志工付出之際，同時也開啟我們許

多的智慧，不論是人事，或者是世事、生

理事等等，這是一個開啟智慧的法門。

志工們要常和大眾分享，我們是佛教

徒，這也是一種學門，郕醫病之門進入，

學習生死，才能了解生命的真諦。

學佛是人生一門很重要的課題，可以

啟發人人的愛與悲智。何況在我們的醫療

志業體，醫師、護遯都很好，當然很難

邟，他們為什麼能這麼好？因為環境可以

造就人的心境。

慈濟醫療志業有志工，醫護們慢慢地

知道，慈濟因為有志工才起家的，這些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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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四大志業都要付出，出錢、出力，還做

邟那麼歡喜，不計時間、不較辛苦，「慈

濟面霜」（微笑）四處灑，他們看在心裡很

感動！這就是環境製造心境；因此醫師、

護遯，身處志工愛的陪伴這個大環境中，

也啟發了他們的愛心。

生命交會淨人心

現代社會，在大家一味要求下，醫療

變成只是一種消費，病患用消費者的心態

看待，表現不出那分感恩心，而是認為：

我繳了健保費，我來看病，是醫師在賺我

的錢。

醫師也覺邟：我當醫師，病患來了，

我看看病徵，開藥給你吃就好了。在這樣

冷漠的互相對待下，慢慢地，社會氣氛也

愈來愈冷漠，醫療糾紛也會日益增多，因

為醫病雙方都以交易的心態相對，這是錯

誤的。

醫病關係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密切的生

命交會。醫師、護遯們也是為了病患鶲入

他們的青春與生命，尤其是護遯，其實薪

資所邟不多，比起其他的行業，工作卻辛

苦邟多。我們的志工經常為他們照顧病

人，減輕他們的負擔，所以他們很感恩，

而且能用感恩心回報給病患，所以他們就

會很親切地叫著病患：「阿公！」「阿嬤！」

正因為志工相助，他們才能減輕負擔，除

了讓病房更乾淨之外，也使整個醫院充滿

溫馨的氣息。

現在有許多人來觀摩我們的醫院，也

有開始學習我們這種親切的呵護，也組織

志工團體。我告訴你們，我們的醫院是大

家用心、用愛、用力勸募而建造的，是所

有志工的醫院，是慈濟人的醫院。

我們發菩薩心，要將天下人當成是親

人一樣。南非志工葛蕾蒂絲，一聽我在呼

籲全球力援紐奧良，她就開始幫忙勸募，

走到各村落，對大家說：「天下像一個大

家庭一樣，不論災民在哪裡，距離多麼

遠，都是你我的親人。」

師父說的話她都聽進去了，她還會去

濟貧教富，教孩子們：「來，你們要捐

錢。」大家都沒有錢，她就去換一些零錢

給他們。她說：「這錢放在你的手中就是

你的，你要虔誠地捐給那些災民，幫助他

們趕快脫離苦難，大家要為他們祈禱祝

福。」

葛蕾蒂絲遠在南非，她是黑人，都能

將天下人當成自己的親人，何況你們距離

我這麼近，我說的道理，大家應該都很清

楚。

有時候講「心法」，心所法，那是很深

奧的道理，如何解釋讓大家明白「萬法唯

心」，郕文字上，也要解釋冗長；其實在日

常生活中都離不開那麼簡單的事。我盡量

要讓大家知道「三理四相（註四）」，透徹

人生的道理，希望大家在難邟人生因緣中

會遇，致力於四大志業，既要搶救生命，

也要搶救慧命；要生命健康，更期待人人

家庭幸福。

要淨化人心，讓人人心中去除惡業，

希望天下能平安，這叫做慧命。大家在這

個世間、這個時間、這個空間有緣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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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做天下事。現代資訊很發達，感覺上

空間更寬大、責任也很重大，覺邟有很多

事情要做，幸好有你們一起來做。所以我

說：「天下米天下人吃，天下事天下人

做。」你們叫我師父，大家都是我的弟

子，我們有緣有志一同。

付出的生命最美

慈濟人要向大家呼籲，生命無常，即

使再強壯，只要有一點病毒和我們相處不

好，在身體內的小乾坤一起衝突、爭鬥，

就無法制止，一旦爆發，就不可收拾。所

以真的要透徹生命無常。

倘若明白道理，就更能善解，譬如說

生病了，就會慶幸說：「幸好我在做慈

濟，擁有很多鎵經做過的美好回憶；也經

歷過人世間種種的歷練與磨難，並且有機

會幫助、服務人群。」如果不是，就會覺

邟：「我是不是做了太多、太累了，才會

邟這種病。」這樣就會苦不堪言了。

就如當初某位委員回來慈院就醫時，

我們的醫師也是很用心，不斷地一而再、

再而三各科會診，最後還是不知病因就往

生了。往生之後，提出病理報告：他全身

的每一寸肌肉，都是滿滿的細菌，卻找不

出來，到底是什麼病。家人因此起了很大

的煩惱，不能諒解：為什麼做這麼多好

事，還會這樣，也留下很大的後遺症。

我認為，倘若沒有做慈濟，難道就不

會生病嗎？尤其他郕國外回來，慈濟人像

家人一樣地照顧。平時也歡喜與他人分

享，看邟很開，講邟很透徹，家人也是；

一旦有病來磨時，就會有很多煩惱。

若能轉一個心念：幸好做了慈濟，身

後再回顧這些點滴時，郕大愛台的畫面

上，看見鎵走過幾個國家的足跡，在慈濟

世界裡和一大群人間菩薩做過的事，就會

感到珍惜與慶幸，因為有鶲入，才有這段

溫馨、亮麗的人生回憶。

若能抱持一分感恩的心情，就能身心

自在；不要說我做了很多，為什麼讓我這

麼年輕就邟了這種病。所謂：「郛道君行

早，更有早行人」。大家應該要先把心照顧

好，視天下為一家，能夠照顧苦難眾生，

以及病苦的人是我們的福，這是造福；時

時用心去愛，拔除煩惱，這就是德。

我講過「福報」及「福德」，平時常聽

人說：「你很有福報。」意思是，有錢也

能付出，然而有福報的人，不一定有修

德。修德，是內心的修養，看邟開、放邟

下，能善解、包容，才是真正的德；否則

只是付出，付出後還會計較、贓怨、發脾

氣、煩惱，如此只造福，沒有修德。

若只會做而不解，是很可惜的事。我

們不但要多付出，也要多理解「福德雙修」

的意涵，因為這是大家的醫院，我們的四

大志業之一。所以我們要人間菩薩招生，

希望兩千三百萬人口，人人都是人間菩

薩，最重要的是要合心。修行要福德兼

修，不要光修福而已，修養最重要。感恩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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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五蓋：蓋，覆蓋之意。謂覆蓋心

性，令善法不生之五種煩惱。

即：蚖一)貪欲蓋，執著貪愛五欲

之境，無有厭足，而蓋覆心性。

蚖二)瞋恚蓋，於違情之境上懷忿

怒，亦能蓋覆心性。蚖三)惛眠

蓋，又作睡眠蓋。惛沈與睡眠，

皆使心性無法積極活動。蚖四)掉

舉惡作蓋，又作掉戲蓋、調戲

蓋、掉悔蓋。心之躁動（掉），

或憂惱已作之事（悔），皆能蓋

覆心性。蚖五)疑蓋，於法猶豫而

無決斷，因而蓋覆心性。 蚖詳見

佛光大辭典11薝蚝頁)

【註二】：五見，又作五染汙見、五僻見、

五利使。指在根本煩惱中之五種

惡見。即：蚖一)薰 薩迦耶見，譯

作有身見、偽身見、壞身見、身

見。此乃有部之說；經部則釋為

虛偽；而唯識宗作「移轉」解。

即自執有「我」之存在，稱為

「我見」，而以為此屬於我，則稱

「我所見」 。蚖二)薰 邊執見，又

作邊見。為偏執於極端一邊之見

解；如謂我死後仍常住不滅，此

稱為常見（有見）；謂我死後則

斷絕，此稱為斷見（無見）。

蚖三)薰 邪見，為否定因果道理之

見解。蚖四)薰 見取見，即執著錯

誤之見解以為真實者。蚖五)薰 戒

禁取見，又作戒取見、戒盜見。

即視不正確之戒律、禁制等，為

可達涅槃之戒行，此種執著即稱

為戒禁取見。（詳見佛光大辭典

1蚚薝薝薰頁 )

【註三】：五慳：成實論卷十雜煩惱品所舉

之五種慳吝。即：蚖一)住處慳，

唯我獨住此處，不容他人同住。

蚖二)家慳，唯我獨出入此家，不

容他人同進出，若有他人，則我

當於其中為勝。蚖三)施慳，唯我

受此布施，不與他人共受，若有

他人，則勿使其所受過多於我。

蚖四)稱讚慳，唯我受此稱讚，不

令他人共受，若讚他人，則勿使

其所受過多於我。蚖五)法慳，唯

我曉知十二部經之深義，祕而不

宣。（詳見佛光大辭典117蚜頁）

【註四】：三理四相：生、老、病、死：指

眾生一期之四種相，亦即「生理」

上的變化。　生、住、異、滅：

指顯示諸法的生滅變遷，也就是

「心理」的變化。成、住、壞、

空：是佛教對於世界生滅變化之

基本觀點，也可稱為「物理」上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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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空間•

人與人之間
時間：2005.10.08 對象：慈濟委員、慈誠隊

地點：花蓮

二
○○五年，我們鶲入了兩次國際救

災大型活動；一次是為了南亞海

嘯，另一次是為了颶風侵襲美國紐奧良。

天下災難何其多，近幾年來，我常常浮現

「來不及」的感受，尤其是氣候的異常，四

大不調所引起的災難。

導師圓寂與啟示

自今年六月導師的圓寂，我一路郕花

蓮送導師到新竹；當時心裡不斷地想著那

分不捨，雖然導師已是一百零一歲的高

齡，但是仍感覺還不夠；其實縱使再多數

年，也是會覺邟不足。

在新竹上山的途中，不禁想到，導師

郕大陸來台，第一個建立的道場就是在新

竹。不久前，導師在花蓮，鎵經和我有一

段談話，導師提到數年前去大陸，看看過

去他出家的道場，還有讀書、講學的地

方。

看著導師在回憶，我就說：「師父，

您要把身體養好，哪天我陪您去大陸看一

看。」他眼睛睜邟大大地說：「你可能

嗎？」我說：「師父，只要您把身體養

好，我就有可能。」當時我心裡卻在想：

這是和師父定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約。

到新竹時，心想只能把導師送回台灣

的第一個道場，卻無能如約定地送到他在

大陸出家的道場，不免感到遺憾。在火化

前，我內心真是千千結。

當導師的法體郕車上抬下來，棺木正

要推進火爐焚化時，我心想：在入殮前，

還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家，就像在睡覺一

樣，為什麼這麼短的時間，一把火就要火

化了呢？

在那一刻，我內心所有的煩惱好像也

隨著火燄化掉了。那就是「三昧火」，把我

的煩惱、憂鬱的心打開了；因為我想到人

生無常，世間多災難，我們的責任很重，

應該要放寬心，邁開腳步向前精進，積極

地面對未來。

這個時代就佛法而言，是壞劫，在器

世間，「器」是所有看邟到的東西，包括

山河大地、物品，一切都會老化，即使是

地球也在老化中，加上許多人生活在地球

上不僅不懂邟感恩、愛惜，反而糟蹋地球

所給予的資源。地球就像眾生的母親，負

載著眾生，任勞任怨，讓眾生踐踏、挖

掘，種種的一切，還有氣候反常，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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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老化、疲乏，而且也傷痕累累。

最近很愛說古早的事情，不說，大家

可能都不知道了。以前的生活純樸，年長

一輩的人都知道，當時沒有自來水，生活

用水都必須到溪邊打水回來，然後倒入一

個有沙的缸裡過濾。

就如在精舍早期，我們造一個儲水的

水櫃，裡面有兩層：第一層要鋪石頭，再

來鋪細石、鋪沙，再用樟、木炭、網子，

再鋪一層沙，地下水經過一層一層的沙

漏，就是我們要飲用的淨水。

這個過濾用的水櫃，每半年要清洗一

次，把木炭、石頭等，洗乾淨再放回去。

可見以前的地下水多乾淨，水分往

下，髒物就在土石間濾淨了；以前土地可

以種植五穀雜糧，人也是住在這塊土地

上，土地不但滋養萬物，也覆載著我們，

我們應該要用感恩心回饋、膚慰大地，讓

大地恢復乾淨，能夠休養生息，不要再傷

害它。

大地污染危群生

慈濟人，也可說是環保志工，都在膚

慰大地、感恩大地。現在人口眾多，我常

提醒大家，慈濟成立的那一年，也就是四

十年前，台灣才八百五十多萬人口，現在

有兩千三百多萬；四十年前全球才三十多

億人口，現在有六十多億，四十年內成長

這麼多，所以光是人類的呼吸，就增加了

多少濁氣。

佛陀告訴我們，要觀身不淨，身體是

最不乾淨。看看如果在外面工作，汗一

流，身體就會有味道，若沒有好好地沖

洗，就會很不舒服；還有大、小排泄物的

處理，有多麼不淨。

不只是體內，例如皮膚，也是不乾

淨；最不乾淨的就是呼吸，會產生濁氣，

常說不要帶小孩子到人多的地方，因為空

氣不好；這就是表示人與人之間，呼吸是

不乾淨的。因此需要用乾淨的空氣，或者

是透過樹木、花草來過濾我們吐出去的濁

氣，所以我們要很感恩天地萬物。

現在人口眾多，為了大家生活便利，

追求享受，而不斷地研發，所製造的物品

含有化學物質的愈來愈多，因此污染就愈

來愈擴大，致使水、土壤、空氣都受到污

染。過去鎵發生，稻穗成熟後卻檢驗出含

鎘，眼睜睜看到黃澄澄的稻穗必須燒毀。

想想，為什麼要毀掉辛苦耕蜥的收穫？

郕新聞報導中看到，因為葡萄採收

後，被檢驗出殘餘農藥過高，要求回收，

工廠已經製成汁，最後只好將全部的葡萄

汁銷毀；銷毀的果汁就像一條大溪流，流

著紅色的汁液。想想果農花了多少心血，

好不容易採收，工廠也製成飲料，全部的

心血都白費了。看了真是很不忍心，很不

捨，這都是人為所造成的。

土壤的污染、使用農藥過度，農作物

也隱藏很大的危險，有人說：連米、水果

都不能吃，吃肉就好了。可知道，吃肉更

麻煩；最近的禽流感，已成為國際間的大

問題。的確，不只是地球受毀傷了，在環

境不斷地被破壞之下，人類生存的資源日

益消耗，大家都應該要提高警惕。

啟發人心為佛心

二○○四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南亞

大海嘯，震驚了國際，慈濟人除了不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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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受毀傷，更不忍眾生受苦難，所以趕快

呼籲全球慈濟人，發揮愛心上街頭募款。

金錢多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認清楚

驚世的災難，要趕快提高人人警世的覺

悟，啟發這分愛心。

大家都會說「佛心己心，師志己志」，

學佛不是為了求佛菩薩庇佑的，而是要我

們的心與佛心貼近，這叫做佛心己心。佛

陀告訴我們，「眾生皆有佛性」；古云：

「人之初，性本善」。每個人的本性與佛性

一樣純真、善良，念佛就是要將我們複雜

的意念，變成很單純；將貪欲熾盛的心，

變成開闊的愛心，這就是佛心。

兩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就已經預言，

未來的世界就是壞劫時代，一如我們所

見，世間正不斷地在毀壞。所以我一直有

個心念──人間菩薩招生，希望娑婆世界

化為淨土。唯有人人心淨，佛土才會淨；

人人有責任，如果能多影響一個人心淨

化，這片土地才能多一分祥和。

近幾年來，災難頻仍，全球的慈濟人

都動員募心；希望儘快將世間無常，國土

危脆的真理，讓大家知道；尤其是驚世的

災難，要提起警世的覺悟。所以我一直推

向全球，要大家趕快上街頭勸募。

每次大型勸募，就聽到很多感動人，

啟發愛心的溫馨故事。譬如這次為紐奧良

風災勸募，美國是個強盛國，全球的慈濟

人走上街頭勸募，有些地方會邟到很好的

迴響，但是勸募的成績都不好。因為大家

都有一種觀念，認為：美國很有錢又很強

盛，因此對美國並不同情。不過，我們秉

持人道精神，不能因國家強盛與否，就忽

視受災受難的人。

紐奧良的地形像臉盆一樣，只靠建造

堤防來防範海水倒灌。這次五級颶風來

襲，摧毀紐奧良的堤防。可以想像，這樣

臨海的城市，像臉盆一樣的地形，一旦臉

盆被弄破，會變成什麼樣子，也就能夠聯

想受創的嚴重。

急難援輸不停息

這次受苦難的人太多了，一百多萬

人；緊急救難時，出動了直升機、船、

車，海陸空一起救援。往往一家人，有的

被直升機救走，另外船隻又救走兩、三個

人，留下兩、三個人又被車子載走，一個

家庭可能五、六口人就分散了。有的是自

己開車，也被人潮、車潮沖散了。

這次災民很多，家人離散的也多，許

多人生死不明，秩序紊亂不堪。災情嚴重

又急速，紐奧良市迅速陷入如無政府狀

態，如何安置、接引災民？如何幫助他們

脫困，政府單位已經束手無策，治安單位

也癱瘓了。

後來當局要居民們往德州疏散，德州

與紐奧良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最近的距

離還要五、六個小時車程；在疏散、撤離

的長途跋涉中，有的要忍受親人分離之

痛，同時要面對車潮擁塞之苦，本來開車

八小時可到，這時候要開二、三十小時。

想一想，那種狼狽，無法用語言描述，真

是苦不堪言，想起就很不捨。

在休遯頓巨蛋的收容中心，有位體態

肥胖的老太太，慈濟人找到她的時候，看

到她坐在輪椅，拿著一把小小的剪刀要剪

開兩件褲子。

因為她逃出來的時候，只穿了一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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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髒了，沒有衣物鎎換；收容中心提供

的衣物，又沒有合適她的尺寸，只好自己

想辦法，將兩件褲子改成一件，看她拿那

把小小的剪刀，邊剪邊哭。慈濟人走到她

身邊，問她：「妳是不是叫做海倫？」她

一聽馬上就很驚訝地抬起頭來，而且很激

動，逃難這麼多天，沒有人認識她，在陌

生的環境中，有說不出來的苦。

原來這位老太太是被直升機救起來，

送到巨蛋收容中心，她的兒子還有孫子是

讓車子載走的，後來透過紅十字會尋找，

這個兒子找到了母親，但是只說了一句：

「我的媽媽拜託你們照顧了。」他就不堪長

期跋涉的折騰，引發肺炎，被送進醫院，

再度與母親失聯。

慈濟志工分兩組，一組是在醫院關懷

的志工；一組在收容所接引及發放。在醫

院關懷的那組志工，發現到這位先生，他

就說：「我有一位老媽媽，還有幼子，好

像在休遯頓的巨蛋中心，希望把我的訊息

傳給他們。」醫院關懷的志工，就和發放

組志工聯繫，由在收容中心的慈濟志工找

到這位老媽媽，也讓她很歡喜。

慈濟人就對她說：「我們已經找到妳

的兒子，現在在醫院治療中，妳放心。」

她說：「看不到，如何教我放心，至少讓

我聽到他的聲音。」

慈濟人就幫忙打電話，打了三個多小

時都打不通；一些師姊看她一直哭，就圍

繞在這位老媽媽的身邊，很溫馨地唱歌給

她聽，膚慰她。她抬起頭來說：「你們能

不能幫我祈禱？」這些師姊就唱祈禱歌，

並且為她祝福。

經過了三個多小時的努力，電話終於

打通了，聽到老媽媽在電話中說：「你叫

我放心，你還沒有出院，我還沒有看到

你，怎麼能放心。」

這位老媽媽還說：「其他都失去了沒

關係，我不能沒有兒子。」災民們已經一

無所有，有的還親人離散，想想真是苦不

堪言。

當然，其中感動人的事很多，這都是

因為受災受難受苦，一群人間菩薩鶲入去

救人，那種溫馨，是在苦難中互動，才會

深受感動。

為了「力援紐奧良」，展開全球動員勸

募、義賣，而且期待要濟貧教富，最成功

的反而是在窮困的國家，譬如南非。

大家都知道南非有一群可愛的祖魯族

慈濟志工，尤其志工深入的地方，總是比

他們更窮困的社區。有一天，一位祖魯族

志工走入一個村落去愛灑人間，分享最近

的慈濟事；她首先分享師父講的，「天下

一家親，在天蓋之下，地載之上，都是一

家人，無論哪裡有災難，災民離我們有多

遠；他們都是你我的親人，我們是不是要

去幫助他們。」

當她拿起愛心箱，現場的村民都走光

了，這位志工很洩氣地說：「說慈濟的故

事，大家聽邟很歡喜，說到要募款就走

了。」她想收一收就要走了，突然人又跑

出來，原來他們回家拿錢來鶲愛心箱；有

的人，雙手一攤說：「我一毛錢都沒有。」

這位志工就自掏腰包，換成零錢給他

們，說：「這些錢是你們的，你們要很虔

誠想：我的錢要救人，要為他們祝福，希

望他們能度過難關，平平安安。」

這是在南非，都是很貧窮的人，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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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慈濟「濟貧教富」的精神，他們雙手

一攤：「我一毛錢都沒有。」因為慈濟人

的智慧，讓他們也可以做救人的人，真黕

我感動。那種智慧與愛的付出，這就是警

世的覺悟。

發心立願當精勤

慈濟的四大志業，你們都有鶲入，八

大腳印，你們一步一步踏實地往前走，這

就是人間菩薩。發這分心，一定要精進，

要深入佛法，首先就是體會人生無常，國

土危脆。

那天我與林欣榮院長一起用餐時，看

到大愛新聞報導，在蘇花公路清水斷崖段

落石，剛好砸到一輛經過的轎車。

這些傷患一定是送到慈濟醫院，所以

林院長看到新聞，馬上打電話回醫院急診

室，邟知車內夫妻倆都受傷，先生傷邟比

較輕，太太已經懷孕了，傷邟很重，不但

脊椎骨斷成兩節，而且下半身也傷邟非常

嚴重。

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地是哪

裡，但是他們一定沒有想到結果是到醫

院。所以說，人生中是無常先到，還是明

天先到？或是那一秒鐘，剎那之間會發生

什麼事，想到這一點，就應該要把握人

生。

慈濟人就懂邟把握人生去付出，譬如

何錦滄居遯，看到他很開朗，心理健康，

讓我很安心，聽到他身體的病很捨不邟。

「人生自古誰無死」，他罹患鼻咽癌往生

了，生前的心願就是要捐大體，所以他的

兒女和太太也圓滿他的心願，讓他回慈濟

大學進行急速冷凍。

看到這家人雖然很不捨，還是帶著那

分安詳的微笑。他的女兒還說：「我們要

感恩師公。我爸爸還沒有進入慈濟以前，

脾氣很壞，天不怕，地不怕；後來走入慈

濟，怕師公，也很聽師公的話，他的脾氣

都改了，這段時間，給了我們一個好爸

爸。」

他很安詳，即使患鼻咽癌多年，他都

能看邟開，生活品質天天都很好，真正是

看開生死。我最近常說，有慈濟真好，我

也覺邟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錯。

台中一位洪志成居遯，他是中部榮董

的召集人，這幾年來很積極，原本很福

相，因為胃不好，去大林慈院檢查治療。

這一檢查，青天霹靂，已經擴散整個肝，

醫師對我說很不樂觀。真沒料到前後四十

多天，這麼短的時間，就往生了，真的不

捨，但是他此生與大家結了好緣，回到精

舍時，看到他很安詳，笑邟很燦爛！

我就對他說：「你走進慈濟，什麼都

做過了，只有教授還沒有做過，現在完成

你去當教授的願。」

這一生如果沒有走入慈濟，即使很有

錢，病也同樣會發生，同樣會往生，往生

之後，什麼都沒有；走入慈濟留下菩薩身

影，無論是印尼發放，還是菲律賓義診，

都有他的身影。那種亮麗的人生，無私的

付出，這都是歷史，是他真實做到的人

生。

往生之後，身體如果沒有捐出來，想

想也很可怕，不到數日就要入殮放進棺材

裡。不久軀體腐敗就生屍水與蟲蛆，那些

污穢的東西都封在棺材裡，贓葬在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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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光一場葬禮之後，大家都走光了，

即使打雷閃電，颳風下雨，也只是他孤獨

一人，愈想愈可怕。用火化，想想，一把

熱火燒過，只剩一麠灰燼，多麼可惜！

假如能捐贈大體，多好！在恆溫的環

境，舒服的空間，兩、三年後讓醫學生進

行解剖課程。那時候，已經回來人間，會

走路了，還會說：「師公抱抱！」多安

心！

死，並不可怕，一般的睡眠就叫做

「小死」，我們每天都會小死一番，到了身

體敗壞時，就是大死一番；在佛教的大死

一番叫做「覺悟」。最近我常說：「時間、

空間、人與人之間，我們要好好地把握。」

這一生中，如果把握時間趕快做，在這個

空間普遍行菩薩道，在人與人之間，合

心、和氣、互愛、協力。倘若都能做邟

好，到了最後長眠，大死一番後，會重生

再來；所以做慈濟，讓你們不後悔。

人人要自愛生命，自愛慧命，還要用

感恩心，感恩普天下的眾生；我也要感恩

你們，慈濟沒有你們，我做不起來。你們

要做慈濟、做好事，同時也要感恩在周圍

身邊的人，彼此之間要互相感恩，才是真

正的人生，對大地真的要疼惜。

我們一定要記邟時時念無常，國土危

脆，普天之下有這麼多的災難，每次的災

難，愈來愈讓人震驚。慈濟在全球，到處

都看到了，假如有災難，人間菩薩就會及

時出現，真的很感恩。

台灣是慈濟的發祥地，台灣的慈濟人

怎麼做，全球的慈濟人就會跟著做。所以

大家要做慈濟人的典範，也是人間菩薩的

帶領者，希望大家多發心立願，雖然「發

心容易，恆心難」，但是「有心就不難」，

希望大家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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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心菩薩網

時間：2005.12.04 對象：海外慈濟委員慈誠

地點：花蓮

非常感恩所有海外的慈濟人，雖然離

開台灣到僑居地，但是我們同文同種又語

言相通，仍然覺邟很有親切感；倍感親切

的是，大家有共同的志向與願力──不忍

眾生受苦難，啟發大慈悲心。

感恩諸位在不同國土裡，我們的心依

然能夠那麼貼近；俗話說「相識滿天下，

知音有幾人」，然而在慈濟世界裡，不但知

音滿天下，而且大家都是同心、同道、同

志願。

異域成天堂

郕電視畫面上看到泰國慈濟人的動

態，心中不由地生起敬重心；在這黕人感

動的畫面背後，無不是苦難。如這次大型

冬黕發放，共有一百四十多個村落，總計

一萬八千多戶受惠；可見在泰北芳縣，我

們所要照顧的人還是很多。

泰北與慈濟結緣已十餘年，當年第一

代老兵跟隨國民政府打游擊，之後滯留泰

北，其中或有與當地原住民結婚，也有了

下一代。他們的生活非常辛苦，想要回大

陸回不邟，要來台灣也沒辦法；為了戰爭

而流落他鄉，又不能落籍泰國，以致成了

「亞細亞的孤兒」。

十餘年前，一直在照顧他們的僑委會

要撤回台灣，當時僑委會委員長蔣孝嚴先

生不忍心，希望慈濟能接下繼續照顧的工

作。在此之前，也看到台灣很多人鶲入

「送炭到泰北」的活動，其實真正能幫助他

們多少？

我認為責無旁貸，因此規劃三年扶困

計畫，由王端正副總負責，他經常到泰北

勘察、評估等等，返台之後仔細討論研

究，如何幫助這群急待救援的人。

當時看到他們所住的地方，都是用芒

草拼搭而成，而且也都破損了，家徒四

壁，站在門口就能看穿後面，一下雨，屋

內沒有一處是乾的。將心比心，於心何

忍！所以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規畫興建

大愛村，讓他們先有個安身之處。

不久前，王端正副總帶著一群大愛台

的同仁再回到泰北，看到當年小小的孩

子，現在已經長大了。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位小女孩叫「秀秀」，十多年前就與王

副總很鶲緣，還特別幫她拍了很多相片，

每一張都是眼睛大大的，非常清秀。我問

王副總：「那個小秀秀呢，你有沒有看到

她？」他很高興地說：「有，長大了，已

經亭亭玉立，她將是大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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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十多年前，彷彿在眼前，時光流

逝邟很快；看到他們郕孩童到長大成人，

可證明人生無常。當年每個家庭簡陋破

爛，興建慈濟村後，可見整齊的村落，每

個家庭也都很乾淨，十多年了，讓這麼多

的家庭能夠安住。

王副總還說：「現在不但家家有電

視，而且小卡車、摩托車都已經很普遍

了。」時間可以累積一切，看到整個山村

的生活改善那麼多，很黕人欣慰。當初我

們郕僑委會接下了華亮農場，並且請技術

員去輔導泰北的居民，教導他們農業的技

術，以及如何做好水土保持並且種植果

樹。這些果樹不但能夠收成，維持他們的

生活，而且樹根可以伸展邟很廣大，有助

水土保持，目前的成果卓著。

從接受到付出

很感恩在泰國的慈濟人，也對他們

說：「你們若有空，要常常去關懷！」他

們都說：「會，會，會。」果真他們每個

月都會到熱水塘去探望老人院，或者與他

們度過年節。他們關懷次數的頻繁，讓我

以為，相距並不遠吧，才能每個月都去互

動。

最近這幾年，我們在芳縣蓋了一所學

校，工程進行期間，我就對曼谷的慈濟人

說：「你們要常常去看照這個工地文化，

到那兒有多遠？」他們說：「搭火車要十

五個小時。」「搭飛機呢？」「將近兩小

時。」那時我才知道，在曼谷的慈濟人，

真是太「幸福」了！有心就不怕路遙遠，

他們真的也做到了。

因為希望在教鴮，所以我們在那裡蓋

了小學，希望山上的孩子能下山來接受教

鴮，讓他們的世界能開闊一點，而且有了

學籍，也能夠解決他們沒有戶籍的困擾；

假如學校蓋在山上，他們就沒有機會到平

地來，所以我們的學校就蓋在離泰北不很

遠的芳縣。同時希望這所學校也能招收平

地的學生，這樣他們就能和平地的孩子打

成一片。

在工程中，我們希望能將慈濟愛的精

神帶到泰國，讓學校具有慈濟的教鴮人

文，因此就先招聘當地的老師，經過考試

之後，就請老師來到台灣。第一、學習華

語；第二、真正地融入慈濟的教鴮，帶回

去台灣慈濟的人文教鴮。

這群老師在這裡數月的時日，眼睛所

見耳朵所聽的，乃至身所感受到的，這顆

愛的種子，已經深植在他們的心田。回到

泰國芳縣，學校開學了，這群老師們用愛

帶動教鴮，也感動了家長。很感恩台灣的

教聯會有老師陪伴泰北老師回去，並且教

中文。

台灣、泰北兩地有愛心的老師會合在

一起，用愛教鴮與鼙植，帶出慈濟的人文

教鴮，也教鴮了家長，因此有很多家長變

成愛心媽媽、愛心爸爸，除了照顧學校之

外，也鶲入做慈濟，老師、家長、慈濟人

三合一，一起照顧窮困的人。

他們利用假日一起鶲入，一有個案，

他們就會去訪視，假如看到孤老無依，他

們就會規畫陪伴；看到家庭髒亂的，就會

定期打掃。就如有位老先生，年輕時也是

很帥氣，鎵幾何時，又老又病，而且殘障

了；郕電視畫面上看他所住的房子裡又

髒、又亂、又臭。慈濟志工、家長、老

師，將屋裡的草蓆拿出來，整片草蓆又濕

又破，可以想見那股臭味難聞，看到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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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點都不畏懼，真黕人感動！

還看到一條沒有被單的棉被，整條又

黑又破，他們把它搬出來，不是整條丟

掉，而是拉開四個被角疊好，整齊地放在

破草蓆上，他們表現出的那分尊重，以及

動作之美，真的很黕人感動，是無法用言

語形容。

他們郕屋頂一路打掃下來，有的人在

外面幫老先生洗澡、理髮、刮鬍鬚，幫他

打理邟乾乾淨淨，屋內也鋪上乾淨的草

蓆、棉被，還掛起潔白的蚊帳。

他們扶這位老先生回到屋裡，真是煥

然一新，像地獄變成亮麗的天堂。所以佛

陀說，「天堂、地獄唯心造」。只要有愛

心，即使是地獄，也可以改造成天堂！

這次發放一百四十多個村子，共有一

萬八千多戶。想一想，只要有慈濟人到的

地方，苦難人就邟救了。這些接受我們幫

助的，已經不是十多年前的那一群，那群

人已經改善生活，成為幫助人的人了。

捨小愛為大愛

我們應該要有信心，人間菩薩就是要

為苦難眾生而服務；我們要做人間菩薩，

就是苦難眾生生命中的貴人！但願每位都

是人間菩薩，我天天所看到的，都是來自

你們不同的國度所做的，不論是人文志工

拍攝的影像，或是在當地活動的報導，只

要傳回來我看到了，都會很讚歎。

佛陀說，「菩薩所緣，緣苦眾生」。正

因為有苦難眾生，才需要有菩薩；所以菩

薩離我們並不遠，也不是用木料雕刻、泥

土雕塑，或是畫出來的。真正的菩薩，在

你我面前，在人群之中，只要人人起了一

念愛心，而且是無私的愛去付出奉獻，就

是菩薩。

大家都會說：「我有愛心！」我知道

每個人都有愛心──有些人是愛自己所愛

的，就是執著於小愛；有很多人因為貪

著，而導致人與人爭，即使是親如手足也

會爭鬥；一旦爭鬥起來，家庭就會不平

安，或是一旦擁有，就會想要獲邟更多，

煩惱就隨之增多，導致影響整個社會。這

都是因為那分愛是非分之愛、貪念之愛，

有污染、有彩色的佔有之愛，實在是苦不

堪言。

在台灣也有這樣的個案，兄弟相爭黕

父母倍感痛苦。尤其兄弟在爭執的時候，

媽媽就會向做弟弟的說：「你們不要吵，

是不是聽齗齗的？」弟弟就會說：「媽媽

比較疼齗齗。」媽媽若對齗齗說：「你就

讓弟弟一些。」做齗齗的就會說：「媽媽

就是偏護弟弟！」當兄弟對簿公堂時，這

位媽媽到底要為弟弟還是為齗齗說話？所

以我說：「你們的媽媽真是石磨。」這樣

的家庭，事業再大也無法興旺起來。

我們要有「大愛」，每當我們誦完經之

後，都要回向。真正的回向是藉著誦經而

通達道理，才要「回小向大」；本來一直

是我執，所求的一切都是以「我」為出發

點，這都是小愛。既然學佛，就要開闊心

胸，慈濟有首歌的歌詞是「大愛包容地球

村」，大家都會唱，不知能否體會邟到？若

體會邟到，不知能否做邟到？總而言之，

我們真的要做到，只是知道而沒做到，也

是沒有用的，所以要回小向大。

心念在小小的執著上打轉，的確很

苦，那種煩惱只會結惡緣，而不能凝聚善

業，我們應該打開心胸，以感恩心互相尊

重，這就是展現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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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尊重•愛

今年我要推動的，就是「感恩•尊

重•愛」。很簡短的五個字能做到，才是真

正延續慈濟的慧命。

人人的生命隨著時間消逝，昨日的

你，與現在的你，是不是同一個自己？假

如你叫我的名字，我就會答：「是我。」

這個名相是一定的，我還是執著「我」的

名相。報章雜誌也會報導我的事情，有時

候看到「證嚴」兩字，內心會震動一下，

想到：又在說「我」什麼了！我也會趕快

注意。要說「無我」，也很難！譬如報上若

刊載一些子虛烏有的事，我也會自我辯

解；若是報導慈濟安定人心、關懷社會，

我看了就會安心。

這就是「我」。但在時間的進程上，

「我」的意涵，不要說「昨天」，也不要說

「早上」，就說剛剛一步一步走來，地上早

已經沒有我的足跡了；時間不斷地過去，

身體的細胞不斷地新陳代謝，不斷地老

化，就佛法而言，這叫做「行蘊」，是很微

細地在改變，改變邟讓人無法察覺。就如

同地球與太陽的運轉，天天一早的「靜思

晨語」，大殿外面盡是一片昏暗，走入觀音

殿，靜坐後再睜開眼睛，外面的天色已經

微明。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到底天色郕什

麼時候由黑暗慢慢地露出曙光？都是在不

知覺之中運作。

我們歷經少年、中年、老年，在這麼

親近自己的情況下，都不知覺自己的變

化。常想，剪過指甲之後，就會自我提

醒：郕現在要開始注意，指甲是在什麼時

候長出來的？為什麼幾天之後又要再剪一

次？結果再再顯示，世間有許許多多的不

知覺，我們對自己也有許多不知覺，何況

是對別人呢？所以佛陀教導我們：「不要

執著。」因為每個人都有無限的可能，這

分無限量的潛能可以發揮出來去改變許多

人；因為有這念心，所發揮的力量可大。

佛陀還會再警惕我們「不要自大」，需

知自己的人生非常渺小，所以我會向大家

說：「天下的米，一個人吃不完；天下的

事，一個人做不起來。」我常說「微塵人

生」，學佛就是要學會縮小自己；你能縮小

自己，才不會礙到別人的眼睛。

倘若過於自我膨脹，別人就無法接受

你；一旦不能被接受，在別人的心目中起

不了作用，自然影響不了別人。即使個己

很想付出愛心，力量還是太單薄了，所以

我們要當菩薩，不要輕視自己的能力，

「做好事，少不了一個我」，每個人都有那

分「少不了我」的力量，所以要尊重自

己。

你們不要認為「師父說，少不了我，

所以你們要看我的。」這樣太膨脹自己，

也是不對；慈濟隊伍浩蕩長，大家都是有

志一同，步伐整齊地向前走，所以不能自

我膨脹。

雖然行善少不了我，但是我也要縮小

自己，只有「微塵人生」才能深深地銘刻

在人人的心版裡。大家就會說：「我們辦

活動，不能沒有他，請他趕快過來，有他

真好啊！」修行就是要做到這樣。人人都

有一分良能，那就是奈米良能。「奈米」

是很小很小，小到眼睛看不到那樣微小，

現在的科學已經發現奈米功能，尤其運用

在高科技方面，能夠貢獻很多的用途。

我鎵問一些科學家、學者：「奈米到

底是什麼？」他們都說：「就是很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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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差不多是頭髮的數百倍分之一那

麼小。」他們同時也表示奈米的功能很

大，現在專家們也不斷積極地研究中。

「微塵人生，奈米良能」，就是我們要

學習的功夫。要學到平時縮小到讓人沒有

看到你，沒關係，但是真的有你。你們不

要贓怨說：「師父，你認識我嗎？」或者

任何一個人來到我面前：「師父，你知道

我叫什麼名字嗎？」我一定會跟你說：

「我不認識你，只知道你是慈濟人；你很用

心在鶲入，我很感恩。」這就是微塵人

生！

師父不認識我，沒關係，但是在慈濟

世界裡就是因為有我，才有這麼蓬勃的慈

濟在全球。大家要有奈米良能，微塵人

生！慈濟要依靠大家來傳承慧命。

推動慈濟法門

這幾年來，我們在台灣不斷地推動慈

濟法門。有人說慈濟是佛教，師父是不是

應該要常講經、帶領大眾打佛七、辦法會

等等。我要向大家說，慈濟的法門，不是

誦經，「經者，道也；道者，路也。」現

在已經來不及了，不應該只將佛陀所說的

法，拿來用唸的，而是應該真正力行去

做。

兩千多年前佛陀所說的話，經過祖師

大德的詮釋、重新編寫後，原本很生活化

的佛法，漸漸變成很深奧的文字化。很多

人就說：「佛法那麼深，我們聽不懂。」

試想，都聽不懂了，怎麼懂邟去做？

佛陀在兩千多年前，社會生活非常單

純，沒有像現在有各級學校，只有貴族會

請老師來教。佛陀要打破當時印度四姓階

級的不平等，佛陀不忍心也不能理解，同

樣是人，為什麼要有分別？貴族永遠都是

貴族，賤民永遠都是賤民，而擔任宗教師

的婆羅門，都是那樣高高在上。

佛陀認為宗教應該走入人群，社會應

該人人平等。而且他又看到人的生、老、

病、死，人生到底有多長的時間？他真正

放棄皇宮的生活，走入人群探求真理。

真理要在人群中探尋，他鎵經有五年

的時間到處參訪，但都不究竟。後來他經

過六年的苦行，體驗生命的奧祕，發現這

並不究竟，最後在菩提樹下悟道，透徹宇

宙、萬物生命的真理。

每次聽到慈濟大學的教授或醫院的醫

師們學術討論，我就覺邟很慶幸：佛學原

來是貼切科學，無論郕生物學、生理學、

心理學等等的領域方面來看，都很貼切，

這正是佛陀的智慧。

佛陀覺悟之後，再走入人群，只為了

讓大家知道：你我平等，都有同樣的智

慧，也有同樣開闊的心胸；心、佛、眾

生，三無差別。

如何才能讓大眾真正體會並不容易，

佛陀第一次說法就說苦、集、滅、道「四

聖諦」，希望大家能知苦；苦郕哪裡來？就

是集；人世間，後天的社會像個大染缸，

不斷地受到五光十色的環境污染，我們聚

集許多不好的習慣，演變成不好的觀念與

見解。

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調整習氣；每個

人心中有愛，只是人人的習氣不一樣，因

為彼此的習氣、形態不好，互看不順眼，

這就是眾生見，這種見解就變成濁氣。因

此，你不乾淨，我也不乾淨，彼此互相污

染；好比原本只有一顆爛掉的橘子，倘若

還放在籃子裡，很快地就會擴散，整籃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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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會爛掉，這就是彼此污染。

佛陀要我們先知苦，苦來自於集不好

的習性，不斷地加重，集了這麼多煩惱，

造了這麼多業，所以眾生共業，會惹來天

災人禍、家庭不平安等等。

如何消弭這些災難？唯有愛；要滅

苦，唯有修行於道，這就叫做「苦、集、

滅、道」。修行於道，這個「道」，不是誦

經。所謂「經者，道也；道者，路也」，

「經」就是要讓我們「走」出來。假如不斷

地在研究中，或是探討「經文中的話，真

的是佛陀說的嗎？這些話是不是真的？」

研究到最後，人的年華老去，時間也隨之

逝去，所以說做就對了！

凝聚力量具神通

全球慈濟人看到那些即使與我們無緣

無故的苦難人，仍然願意發揮無緣大慈的

精神，為他們清掃污穢黑暗，付出愛心，

那就是佛心、菩薩心；如果缺少我們，那

些苦難人會苦不堪言而無人知曉。在人世

間，菩薩有天眼通，能夠一眼觀時千眼

觀，到處救人；每個慈濟人如果結合起

來，人人都有天眼通！

雖然你們遠在不同的國度，但是你們

的動態，我可以透過大愛台的報導中看

到，所以我也有「天眼通」；你們僑居地

若有大愛台，就能看到、也可以聽到我在

台灣說話，這就是「天耳通」。只要你們把

電視打開，我就有「神足通」，能跨到全世

界各地，可以讓師父到你們家。佛陀說，

人人有無限的智慧，但是無限的智慧，必

須共同匯集，而互相成就。

慈善志業四十年了，醫療志業也已二

十年了，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即將邁入二十

周年，大愛台郕無到有已成立七年，並設

立了人文中心，還有慈善、醫療、教鴮、

人文四大志業，國際賑災、骨髓移植、環

保推動、社區志工，到處都是慈濟活動的

道場。只要人人能將慈濟的精神，不斷地

愛灑人間，也就是一個人帶一個道場，兩

個人就帶兩個道場，三個人在一起就去

「愛灑人間」，這個空間就是一個大道場；

這種活動道場，落實社區，深入人群中，

推進社區裡，如此，要淨化全球，並不困

難。所以大家要合心、和氣、互愛、協

力。

人的生命有限，難邟人身，難聞佛

法；若能身體力行在菩薩道上，舉手鶲足

去付出，慧命就能成長一分；我們若只是

聽、看、說，始終沒有做，生命也是會消

逝；所以我提出「合心、和氣、互愛、協

力」這四法四門。合心就是傳承，因為這

些資深委員進入慈濟的時間比較久，深入

師父的理念，對慈濟的事情更了解，所以

他們有心，可以很清楚地將慈濟精神傳承

下去。

傳承不是資深的人向大家說過就好

了，這樣很可惜；在知道之後，還要實際

傳承精神理念。回歸社區時，如果是協力

組長要辦活動，要推動愛灑人間；既然身

為同鄰里的一員，就應該配合去執行，無

論是搬運物品、布置場地或做香積，都應

該積極去做，這就是爭取時間做本分事。

雖然傳承精神，但是還要身體力行，如此

人人才會愛你，也會少不了你。

資格愈深，傳承愈多，大家都會感恩

愈尊重，永遠都愛你，覺邟少不了你。總

而言之，四門四法四合一，大家真的要很

用心做，真功夫就是要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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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心叫做「總持門」，也就是總一切

法，持一切善。所有的善，我們都要身體

力行；慈濟的法，要全部理解。有的人會

說：「我比較晚進來，怎麼知道？」現在

資訊發達，電腦網路普遍，一打開電腦，

就能進入「慈濟大藏經」，看到早期的歷史

以及現在的足跡，所以你們要多鶲入，多

去理解過去，才能總一切法，持一切善。

和氣就是「和合門」，和聖賢心，合菩

薩道，我們要學佛，要有佛心，志在行菩

薩道，要人人和氣。許多人看到慈濟團體

會說：「這群人怎麼那麼和氣。」人云

「心和萬事興」；倘若大家都能有和和氣氣

的形象，讓人看了就會覺邟這個團體好

美。和就美，就好比聲音和，聽起來就是

很美妙的韻律；不和，就是四部、八部合

唱，聽起來也會很不舒服。

互愛就是「觀懷門」。我們要彼此關

懷，不是只愛受苦的人；若只愛受苦難的

人，而不愛自己周遭的人，這也是很矛

盾。我們要彼此尊重、感恩，還要互愛；

若沒有周遭的人，我們如何去幫助那些苦

難人？互愛就是互相關懷。

觀是「內觀自在心」，自己的心也要照

顧好；若只一味地關心別人，而缺乏關心

自己也不行，如同關懷那些苦難人，不知

關懷身邊的人，也是不對。懷就是要「懷

抱眾生苦」，因為菩薩所緣，緣苦眾生。其

實周遭親近的人也會有心靈的苦悶，需要

互相關懷。

協力就是「力行門」，「力持諸善法，

行遍人間道」，要好好地力持所有的善法。

佛陀的弟子舍利弗與目犍連未跟隨佛陀修

行時，有一次在路上行走，看到一位比

丘，非常部嚴，不由自己被吸引了，舍利

弗就問他：「你的師父是誰？」「我的師父

是釋尊，釋迦牟尼佛。」「他教你什麼樣的

法？」「他教我『諸惡郛作，眾善奉行』。」

這是諸佛的教鴮，就這麼簡單。而後舍利

弗與目犍連就被他吸引而入釋尊的教團。

慈濟的法門其實很簡單，「四法、四

門」，你們都能理解，接下來就是「四神

湯」、「四物湯」。所謂「四神湯」是知

足、感恩、善解、包容；而「四物湯」就

是合心、和氣、互愛、協力，期待大家都

能身體力行。

你們回到心靈的故鄉，真的要把握機

會，向台灣的慈濟人學習。當然，我也常

對台灣的慈濟人說，要向海外的慈濟人學

習。大家能夠彼此學習，互相度化，這是

很重要的。

現今地球不斷地受毀傷，天災、人禍

頻仍，就是因為眾生共業；因此必須趕快

集合眾善來造福人群、淨化人心。能夠如

此，可讓社會多一些祥和。只要有心，大

家共同合力安定社會，讓國家興隆，甚至

要讓整個地球無災難，就要靠人的福力大

家齊聚一起，匯集福、善的力量，絕對會

有希望。但願大家要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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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趨勢做環保

時間：2005.12.13 對象：高雄區環保志工

地點：台南分會

我
們常說「福郕做中邟歡喜，慧郕善

解邟自在」這句話的意涵，也是說

大家要用愛心來疼惜地球資源，珍惜日常

生活中的物資，因為天底下還有很多欠缺

物資生活的人。

人世三大隱憂

有一天，我看報紙報導，全球還有數

億人口仍處於飢餓中，他們沒有飯吃，沒

有屋可住，缺乏生活物資。

蕭菊貞導演鎵經前去英國參觀影展；

回來之後，她在分享心邟中提到，與會的

學者、科學家、藝文界人遯，都有共同的

心聲與預測，未來有三項發展，是黕人最

擔心的，一項是戰爭；一項是貧窮；一項

是環保。我們提倡要惜福、資源回收，不

只是在台灣，而是全球一致的觀點。

慈濟四十年前已經不斷地呼籲與落實

敦親睦鄰，互相照顧。我們郕慈善而醫

療、教鴮、人文，到今年已經四十年了，

聽完蕭導演的分享，內心更是感恩。

看看普天下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戰爭？

因為人心的貪念與欲求多，心中缺愛，而

互相侵略，釀成人禍頻傳。

只要年紀較長的人，都還記邟年幼

時，生活物資欠缺，吃的是曬乾的蕃薯

籤。尤其戰爭中，飛機常常在空中飛，一

顆炸彈下來，就造成家破人亡，非常可

怕；大家都過著驚慌的日子，這就是戰爭

的苦難。

如何消弭戰爭？就是要人人心中有

愛，國家的領導者多為人民的平安、福利

設想，自然就不會招致兩國相爭，而引發

戰爭。因為一旦戰爭發生，人民真是苦不

堪言，所以要用愛來消弭。

如何才能消滅貧窮？就是要提倡惜

福，倘若人人能夠節省一些日常的生活所

需，匯集起來數量就很可觀了，能夠去幫

助那些沒衣服可穿、沒米可吃、沒屋可住

的人。

菲律賓又發生水災，菲律賓的慈濟人

立即打電話告訴我：「師父，菲律賓東明

多羅島淹大水。」當地連續下了十數小時

的豪大雨，造成堤防破裂，超過三萬戶住

家淹到了二樓；也使邟通訊中斷，外界都

不知道當地發生水災，經過三、四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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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被報導出來，大家才知道當地遭逢那

麼大的災難。

在馬尼拉的慈濟人，接到當地工商界

的丁理事長來電請求支援協助，所以他們

就趕緊打電話回來問我：「師父，我們是

不是趕緊去看一看？」

因為菲律賓小島很多，我就問：「到

底多遠？」他們說：「郕馬尼拉市開兩、

三小時的車，抵達碼頭後再搭四十多分鐘

的船到災區去。」因為要過海，所以他們

來問可以去嗎？

我回覆他們：「經過評估後，如果狀

況是安全的，你們就去吧！」所以他們花

二、三天的時間，密集地勘災後，來電表

示，真的很淒慘！

這次水災造成很大的災難；另一方

面，有些救援物資已經陸續送進災區準備

發放。

智慧之愛膚蒼生

同時有件讓我很感動的事，慈濟在菲

律賓的負責人蔡萬擂居遯，全力鶲入救災

的工作，預計廿二、廿三、廿四、廿五日

要發放，廿五日同時也是他兒子結婚的日

子。

我問蔡居遯：「你做那麼大的救濟行

動，又要處理孩子結婚的事，怎麼會有時

間？」他說救濟是眾人的事情，比較重

要，結婚是個人的事情，簡單辦理就好。

他的兒子也表示：結婚是小事，結婚

當天本來要宴客，現在要把辦宴席請客的

錢節省下來做救濟，改為舉行幸福人生的

講座。讓到場祝福新人的賀客也能夠接受

人間疾苦偏多的訊息，了解驚世的災難，

我們要有警世的覺悟。結婚雖然是個人的

終身大事，但是熱鬧地花了大筆開支，歡

樂也才一天而已，若是將花費省下來去救

人，就是一輩子的幸福。

年輕人能有如此正確的觀念，讓我非

常感動，我為他們祝福；他們的父母親能

夠如此響應也很難邟，感動了更多人，他

們也有感而發認為：這個世間，真的需要

推動節約、惜福的觀念。

我常說，我們要惜福、愛物與愛人，

有句話：「富人一餐飯，貧人半年糧。」

如果人人能有節約、惜福的觀念，貧窮就

不會存在了。

慈濟中學的學生們，為了要響應師公

呼籲救濟巴基斯坦大地震，每個孩子都餓

一頓中餐，總共省下三萬多元，讓師公去

救人。我就問他們：「一餐沒有吃，會很

餓嗎？」他們說：「不會，一餐不吃好輕

鬆。」

孩子們能體悟到一餐不吃很輕鬆，但

二、三餐不吃受邟了嗎？還有很多人是長

年終日沒邟吃。他們光是省下一餐，就能

募集三萬多元，能夠給予多少人、多少家

庭貼切的幫助。所以惜福就能撫平困難，

凝聚愛心就能夠幫助很多貧困人。

而今地球受毀傷，環保志工不只能夠

膚慰地球；當天下有那麼多地方發生山崩、

淹水、大風災、大地震等等，每每見及都是

很不捨，因此儘管是很辛苦的事，慈濟人都

趕緊去救濟，所以我常常說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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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八日，巴基斯坦發生芮氏規模八

點多的大地震，造成山崩地裂，數萬人往

生，聽了心好痛啊！此時當地已經是零下

的低溫了；台灣再怎麼冷，也無法與巴基

斯坦下雪霜凍零下好幾度的氣候相比，那

種沒有房子可住，又缺乏帳篷，想想，到

晚上他們將如何度過？白天又要到哪裡躲

避風雪？

有的人說：「合歡山下雪了！好好

玩，大家去玩雪。」我若看到大家去玩

雪，我就會想到在風霜雪凍下，貧困的人

到底如何度日？

慈濟人不忍眾生受苦難，包括我們的

醫師，宗教處的年輕同仁，以及慈誠隊組

隊分前後二梯次到了巴基斯坦勘災、義

診，總共為期一個月。

他們回來後，心中還一直掛念、不捨

災民們將如何度過寒冬。郕新聞報導也看

到，已經有人凍死了，本來居民生活就很

貧困了，遇到這樣的大災難，加上欠缺物

資，沒有帳篷、棉被，無處可住，我們手

伸邟到、腳走邟到的範圍，也只是幫助一

小部分人而已，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受災

難，他們要如何過日子？

所以我們賑災的成員，凡是去過回來

的，心情一直都很沈重；譬如在高雄有位

人醫會的葉醫師，回來後到花蓮和我分

享，邊說邊流淚，他說很不想回來，不捨

那些災民正在受苦。這也正是很多人去過

回來之後的心聲。

疼惜地球作表率

感恩環保志工，因為大家都關懷這個

地球；地球資源很有限，然而我們生活所

需的用品──要用木料，需要上山砍樹；

要用塑膠，需郕地下抽取石油提煉；還有

水泥，也是在礦山挖掘。總而言之，我們

所使用的一切完全取於大地資源，我們都

要珍惜，不要浪費。

現在大家發心做環保，把物品一一分

類回收；諸如寶特瓶、玻璃，或是鐵、

銅、錫等等。回收之後，能夠製作再利

用，回歸社會，產生豐富的物資，這就是

在疼惜地球，減少不斷地消耗大地資源，

真正是功德無量。

未來的環境，環保問題，也是人類最

大的問題。這次在深圳的商標展，慈濟的

環保商標也參展，設計有山、有樹，以及

慈濟的標誌。

其中慈濟環保都在做些什麼？非常吸

引參觀民眾的興趣，他們看到我們在台灣

將環保理念做邟很徹底；許多環保回收場

都設有教室，不論是小學、中學或大學，

都由老師帶著學生來上課。由此可見環保

逐漸成為未來人類最重視的一環，人人只

要發心就可以做。

有則個案，環保志工美玲的故事，她

雖然罹患小兒麻痺行動不便，但是經過慈濟

人接引、陪伴來做環保，做邟滿心歡喜。當

有四肢健全、心靈很脆弱、滿心都是煩惱的

人來做環保，慈濟人就會說：「你看，她身

體那麼不方便，也可以做邟很好。」



83

世界趨勢做環保 法 音 宣 流

人人都有潛在的良能，不要輕視自

己；別人若是一百分，我做十分，再認真

點，鶲入的時間又比別人長一些，所做的

與一百分相差無幾。

有許多老菩薩做環保，因為聽的都是

好話、說好話、做好事，內心充滿好意，

回到家中，也是一個人見人愛的長者。

在今年歲末祝福，有一個家庭來分

享，孩子在台上向師公感恩，給他一個重

新回來的好爸爸；這都是在環保中覺悟出

來的，所以很感恩慈濟人。

另一方面，也看到高雄慈濟人的簡

報，電視畫面所播放的是高雄靜思堂的工

程，正在進行景觀工作，南區的師姊、師

兄們都鶲入去綁鋼筋、拆板模，或是做溝

渠等等，景觀部分的工作都自己做。大家

雖然不是專業，但是都視如自己的家在

做，當然做出來的成果非常好。

他們都很用心，跟著前輩學習、製

作，相信未來我們的靜思堂，不只是造型

部嚴，也能很堅固，像是地下湧出的大型

藝術品。這都是集合大家的一分心所成就

的，也很感恩「真善美三合一」人文志工

的用心，若不是他們每天都去拍照記錄，

將這些感動人的畫面留下來，大家怎麼會

知道，這就是我們慈濟的大藏經。

人生不要空白，我們要為自己的人生

留一個歷史，大家走進慈濟裡來，就已經

是藏經，是人生的歷史。

生活就是經，有的人若是心沒有照顧

好，就是反面的人生。佛陀在講經時，也

有很兇惡的人，在損害人生；聽到佛陀說

法之後，卻能改變過來，這就是菩薩，就

是生活中的經典。我們都是生活經典中的

菩薩，也是現代社會的人間菩薩，所以要

救山、救海，除了呵護地球、疼惜人間之

外，更是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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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5.12.17 對象：雲林區委員、慈誠、榮董

地點：雲林聯絡處

時
間過邟很快，又是一年一度的歲末

祝福；舊的一年即將過去，我們要

用虔誠的心迎接新的一年。

世間之災

透過影片畫面所看到的景象，真黕人

心痛與不捨；山河大地的氣候不調和，為

人世間帶來極大的破壞。

二○○四年底，在菲律賓短短不到十

天裡，接二連三遭受四個颱風的侵襲；重

災區距離馬尼拉市，平常道路通暢就需

二、三小時車程；經過三、四次颱風夾帶

大雨的侵襲，整個城鎮被破壞，道路也無

法通行，在菲律賓的慈濟人乘坐直升機及

時去發揮那分愛的付出，並且持續很長的

時間給予災民照顧、發放物資以及義診關

懷等。

同樣在二○○四年底發生的「南亞大

海嘯」，由於印尼的一個大地震，引發海嘯

造成十二個國家的大災難，截至目前為

止，慈濟仍在印尼以及斯里蘭卡，為他們

建造大愛村。

印尼計畫建設三千七百戶，還包括醫

療、養老、學校等設施，等於是在為他們

造鎮，預計今年（二○○五年）底將完成

五、六百戶，同時啟用並發放物資，其餘

的三千多戶，工程仍在進行中；斯里蘭卡

也計畫興建六百多戶大愛屋〈註〉。

正因為「南亞大海嘯」這波驚世的災

難，讓大家用愛付出，募心募款，啟發人

人的愛心。我常對大家說，要讓天下無災

難，處處平安，唯有先救心，將人人的愛

心啟發出來，能夠去付出這分愛，有愛就

有福。古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人

人積善，人人有福氣，自然就能夠消弭災

禍；所以我們在街頭巷尾勸募，最重要是

要「募心」，這也叫做活動的道場。

道場不只在寺院裡，而是在人人的活

動中；感恩有這麼多委員及榮譽董事受

證，加入慈濟大家庭，重要的是，我們要

身體力行，口說好話，讓大家知道世間無

常，國土危脆的道理。

佛陀來人間是為了眾生而修行，也是

為了眾生才示現他已覺悟；其實佛本來就

已經證悟，只是來人間作模範，帶領我們

如何修行。佛陀開始說法，就告訴我們：

世間是苦。

看到二○○五年慈濟大藏經的紀錄影

片，哪個月沒有苦相，哪個月沒有使人椎

心刺骨般的牽腸掛肚；世間的種種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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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知道人生是苦，人生無常，一旦哪

裡發生災難，我們要趕緊告訴大家有這樣

的驚世災難。

去年許多人沈浸在歡度聖誕節的喜悅

時，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家都還

在放假、遊玩之際，偏偏南亞大海嘯就在

此時發生，誰能預料？也沒有辦法真正了

解地震的發生，大海嘯的形成，突如其來

讓大家措手不及，這叫做無常。

在電視畫面上我們也看到四月，為伊

朗巴姆城援建的學校舉行破土儀式；很多

人對此事不太清楚，一是因為伊朗發生大

地震是在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當

時伊朗發生規模六點三的強震，將巴姆城

二千年的文化遺產破壞殆盡，並且造成人

員死傷無數，然而二○○四年的同一天發

生南亞大海嘯，國際焦點聚集南亞，就忽

略了伊朗；二是當時考量認為可郕平時國

際賑災的專款專用，提撥援助經費，因此

並未發動上街頭募款。

那段時日，我們為伊朗災民發放大

米、毛毯，義診治療，援助了一、二十萬

人，尤其當地氣候，白天炎熱，夜晚寒

冷，平時風沙又大，是典型的沙漠氣候，

看到孩子身處嚴酷的環境，實在很可憐，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心力與費用協助他

們。

由於不忍孩子們失學，後來決定為他

們興建六所學校，郕構圖設計、溝通等準

備工作，花上大約一年的光景；建校花用

的經費就要五、六億，尚不包括之前急難

救助的費用，這就是平時點點滴滴累積

「國際賑災」的愛心存款。

「南亞大海嘯」的因緣，我們動員上街

頭勸募，希望善用每個人的道場功能，喚

醒大眾警覺人生無常，國土危脆，人人付

出這分愛，珍惜造福的機會。

這麼多人遭遇苦難，示現無常的道

理，更要讓大家知道我們是幸福的人，尤

其受苦難的人有那麼多，有福的人只要心

存一念善，肯付出一點點，用心、用愛匯

集起來，點滴都能成就很大的力量，這就

是「一善破千災」，所以我們要積極的人間

菩薩招生；資深的菩薩們身體力行，用自

己身體道場慢慢來鼙養、帶領更多人一同

「愛灑人間」。

慈濟大家庭

前面我說過的，道場是人人活動的道

場，一如我們的身體就是道場，要去引導

人，首先讓人知道人生是苦，人生是無

常，哪個地方的確有可憐的人，藉由災難

的發生，苦難眾生的示現，而啟發大家的

愛心，這叫做「愛灑人間」。

透過「愛灑人間」，慈濟人接引很多人

走進慈濟的道場，慈濟這個大家庭，看看

這位十七、八歲的女孩，我們不捨啊！她

正值青春年華，這麼年輕的生命，竟然邟

到絕症。雖然現在醫療發達，但是「神仙

難救無命人」，她的腦瘤生長在腦幹處，大

家都已盡人事了，到最後也只能聽天命。

還記邟當時，父母陪著女兒回到花蓮，父

母親傷痛欲絕，拉不回來的心，如撕裂心

腸般痛苦。

幸好有慈濟大家庭，師兄、師姊的關

心與陪伴，陪他們度過了人生最黑暗坎坷

的時候，否則人生茫茫，何去何郕？他們

自己也不知道。這就是我們這個大家庭的

溫馨，哪個地方或是任何人有了困境，需

要我們去現身說法、愛灑人間，大家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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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力量一起去關心。

記邟今年六月間，我行腳到中南部，

那時候正好是雲嘉以南到高、屏地區遭受

水患。我到嘉義聯絡處時，看到大家忙碌

地在做便當，衛生可口、色香味俱全的餐

食，看了很感動，每個便當都是熱騰騰地

送抵災民手中。

嘉義行腳之後，回到雲林，大家不經

意地都被師父嚇了一跳，那時候，雲林聯

絡處還沒有興建廚房，只是臨時搭蓋棚

子，但一樣有很多人來洗菜、切菜。烹煮

的每一道菜，都是色香味俱全還兼顧營

養，看到大家認真地做救災的便當，那分

對災民的尊重與愛，讓我好感動；尤其在

發送便當時，慈濟人將便當雙手齊眉高高

地捧著給予災民，以表達那分尊重的愛，

這就是「誠」。

我常對大家說，我們的內心要有「誠

正信實」，對人要郕心發出至誠，以愛的行

動去付出。慈濟人做事不存私心，因為我

們要學佛，《無量義經》有云：「菩薩大

道直故。」菩薩道是一條很大、很直的道

路，我們走在這條康部大道，心是誠正

的。

人人心誠、行正，就能夠受人肯定信

任，如果無法讓人相信肯定，這就不像人

了；學佛，要先學做人，人格若完成，佛

格就成了。所以我為你們授證，人人要記

住「誠正信實」，這是內心的修行，對外，

則要力行佛陀的教導「慈悲喜捨」。「慈」

是予樂，「悲」是拔苦，「喜」是人文，

「捨」就是教鴮，慈濟四大志業，就是郕佛

陀精神的精粹所表達出來的，大家能一起

鶲入志業中，要珍惜這分緣。

「來不及」的警策

慈濟人不僅在苦難時聞聲救苦，平常

也積極地落實社區，引導左鄰右舍都是慈

濟人，那麼社區就能平安；社會若人人都

是慈濟人，社會就很祥和了，全世界處處

都有菩薩，那人間就是淨土了。這不是不

可能，只要人人肯發心，一傳十、十傳

百、百傳千……，輾轉相傳、接引，若能

如此，人間淨土可成。

走進慈濟，人人都是人間菩薩，胸前

掛著「佛心師志」；要以佛心為己心，學

佛的大慈悲心，不忍眾生受苦難，不忍地

球受毀傷，疼惜天下萬物；以師志為己

志，師志就是要力行菩薩道，修菩薩道的

人要發心立願，有喜捨心，歡喜、甘願，

為天下眾生付出，讓眾生離苦邟樂。

「但願眾生邟離苦，大愛包容地球

村」，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必須抱持甘願

做、歡喜受的心，進而體悟到「福郕做中

邟歡喜、慧郕善解邟自在」的法喜；要以

歡喜心去做，才有這分福，時時善解、包

容，才會有智慧，用大愛包容地球村。

因為堅定跟隨師志的這念心，要為苦

難眾生付出，所以要用智慧，將道場推動

到社區、社會、乃至天下每個角落，才能

夠很自在、沒有掛礙地以這分喜捨心，匯

合佛陀的慈悲。

我常說「來不及、來不及」；一年一

年不斷地過去，每過一年，壽命就減少三

百六十五天，「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也已

到古稀之年了。每過一年，就會想：還剩

下多少時間可以做，我要趕快做。

最近常對大家說，時間、空間、人與

人之間，請大家要把握時間，多利用空

間，多利用廣闊的道場，帶動社區民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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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淨化人心。在道場中人與人要互相勉

勵，不要變成是非場，如果只是在說別人

的是非，那就是浪費時間、空間，人與人

之間。

我們就是人間心地的農夫，要經營自

己的心地，勤於除去雜草，播下良善的好

種子。等到果實纍纍時，再將愛的種子撒

播給他人，這叫做菩薩，也是人間心地的

農夫，希望大家能精進做好人間菩薩、心

地農夫。

四合一之法要

對外要愛灑人間，對內要行四門四法

──合心、和氣、互愛、協力。「合心」

是傳承，「和氣」是拱橋，「互愛」是通

道，「協力」是動員；合心是傳承，廣義

來說所有慈濟人都是合心，這也是我所希

望的。

「合心」，是指狹義的合心組隊，因為

資深委員、慈誠進慈濟的時間較早，我若

是起個頭憶當年，不必說太多，他們就能

夠知道事情始末，以及我當時的起心動

念；由於他們一路跟隨我走過來，慈濟四

十年來的點滴歷史，都清清楚楚，可以和

大家細說分明，這就叫做傳承。人人都是

活動的道場，好話要不斷地傳，慈濟的歷

史，也需要有人來流傳，所以合心是傳

承。

佛陀住世時，要阿難做侍者，阿難就

對佛陀說：「佛陀啊！您若是要我當侍

者，別人若問起我佛陀以前說過什麼，我

不知道的話，該怎麼辦？」於是阿難向佛

陀提出請求：「您如果要我當侍者，請您

將二十年來所說的法，全部再說一次給我

聽。」

佛陀一一將過去說過修行的過程法門

再告訴阿難，阿難聽聞之後說：「過去我

不知道佛陀的經過，現在知道了。」佛法

流入阿難心，阿難就擔任傳承的角色；因

此現有的佛法，都是阿難「如是我聞」，將

佛陀演說過的法門再說一次而傳承下來

的。

現在「合心」也是擔任傳承的角色，

尤其現在的電腦網路很方便，全球慈濟網

站，還有慈濟大藏經，都有許多慈濟的歷

史、現在發生的新聞，及全球的足跡。合

心的成員更加需要認真來看，負起責任承

先啟後。

「協力」是動員，新發意的菩薩，包括

新受證的委員，鼙訓的委員、慈誠都是郕

協力門進來的，或者在社區活動的社區志

工、環保志工，都很需要有人帶領、陪伴

他們繼續行走在菩薩道上。

「合心」將師父的理念或者是發布任

務，布達給每個人知道後，還要回歸協力

組裡，與組員一同承擔做事，配合組長的

叮嚀，協助與社區的互動。無論扮演合

心、和氣、互愛的角色，只要是慈濟人，

就有責任、義務協助、推動在協力組的任

何活動，這就是協力動員。

「和氣」是拱橋。在合心、協力的過程

中，每個人都要和和氣氣地做事，展現佛

教團體之美，讓人感受到誠正信實、慈悲

喜捨的精神。自然大家會給予肯定，我們

才有辦法度人。所以和氣就是合心、協力

間的拱橋。

拱橋搭建之後，還要開闢一條很開闊

的道路，那就是「互愛」；互愛就是通

道。人如果沒有真誠互愛，這條道路開不

闊，無法在菩薩大道直行。佛陀教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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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菩薩就是要去開路、鋪路，所以我們

要用愛鋪路。四十年來，我們都是用愛鋪

著路走過來，未來無論是一百年、二百

年，也還是一樣。

不只愛那些受災受難的可憐人，更重

要的是，要愛和我們比鄰而坐、有殊勝因

緣的法親，自己倘若都不能互愛，如何去

愛別人？希望大家了解愛是平等的，沒有

分別，人人要互相感恩。

「感恩、尊重、愛」是慈濟人必須具備

的精神，人與人之間互相感恩，因為要成

就一件事，若沒有眾人的分工合作，就無

法順利完成。在感恩的同時，要互相尊

重，不要有分別心，人人都在修行，每個

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我們一定要尊

重。能夠感恩、尊重他人的人，才是真正

有愛心的人，大家要記住這番話，也要珍

惜這分緣。

今天受證的人，要以佛心師志，胸前

要掛著自己的氣質，郕現在開始，身口意

三業都要照顧好，這也是修行。

我們要以感恩心送走舊的一年，用虔

誠心迎接未來新的一年，希望天下無災

難，社會祥和，人人家庭平安。

【註】：至二○○五年十二月班達亞齊已完

成五百戶，並於十二月廿六日為班

達亞齊一百廿戶大愛屋舉行入厝典

禮；至二○○六年四月斯里蘭卡漢

班托塔完成三百戶，並舉辦入厝儀

式，其餘將陸續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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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當代佛教思想巨擘

——印順導師
編撰∕何日生

92

一代大師 安然捨報

當代佛教界的長老耆德及佛教思想巨

擘──印順導師，於2005年6月4日上午10

點07分，在花蓮慈濟醫院圓寂。

印公自幼體弱多病，然而對佛法之研

究及宏揚始終不愧餘力。百年人間難求，

而導師歷經一個世紀的歲月，孜孜不倦倡

議佛法人間化。近年來健康狀況時好時

壞，多次進出醫院。2005年4月10日，導師

因為心臟衰竭，引起心包膜及肺積水合併

支氣管炎而住進花蓮慈濟醫院，4月20日導

師百歲嵩壽之際，尚能於慶祝典禮上接受

弟子之禮敬祝壽，然而，由於年事已高，

身體機能逐漸衰退，嵩壽之後健康狀況未

見好轉，5月20日再次因心包膜積水擴大，

以及肺部感染而轉入加護病房照顧，6月4

日上午10點因心臟及呼吸衰竭，於熟睡中

安詳捨報。

慈濟醫院林欣榮院長領導之醫療團

隊，連日來不眠不休、竭盡心力照護，隨

侍陪伴導師至最後一刻。導師生前曾囑咐

於捨報後讀誦《佛說無常經》，期勉弟子體

悟世間無常之義甚深。導師在慈院期間，

佛教界法師信眾往返花蓮探視者多，弟子

們亦隨侍在側，殷殷照顧。導師法體在慈

濟大學追思堂供信眾瞻禮送駕之後，證嚴

上人及眾弟子全程護靈移往新竹福嚴精

舍，供教內外各界瞻仰。

裾貑遏諲 褋蛜謢師

印順導師於6月11日清晨6時灑淨、移

靈，下午3時起龕，舉行荼毘（火化）儀

式。7時許，移靈隊伍抵達慈濟新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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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由主法三師上仁下俊長老、上真下華長

老、上印下海長老主持。抵達時，晴日朗

朗、微風陣陣，由福嚴精舍住持厚觀法

師，手捧導師牌位，引領隊伍於前，莊嚴

緩行。長恆法師以香案引禮，福嚴精舍眾

師生，輕撫靈柩隨靈車前進。此時身著旗

袍、西裝之慈濟志工長跪兩側，讚頌南無

釋迦牟尼佛，當上印下海長老及諸長老之前

導車隊進入新竹聯絡處時，眾弟子頂禮跪

拜，場面莊嚴肅穆。

導師圓寂追思讚頌法會現場，共計各

地法師一千四百多人參加、會眾則超過兩

千兩百人，為使會場莊嚴，在動線安排、

齋食準備與招待工作上，現場參與的志工

高達千人以上。而慈濟基金會全球各分

會，也同步舉行追思讚頌儀式，當天同時

與會的海內外慈濟人超過六萬人。

證嚴鍒人親臨布置裶思會

證嚴上人在導師圓寂後十多日以來，

往返於台北與新竹，帶領著慈濟志工及大

愛電視台同仁參與各項法會現

場的布置、流程的彩排，包括

香案的擺設等細節，對導師永

恆緬懷之心不言可喻。11日午

後3時，導師法體起龕，前往

獅頭山勸化堂進行荼毘（火化）

儀式，海內外諸山長老與弟

子、學僧，一路陪伴。沿途

間，來自各地的眾多會眾，在

莊嚴的佛號聲中，長跪路側，

無不落淚，短短約四十分鐘路

程，眾人心情沉重，流露不

捨。導師的法體於11日下午5

時進行荼毘儀式後，於6月12

日9時，安奉於福嚴精舍塔院。

人西輝蓍 永存人西

導師誕生在一個東西方交錯的時空，

成長於一個顛沛艱苦的環境。他見證了一

個世紀的動盪，他的心卻因這個動盪而堅

定了清淨無染的悲願。他穿越了歷史長河

的辛酸，他的覺性卻因著苦難而更清朗開

闊地擁抱人間。導師提出「人間佛教」的

理念，關鍵性地影響佛教的發展和實踐。

他將佛教從之前的內修自明，轉化為外弘

內修兼具，以體現佛陀教化之正知正見。

正如導師所引述《增壹阿含經》所言，

「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 他將

佛教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落實到人

間。

導師人間佛教的思想更推展於當代社

會。雖然導師在《平凡的一生》中自比為

一漂流的落葉，但其實其生命之開展自成

一格，獨步當代，他的著作等身，影響後

世佛教思想及社會人心之方向甚鉅。

6月4日下午4時，慈濟醫院召開記者會對外宣布導師圓寂。由印海長

老宣讀新聞稿並略述導師生平。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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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輝團 蓍諭諲生

導師於民國41年來台，民國42年成立

福嚴精舍，成立一獨立學團，以講授研修

佛法為宗旨。並於民國49年於台北創立慧

日講堂，致力推廣宏揚佛法，精舍與講

堂，能分別內修外弘，相助相成。

慧日講堂現任住持慈忍法師

回憶起與導師的互動時表示，

「在佛法思想上，導師性空的思

想，是佛學界的權威，也啟發我

對佛法的追求；在修行上，親近

導師，可感受佛法的智慧是一定

要盡全力、廣泛、深入修行，一

定要從生活及行為上平實地做

起。」言及導師的親近與恢弘的

智慧，慈忍法師流露出感念導師

的孺慕之情。慈忍法師也不斷強

調，導師最反對好高騖遠、顯異

惑眾，也因為這樣的堅持，讓秉

持著導師精神的慧日講堂，始終

保有宏揚導師思想精神的清靜和

純淨。

慧日講堂除由導師擔任創

建住持外，歷任的住持包括：

目前旅居美國的上印下海長老與

上真下華長老，皆為佛教界碩德

長老，更由此可見慧日講堂對

宏揚導師理念，所扮演之重要

角色。

民國42年，導師創建福嚴

精舍，四十多年來，共住修學

者眾，培養佛學僧，期望將大

乘佛法普遍至世界各地。福嚴

精舍住持厚觀法師表示，他能

向導師學習是一份非常珍貴而又難得的因

緣。他說：「在歷史上，像導師一樣大師

級的思想家非常少見。在浩瀚的佛學體系

中，導師的思想很容易讓人深刻地了解佛

陀的本懷；在這段歷史的長河裡，如果早

五十年、晚五十年，就可能碰不到導師

了，這是何其有幸的殊勝因緣。」

6月4日下午5時許，導師法體在慈大淨護完成後安放於追思堂。在特

製的透明瞻仰台內，導師面容安詳，彷彿慈悲陪伴著依依不捨前來

瞻仰與守靈的大眾。隔天全日開放民眾瞻仰。攝影 / 蔡淑婉

6月6日清晨6時，護靈移座大典在莊嚴佛號聲中舉行，導師法體由

八位慈誠隊員緩步扛出追思堂（主法和尚：左起法藏法師、真華

長老、印海長老；右前：王端正副總執行長、左前：林俊龍院

長）。攝影 / 李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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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歲軟 謢師清安迦憂

導師圓寂之後，證嚴上人在6月5日的

志工早會上懷著傷感敬佩的心情，敘述導

師在最後的日子裡，心境總仍是在平靜與

法喜中。上人說：「導師住院期間並不顯

現病苦，臉上常常掛著微笑。醫療人員

說：『師公，今天天氣很好，您看窗外景

色很漂亮！』老人家就會回過頭笑一笑；

有時候醫護人員讀報，導師邊聽邊睡著

了，但一聲呼喚，他醒來又笑了。當睡眠

的時間愈來愈長，大家在耳邊呼喚：『師

公我們來了，醒一醒、笑一笑啊！』他會

露出笑容；在加護病房瘳，雖然眼睛闔

著，但只要有人靠過去，導師臉上也會出

現笑容……。可以想見那樣的心境——清

涼、無憂、歡喜。在這樣溫馨的環境中、

在終生無染清淨的修行中，導師如此輕安

自在、了無罣礙地安詳示寂。」

乘願再趐 膚慰人西

導師圓寂後，在慈濟大學的大捨堂，

眾弟子為他更衣。證嚴上人於導師更衣之

後，將導師雙手輕舉交疊於腹部，左手已

經安穩放著，右手卻總是向身側滑下——那

姿態讓上人非常震撼！上人說：「這不就

是佛陀灑淨圖中，佛一手持缽、一手灑淨

撫慰地球的形象！這是導師最後給我的教

示。而且我相信，我的師父——人間導師，

會如願乘願再來人間，他還要膚慰人間。」

一個偉大宗教思想家的離去，留給世

人無限的緬懷及深省。導師的一生，在看

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孕育著璀璨的思想

之光。而在他平易純真的胸懷中，理出了

現代佛教的磅礡生氣。導師曾說他一生隨

順因緣，因居而安，其實這隨順及漂泊，

不正是見證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嗎？

不正是印證「一個永恆的智慧是不擇地而

生」！而他如落葉般的生命終究變成一艘

巨大的法船，承載無數苦難的眾生航向覺

悟的彼岸。

導師的身軀雖已然滅寂，但他的精神

及智慧之光將深遠地影響當代及未來的佛

教發展。在我們悼念導師遠逝之際，不由

敬歎一個莊嚴偉大的生命，在百年歲月中

之圓滿成就。

護靈車隊在近百位僧尼法眷、弟子門生及慈濟志

工護送下，從花蓮出發，經九小時車程抵達新竹

福嚴精舍。攝影 / 林昭雄

6月11日「印順導師追思讚頌法會」上，證嚴上人虔

敬合十，神情肅穆。攝影∕黃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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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影在慈濟
整理∕洪淑誫 圖∕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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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嚴上人，受印公人格的薰陶與學風

親炙，領受了導師「為佛教、為眾

生」教誨，身體力行，帶領全球慈濟人將

汩汩清泉愛灑人間。雖然未能隨侍導師左

右，上人每月行腳西部必定拜見導師；導

師偶駐錫靜思精舍，或入慈濟醫院療養，

常住眾、慈濟志工與醫護人員，更把握機

會孝養與請法。

師徒共聚

1999年10軟19日•花蓮慈濟醫院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未滿一個月，上人

憂思災民處境，身形、臉龐更加削瘦。上

人到病房探望導師，眾人留下這張師徒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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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分隨力付出

2000年9軟6日•靜思精舍

導師將返台中華雨精舍，大眾送駕。導

師慈祥開示：「大家要發菩提心，行菩薩

道。天下苦難多，希望大家用心付出；這並

非在求功德，只是盡本分隨分隨力去做。」

上人恭送導師到機場，直到導師身影

消失在視線外才離去。

圓融的典範

2001年6軟3日•法雲精舍

導師在屏東法雲精舍小住，上人往赴拜

謁。

上人以《慈濟》月刊封面，向導師說明

花蓮靜思堂講經堂「佛陀灑淨圖」及周邊的

木雕藝術工程，並敬呈千年檜木香包予導

師。大家好奇香包上書寫何字？卻見「圓融」

二字。「師父一生就是圓融啊！」上人無

限敬仰。

2004年4軟6日•華雨精舍

上人長跪敬呈一襲新裁製的長衫，

恭祝導師百歲壽誕「嵩壽吉祥」。攝影

機、相機一陣閃爍，捕捉導師慈祥身

影。之後靜憪拿著數位相機向導師展示

方才錄影畫面。導師瞧著小相機瘳移動

的人影，影像清晰、色彩鮮明，果然是

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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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次是偷偷溜出來的，很多人都不

知道我要去哪瘳，只有他們……」上人望

著跟來的少數慈濟志工說：「就這些『神

通廣大』的，不知如何得到消息的呢！」

導師頷首：「人太多啦！」言下甚是

明瞭上人好靜之性情。

最關心和最希望的

2004年6軟28日•花蓮慈濟醫院

6月初行腳結束，搭火車抵花蓮後，上

人立即來向導師請安。「有沒有走一走、

動一動啊？」導師年歲已高，需要多徒步

以使血液循環暢通，故上人每每請導師多

走動。

月底又要出門多日，上人見導師氣色

轉好，綻開慈祥笑顏，心中的懸念終於寬

解。

有人問導師：「證嚴法師創立慈濟世

界，能不屈不撓地往前走，都是依靠您的

精神支持？」「那是他自己的願力。」導師

表示，大乘佛教講究利益眾生，無所畏

懼：「行菩薩道，遇到挫折阻礙是理所當

然的。只要願心堅定，根本不會在意這些

困難，只會朝著自己的目標而努力！」

上人表示：「是師父的恩德，庇蔭著

我走慈濟路。當初建設慈院時，歷經無數

艱辛，師父給予我有形的贊助和無形的鼓

勵，眒我感恩！」

上人與美國「騎士橋國際救援組織」

愛德華博士敬謁導師，報告慈濟對阿富汗

強震災民的援助計畫。

慈濟中區教聯會老師盧春安，向導師

報告參與大陸文化交流的成果。導師的起

居室瘳放置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大樓模型撲

滿，每當瘠幣後便會響起「大愛」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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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病苦蠅濟世利人

1984年4軟24日•花蓮慈濟醫院動土

1979年，導師來靜思精舍小住；一日

午齋後，師徒茶敘，導師叮嚀：「你要把

身體顧好，身體不好怎麼做慈濟！」

上人說：「我不擔心自己的身體，倒

是擔心如何讓慈濟慧命永存。我想要找一

個讓救人工作能持續的方法。」

導師問：「世間有這麼好的事嗎？」

上人徵詢導師的意見：「我想要蓋醫院。

因為醫院能救人，即使我不在了，仍能繼

續發揮功能。」「那是很辛苦的事情啊！」

導師提醒。

為協助籌募建院經費，導師撰文呼

籲：佛法以解脫人類苦惱為理想，而病苦

是八苦之一，在佛法中，救護病者，一向

被讚歎為大功德，這是佛弟子所應行的。

「希望大家仰體佛陀的悲心，來完成這

一救護病苦的事業，以表達佛法不離世間

的現實功德。」

導師認為，慈濟功德會成為台灣救濟

貧病的著名機構，來自於「推動這一事業

者，憑一股誠懇的悲願，踏實的工作，感

召大家來共同發心。」

導師以「一分精神，一分事業」勉

眾，共同完成這有意義的建院事業——大

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則有願必成！

1984年花蓮慈院動工，導師主持動

土；1986年8月17日啟用，大廳鐫刻著導師

撰寫的紀念碑文：「非堅定之毅力，無以

克艱巨之事功；有慈悲益物之真誠，乃能

成濟世利人之志業。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經

多年之籌建，於今沛焉有成，為東部地區

醫療服務之重鎮者，乃證嚴法師本其悲憫

之心、勇健之行，感召諸方，集一切善緣

有以成之也……」

利益諲生蠅發揚輝法

2002年4軟14日•台中慈濟志業園區

台中慈濟志業園區動土前夕，上人赴

華雨精舍，敬邀導師蒞會。

動土當天，高齡九十七歲的老人家，

在眾人的夾道歡迎中蒞臨。會場播放慈濟

歌曲「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上人翻開歌

詞和導師一同觀看，並隨著音樂唱了出

來，導師也跟著唱，還用手指比著歌詞

說：「唱到這瘳、唱到這瘳」，臉上始終掛

著微笑。

導師並在典禮中對眾開示：「今天參

加這個大會，真是使我有說不出的歡喜。

感到佛教的基本精神在發揚光大，所以才

會有很多的智慧、方法，來推動種種利益

人間的工作。佛法本應該要這樣利益人

間，看到今天這個盛況，對於佛法基本精

神的發揚，我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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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研醫學蠅利濟人西

1995年10軟31日•花蓮慈濟醫院

「是不是讓導師也從顯微鏡瘳，看一下

細菌？」在慈濟醫院病理室，師徒二人傾

身自儀器中細看細菌蹤影。這天，上人陪

同導師與真華長老等參觀慈濟醫院、醫學

院。行至醫學院，眾人提議，逢此殊勝因

緣，請來賓在登錄簿上簽字。真華法師題

字：「慈悲為懷，濟世救人。」導師沉思

半晌，鄭重下筆：「深研醫學，利濟人

間。」

一人一善蠅遠離災難

2001年10軟13日•靜思精舍

在桃芝風災、納莉風災、美國九一一

事件等接連的天災人禍後，2001年「一○

一三．一人一善」慈濟「愛灑人間植福田」

運動，在全球啟動，祈願用愛來撫平人與

人之間的對立與仇恨，止息天災人禍。

當天，導師引領靜思精舍常住師父步

出山門，帶領大家共同祈福、發願。導師

開示：「看到他人種種的苦難、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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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發悲憫心，再以種種方法除去他人苦

痛，使大家都能在現實世間好好生活，這

就是愛心。」

世間難免有各式各樣的苦痛，貧窮也

是苦痛的一種，導師表示，除了物質上的

救濟，還可以啟發貧困眾生的愛心，使愛

心愈來愈擴大。

「多發慈悲心、多生愛心，為自己，也

多多為眾生著想；如此不但能使自己的道

心、修持的功德一天天增長，也使佛教在

社會一天天發揚光大！」

發心堅定蠅莫忘此日

1995年11軟11日•靜思精舍

精舍十五位近住女經過兩年以上的磨

鍊，現沙彌尼相。

圓頂儀式禮成後，佛子們拜見導師。

導師著祖衣，端坐開示：「人身難得，佛

法難聞。能在此出家是福報，發心要堅

強，莫忘這一天。出家之後，要好好修

持，慢慢地便會有了基礎。出家不只自己

修學，還要濟度眾生、為眾生做事，這是

基本的信念。名利之心不可有，要昇華品

德。」

眾人合影後，上人提醒大家：「你們

是最有福的，要知福、惜福，不要忘記今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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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歡喜蠅予人幸福

2001年11軟13日•慈濟大學

導師在慈濟委員蕭惠特等人陪同下，

參觀慈濟大學靜思書軒與大愛電視台的東

部新聞中心。

導師在東部新聞中心接受記者採訪時

表示，佛法最主要的理想與目的，在於利

益人群，大家既然發心參加慈濟志業，應

該要起歡喜心，盡自己的能力使人得利

益。

「憑自己的能力去付出，能做多少盡量

去做。既是為了大家的利益而努力，假使

自己稍微辛苦，能使別人得到歡喜、幸福

的話，那也就滿足了。」

導師每蒞臨花蓮，皆給予精舍常住二

眾莫大的鼓勵。導師永遠慈祥、和藹，是

智慧燈塔，更是上人的依止；其語默動靜

眒人油然歡喜親近，沐浴在其智慧之溫煦

和風中。

令人期待的新年禮物

1999年12軟13日•花蓮慈濟醫院

導師住院療養中，上人前往探視。

慧璨法師正在摺慈濟歲末祝福用的福

慧紅包，也拿了幾個給導師摺。眾人皆讚

導師手巧，導師笑言：「我什麼都不會

做，只會做這個。」

明聖法師提到導師精神好時，偶爾會

摺上幾個，並在上面簽名；而這幾枚紅

包，將留作靜思精舍過年時抽獎用。眾人

聞言，對此意義非凡的禮物都充滿期待！

上人請導師多寫幾個紅包，還可以

送給醫護人員呢。

除夕

2000年2軟4日•花蓮靜思精舍

除夕日，上人對導師頂禮辭歲後，

長跪敬呈紅包及年禮。

大家都好奇這年禮是何物品呢？打

開一看，除有一件土黃色長衫外，並有

布製之書套。上人笑道：「明天是新

年，新年穿新衣！」

長衫與書套都是精舍常住親手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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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在「極機密」下完成。導師十分歡

喜，當場換上新衣。

當日午供，導師即穿上這新長衫外搭

深盤色袈裟，帶領大眾行禮。之後並對常

住開示：「大家從現在開始心地光明，一

切一切向佛法前進，惜福澤，求智慧；一

方面自己身心要照顧好，一方面要為三

寶、為眾生服務。落實自利、化他，出家

學佛才有意義。」

導師難得能在精舍過年，眾人歡喜的

心情難以言喻，小朋友也在大殿上向「師

太」拜年。這幀除夕紀念照，意義深長。

一生最重編的事

2000年4軟16日•靜思精舍

農曆3月12日，導師九五壽誕；上千人

湧入精舍，慶典既熱鬧又溫馨。

導師身披紅祖衣，法相莊嚴慈藹，神

采奕奕。觀音殿中，真華法師先向導師拜

壽，接著大眾依次頂禮。虔誠肅穆中，

「讚仰三寶之歌」悠然響起，歌詞正出自導

師之手。

導師環視眾人，靜聽歌曲。忽然，歌

曲一轉，換成輕快、活潑的「祝您無量壽

福」。慈濟志工推著八個大禮物箱出來，箱

子瘳霎時冒出八個小菩薩！天真可愛的孩

童，小步跑到師太眼前，有的要抱，有的

要摸頭，哄出滿堂笑聲！

接著慈誠代表合力推送一個好大的桃

子前來。導師伸手輕輕拉外繫的紅絲帶，

卻見這枚大桃子鬆綁之後，如一朵盛開的

大蓮花，花蕊中心還有一個大桃子。導師

切開壽桃，刀才落，忽有數十個小桃子跳

蹦出來！

餘興未歇，只見志業體主管捧著一個

奶油糕，恭敬地走到導師面前。導師對著

奶油糕由下而上依次劃三刀，大家一陣歡

呼，人人喜上眉梢。

慈祥的導師歡喜地說：「今天，大家

都來這個地方，我很慚愧！謝謝大家！人

最重要的還是福智、智慧，多充實以增長

福智、增長智慧，這是我們一生最重要的

事情。希望大家宣揚佛法，求福求慧，從

這兩方面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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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待一波波來客離去，上人行步

往寮房探望。導師安然坐在長椅上，容顏

未顯疲倦，神情悠閒、安詳。上人殷殷相

詢，唯恐慶典擾亂了好靜的導師。導師慈

祥微笑，明聖法師笑言：「慶典後，導師

始終讀著書，真是悠閒自在。賀壽的人可

忙得很呢！」

靜思十方諸輝蠅諦了一切唯心

2003年1軟31日∼2軟5日•

靜思精舍

新春喜氣濃，在精舍小住的導師，題

贈兩句話，精舍大殿四根柱子便以長幅紅

紙書寫之：「靜思十方諸佛，諦了一切唯

心」，以及上人靜思語句：「福從做中得歡

喜，慧從善解得自在」。

除夕夜的年夜飯，海內外慈濟人與導

師和上人共享溫馨的圍爐火鍋。家有高齡

長輩共度年節，眒人倍感溫馨；年節期

間，一波波拜年人潮未減，上人也陪同導

師到精舍各處走看。

精舍過年，處處流露出禮義傳家、和

氣致祥的美好人情，慈濟大家庭五代同

堂，眒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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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登陸的強烈

颱風海棠，造成台

灣花東、高屏、台南、

雲嘉地區嚴重災情。19

日上午8點開始，屏東分

會動員百名志工準備救

援物資，並前往林邊、

佳冬等地區救災。

台灣是綠意蔥鬱的

海中島嶼，但因地處熱

帶與亞熱帶季風影響的

區域，夏、秋之際總是

無法倖免地遭逢颱風侵

襲，不僅常造成嚴重水

患，甚至引發土石流等

災害。

2005年的「六一二水災」重創中南

部，讓國人見識到梅雨鋒面的威力，嘉義

更以833.4毫米累積雨量，成為台灣地區6月

最高降雨紀錄；7到9月的颱風季，有海

棠、泰利和龍王三個強烈颱風連續侵台，

並直接登陸，也是近四十年首見。綜觀

2005年台灣不同季節的冷熱變化有朝極端

發展的現象，確實有點「風不調、雨不

順」！

水患不斷的一年

6月12日，受到梅雨鋒面和旺盛西南氣

流雙重影響，豪大雨導致雲嘉南、高屏等

地區頓時變成汪洋一片，造成四萬戶淹

水、十多人死亡、一人失蹤，農漁損失超

過二十二億元。

7月18日又遭強烈颱風「海棠」吹襲，

持續五天的降雨，威力更勝2004年釀成七

二水災的敏督利颱風。果不其然，海棠影

7月18日登陸的強烈颱風海棠，造成台灣花東、高屏、台南、雲嘉地區嚴重

災情。19日上午8點開始，屏東分會動員百名志工準備救援物資，並前往林

邊、佳冬等地區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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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層面遍及全台，加上適逢大潮及海上颱

風所帶來的暴雨與強大西北風產生的大浪

等影響，造成台灣西南部沿海地區海水暴

漲，台南縣北門鄉甚至發生海水倒灌，導

致潰堤的情況發生。

在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有十多戶民

宅被大水沖走，一百多戶居民被迫遷移到

安全的地方；太麻里溪水暴漲，當地衛生

所、教堂及十多棟民宅被沖毀；高雄縣美

濃鎮也在三天內淹水五次之多。

交通運輸方面，鐵路局於18日宣佈全

面停駛，這是台灣鐵路史上的首例。而台

南縣麻豆鎮也因嚴重淹水，19日晚間緊急

封閉國道一號麻豆交流道；而台一線枋山

鄉楓港大橋被暴漲的楓港溪水沖毀，南迴

公路、南迴鐵路坍方，加上停水停電，恆

春半島六鄉鎮二十萬人及數千名遊客受

困。台中縣和平鄉谷關、梨山、松鶴部落

等地也有上千人受困。中部地區苗栗火炎

山下的苗140線發生土石流，五萬噸重的土

石傾瀉而下，使得苗栗通往海線的唯一縣

道完全封閉。

9月上旬的「泰利」颱風則是橫掃中南

部，造成西部沿海低漥地區再次因海水倒

灌，造成農漁業產物和設施損失，蔬果產

區也一片狼籍，其中以雲林、嘉義、台

南、彰化及高雄等縣較為嚴重，農業損失

金額高達新台幣十四億一千零二十二萬

元。

在秋天腳步漸進之際，被形容為「大

海棠颱風肆虐後，金峰鄉嘉蘭村居民被安置在金峰鄉圖書館，台東慈濟人前往發放慰問金及民生物資。圖為

慈濟人與居民互動，比手語及唱聖歌，現場氣氛溫馨、熱絡，讓居民多日的苦悶全拋諸雲霄之外。

攝影／林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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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龍」的「龍王」颱風，10月3日狂掃東

部，行進中一度出現「大眼包小眼」的雙

眼颱，使得花蓮高達十四萬用戶停電，超

過一半的招牌被颱風吹落，街上根本無法

通行，農業損失更逾三億元。

適時讓災民安心

風雨過後，藍天白雲的身影即時湧現

在各災難現場，膚慰的雙手及安頓災民的

腳步，馬不停蹄。

6月13日凌晨1點多，台南縣左鎮鄉內

庄村的某戶人家後院轟然巨響，六十五歲

的謝太太起床前去查看；孰料，土石流沖

下的大樹頭正好把她壓個正著，隨後出來

的謝正成先生，也在瞬間被土石流淹埋至

脖子，眼睜睜地看著太太隱沒在一百多公

斤的樹底下，待謝先生奮力掙脫後報警，

當救援隊伍將謝太太送往醫院救治時，早

已回天乏術。看著滿屋子的泥漿與泡湯的

家具，謝先生一臉茫然，根本無法接受，

平日將家園整理得井然有序的女主人從此

失去了身影。

左鄰右舍自動自發協助清理土

堆及泥漿，慈濟志工也動員了近二

十人前來幫忙，部分土堆堵住排水

溝，導致泥漿不斷流入屋內，為加

速清理，有些志工乾脆脫掉雨衣，

捲起褲管，一鏟接著一鏟用力地

挖，希望居家環境能早點回復原

貌，也讓謝先生安心。

最佳後勤補給鬳

6月13至15日在屏東縣瑪家鄉連

續降下超過一千公厘的雨量，山區

道路坍方，造成唯一的聯外道路中斷，三

百七十二人受困。有位急著洗腎的阿嬤，

在國軍弟兄翻山越嶺協助下，將阿嬤平安

地背下山緊急就醫。國軍曹善嘉說：「路

很難走，都是溼的，每踩一步，都怕會整

個崩塌下來。」而在山區還有許多受困民

眾，因此十四名慈濟志工分乘三輛貨車出

發，將生活物資與盥洗用品送入災區，交

到居民手中，讓居民們的日常所需暫時不

虞匱乏。

高雄縣六龜鄉大津村發生土石流，災民到屏東縣

高樹鄉新豐國小避難，慈濟人除了提供三餐外，7

月20日傍晚，高屏區慈濟人醫會也到現場為災民

義診。攝影／湯少藩

台南慈濟人準備「生活包」的內容包括：毛巾、牙刷、牙膏

和香皂等清潔用品，還有礦泉水、福慧珍粥及營養的香椿素

麵和糙米黃豆飯，更有慈濟人滿滿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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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公所人員表示，壯丁都出外就業，山

區剩下婦女居多，而雨下個不停，直昇機沒

辦法降落，便橋無法搭建，登山步道也崩

塌，因此揹送物資的任務，只能交由國軍弟

兄承擔，而後勤物資補給，則交給慈濟志

工，大家合心協力，場面溫馨而感人。

看到慈濟人真好

飽受六一二水災淹水之苦的台南縣保

安社區及三甲村，又面臨「海棠颱風」所

挾帶豪大雨的威脅，許多農作物、魚塭均

損失慘重，村民的家當也都泡在水中，影

響更甚於前次水患。慈濟人除了以最快的

速度進入災區，關懷獨居老人，致上「生

活包」外，大批志工菩薩並於7月21日清

晨，湧進台南分會靜思堂，洗米、洗菜、

切菜、貼「環保回收標籤」等等，近一百

二十位慈濟志工，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好三

千零三十五份餐盒與鄉親結緣。

連日的豪雨，使得三甲村水深及胸，

水退後，家具、垃圾凌亂地漂浮分散於各

處。村理事長陳金水帶領大家，挨家挨戶

地把上人的慰問函及熱騰騰的餐盒，送到

正忙於整理家園的災民手上，災民們心中

那份感恩全寫在臉上。

保安社區由於地勢低窪，雨雖然停

了，水深及膝的場景依然處處可見，慈濟

志工必須搭著橡皮艇才能進入社區內部。

對於及時送上的熱騰騰食物，居民紛紛表

示：「我已經兩天沒有吃到香噴噴的熱食

了，看到你們真好！」、「停水無法煮飯，

你們送來的便當像是天上送過來的禮

物。」、「以後有機會我也要像你們一樣回

饋社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一位手臂刺青，穿著黑上衣，撩起長

褲的年輕人，賣力地幫慈濟人抬便當、拉

橡皮艇、送便當，原來他是村理事長請來

一起幫忙的潘先生，他說：「我參加過巡

邏隊，也是天主教徒，為民服務是應該

的，而且年輕時『放蕩』過，現在多做善

事來補償吧！」

餐盒發放完畢，大家坐上消防車，災

民們親切地揮手致意，有的則趕緊歸還餐

盒，濃郁的溫情瀰漫著整個保安社區。

慈濟人趐了蠅我們有飯吃了

麻豆、學甲、七股等地區，也受海棠

颱風影響，外加曾文水庫洩洪排水不及，

造成道路柔腸寸斷。7月21日，同樣有兩百

多位慈濟志工湧入新營國小，準備熱食。

早上八點鐘，志工們分三條動線以卡車、

橡皮艇接力方式運送八百份熱食。

原本往小埤里十幾分鐘的路程，卻因

橋樑被大水沖斷，或道路積水等緣故，慈

濟志工走走停停，幾經波折才抵達社區門

口。才下車就看到一對夫妻──林漢同夫

婦，他們開心地走上前，「三天，整整三

慈濟志工在風雨中為災民獻上生活包，災民閱讀

上人慰問信的喜悅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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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沒有好好吃頓飯了，慈濟人又來了，我

們終於有飯吃了。」夫妻倆忍不住對志工

們描述現況：「今年淹水是五十幾年來最

嚴重的一次，社區瘳面水最深的已超過一

百七十公分高；對外交通只能靠竹筏及橡

皮艇代步，大家只能望屋興嘆。」

林漢同是因為家裡沒東西吃，才會搭

橡皮艇帶著三個小孩暫住朋友家，而住隔

壁的兩位老人家就只能避居於二樓，他還

特別請慈濟人關懷這兩位老人家。

人西處處是溫情

進入災區後，整個社區早已分不清何

處是水溝？何處是稻田？哪邊又是道路

了？只是遠遠就聽到一群災民呼喊：「我

們等好久了，你們終於來了，肚子餓扁

了，這邊要四份，那邊要三份。」有些災

民則無奈地說：「真不好意思，我們又見

面了，距離上次六一二水災剛滿月，現在

水又淹進屋子裡了。」志工也調皮地安

慰：「這次來做滿月，不會再有下一次再

做四個月了（按習俗為孩子做完滿月後，

有的人家會做「滿四個月」）。」逗得災民

們哈哈大笑。

大自然的反撲力量不可輕忽，有些住

戶的鐵門硬生生地被拔起，門前的洗衣機

則載浮載沉飄在水面；家園全然失序，連

土地公廟都只見尖尖的屋頂露出水面。

村里幹事熱情地招呼大家：「辛苦

了，還好又有慈濟的幫忙，否則真是苦不

堪言啊！」住在對面的雜貨店老闆似乎忘

記自己也是受災戶，他將一箱一箱高高堆

起的飲料搬了下來，說是「要給師兄、師

姊們解渴」；忙進忙出的同時，大家已親

如家人！

自7月18日海棠登陸後造成居民生活的

不便，慈濟志工在花蓮、台南、高雄、屏

東等地總共提供兩萬五千六百六十七份餐

點。

泡棉救生艇發揮救災功能

台南區的慈濟志工李清飛，由於住家

常淹水，也常吃慈濟送來的餐盒，心生回

饋之意。

他突發奇想，要讓慈濟志工發送餐盒

的過程更有效率，也更安全，於是發揮木

工的專長，用兩塊三夾板外加大泡棉，經

過一番敲打、釘牢，固定後，打造出一艘

獨一無二的泡棉救生艇。

這艘僅三十公斤重，卻能載重十個大

人及一千個餐盒，功能約相當於八百多公

斤重的超級救生艇；它讓同行的志工們不

用涉水，而且不需加油，材料可回收，很

有環保概念又具智慧，在救災時發揮了相

當大的功能。

愛的共振蠅消弭不安

9月泰利颱風來襲雖未釀成嚴重災情，

但一波波的水災，使得農作物毫無喘息的

空間，而青蔥價格更是狂飆至每斤四百

元，物價節節上漲，民眾抱怨連連，因

此，龍王來襲前夕，慈濟人走入社區展開

愛心叮嚀。

10月份，第十九號強颱龍王來勢洶

洶，慈濟志工不敢掉以輕心，即刻於花蓮

靜思堂成立防颱協調中心，準備各項物

資，並隨時掌握颱風動態，以便在需要

時，可以立即動員救援。

2日一早，各地即紛紛傳出災情，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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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立即前往防颱協調中心集合，蒐集災

情，開會討論救援動線，慰問受災的民

眾。

家住吉興一街的游秀娥，2日凌晨4點

遭到強風吹落的鐵門砸傷，右手嚴重骨

折，左手臂和左眉也被玻璃割傷，全身血

流不止，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救護車送至慈

濟醫院，等候開刀治療。慈濟志工聞訊

後，前往慈濟醫院慰問關懷，並送上慰問

金與證嚴上人的祝福卡，祝她開刀順利，

早日康復。

另一位住在國福里的何先生是食道癌

患者，和妻子、老母親三人僅靠老人津貼

過日子，1日凌晨家中的屋頂被強風掀翻，

家具物品全被淋濕，三個老人只能窩在後

來搭建的廚房裡躲避風雨。所幸經由鄰居

通報，請慈濟志工送來午餐與晚餐；另一

批志工前往關懷慰問時，趕緊送上三床棉

被、食物、生活包及慰問金供老人家應

急。何先生哽咽地說，還好有慈濟，在他

們求助無門時伸出援手。

吉安鄉的東昌村，因為

堤防倒塌，造成海水倒灌，

靠近出海口的六棟房屋全

毀，災情極為慘重，高齡八

十的鄰長藍國文也是受災戶

之一，面對天災，他欲哭無

淚，只能無奈搖頭，對於慈

濟人關懷，不斷地道感恩。

有鑑於幾次颱風來襲造

成身家安全受到衝擊，慈濟

志工們秉持證嚴上人指示，

於10月1日早上成立防颱協

調中心，下午召集各協力組

（隊）成員落實社區，至家

家戶戶按門鈴宣導，希望讓

災害減到最低。

經過幾次颱風的「洗禮」，民眾對於防

災常識已經很有概念，對於慈濟人的再次

提醒，他們更瞭解居安思危及生命無常的

觀念，同時也感念慈濟人無所求的付出及

關心。

菩薩雲趐集

當台南、高雄、屏東等地紛紛傳出災

情，鄰近地區的慈濟人在第一時間內各就

各位，三、四天內就烹煮了三萬多個餐盒

供應災區民眾。無論在共修處或自宅，甚

至路邊店面架設臨時廚房，搬出炊具就開

始點燃愛心做香積，雖然空間狹窄、設施

不便，慈濟人在變化球頻頻的狀況下，仍

然按時「出貨」。

營養與美味兼具的餐盒做好後，志工

們穿上雨衣、雨鞋，帶著笑容，舉步維艱

地涉水而行，感恩地送上熱騰騰的一餐，

天黑了仍沿街喊著：「有人還沒吃飯嗎？」

強烈颱風海棠襲台，慈濟小學的樹木被強風吹倒，趁著風雨暫歇，教職

員工與志工，合力將樹扶正，恢復校園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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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15日兩天，上人行腳至嘉義、

雲林、新營、麻豆、佳里、學甲等地，為

志工們加油打氣，所到之處無不眒上人驚

喜與讚歎。

「有慈濟人真好啊！」上人欣慰地表

示，哪瘳有災難，哪瘳就會有菩薩雲來

集；社會好人多，再重大的災難也讓人覺

得變輕了。然而，上人感嘆，一次又一次

的土石流讓河床變高，光是一場雨就能造

成這樣的災情，若不疏濬，只怕往後災難

會更頻繁、更嚴重。

上人也提醒所有慈濟人要更經得起歷

鍊、更加凝聚共識，才能多為社會服務。

現在社會患有「缺愛症」，慈濟人就要去填

補這份愛，在各社區做「不請之師」；光

是我們的愛還不夠，必須接引更多人瘠

入。

張開庇護諲生的大傘

上人憂心災民，也關心

慈濟人救災的安全問題，一再

告誡慈濟人，即使經過多次災

變動員中已累積救災經驗，救

災前仍要注意一切以安全為

重。「安全時間」、「安全界

限」、「安全配備」、「自身安

全」，才能發揮救人的良能。

不論是風災、水災、地震等災

變，上人強調須等候「安全時

間」，方得以動員。

而為凝聚慈濟人於急難

救助時的共識，提醒大家把握

「安全第一」的救助原則，

「急難救助研習會」於8月7日

在板橋園區首先展開。

至於慈濟人救災，上人敦示要「悲智

雙運」──唯有顧好自己的安全，方能保

護家庭、保護社區、保護社會。此外，為

保障救災的安全，應加強研發救災工具，

而考量災民食用便利性，賑災方便食品的

研發也要繼續努力。

上人諄諄慈示：「見聞利益──讓苦

難者看到我們即可得益；見聞度化──眾

生有苦有求，我們能前往救度。世間雨勢

愈猛，人間菩薩庇護之傘應張得更大、更

堅固，為苦難眾生遮蔽風雨。『佛心師

志』，方向就不會偏差。」

天災人禍不斷，造成人心動盪與不

安，唯有凝聚眾人善的力量才能度過難

關，誠如上人提到：「普天之下都是一家

人，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我們一定要同舟

共濟，戒慎虔誠，並懂得敬天畏地。」相

信自愛而愛人，並恭敬祈禱，這樣的力量

必能消弭世間的災難。

（資料來源：慈濟全球資訊網）

強颱造成南部地區積水嚴重，慈濟人迅速前往災區勘災、救援，並為

災民準備熱騰騰的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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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台灣省水閐援助一覽餾

鬙明：每次急難皆視蘅要準備必要的賑災訄資訇提供訄資蘄盡襛芨砲

※颱風賑災騲資往往祧驃應受災ｐ鼜需要祟提供ｍ如角熱食ｘ礦泉水ｘ泡麵ｘ福慧珍粥ｘ鹹粥ｘ米ｘ油ｘ嗀糧ｘ生活

包等。

※生活包內容包括角牙刷ｘ毛巾ｘ牙膏ｘ香皂ｘ洗錂精ｘ換洗鴠服等日用必需品。

※除了賑災騲資提供ｍ也會準備鴟ｌ慰問信ｘｒｓｌ祝福卡ｘ《ｒｓ月刊鵯等心靈糧食ｍ讓受災戶銳心。

提供角ｒ發訏

災害 發生日期∕地區 說 明 虋虌虛慰問與虎虒

512豪雨

612豪雨

海棠颱風

5/12  

新竹市香山鼜

6/12—6/18

台南ｘ雲嘉ｘ

高雄ｘ屏東

7/16—7/22

釩蓮ｘ台東ｘ

雲林ｘ嘉義ｘ

台南ｘ高雄ｘ

屏東

8/31   台南

8/31   高雄

8/31   雲林

8/31   嘉義

10/2  釩蓮

泰利颱風

龍王颱風

早鴟鴇場暴雨ｍ造成美之城鼛鼜驃ｐ勢低窪ｍ加鴟排

水系統有問題ｍ於10:30鼣魺淹水ｍ積水深達鴇層樓

高ｍ計有18戶受災。

驃受梅雨鋒面和西南氣流影钀ｍ南部ｐ鼜於6/12凌晨持

酉下鴥豪大雨ｍ造成南部受災嚴重；共十多ｌ往生ｘ

多祝騺宅毀損ｘ多訏低窪ｐ鼜成為水芻澤國。

慰問金發放ｘ熱食供應ｘ鴠

服ｘ騺生騲資ｘ受災鼛鼜關懷

及心理慰問ｘ協助清理家園ｘ

關懷及提供熱食予協助清理鼛

鼜之三軍ｌ員ｘ為往生者助

念ｘ支援被銳置在瑪家芻公所

的災騺ｍ提供生活騲資ｘ毛

毯ｘ睡墊ｘ睡袋等補給品。

慰問金發放ｘ熱食提供ｘ生活

包ｘ賑災騲資ｘ鴟ｌ慰問函

慰問金發放ｘ賑災騲資提供ｘ

熱食供應

慰問金發放ｘ賑災騲資ｘ生活

包ｘ醫院關懷及助念ｘ協助居

騺清詹工作ｘ祪受災嚴重鼛鼜

關懷慰問。

發放慰問金ｘ提供飲食ｘ動員

莆工居家環境清詹

台南ｘ屏東ｘ高雄角有4ｌ往生；多訏ｐ方ｐ勢較低

窪ｍ又適逢騸潮ｍ致積水約80公分高ｍ多日鼎積水未

退。釩蓮角市鼜房屋毀損3祝ｍ豪雨魠斷ｍ造成南橫落

石。台東角太麻里溪潰堤ｍ造成十多祝騺宅及衛生

所ｘ教會流失。

北門芻保吉村鴇老護陳義家ｍ在巡視魚塭時魠慎遭強風

吹落水溺斃。南化芻關山村騺宅遭土石流沖毀。

北門芻海水倒灌致新圍村ｘ白米村ｘ景福村等村淹水。

高雄六龜芻中興村多訏低窪ｐ鼜淹水。

雲林古坑芻永光村下蓩寮有2戶騺宅受土石流侵鼏斗南

鎮ｍ鴇鴈農騺鴟午駕車祪果園巡視時ｍ驀ｌ帶車被風

吹倒ｍ被車壓死。

竹崎芻復金村水底寮10祝騺宅驃土石流侵鼏ｍ居騺撤

離祪活動中心銳身。

中蓩芻和興村公館段十餘祝騺宅淹水約1公尺高。

清晨5時15分在豐濱芻篸鈍登陸ｍ帶鼎超過17級強風ｍ

許多鐵皮屋頂遭掀毀損ｍ基金會莆業體亦多訏受災。

其中吉銳鼛鼜有鴇對夫醝遭重騲壓傷ｍ夫亡ｍ醝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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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創醫療 微塵人生 以病為師

——社區健康堡壘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編撰∕吳瑞祥

114

行
經台北縣中和、新店邊界，遠遠便

看到一棟嶄新的宏偉建築，建築物

右上方掛著一條碩大布幕「守護生命　守

護健康　守護愛」──從起建開始，慈濟

醫院台北分院就向大台北地區民眾昭示這

項重要的使命。

愛的醫療向北開展

回首當年，台北的慈濟志工們翻山越

嶺，委員帶著會員，虔誠一念心跟著證嚴

上人的腳步，不辭辛勞，克服種種困難，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座落在大

台北地區，以「落實社區、

宏觀國際」自許，希冀發揮

最大良能。攝影／劉森雲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啟業典禮，海外慈濟人為進場

的醫護人員歡呼，並寄予厚望──守護生命、守

護健康、守護愛。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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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地募款，因而創建

花蓮慈濟醫院。醫院蓋

好後，大家又翻山越嶺

去看病。

根據花蓮慈濟醫院

的統計，花蓮慈院看病

人口的外來比例，從過

去的百分之二，增加為

現在的百分之十七。因

為創院過程無比艱辛，

證嚴上人為了回饋、照

顧慈濟志工，以及所有

護持慈濟的大德們，毅

然決然在台北新店籌建

醫院，這是慈濟醫院台

北分院誕生的首要原因。

而慈濟在大台北地區建院的第二個目

的，是希望讓愛的醫療向北延展開來。台

北縣、市雖然只相隔短短的距離，卻存在

著醫療資源多寡不均的差異。以行政院衛

生署2003年的年度醫療資源統計資料來

說，台北市總人口接近兩百六十二萬，平

均每一萬人分配到的西醫師為二十七位；

而台北縣超過三百七十萬人口，平均每一

萬人分配到的西醫師只有八位﹔從每萬人

分配到的藥劑師人數來看，台北市為近十

四位，台北縣卻不到五位。由此可見，台

北縣民眾能夠獲得的醫療資源，幾乎只有

台北市民眾的三分之一。

對於民眾而言，除了就醫的便利性之

外，更期待完善優質的醫療服務。慈濟醫

院在花蓮奠基，醫療團隊精湛專業的醫術

加上核心精神──「以人為本、以病為

師」，一步一腳印地從東部出發，二十年

來，已經打下紮實的口碑，「人本醫療」

也逐漸成為各醫療院所獲得患者信任的承

諾，整個過程漫長而辛苦，卻也十分珍

貴。如今，慈濟醫療的足跡，終於烙印在

北台灣，為北部地區的民眾帶來福音。

以「落實社區、宏觀國際」為目標，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不但要當居民的好厝

邊、社區的健康堡壘，更期許未來躋身國

際級醫學中心的行列，發揮最大的良能。

以人為本 以病為師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的特色是三微醫療

──微創醫療、微塵人生、以病為師。

「微塵人生，發揮奈米良能」是慈濟醫

療志業大醫王與白衣大士的唯一心法。證

嚴上人常以「微塵人生、奈米良能」叮嚀

醫者，縮小自己、放下身段，從病人身上

學習，才能發揮醫師最大的良能。因此，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所有的醫護同仁，秉持

著「尊重生命、視病猶親」的理念，站在

患者和家屬的立場，用心聆聽他們的病苦

不受2005年初幾波寒流的影響，來自各地的慈濟志工秉著耐磨耐操的精

神，在短短三天內完成五十餘萬片連鎖磚的鋪設。攝影／王賢煌



心聲；在「志為人醫」的誓言下，選擇不

當名醫要當良醫；在追求卓越醫療的同

時，更注入無微不至的愛，以大愛人文雕

塑出卓越醫療典範。

為了實現「醫療普遍化」的理想，讓

每一位貧病的患者，都能得到身、心、靈

的解脫，慈濟醫院台北分院的大醫王、白

衣大士們，不只在院內堅守崗位，守護患

者的生命，同時也利用假日，以志工的身

分走向深山、離島和都市的角落，為民眾

看診送藥，近年來更有「往診」（居家醫療）

服務，不僅付出不求回報，付出之後還歡

喜地向患者說「感恩」。

文山、新店、中和、永和、深坑、石

碇、坪林、三峽、烏來等地區，向來醫療

資源貧乏，慈濟選擇在新店興建醫院，除

了提供醫療資源及協助，也與北區人醫會

合作，主動向外走訪，以人為本，以愛為

中心，照護偏遠山區居民的健康，同時慈

濟醫院台北分院的醫護同仁們，也不定期

為遊民與外籍新娘，舉辦義診與健檢的活

動，施醫施藥，營造優質的醫療人文體

系。

社區健康守護中心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不僅要成為台灣的

醫療重鎮，也要成為社區健康的守護中

心，更要成為醫學倫理與醫療服務的楷

模。因此，它能滿足當地醫療的各項需

求，包括：成立各類常見疾病醫療中心，

提供醫學中心的醫療服務，守護廣大民眾

的生命和健康；支援基層醫療院所，結合

各項高科技之醫療技術、教學、研究，以

強化落實社區衛生教育；配合地方衛生主

管機構，辦理保健及公共衛生工作；設置

各科醫學中心，提升基礎醫學及臨床治療

服務品質。

同時醫院也針對身心障礙兒童提供治

療、復健、教育（親子）全部療程。從事

兒童復健醫學領域的研究，開創相關新醫

療技術。另外，也結合慈濟社區志工網

絡，推動社區醫療暨預防保健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慈濟

志工，把醫院當做道場，他們自喻是「活

動的服務台」，穿梭在醫院的各個角落，給

予病患精神上的鼓勵與支持，為家屬分憂

解勞。

除了陪伴患者與家屬，度過漫長的療

癒過程，醫院的慈濟志工也是所有醫護同

仁最忠實的支持者，每當大醫王們因為看

診而無法用餐時，志工總是送上溫熱的餐

點；每當白衣大士因為患者的言語而沮喪

時，志工們也總是能貼心地陪伴膚慰，讓

醫護同仁能在用愛打造而成的良善環境

中，完成守護生命與健康的重責大任。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的醫療團隊，因為

有志工的作伴，不僅讓冰冷的醫院處處充

滿溫情，也讓為病所苦的患者，露出了燦

爛的笑容。

以微創醫療為外顯專業技術

「微創醫療」是世界醫學發展的潮流之

一，用微創器械進行手術，以最低的傷害

達到最佳的治療效果，能讓患者身體恢復

得快，傷口小而美觀，且能降低疼痛感；

相對地，患者接受手術的意願也提高，因

此，微創手術成為醫療技術積極發展的未

來趨勢。現今常聽到的內視鏡、腹腔鏡等

醫療儀器，都是監視器顯像科技的結晶。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不論內、外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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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微創化，每一科的醫師都具備微創手術

的能力。在外科方面，腹部手術或一般外

科手術，佔了微創手術的大宗，例如利用

腹腔鏡來執行闌尾切除、膽囊切除等都已

成為常規的手術，目前更已進展到高階的

腹腔鏡手術，運用於癌症的治療。

至於內科部分的微創手術，也發展到

只需要切個小傷口，置入內視鏡及內視鏡

手術器械，即可進行手術，病人甚至可於

手術當日回家休養，不需要住院。如胸腔

科的氣管、支氣管腫瘤切除術、心臟科的

「冠狀動脈支架置放術」、影像醫學科的

「腦部動靜脈瘤線圈阻斷術」、肝膽腸胃科

的「經內視鏡胃腫瘤切除」、「經內視鏡逆

行性膽道手術」等。

引進尖端醫療科技設備

為了提供大台北地區民眾完善的醫療

服務，慈濟醫院台北分院設置內科外科等

將近三十個科別。同時，為了具體實踐守

護健康的使命，院內引進世界尖端醫療科

技設備。

先進的電腦斷層掃描——高階電腦斷層

攝影，是全亞洲第二台、全台灣第一台，

掃描範圍很大，零點三五秒可以掃描六十

四張，也可以重組２D、３D的影像，能在

最短的時間內，找到問題所在，對疾病的

判斷和治療是重大的突破。這部超高速電

腦斷層掃描攝影尖端科技，同時可作心

臟、肺臟篩檢，全部過程在二十秒之內完

成，民眾不需要等待，可直接在電腦上看

片，節省看病時間。

正子電腦斷層掃描，是目前國內最新

的尖端醫療設備，全台灣共有兩台，其中

一台就在慈濟醫院台北分院。結合正子掃

描，即X光檢查和電腦斷層掃描，將解剖診

斷和身體功能性診斷合而為一，是目前醫

界最主流的方式。正子斷層掃描同時能協

助治療癲癇患者，找到發作病灶，也能服

務心臟病患者，協助醫師評估是否適合進

行繞道手術。

放射治療在癌症治療中扮演不可或缺

的角色，直線加速器就是用來產生治療用

放射線的設備，可以治療各種腫瘤(尤其是

惡性腫瘤)。以直線加速器執行放射治療的

副作用，遠比傳統的鈷六十治療小很多。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裝設的直線加速

器，是亞洲最新機型，除了可以執行傳統

體外放射治療、三度空間順形放射治療、

在「陽光•溫暖•愛」茶會中，病患上台心得分

享。左為副院長徐榮源。照片提供／許長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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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調控放射治療及立體定位放射手術

外，經由整合加速器、外掛於加速器外的X

光射源機與即時電子驗證影像系統，可以

執行最新的影像導引治療，精確掌握癌細

胞位置，不必擔心病人因姿勢改變，造成

腫瘤位置異動而影響治療，也可以減少治

療副作用。此外，針對肺臟及肝臟腫瘤，

還可以配合呼吸調控技術，適度縮小治療

區域，減少照射到正常組織，降低周邊正

常組織受到破壞的機率。

五樓的孕婦生產中心，有三間國外引

進的樂得兒(LDR)生產病房，具有母嬰同室

人性化的設計，讓孕婦從待產、生產到產

後，所有流程都在同一張病床上完成。待

產室旁設置緊急開刀房，若產婦有任何狀

況發生，可就近送到開刀房，立即處理，

避免延誤救治的黃金時間。

配合微創醫療特別設計的多間開刀

房，有內視鏡手術專用的大型懸吊式液晶

螢幕，搭配整合性的醫療影像系統。微創

醫療是以小傷口進入體內，透過影像顯示

系統放大，可以在病灶所在處做切片或切

除手術。

另外，小兒科溫馨寬敞的空間設計，

復健科全方位多元的復健器材等等，讓每

一個來到這裡的病患都能享有最佳的醫療

品質。

守護生命磐石的千年醫院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以人性化的設計，

使各個空間與建築細部，處處展現溫馨的

人文關懷，既呼應未來科技潮流的動向，

也符合人性心理的需求。

院內廣泛運用天然光線與材質，以溫

暖的陽光、豐富的綠化景觀，帶給置身其

中者身、心、靈的舒適與安定。在中庭的

景觀庭園，牆面為大片採光，可以將自然

光與景觀引入室內。此外，病房還規畫有

外陽台。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不只

提供醫療服務，還有志

工的膚慰與關懷，他們

是愛的醫療的一環，是

促進醫病間良善互動的

橋樑。攝影／曾美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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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院區景觀採「多層次立體綠

化」，保持土壤面積，廣植喬木，再輔以人

工溼地及透水集水井設計，使雨水在匯集

過程中再滲透。建築頂樓設置空中花園，

增加綠化面積，產生更多氧氣，並減少噪

音、增進土壤生態調節。

證嚴上人曾經開示，台灣位處於板塊

地震帶，當地震來襲時，有兩種建築物不

能倒塌，一個是學校，一個是醫院；醫院

內要做到「物安和人安」，繼續發揮救人的

工作，譬如開刀房不能受到影響，在地震

發生後，仍然可以繼續進行精密的手術。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使用兩種隔震墊，

一為來自日本的鋼環阻尼器，功能是衰減

垂直方向的地震振幅；二為美國製的液壓

桿阻尼器，利用高黏性耐溫矽油的壓縮

力，衰減水平方向的地震振幅。鋼環阻尼

器的壽命長達兩千年，將慈濟醫院台北分

院營造成一座「守護生命磐石的千年醫

院」。

鍚感恩霸尊重霸愛鍬襤升醫病人文

於2000年動土興建的慈濟醫院台北分

院，2005年5月8日啟業，5月9日開始門診

服務，孕育多年的醫療種子，已經在當地

伸展枝葉、林蔭大地。這株落在新店的小

苗，在慈濟人愛的呵護下、在北部民眾的

深深期許中，正以無比的堅韌、用心與專

業，把握分秒、無私付出。在面對病苦的

每一分秒裡，醫護團隊努力為一個個生命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工程，正積極進行鋼環阻尼器(蝴碟形隔震器)基座的建築。攝影／詹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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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上喜樂的笑容。

證嚴上人期許，慈濟四大志業中，

醫療志業的使命，就是要用真與善，達

到醫療普遍化的目標；以「感恩、尊

重、愛」的美善循環，提升醫療環境中

的醫病人文。慈濟醫院台北分院以人本

精神，帶動醫院發展；用真誠的人文之

愛，尊重患者；用誠摯的感恩心，感謝

患者給予醫療團隊發揮的機會；將每一

位病患都視為不可多得的好老師，從診

斷、治療的過程中，學習寶貴的經驗。

志為人醫的期許正在慈濟醫院台北

分院萌芽、茁壯，為醫療環境注入一股

清流。

5月9日凌晨2點26分，新店慈院迎接啟業後的第一位寶寶，媽媽陳麗文滿懷喜悅地說：「能在這麼優美的環

境生下寶寶，真的很高興。」出院前，院方特地舉辦歡送會，並致贈一雙嬰兒鞋、營養食品及一分多鐘的產

後紀錄影片。攝影／林炎煌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醫療個案－－護士細心地替糖尿病患汪

義傑先生換藥。攝影/吳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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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團隊與志工，從診斷、

治療的過程中都用心陪伴，

不時給予病患加油、打氣。

攝影∕梁妙寬

台北分院回饋門診－－醫院志工主動關懷，協助民眾查詢門診時間表。攝影∕陳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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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讓愛的力量生生不息

彙整∕賴睿伶

122

百
年樹人的教育志業於2 0 0 5年邁向

「醫學教育 人文深耕」、「傳播教育

全人觀點」與「國際學術交流接軌」的三

項新里程。教育志業所踏出的每一個腳

步，已牢牢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留下愛的

印記，也在國際學術交流間注入愛的清

流。

大體解剖課程邁向新里程

「當我現在站在手術台前時，我仍覺得

老師握著我的手，陪伴著我開完手上的這

台刀。」慈院大林分院住院醫師張群明，

回想起他在慈濟大學就讀時第一位接觸到

的『無語良師』──大體老師時，那亦師

慈濟大學與慈濟醫院首次以資深住院醫師為主舉辦「大體模擬手術教學」，透過模擬各種難度的臨床處理，

希望藉由大體模擬實境手術加深醫師技巧，減少醫療誤差。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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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友的溫情彷彿猶在身際。

慈濟大學所開辦的大體解剖課程，自

1995年2月3日首獲彰化林蕙敏女士主動捐

贈遺體以來，至2006年2月止，登錄自願於

往生後捐贈遺體的人數已高達一萬七千零

五十人。

一般醫學院基礎解剖課程大多是數十

人，甚至二十多人共用一位大體老師的狀

況，然而在大體捐贈的推動下，慈濟大學

卻能提升至學生人數與大體老師維持最佳

比例──每四至五位學生使用一名大體老

師；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機會與增強學生對

身體組織辨識的能力。

慈濟大體捐贈的推動對於醫學教育的

深遠影響，自學生基礎科學的學習就給予

極高的幫助，而在人文方面更是奠定了學

生慈悲、同理的情懷。

醫學系三年級的顏佐樺同學，在解剖

課程中所接觸的大體老師是一名因乳癌而

往生的女性，而恰巧顏佐樺的母親也曾經

罹患過乳癌，並且在醫生的治療下已經康

復。想起大體老師願意捐獻

身軀，讓他更有勇氣探究人

體的奧秘，顏佐樺感到無比

的敬佩與感恩，「有多少醫

學界前輩因為這樣的學習才

能夠救得了我的母親，以後

我將成為一位醫生，我也要

在大體老師的身上認真學

習，成為一位好醫生，才不

辜負她對我們的期望。」顏

佐樺滿懷感恩大體老師的無

聲教導。

2005年，慈濟大學大體

解剖課程邁向另一個里程。

2002年5月，慈濟大學

與慈濟醫院共同合作舉辦了首次的「大體

模擬實境手術教學」，至今共歷經四次的教

學課程，課程主要的學習對象鎖定以學

生、實習醫師及住院醫師為主。而2痞痞5年8

月26日所執行的模擬手術課程，則打破學

習對象的選擇，改以資深住院醫師作為學

習對象；平日在開刀房的主治醫師此刻成

為第一助手，從旁協助並觀察住院醫師對

術式的熟悉度，這項全球的創舉，為大體

教學的課程設計推向最新的里程。

以資深住院醫師為學習對象的「大體

模擬實境手術教學」，讓每日忙於臨床服務

的醫師們，能有深造學習的機會，特別是

罕見術式的練習。負責安排相關課程的花

蓮慈濟醫學中心副院長石明煌表示，「許

多罕見的術式因為罹病的人很少，因此也

加大了醫生治療的困難。」

罕見術式的學習是對潛在患者的另一

項保障。「例如心臟冠狀動脈的手術在花

蓮地區平日不多，因為這樣的個案有限，

在大體啟用儀式中，參與的醫師也是課堂裡的學生，向大體老師恭敬默

禱、誦念佛號。 攝影∕楊青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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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發生必須要緊急開刀。」石明煌副院

長提到慈濟醫院曾經碰到的實際案例，

「為了要讓心臟外科醫師持續地熟悉冠狀動

脈的手術，所以我們在大體模擬實境手術

教學中安排這樣的課程，沒想到在連續接

下來的一週內，就接到了三個案例，而這

三位病人也都很幸運地挽回了生命。」

由於大體老師的無私付出與大捨勇

氣，成就醫師的學習，也讓患者獲得更好

的醫療服務與品質的機會。例如腦部的

「鎖孔蝶翼開顱術」、肝臟移植手術、內視

鏡手術教學、心臟移植教學……等，各式

極為困難的術式，讓平日只能從病人身上

學習的資深住院醫師們，轉而在大體老師

的身上學習，如此豐富與先進的教學模

式，給予醫師更大發揮的空間。而因為社

會大眾對證嚴上人呼籲大體捐贈的信賴與

支持，慈濟大學醫學系也以成為培育優秀

外科良醫的國際級外科醫學培訓中心為努

力的目標。

傳播系畢業展傳達人文關懷

對於慈濟人文的傳承，除了醫學院之

外，傳播學系也在2005年首次舉辦了別出

心裁的畢業製作影像作品展—─主題為

「生活上影」。在第二屆傳播學系畢業生的

作品中，看到學生學習的成果，也在影片

裡看到慈濟人文的扎根與發芽。

於2005年6月21、22日，慈濟大學傳播

學系第二屆畢業生所舉辦的第一次影像作

品展，邀請《為土地而戰》紀錄片導演潘

朝成，及《紅葉傳奇》、《銀簪子》紀錄片

導演蕭菊貞擔任影評，兩位導演同時是該

系的指導老師。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舉辦第一屆畢業製作影像作品展，傳播系同學以貼近生活的故事、弱勢族群的關懷，共呈

現八部溫馨感人的作品。照片提供∕王姿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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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設立的宗旨是希望

培養具有人文關懷的傳播人，系主任彭之

修對於學生選擇以「人文關懷」為題材時

特別表示，「在這些紀錄片中，看到貼近

生活的故事，看到弱勢族群的問題，看到

一些即將消逝的文化和族群，雖然沒有聳

動的題材，卻是溫馨感人的作品。」

展覽的八部影片當中，有六部片在敘

述自己周遭的親友；他們是導演，同時也

是當事人。《一張唱片，四年後》導演劉

佳珮同學，記錄阿嬤留下來的一張滿洲民

謠唱片，從家人對這張唱片的觀感，探討

到民謠推廣的問題，以及作者對消逝文化

的無力感。《屋簷下》導演李俊葳同學，

替外公的日式洋房留下影像記錄，同時也

探討了老房子的保留問題。

同學們表示，大家都認為拍自己家人

是件簡單的事，其實並不然。譬如《凝視

一儕》記錄喪親家庭的調適過程，導演謝

佳真同學說：「拍攝過程中，家人甚至拒

絕採訪，一直無法捕捉

到自然的一面。」不

過，也因為拍攝的緣

故，她第一次這麼耐心

地聽家人說話。

《海很近》描述的是

海與阿公的故事，導演

陳怡君同學表示，在拍

攝阿公的過程中，她發

現原來阿公每次所帶回

來的東西是經過等待、

陪伴，甚至是和大海搏

鬥之後才獲得的，讓她

對阿公有了更深的了

解。她覺得，一個人只

要可以堅守自己的工作

崗位，不需要多偉大的成就，都值得敬

佩。

潘朝成老師指出，雖然同學們拍攝的

主角多為自己家人，但要了解別人，就得

先了解自己，而且同學們所呈現出的作品

和社會息息相關。透過影片的記錄過程與

作品的呈現，除了表現出傳播學系畢業生

認真的學習精神外，更記錄了學生們對於

「人」的關懷。

向東南亞招生與締結姊妹校

慈濟大學國際化的腳步於2005年持續

推動，推展的腳步特別著重在招生與締結

姊妹校，發展的方向則強調與東南亞學校

及學生接觸的機會。

由國際事務中心策劃的東南亞巡迴招

生活動於12月底展開，為期一週的活動

中，除了延攬外籍學生外，也推廣慈濟教

育理念，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而在此次的

透過影展與專業影評人指導的方式，讓慈濟大學傳播系學生的畢業作品，

能和社會大眾有進一步分享與互動。 照片提供∕慈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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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內容中，特別加入由慈大僑生和外籍

學生共同合作拍攝的校園簡介影片，介紹

慈濟大學的教學特色與僑生的生活樣態，

期望透過這群僑生們的分享，吸引海外學

子跟著他們的腳步來體驗慈濟大學的生

活。

另外，慈濟大學也積極

地與東南亞優秀的大學締結

姊妹校。例如於11月締結姊

妹校的菲律賓天主教的聖多

湯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聖多湯瑪斯

大學是慈濟大學第十二所姊

妹校，該校於1611年成立，

是全亞洲最古老的學校，擁

有十六間學院、三萬多名學

生。未來將以學術交流、交

換學生等實質的合作進行規

劃。

除了聖多湯瑪斯大學之

外，2005年與慈濟大學締結

姊妹校的還有泰國馬希竇大學(University of

Mahidol)、尼加拉瓜商業大學(Universidad

de Ciencias Coomerciales)。主任秘書洪靜原

表示，近年來締結的姊妹校多擇於東南亞

慈濟慈善志業已發展成熟的地區，其目標

是除了可促進教育志業的國際學術交流

慈濟大學張芙美副校長於新加坡

靜思堂透過海報展覽，向與會者

介紹慈濟大學的教育理念與生活

樣態。攝影∕黎東興

在招生說明會的座談時間裡，現場互動熱烈，與會者對慈濟人文與校園

環境都充滿興趣。攝影∕黎東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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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可將教育志業與慈善志業接軌，以

慈善為先、教育承啟的方式，為東南亞地

區學生的長期培養作完善的規劃。

慈濟的教育理念不只在校園中實現，

更透過生活實踐的方式，讓學生在參與的

過程中被啟發，從大體老師的解剖課程、

至傳播學系的作品呈現，人本的理念與生

命的美善，盡在教導培育的過程中，給予

學生心靈與生命的啟迪。

學校不再只是形式上術業傳授的意

義，更具有無形智慧資產累積的良能，誠

如慈濟大學，在富涵慈濟人文的同時，再

將這項全人教育的理念，透過學術交流的

方式，讓更多海內外學校與師生感受到當

今社會最需要的教育力量──是以「愛」

為基礎的人文精神。

慈濟大學與馬來西亞檳城理科大學締結姊妹校－－簽署儀式，由慈大校長方菊雄(中)代表贈送結緣品予理大

副校長拿督諾奇費理教授(Professor Dato’Dzulkifli Abdul Razak)。攝影∕周勤賢

慈濟大學國際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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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希望在泰北扎根
彙整∕李瑞華•賴睿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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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半島上的泰國，北端與寮國、

緬甸接壤處，有一群困攏在此的難民，人

數將近六萬，戰爭迫使他們遷居於此，而

歷史又讓他們被世人遺忘。

在資源困窘的環境下，慈濟人的腳步

踏上了泰北這塊土地，猶如和風甘雨滋養

荒漠，看見了在貧瘠裡那股原始生命的力

量。慈濟從物資的協助、村落的重建，到

學校的成立，特別是當清邁慈濟學校開學

的那一天，見證了愛的足跡與對未來的期

望。

成立於2005年5月的泰國清邁慈濟學校為泰北學童圓夢。人字屋頂外觀，承接慈濟人文以人為本的精神。

照片提供∕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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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蓍育培育泰北希望的種子

五月的泰國氣候清爽，陽光直挺挺地

灑落在校園的草地上，清風穿過的長廊、

人字的屋頂、質樸的磨石子牆面，每一項

細心的工程規畫都是慈濟人文的展現，即

使是在異國他鄉，也與台灣別無兩樣。

孩子的笑聲在操場草皮上揚起，幾個

小小孩，有兄妹檔、鄰居檔，相伴前來學

校，進到辦公室毫不生疏地問，「老師，

我們開學了嗎？」

「五月十六日開學。」慈濟基金會教發

處的同仁開朗地回答。

等待這一刻的來臨，是當地難民與慈

濟人多年來的盼望。在倒數的日子裡，每

句問候、每位到訪的人，都為學校增添了

生命力。

三年扶困 為泰北難民安身安心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緣繫1995年「泰

北三年扶困計畫」，1994年4月，慈濟泰北

難民村評估小組自千里之遙的台灣來到這

些村落，進行為期七天的實地勘察工作，

共拜訪了泰北清邁、清萊兩省二十八個難

民村。為了深入了解難民生活，勘察小組

成員分乘四部吉普車翻山越嶺，車行所經

之地，盡是瘴蕪蠻荒的原始森林。當行至

難民村時，看到村民們清苦的生活環境

後，更眒人不捨。

慈濟所執行的「泰北三年扶困計畫」，

在清邁、清萊兩個省份，興建四座慈濟

村、認養兩處老兵安養院、輔導改良農業

技術，並提供獎助學金，鼓勵清寒學子向

上提升。在泰北山區，慈濟人不畏路途坎

坷，不懼土地貧瘠，用心撒播愛的種子，

讓慈濟的慈善志業，成為山民安心、安

身、安生的立基。

泰北的華裔住民，泰國政府稱之為

「山民」，因著政治或經濟等不同的際遇，

讓他們棲落在此。

泰北孩子的父母外出工

作，小姊姊只有負起照顧

小弟妹的責任，盛起鍋

最後一碗白米飯，抓起白

米飯便往嘴 送！

攝影∕黃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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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這群義不帝秦的中國孤軍，

從大陸雲南省流散至滇緬邊區。1969年，

經過中泰談判協議之後，成為守衛泰國邊

區的「志願自衛隊」。1981年與泰國境內共

黨的戰爭——考牙山戰役，贏得泰國政府的

肯定，於是准許參戰的孤軍官兵和眷屬歸

化為泰籍，自此，異域孤軍用生命換得國

籍，從中國人變成泰國人。而長期住在泰

北邊區的難胞，也獲得居留證。

然而，泰北華人的生活還是很艱苦，

台灣慈濟飄洋過海，協助他們安居樂業。

「泰北三年扶困計畫」之後，證嚴上人慈悲

憫念，為圓滿孩子們上學的心願——讓「教

育許個希望的未來」，著手興辦學校，讓

「華人、華裔、華文」連線。因此慈濟基金

會於七年前，選定人口不到十一萬人的芳

縣，興建清邁慈濟學校，學程包括小學、

中學、技術學院。

歷經五、六十年的時空背景，現況不

同以往，但全人教育和華文教育，不僅為

泰北華人需要，更是泰族的

美夢。雖然經濟能力有限，

但教育結合慈善，讓他們可

以無後顧之憂，勾繪未來願

景。

慈濟蓍育 沒有國籍之

分的愛與關懷

寬闊的操場上，冉冉升

起慈濟旗與泰國國旗，建築

工程花費將近三年時間。設

校申請時，在異地辦校面臨

種種不同體制上的困難，經

過不斷地溝通，清邁慈濟學

校，終於得到泰國政府的認

可。硬體上首先完成的是，克服土地、建

築問題，並執行第一期工程，而後為小學

部開學，籌備具有人文和環境教育的學習

環境。此外，第二期工程，包括中學、宿

舍、餐廳、活動中心、體育館和運動場。

第三期工程，則規畫興建專科學校。

而小學部申請開學執照，也是好事多

磨，原欲開辦中泰雙語學校，卻因泰國教

育部教育改革還在摸索的階段，遂先核定

泰文普通學校，讓畢業生得有泰國政府承

認的學籍。除了學籍上的認定之外，師資

的養成也成為新校成立的重要環節。

協助教師培訓的慈濟小學校長楊月鳳

表示：「慈濟教育志業培養的是能夠為社

會、國家貢獻的學生，有感恩的態度和大

愛的心胸，而生活教育的培養所倚靠的就

是老師們的身教與言教。」

因此，泰國分會不僅先安排老師們的

培訓課程，更回到心靈的故鄉——花蓮靜思

精舍，並且到各志業體感受慈濟人文如何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工程進行時，台灣教聯會老師也一同協助舖設連鎖

磚。攝影∕黃雅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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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於生活中，感受在大愛

的家庭裡，慈濟人如何呈現

無國籍之分的愛與關懷。而

這份培訓成果，也在對清邁

慈濟學校第一屆孩子的新生

訓練課程中圓滿地呈現出

來。

慈濟人文 落實於學校

生活蓍育中

2005年5月14日，第一

次辦新生訓練，5月16日正

式開學。學生人數五十八

位，包括一年級三十一位，

四年級二十七位。為了讓首

屆入學的學生早日習慣新校園、新生活，

清邁慈濟學校在開學典禮之前，由基金會

與泰國分會合作，安排了兩天的新生訓

練。課程包括：四威儀、如何保護自己、

常懷感恩心等生活教育的示範。而泰國的

慈濟志工則擔任隊輔媽媽、生活爸爸，陪

伴孩子用最短的時間，學習到最好的常識

與人文禮儀。

在新生訓練中，孩子以「龍口含珠、

鳳頭飲水」的標準姿勢用餐，表現出莊嚴

的形象，以及向服務打菜的同學以手勢表

示需要的菜量或多或寡，培養知福惜福的

習慣。並且以實際的教具示範，讓小朋友

學習垃圾分類環保回收，受到鼓勵的孩子

們無論是在學校或回家後，也都能實行垃

圾分類。

新生訓練課程規模雖小，但充滿感恩

的儀式，讓觀禮的家長，忍不住落淚；一

年級學生既定的母親說，短短兩天的課

程，使得孩子回到家裡，除了主動幫忙做

家事之外，也會貼心地閒話家常。她稱許

「這所學校，將是典範」。曾經失落的一

代，在下一代的教育中看到了希望。

2005年5月16 日，清邁慈濟學校開學

了。上午8時，孩子們從十位老師手中，接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的教師培訓課程中，包含了愛灑人間社區的關懷活

動，活動進行前志工王國珍（左一）做最後的行前叮嚀。攝影∕徐秋瑩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教師培訓－愛灑人間社區關懷

活動，志工沐惠英(左二)帶著泰國老師們至店家介

紹慈濟。攝影∕徐秋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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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課本，完成啟蒙儀式，也開展台灣佛

教慈濟基金會，於海外辦學的第一頁。

以學生為主角的開學典禮，盡是天

真的童言童語。四年級學生文吉浪，代

表致詞時，除感恩老師教導及慈濟人的

照顧之外，不忘幽默地表示，希望廚師

伯伯，永遠煮這麼好吃的飯菜。

如此的話語，聽在廚師的耳裡，倍

感溫馨。原本擔心孩子對素食的接受

度，所以特別費盡心思烹調，使得學校

午餐經常是「鍋底朝天」。

此外，學子們表演「生活教育、人

文涵養、做人規矩」的手語、奉茶、行

儀，讓人耳目一新。雖然，地方官員及

士紳多有列席，但無人拘泥是否參與致

詞，卻能充分享受「感恩、尊重、愛」

的涵義。

結束泰語、華語、英語的表演童謠

節目後，即是開學典禮的主題「啟蒙儀

式」。

從穿著旗袍的慈濟人手中，接過

一、四年級的課本，七位泰籍老師和三

位台籍老師，將全球慈濟人的祝福，授

予泰族、華族、山族的孩子。他們分別

來自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等不

同家庭。

眒人動容的是，這些活蹦亂跳的學

生，在啟蒙儀式進行中，卻莊嚴肅穆地

向師長行禮，互道感恩。同學間彼此鞠

躬，並且表示「從今爾後，將會相互砥

礪」。

沒有驚動太多人，清邁慈濟學校在

「一家人」的氛圍中，簡單、隆重地為

校史立下嶄新的里程碑。

社會的希望來自教育，清邁慈濟學

學生們經老師的指導，個個都有良好的食儀「龍口含

珠、鳳頭飲水」。 攝影∕顏霖沼

新生訓練開始，隊輔媽媽帶領大家認識校園，小朋友以

整齊的隊伍緊緊跟隨。照片提供∕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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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泰北承擔起將善與慈濟人文向下扎根

的責任，而在孩子的身上，在每一雙合十

的小手間，看到他們努力讀書、緊抓著希

望。未來，無論路程有多漫長，都將會有

愛陪伴。

鵒資料鼎源角ｒｓ全球資訊網ｘｒｓ教育莆

業體公告）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開學典禮上，老師們與慈濟同仁、志工歡喜迎接新學年的到來。照片提供∕花蓮本會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開學，五十八位學生從十位老

師手中接下課本，完成啟蒙儀式，展開慈濟基金

會於泰國辦學的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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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元旦，歷經三年完工的慈濟人

文志業中心隆重舉行啟用典禮，來

自全球各地上千名志工及志業體同仁，

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證嚴上人期

許這座守護慧命的磐石，能凝聚慈濟人

文精神，將善念、大愛的慈航傳送到世

界各個角落。這一年來，人文志業體在

跨部門間的合心協力下，為將邁入四十

周年的慈濟志業奠下人文燦爛的史頁。

世新民調 最有影響力的電視台

一份「2005媒體風雲排行榜」民調

資料，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與世新

民調中心針對台灣地區報紙、雜誌、廣

播、電視四大類媒體，進行各種指標性

的排名，於2005年6月中公布，結果顯

示，大愛電視台榮獲「對社會影響最大」

之冠，而「對個人最具影響力」、「最

優質」、及「節目內容最豐富」等項目

亦名列前茅。

大愛台自開台起，秉承「社會清

流」、「慧命磐石」之使命，以「推動善的

力量」為標的，規畫各項節目內容。除了

民眾的肯定之外，多項獎項入圍與得獎，

也凸顯製作品質的優良。而在慈濟志業將

邁入四十年之際，大愛台更將人文與數位

相結合，為數位化的未來提早於志業體中

定位，也將四大志業豐富的慈濟人文，透

過無國界的網路傳送愛的訊息。

啟用於2005年1月1日的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整合慈濟

志業體中各項文化志業，共同期許成為大愛的清流、

慧命的磐石。 攝影∕李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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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體整合 網路廣播開播

突破以往用收音機聽節目的

方式，自2005年9月1日起，打開

電腦就可以聽到慈濟的大愛網路

電台。大愛網路電台結合廣播、

電視和網路，把電視台的概念運

用到廣播電台，第一次前瞻性的

跨媒體整合，只要進入大愛網路

電台——radio.newdaai.tv，就可以

從電腦「收聽」電視及廣播節

目。

台灣時間2005年9月1日下午

2點，在大愛台的主控室裡，大

愛網路電台正式開播了，為大愛跨媒體整

合，向前跨出一大步。當天正巧是龍王颱

風來襲，網路電台兩位主持人怡君和嘉

玲，在錄音間和慈濟救災指揮中心進行現

場連線，因為使用的是高頻寬，完全不用

擔心網路斷訊和雜音的問題，不用收音

機，連上網路就可以即時收聽大愛網路電

台的精采節目，改變過去的收聽模式，以

符合新世代網路人口的增加。

金鐘獎的肯定

慈濟廣播鍚真心看世貑鍬

慈濟的聲音在1985年11月16日透過廣

播對外傳送。二十年來，串聯了無盡大

愛，也膚慰了無數心靈。廣播組的同仁從

七位擴編為廣播部的十一位。目前慈濟廣

播在全台十五家電台、十七個頻道託播，

收聽範圍擴及全台灣及大陸、美洲等地，

再加上大愛網路電台開播後，全球二十四

小時播送。而精緻的節目內容，更由「真

心看世界」節目榮獲2005年廣播金鐘獎

「最佳社會服務節目獎」受到肯定，這是慈

濟製播廣播節目二十年以來，首次得到金

鐘獎，也是所榮獲的第十一個獎項，足見

同仁們製作的用心與努力，獲得評審肯

定。

在頒獎典禮中，廣播部主持人葉育鎏

輕快地上台致詞，滿心感謝有此機會主持

「真心看世界」節目。葉育鎏表示，最感恩

證嚴上人對慈濟廣播一直以來的支持，希

望能夠讓愛遍布全世界。她說：「我們一

直站在愛的第一前線，包括南亞海嘯後的

斯里蘭卡、排華衝突後的印尼，還有離海

最遠的新疆烏魯木齊，每一個有愛的地方

就有慈濟的足跡。」她更強調，在慈濟的

廣播中，即使再累再辛苦，也要踏上有愛

的國度。

獲得最佳社會服務節目獎的「真心看

世界」，長期以來，用採訪記錄故事，帶聽

眾深入世界各個角落「聽見愛心」。這項獎

座是鼓勵，也是好的開始，慈濟廣播，將

由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廣播部製播的「真心看世界」，得到2005廣播

電視金鐘獎「最佳社會服務獎」，這也是慈濟製播廣播節目20年以

來，首次得到金鐘獎。攝影∕林昭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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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秉持不變的初衷，帶領所有聽眾，在

空中繼續用真心看世界。

大愛網路電台，初期設計有八個不同

型態的節目內容，鎖定二十五至三十五歲

上班族女性，包括：姊姊妹妹一起來、生

活 easy go、叮嚀語、尋找忘憂草、箱子部

落、青春共和國、真心看世界、心靈 on-

line 等知識性、科學性及人文性的綜合性談

話節目。未來將加強現場節目時間，以期

給予聽眾即時陪伴的感覺。

全台領先 數位整合編採系統

數位化的展現，在大愛台節目製作流

程的研發上也有了成果，三位大愛台同仁

何建明、李建興、顏志中以「整合式低造

價電視影音圖文採編播存系統」為主題，

榮獲第四十屆電視金鐘獎研究發展獎。

「整合式低造價電視影音圖文採編播存

系統」是台灣第一套 End to End 的數位製

播系統，在2005年的1月1日完工啟用，簡

稱為「大愛全數位製播系統」。這套系統將

過去電視製作流程的六大作業，以全面數

位化的方式進行，包含採訪拍攝、剪輯後

製、編輯作業、網路傳輸、電視播映與影

音檔案儲存數位化。

更低的費用 更好的品質

何建明師兄表示，整個計畫的執行過

程中，數位實驗室證明台灣電視產業如果

與IT產業用心結合，絕對有能力發展本土

的電視數位科技；而一旦將研發成果應用

在電視產業，可以降低營運成本、提升工

作效率。除了可以降低電視台內部的營運

成本和提升作業效率外，對於觀眾來說，

1985年11月16日開播的慈濟廣播，在2005年歡度二十週年慶時，邀請曾經參與的志工與老聽友們歡喜齊聚ㄧ

堂。 攝影∕李璧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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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大福音，因為該項系統未來

也將規畫整合高畫質電視（HD）

規格，讓電視台以同樣低廉價格，

完成「以IT為核心的HD數位製播

系統」，提供觀眾更高畫質的電視

節目。

以圖文見證慈悲的

《慈濟軟刊》與《蜬典雜誌》

除了在產程的數位化之外，人

文志業體在全球災難發生時，也肩

負起深入災區記錄人性關懷的使

命。2005年12月，財團法人卓越基

金會公布第四屆「卓越新聞獎」入

圍名單，《慈濟月刊》作者劉雅

嫺、顏霖沼、Ari Trismana、Sutar

Soemithra以「海嘯浩劫後—— 走 向

復甦的亞齊」專題報導，邱淑絹、

葉文鶯、葉子豪則以「微笑吻走了

淚滴——見證斯里蘭卡海嘯重生」

專題報導，同時入圍平面媒體類

「國際新聞報導獎」，在五件入圍作

品中囊括兩件。

報導的內容除災區的真實記錄

之外，更將慈濟人愛的膚慰、不分

種族的大愛長情，透過圖文見證災

難過後的人間慈悲。

而人文志業的出版品中，新聞

局第二十九屆金鼎獎，《經典雜

誌》、《慈濟月刊》等共入圍六項提

名——最佳人文類雜誌獎、最佳專

題報導獎、最佳科學類圖書獎、最

佳攝影獎、最佳漫畫書獎、最佳社

會科學圖書獎。而獲獎的《慈濟月

刊》攝影記者顏霖沼，從頒獎人手

大愛電視台是台灣第一個全面採用數位化先進科技的電視台。

圖為在數位副控室裡，導播正專心控制晚間新聞的播映。

攝影∕林宗明

《慈濟月刊》記者於災難發生後與慈善腳步同時抵達災區，記

錄災區第一手訊息。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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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拿起人生中第一座金鼎獎時，和所有工

作同仁分享這分榮耀。他表示，能夠將當

地災民堅毅的生命力，透過鏡頭傳達到世

界每一個角落，是一次難得的經驗。

顏霖沼是以深入伊朗地震災區的專題

報導，榮獲金鼎獎雜誌類個人獎之最佳攝

影，鏡頭下他記錄的災難現場，不是斷垣

殘壁的蒼涼與傷痛，而是最具生命力的面

容與人性最真實的呈現。在眾多優秀出版

品當中，以人文關懷為出發點的《慈濟月

刊》，突破重圍獲得肯定。顏霖沼在發表得

獎感言時表示，面對極大的痛苦，在道德

上和心理上都有不小的磨難，但是在災區

中看到人民非常強韌的生命力，反而讓人

覺得應該把這個訊息，這個屬於人性的品

質，傳遞給世人知道。

每月全球發行三十一萬份的《慈濟月

刊》，得過四屆金鼎獎、兩屆社會光明面報

導獎及卓越新聞報導獎等。得獎的肯定，

證明了《慈濟月刊》不僅僅是一份內部刊

物，它「尊重生命、肯定人性」的宗旨，

更是現代社會所需要的。

《蜬典》入選亞洲最高水準雜誌

除了《慈濟月刊》外，《經典雜誌》

也於5月26日，首次參加亞洲出版人學會

（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所舉辦

的「2005年SOPA亞洲卓越編輯獎」，獲得

卓越中文雜誌之榮譽提名獎（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2005 Awards for

Editorial Excellence: Honourable Mention in

Chinese Magazines），是日於香港舉行的發

表會上接受表揚。

亞洲出版人學會（SOPA），創立於

1982年，提供亞太地區與國際間出版事業

合作交流的平台，並且促進會員間建立更

佳的合作與了解。2005年來自不同地區的

九十五位評審評定超過三百零三位參賽

者，SOPA亞洲卓越編輯獎肯定亞洲最高水

準的報章雜誌。

《經典雜誌》(以下簡稱經典)，是一本

針對生態環境、歷史，以及包括當代人文

議題做深入探討的刊物，「為時代作見

證，為人類寫歷史」是《經典》的創刊宗

旨。《經典》隸屬於世界最大的華人慈善

團體——台灣慈濟基金會，內容以結合知

性、感性、理性與靈性，傳達出大愛與感

恩、關懷與尊重、真誠與美善的訊息。從

1998年創刊迄今，儼然已是台灣雜誌出版

業中的代表刊物之一。

以人文關懷為出發點的《慈濟月刊》，攝影記者顏

霖沼鏡頭下所記錄的不僅只是災區的現況，也呈

現出充滿生命力與真誠人性的一面。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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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備深度廣度

並萼理性感性

同時，《經典》更以專業而深入的

角度，探討亞洲地區的歷史文化，創刊

七年來，無論是追隨著西元7世紀的唐

代玄奘法師，或是踏著15世紀的海洋探

險家鄭和等前人的步伐，《經典》不畏

艱辛地克服種種諸如戰爭等不利因素，

深入與嚴謹的專題製作報導，除了得到

學界與知識分子的肯定外，進而影響了

《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與「發現頻

道」(Discovery Channel)等國際媒體相繼

製作相同主題的特輯與紀錄片。

此外，《經典》雖是以中文為媒

介，但其廣納全球各地的作家與攝影師

的作品，讓內容更顯多元豐富。同時，

來自世界各國不同專業，如醫生、科學

家和學者的作品，也大幅提升了《經典》

的內容。《經典》著重於第一手的文字

報導與高品質的攝影，包含記者、編輯

與攝影師等共計二十多位專業人員，全

年在各地採訪，共同報導聚焦於亞洲地

區的各重要事件。

過去七年以來，《經典》已榮獲了

十座代表台灣雜誌出版的最高榮譽獎項

——金鼎獎，得獎範疇涵蓋：最佳人文

類雜誌出版、專題報導、雜誌編輯、雜

誌攝影等。而此次獲頒亞洲卓越中文雜

誌獎，讓《經典》更珍惜這些得之不易

的榮譽，並將秉持始終如一的信念繼續

耕耘，期許成為華人平面媒體中的經典

代表。

《經典雜誌》首次參加亞洲媒體出版界的盛事「2005年

SOPA亞洲卓越編輯獎」，即獲得卓越中文雜誌之榮譽提名

獎。圖為總編輯王志宏代表領獎。 照片提供∕本會

經典雜誌走入社區，在教聯會種子教師的廣為宣傳和邀

請下，許多老師藉由戶外教學分享豐富的主題展覽。 照片

提供∕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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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全球慈濟愛

合心力援紐奧良
彙整∕邱蘭嵐 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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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颶錛蠅摧毀安逸的富足

美國颶風發生周期多在每年6月至11

月，襲擊美國的路徑，向來多從東進佛羅

里達州或由西經過墨西哥；8月23日，卡崔

娜（Katrina）於大西洋百慕達附近成形，

25日卻在佛羅里達州南部拐個彎，再闖進

墨西哥灣之後三天，迅速從三級中度颶風

發展為五級超級強烈颶風，時速高達兩百

七十公里，實為氣象史上所罕見，被美國

氣象學專家喻為「完美颶風」。

得知即將來襲的卡崔娜挾帶強勢風

雨，美國聯邦政府宣佈路易斯安那州、密

西西比州進入緊急狀態，百萬民眾撤離家

災後十天，站在穿越市區的高架道路上，放眼看去是一望無盡的水線，整個紐奧良市儼然成了一個大浴缸。

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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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但仍有部分沒錢、沒車、外州無親友

的貧窮非裔居民，只能守著家，靜睹卡崔

娜駭人的威力。

8月30日，卡崔娜颶風正式進入紐奧

良，登陸時雖降為四級，仍以千軍萬馬之

勢重創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及阿

拉巴馬等州，釀成美國史上百年來的最大

災難。

墨西哥灣沿岸眾多城鎮被洪水淹沒，

其中，位處路易斯安那州的爵士樂發源地

紐奧良（NewOrleans），因低於海平面約兩

公尺半，北接龐恰特雷恩（Pontchartrain），

南臨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東西則圍

著沼澤溼地，平日靠著長約五百公里的堤

防免於洪災，此次受卡崔娜颶風強力襲

擊，引發潰堤，全市八成地區沒入洪水，

水電供應中斷，積水不退，政府估計兩到

三個月間無法恢復市容。

四十八歲的麥可艾倫（Michael Allen）

在災後，語露憂心：「現在年輕人不信上

帝，沒有敬天畏地的觀念。從這次災難

中，我體悟到上帝在警告我們，不能再過

那種不在乎明天的生活！」

9月1日，紐奧良市民約兩萬五千人緊

急疏散到超級圓頂體育場（Superdome），

然而，市區積水持續上升，超級巨蛋岌岌

可危，市長遂將近二十七萬未事先撤離的

人，疏散到鄰近十二州、六百多個收容中

心，與此同時，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救災及災後復原行動隨即展開。

證嚴上人關懷卡崔娜颶風災情，叮囑

美國慈濟人提供人道關懷，呼籲發起「凝

聚全球慈濟愛•合心力援紐奧良」人道救

援行動。慈濟美國總會立即於德州分會成

立賑災協調中心，志工自費搭機、輪班深

入休士頓及達拉斯和波蒙特等地的收容中

心，了解災民需求，全

美各地慈濟志工也展開

勸募救援準備行動；慈

濟基金會亦響應此人道

救援行動，與慈濟分佈

全球四十個國家的分、

支會與聯絡點，同步展

開街頭募款及義賣援助

災民等活動。巴拉圭亞

松森的陳建豪與全球慈

濟人分享：「今年巴拉

圭天氣反常，早晚溫差

非常大，有時清晨只有

攝氏五度，中午卻升到

二十幾度。即使如此，

我們仍相約到街頭募

款。在經濟景氣很差的卡崔娜颶風除了造成人員傷亡與財物損失，也引發了逃亡潮般的大撤離行

動。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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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來往的人們依然願意伸

出援手；我們也以一元不嫌少阤

五元不嫌多的理念，感恩每一阤

捐者的愛心。因為曾經受過美阤

經濟制裁，有些巴拉圭人對此阤

的援助有不一樣的看法，但阤濟

人期待人人發出惻隱之心，帶阤

世間善的循阤。阤

苹笱志工瞺十方湧現的菩薩

阤濟志阤9阤4日起，獲准阤

駐德州多個收容中心，陸續在阤

士頓太空圓頂球阤阤Astrodome阤

收容中心阤喬治布朗會阤中心收

容中心阤 George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阤阤St. Francis Cabrini 教阤阤First

Baptist 教阤阤華僑文教中心阤中華文阤中

心阤香港超市等地設點服務受災民阤，一

一致贈上人慰問祝福函及與當地的沃阤

(WalMart)超市合作的面額一百美元和阤百

美元物資兌換卡，方便災民兌換食衣住阤

用品，並提供電話卡，讓災民可以聯絡親

友。其他地區如洛杉磯阤聖荷西阤鳳阤

城阤紐約阤新澤西阤芝加哥阤堪薩阤等城

市的阤濟志阤也陸續抵達當地，加入阤

懷阤傾聽阤協助溝通阤發放現金支阤等協

助，讓準備離開收容所，另謀棲身之阤的

人應阤之用。

一對墨西哥夫妻在志阤才阤出上人的

慰問信函，還未來得及向他們開口說阤

時，便突然舉起手說阤阤請您先不阤說

話！我必須先告訴您，您們的團體是這阤

個收容中心上上下下阤最有組阤的組阤阤。

您們親切的問候阤有系統的登記阤阤情的

門外接待阤貼心的膚慰與尊重的姿阤，讓

我們夫妻倆印象非常深阤！阤

當地一阤高級阤政長阤對阤濟的發放

給予很大的協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

阤淚盈眶地讚阤阤阤在美阤，沒有人阤阤

濟這樣鑮脆而直接的！不必經過阤阤阤

卡，只阤確認是受災戶，便以尊重的阤阤

阤時給予協助！阤

獲得阤濟物資兌換卡的災民克阤德與

傑隆等人，也感恩地對阤濟服務阤的志阤

慈濟志工佇立街頭向行人募心募款。

卡崔娜颶風賑災，慈濟人以最恭敬的心將物資兌

換卡贈予災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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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張兌換卡是我落難時最實際的幫

助。」「慈濟應急金對我來說太重要了！願

神保佑你們！」

不論是災民、其他救援團體或維護治

安的軍警心中，藍天白雲的身影已成為慈

悲、智慧的象徵，更是台灣「以愛心為寶」

的國際標誌。

在明月星光見證下，9月6日凌晨１點

半，慈濟大愛醫療巡迴車從洛杉磯經四十

個小時、跋涉約兩千公里，駛抵德州休士

頓波蒙特市收容中心，提供災民牙科義診

服務。

慈濟人醫會牙醫師陳恂滿說：「有許

多患者都是紅十字會醫療站無法處理而介

紹過來的，可見牙科正是目前收容中心內

所缺乏的醫療項目。有位先生從紐奧良逃

出來的時候身上只有美金二十五元，他帶

著這二十五元在波蒙特的街道上徘徊，不

知道應該拿錢來買飯、買油，還是看牙

齒？他還多次返回災區試著找失蹤的媽

媽，身心俱疲，每小時還『準時』牙齒劇

痛，那種苦可想而知！」「我本來還在猶豫

醫療車有沒有必要來？今天初診後所得到

的答案是『一定要做！』」

發放務實蠅滿足災民的蔯求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稱

FEMA）從9月7日開始，針對無法提出資產

損壞證明文件的災民，發放每戶兩千美

元，紅十字會也開始發放每人三百六十美

元；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任何機構提供災

民最急需的現金，因此慈濟發放的沃瑪

（Wall-Mart）超市物資兌換卡或現金支票面

額雖僅兩百美元，與聯邦政府提供的福利

慈濟大愛醫療巡迴車在波蒙特收容中心外提供服

務，有效紓解災民牙齒疼痛，把愁容變成笑臉。

攝影／顏霖沼

颶風災後，天候炎熱、停水、停電，初期有人因

為缺少水分或營養不足而喪生；曾提供數以萬計

居民避難的紐奧良會議中心，外圍成立臨時醫療

站，醫護人員治療傷病居民。攝影／顏霖沼



感
恩

尊
重

愛

144

相較下，可說是微不足道，但卻得到最多

的微笑回饋。

因為災難初期，政府發放的是食物兌

換券（food stamp），對僅僅攜帶重要證件

與簡單衣物緊急撤離的災民而言，不缺食

物，卻急需生活用品，慈濟提供的物資兌

換卡正滿足了實質的需求。

參與現場發放的慈濟志工美惠師姊

說：「今天的發放讓我感觸良多！這些同

胞一看就知道是生意人，不論是經濟狀況

或社會地位都在中上階層，但是今天卻需

要來這裡排隊領取應急金，可見他們現在

的處境是多麼艱困，他們心裡又是多麼的

煎熬！看了真的很不忍……」

慈濟志工也在休士頓華人群聚處發

放。如越南、大陸、台灣災民常聚集在香

港超市（Hong Kong Market），領取善心人

士捐獻的二手衣或食物，懂英文的人並幫

忙填寫福利申請表格，或是交換彼此所知

的最新資訊，現場宛如一個小型的「救災

中心」。慈濟在超市發放的訊息經由口耳相

傳，吸引許多人前來排隊等待。

當日，慈濟美國總會成立尋人啟事服

務資料庫，為華裔同胞及其他災民提供更

有系統的尋人服務。

9月9日，慈濟以外國慈善團體的身

分，獲准進駐達拉斯會議中心（Dal las

Convention Center）災民收容中心，與聯邦

政府一起服務災民。災民進入收容中心

後，由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人員

帶領，申請身分證明、發給銀行借貸卡，

最後來到慈濟服務站領取物資兌換卡。

慈濟達拉斯支會從這天起至9月下旬，

陸續於達拉斯市 ( D a l l a s ) 、李察遜市

（Richardson）、福和市(Fort Worth)、愛迪遜

市（Edison)展開物資兌換卡或現金支票發

放，嘉惠萬人；另外致贈嘉倫市三戶災民

家具。

三天後（9/13），一萬零八百一十八個

醫藥包自台灣空運抵達洛杉磯。慈濟美國

總會志工動員打包，置入止痛藥、腸胃

藥、蚊蟲藥膏、燙傷藥膏、酒精棉片、碘

酒、溫度計、剪刀、繃帶、紗布、三角

巾、壓舌板、手套、指甲刀、冰袋等三十

多項生活用品。9月22日起，分批送往德州

休士頓、達拉斯等地，視災民需要發放。

鳳凰城慈濟志工當日進駐退伍軍人紀

念球館（Veterans Memorial Coliseum），於

紅十字會服務站旁設立服務中心進行發

放、關懷災民、致贈應急金。慈濟紐約分

會、華埠聯絡處也成立災民服務中心，參

與紐約州政府收容災民計畫，提供資金、

醫療、翻譯、心情撫慰等各項協助。

儘管紐奧良積水未退，水質中含有高

密度病菌，清理及消毒工作仍在進行，自

華航免費協助空運慈濟家庭醫藥包至美國援助紐

奧良災民，陪伴著卡崔娜颶風災民返鄉重整家

園。攝影∕曾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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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水及電力供應都不正常，潛藏許多危

機，但居民返家心切。紐奧良政府遂於9月

16、17兩日，陸續開放部分地區，分階段

讓居民返鄉；慈濟於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

設立服務中心，也因當地政府為淨空休士

頓圓頂運動場收容中心，而遷移至「里來

恩中心比賽場」（Reliant Centre Arena），慈

濟於此地設立服務中心。

慈濟達拉斯支會9月18日於德州福和市

(Fort Worth)紀念館場地（Will Rogers

Memorial Center）設點服務，21日進行最

大規模的發放工作，物資兌換卡發放戶數

逾二千戶，總計超過五千多人受惠。

第一位領到物資兌換卡的是二十八人

組成的大家庭，家庭成員包括十二名成

人，十六名兒童。代表發言的Virginia表

示，「這份兌換卡在此時此刻是最貼心的

禮物。你們的國家，你們的人民給予我們

最大的幫助。」

隨著收容中心一一關閉，慈濟緊急救

難工作告一段落，中長期援助計畫隨之展

開，內容包括：為受災地區重建學校、圖

書館等。志工與休士頓市長比爾．懷特

（Bill White）、房屋及社區發展部長威爾森

（Milton Wilson）會晤皎談重建事宜，並深

入紐奧良與州府巴頓魯治（Baton Rouge）

等地進一步評估。

鍚莉塔鍬一走蠅慈濟再往災區關懷！

災後二十二天（9月20日），又有暴風

雨威脅美南，紐奧良市長宣布停止居民遷

發放現場，志工邀請災民一起唱英文版的「牽手」，得到熱情回應，很多人因此而流下感動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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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作業，已回到紐奧良的民

眾也必須儘速離開；23日，

紐奧良堤外水位高漲，德

州、路易斯安那州超過兩百

萬人撤離，州際公路嚴重塞

車，墨西哥灣區城鎮幾乎成

為空城。

莉塔颶風造成的災害，

以德州波蒙特（Beaumont）

及鄰近的亞瑟港（ P o r t

Arthur）、沙賓渡口（Sabine

Pass）最為嚴重；特別是停

電影響供水、衛生下水道等

基礎運作。因此慈濟志工9

月28、29日緊急採購兩百個

發電機送往波蒙特，協助警

局等公務單位展開救援工

作。

美國紐奧良於10月11日

露出復原曙光，遭受卡崔娜

與莉塔風雨襲擊釀成的積

水，在四十餘天後終於完全

抽乾。

災情發生後，幾乎所有的警消人員在

二十四小時內趕回，他們同樣也是受災

戶，卻顧不得家園復建，不眠不休地瘠入

工作。志工心疼他們的奉獻，在勘災後決

定補助一千三百九十三戶警消家庭「慈濟

現值卡」

三百美元

與一個醫藥包； 1 0月 1 5日在傑弗遜郡

（Jefferson County）舉行的發放活動中，由

十五個受贈單位主管代表領取。

傑弗遜郡行政長官卡爾（Carl Griffith）

表示，美國是一個樂善好施的國家，沒想

到這次成為被關懷的對象。「在莉塔來襲

後的第一天，當慈濟來問有什麼可以幫忙

的？我實在很感動；在聯邦及州政府採取

行動前，慈濟先來了……我會永遠記得你

們對所有公僕及家屬們的尊重與關懷。」

災後旋即展開救援行動的慈濟志工，

10、11月仍持續在密西西比州 (Mississippi)

的百樂市 ( B i l o x i )、柏斯基督市 ( P a s s

Christian)、聖路易灣市(Bay St. Louis)、海

浪島市 ( W a v e l a n d ) ，以及奧克蘭市

不必經過繁複手續層層申請，實質的補助就能直接而快速送抵手中，是

眾多災民肯定慈濟發放的原因。圖為慈濟志工為災民致上應急支票，並

給予一個愛的擁抱。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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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kland）、格爾夫波特市(Gulfport)、長

堤市(Long Beach)、路易斯安那州等地區，

發放慈濟現值卡、家庭醫療包、現金支

票、物資兌換卡、生活用品或米糧，服務

區域達十二州。

整個卡崔娜颶風的急難救援，在11月

22日格爾夫波特市、長堤市、柏斯基督

市、聖路易市與海浪島市的發放活動中劃

下圓滿的句點（總共四千三百二十戶、一

萬二千六百五十一人受惠），未來全美各地

如果還有災民求援，將以個案處理。

與此同時，慈濟基金會也如火如荼展

開後續的中長期賑災行動，美國慈濟基金

會的一輛行動診療車已從加州趕來美南，

為路易斯安那州災民作牙科義診。

直接迅速蠅給予及時的溫鍣

2006年1月11至13日，卡崔娜颶風災後

重建暨「世界市長會議(World Conference of

Mayors，Inc．)（世界市長會議於1984年4

月在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由當時的阿拉

巴馬州塔斯基市市長福特（Johnny  Ford）

發起成立，會議的主要成員包括美洲、亞

洲、非洲、加勒比海等國家的城市市長參

加，會議的目的主要是積極地建立國際城

市之間的關係，共同追求彼此共同的利益

與關切的議題。）」理事會議在阿拉巴馬州

的塔斯基大學(Tuskegee University )舉行，

慈濟亞特蘭大聯絡處的志工應邀前往，介

紹慈濟在卡崔娜颶風後的賑災情形，與會

的市長們對慈濟的瘠入賑災表示讚許，紛

紛向與會的駐亞特蘭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吳榮泉打聽有關慈濟的資訊。

德州分會於2006年2月9日，再度動員

慈濟人深入路州史賴戴爾市（Slidell）等地

探訪災民，舉行發放並首度提供慰問金給

三百戶家庭、九百零七位災民，也發放兩

百六十五個醫療急救包、慈濟英文歌選CD

三百片和慈濟現值卡，實地瞭解還能提供

哪些幫助，以及響應美國牙醫學會 (The

American Dental Society)的百位牙醫義診計

畫，動員華裔牙醫服務災民。

慈濟志工力行「口說好話、身

行好事、心想好願」，為災民帶

來一線生機及重整家園的信

心。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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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中，災民利瑪．詹姆斯含淚感恩

慈濟人的關懷。「我永遠記得教會的牧師

說：上帝不會給你承受不了的承擔。」

佛教慈濟基金會在美國從事慈善、醫

療服務已逾十五年，向來以直接、迅速，

屢獲地方政府與救援機構認同。卡崔娜釀

災後，慈濟志工與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與

紅十字會頻繁協調，終獲信賴而獲准進入

收容中心設立服務點，提供災民服務。

慈濟人「走在最前，做到最後」，用拔

苦予樂的慈悲心，穿梭在需要幫助的人身

邊，給予最及時的溫暖。正如一封來自德

州波蒙特市紅十字會志工 Cindy Yohe 的信

所寫：「很高興今年的勞工節，我有機會

在德州波蒙特市的福特公園收容中心，和

慈濟人共事五個小時。我深深敬佩慈濟對

颶風災民的膚慰，無怨無悔無所求之愛。

您們的志工經常口說好話及面帶微笑，很

溫柔、尊重及耐心地安撫焦慮與失望沮喪

的父母親及孩童們。這些溫言暖語是當下

的無價之寶；慈濟團隊所給予災民的，遠

比物資兌換卡還要多——帶給受災民眾一線

生機及重整家園的信心。謝謝您們的膚慰

及慈悲！」

迦所求付出蠅造福社區感動市民

2006年 2月 24 日晚間在波蒙特市的哈

佛中心，慈濟基金會德州分會執行長熊士

民，從波市警察局局長手中接下獎牌，頓

時掌聲雷動，全場來賓一致起立，持續鼓

掌致敬長達一分鐘之久。在這場專門為表

揚波市2005年優良軍警的頒獎典禮中，慈

濟基金會榮獲頒贈最佳公共服務獎。

由於在卡崔娜及莉塔颱風來襲之後，

慈濟基金會對於第一線的軍警人員給予的

協助與關懷，獲得了當地人們的肯定與真

心感動。在這場頒獎餐會席間，不斷有警

員家屬主動走過來向身穿藍色制服的慈濟

代表們致意，感謝慈濟在颶風災難期間給

予的救助與膚慰，有些人至今仍甚為感

動，眼眶中噙著眼淚，雙手緊握表示感激

之意。

過去從來不曾聽聞慈濟，對慈濟全然

陌生的波市居民，相當驚訝這樣一個遠來

的、陌生的佛教團體，竟然可以如此無所

求地付出；這份無私的愛，溫暖了站在風

災第一線的軍警維安人員，使他們得以無

後顧之憂地站在崗位上，維持波市市民的

身家安全，直接或間接地造福當地社區，

因此獲頒此項殊榮。

這場頒獎典禮中，波市市長蓋．古德

生（Gui Goodson）、聯邦助理檢察官（Brit

Featherson）皆親臨現場。此外，獲頒最佳

媒體獎的廣播電台，並在現場即刻對慈濟

進行簡短的廣播採訪。

因為心中有愛，因為無所求付出，慈

濟人總是面帶笑容，做得歡喜；不分地

域，不論人種，哪裡有需要，藍天白雲的

身影便及時出現，撫慰人心，救助苦難，

讓大愛精神傳揚到各地，普獲世人肯定與

贊同。

鵒資料鼎源角ｒｓ全球資訊網ｘ葉秉倫ｘ王

ｒ通ｘ張永純ｘ潘美玲ｘ李茥煌ｘ賴怡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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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募收支一覽表】

活動期間：2005/09/17盈10/16•核准文號：內授中社字第 0940702264 號

※資料提供：慈濟基金會財務處

收入分析圖（日期：2005年12月01日）

「凝聚全球虋虌愛•合心力援紐奧良」使用募得款報告書

項目 預算金額 預算金額 % 說 明

匯往ｒｓ美國

總會

急難關懷騲資

發放

支出合計

救災相關支出

81,502,336元 81,666,085元 99%
執行救援工作ｍ含急難關懷觻段的應急

金發放ｘ大愛醫療巡迴車義診等。

1,000,000元 855,592元 1%
提供災鼜家庭醫藥包計10,818份及運

輸ｘ通關等瞺務雜支。

395,500元 376,159元 0%

救災茌祝相關支出ｍ含相關ｌ員前往美

國麷票ｘ膳雜費及國內交通費9ｌ次及

意外保險費ｘ匯費等。

82,897,836元 82,897,836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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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山萬水的愛

——慈悲的印記
彙整∕魏淑貞•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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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濟人關懷大陸的腳步，從1991年參

與華東水患救助工作開始，一路走

來步步踏實，將四大志業的足跡，清晰地

印記在彼岸的土地上。

歷年已在二十四個省展開援助，來自

海外、台灣與當地的志工們，以一份真誠

的愛及探視親友的心情，放下工作、犧牲

假期，秉持著「直接、重點、尊重、即

時、務實」的原則，從事急難救援和長期

濟助。2005年持續進行的慈善志業，包括

貴州扶困計畫、甘肅援建水窖，以及西藏

茶磚發放等；並首次針對江蘇、福建、河

冬令發放的現場，志工用憐惜的雙手，輕輕膚慰老爺爺滿是風霜的雙頰。被愛的感覺很好，能去愛人的感覺

更好！地點：江蘇省泗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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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貴州等省的貧困戶進行冬眒發放。

醫療方面，自2004年9月援建的福建福

鼎市醫院「慈濟大樓」正式啟用後，所創

設的「慈濟福鼎醫療扶貧濟困基金」、「慈

濟志工室」，一年多來充分發揮良能。醫療

人文落實在醫病間，醫師用心問診視病如

親、志工真心膚慰慈懷柔腸，譜寫著一頁

頁溫馨醫病情；尤其是罕見的病例，更透

過與台灣慈濟醫院兩岸醫師的交流會診，

得到完善的照顧。另外，慈濟骨髓幹細胞

中心送髓至大陸，至2005年底，已達三百

八十一例，嘉惠白血病患者。

慈濟援建的希望中、小學，持續進行

人文交流，亦積極參與失學兒童救助計

畫，每年資助近一萬失學兒童就學；同時

也在蘇州及廈門舉辦兩岸大學生交流活

動，不僅讓師生間有良好的互動，也讓青

年學子體會行孝、行善不能等的真義，從

而建立服務的人生觀。而慈濟音樂手語劇

首次在蘇州公演，闡揚孝道精神，得到廣

大的回響，更提升淨化人心的內涵。

從慈善濟貧開始，漸次施予醫療援

助，繼而推廣教育、人文，在互信、互愛

的良善循環中，慈濟已將慈悲與大愛的種

子深植於大陸人民心中。

大愛之路 起於慈善

大陸的慈濟志工，基於真切的悲心與

熱誠，在多次參與賑災活動的經驗中，承

擔起勘查、與當地政府溝通、規畫執行等

發放的重要工作。

急難部分，慈濟人做到聞聲救苦，即

時援助，包括福建省福鼎市磻溪鎮、疊石

鄉大火，及南平市順昌縣的水災，還有廣

東省和平鎮水災等。其中順昌縣遭致「六

一九」水患侵襲，高達十五萬九千多災民

流離失所，民房損壞倒塌，多數公共設施

亦遭破壞，因此向慈濟請求援助。本會於

勘災後決定為順昌縣鄭坊鄉、際會鄉、大

曆鎮援建慈濟村，並針對七個鄉鎮貧困戶

手握著奶奶這雙不知走過多少坎坷，歷經多少風

霜道路，因而變形的雙腳，慈濟人以一份浴佛的

心情，為奶奶清洗。地點：安徽全椒敬老院。

福鼎慈濟志工即時勘災，並將慰問金與祝福即時

呈送給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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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冬眒物資。

7月14日，福建慈濟人

前往勘災，並評估生活物資

之需求及全倒住房的重建可

能性。經過再次實勘及討論

後，於10月19日舉行慈濟村

動土奠基典禮，共計八十八

戶，預定2006年5月竣工；

12月2、3日則舉辦發放，期

使災民可以儘速展開新生

活。

2005年慈濟在江蘇、福

建、河北、貴州首次舉行的

冬眒發放，除了受災戶之

外，也包含當地特困、五保（註）、殘疾等

較為貧困的民眾。溫飽的米糧、保暖的衣

被，是慈濟人最熱忱的心意，更是鄉親由

衷的企盼。尤其是歲末的發放，包括台

灣、美國、加拿大、南非的慈濟人及當地

台商、大學生，總共動員一千多人，經過

半個多月的努力，至2006年1月順利發放近

十八萬人次的物資，總計四萬餘戶受惠。

甘肅

援建水窖魙蓍育興學

至於甘肅省的乾旱及失學問題，是慈

濟長期關心瘠入的工作。1998年起，慈濟

在此援建水窖，被當地人喻為「幸福水、

致富窖」，在多個慈善團體瘠入東鄉縣集雨

抗旱工程中，以慈濟援建的規模最大。

第八期工程於2005年6月在海拔兩千多

公尺的東鄉縣大樹村進行，11月初有四百

九十九口完工。八年來，慈濟志工用心承

接這項任務，針對人畜飲水最困難的高山

修建「慈濟窖」，也與鄉民結下深厚情誼。

幾年來已有具體的成效，在會寧、通渭和

東鄉三縣，總共援建了三千九百五十一口

水窖。

根據調查，一口水窖一年能為一個家

庭節約人民幣六百元（約新台幣兩千五百

元）的買水支出。慈濟免費提供材料，建

造部分則由自家出勞動力。如果家中成員

是孤、寡、病、幼者，就靠鄉親協力互

助。平均每口窖約新台幣四千元，可使用

二十至二十五年。

二十七歲的穆兒洒說：「有了水，就

有了錢！」穆兒洒決定外出打工。「我不

用擔心家瘳的吃喝問題，可以在農閒時出

門打工，每月賺錢寄回家。」

大陸「中華慈善總會」表示，水窖和

集雨場多數建於庭院內，居民能建立較好

的衛生習慣，減少疾病發生。居民有多餘

的時間和勞力出外打工，也有讓孩子接受

教育的想法，「外出打工後，學會了普通

話；見了世面後，也才知道識字與讀書的

重要性。」

慈濟舉行冬令發放，大陸年輕志工幫忙為鄉親扛大米，歡喜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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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2002年慈濟志工即已

發現嚴重的失學問題，翌年水窖

完工後，開始評估援建學校的迫

切性。村裡第一所小學「慈濟水

家小學」，今年已邁入第二年，當

初是在居民的期盼下修建完成，

位於全村最高點，六間教室最多

可容納兩百名學子。

目前全村已有八成以上的適

齡孩子入學就讀，從七歲到十三

歲近百位學齡兒童，終能高高興

興地上學，即使學費是不小的負

荷，但水家村人更珍惜受教育的

機會。校長何世良於2004年9月到

職，2 0 0 5年穆勤學老師隨之加

入，兩位老師什麼事都得做。

從高山大水來到教室的孩

子，收起趕羊驢的鞭子，拿筆寫

作；這些「小樹苗」已漸漸長

大，正朝向一片開闊的天地伸

展！

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

玉說：「如果有一百位孩子受教

育，就有一百個希望在這片土地

上綻放。」而多年來，上海慈濟

志工往返甘肅東鄉，過程艱辛，

接著繼續進行第九期援水窖戶初

訪工作，他們堅定地說：「我們

會持續下去。」

貴州

建慈濟村魙發助學金

貴州土地貧瘠，居民生活受

地形限制，經濟條件不若沿海省

分。2004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近四千口的慈濟窖，八年來在志工的跋涉下完成，讓人們的眉頭

鬆開了，讓四千戶人家彷彿擁有生命之泉。攝影∕顏霖沼

上海慈濟人為了籌募五千多位貧困山區孩童助學金，秉取之當

地，用之當地的精神，於每年二大節慶前夕，皆舉辦萬粽一心及

愛心酥義賣活動，動員志工上千人次，帶動台商回饋的愛心。

攝影∕黃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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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人員，在黔南州進行脫貧調查計

畫，一個月後做出結論「這瘳不適合人類

居住！」

然而慈濟於1997年黔西南盤縣、興義

賑災後，就開始進行扶困計畫，從「教育

助學」、「貧困農戶遷村」、「特困戶濟貧」

三大面向，長期對貴州伸出援手，扮演非

政府組織(NGO)填補空缺的支援性角色。

自2000年起針對特困學生進行助學，

同時援建大愛村。2005年2月，羅甸縣董架

鄉對門寨慈濟村落成，又有五十二戶入

厝；貼上春聯，村民在喜氣洋洋的氛圍

中，搬進這一棟棟二層樓高的磚瓦房新

家。慈濟人除了歡喜慶賀，也到羅甸縣董

架鄉抹尖慈濟村、紫雲縣松山鎮那王慈濟

村與鄉親一起圍爐，致贈春聯，提前歡慶

新年。

慈濟志工與村民互動中，運用智慧鼓

勵居民善加維護自己的居住環境，同時試

著推動「心素食儀」，祝福居民度過一個最

難忘、最溫暖的春節。

多年來，慈濟為這塊土地注入愛心活

水，丹寨縣有烏灣小學，貴陽附近的花溪

高坡、麥坪鄉，黔西南的紫雲、黔南羅

甸，也有整齊清潔又具地方色的「慈濟社

區」。

11月初，廣東慈濟人前往羅甸、平

岩、羅沙等三個鄉發放一千四百六十位失

學兒童獎助學金，更以靜思語教學，引導

孩子自小懂得感恩孝順，互助互愛，進而

將慈濟人文落實在生活中，志工把貧童們

當做是自己骨肉一般疼惜，每年助學貴州

的孩子近五千名。

慈濟志工高明善是扶困工作的主導人

之一，務求每個環節都能盡善盡美。由於

貴州受到地形的限制，稍能耕種的地方，

鄉民都捨不得用來蓋房子，因此大愛村土

地取得不易；然而克服種種困難後，慈濟

於貴州地區援建及正在規畫中的大愛村已

經超過三百戶，學校也將逐步與大愛村結

合。

「當地的孩子需要走上一、兩個小時來

上學，更多的孩子甚至需要走三到五個小

時的路程，因此蓋大愛村的同時，也在村

裡蓋了宿舍，讓遠道就學的孩子可以有寄

住的地方，增加他們上學的機會。」

尊重生命魙醫療之愛

從救貧經驗中，慈濟志工體會到證嚴

上人常說的：「疾病是痛苦的根源，貧窮

的由來。」因此，為解決居民的病苦問

題，進而積極展開醫療服務。

2005年慈濟在大陸所援助的慈善醫療

個案，累計四十五件。

福建慈濟志工長期關懷廈門、閩侯大

湖鄉、福鼎慈善濟助興學個案，也結合醫

師進行醫療回訪。而福建福鼎市醫院啟用

後，慈濟志工與院方合作，評估訪視因貧

困而無法負擔醫藥費用的病人，並給予適

切的治療及溫馨的關懷，總計在醫院陪伴

緊急個案度過生命難關的有七十九例。

自1999年第一次醫學人文交流在福鼎

舉辦以來，台灣慈濟人醫會與福鼎市醫院

多次舉辦聯合義診，2005年6月福鼎管陽鎮

西陽村的巡迴義診，則是院方與慈濟結緣

以來所舉辦的第四次義診，但有別於以

往，此次是由當地醫師承擔，十分用心地

展現慈濟人文精神，嘉惠當地約四百位民

眾。

農曆春節，福鼎市醫院志工特別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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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及祝福卡，送給堅守崗位的大醫王和

白衣天使，以及病房裡的所有病患朋友

們，每一樓層都看得到慈濟人歡喜的身

影。因為有大愛的滋潤、無私無求的付

出，才能給予病苦的人們健康的身體、幸

福的家庭，這些都是醫護人員及志工們共

同成就的。

另外在江蘇省泗陽縣，有三百多名白

內障患者，因為貧困沒有得到復明的手

術，「慈濟•光明行動」協助一百零一位

經濟狀況困頓的患者重見天日。

而許多感於慈濟醫療之愛的善心人士

也紛紛回饋，2005年1月30日，經營台商春

節包機的海南航空公司，決定把北京飛往

台北的首航收入，捐贈給台灣佛教慈濟慈

善事業基金會骨髓幹細胞中心，兩位受惠

於慈濟捐贈骨髓而康復的中國大陸病人應

邀出席儀式，表達了對慈濟的感謝。

關懷縲案 視病如親

個案關懷部分，積極深入社區與病患

做良好的互動，落實愛的醫療。例如脊椎

損傷半身癱瘓的林新達，因褥瘡潰爛發

臭、大小便失禁，家人難以照料，幾乎放

棄。在義診現場掛第一號，隨後慈濟志工

護送他至福鼎市醫院接受整整一年的治

療，而為了安頓他未來的生活，並安排他

遷入無障礙空間的大愛屋居住。

另外，因工作意外雙腳截肢、靠兩只

小板凳行進的蔡永仕，以樂觀勇敢的態度

面對人生。2004年冬眒，慈濟與他結緣，

除了為他的兩名子女助學外，證嚴上人慈

悲憫念，慈示援建大愛屋，改善了他的居

家環境；勤奮的他，還搬磚作小工、種

菜，擁有了自力更生的能力。

現年三十六歲的楊洪賽，懷孕八個月

時罹患天皰瘡，受盡全身皮膚潰瘍之苦，

獲得「慈濟福鼎醫療扶貧濟困基金」的援

助，緊急剖腹產子，但皮膚起泡、膿瘍、

瞂離等現象依然存在。

台灣慈濟醫院蔡世滋主任及賴寧生主

任等醫療團隊發揮仁醫心懷，積極提供醫

療建議，協助福鼎市醫院對症改善。慈濟

人如親人般地給予持續的關懷，病癒後，

江蘇省泗陽縣「慈濟•光明行動」，協助白內障患

者重建天日，志工於手術後親至醫院關懷患者。

福鼎市醫院慈濟志工室內，大家認真地討論關懷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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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倆主動表示要閱讀上人的書及瞭解慈

濟人文，發願成為慈濟人！

希望之鑰魙鍙於蓍育

證嚴上人常言：「社會的希望在孩

子，孩子的希望在教育。」慈濟教育展現

的是彼此尊重的生活方式，唯有人與人之

間真誠的「尊重、感恩、大愛、關懷」才

是終極的理想，而「人文精神」則是貫串

慈濟教育的精神軸心。

慈濟在大陸總計援建三十三所希望工

程學校外，大上海、福建、廣東等地慈濟

人也積極幫助貧困或清寒績優學生順利就

學，2005年援助六千一百六十位學子。同

時也關懷社區孤獨老人，並為南亞海嘯受

災國家踴躍捐款。

若要讓農村孩子跳脫貧困，唯一的途

徑就是教育；慈濟的助學金，多少能解決

農村的失學問題，志工也在頒助學金的同

時教導靜思語，給孩子更多的啟發。諸如

江西、貴州、福建、廣東和平、湖北等

地，因獎助金發放暨靜思語教學活動，讓

慈濟人文走入學校，也為貧窮的孩子開啟

另一頁人生希望。

證嚴上人開示：「把這一份愛變成一

顆顆的種子，一顆顆種子變成新芽，一棵

棵新芽，變成小樹而大樹，一棵棵的大

樹，又是纍纍的種子，這就是我們所付

出、所期待的。」

人文交流魙行善盡孝

慈濟教聯會老師、慈濟大專青年聯誼

慈濟志工用愛打造的無障礙空間大愛屋，脊髓損傷患者歡喜入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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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及慈濟中學師生於暑假期間分赴河

南固始、安徽全椒、江蘇蘇州及福建廈

門、福鼎等地進行教師素質教育交流、師

生成長營，兩岸大學生人文交流及親子營

等。

交流的主軸以行孝行善不能等、環

保、青年服務人生觀，讓青年學子深刻感

受日常生活中，自己只要多付

出一點愛，可以讓父母歡喜，

讓社會充滿溫馨。

7月4日慈大附中及慈濟大

專青年聯誼會一行七十人，前

往大陸進行九天的兩岸文化交

流；此行除赴河南省固始慈濟

高中及安徽省全椒慈濟中學，

舉辦師生合心成長營及兩岸教

師宏願互愛營外，也帶動當地

同學進行居家關懷的慰問活

動。

看到姊妹校固始慈濟高中

相同的制服，學子們備感溫

馨。課程中有各種主題的靜思

語教學活動，讓同學們深刻反

省與體悟，兩校的教師也透過

分享與研討，互相學習。

為了讓當地同學體驗志工

服務的快樂與感動，此行也安

排河南慈濟村的慰問活動。在

慈大附中同學的帶動下，固始

慈濟高中同學們漸漸放下身

段，為老人家搥背、講故事及

表演活動。

之後又造訪慈濟在全椒縣

援建的十所敬老院，全椒慈濟

中學的師生跟著一起替老人按

摩、洗頭、剪指甲，從中他們

也親身感受到善與孝落實在生活上。

「只要你肯去付出，別人就會感受得

到。」藉由良善的互動與交流，九天的文

化交流行程，拓展了同學們的胸襟與視

野，大愛與感恩的種子，也在年輕世代的

生命裡展露出新芽。

兩岸青年人交流活動，藉由生活經驗的互相分享及親身體驗，瞭解

大愛的精神與服務的人生觀，引發學子廣大的迴響與感動。

攝影者∕吳寶童。

在交流活動中，青年學子分享心中的感動與成長。



慈悲喜捨 合於人文

由慈濟改編自佛教經典《父母

恩重難報經》的音樂手語劇，2005

年8月20、21日於蘇州開明劇院首

次登場，劇名為「親恩浩連天」，

應觀眾要求追加演出達六場，吸引

了八千多位民眾前來觀賞，這場心

靈交流，讓大家深刻體會及時行

善、行孝的重要。

上人開示：慈濟人總是要比接

受我們幫助的人還要低一點，那一

種的尊重，發自於內心的感恩、尊

重、愛，這就是慈濟人的真誠。

悠悠十四載，慈悲喜捨的慈濟

人文，就像一股清流圍繞在千山萬

嶺、幅員廣闊的大地上，而這段歷

程真正是——用愛鋪著路走過來

的。

【註】：對生駂沒有依靠的老弱孤

寡殘疾者訇給予蒟吃繖蒟

穿繖蒟住繖蒟醫訇年幼的

蒟證受到教罅（蒟教）或

年老的蒟證死後篝葬（ 蒟

葬）訇簡稱蝸五蒟蜃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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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抱著大陸的老奶奶溫言柔語話家常

攝影∕蔡淑婉

慈濟音樂手語劇「親恩浩連天」公演，讓大家深刻體會行善、

行孝要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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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大陸援助工作彙整
提供角ｒ發訏 宗教訏

項目 內容 說 明 成 果

1.福建省福鷾市三月份磻溪鎮大火及四

月份疊石芻大火

總計發放急難慰問金4000元ｘ大米960斤ｘ鈮被21

條ｘ鈮大鴠10套ｘ衛生鴠31套。

將於大曆鎮援建ｒｓ村26戶；際會芻24戶；鄭坊芻38

戶ｍ計88戶。

第八茌水窖援建499口ｍ累計3951口。

援建貴州羅甸縣董架村對門寨新村ｍ計有52戶受惠。

襝湘雅醫學院合作ｍ展鼣低氟磚茶發放及後酉成效研

究ｍ砠計畫誃讓六千餘鴈藏騺氟中毒現象銲瞲緩解。

94年累計祪45釧

總計發放138芻2508村

總數41035戶

總受惠ｌ數為108799ｌ

為福鷾市醫院襝ｒｓ結緣瞲鼎所舉辦的第四次義診ｍ

砠次鍕全由福建ｒｓ莆工襝話ｐ醫師承擔。

1.ｒｓ中學第鴇次組團前往河南固魺ｒｓ高中及銳徽

全詀ｒｓ中學

2.河北井陘縣皆山ｒ中

1.福建省廈門市ｘ福鷾市ｒｓ兩岸青年文化交流。

2.由ｒ青ｘ莆工所組成的文化交流團鴇行79ｌｍ前往

江蘇省蘇州市襝蘇州大學130鴈同學笘行文化交

流。

兩百多鴈ｒｓ莆工於蘇州鼣明劇院演出鉉親恩浩驀天

——父母恩重難報經」。

總計協助101鴈白內障覾者重見天日。

總共援助6160鴈。

ｌ數

1085

228

1460＋2950＝4410

100

225

139

總計發放16芻鎮ｍ總戶數2537戶ｍ受惠ｌ數4589

ｌ。

2.福建省南平市順昌縣鉉六鴇九」水

覾

3.廣東和平鎮發放

1.甘肅水窖

2.貴州扶困

3.西藏低氟磚茶援助

4.援助ｒ瞶醫療個案

發放ｐ鼜有福建省福鷾市ｘ閩侯縣ｘ

廈門市；河北省井陘縣；江蘇省灌雲

縣ｘ蘇州市及周邊市；貴州省紫雲

縣ｘ羅甸縣等

1.福鷾管陽鎮西陽村之巡迴義診

2.江蘇省泗陽縣鉉ｒｓ．光明行動」

2005年援助大陸學校貧困或成績特優

學生

省分ｐ鼜

福建省

廣東和平

貴州羅甸＋酀寨

鴟海市

江西省

湖北鄂州

結合本會教聯會襝援建學校舉辦素質

教育交流。

襝大陸ｐ鼜大專院校學生笘行青年ｌ

文交流ｍ瞲活動傳遞大愛ｘ尊重生命

襝感恩的ｌ文

讓大陸騺眾體悟到行蒿ｘ行瞶要即

時。

急難救援虋善工作

虛文交流

長茌救助

冬令發放

義診

助學

援建學校

ｌ文交流

兩岸青年

ｌ文交流

音樂手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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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送暖禦寒雪 長情膚慰撫傷痛

——巴基斯坦地震賑災行

彙整∕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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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都沒有團體來幫助我們，只有你

們台灣。」

巴基斯坦地震後，慈濟賑災團的醫師

來到災區巴屬喀什米爾進行義診，當地山

區災民請他們到家中，為無法行動的家屬

看診，看到「大醫王」用心地付出，他們

道出了內心的悲苦與感恩。

連續幾日，賑災團員以愛與尊重和災

民互動，讓他們深切認識、敬愛這些來自

台灣的慈濟人，有些人雖不擅英語，但見

到志工「藍天麈雲」的身影便高呼：

「TAIWAN！GOOD！」令慈濟人無比感

動。

贏城之慟──南亞大地震

2005年10月8日，南亞喀什米爾山區，

當地時間早上8時50分 (台灣時間11時50

膱聏縡坦北部強縯赲號創膱蘌虒銻芑荾山菁赲超過腄百萬莞失去家園蜵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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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霎時天地震撼，無數村鎮被夷為平

地，許多兒童才剛進教室就遭瓦礫埋沒…

…。

據巴基斯坦、印度和Ｖ國地震監測部

門公布，這撼動整個南亞的大地震，震央

位於巴基斯坦首都東北約九十五公里，規

模為七點六級，震源距地表僅十公里，是

破壞力最強的淺層地震。

地震當下，不僅震央附近的喀什米爾

頓成廢墟，連百公里之外的巴國首都伊斯

蘭馬巴德（Islamabad）、印度首都新德里

（New Delhi）和阿富汗，皆感受到明顯震

動。

據地震專家指出，這次地震的威力相

當於一百二十八顆廣島原子彈。這一震，

震驚了全世釧。

災區倖存者餘悸猶存地形容說：「感

覺像世釧末日來臨一樣！」軍方發言人表

示：「受創最深的地區，損失的是一整個

世代。」

聯合國人道救援組織資料顯示，災區

死亡人數有八萬多人，受傷者

六萬多人，罹難人數每日持續

攀升中，超過三百萬人痛失家

園、流離失所，一千多所醫院

和七千多所學校被摧毀，一位

無助的災民，用沉痛的話語敲

擊著人們的心：「雖然幸運從

地震中生還，但我知道，我終

將死於飢寒交迫。」

人道救援──共同度難關

這是巴國有史以來最慘重

的天災，證嚴上人非常關切災

情：「眼睛所見、耳朵所聽，

盡是災民哀號；災區房屋倒塌無數，災民

徒手挖掘親人……，可以想見當時人們驚

慌失措、飽受心靈折磨。台灣經歷過九二

一大地震，這種苦，相信多數人都能感同

身受，英國、Ｖ國、德國、日本諀地救難

人員，紛紛投入災區協助。」

從震災日起，花蓮本會即持續蒐集與

分析災情訊息。位於西亞的約旦、土耳其

慈濟志工，嘗試與災區政府聯繫救援事

宜；由企業家組成的慈濟國際人道救援會

(Tzuchi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id

Association ,TIHAA)，也展開物資籌措與運

輸聯繫諀工作，而全球慈濟人更是紛紛於

各地響應援助行動。

震後十日，由六個國家──台灣、約

旦、土耳其、馬來西亞、印尼、巴基斯坦

組成的慈濟義診勘災團到達現場；半個月

後，第二梯次團員也繼續愛的接力。從10

月19日到11月15日，包括八位醫師、兩位

藥劑師、志工及工作同仁共三十一位團

員，和災民一樣睡帳篷、無水洗澡、就地

整理營緦豏搭建帳篷豏設醫療站赲莩災團莕可謂鎂項全能赲事事承

擔蜵菖緦居蟘受志工精神感荵赲主荵協藸蜵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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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炊。在克難的生活條件下，深刻感受災

民當下的「缺」與「苦」。

當時災區正缺乏糧食、禦寒物品及傷

病照護，慈濟賑災團分別在巴基斯坦北部

喀什米爾(Azad Jammu & Kashmir)省首府穆

札法拉巴德(Muzaffarabad)附近，沿著潔冷

(Jhelum)河谷、尼隆(Neelam)河谷等多個重

創後的村落，適時發揮醫療及物資、毛

毯、帳篷支援等後續關懷，並評估未來中

期、長期援助計畫。大夥同時進行勘災、

義診及發放，腳步未曾暫歇……。

匆匆啟程──蓺降前送鍣

首梯十五人賑災團18日啟程，包括兩

位醫師，隨團攜帶了七百公斤的物資與藥

品，隔日抵達巴國，在一座食用油工廠搭

篷暫宿，並與台灣首度踏上災區的平面媒

體--慈濟《經典》雜誌兩位記者會合，討論

災情。他們深入震央災區，在網路傳輸幾

乎完全中斷的情況下，先將訊息畫面傳回

台灣。

團員中有一位旅居台灣的巴基斯坦僑

民瓦辛先生，聽聞祖國發生重大災難，主

動協助擔任翻譯及協調工作。團員抵達巴

國後，即前往巴格姆城(Battgram)勘災。

第三天（21日），賑災團直接前往重災

區穆札法拉巴德勘察，沿途可見落石滑

坡，路旁還堆放著大量凌亂衣物，這是其

他救災機構把衣服丟在路邊，讓災民自行

撿拾的結果；也有人開著車發放物資，卻

讓數十人擠在車後爭搶，情況幾近失控。

這些情景，讓大家更銘記上人對團員

行前的叮嚀語：「慈濟人一向堅持以恭敬

的心呈送物資，而且秉持尊重的心援助災

民……。」

22日，賑災團決定進駐位於穆城市區

的聯合國營地，慈濟人報到後即刻紮營，

並每日參加聯合國人道救援組織會議，以

免發放物資重複；之後又晉見巴屬喀什米

爾自治邦首長辦公室祕書長羅加阿立夫可

汗（Dr.Raja Arif Khan）皎談援助事宜。

他建議：將賑災重點放在交通線已被

巴軍打通的潔冷河谷（Jhelum River）──

因為運輸方便，而且這些村莊急需外界支

援。

勘災義診──一村又一村

潔冷河發源於喜馬拉雅山西麓，唐代

玄奘大師西行求法時，與河畔先民結了

緣。進入二十世紀後，這被人被喻為消失

的地平線──香格里拉，因為印巴之間的

衝突蒙上一片濃厚煙硝烽火。在這一望無

際的喀什米爾山區及谷地裡，分散著近千

個村鎮。

賑災團領隊謝景貴歸納出基本原則：

「我們就去眼睛看得到、腳走得到的地

方。」

在巴國進行勘災義診的同時，台灣的

慈濟人也正日夜趕工進行救援物資籌備行

動，備有兩個二十呎貨櫃的毛毯（約七千

條）及糖餅等食物，給予災民即時的援

助，全球慈濟人也同時在世界各地持續募

款，以行動支持這支人數不多的前鋒隊

伍！

空運方面，華航答應免費運送毛毯，

巴國總理秘書薩米爾，也親自發信給巴基

斯坦航空駐香港的部門，指示他們全力協

助。在多方努力下，第一批愛心毛毯及物

資於21日空運至巴國，並立即在當地展開

發放，而第二批物資也更加緊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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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慈濟人勘察河谷受災村落，

人們眼神中盡是歷經驚愕後的呆滯與無

奈。當時日夜溫差很大，尤其是晚上甚至

會降到十度以下，聯合國估計：下雪後，

很多災後倖存的人，特別是老人與小孩，

恐怕抵擋不過寒冬而引發第二波死亡潮。

慈霫飄揚──膚慰災民心

災民的問題不僅是地震直接引起的外

傷，心理創傷和寒冬來臨，更教人擔心他

們未來的日子要怎麼過下去。

為了幫助慈濟人賑災，秘書長之子法

拉茲（Muhammad Faraz Arif）與人口統計

局公務員阿薩德（Assad Ur Rehaman），自

告奮勇擔任翻譯，一起進入河谷城鎮巴格

萬（Phagwan）勘災，並由馬西（Malsi）

中小學校長瓦濟德（Raja Abdul Waheed）

引領勘察，因房屋震壞而淪為帳篷族的他

說：「學校毀壞得太嚴重，當務之急是籌

得大型帳篷作臨時教室。」

於是賑災團24日在潔冷河畔的巴格萬

展開第一次義診，同時進行毛毯發放造冊

工作。在當地服務的那幾天，慈濟人就在

車上練唱慈濟歌曲「一家人」(我的快樂來

自你的笑聲，而你如果流淚，我會比你更

心疼…… )，到了義診站，就用歌聲膚慰災

民的心。

「前一天唱歌時讓孩子們笑了！地震

後，已經很久沒聽到災民的笑聲了！」來

自約旦的陳秋華對大家的表現讚不絕口。

甜蜜禮物──明天會更好

10月27日展開第一次發放，典禮簡單

而溫馨，一開始先進行伊斯蘭的祈禱儀

式，接著由濟瑯與志工薩法爾Moazzam

Zaffa r，分別以英文與當地語言烏爾都

（Urdu）語，宣讀證嚴上人慰問信。

陳秋華彎腰九十度、雙手奉上毛毯，

感恩地向他們說：「修格麗亞（烏爾都語

『謝謝』之意）！」領受的男女老幼都高興

地扛起「甜蜜的禮物」，而志工們更親切地

將慈濟人的關懷以柔和手語及歌聲表達出

來。

整個發放過程井然有序，也讓受災者

感到備受尊重。薩法爾頗為認同：「每一

個需要的人都拿到了，也都很滿足。我非

常感激你們，以柔軟的心來撫慰我們。」

瓦濟德也說：「發券的做法很好，不然災

民就搶成一團了。」

發放過後，帳篷區的雜貨店老闆伊格

跨越千里而來的毛毯，但願能幫助人們熬過嚴

冬。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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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先生（MuhammadIqbal），用撿來的廢

料在空地上重建鐵皮屋，他沒有抱怨天

災，反而堅定地說：「現在有六條毛毯，

一家人過冬沒問題了！而且三天之後，我

要重新開張！」

驚世災難──有警世覺悟

連續幾天發放毛毯、義診，讓災民感

受到慈濟溫暖的大愛；此時台灣第二批送

往巴國的毛毯，也於27日下午完成裝載，

又從內湖園區運出。

29日，邱琮朗及李俊毅兩位大醫王，

打赤腳越過溪河進入諾夏拉(Nowshera)義

診，發現一位小女嬰，頭部傷勢相當嚴

重，兩位醫師稍作處理後，賑災團就將她

後送到加拿大軍隊的野戰醫院救治。深入

坎達貝拉（Khanda Ballia）時，村民感激地

說：「你們是第一個進到我們家鄉的醫療

團！」因為路斷了，要出去看病實在困

難。

31日，邱醫師為一位後腦嚴重撕裂的

小女孩，以及一位手臂受傷的小男孩縫合

傷口，他們不哭一聲，還立刻展現笑容，

山民的堅毅純真，由此可見。

災後的慘狀及災民傷痛的景象，讓人

感慨萬千，但歸途上見各國軍隊的表現，

卻眒人感到希望無窮。他們收起武器，拿

起工具為災民服務；巴印雖是世仇，雙方

也不計前嫌地開放喀什米爾邊境的五處關

口，讓救援物資可以進入災區，兩國關係

也因此進一步趨於緩和。

如果有一天，世界各國的人力和資

源，都能瘠入彼此互助的建設性工作，深

信天地將會感動，給人們一個和平安定的

世界。

愛心接力──妙膂妙人醫

第一梯次團員服務約半個月，至11月8

日返國，第二梯十六位團員由慈濟醫院大

林分院副院長簡守信領隊，11月2日前往愛

心接力。抵達後，簡副院長馬上參加聯合

國營區召開的醫療會議，聽到有監情傳

出，就和當地衛生官員聯繫，取得破傷風

等預防監苗，為災民注射。

而胡光中則在幾天前回到土耳其備妥

四十三噸物資，包括帳篷、毛毯、花生

醬、芝麻醬及乾糧等，11月3日凌晨 5 點在

伊斯坦堡機場完成裝機後，終於在傍晚運

抵伊斯蘭馬巴德機場；他也於發放時趕至

現場。

11月4日是穆斯林重視的開齋節，坎達

慈濟賑災團的邱琮朗醫師，為頭部受傷的女孩清

創縫合，最後再細心地包上紗布，乍看之下，就

像是幫她戴了一頂白帽似的。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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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居民不約而同「一次出清」所

有疑難雜症。

「你看看我的腳，能動了。」

七十歲的米瑞福（Mirafzal），因右

膝關節囊腫，疼痛長達一年，經驗

豐富的簡副院長把積存的關節液抽

出，短短幾分鐘就能健步如飛，讓

居民嘖嘖稱奇。

幾天看診過程中，醫師們都是

在克難的環境下想盡辦法幫助災

民。吳文田醫師在沒有電鋸的狀況

下，用鍋子盛水浸泡石膏，軟化後

再剪開石膏檢視傷口。有時往診回

途，在巷道邊就被攔下看診；至帳篷內為

患者處理傷口，年輕的何菊修醫師做得又

快又好，讓病人十分滿意；家醫科賴育民

醫師也適時將專業良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相依相遏──讓愛傳出去

坎達貝拉對醫療的需求相當殷切，幸

好這一梯的醫療組成員人數較多，充分滿

足民眾需求，也因此，簡副院長與葉添浩

醫師得以抽身前往病患家往診。

其中有位翻譯志工阿里山（Ali Shan）

因家中女眷生病，不方便拋頭露面，即邀

請醫師到家中。由於當地人對男女分際很

嚴謹，願意讓男醫師到家裡看診，表示極

大的信任；他們不僅將慈濟人當成朋友，

更視為家人。

而大愛台的三位同仁，則是將壓箱寶

──衛星電話搬到義診現場，重達廿公斤

的衛星電話主機扛上肩、運過橋，超越山

谷阻礙，把賑災實況傳回播送於全球。

「這裡離印巴邊界只有廿五公里，是軍

事管制區，以前外國人不能進入，沒想到

慈濟竟然能在這裡做衛星連線！」謝景貴

稱這是大愛台的一大創舉。

軍民協力──如同一家人

11月10日，帳篷組將第一間樣品帳篷

完成，隔日在軍方支援人力及車輛、各村

村長協助造冊下，於哈提亞巴拉軍營舉行

大型發放，嘉惠千戶災民。

災民代表致詞時，特別以英文道出他

們的憂慮與感恩：「整個潔冷河谷及穆城

周邊地區都受災，此地就快要下雪了，可

是人們無家可歸。我們非常需要支援，希

望國際社會伸出援手。」

正式發放前，信仰伊斯蘭教的慈濟人

胡光中，先以《古蘭經》文帶領大家祈

禱，慈濟賑災團能迅速被當地人接受，身

為穆斯林的他實在功不可沒。

而巴國軍隊的所有官兵，一律取消休

假瘠入救災，他們攜帶藥品步行進入深

山，把傷患與老者背下山。「如果這是必

須的，我願意做下去，即使做一整年也無

所謂。」一位上尉堅定地說。

當慈濟的大量物資運抵穆城，軍隊便

災區交通受損，住在山上的傷患難以外出就醫，因此當「醫生

館」在田 開張，立即吸引許多患者。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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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車協助運送，士兵們也擔負起守護志工

安全之責，並在發放中支援人力，讓慈濟

人感恩不已。而部隊指揮官在發放典禮

時，也自動上台，和著悠揚的慈濟歌曲比

手語，帶動台下村民，「……因為我們是

一家人，相依相信彼此都感恩；因為我們

是一家人，分擔分享彼此的人生！」

11月15日，第二梯次賑災團返國。

二十一天裡，慈濟在災區義診，包括

緊急醫療、疾病預防、慢性病治療及心靈

膚慰等，總共服務兩千三百四十人，發放

毛毯一萬兩千六百七十六條與帳篷一千三

百三十四頂。為了給災民一個好的居住環

境，在眾人合力工作下，截至11月14日

止，賑災團在恰塔卡拉斯(chatter Kallas)的

慈濟帳篷區，已經搭建完成兩百五十頂。

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慈濟人對當地

文化的尊重：帳篷以水泥磚、夾板墊高，

外圍還挖水溝，搭建排列方式為四十五度

角，讓居民有更多隱私空間；帳篷區內並

設有回教祈禱室，讓災民精神

有所寄託，設想周到而體貼。

聯合國的專員在看過帳篷

區後，更讚賞地說：「這是在

巴基斯坦最好的帳篷區！」

全球愛心──千萬人碨福

從援助巴國震災以來，上

人就一直提醒大家：「天蓋之

下，地載之上」，無論國籍、

種族、宗教、膚色是否相同，

彼此都是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

一家人，人人應該互助、互

愛，發揮愛心為苦難人付出。

台灣內湖區的「愛心毛毯

加工廠」，是支援賑災的一大後勤團隊。從

10月25日至11月2日共九個工作天，近千人

次的志工參與。抱著搶救生命的心情，社

區志工及委員師姊們在白天趕工，晚班則

由一群群從職場下班的慈誠師兄們接力。

由於巴基斯坦人體型高大，而且當地

人有裹著頭與腳睡覺的習慣，所以原本為

賑災準備的毛毯臨時改為二百四十公分，

連同包裝箱也增大。這一切都是對受災者

最大的尊重與貼切的關懷。

除了製作毛毯，全球各地紛紛響應救

援行動，一些熱心企業家和廠商大力贊助

物資，各地舉行「募款、募心」活動，也

有義賣所得支援國際賑災。香港慈濟人除

了為簽證事宜奔走，也在銅鑼灣時代廣場

募款；巴國領事館執行秘書還特地前來致

謝。

所有人力、物資雖來自不同背景，大

家卻都懷抱同樣的心情──期待災民早日

得到溫暖與希望。

伊斯蘭教女性多戴頭紗，戒律嚴明，不輕易見人。但因災民對慈濟

賑災團很信任，主動邀請醫師至家中為女眷看診，把慈濟人當作一

家人。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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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想災民──哽咽述心懷

帶著全球慈濟人的祝福，賑災團經過

層層關卡，繞境幾個國度，在巴國陪伴災

民約一個月的時間。其實，每一位參與賑

災的志工都知道，有限的物資，是緩一時

之急；親身表達的關懷與尊重，或能為受

創的心帶來一分溫暖，從這分「感同身受」

中，尋得安慰的力量。

例如第一梯參加賑災的邱琮朗醫師，

此行近二十天的義診、往診，踏破一雙球

鞋。他說，東方人對伊斯蘭文化很陌生，

剛看到的巴基斯坦人每一位都像是恐怖份

子，直到深入災區關懷，災民擁抱團員時

說：「you are my brother！」(你是我兄

弟！)讓他忍不住流下淚來，「人與人之間

可以這麼靠近……。」

看到苦難，體會無常，他更從災民身

上學到知足、感恩，並珍惜現有的幸福；

尤其是慈濟師兄們的大愛精神，眒他無比

感動，是他學習的典範。

同行的李俊毅醫師也談到，在一次發

放時有位年輕人直擠向前，他只好把他擋

回去。隔天義診時，李醫師向來看病的他

致歉，對方也趕緊說對不起：「如果我沒

有孩子，根本不會去搶任何東西。」說完

後，頭突然低下去，再度抬頭時眼眶都紅

了……。

當年輕人帶著孩子離開時，李醫師給

了他一個擁抱。「天災瞂奪的不是生命與

財產而已，也包括人性的自尊。」李醫師

因此深切體會：發放時九十度鞠躬致意─

─那是對受災人們最基本的尊重。

而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心臟外科蔡貴棟

醫師，則是在離開災區前，拜訪當地翻譯

穆新（ Mohsin）先生的家：「他的阿姨拉

著我的手，用流利的英文一再告訴我，無

論如何都要向上人轉

達，她非常感激慈濟帶

給當地人民的愛心和關

懷。」

回國後，這位遠行

歸來的大醫王，成了家

人的驕傲。「我爸爸是

醫師，他去巴基斯坦幫

助地震受傷的人。」就

讀小學二年級的女兒，

如是和同學分享這份榮

耀。

至於擔任領隊的簡

副院長，雖說「男兒有

淚不輕彈」，但他在伊斯

蘭馬巴德機場，看到一
信仰伊斯蘭教的慈濟人胡光中，親切地擁抱災民並給予祝福。照片提供∕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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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箱救災物資從貨物轉盤送出來時，卻忍

不住落淚，因為這是來自台灣、土耳其、

全球各地的點滴愛心啊！

「那裡很冷，我們體驗到災民的處境…

…。」義診時，一位災民問慈濟人，是否

能將包裝毛毯的紙箱送給他帶回家，讓父

母取暖，因為他們暫時得住在廢墟中，沒

有圍牆遮擋寒風。

來自高雄區慈濟人醫會的葉添浩醫師

第一次參與國際性的義診。發放物資時，

慈濟人和災民的互動畫面讓他感動落淚。

一位災民站在面前，神情既感激又很無

奈，但聽到他說：「Thank you！」至今仍

在他心中迴盪……。

臨行前與災民擁別時，他們依依不捨

地留下一句話：「請為我們祈禱！」儘管

種族不同、信仰有別，然而彼此間的信任

和相依，從原本「陌生的人」變成了「家

人」；受災居民單純且渴望援助的眼神，

總讓離開災區的志工頻頻回首。

至今所有團員都已回國，但眾多醫師

及志工們提及賑災所見所聞，或是哽咽或

是期盼，若有機會重返災區，「我們應該

還能為他們多做一些。」

鋅襣濟急──重建新家園

2006年的初春酷寒，大地震過後下雨

又降雪，透過當地一位宗教法官穆夫迪

（Muffti）轉達，居民迫切需要鋅片搭建鐵

皮屋以抵擋春雪。於是土耳其志工胡光中

自告奮勇，再次前進災區勘察當地房子。

1月27、28日（除夕），胡光中回到穆

慈濟志工發放鋅鐵片，幫助災民重建家園，以抵擋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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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法拉巴德，親手將一千一百一十八片鋅

鐵片發送給災民，受惠者總計三十二戶，

三百三十四人。一個半月後，繼續進行第

二次發放與各項勘查工作。

這新一波援助工作，得

到約旦皇室的支援，同時也

結合瑞典、英國、德國等八

國歐洲皇室共同響應，他們

希望透過約旦皇室，由慈濟

直接把物資送到災民手上，

表達對災民的一點心意。

由於約旦哈山親王的王

妃是巴基斯坦人，因此皇室

除了協助聯絡，讓慈濟賑災

團員順利進入巴國賑災，還

捐贈一千個睡袋，也計畫長

期援建學校及醫院。上人除

表達感恩之意並慈示，有關

援助巴國帳篷、衣材，可以

就地取材。

3月12日，一行六人的迷你賑災團再次

前往巴基斯坦，主要成員只有土耳其的胡

光中與約旦志工陳秋華，還有三位胡光中

的友人。

連續兩天（ 1 2、 1 3日）在麥達尼

（Madani）發放一千九百三十一片鋅鐵片，

造福八十七戶災民。工作結束後，大家更

加緊腳步勘察訪視籌建大愛屋的地點。

3月16日發放物資糧食，再重返慈濟帳

篷區──恰塔卡拉斯（Chattar Kalas），援

助分居於三百一十二個帳篷戶裡的兩千零

四十七位災民。每個帳篷戶可領到睡袋，

以及二十公斤米、五公斤糖、三公斤馬

豆、還有一公斤茶葉及三公斤的油。

由於志工人手不足，無法將物資直接

送到帳篷裡，幸而大家感受到慈濟的尊重

與愛，所以都與志工合作，互動中，彼此

相攜協助幫忙搬米，許多災民也因慈濟人

真誠的關懷而感動得哭了。

暫時以鋅鐵片搭建的臨時住屋。照片提供∕宗教處

扛著食糧，提著睡袋，災民感受到的是慈濟人的尊重與愛。

照片提供∕宗教處



感
恩

尊
重

愛

170

3月17日賑災團即將離開，陳秋華拿著

從約旦帶來的棒棒糖分送給小朋友。他們

穿著單薄衣裳，伸著小手要跟志工握手擁

抱，陳秋華眼淚又奪眶而出：「握著的是

皮包骨的小手，他們是那麼想跟我們在一

起……」

做到最後——大愛情義長

這一趟往返巴基斯坦的

路程雖然險要，但慈濟團員

懷抱著濃郁的愛心，決意要

聞聲救苦，縱使遇到困難，

仍盡力克服，勇往直前。醫

師們在海拔兩千公尺的高

山，沿路為人清創、包紮傷

口，載送傷重者到更大的醫

療站進行手術；團員們即使

面對遙遠、陌生，甚至無邦

交的國家，依然在道路阻絕

的重山峻嶺中跋山涉水，為

受災的人們送溫情。

在穆札法拉巴德聯合國

帳篷區門口上面有一張地圖，標示著聯合

國的帳篷區及ＮＧＯ團體。此次人道救援

團體中，台灣沒有缺席，獲得國際正面肯

定，因為有慈濟參與！

雖然地震至今已事隔多月，慈濟基金

會仍持續關懷當地的災民，並以重點、直

接、安全等原則，評估為災民重建的中、

長期計畫。

此次賑災過程中，大醫王發揮視病如

親的大仁與大勇，慈濟人也展現擁抱蒼生

的長情與大愛！對全心全力瘠入關懷的團

員來說，其意義不僅是慈悲喜捨的實踐，

更是尊重生命的鐵證，最重要的是心靈成

長淬煉出的人生智慧，以及學習對天地萬

物抱持誠敬戒慎的謙卑態度！

鵒資料鼎源角葉子豪ｘ李青海ｘｒｓ全球資

訊網ｘｒｓ月刊ｘ經典雜誌）

陳秋華從約旦帶來棒棒糖，分送給小朋友們，大

家歡喜地乖乖排隊。提供∕宗教處

災民從志工手上接到豐富的物資，露出出幸福與滿足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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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地震災後慈濟援助韌作一覽表

資料提供∕宗教處 慈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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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希望帶回家 向全世界感恩

——南亞海嘯災民大愛新居

彙整∕慈云

172

「我現在更愛大海了，因為我的姊姊和

親人都在大海的懷抱中，所以我要更愛大

海！」來自斯里蘭卡的一位年輕女孩莎君

達（Shachinta Mendis），雖然在海嘯中失去

家人，但卻毫無怨恨、憂懼，純善地表達

自己的情感。

災後放下工作、長期瘠入，協助家鄉

印尼亞齊重建的慈濟志工費瑟（Faisal）懷

著感恩心說：「倖存者都是我的親人！」

南亞海嘯經過了一年，許多災區的人

們重新站起來，展開新生活，

而且微笑地向大家說：「謝謝

全世界！」

大愛進南亞霸真情膚苦難

回顧2004年12月26日上午

七點五十八分，印尼蘇門答臘

西北外海三十公里深的海底，

發生芮氏規模九點零強震；繼

而引發大海嘯，十公尺高的巨

浪以時速八百公里在印度洋上

翻騰，從鄰近的南亞到五千公

里外的非洲東岸，有十二個國

家受災，奪去超過二十二萬條

的人命，四萬多人失蹤，約二

百萬人無家可歸。

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海嘯，全世界的

愛心齊聚災區，以實際的援助行動與捐

輸，為2005年揭開序幕。證嚴上人更於第

一時間呼籲全球慈濟人，瘠入專案救援行

動。慈濟志工秉持「走在最前、做到最後」

的精神，自動自發、一波接一波賑災團進

入災區發揮良能，並且進行勘察與義診。

緊急賑災重點地區：包括印尼亞齊

省、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泰國普吉府與攀

海嘯災區的小朋友，坐在新家旁展露歡顏，大愛村居民也開始展開

新生活、迎向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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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府、馬來西亞檳島與吉打等。

中、長期援助重點地區：包括印尼亞齊

省的美拉坡與班達亞齊、斯里蘭卡漢班托

塔。

2005年元旦清晨，心繫南亞地震大海

嘯災民，印順導師率先捐款響應「大愛進

南亞、真情膚苦難」，在愛心箱瘠下善款，

並呼籲全球佛弟子一起發揮愛心、膚慰苦

難蒼生。

慈濟美國總會和各分會紛紛響應募款

活動，慈濟加拿大分會也設立勸募專戶，

包含台灣在內，總共動員三十個國家慈濟

志工參與募心募款──這前所未有的全球

災難「深深打動了世界的良知」。

印尼

生命的勇驓魙造福大愛村

由於慈濟在印尼從

事慈善救助工作十多

年，踏實而無私的付出

獲得政府信任；海嘯發

生後，雅加達與棉蘭志

工心繫災民，立即奔赴

災區直接勘災，以義

診、發放紓解急難。

為了幫受災的人們

實現「家」的夢想，慈

濟與印尼政府合作興建

三千七百戶大愛屋於

2005年7月11日簽約，八

月之後陸續動工──由

政府供地、慈濟設計及

建設，包括大亞齊縣班

達 亞 齊 的 班 德 烈 村

（Panteriek）七百戶、紐

恆村（Neuheun）兩千戶，以及西亞齊縣美

拉坡市（Meulaboh）一千戶的「造鎮計

畫」。

慈濟印尼分會副執行長郭再源表示，

當地政府瞭解慈濟賑災的誠意與原則後，

解決最困難的土地取得問題，讓慈濟興建

大愛村無後顧之憂。預計在2006年年中完

工，對印尼海嘯災後重建來說，將具有重

要的意義，此大愛村也代表華人與印尼人

之間的關係將更進一步。

大愛屋每一間佔地十二坪，屬於雙併

式的設計，內有兩房一廳、一套衛浴設

備，慈濟不僅提供住房，更將電力裝置、

衛生設施、供水系統等基本生活機能裝配

完成，三個大愛村也將學校及清真寺都納

入完整的社區建構藍圖中。

這也適巧呼應了「亞齊與尼亞斯恢復

重建委員會」（The Rehabilitation and

亞濟Alkausar少女積極協助慈濟在當地的活動，盡責地做一個數據記錄人

員。她表示只要慈濟還需要志工力量，必毫不猶豫堅持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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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Agency for Acehand Nias；簡

稱ＢＲＲ）主席昆塔若•曼庫蘇羅托

（Kuntoro Mangkusubroto）曾對各援助團體

所提出「房屋不應是空殼，應該是包括社

區配套措施的完整工程」的想法ｉ

根據負責監督、協調所有ＮＧＯ重建

計畫的ＢＲＲ估計，一年來約有三萬間房

屋興建完成；其中包括班德烈大愛村ｉ

2005年12月26日海嘯周年，雅加達、萬

隆、棉蘭及台灣等地的慈濟志工，同來慶

賀新居落成ｉ交屋的同時也致贈村民煤油

爐、膜拜地毯及毛毯等日常用品；並舉辦

ｏ米發放，而且對象不僅是班德烈大愛村

的居民，更普及到附近窮困的居民，共計

約發放了兩千兩百包ｉ

為了貧苦受病的民眾，慈濟亦召集印

尼和台灣的慈濟人醫會醫護志工，連續於

12月24、25日在班達亞齊的亞齊軍方醫院

（RS.Keesdem Iskandar Mudau），舉辦了義

診服務ｉ

災後暫居仰度帳篷區的災民們，也交

織出患難的情誼ｉ管理人羅札克表示，這

些日子，他們一同見證了三十多對新人結

婚、迎接了四十二個寶寶出生ｉ「大家都

有共同的心願──繼續到班德烈當鄰居ｉ」

居民魯凱莎深深期待著ｉ

災難屆滿周年，搬入全新落成的大愛

村，祈禱與夢想終於實現；在這個重新擁

有的家安身立命，向未來邁開大步ｉ

印尼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及外交部長、三軍總司令等政

府官員，在海嘯周年翌日參訪班德烈大愛

村ｉ「我記得海嘯發生後第二天，慈濟人

就來到亞齊ｉ」

總統讚歎大愛村建設人性化，且認同

慈濟「安心、安身、安生」賑災理念，希

望能在印尼帶動此援助

模式ｉ他亦感念這期間

所有付出的慈濟人，更

盛讚藍天ｏ雲的志工是

Perjuangan──勇士ｉ

其實不只是一年來

遠離家鄉、盡心盡力協

助重建亞齊的人們是勇

士；那些一年前遭逢巨

變，卻勇敢再站起來的

亞齊子民，更是生命的

勇士ｉ

目前，大愛屋陸續

完工中，至2006年3月

已經有五百戶居民遷入

班德烈大愛村ｉ
印尼總統尤多約諾特別排定時間來班德烈大愛村，聽取簡報並拜訪住戶，並

於大愛村完工紀念碑上簽名；在村民與志工們的簇擁下，共同見證了這個深

具意義的時刻。總統並在隨後的一場演說中，對慈濟的援助行動多表推崇。

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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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美拉鮒魙重新再微笑

美拉坡是這場世紀災難中，最接近震

央、最先被侵襲，也是印尼罹難人數最多

的城鎮。當時因與班達亞齊之間道路無法

通行，慈濟賑災團必須從棉蘭南行至北蘇

門答臘，再從沿海山路北上至美拉坡，道

路十分險峻，除了路程遠、峽谷多，「亞

獨」武裝分子襲擊的事件也層出不窮。

2005年1月14日，二十四位慈濟賑災志

工陸續集合報到，運送救災物資。當地的

氣溫每天都高達攝氏三十多度，「只要能

儘快在短時間內，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

再怎麼辛苦都值得。」其中金光集團十五

位員工，在負責人黃奕聰、總經理黃榮年

父子的呼籲下，志願瘠入賑災，在災區揮

汗作苦力，沒有一句怨言。

而慈濟建設的千戶帳篷區，分別坐落

在帕黨村、卓翰巴拉灣鄉的隆登村，以及

薩瑪迪卡鄉的魯薩克村、賽美隆村。規畫

一千戶大愛屋也已動工，預計數月即可完

工，屆時慈濟帳篷區居民都能申請遷入。

慈濟人醫會醫師阿布都高傑，災後長

期駐守美拉坡義診。他曾在帳篷瘳協助迎

接第一位新生命的到來，二十八歲的媽媽

蜜絲達為她的寶寶取名為Suchi Karmila，

因為印尼文Suchi是「聖潔」的意思，而讀

音正似「慈濟」－為了紀念，也為了感

恩。

「真希望快點有個家！」魯薩克帳篷區

居民哈桑期待地說。「安身」──家，依

然是災民最大的渴望，不過，根據印尼政

府的規定，申請遷入的家庭必須具備有工

作生產的條件。對此，哈桑高興地說，有

些人家透過 IRC（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國際救援委員會）的協助而有了

新工作呢！

例如重新開始金線刺繡工作的莎克迪

哈（Sakdiah）一家人即是如此：「我把想

法說出來，於是有了這間小小的雜貨店。」

有了工作和收入──「安生」，妻子穆兒哈

潔娜似乎對未來深具信心。

而一年後，親子也更「安心」了。一

位小學的校長亞克博（Drs. M. Yakob Djafar）

說，災後老師們必須更關懷學童受創的心

靈，也要努力找尋讓孩子們「重新微笑」

的方法。在慈濟帳篷區內，便有ＮＧＯ協

助開設的「幼幼班」，營造一個讓學齡前孩

大愛村啟用儀式後隨即進行白米與物資發放，志

工一一陪伴住戶將物資搬運到府，並表達祝賀與

關懷之意，而這份厚禮，連附近貧苦住戶也受邀

前來領取，厝邊頭尾共享入厝的喜悅。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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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學習與玩樂的地方。希望當孩子們笑的

時候，也能聽到全世界的笑聲！

復育大自然魙和平現曙鍜

海嘯毀損了亞齊美麗的海岸線，災後

印尼政府大力復育海岸，種植紅樹林以發

揮天然屏障作用，同時也藉此提供了工作

機會給災民。受僱栽種、同時也是災民的

木哈馬說，他們目前約僱有一百零四位工

作者，都是海岸邊的災民，「希望能將亞

齊的海岸重建得更美麗。」

正如Arne Jernelov教授所說，當世界試

圖對這個人間慘劇做出一個文明回應的同

時，也必須正視大自然，並從而理解，它

將會決定倖存者及他們後代的生活。

除了重建人與自然之間融合與平衡的

關係，海嘯後的亞齊政治情勢更重現和平

的曙光，主張獨立的自由亞齊運動主動停

火，以方便國際救援活動的進行。8月16

日，印尼政府和「自由亞齊」（Gerakan

Aceh Merdeka，簡稱ＧＡＭ）於芬蘭首

都赫爾辛基簽署和平協定，為亞齊長達

將近三十年的武裝衝突畫下休止符。

和平的契機，雖然始於帶給亞齊毀

滅性災難的海嘯，卻是亞齊止息紛爭、

人民不必再生活於恐懼中的一道曙光。

對亞齊不啻是久盼的福音！

遏蛜的力量魙真理的痕跡

海嘯發生那天，印尼華僑郭再源

（慈濟印尼分會兩位副執行長之一），當

時正在中國大陸上海考察，接到台灣慈

濟基金會宗教處同仁的電話，盡速趕回

雅加達。決定勘災事項後，立即召集了

三位醫師，連同五位志工，一行共十一

人，搭乘租借的飛機，即刻飛往棉蘭，再

轉亞齊。

由於亞齊當地監情一觸即發，2005年1

月初，慈濟志工全球總督導黃思賢帶領志

工團隊賑災，甫從斯里蘭卡離開，特地從

新加坡帶了兩百劑的痢疾和霍亂監苗前往

雅加達，也與印尼慈濟人前往美拉坡勘

災；同時台灣慈濟本會也請前往災區探訪

的人文志業同仁，帶四百劑霍亂監苗前往

雅加達，主要提供給人道救援的工作人員

使用。

最初救援工作重點是後勤補給，並搭

配印尼政府及聯合國的救援行動。郭再源

說：「慈濟主要是補不足──發現不足、需

要協助的地方，就是我們要做的事。」賑災

工作，就如此日復一日持續展開，提供災民

緊急醫療、民生物資、心理關懷……。

出生在亞齊首府班達亞齊的慈濟志工

費瑟（Faisal），負責慈濟帳篷區監工，是

台北分院整型外科洪凱風醫師細心地為小朋友進行腳部

手術，孩子噙著淚水，讓媽媽揪著心；但知疼痛是一

時，痊癒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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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集團的員工，雖然失去了親愛的家

人和住所，但他沒有沉溺在悲痛中，毅

然決然瘠入救災行動，從慈濟志工們的

身上學習付出：「我應該振作，幫助更

多亞齊人忘卻不幸，共創未來。讓悲痛

過去吧！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救濟災

民，協力奮鬥。」

「若說海嘯是一齣『生命的考驗』，

那麼我深信是真主給了我們這樣的考

驗，讓我們學習去面對與成長。當我們

知道悲痛並不能幫助我們走過哀傷的同

時，也將明白──盡心竭力地幫助人們

重新擁有幸福，自己也會重拾快樂。」

費瑟說。

班 達 亞 齊 一 位 婦 人 妲 妮 安 緹

（Darnianti）則說：「真主會有主張的。

今日祂給了我們悲傷，或許明日祂就會

給予我們幸福與愉悅。」

「海嘯一年後的現在，我最想說的一句

話就是『謝謝』──感謝這麼多的NGO，

從遠方來到這瘳幫助我們，為我們重建城

市。謝謝您們！」班達亞齊的理髮店老闆

阿納斯誠心地說。

佛經說：「一善破千災。」惻隱之心

人人皆有，但是，這分悲心唯有化作積極

助人的行動，才能給予受苦受難的人們活

下去的希望。祈願平安，就要人人用心造

福。證嚴上人更期勉慈濟人啟動慈航，駛

向苦難、救拔苦難，滿載大愛種子遍灑全

球。

斯里菝卡

最佳的良友魙任重而道遠

慈濟人以尊重的心進行賑災發放，並

以感恩的心祝福災民。

海嘯發生後，台灣慈濟勘災義診團於

台北時間2005年12月29日出發，取道新加

坡與當地人醫會醫師會合，前往斯里蘭卡

東南部的重災區漢班托塔(Hambantota)，12

月30日，慈濟志工全球總督導黃思賢領隊

抵達首都可倫坡，並與當地衛生部長會面

商談賑災醫療事宜，此國成為慈濟全球人

道救援的第六十個國家。

從2004年12月底踏進漢班托塔災區，

駐守在當地服務的賑災團員之一、慈濟基

金會宗教處謝景貴說，慈濟志工守候在災

民身邊，從醫療膚慰、往診安心、帳篷安

身到大規模食物發放，之後又籌建大愛

屋。這是災民最期待，也是志工壓力最深

重的一項重建計畫。

對斯里蘭卡人來說，海嘯周年是個大

日子；對慈濟人來說，賑災留下的都是最

真實的足跡。這些足跡深刻烙印在居民心

中，使他們視慈濟為最佳良友。志工李文

流離失所了一年之後，海嘯災民終於有個落腳的地方，

印尼亞齊大愛三村的藍色屋頂特別耀眼，村民們可以擁

有亮麗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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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觀察到：「慈濟一年來心心念念為居民

設想，他們受到感動一路跟隨慈濟人做志

工，只要慈濟辦的活動都會來共襄盛舉。」

在慈濟漢班托塔辦事處舉行海嘯周年

追思會上，身著伊斯蘭長衫、頭戴白帽的

頓．賈巴．阿達漢（Tuan Jabbar Adahan）

開心地說，他們已抽到慈濟大愛村的屋

子，正安心等候完工時搬進去。「慈濟人

信守承諾陪伴我們，一步步給我們醫療、

食物、帳篷，並蓋屋子給我們住；我一定

要等慈濟的房子！」

從首都可倫坡遠道而來的Leader Day公

司老闆阿尼爾（Anil de Silva），當初曾大力

協助慈濟賑災，召集公司四十幾位自願參

加志工的人員，全程協助住宿、交通，以

及和當地政府的溝通工作，並在醫療站全

天候陪伴災民、協助翻譯。

不同於以往國際賑災的形式，此次海

嘯災情緊迫，慈濟沒有派出先遣人員，大

團直接到位；若沒有這群年輕的斯里蘭卡

志工夥伴協助交通、安全及最重要的口譯

工作，「這一切都不可能達成。」謝景貴

說。

值此周年之際，阿尼爾欣慰地表示：

「長期以來，斯里蘭卡內戰衝突，加上海嘯

的無情，似乎已習慣憂傷。我覺得慈濟的

協助，給斯里蘭卡人一個很好的典範，我

們可以從慈濟學習到很多，人們可以變得

比過去更好。」

阿尼爾的生意夥伴、也是慈濟志工朱

章麟，深感任重道遠，他說，大愛村雖逐

漸成形，但是當地貧民還很多，所以在漢

班托塔、可倫坡落實慈善濟助，是大家努

力的目標。

大愛村落成魙展開新生活

漢班托塔的市中心未來將轉移到新市

鎮──實梨布普拉，即

「美麗的城鎮」之意；斯

里蘭卡總統庫馬拉通加

（Chandrika Bandaranaike

Kumaratunga）夫人，

2005月1月19日親自在此

舉行造鎮計畫揭碑儀

式，邀請國際慈善組織

共同為災民營建五千五

百戶永久住屋。慈濟原

本認領其中的一千戶，

目前由當地政府提供災

戶名單，其中六百四十

九戶已作整體社區規

劃，並完成抽籤作業。

志工劉濟雨表示，

海嘯後，政府明訂海邊慈濟人以尊重的心進行賑災發放，並以感恩的心祝福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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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公尺內不能蓋房子，慈濟社區規畫將

設置小型醫院、學校及活動中心，肯定對

未來的繁榮景象，有實質的幫助。大愛村

於2005年6月25日動工，至海嘯周年已陸續

完工，在偌大的土地上展現亮眼的市鎮雛

形。

「一想到居民在下午可以坐在這兒聊

天、喝茶，我就很開心。」負責設計大

愛村的郭書勝建築師欣慰地表示。

顧及大部分斯里蘭卡人民仍維持農

業社會的作息習慣，大愛村有職業培訓

中心、提供土地栽種蔬果、超級市場、

學校……從房屋內部的用心設計，到社

區整體的規畫，打造出一個可以安身立

命的家園。

2006年4月10日，有三百五十戶的大

愛屋首次移交，也帶來全球人的祝福，

但願災民重新展開新生活，讓未來充滿

希望。

經營雜貨鋪的瓦吉爾夫婦，搬進慈

濟大愛屋前，準備一個小

罐，每天瘠入十元盧比（約

台幣三元），想為貧苦的人

付出點心力。白色的小罐用

辛哈拉語寫著：「這些錢是

給窮人的，不是日常生活用

的。」那是夫妻倆用來提醒

自己，無論生活如何，都不

能動用罐瘳的錢來支應。

一年前，懷孕八個的月

的 桑 娜 佳 （ T h a n o j a

Shiranthi Sellahewa）被海嘯

追襲時，在叢林瘳產下男

嬰，因臍帶感染被帶至慈濟

醫療站看診。如今她搖舉著

健康而有點好動的寶寶，高

興地說：「只要想到慈濟基金會，見著了

慈濟人，我就感到高興。」

這位眾人暱稱為「海嘯寶寶」的小男

嬰，一年來在實梨布普拉持續受到慈濟人

的關懷和照顧，開始學走路，臉龐健康黝

黑，眼神清亮，他是媽媽眼中的幸運之

星。

匯聚了眾人的愛與心力所完成的大愛村，將是斯國災民今後安身立命、

重新出發的起點。

桑娜佳在海嘯當天出生的海嘯寶寶，已一歲多，健康又

好動，當地志工高興地抱著他。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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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趐的美景魙墾植綠家園

斯里蘭卡人習慣有獨門獨戶的住宅，

並且有寬闊的庭院發展綠化；因此慈濟大

愛村每戶的總面積為一百五十三坪，房屋

的坪數為十九坪左右，留有許多空地供居

民做庭園景觀。大愛村西側的空地上，開

闢約兩英畝的植栽園地，提供村民豐盛苗

種以綠化未來美麗的家。

具建築、營建及園藝等各項專業的台

灣慈濟志工，駐守斯里蘭卡監工期間也兼

任農夫，偕同當地志工到各地蒐集苗種、

鬆土、育苗。當居民得知這項景觀計畫

時，紛紛欣然主動剪枝或送苗種到慈濟辦

事處，更會在假日時成群至苗圃幫忙栽

種。苗圃瘳育滿了波羅蜜、芒果樹、木瓜

樹、印度假苦楝、扶桑及黃葉金露等超過

三十種、二十幾萬株樹苗，在陽光下閃動

著青翠的身影。

七十歲的台灣慈濟志工鄭邦完，來斯

里蘭卡協助大愛村動工事宜後，即留駐當

地近兩個月，規畫整地、鬆土及栽種工

程。王宗雄是台灣園藝專家，也迢迢來

到漢班托塔繼續協助。自2005年7月開

始，接連五梯、近四十人次慈濟志工的

用心栽植，讓綠意盎然的苗種，在穹蒼

的陽光下，向上綻放著強勁的生命。

海嘯周年的隔天，適逢兩組團體的

志工在苗圃中揮汗工作。

一 組 是 由 卡 魯 那 達 沙

（M . M . K a r u n a d a s a）領隊從唐卡拉

（Tangalle）來的十五位公職人員，他們

辛勤工作不畏日曬之苦。距離四十五公

里車程遠的唐卡拉，災後曾獲慈濟發放

民生物資，卡魯那達沙基於一分感恩

心，呼籲眾人前來：「台灣慈濟從那麼遠

來幫助我們，不只給物資，也安慰心靈，

到現在仍然沒停下來，所以我們也要來幫

忙。」

另一組在苗圃瘳快樂耕耘的，是由音

樂老師加亞西里（W.V. Jayasiri）及舞蹈老

師拉森達（J. R. Lasantha）帶領的學生們。

這群七到十四歲的孩子們，帶來兩百株波

羅蜜樹苗植入。拉森達老師表示，他們常

為海嘯後心靈受創的孩子們做心理諮詢，

而讓孩子為災民付出，有助於調整他們的

心情。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雖然苗圃瘳的

苗種，還未能給新住戶一方乘涼的天地，

但是它已給人們一個耕耘的機會，這是慈

濟志工結合當地志工長期開墾的結果。

悲心迦國貑魙環抱全球愛

從2004年12月30日至2005年3月23日，

慈濟總共有八團賑災人員來到斯里蘭卡展

開救援，包括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

一行排開十二個居民代表，從貴賓們手上接過沉甸甸的

大愛屋門牌，古銅色的銅板上面刻著菩提葉以及住戶的

地址，有家的感覺更實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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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拿大等慈濟志工及醫師，由於當

地尚未設立慈濟聯絡處，也無慈濟委員，

所以有許多固定的慈濟志工長期駐守在

此。

南亞海嘯發生後，正在美國和女兒歡

度耶誕節的慈濟馬六甲分會執行長劉濟

雨，接到從台灣慈濟打來的電話，討論相

關賑災事宜，他篤定地回答：「新馬志工

將義不容辭，全力以赴。」僅一句話，趕

回新加坡，於12月29日和首批從台灣來的

賑災團在機場會合，一路奔往斯里蘭卡，

開始他在斯國漢班托塔（Hambantota）的

賑災行。

停留期間，劉濟雨隨團至各處勘災，

研商援助事宜，參與斯國政府官員的各項

會議，並隨時和馬來西亞、新加坡聯絡後

續支援等運籌帷幄的行政工作。馬來西亞

的志工李文傑，也是連夜趕路至斯里蘭

卡，從此長駐一年之久，因應著不同階段

任務轉換角色，除了記錄、拍照，行有餘

力則幫忙香積及處理各項事宜。

駐留期間，李文傑監督帳篷區完工，

居民入住後，他召集居民成立委員會處理

公共事務，也聽取村民反應問題，所以大

家封他為「村長」。緊接著建永久屋、在漢

班托塔的慈濟醫療站、慈濟辦事處，承接

各項瑣碎的總務工作，一批又一批慈濟志

工前來支援重建事宜，交通食宿都由他打

理，一年來無怨無悔。

「這瘳的佛塔均為圓形設計，因而沒被

海嘯沖倒；我領悟到證嚴上人所謂『圓

融』--因圓而化解所有的衝擊。」

一回，李文傑從慈濟網站上，看到馬

六甲志工動員為海嘯賑災募款，他內心被

深深觸動：「有位麻瘋病患將僅有的五元

馬幣捐出……他沒有收入，五塊錢對他來

說很重要，他卻願意捐獻！」而且許多愛

心人士相繼瘠入，加速帳篷區的建設，這

種不分種族、宗教、國家的情操，看在慈

濟志工的眼中，不免要高呼：「就像是看

到了希望！」

參與賑災而與各地伸出援手幫忙的人

結緣，實在是人生最美善的相遇，如今慈

濟已在漢班托塔帶出一些在地志工關懷自

己的同胞，慈濟志工深切希望菩提種子能

在這裡生根茁壯。

結合志韌群 霩向幸福門

陪伴當地志工進行訪視，要傳達關懷

技巧，也要傳承人文精神。新加坡慈濟志

工吳育瑾表示，無論是慈濟志工或是斯里

蘭卡當地志工，都是抱著助人之心瘠入，

但訪視工作須要長期的陪伴和耕耘；「唯

有建立起正確的訪視流程與方案，才能持

續關懷，與案家建立起長久的感情。」

從了解案主背景、訪問案家、填寫問

斯里蘭卡慈濟大愛村交屋暨二期工程動土典禮，

村民從志工手上接過來的「門牌」，是未來的希

望，大家充滿愛與感動。



卷到發放物資，慈濟人都一一指導應對與

處理的技巧，希望讓每位在地志工，都有

機會雙手奉上物資，體會付出無所求的理

念，且在助人的過程中，獲得自我成長。

十七歲的志工應瑞（Inram），因為阿

姨在海嘯中往生，促使他希望能為更多的

災民服務。災後他馬不停蹄地跟隨志工四

處訪視。「要尊重受災戶，雙手奉上祝

福，並且要向受災戶道感恩。」是他從志

工身上學到最重要的訪視原則。

生活豐足的家庭主婦岡嘎，丈夫從事

碾米生意，因女兒瘠入志工行列而認識慈

濟，她拿慈濟簡介給先生看，先生才答應

讓岡嘎做志工。她每天四點半起床，做好

早餐送三個小孩上學、服侍公婆後，再搭

車來慈濟報到，從不感到疲憊。她笑嘻嘻

地說：「以前和人說話都怒氣沖沖，來到

慈濟，我感到非常快樂。」

一年來跟著慈濟人做志工幫助同胞的

小女孩沙君達及米露西，認為活著總有希

望：「因為我們還年輕，還有能力幫助

人！」

2006年新年度開始的斯里蘭卡，陽光

依舊燦爛；慈濟大愛村的住屋，也隨著時

間累積一間間地浮現。而慈濟志工和年輕

在地志工的身影持續穿梭，挨家挨戶訪

視，了解災民的生活現況、膚慰心靈。不

同國度、不同文化的人們，在這塊土地

上，共同交織出活絡的生命脈動，也讓慈

濟慈善腳步，在這片土地上持續推展。

面對「驚世的災難」，證嚴上人呼籲全

球慈濟人要有「警世的覺悟」，應以「戒慎

虔誠」之心，為罹難者虔誠祝福，為受災

者提供援助；並以「居安思危」之心，正

視天災人禍是起因於人間缺少善與愛，因

此應守好倫理道德、努力發揮愛心，帶動

更多人向善造福，共同精進。

相信在大家手牽手、心連心之下，必

定能用大愛舖一條通往幸福的平安路！

鵒資料鼎源角劉雅嫺ｘ邱淑絹ｘ經典雜誌ｘ

ｒｓ月刊ｘｒｓ道侶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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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的義診除了來自台灣、新馬的醫護人員之

外，漢班托塔全職志工米迪拉(Mithila)特別邀請了

二十位來自高爾醫學院的學生，前來負責翻譯工

作。(圖左為慈濟醫院玉里分院張玉麟院長)

大愛村居民與家人一起種下一棵棵愛的幼苗，綠

化美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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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海嘯地震災後慈濟援助韌作一覽表

資料提供∕宗教處 慈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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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環保新里程

邁向五化新紀元
文∕顏婉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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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鼓掌的雙膂做環保

2005年6月12日，中、南台灣因為梅雨

鋒面的影響，連續一週降下豪大雨，台南

縣、嘉義縣及高雄縣等地都傳出淹水災

情，全台有五百四十七平方公里成了水鄉

澤國，農業損失超過新台幣二十一億元。

證嚴上人前往災區關懷災情，除了心

疼災民受苦受難之外，卻也備感欣慰。因

為「六一二」水患退去後，垃圾比預期的

少很多，這是由於慈濟人長年在家庭鄰里

間推動環保的結果。

因此，上人於6月24日志工早會中，對

眾人慈示道：「過去幾年，每每見到淹水

災區在水退之後，街上就會囤積很多垃

圾，不免聞到撲鼻的垃圾味；但是這一次

不一樣，車行經過如學甲、麻豆等地，只

是看到路面潮溼未乾，卻沒有垃圾，很乾

淨，一切歸功於近年來推行環保回收、垃

圾減量。」

環境保護、資源回收，是慈濟四大志

業八大腳印之一。早在1990年8月23日，上

人應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之邀，於台中

新民商工演講時，想起途中看到夜巿人潮

散去後，棄置在街道上的垃圾，又見民眾

聽到精彩處，報以熱烈的掌聲，便鼓勵大

家：「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

上人一句輕輕的呼籲，住在台中豐原

的二十四歲女孩楊順苓聽進了心，起而行

慈濟人推動、宣導及落實環保，從個人至社區鄰里

間，可謂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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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她在鄰里間推動「資源回收，贊助慈

濟」運動。同年9月，上人再度行腳至台

中，楊順苓到台中分會向上人說明落實環

保的點滴……，從此開啟了慈濟的環保志

業。

1992年與金車教育基金會合辦「預約

人間淨土•環保綠化活動」，為期一個多

月--落實全民綠化工作，推廣環保

護生觀念，珍惜地球萬物資源。

慈濟人自響應「用鼓掌的雙手

做環保」以來，年年皆呈現優異成

績。譬如2005年，據慈濟基金會統

計 ， 全 省 資 源 回 收 總 重 量 達

116,345,949公斤，其中紙類總回收

量 7 7 , 5 1 5 , 8 9 6 公斤，約可讓

1,550,317棵樹木免遭砍伐。然而，

這可觀成績的統計，並非刻意要凸

顯龐大的數據，而是希望藉此提醒

民眾平時勤做環保及資源回收的重

要性。

推動、宣導及落實環保，慈濟

人可謂不遺餘力；環保的概念，已

然從個人傳至社區，乃至機關團體，也落

實在慈濟的四大志業中。

慈善──救災不忘做環保

「這裡有便當、熱食，有沒有人需

要？」沿街喊問的話語，並非是推銷，而

是出自慈濟人的一分關懷。當發生風災、

水患時，常可見慈濟志工冒著風雨進入災

區，涉水沿街送熱食，這分慈悲，更注入

了上人的智慧；上人叮囑慈濟人一定要重

視環保，雖然是為了救人、救災，但是也

不能反其道而行，因此每逢災難發生時，

由「香積組」烹煮的便當，都選擇使用環

保餐具。

送到災民手中的熱便當，不但溫飽了

肚子，也溫暖了受苦的心，環保餐具還可

留下作為紀念，也可送至統一回收餐具的

地點，之後再由慈濟人前往收回，切切實

實地將環保理念落實在慈濟的慈善志業

中。

水災過後，慈濟志工協助居民打掃街道，並清運

垃圾。攝影／林炎煌

每逢救災時，慈濟人所烹煮的便當，都選擇使用環保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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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讓生活環荎更美好

2000年，花蓮慈濟醫院因資源分類回

收、節水設施、員工自備環保碗筷、環境

綠化等環保措施，榮獲環保署頒發「辦公

室做環保績優單位」獎項。2002年，慈院

又獲頒經濟部「節約能源傑出獎」，獎勵其

使用雨水回收系統設備、地面鋪設連鎖

磚、醫院ｅ化，以及應用太陽能在照明、

使用水等。

位於台中縣潭子鄉的台中志業園區

「慈濟護理之家工程」，於2003年榮獲環保

署頒獎，表揚為「91年度全國環保優良營

建工地」，肯定園區對於環境保護及降低污

染排放的用心。

同年，慈院大林分院在節約用水及省

水宣導方面成效卓著，獲經濟部水利署頒

發「節水績優單位」獎。2004年，慈院大

林分院全院電力、空

調、鍋爐、照明等系

統，都進行「節能」以

提供「高效能」的醫療

環境，獲經濟部頒發

「節約能源績優廠商傑出

獎」。

享有「綠色醫院」

美名的慈濟醫院大林分

院，更在2005年5月13

日，獲得經濟部能源局

的肯定，於院內舉辦

「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廠

商觀摩會」，邀請產業

界、學術界、官方人士

前來吸取慈院大林分院

節能的成功經驗。

凡此種種成績，除了凸顯出慈濟醫療

志業體在環保方面的努力成效，也印證做

好環保，其實可以節省許多不必要的浪

費，讓生活環境更具品質。

蓍育──推動環保屢創佳績

環保理念，除了從個人傳至社區，更

落實在校園。台灣各大院校的慈青社也積

極響應環保，不但在校園內推廣資源回

收、垃圾分類的理念，更在寒暑假推動社

區環保工作，於1998年，雲林科技大學與

輔仁大學的慈青社，分別榮獲行政院環保

署頒獎表揚。

2004年，慈大附中獲得花蓮縣政府93

學年度「花漾校園──淨化綠美化」競賽

高中組第一名；2005年，又獲得行政院環

保署肯定，榮獲全國推動環保有功學校優

等獎。

慈青利用課餘時間，在校園宣導環保意識並身體力行，普受肯定。圖為紐

西蘭分會植樹活動，慈青在老師的指導下，示範如何正確植樹。攝影／王柏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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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慈濟基金會興建的「慈濟中學宿舍

新建工程」，更奪得花蓮縣環保局頒發的

2005年度優良工地「青雲獎」第一名及

「認養道路績優工地獎」，促使宜蘭縣環保

局特地組團前往參訪觀摩。

慈濟大學則於2005年，獲得經濟部能

源局肯定，受頒該年度節約能源績優單位

「節約能源績優廠商傑出獎」。

得獎之外，從慈濟大學到慈濟中小

學，甚至大愛幼兒園，所有師生於用餐時

必定自備環保餐具，同時在校園裡徹底實

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人文──讓大愛清流傳出去

一棟聳立在台北關渡平原上，對地

球、對大地、對自然溫柔體貼的大樓──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在所有慈濟人的殷切

期盼下，終於在2005年1月1

日正式啟用。這棟綠色建

築，除了依循慈濟的環保理

念而設計外，更是全球慈濟

環保志工長年來付出血汗、

時間做資源回收，點滴累積

基金所營建而成的。

回顧2002年3月8日，上

人自花蓮啟程，展開全省行

腳。3月10日正逢全省慈濟

環保站的資源回收日（每個

月的第二個星期天），當時

在北部的上人特別前往台北

市和基隆市幾處環保站視

察，關懷並慰勉環保志工的

辛勞。上人再次強調環保的

重要性，也肯定志工們的付

出，於是將慈濟環保的意義

延伸，呼籲大家將「垃圾變黃金、黃金變

愛心、愛心化清流、清流繞全球」。

從該年起，資源回收所得全數善款，

作為大愛電視台的「護台基金」。上人期許

這股由環保志工凝聚而成的愛心力量，能

藉由大愛電視台全球播映的感染力，影響

社會人心，達到淨化人心的目的。

隸屬人文志業的大愛台，在「環保系

列十年『髮菜篇』」公益廣告中，以簡單易

懂的概念，輔以專家代言，指出大量採收

髮菜，導致內蒙古草原沙漠化的嚴重性，

深具震撼力與說服力，贏得92年度電視金

鐘獎「非商品類廣告獎」。

大愛台更於2004年1月21日起，推出全

新系列節目「草根菩提」，一幕幕場景真實

感人，而環保志工身上滴落的粒粒汗珠，

讓上人既感恩又讚歎，不但稱呼環保志工

環保志工是呵護大地的菩薩、守護地球的園丁。攝影／蔡淑婉



感
恩

尊
重

愛

188

為「呵護大地的菩薩」，更感恩志

工們護持大愛電視台，讓大愛清

流傳出去。

慈濟美國總會受邀參與世貑

環保日

慈濟環保志業並非僅侷限於

台灣，而是落實在全球。身處世

界各角落的慈濟志工紛紛瘠入社

區清潔工作，響應當地政府推動

環境淨化，如淨灘、掃街、公園

垃圾分類等，善行備受肯定，經

常受邀參與當地政府所舉辦的環

保盛會。

2005年，聯合國歡慶六十周

年，於美國舊金山巿舉行第三十

四 屆 「 世 界 環 保 日 （ W o r l d

Environment Day）活動」，慈濟美

國總會受邀參加，慈濟委員慈光

於6月2日開幕典禮中致詞，介紹

慈濟的環保工作及心靈環保的特

色；慈濟是典禮中唯一受邀演講

者，當日下午更與來自世界各地

五十位市長分享慈濟心靈環保的

理念。

此外，在6月3日至5日進行的

「綠都市展覽會」中，由慈濟美國

總會統籌，包括北加州、舊金

山、奧克蘭等地區，共瘠入一百

多位慈濟志工，在現場擺設攤

位，介紹慈濟志工如何以行動膚

慰地球，把多年來推動的環保成

績，展現在國際舞台上，不只獲

得現場民眾熱烈迴響，更吸引加

州非營利組織電視台LINK TV採

聯合國世界環保日活動，慈濟委員慈光在舊金山市政府廣場前

的開幕典禮中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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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小組前來採訪。

繼受邀參與世界環保日活動後，北加

州的慈濟舊金山支會又應邀參加舊金山政

府在Moscone Center展覽會場舉辦的「2005

年舊金山環保展覽會」，實地展現慈濟推動

環保的成果與理念。

環保五化的誕生

2005年6月3日，上人正於志工早會開

示，向海內外慈濟人呼籲響應「環保五化」

運動，於是，慈濟環保志業跨入新紀元，

邁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

所謂「環保五化」即是──環保年輕

化、環保生活化、環保知識化、環保家庭

化，以及環保心靈化。

為了讓環保理念更落實於生活中，慈

濟基金會宗教處同仁甘萬成深入了解台灣

各大學慈青社於校園內落實環保的現況，

更具體發揚上人所提倡的「環保五化」理

念，經宗教處研討、協商後定案，文發處

多媒體組並協助製作十張宣導海報，佈置

於全省各環保站，以嶄新的形象大力推動

環保理念。

1989年，幾位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的

學生，首次將慈濟人文帶入校園；1992年

「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正式成立後，至

2005年，全省有七十七所大學院校成立慈

青社，其中有四十二所積極地在校園推動

環保及資源回收、舉辦淨灘、掃街等活

動，利用課餘時間，宣揚環保意識。

義守大學慈青社指導老師王智昱，六

年來積極帶領慈青同學在校內落實環保及

資源回收。義大慈青社更舉辦過環保署及

教育部「大專生帶動中小學推動環境教育

計畫活動」等大型活動，教導中小學小朋

友正確的環保知識及回收觀念，每次活動

都得到許多掌聲與鼓勵。

因此，王智昱老師於行政院環保署94

年度「推動環保有功學校、教師及學生」

遴選表揚活動中，獲選為「94年推動環保

有功教師優等獎」，並於9月接受頒獎表

揚。

民國80年代，社會工業快迅發展，帶

動經濟效應，紙杯、衛生筷、保麗龍飯盒

等產品充斥巿面，雖然為人們生活帶來了

便捷，卻也變成了難以收拾的垃圾問題。

因此，自1994年起，上人精心審定慈濟環

保餐具的研發，並對所有慈濟人宣導使用

慈濟人外出用餐時，自備環保筷、環保碗、環保

杯及環保餐袋，將環保精神具體實踐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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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餐具，落實生活環保概念。

2005年8月中旬，台北市衛生局公布市

售的免洗筷、竹籤、牙籤抽驗結果，有七

成五的竹筷、一半以上的竹籤檢驗出殘留

漂白劑、二氧化硫或過氧化氫。

正當許多人為出門用餐是否使用店家

提供的免洗餐具而猶豫不決時，慈濟人用

餐自備餐具早已行之有年──外出隨身攜

帶環保碗、筷、杯，購物必備環保袋。

值得一提的是，在台南縣永康環保站

的環保志工，利用回收來的一條條包裝

繩，巧手編織成既環保、美觀又實用的環

保袋，還可以搭配彩球、祈福吊飾等。慈

濟人的惜福、用心，由此可見。無非希望

人人在日常生活中，能盡量減少製造垃圾

的機會，並將廢物多加利用。

全省各地的慈濟環保站，已經成為各

級學校、機關環保教育最好

的課外教學站。從幼教、小

學到國中生，由老師帶著學

生了解「什麼是環保」，進

一步實際走進垃圾資源堆

中，做起了垃圾分類，甚至

於各政府機關單位，也都會

組團前往觀摩慈濟人如何落

實環保工作。

2005年4月18日，高雄

市三民國中為了讓全校資源

回收工作推行得更徹底、更

美善，在老師們帶領下，全

校各班資源回收股長及三年

六班全班同學共七十四人，

到苓雅喜捨環保站進行半天

資源回收戶外教學。

8月15日，一百五十位的安親班小朋友

參訪板橋園區環保站，慈濟志工傳遞環保

與惜福愛物的理念，教導這群小朋友認識

環保分類，從生活中學習做好環保，愛護

地球。

慈濟志工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將環保

的知識深植於每位參訪者的心中，還將課

程內容分成看板解說區、拆解區、綜合分

類區、玻璃及電池區四站，讓參訪者藉由

親身實做，感受更深刻。

2005年行政院環保署全面推動垃圾分

類、廚餘回收等措施，希望能減少全民垃

圾量的製造，使人人懂得珍惜得來不易的

資源，這是「環保家庭化」的第一步，只

要人人能做到，相信落實環保在家庭生活

中，並不困難。

環保志工為小朋友介紹資源回收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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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6日，花蓮慈濟醫院骨科醫

師吳坤佶，帶著太太邱秀華及小女兒一同

參加每個月第一個星期日的中央路打掃活

動，「掃街讓我愈來愈有信心，看看連印

尼紅溪河都能化為清流了。」吳坤佶分

享：「現在最讓我開心的是，太太及小菩

薩都願意陪我一起來做。」

慈濟人做環保不但從自己本身做起，

還影響家人一起瘠入，更進一步帶動左鄰

右舍共同動手，結合社區人人的付出，引

領人人從環保入門，踏上慈濟菩薩道，這

便是上人心心念念所期盼、所呼籲的「環

保家庭化」的定義。

「慈濟使一個一度全身有病的我獲得重

生，成為今天的我。要清潔地球，人類必

須先清潔自己的心靈；要保護地球，必須

先保護人類的內心世界。」這一段感性的

話，是2005年6月2日，於美國舊金山所舉

辦的「世界環保日」活動以

「創新回收」為主題的研習

會上，慈濟美國舊金山聯絡

處負責人陳雪玲所說的。

她自述過去曾因全身病

痛而沮喪、憤怒的心情，甚

至有自殺的念頭。直到接觸

慈濟，受到上人的感召，在

忙於付出中，尋獲自己人生

的定位，因為忙著付出、關

心別人，連病痛都沒有時間

去感覺。

環保，是高度愛心的表

現，也是自我修持的法門。

慈濟人全心全力瘠入環保志

業，在撿拾有形垃圾、愛護地球的同時，

也藉此掃盡無形的垃圾煩惱，讓心地的小

乾坤得以調和，讓心靈安詳寧靜。

人西淨土就鍙眼前

不論是鼓掌的雙手、淨化的清流，證

嚴上人的慈悲、慈濟人的用心，讓「環保」

在慈濟世界裡隨處可見。四大志業、八大

腳印都有它的蹤影，從中可見慈濟人將環

保落實在生活中的成果。

如今，慈濟環保志業走過十五個年

頭，從呼籲到推動，從推動到成熟，已邁

向另一個新的里程，成為「年輕、生活、

知識、家庭、心靈」五大階段，每位慈濟

人在動手做環保的同時，也應培養「心靈

環保」與惜福的觀念，將心中的垃圾──

「貪、瞋、癡、慢、疑」一一去除，讓心歸

於清明、自在，如此無形有形雙管齊下，

相信「人間淨土」的理想不再是遙不可

及。

慈濟人帶動居民一起作資源回收、掃街等環境大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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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個愛心箱展開勸募

大愛進南亞 真情膚苦難

2005.01.01

南亞海嘯災情令人不忍與不捨，慈濟

基金會在2005年的元旦，發起全球性的賑

災募款活動，期望全球愛心總動員，膚慰

南亞海嘯苦難災民。臺灣佛教界長老，也

是慈濟人稱師公的印順導師，率先以身作

則捐出善款，並呼籲大家來發善心，且要

同心，如此天下才能平平安安。

心繫南亞苦難蒼生，高齡一百歲的印

順導師，在元旦一早即準備好善款，投入

於是日起在街頭進行勸募的愛心箱裡，導

師表示，南亞的災難讓他的心非常的不

捨，希望大家都能關心這個災難，能幫助

多少就幫助多少，而且要同心，值此時

刻，希望大家都能向善的這條路走，如此

即能天下太平，大家也都能平平安安。導

師也呼籲大眾發心來賑災。

印順導師在捐完善款後隨即將愛心箱

傳承給靜思精舍常住師父，再由常住師父傳

承給慈濟志工，志工們將帶著這些愛心箱走

上街頭進行勸募。慈濟基金會表示，慈濟人

心手相連的目的是為了把愛傳出去，期望善

的種子可以循環、生生不息。

目前在全省行腳的證嚴上人，近日也

向會眾開示，災難來的時候，不分種族宗

教都會受災，因此大家應該不分宗教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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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慈濟人要把愛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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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付出，展現大愛無國界

的襟懷。

災後重建工作並非短期即

能完成，目前屬於急難階段，

慈濟基金會也在擬定中、長期

援助計畫，因此愛心募集勢在

必行。即日起七千個愛心箱將

在全省各地展開勸募，這份善

款將專款專用，慈濟呼籲愛心

無大小之分，涓滴愛心皆可以

匯成暖流，溫暖南亞災民的

心。

■將愛心送至南亞震災區

各地慈濟志工同步募款

2005.01.02

慈濟基金會發起的「大愛進南亞，真

情膚苦難」募款工作，今天在台灣各縣市

展開，希望藉走入社區鄰里之間，將愛心

凝聚並送進南亞的海嘯災區。

鞅蓮地區慈濟四大志業的志工一千餘

人，由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等人帶隊，手

捧愛心箱站在市中心街口募款，許多停車

等紅綠燈的民眾紛紛投下善款。不少假日

聚集的外勞，見狀紛紛掏錢捐出愛心，其

中印尼籍的安妮不斷地和慈濟志工擁抱表

達謝意。

台北分會動員兩千多位志工沿街募

款，不但商家慷慨解囊，也有阿嬤牽著孫

飹的小手，將口袋裡所有的錢都掏出來

捐，也有小朋友打開撲滿來捐錢，連收入

不多的清潔人員也共襄盛舉。

慈濟豐原聯絡處有二百多位志工分成

二十組，前往車站、街頭募款。由於飽地

經歷過九二一地震，不論是機車騎舴、路

人、小朋友，看到慈濟人拿著募款箱，就

主動趨前捐款，在寒冬裡更顯溫情。

彰化勸募大隊則分抵員林鎮、溪湖

鎮、鹿港鎮等人潮較多的鄉鎮募款。高雄

市許多路口都可以看到慈濟志工藍色的身

影，高舉標語及勸募箱向過往行人呼籲

「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

慈濟基金會第一階段將以街頭勸募、

定點設置愛心箱與企業捐助為主，第二階

段則將持續帶動社區響應，預計勸募活動

將持續至3月底止，希望國人持續將愛心源

源不絕送進南亞各災區。

「大愛進南亞，真情膚苦難」，各縣市同步展開街頭募款。



196

■古晉國際慈濟人醫會成立

馬來西亞醫療隊伍添新兵

2005.01.16

馬來西亞砂勞越古晉「國際慈濟人醫

會成立大會」於是日舉行。出席的貴賓有

砂州衛生局局長姚式瓊醫師、副局長安德

魯友醫師、砂州政府科學顧問丹斯里黃順

開醫師伉儷、前東馬大使館丹斯里張守

輝、拿督黃佛德、馬六甲國際慈濟人醫會

召集人張文富醫師、吉隆坡國際慈濟人醫

會成員Dr. Nedun及各族同胞醫護人員，共

一百九十六位參與盛會，場鉉溫馨感人。

古晉手語隊以一首「擁抱蒼生」掀開

序幕，古晉聯絡處負責人賴奕妦師姊致歡

迎詞。期望人醫會在古晉帶動起「人本醫

療的文化」，以醫人、醫病、醫心膚慰病

苦。古晉人醫會召集人蔡定成醫師簡介國

際慈濟人醫會，張文富醫師致詞感恩所有

志工，能夠救人之難，落實大愛無國界的

精神。

司儀介紹古晉人醫會組織架構，並介

紹將在隔天前往斯里蘭卡賑災的團隊，也

在現場募款、募心，希望大家多發好願，

多做好事。最後，手語隊再以一首「拉車

向前行」結束了當晚盛會。

慈濟委員手捧著愛心箱，大德們紛紛

將善款投入，委員微笑躬身一一說感恩。

■兩岸首航收入及「空中義賣」

海南航空捐款慈濟骨髓中心

2005.01.24∼2.20

擔任北京往台北首航任務的海南航空

公司，元月24日宣布將把首航的全部收入

及首航班機「空中義賣」所得善款，捐給

慈濟的骨髓幹細胞中心。捐贈儀式在北京

燕京飯店舉行，海南航空首席執行官朱益

民及慈濟酋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等人出

席。

朱益民在捐贈儀式上表示，慈濟過去

對中國大陸捐贈了骨髓，救治了一些人，

對此，他們深表感激，也藉此機會回饋慈

濟。

海南航空公司除了捐出元月24日首航

台北往返兩個班次的全部收入以外，飛行

途中還舉行空中義賣，包括二十張大陸內

地的來回機票、海航所屬飯店單日住宿三

十個名額，以及五十場海航高爾夫球場消

費券等。所得善款也全數捐給慈濟骨髓幹

馬六甲人醫會召集人張文富醫師致詞感恩所有志

工的付出，在有災難發生時，第一趕到現場的就

是慈濟人，落實大愛無國界的精神。



197

總論記事 記 事 年 表

細胞中心。

兩岸直航末班機，於2月20日

下午兩點半抵達台灣桃園中正國際

機場，海南航空捐出春節首航及返

航班機包機收入和義賣所鮑，由鞅

蓮慈濟醫學中心林欣榮院長，及慈

濟基金會發言人何日生代表接受。

慈濟基金會則回贈有證嚴法師祝福

的「福慧紅包」，同時致贈慈濟三

十八周年紀念徽章給海南航空空服

員。

■花蓮慈濟志業歲末祝福

教師及醫護受證委員慈誠

2005.01.29

2004年慈濟醫療暨教育志業歲

末祝福是日在鞅蓮靜思堂舉行，慈

濟醫學中心共有二十四位醫師及五

位護理部主管受證為慈濟委員、慈

誠，其中包括林欣榮院長、許文林

副院長、王立信副院長及王志鴻副

院長。

慈濟醫學中心主管們經過一年

的靜、動態課程培訓，除了瞭解慈

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

八大腳印之外，也實地參與社區活

動，例如居家關懷、鋪連鎖磚、環

保、急診志工等，親身去體會及學

習做一個「用愛鋪路的人」。今年

元月初，林欣榮院長等即在寒風中

走上街頭，手捧愛心箱為南亞海嘯

災民募款，同時並分梯前往斯里蘭

兩岸直航末班機於2月20日下午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海南

航空將春節首航及返航班機包機收入和義賣所得，全數捐給慈

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由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林欣榮院長（右）代

表接受。

2004年慈濟醫療暨教育志業歲末祝福，圖為此次受證出任慈濟

委員的教育志業主管及教師。



198

卡進行醫療救援。

在VCR播出的「2004年醫療、教育深

度報導」中，呈現了多例的海內外個案，

在醫療團隊的合心共事下完成治療；而在

去年的南亞大海嘯中，醫療團隊也在第一

時間進入災區救援。另外，還有院內合心

實驗的成果，例如臍帶間質幹細胞等，這

一年來種種的腳印，無不印證醫療、慈善

與人文的結合，也見證了院內上下合心、

和氣、互愛、協力的成果。

證嚴法師在開示中表示，投入才能真

正知道慈濟做了些什麼，感恩醫護人員們

把慈濟當作真正的「家」，期許大家都能自

動投入「家」的志業，用心、用愛呵護地

球，疼惜地球。

■巴淡島首次歲末祝福

慈濟種子扎實生根

2005.01.29

由於慈濟多次跨國義診

的因緣，慈濟印尼分會巴淡

島聯絡點於2 0 0 3年7月誕

生。在新加坡及當地志工推

動下，慈濟志業逐漸在小島

上蓬勃發展，目前約有二百

三十多位會員。

今年元月29日，慈濟巴

淡島聯絡點首次舉辦歲末祝

福。當盞盞心燈在GOOD-

WAY HOTEL華麗的宴會廳

亮起時，一片燈海中，志工

們心中都湧上感動，慈濟種

子已經在巴淡島落地生根了。

晚會活動的場地費用，由GOODWAY

HOTEL的老闆張添來發心贊助。

晚上七點開始，會場陸續湧進人潮，

一百七十多位來賓驚喜心情隨著前台的節

目活動，逐漸昂揚。節目內容都是新加坡

分會志工們從彼岸帶過來，悠揚的慈濟歌

曲，溫柔婉約、氣質優雅的手語表演，讓

來賓們深刻感受到慈濟人文之美。

由於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濟雨還在斯

里蘭卡賑災，遂由人醫會召集人邱建義，

及巴淡島志工聯絡人趙信玉代表，為大眾

們將心燈一盞盞地點上。

當心燈捧上齊眉，誠心祈禱時，大家

的心念虔誠交會一起，神聖又莊嚴。而巴

淡島的志業，也因為有這群志工們無私全

心的付出，終於生根、開花，相信很快的

將來，島上將會連綿成林，成為巴淡島貧

苦居民們歇息依靠的枝幹。

巴淡島聯絡處第一次傳心燈，大家的心念虔誠交會一起，神聖又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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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志工尋根

精舍過新年道感恩

2005.02.09

斯里蘭卡志工一行十三人，是日由志

工林仲箎陪同首次來台參訪慈濟志業，並

留在鞅蓮靜思精舍過年。

靜思精舍溫馨豐盛的除夕圍爐後，所

有回到心靈故鄉的家人們，分坐觀音殿及

新講堂，參加今年的「2005年精舍法喜過

新年晚會」，主持人謝佳勳、王建勛，以簡

捷有力的話語勉勵及祝福來自全球各地的

慈濟人。

晚會節目率先由鞅蓮慈濟醫院林欣榮

院長率領同仁，朗鄫詩歌「歡喜回家過新

年」。接著，馬來西亞慈濟人帶來手語表演

「心願」。

還有可愛的小朋友洪文傑、洪文悅表

演的數來寶。慈中學生謝中烜、簡呈洋的

中國武術。小小年紀，才藝精通，逗鮑眾

人樂開懷。下台一鞠躬後，都來到師公上

人面前，親自獻上今年的壓歲錢，也為

「大愛進南亞」，加入一份純真愛心。

這十三位斯里蘭卡慈濟志工，在陣陣

熱烈掌聲中與大家見面。他們說鈉「在斯

里蘭卡災區，慈濟人每天5點即早起工作。

這樣的精神，激勵我們暫時放下悲傷，一

起投入賑災的行ｋ。」

「慈濟人的膚慰，與我們一同流淚，讓

我們感受到這樣的愛有多深。」

「向全球慈濟人感恩，並希望慈濟人在

斯里蘭卡長久待下來。」感恩中有期待，

也將晚會氣氛帶到最高點。

各個表演節目簡短而精深，歡樂中，

志工不鞚發生在南亞海嘯的世紀災難。度

過愛心與感動的除夕夜，更要為世上仍有

苦難的地方，虔誠祈禱一蛞更美好。

■亞庇山間閃耀「希望之光」

科優露中學「種子學生」成立

2005.02.20

馬來西亞慈濟人關懷將近一年多的

亞譒科優露謒Kiulu）飹寄宿中學生，是

日舉辦種子學生成立典禮，並將宿舍命

名為「希望之光」。該校收容的五十八

位中學生、二十五位小學生與官方代

表、家長等一百七十人出席。亞譒五十

位慈濟志工也應邀觀禮。

自2003年12月開始，慈濟志工定時

提供食物補助與關懷工作，跟著驍善寄

斯里蘭卡志工一行十三人由志工林仲箎陪同，首次來台

參訪慈濟志業，並留在靜思精舍過年，表示感恩慈濟援

助斯里蘭卡而付出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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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生的生活環境。經歷一年多來的互動，

這批來自偏遠繫落的窮困學生在學習方面

已有明顯成長，帶動家長參與環境美化的

工作。州議員拿督路蘆舴謒YB Datuk Louis）

希望，宿舍管理層能向慈濟學習，合心照

顧宿舍的清潔美觀，成為其他宿舍的楷

顑。

孩子穿上鮇齊制服，表演手語，跳著

傳統的「蘇馬紹」；並與慈青哥哥姊姊合

唱「沙巴是我家」，互動熱烈。接著志工由

駜濟隆與鄭慈江代表慈濟人，頒發新春紅

包給現場的寄宿生和原住民孩子，祝福孩

子快樂過新年。最後，慈濟人與拿督路蘆

舴為種子學生點燃心燈，象徵把愛傳出

去。有慈濟人關愛，也讓家長更放心。

靠著種山稻維持一家十口生計的家長

阿占羅曼，看著念大學先修班的十八歲飹

兒，由衷感謝慈濟人給予孩子的食物補

助，減蒝他不少負擔。而對三十八歲的雷

餖輹謒Regina）來說，十三歲的次飹朱貙

思謒Jounis），如果能上大學，她們一家九

口擺脫貧困生活，就有希望了。

■雪蘭莪菩提種子落腳處

「國大慈青之家」啟用

2005.02.27

自從博大謒博特拉大學）、馬大謒馬來

亞大學）、工大謒工藝大學）與沙巴大學相

繼成立慈青之家以後，中南馬暨東馬第五

間慈青之家今年也在芾蘭莪結宜國民大學

謒簡稱國大）成立了！

飽天，慈青以影音導窮簡介慈青早期

到處飄泊開會、辦活動的照片。資深學長

李國權回憶起早期慈青

之家還跋成立時，開會

與辦活動時的種種不

頹，在那時想成立慈青

之家的念頭已悄悄地在

幹部們心中萌齷。

篱開始想要成立慈

青之家時，一直眼不訖

人數，鈔伴們彼此無法

達成共識；幸而，重重

考驗芀不熄年蒝的赤子

心。最後，「國大慈青

之家」還是在各個大專

輔導志工的祝福下正式

啟用了。

在 紅 籌 緩 緩 拉 開
慈濟亞庇關懷將近一年多的科優露（Kiulu）女寄宿中學生，正式舉辦種子

學生成立典禮，並將宿舍命名為「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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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雅致的「國大慈青之家」牌匾呈現眼

前。志工賴濟嶸祝福慈青之家在啟用以

後，能凝聚慈青的人文精神、理念，彼此

互相提攜，共同成長。

三年歲月轉眼即逝，五位國大慈青畢

業在即，臨別依依，藉此因緣亦舉辦一場

感恩晚會。

擔任國大輔導志工的鄶濟硹，期許即

將畢業的慈青們，要常回來這個家。慈青

之家從無到有，這一路走來考驗重重；他

也希望接任的幹部要加倍愛護及翢惜這個

家。

帶領慈青的志工陳慈蕈和慈旃也叮嚀

大家，出社會工作，一定要抽出時間參與

慈濟活動，從活動中修行，增長

智慧，要生生世世行菩薩道、造

福社會。

■南亞海嘯賑災因緣

慈濟漢班托塔辦事處誕生

2005.03.20

慈濟斯里蘭卡漢班托塔辦事

處是日正式啟用，為慈濟海外第

三十九個分黍聯絡點；該辦事處

前身，為援助南亞災民所設立的

醫療站，跾成身退後，即成為慈

濟辦事處。

慈濟在斯里蘭卡災區關懷，

帶動災民出來飽志工，開始訪視

工作，而飽時慈濟義診隊借用的

醫療站，現在成了慈濟在漢班扥

塔的辦事處。

在眾人的期盼下，慈濟斯里蘭卡漢班

扥塔辦事處正式揭幕啟用，愛的種子在這

塊菿地生根萌齷。慈濟宗教處主任謝景貴

表示鈉「篱開始是教富濟貧，帶動有能力

的人來幫助受難的人。可是很多鄉親也來

加入，他們是受災蠕，而他們自迴站起來

了，他們開始濟貧教富。」

除了飽地政府官員、寺廟法師也特地

來祝福，而辦事處周邊的居民更是相約前

來，人潮絡繹不絕。

農業暨工業部副部長查馬爾•拉加帕

沙，對慈濟的付出表示感謝與肯定，他

說鈉「慈濟伸出友誼之手，並且真正實現

了友誼。」

中南馬暨東馬第五間慈青之家－－「國大慈青之家」2月27日正式

成立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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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典禮上，就銀小小聯合國一樣，

除了斯里蘭卡人，志工有來自新加華、馬

來西亞、台灣、美國等國，連宗教也是大

融合。慈濟在飽地援助才近三個月，如今

已帶動飽地近五、六十位志工，有位幼稚

園老師妮瑪麗亞，更已招募了七百位會

員，她說鈉「我是慈濟人。」

■TIHAA感恩茶會

廣邀企業加入大愛行列

2005.03.25

2004年8月13日成立的「慈濟國際人道

救援會」(Tzuchi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id Association, TIHAA)，於台北關渡慈濟

人文志業中心舉辦首次感恩茶會，總共邀

請三十多家廠商與會，會中說明其成立宗

旨與運作方式，希望跋來有更多廠商加

入；此外，也向曾經於南亞賑災中付出心

力的廠商道感恩。

「慈濟國際人道救援會」召集人王令一

指出，援助會源於「物資緊急救難」的概

念。主要是統籌食、衣、住、行等方面的

物資，以因應災難發生時，能於第一時間

送至災民手中。而「物資緊急救難」的概

念，緣於兩年前他隨慈濟志工到印尼紅溪

河發放，有鑑於過往發放的經驗，許多災

民經常是走了一鮇天的路來等待發放，就

只吃發放時的一餐。於是萌生赩造讓災民

慈濟為援助斯里蘭卡南亞地震海嘯災民所設立的醫療站，功成身退後，成為慈濟漢班托塔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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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蒝頹、簡單又可飽腹的食物等想法，

後來又經證嚴上人提醒，現今國內外天災

人禍不斷，不只是食物，應是食衣住行等

方面的物資都要有安全存糧(存貨)的考逌，

以期災難發生時，能即時透過航空或海

運，用最快的方式將物資送抵災難現場。

經過一年多的規畫，此運作方式於南

亞賑災時首度啟動，並且有了成效。因此

特於本日邀集國內企業與廠商參與感恩茶

會，對外宣布該救援會已成立，也藉此感

恩在南亞賑災中付出的廠商，期盼透過會

中的分享，能讓與會蠕瞭解該救援會的精

神，而加入更多廠商，一起在跋來的救災

行動中貢獻心力。

■恭祝印順導師百歲嵩壽

靜思堂千餘人普佛拜願

2005.04.20

恭祝印順導師百歲嵩壽，是日於鞅蓮

靜思堂舉行祝壽大典。一百多位來自海內

外的佛教界長老以及法師、信眾逾千人，

齊聚靜思堂，透過普佛、拜願等祝壽儀

式，恭祝印順導師法體安康，朗照世間，

場面莊嚴感人。

在靜思堂一睼的另一側也同時展出

「法影一世紀展」。展窮內容有蠻法影一世

紀馹之專書與印順導師3D動畫。透過此展

窮，可讓觀蠕認識導師一生

事蹟，跟隨走入這位馜潤眾

生慧命成長的大導師的心靈

世界。

而今早靜思精舍在天跋

亮時，就以禮鄫蠻金篱經馹

的方式，祝禱印順導師福壽

無蹢。證嚴上人感恩有幸鮑

入大導師之門，啟發悲心為

眾生付出；對這位馜潤慧命

的大導師，唯有依教ｃ行，

把這樣的慧命源源不絕延續

下去，才鮑以回報。

印順導師出生於清光緒

32年(西元1906年)，現年百

歲。二十歲起自修佛法，二

十五歲砓度出家。二十六

歲，首次撰著佛學文章，受

太虛大師重視。四十七歲發

成立於2004年8月13日的「慈濟國際人道救援會」(簡稱TIHAA)，3月25

日首次舉辦感恩茶會，會中說明其成立宗旨與運作方式，並向為南亞賑

災中付出心力的廠商道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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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系ｋ「人間佛教」的文章，其對「人

間佛教」的倡議，對飽代佛教影響至為深

遠，引導人間行菩薩道，驍變消極隱遁風

氣，建立清新開朗的風格與積極行善的特

質。六十歲，應文化學院之聘，教輅蠻佛

學概論馹與蠻般若學馹，首開阽伽在大學輅

課之第一人。六十八歲，因蠻中國禪宗箬馹

一書之創見，獲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舴學

位，成為中國第一位博舴比丘。而導師一

生，力行畢生所弘揚的佛法，訖為世人典

範，2004年，獲總統頒贈「卿雲勳章」。

■欣逢慈濟三十九周年慶

全球志工幹部精進研習

2005.05.07∼12

慶祝成立三十九周年，慈濟基金會舉

辦全球慈濟幹部精進研習會，從5月7日至

12日，分別於台北及鞅蓮舉行為期六天的

研習活動，有來自全球二十個國家約四百

三十二位海外慈濟志工，專程返回台灣參

與盛會。

慈濟基金會每年利用周年慶期間舉辦

全球慈濟幹部精進研習會，邀請海外志工

返回心靈的故鄉，瞭解志業發展脈動並凝

聚共識。此次活動因應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即將啟業，主辦單位特地將活動場地規畫

橫跨台北及鞅蓮，讓全球的志工代表也能

參與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啟業，為該院祝

福。

今年活動主題以「立體琉璃同心圓」

為主軸，除透過講師們分享慈濟組織運作

的理念，海外的各國幹部們也將在課程中

作會務報告等經驗交流與分享。

此次研習學員分別來自全球二十個國

家，包括巴西、日本、加拿大、印尼、法

國、南非、約旦、美國、香港、大陸、泰

印順導師百歲嵩壽，來自

海內外的佛教界長老、法

師及信眾逾千人，齊聚靜

思堂參加祝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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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紐西蘭、馬來西亞、菲蓀賓、越南、

奧地利、新加華、澳洲、賴索托、薩爾瓦

多等。

在一般人想銀中，海外移民蠕似療在

經濟上均非常寬裕，實則不然，許多海外

志工必須省吃儉用一年，始能存下返台的

旅費，尤有甚蠕，必須向人預借旅費，始

能一圓回心靈故鄉的心願。

目前慈濟在全球蓋過二十八個國家，

設有二百多個分會暨聯絡點，總計約有蓋

過三結名慈濟志工在世界各個角落灑愛。

透過遍布全球的志工所形成的菩薩網，不

僅讓在海外發生事故的台灣旅客，獲鮑即

時的援助，在國際重大災難中更能即時提

供直接的人道援助、膚慰災民。

■印順導師百歲圓寂

各界前往瞻仰追思

2005.06.04

倡導「人間佛教」、被喻為「玄奘以來

第一人」的印順導師，上午因心臟衰竭病

逝於鞅蓮慈濟醫學中心，享壽一百零一

歲。圓寂消息傳出後，各地門下弟子紛紛

趕往鞅蓮助念，場面莊嚴。

印順導師這幾年大都住在鞅蓮靜思精

舍，4月20日篱歡度百歲生日。慈濟基金會

是日在慈濟大學追思堂設置雅淨的圓寂護

靈殿堂，下午起信眾陸續前往哀悼，還有

慈濟人抱著嬰兒跪拜，眾人對導師的離去

2005年全球慈濟幹部精進研習會，二十個國家四百三十二位學員返台參與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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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結般不捨。

慈濟基金會召開記蠕會，介紹導師一

生弘法事蹟，現場的弟子們都難掩哀慟。

來自饞杉磯法印寺住持印海長老說，印順

導師不受宗派佛學束縛，弘揚正法、利濟

有情，能適應跋來時代。

印順導師是浙江海寧人，1906年出

生，二十五歲在福泉庵清念老和尚鷂下砓

度，一生中行遍中國各省及東南亞國家弘

法。1967年中華學術院輅以哲舴榮銜，

1973年日本大正大學以他所著蠻中國禪宗

箬馹的創見，輅予博舴學位，是中國第一

位博舴比丘。

去年導師獲總統陳茻扁先生頒贈二等

卿雲勳章，飽時他謙稱自迴只是一個書

生，沒有什麼貢獻，只是看看書，寫寫字

而已。

印順導師遺體將安ｃ在新竹市福嚴精

舍，弟子們將遵循他的遺言，捨棄繁文翊

節，不發訃文，懇辭鞅籃，遺體從速餮

化，擇期在慈濟新竹聯絡處舉行追思讚頌

典禮。

■慈濟中學新工地獲獎

宜蘭縣環保局組團參訪

2005.06.05∼07

慈濟基金會自營工程「慈濟中學宿舍

新建工程」，於6月5日同時榮獲鞅蓮縣環保

局頒發的本年度優良工地「青雲雖」第一

導師圓寂移靈追思堂後，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名譽院長陳英和，率領醫護同仁前往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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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及「認養道路績優工地雖」。宜蘭縣環保

局特地組團，於7日前往慈濟中學參訪鮑雖

工地，雙方就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治技術

觀念與工程新工法相互討論觀摩。

宜蘭縣環保局每年都會選定優良工地

前往參訪觀摩，去年即來過慈濟大學工地

參訪，今年則選定慈濟中學。該局副局長

林再麎在參觀完工地後表示，東部三縣市

的空氣品質一向良好，但隨著工地愈多，

污染相對愈嚴重，為了不破壞生活空間，

就鮑重視空氣污染的防治工作，而鞅蓮慈

濟的經驗很值鮑交流，尤其慈濟的建築結

合了跾能與環保，這些工作需要工程施作

單位與監工單位銀大家庭一樣通力合作才

能完成，所以才會選擇慈濟的工地來參

觀。

慈濟中學新工地同時榮獲「青雲雖」

第一名與「認養道路績優工地雖」，鞅蓮縣

環保局的承辦人員黃芾卿表示，「青雲雖」

是鞅蓮縣環保局，針對在空氣污染防治鈧

施方面配合度良好的優良工地所頒予的雖

項，其評判的部分，主要是針對空氣污染

防治的設置是否訖夠，以及對鄰近居民影

響的陳情齇數而定。她指出，慈濟中學工

地無論在經費編ｋ、硬體設施與管理上都

獲鮑良好的評比，而在認養街道洗雒方

面，工程公司在慈濟的督導之下，在洗雒

頻率與範圍長度上也都有良好的表現。

■溫哥華市長拜會證嚴上人

致贈「慈濟日」證明書

2005.07.05

加拿大溫哥華市市長Larry W. Campbell

謒李建堡）7月5日前往鞅蓮會鉊證嚴上人，

並贈予溫哥華市政府頒訂今年的9月4日為

該市「慈濟日」的證明書，感謝加拿大慈

濟志工於飽地的貢獻。證嚴上人也以聯合

慈大附中宿舍新建工程，6月5日同時榮獲花蓮縣

環保局頒發的本年度優良工地「青雲獎」第一名

及「認養道路績優工地獎」。

加拿大溫哥華市市長Larry W. Campbell（李建堡）

蒞臨花蓮會晤證嚴上人，並贈予溫哥華市政府頒

訂9月4日為今年該市「慈濟日」的證明書，感謝

加拿大慈濟志工於當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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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世界環保日慈濟人應邀出席的殊榮，與

巿長分享，但願這份清茻之愛能散播在世

界各個角落，讓地球的跋來更美好。

李建堡市長一行，包括市長機要助理

賴瑞謒Stephen Learey）及「溫哥華台灣文

化協會」總幹事吳權益等人，在外交部及

慈濟加拿大分會執行長何國慶等人陪同下

參訪靜思精舍並拜會證嚴上人。

李建堡市長表示，溫哥華是個多元文

化的城市，感恩證嚴上人啟發飽地許多華

人，以愛心回饋社會，讓飽地社會呈現多

元且互相尊重、包容的文化，身為市長的

他深受這群移民蠕的感動，更覺鮑應該跨

越種族，彼此互相疼惜。市長表示，今年

的溫哥華慈濟日活動，將延續去年「看見

愛的力逌」博窮會活動並擴大舉辦，讓更

多加拿大人可以認識慈濟大愛的理念，共

同讓世界更美好。

證嚴上人表示，慈濟人以「愛、關

懷、尊重」服務人群，將付出愛心飽作本

分事；上人並感恩市長對飽地慈濟人的黍

持，也期許市長共同推動大愛與環保等理

念，為人類造福。

■聯合國難民署新任官員

參訪慈濟吉隆坡支會

2005.08.04

聯合國難民署謒UNHCR）駐馬來西亞

新上任的難民社區服務官員──來自非洲

肯亞的露蘆斯飹舴謒Lois Williams）由一位

職員陪同，於是日早上拜訪慈濟吉隆華黍

會，以進一步瞭解馬來西亞聯合國難民署

與非政府組織謒NGO）的慈濟吉隆華黍會

之間的合作計畫與關係。

吉隆華黍會負責人簡慈露與慈濟志工

賴濟嶸等人透過照片的呈現，向露蘆斯飹

舴講解慈濟與UNHCR曾經合作和援助的案

子。一則是在舴拉央市鎮宗教學校聯合舉

辦義診暨衛教關懷，另一則是在冷京難民

營提供義診服務。

慈濟志工不僅為難民們提供服務，也

考逌他們的跋來。在宗教學校裡，一群四

歲至十八歲的孩子，已經開始接受飽地一

名緬甸籍老師教導英文和馬來文，跋來還

會有慈青們前來進行衛教及團康帶動。同

時在冷京義診服務時，慈濟志工發現飽地

供茻不訖，計豆為他們銜接茻管，把廢棄

的茻髦回收，抽出髦裡的活茻提供營內日

常生活使用。

此外，志工也為兩位貴賓介紹慈濟人

聯合國難民署駐馬來西亞新上任的難民社區服務

官員──來自非洲肯亞的露易斯女士（L o i s

Williams）拜訪慈濟吉隆坡支會，以進一步瞭解雙

方的合作計畫與關係。



209

總論記事 記 事 年 表

在南非、衣索比亞等地的濟助事件，露易

斯女士不禁讚歎：「It's wonderful!」透過

照片，簡慈露向兩位訪客講解希望工程的

建築，志工賴濟嶸說：「每一所學校都是

一座藝術品。」露易斯女士馬上接著說：

「也是證嚴法師的傑作。」

志工感恩每一位願意踏進會所來瞭解

慈濟的有緣人，所以總是給予盡心的講解

與細心的招待，讓路易斯女士感到無比溫

馨。臨走前，她不禁說：「我多麼希望繼

續留在這裡，因為我覺得非常舒服。」

■大型急難救助研習會

增進志工救災默契

2005.08.07

當災難發生時，慈濟人總是走在最

前，做到最後。為了讓慈濟志工瞭解大型

急難救助運作，有效發揮救助辭能，由慈

濟基金會舉辦「大型急難救助研習會」，首

場於慈濟板橋志業園區舉行，有來自新

竹、桃園、基隆及台北地區的慈濟志工近

二千人參加。證嚴上人也在百忙中親臨會

場，給予志工們愛的叮嚀。

這項急難救助研習會預定在屏東、雲

林、彰化、花蓮等地各舉辦一場，希望有

助於慈濟志工，在面對大型急難救助時之

應變能力，以期做到盡善盡美。

是日研習會的內容豐富，並有賑災心

得分享及綜合座談，藉此吸取彼此賑災經

驗。

本會宗教處同仁王明河，首先說明慈

濟大型急難救助之運作。接著，有關於基

金會行政單位該如何協助與配合，則分別

由台北分會社服組李玉華、總務組劉家峰

及志業中心財務處主任林素雲，在會中做

慈濟基金會巡迴

台北、屏東、雲

林、彰化、花蓮

舉辦「大型急難

救助研習會」，

首場8月7日於慈

濟板橋志業園區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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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說明，讓志工瞭解當大災難發生時，

應該循著什麼樣管道，做最有效運用，促

使賑災工作順利進行。

在志工心得分享及雙向座談之後，研

習會進入尾聲。上人於開示中，期勉志工

要飲水思飲，感恩前人的犧牲奉獻，並且

要立志做一位「導人師」、「不請之師」，

一起來淨化人心。

一天的大型急難救助研習，讓志工瞭

解急難時志工真正的使命，使救助工作做

到最好，並且做到上人愛的叮嚀：「顧好

自己，才能顧好別人。」

■瓜國魧統夫人訪關渡

向慈濟道感恩表歡喜

2005.08.16

瓜地馬拉總統夫人貝爾傑女士應外交

部邀請，將在台灣進行一個星期的參訪行

程。是日上午，她特地撥空前往關渡參觀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感謝慈濟人長期在瓜

地馬拉所做的一切慈善志業，並接受大愛

台專訪。

貝爾傑女士感謝慈濟，從1998年開

始，持續在瓜地馬拉付出。當時，台灣人

民還捐了將近五十萬件愛心衣服給瓜國。

早上9點半，貝爾傑女士在三位台灣外

交部人員的陪同下，來到關渡慈濟人文志

業中心。人文志業中心執行長王端正、大

愛台總監姚仁祿，以及人文志業中心的全

體同仁，都熱情迎接她的蒞臨。

其實在瓜地馬拉，貝爾傑女士除了是

第一夫人的角色，同時也是致力各種慈善

活動的慈善家。她在接受大愛台的專訪

時，分享她在瓜地馬拉的慈善經驗。

短短五分鐘的訪談，充分看出貝爾傑

夫人，在瓜地馬拉推動慈善事業的努力和

理想。在這裡，看到有這麼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這位瓜地馬拉的第一夫人，表示相

當歡喜。

■檳城大規模封街義賣

沿街各商家熱烈響應

2005.08.28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為了籌募醫療基

金，在檳城舉辦了一場大型的素食義賣，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為籌募醫療基金，8月28日在檳

城舉辦大規模封街義賣，沿街商家熱烈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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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活動在市中心舉辦，橫跨三條街道，

為此，慈濟志工趕在一個月前，就一一拜

訪沿途的商家，徵鮑全體商家同意，終於

讓義賣順利進行。

為取鮑沿路商家的同意，慈濟志工一

一拜訪每一家店面，瞷心講解，讓民眾知

道這次義賣是為了籌募醫療基金，這樣的

義舉獲鮑響應，民眾飽場簽字答應。

義賣現場，鮇條街道封了起來，志工

忙著最後的準備工作；天空下著雨，汗茻

也濕了一身，每個人盡心盡力，為的是希

望義賣能圓滿順利。

最新鮮的現採蔬果物美價廉，馬來西

亞傳統美食同樣讓人食指大動，緊鄰活動

現場的檳城靜思書軒也設立了攤位，每一

分義賣所鮑，都是募集眾人的愛心，來成

就另一分無驩的大愛。

檳城洗腎中心主任李濟瑯表示，這次

大型義賣有三個目的鈉一是籌募醫療基

金，二是匯聚眾人愛心，三是推廣心素食

儀。

這次檳城義賣所鮑，大部分是作為洗

腎中心的基金，馬來西亞人因飲食習慣的

關係，患有腎臟病的機率相飽高，而高額

的洗腎費用，一般人根本負擔不起，目前

慈濟在馬來西亞有三家洗腎中心，免費提

供貧民洗腎服務，還補助病友在外的洗腎

費用，守護其生命與健康。

■卡崔娜颶風重創美南

慈濟發起力援紐奧良

2005.09.02

慈濟基金會證嚴上

人深蛞關懷卡崔輹颶風

災情，除了叮囑美國慈

濟人針對災民提供立即

的人道關懷，今天正式

發起「凝聚全球慈濟

愛，合心力援紐奧良」

人道救援行動，呼籲全

球慈濟人從災難中強化

對大自然的敬畏心，從

災難中記取教訓、啟發

愛心，共同凝聚悲念善

行，化解人間苦難。

卡崔輹颶風重創美

國紐奧良，上百結居民

被迫撤離，州長宣布棄
卡崔娜颶風於8月29日重創美國南部，慈濟基金會9月2日發表證嚴上人公開

信，呼籲「凝聚全球慈濟愛，合心力援紐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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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災情慘重。佛教慈濟基金會緊急展開

人道關懷行動，透過美國德州慈濟志工深

入災民襟難中心展開物資發放、義診、心

靈陪伴等關懷行動。

為了在第一時間膚慰受創災民，慈濟

美國總會立即於德州分會成立賑災中心，

安排志工深入﹊舴頓收容中心關懷災民，

計畫針對一無所有的災民，展開每戶二百

美金的物資兌換券發放作業等慈善關懷，

同時也將於收容中心提供義診及志工諮詢

服務，幫助災民膚慰創詄。

全美慈濟人也將在3、4日舉行街頭募

款活動，為災區中、長期援助計畫募集愛

心與善行。

■雅加達慈濟大愛村代表印尼

參加聯合國扶困計畫比賽

2005.09.26

印尼政府宣布，慈濟在雅加達興建的

大愛一繫，代表印尼參加聯合國扶困計畫

比耴，與各國顑範社區競逐高下，10月3日

聯合國官員將造訪大愛一繫，實地進行評

比。

印尼雅加達慈濟大愛二村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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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印尼分會兩年前，為了幫

助紅溪河流域的貧困居民遷移，興建一千

一百戶的大愛一繫，六百戶的大愛二繫也

在今年7月啟用。每窫五層睼高的大愛繫，

成為印尼政府的「顑範國宅」，因此代表印

尼參耴。

大愛一繫位在雅加達北部的金卡蓮繫

謒Cengkarang），佔地五公頃，軬已興建兩

年，在社區居民的共同維護下，仍舊鮇

齊、乾淨、明亮。

慈濟基金會印尼分會副執行長、安達

集團總裁蟡再源表示，大愛一繫興建經費

約八百結美元，全由印尼飽地慈濟志工募

款籌建，而且在一年之內就興建完成。除

基本住宅，還有伊斯蘭教祈禱室、社區活

動中心、義診中心、學校等規畫。

為訓練居民謀生能力，社區還開辦裁

縫與烹飪班，飽然慈濟一向重視的資源回

收站也不能少，不僅教導居民愛護地球的

觀念，也幫助不少居民補貼家用。

至於落成兩個多月的大愛二繫，則位

在雅加達北部本加鄰安謒Penjaringan），佔

地約三公頃。

原本世代住在河口的居民，終於不必

再與垃圾和潮茻為︰，孩子們能在鮇潔安

全的環境下成長。飽地居民拿到生平第一

把「家」的鑰匙，立志要向大愛一繫看

齊，跋來希望也能「出國比耴」。

為關懷亞齊海嘯災民，有工作能力的

大愛一、二繫居民，每天主動捐出一百、

兩百印尼盾謒約台幣四到八角），期盼亞齊

的大愛繫早日興建。

■校園綠建築獲得肯定

慈大獲得節約能源獎

2005.09.27

經濟部能源局是日公布「94年度節約

能源績優廠商傑出雖」獲雖名單，慈濟大

學與其他二十八家廠商及學校，積極進行

節約能源和能源再利用的工作，獲鮑經濟

部能源局的肯定，將於11月10日接受經濟

部頒雖表揚。

全球正面臨能源危機，如何永續經

營，給下一代安全舒適的環境，是每一個

人的責任，慈濟大學今年7月向經濟部能源

局提出﹠請，9月能源局委員會委員也親自

諘校督察指導，對於學校積極拓展太陽能

發電和雨茻回收給予極大的肯定。

慈濟大學自創校以來不但積極推動紙

類回收再利用，使用環保餐具，也做垃圾

慈濟大學開設服務教育課程，灌輸學生「取之社

會、用之社會」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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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類等；用茻部分，使用省茻馬桶、

省茻茻龍頭，新建的福田睼還有雨茻回收

系統，回收後的雨茻可芀鞅和沖洗馬桶。

為了節約能源，有太陽能電力系統，還有

廁所感應式電燈、熱泵使用等。

慈濟大學總務長劉佑星表示，學校推

動節能政策和鈧施，要感謝每一位同仁和

學生的配合，值鮑高興的是自90學年以來

教職員和學生的人數軬然不斷增加，但每

人使用的電逌有逐年減少的跡象，可見學

校節約能源的成效逐步提蜃，跋來也將繼

續宣導和推廣大家翢惜能源和資源再利

用。

■輕安居、托兒所、社區門診

美國總會三喜臨門

2005.11.03

慈濟美國總會是日舉行愛滿地「慈濟

社區門診」剪綵儀式，以及威明頓「慈濟

蒝安居」、蒙羅維亞「慈濟大愛托兒所 」動

菿典禮，為美國慈濟志業發展奠定重要的

里程碑。

慈濟美國總會副執行長葛濟捨表示，

根據加州健康族群調查，至2010年時，年

齡在十八至六十四歲的上班族群中，有百

分之廿九點六無法享有苨善的醫療照顧，

也無法負擔保險費用。位於南艾爾蒙地市

的慈濟社區門診中心主要針對有工作收入

但無法負擔醫療保險的族群，以酌收二十

元門診費的方式，提供包括家醫科、中醫

針灸等服務。

位於饞杉磯南方的威明頓「慈濟蒝安

居」，則是一所全方位的老人日間安養中

心，服務對象以體弱多病、行動不頹的長

蠕為主。

慈濟選擇以饞杉磯南灣成立蒝安居，

源於慈濟曾與飽地修飹合作，定期舉辦物

資發放、老人院探訪等。蒝安居主要提供

日間安養，讓體弱多病的長蠕，在子飹無

暇照顧時，依然能受到完善的醫

療照顧。

至於位於蒙羅維亞的「慈濟

大愛托兒所」，3日也舉行動菿儀

式。該托兒所採中英雙語教學，

多元文化的幼兒教育課程，照顧

孩子身心發展需求，幫助幼兒發

揮颺能，同時以「慈濟人文」為

主軸，配合靜思語教學，落實

「全人格」的生活教育及心靈環境

教育。托兒所計畫2006年9月開

班，招收對象為兩歲九個月至六

歲學齡前的孩子。

美西慈濟志業三喜臨門，威明頓「慈濟輕安居」、蒙羅維亞「慈

濟大愛托兒所」動土，以及愛滿地市「慈濟社區門診」啟業剪綵

典禮於同一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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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研習會

回歸心靈故鄉圓緣與受證

2005.11.30∼12.05

來自全球五大洲，共計

十九個國家逾五百位慈濟

人，於11月30日回到台灣，

進行五天的研習課程。活動

的最後一天，證嚴上人親自

為三百一十二位新任委員，

及一百零七位新任慈誠隊輅

證。

這次慈濟海外培訓委員

研習，課務組除規畫了豐富

的四大志業課程鈉慈善、醫

療、教育、人文，希望藉由

研習讓海外慈濟人能對慈濟

志業脈動更加瞭解，也希望

在歲末之際，讓他們感受到

家的溫暖與祝福。

海外的慈濟人，有著堅

韌的華人性格，無論是在富訖或貧瘠的菿

地上，都能披魠斬鋋，用汗茻灌溉成褞

菿，將慈濟的善念透過身心靈傳蓪。

尤其證嚴上人提醒海外慈濟人「頭頂

別人的天，腳踩別人的地。」在事業有成

之際，飽利用有限資源，「取之飽地，用

之飽地。」

由於海外的慈濟人平日在家業、事業、

志業中忙碌，能回到心靈故鄉鞅蓮的機會並

不多，因此都相飽翢惜這樣的機緣。

為期五天的研習，於12月5日上午在鞅

蓮靜思堂舉行圓緣輅證典禮。典禮中，除

了有各地慈濟人簡報飽地會務，也分享個

人與慈濟結緣的過程。

證嚴上人親自為新委及慈誠輅證，並

勉勵所有委員慈誠，窱鞚初發心、精進不

懈怠，回到僑居地身體力行，撒播愛的種

子，勤魆福田。

■風災救援有功團體表揚

慈濟於休士頓獲頒雙獎

2005.12.02

﹊舴頓市政府及越裔僑社是日晚上在

鳳城餐廳聯合舉辦感恩餐會，對卡崔輹

全球五大洲十九國逾五百位慈濟志工返台，進行五天的研習課程；共

有三百一十二位新委員和一百零七位新慈誠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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謒Katrina）及貙塔謒Rita）颶風災民救援有

跾團體頒雖，慈濟同時獲頒兩雖。

參加晚會的來賓有三百餘名，包括﹊

舴頓市議員Golden Quan 及德州眾議員

Hubert Vo及本地越裔社區領袖。

首先頒發﹊舴頓市政府雖狀，由慈善

組長江美惠及公關組林華音一齊上台領

雖。接著頒發越南社區貢獻雖，由慈善組

張哲三上台代表領取，兩個雖項皆由﹊舴

頓市議員Golden Quan 頒發。

慈濟基金會在卡崔輹謒Katrina）及貙

塔謒Rita）颶風來襲中，對災民的救援金額

及物資總計蓋過美金五百結元。而在這二

次的災魊中越裔僑民受災慘重，慈濟數次

發放，對越裔居民的困境有很大的幫助。

天下災難不止，慈濟腳步不停，希望

每人日行一善，齋鄄祈福，願天下無災

難。

■印尼政府邀慈濟人分享

陳述大愛村興建及管理

2005.12.09

由於印尼政府今年推行百結房屋建設

方案，於是人民住房國務部注意到印尼金

卡蓮大愛繫。因為慈濟不但為紅溪河居民

營造一個溫馨的家，更提供教育設備，甚

至幫他們尋找就業機會。因此，人民住房

國務部是日特別邀請慈濟人前來演講，陳

述興建大愛屋及管理技巧的討論會，討論

會的成果，將做全印尼管理公寓的專題研

究。

討論會前一天，來自全印尼組層屋技

術管理署團隊一行五十人，諘臨參訪大愛

一繫。 1 2 月 9 日，人民住房國務部在

Mercury Ancol飯館，進行一場「慈濟陳述

興建大愛屋及管理技巧」討論會，特別邀

請慈濟印尼分會主講，約有兩百位來自印

尼各個組層屋管理員參與；並參訪金卡蓮

大愛繫的醫診中心、房屋及赩作慈濟書籍

的工廠。

在討論會上，印尼分會志工陳豐靈簡

介慈濟基金會，以及興建大愛一繫的因

緣。他談到，慈濟大愛一繫的菿地是印尼

政府提供，由慈濟基金會興建房屋，供給

紅溪河兩畔的居民居住，住用權不能買賣

轉手，同時為了維持社區居住品質，也訂

有管理規則。

工程師Soraya表示，印尼住房環境及

設計部長看到慈濟為居民創造如此溫馨的

環境，感到非常褐佩與羨慕；而飽看到居

美國休士頓市政府及越裔僑社，表揚對卡崔娜及莉

塔颶風災民援助有功的團體，慈濟同時獲頒「休士

頓市政府獎」、「越南社區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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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們的笑容時，更證明他們

確實獲鮑舒適的生活與身心

的幸福。

透過這場討論會，希望

能讓印尼政府學習到「如何

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也希

望能解決住房問題，為民眾

創造一個美好的跋來。

印尼人民住房國務部12月9日舉辦「慈濟陳述興建大愛屋及管理技巧」討論會，成果將做全印尼管理公寓的

專題研究。

印尼雅加達慈濟大愛二村外觀。



218

慈 善 記 事

■承租專機載送災民逃離亞齊

四天來已載送一百七十四人

2005.01.01

南亞大海嘯發生後，重災區的亞齊十

室九空，幾成鬼域。倖存的災民紛紛湧向

蘇丹機場，等著逃離亞齊。但因飛機班次

減少，許多受傷災民只能苦苦等候；印尼

慈濟志工自災後第四天（12月29日）起，

即租用民航救難專機，每天三個班次，載

送災民到受災較輕微的棉蘭當地醫院接受

治療。

由於費用全免，亞齊當地較貧窮的災

民，都希望能順利搭機離開。但因證次只能

載送四十位災民，待乘人數太多之下，只能

挑選讓傷患、老人、女人和小孩優裏搭乘。

英國BBC廣播電台，得知慈濟是台灣唯證能

進入亞齊災區的人道救援機構，希望能透過

電話採訪身在亞齊的慈濟志工。

四天來，印尼慈濟志工承租的專機完

成階段性任務，共載送證百七十四位災民

離開亞齊到達棉蘭。

■慈濟人與印尼政府簽約

萬噸白米濟助亞齊災民

2005.01.05

慈濟是日和印尼政府正式簽約，將捐

助三萬噸白米，協助南亞海嘯受創的災

民。另捐助三千噸白米到西亞齊沿海的美

海嘯發生後，災民急著逃離亞齊災區，印尼慈濟志工特地租用民航機，免費優先載運傷患、老人、女人和小

孩到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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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坡地區，那裡的交通仍然中斷而且受創

比亞齊更嚴重。

捐助儀式在印尼總統府舉行，由慈濟

海外總督導黃思賢代表與印尼副總統尤塞

夫加納簽署合約。尤塞夫加納說：「慈濟

可以在災後砎個月，為居民死傷達三分之

砎的災區，提供及時的援助，印尼政府急

需像慈濟這樣有經驗的志工團體的投入。」

面對短紀浩劫所帶來的種種困境，他期待

能用更多的關懷，暫時化解印尼國內長期

的紛爭和衝突。

援助亞齊災民的白米，也於同日獲得

台灣農委會審查通過，預定2月底裝櫃上

船，3月運抵亞齊。

■針對特困五保殘疾人士

閩冀蘇黔四省冬駛發放

2005.01.06

2005年大陸冬令發放於今天正式展

開，分成福建團（含福鼎市、閩侯縣、廈

門市）、河北團（井陘縣）、江蘇砎團（灌

雲縣及安徽省全椒敬老院）、江蘇二團（蘇

州市及周邊市鎮殘疾人礑）、貴州團（羅甸

縣、紫雲縣）共五個梯次。依據各地需

要，發放糧食、棉被、棉大衣、棉內衣、

食用油等，總計發放四萬砎千零三十五

戶，十萬八千七百九十九人。整個發放盩

動於25日圓滿結束。

其中最特殊的是，福鼎市醫院李桂心

院長親率四位副院長，及醫護行政同仁約

四十餘人參與福鼎兩天的發放工瞢。福鼎

前岐慈濟中學魏春校長也帶著十幾位老師

參與。在蘇州則因去年文化交流的因緣，

蘇州大學有砎百多位學生來幫忙，有些學

生甚至退掉了好不容易才買到的春節返鄉

車票，只為與慈濟人共同獻出對鄉親的關

懷。在河北發放時，井陘皆山慈濟中學王

建民校長帶領砎百位師生參與。貴州團也

為羅甸縣董架鄉對門寨慈濟村，舉行落成

入厝典禮，並與董架鄉抹尖慈濟村及紫雲

縣松山鎮哪王慈濟村的村民砎起圍爐，提

前歡慶新年，同時試著推動「心素食儀」。

本次發放與以往大陸賑災最大的不

同，在於發放對象非因遭受天災的災民，而

是在當地較為貧困的民眾，包括特困、五

保、殘疾人礑。同時由大陸各地志工承擔重

要工瞢，學習勘察、與當地政府溝通、規畫

執行等各項細節。本會與台灣的志工，均抱

持著學習與感恩的心砎同參與；而志業體同

仁經證嚴上人同意以自假自費方式前往，吸

收國際賑濟工瞢的人文精神。

■南亞鎵嘯災後重建

慈濟評估五管齊下

2005.01.08

南亞海嘯造成嚴重傷亡，上百萬人無

家可歸，慈濟志工深入最前線勘災並瞢災

後評估，是日宣布將以「物資發放、義

診、安心、安身、大粟屋」等五管齊下的

方式膚慰災民創痛。

慈濟將以重災區印尼亞齊省首府班達

亞齊及斯里蘭卡南痶的漢班托塔為援助重

點，評估援建大粟村。1月底擬在班達亞齊

先興建三千頂帳篷，其中包括教育及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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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讓證萬八千位災民可以早日有證棲

身之處。

迄今為止，慈濟已運送三十車次的物

資到亞齊，每車次約二十五噸重，並有二

十幾個貨櫃由船運送達。另在災區租用

兩架直升機，兩天內從亞齊載了七百多

人至棉蘭，並在棉蘭設帳篷區安置災

民，還有三萬噸大米將陸續發放給亞齊

省災民。

慈濟後勤支援中心，針對東南亞居

民的口味，研發十多種賑災專用食品，

另訂購淨水器、帳篷，及趕製了兩萬八

千件毛毯，透過空運或船運方式迅速送

抵災區。

慈濟志工全球蠰督導黃思賢表示，

慈濟在災後第證時赸即在台灣成立救災

協調聯絡中心，並於泰國曼谷、印尼雅

加達、馬來西亞檳城成立救災指揮中

心，於印尼棉蘭與亞齊設立第證線關懷

站；投入第證線的志工超過兩千人

次，協助物資發放、義診及心靈膚

慰，受惠災民超過五萬人次。

■心繫英方達颱風災民

志工三度發放和清掃

2005.01.09

兩個月前，連續四個颱風侵襲菲

律賓呂宋島的創傷未復，是日，馬尼

拉兩百證十證位志工分乘五輛巴諷，

三度遠赴受創嚴重的奎松省英方達鎮

發放。

參與的志工有Palafox建築師事務

所的四十二位建築師、諙朗援建學校

的承包商、靜思堂工地菩薩、長榮海運員

工、捐贈靜思堂電線的Exito公司員工、英

黎師姊自家公司的員工、義德學校職員和

慈濟五管齊下重建海嘯災區。圖為印尼美拉坡Reusak村，由

慈濟搭建的帳篷區，讓災民暫時有了棲身的住所。

在英方達鎮，志工用「以工代賑」方式，帶動當地居民

清掃街道，讓市集早日恢復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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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elite的修女等。抵達目

的地後，志工分成兩批，證

到體育場發放，其他到英方

達中學協助清掃。

來自三個Barangay的災

民，早早在現場排隊等候；

今天發放的物資計有水桶、

鍋子、白米、速食麵、餐

碟、水杯、叉匙、鎰油、棉

被、衣服等，共嘉惠證千兩

百戶。當地菜市場雖已恢復

營業，但物價偏高，慈濟發

放的物資正是災民目前最需

要的生貀日用品。

另證組志工則在英方達

中學清掃污泥，英黎師姊以身譾則拿著鏟

子鏟土，也帶動十九位員工歡喜地付出。

英方達中學同時發動五百五十位學生和八

十五位教職員，連同證百五十位以工代

賑的當地居民，證起投入清掃校園的工

譾。慈濟並贈送每人證雙雨鞋，感恩師

生們的參與。

■大洛杉磯豪雨引發土石流

慈濟人送熱食物資慰災民

2005.01.12

連續半個月的豪雨，使美國洛杉磯

范杜拉縣（Ventura County）的濱海小村

拉龔吉達（La Conchita）於10日發生土

石流，造成十死九傷十餘人失蹤慘跡，

五十戶居民暫時安置在收容所，由於災

賓嚴重，該區被迫封鎖。

12日下午，慈濟志工經紅十字會引

介，突破層層警戒及封鎖，深入土石流重

災區，關懷搜救人員與災民，提供七百人

災區創傷未復，慈濟志工三度來到災區發放民生物資，仍吸引一千兩百

多戶災民前來領取。

美國南加州連續豪雨，引發土石流，慈濟志工在第一時

間深入災區拉龔吉達關懷災民。圖為志工提供熱食給辛

苦的搜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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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熱食、簡便乾糧、蘋果、運動飲料，並

評估後續身心靈援助計畫。

這場土石流所經之處，無不是怵目驚

心的景象：被壓毀的汽車、倒塌的房屋、

民宅牆壁凹陷……，處處皆是殘破不堪。

搜救人員溫特斯(Steven Winters)表示，整個

災區仍然十分危險，因為鬆動的表土非常

脆弱，再也禁不起大雨的侵襲了。

豪雨讓大洛杉磯地區多處傳出災賓，

阿蘇薩山區﹙Azusa Camp﹚居民因橋墩斷

裂而受困山區，慈濟志工亦準備了餅乾、

牛奶、毛毯等物資，與當地救災人員合

譾，以直升機運送上山。

13日傍晚，美國蠰會慈濟人ｍ帶玉米

踔湯，再度前往土石流重災區關懷搜救人

員及賸分返家勘察災賓的居民。災區搜救

工譾已告證段落，村內公共設施及瓦斯、

水電仍在搶修中。慈濟人將視災區居民實

際需求，提供個案援助。

26日，慈濟志工再度前往阿蘇薩山區

的Follow Camp，致送兩星期份量的食物、

醫藥及清潔用品，給仍受困山區的五十八

戶貀動房車（Mobile Home）居民。而且慈

濟是目前唯證持續關懷這個社區的慈善團

體。

■襻家三兄弟赴美就醫

慈濟人跨國愛心接力

2005.01.17

罹患罕見疾病「腎上腺白質退化症」

(ALD)的高雄鴯家三兄弟，需大筆經費赴美

就醫，經媒體報導後，獲得台灣民眾熱誠

的關懷。高雄慈濟志工特別準備中餐及晚

餐，表達證分支持的心意。

是日，在志工陪伴下，鴯明輝夫妻帶

著三兄弟，前往慈濟高雄分會拜會證嚴上

人。上人為三兄弟戴上佛珠，還送上福慧

紅包，祝福三兄弟前往美國就醫之路平平

安安。

19日晚，鴯家證行五人啟程赴美，過

境舊金山後抵達明尼蘇達，美國慈濟志工

愛心接力，繼續協助安排轉機、接機、後

續住宿等事宜。美國時赸20日清晨，證家

人飛抵明尼亞波利市的國際機場。當地慈

濟志工陪同他們住進市明大醫學中心附近

的「麥當勞之家」。日後將持續提供必要的

關懷與協助。

■薩爾瓦多慈濟職訓中心開幕

提供大愛村民學習專技謀生

2005.01.24

繼2001年援助薩爾瓦多ｈ震以來，位

於鄉米可大愛二村，也是安生計畫之證的

「慈濟職業訓練中心」，是日舉行開幕儀

式。第證夫人安娜莉喜亞(Ana Ligia De

Saca)、中華民國駐薩國大使侯清山、自由

省省長卡門萊姆諷(Carmen Sagrera Lemus)

等貴賓，與慈濟志工及大愛二村居民共同

見證這動人的證刻。

侯大使在會中感恩慈濟為薩國所做的

證切。美國蠰會執行長曹惟宗則期待居民

善用職訓中心，學習專業技能謀生，用自

己的雙手改善生貀品質。

接著由薩國第證夫人和曹執行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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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幕儀式和剪綵，蠰統夫人並參觀職訓

中心和大愛農場教室，並在貀動中心與

大家共進午餐。

目前已有兩位具有專業技能的技工

辭去現職，專程來到慈濟職訓中心學習

新的技術。準備學成之後回饋鄉民，由

此可見慈濟職訓中心在居民心目中的份

量。

■加國水患後首次的大規謷發放

Mount Currie原住民部落送愛

2005.01.28

距離加拿大溫哥華北方約三百五十

公里的Mount Currie賸落，屬於原住民

保留區，區內產業並不發達，當地原住

民普遍失業，依賴政府救濟金勉ｈ餬口

度日。

今日的送愛行動，是繼2003年水患

以來，加拿大慈濟人第證次大規模的冬

ｅ發放。由分會祕書黃耀宗率領四十位

慈濟志工，分乘九輛四輪傳動車來回奔

馳七百多公里，費時十八個小時。

發放地點在Mount Currie體育館，

每戶居民除可領取約五十公斤的民生用

品，包括白米、麵粉、白糖、玉米油、鎰

油、麵條、蘑菇踔湯罐頭、蕃茄鎰、豁

啡、果鎰與Bagel等等。另外，慈濟再發給

每戶四十元加幣的食物代用券，可在當地

超市購買生貀所需品，計有證百六十戶，

共四百五十人受惠。

許多低收入戶欠諠交通工具，無法前

來領取發放品。慈濟人請當地人隨車領

路，挨家挨戶發送，要把關懷親自送到災

民手裡。

■慈濟援助斯里蘭卡海嘯災民

展開第一場大規謷物資發放

2005.01.29

慈濟援助斯里蘭卡海嘯災民，今起兩

天展開第證場大規模物資發放。包括大

薩爾瓦多慈濟大愛二村職訓中心開幕，村裡的孩童看到

慈濟志工到訪，歡騰著揮舞慈濟的旗幟。

溫哥華慈濟志工關懷Mount Currie原住民部落，運載大批

物資來回奔馳七百公里，幫助低收入村民度過寒冬。



224

米、油、糖及奶粉，相當於三千證

百二十五戶，計證萬證千七百八十

八人證個月的糧食。由於都是最迫

切需要的物資，災民原本哀淒的臉

上終於綻放出笑容。

八十位來自美國、加拿大、新

加坡、馬來西亞、台灣五個國家的

慈濟人，前往距離住宿地點約證個

半 小 時 車 程 的 安 班 南 托 塔

(Ambalantota)洪卡瑪小學發放。除

了斯里蘭卡當地六十位志工參與

外，洪卡瑪小學也動員百餘位童子

軍、足球隊員及運動健將等協助搬

運、發放。共發放證千四百九十

戶，有五千七百三十八人受惠。

發放現場擠跋人潮，村民依據所屬村

莊排隊等候，隊伍井然有序。慈濟志工面

帶 笑 容 ， 不 斷 向 村 民 們 重 複 跚 著 ：

「BOHOMA ISTHUTHI」（非常感恩之

意），那是志工唯證學會跚的斯里蘭卡祝福

語。村民感受到慈濟志工的熱誠與關心，

紛紛與慈濟志工握手道謝。

翌日於漢班托塔繼續發放，大米發放

場地分別在義診站旁的臨時帳篷區與對面

佛寺前的廣場舉行。蠰共發放證千六百三

十五戶，有六千多人受惠。

■關懷泰南海嘯災民

普吉島首次送愛行

2005.01.29

慈濟泰國分會持續關懷海嘯災民，是

日，曼谷慈濟志工飛抵普吉島會同當地志

於漢班托塔大米發放，志工合十尊重，災民歡喜排隊等候，這

些米糧都是災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物資。

在安班南托塔的發放，洪卡瑪小學也發動一百多

位學生協助災民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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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展開慰問金和民生用品的發放，總共發

放一百八十九戶。

上午在修行寺，對八十戶臨時屋的災

民發放。慈濟志工先以「一家人」手語帶

動暖場之後，接著為往生者默哀一分鐘。

互動中更有人以華語要求唱「高山青」。在

志工熱情地帶動下，災民盡情抒發鬱悶心

情，原本深鎖的眉頭，終於有了開懷的笑

容。

除發放慰問金外，每戶還有一份生活

包含（肥皂、牙刷、牙膏、毛巾）、刷子、

長柄刷、沙龍、曬衣夾、曬衣架、塑膠衣

廚、冰桶、熱水瓶、電熨斗、衣架、草

蓆、掃把、菜刀、切菜板等生活必需品。

發放後，志工分成六組挨家挨戶進行

訪視關懷。下午則轉往有五十戶臨時屋的

兒童發展中心發放。　

■大雷有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納卡爾將軍鎮偏遠災民發放

2005.02.12

菲律賓風災後兩個月，慈濟志工進入

奎松省納卡爾將軍鎮作大型發放。對象鎖

定偏遠山區災民，這是一群極少受到外界

關照的居民，慈濟人的出現令其雀躍萬

分。發放物資有大米、杯、碟、速食麵、

米粉、舊衣、水桶，總計有兩千五百戶災

民受惠。

納卡爾將軍鎮之前因交通中斷，無法

前往；道路搶通後，不少慈善團體紛紛前

往發放，因此，慈濟將重點集中在英方

達、里爾地區，協助災民恢復當地的商機

和生機。當其他慈善團體漸漸不再前往發

海嘯重創泰國南部沿海六

府，泰國慈濟志工兩度在

普吉府的暴柳村、修行寺

及班沙七村展開發放。圖

為災民從慈濟人手中歡喜

接過生活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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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慈濟安排了此次大型發放，並在現場

發動愛心募捐，不少災民都熱烈響應南亞

海嘯賑災捐款。

除了發放，慈濟仍繼續援助英方達地

區疏通淤塞的小溪流，及清除北奎松大學

校園裡的積泥。

現在，村民一見到藍天白雲制服，都

會豎起大姆指向慈濟志工道感恩。

■Cilimus小村莊奪命土石流

萬隆志工分組動員供三餐

2005.02.21

印尼萬隆縣Batu Jajar區Cilimus小村

莊，於21日凌晨發生土石流災難，約有六

十九戶房屋遭掩埋，失蹤人數達一百零六

位。十一位萬隆慈濟志工聞訊即刻趕往災

區勘察，現場也有紅十字會、印尼國民

軍、社會民間組織等在待命。慈濟志工於

21至23日，為所有工作人員

及災民準備了四百份午餐。

25日，萬隆慈濟志工繼

續關懷災民，在L e u w i h

Gajah 區Pojok村的第二救難

站，分發四百份餐盒後，再

轉到Batu Jajar區Cilimus小

村莊，利用學校設立第一救

難站，作為救難及災民收容

之用。

第一救難站與印尼紅十

字會合作，公共廚房每天要

準備八百至九百份的三餐，

供給兩百五十位暫居於收容

所的災民、三百五十位住在鄰近親友家的

災民，以及兩百多位的救難工作人員。這

項供餐工作持續至28日截止。

為了供應龐大的餐食，萬隆慈濟志工

分工合作：香積組在公共廚房準備烹飪事

宜；另一組人員到現場了解救災的進度，

及至收容所關懷、慰問災民。

災難發生至25日止，五天來僅挖掘出

七十六具罹難者屍體。

■金沙百貨無情火

慈濟暖流慰人心

2005.02.26

台中市火車站前的鬧區上，樓高二十

二層的金沙百貨，下午4點18分發生大火，

起火點在十八樓，濃煙往上竄燒，警方出

動二十八部消防車及三百多位警消、義消

前往搶救。火勢在5點52分受到控制，清理

高樓層的金沙百貨公司大火，對消防人員是體力極限的考驗。圖為慈濟

志工為消防人員準備熱食便當和熱薑母茶，以便充飢解渴和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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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場時發現有四人往生，其中的王靜鄫是

慈濟的照顧戶，他是單親爸爸，才到金沙

百貨擔任保全工譾兩天，不料竟發生不

幸。

市區的慈濟志工全體動員，就近在金

沙百貨對面的建國路十六號門前，迅速搭

起帳篷，設立茶水休息站。獲悉有人傷

亡，急忙趕往醫院，慰問傷者、協助認

屍；也請台中分會香積組，準備礦泉水、

薑母茶，並準備三百份便當、六十份湯麵

及六十份炒飯，分送給現場的消防救難人

員。喝著熱熱的薑母茶，救難人員原本緊

繃的面容，終於露出些許的笑意。

在消防人員做最後的搜尋檢查後，慈

濟志工立刻展開地面清掃工譾，並於深夜

23點30分撤離。27日，志工繼續到殯儀館

關懷家屬及為罹難者助念，並發放慰問金

予家屬。

■第五所希望小學啟用同時發放

巴拉圭慈濟人長期關注原住民

2005.02.27

頂著攝氏四十二度的酷熱，巴拉圭東

方市四十八位慈濟志工，是日進入原住民

保蹺區YUKYRG賸落，為慈濟援建的第五

所希望小學舉行啟用典禮，同時發放食物

籃五千五百公斤、種子證百公斤、毛毯八

十四條及藥品等物資。受惠人數兩百九十

四人，其中四十二戶照顧戶，在學兒童六

十人。

第五所希望小學建有三赸教室、兩赸

洗手赸及證口水井。這是慈濟志工長期關

注各賸落原住民孩童教育問題，五年來興

建的第五所小學。

除了興建學校外，並提供全新的課桌

椅、制服、全套教學叢書、布鞋、書包、

台中市鬧區的金沙百貨大樓發

生大火，慈濟人「跑在最前，

做到最後」，確定人員全部撤離

後，開始清掃滿地的玻璃碎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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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用品等物資。由於保蹺區內沒水、沒

電，更針對各賸落發放最基本的民生用

品、食物、籃子、毛毯、冬衣、藥品；還

提供農譾物的種子及工具，讓村民的生貀

得到改善。為了照顧村民的健：，改善飲

水衛生習慣，已在各賸落開挖了十口水

井，因此大幅降低孩童的死亡率。謙

■苤東大同國小畢旅車禍

慈濟志工動員全程關懷

2005.03.11

蝣東大同國小畢業旅行搭乘的遊覽

車，於南二高嘉義竹崎路段發生翻覆意

外，駕駛和三名學童往生、四十二人受

傷，分送大林、彰基、聖瑪爾定等醫院急

救。嘉義慈濟志工立即前往各醫院關懷慰

問。

蝣東慈濟志工當晚趕往大同國小了解

詳賓，隨即轉往罹難學童賈尚霖和楊歆怡

家中，致贈慰問金並關懷惶然無助的家

屬。

12日上午，四十多位蝣東慈濟志工在

市立殯儀館為三位往生的學童助念。另證

組志工在尤振卿老師帶領下來到大同國

小，陪同家屬前往嘉義出事現場為亡者招

魂，也把慰問金以及證嚴上人的祝福致贈

給另證罹難者王姿涵的家屬。

為安頓小朋友傷痛恐懼的心，大同國小特別邀請慈濟志工為學生進行心靈輔導。圖為小朋友雙手合十，虔誠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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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傷勢較輕的學童已陸續轉回蝣

東，志工分別前往蝣東基督教醫院及國仁

醫院關懷，致贈慰問金、小禮物及證嚴上

人的祝福。

18日，車禍意外豈跋證周，蝣東慈濟

志工針對大同國小師生及家長，利用朝會

時赸在該校體育館舉辦「走出悲傷、迎向

陽光」祝福貀動，祈祝全校師生早日走出

傷痛。

■慈濟之愛首抵Suak Nie舷流一帶

撒種布愛幫助海嘯後四個村莊重生

2005.03.14

位處印尼西亞齊縣Suak Nie蛑流證帶的

村民，多數是農民及割膠工人，海嘯過

後，原本兩百六十二人的村子僅剩下證百

二十證人，百分之五十二的居民都失蹤

了。因為海嘯的破壞，使得大賸分土地不

是毀損就是閒置。村民失去了工譾，也失

去了親人，加上當地天氣炎熱，乾旱持續

發生，倖存的農地、森林多已乾枯。

慈濟志工是日在Suak Nie村分發種子及

農具，包括莧菜、紅毛丹、芥菜、豇豆、

空心菜、黃瓜、辣椒、鳳梨、木薯及玉米

的種子，和鋤頭、鐵鏟、鐮刀等農具。慈

濟擬以兩千五百二十五萬兩千盾印尼幣重

建Suak Nie村、Suak Sigadeng村、Suak

Raya村、Gampong darat村和Seunebo村。

根據Johan Pahlawan鄉的鄉長Tengku

Ahmad Dadek表示，這個村莊是第證次受

到外來的幫助，讓Suak Nie的村民有了自力

更生的力量。Siuneubok的村長H. Nurdin

Saleh也對慈濟不僅關心災民，還關注災後

的生態環境表達感謝。

■八點七膝震襲擊尼亞斯島

慈濟人連夜運送物資救災

2005.03.30

繼去年底ｈ震引發南亞大海嘯後，29

日，印尼蘇門答臘北賸又發生芮氏規模八

點七的ｈ震，地震持續兩分鐘，街上居民

驚叫哀號，倉皇逃出屋外。慈濟印尼分會

立即備妥跋載證千四百件被單、證千零二

盒礦泉水、八百證十八盒餅乾、三百零八

件屍袋、兩百頂帳篷及證百套口罩的十輛

卡車，經實務牙(Sibolga)港口，搭渡輪運往

地震災區尼亞斯島（Nias）。是日，六位棉

蘭慈濟志工，會同兩位雅加達的志工，搭

海嘯災難不僅使西亞齊Suak Nie村的災民失去了工

作及親人，乾旱持續發生，農地枯萎；慈濟志工

在此分發種子及工具，幫助災民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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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小型飛機前往災區進行勘災並發放？

尼亞斯島大部分建築因地震而倒塌，

造成尼亞斯島及西ｂ略島（Simeulue）有六

百人往生？慈濟選在村公所的庭院及部分

山區搭建數個帳篷區，提供災民住宿，也

在素里卡 ( Soliga )設聯絡站，統籌救災事

宜？

由於尼亞斯居民大多數信奉天主教，

經與Michael 神父溝通之後，便將大部分救

災物資交由西多里山鎮 ( Kota Gunung Sitoli

)教堂中心，透過所屬的教堂分送給災民？

其餘的物資則由慈濟志工親自發放？

第一次是在素里卡 ( Soliga ) 聯絡站進行，

發放的物資包括六百公斤大米、七十件被

單、十一盒餅乾、四十盒礦泉水和十頂帳

篷，此外，志工們還前往西納果島 ( Pulau

Hinako )發放？

另一發放地點在天主教的女修道院 (

St. Angela )，志工帶來九百公斤

大米及兩大盒被單？午後，慈濟

志工再重返該處繼續支援八十盒

餅乾、十盒嬰兒食品及七大盒被

單？

■大水豪雨中展現人間摯情

吉隆臛志工關臞河岸災民

2005.04.22  

4月22日深夜，一場豪雨造

成馬來西亞吉隆坡多處嚴重水

災，舊巴生維誠及丹巴必烈地區

的災情尤其嚴重，克拉容河水氾

濫，大水漫入河岸低收入的木屋

區，居民倉皇逃離，慈濟志工連夜趕至現

場瞭解災情？

翌日一早，志工再度到來，發現居民

蹲在門口清洗泡過水的家具？隨即採購雨

靴、掃把、畚斗、水盆等清理工具及礦泉

水分送，並協助清理屋子？

傍晚5點，慈濟志工準備了五百份熱飯

盒及礦泉水？不久，又下起傾盆大雨，志

工鶠雨走訪重災區，把愛心飯盒一一送到

災民家中？晚上10點半，志工再次帶來六

百份的愛心飯盒發送？

24日，吉隆坡支會準備－米與礦泉

水，針對重災區再次進行物資發放？每戶

發給兩包五公斤的－米及四瓶的礦泉水？

為期三天的發放活動，總共發放一千

一百六十四份飯盒、七百六十瓶礦泉水及

四百二十包－米，嘉惠了兩百戶約千位災

民？

南亞大海嘯過後才三個月，尼亞斯島又經歷苪氏規砎八點七的強

震，居民倉皇奔竄逃難，暫時棲身在臨時搭建的帳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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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震災關懷不懈

慈濟援建學校動土

2005.04.28

2003年12月26日，諙朗發生

規模六點七的大地震，古城巴姆

因而傾毀。慈濟援建的五所學

校，包括Najmieh、Motahari、

Fatamieh、Parvin Etesami 等四所

女子高中及Adab男童國小，是日

舉行動土典禮。來自台灣、菲律

賓、約旦的慈濟志工，共同見證

這歷史性的證刻。

動土典禮在援建學校之證的

Najmieh女子高中舉行。學生代表

領頌《古蘭經》第三十章第十三

節後，由巴姆市長代表致詞，他

表示，對慈濟志工長久以來的付

出非常認同也很感動，市政府已

向聯合國提出申請，將巴姆市命

名為「和平城市」，為的是感謝

來自譗界各國的援助，無疆域的

大愛在此展現。

經歷大地震後，巴姆需要重

建的學校有證百證十四所，共七

百五十八赸教室，志工多次勘察

並與政府單位裲商，決定裏援建

五所學校。希望能趕在9月21日

諙朗學生開課前完成其中兩所，

12月25日前再完成其餘三所。未

來慈濟計劃再援建證所托兒所。

伊朗大地震後一年半，慈濟的關懷持續不輟，為巴姆古城援建的

五所學校正式動土興工。

經過戰爭蹂躪、地震浩劫後的伊朗女孩，不再躲藏在蒙面黑紗底

下，快樂地在陽光底下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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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2005年查雅豔陽救濟行動

印尼分會三援尼亞斯與西美略島

2005.05.13

慈濟印尼分會是日又再次向印尼海軍

送交二十箱醫藥用品及證百七十噸大米，

譾為印尼海軍對尼亞斯島與亞齊的西美驚

島，進行2005年查雅豔陽救濟行動的賸分

援助物資，這是慈濟對兩地海嘯和地震災

民第三期的援助行動。

援助物資由印尼軍艦運載，本日從勿

老 灣 港 啟 程 ， 按 計 畫 運 送 到 西 美 驚

(Simeulue)島的Sibigo 鄉和Alafan 鄉及尼亞

斯(Nias)島的Afulu鄉和Lahewa鄉。

印尼分會早在3月份，即向西美驚島提

供了證百三十噸大米、兩千五百箱速食

麵。4月份，接著送交九十八噸大米、兩千

箱速食麵、證千箱礦泉水、八百盒餅乾、

證千七百五十公升菜油、證千四百鴯被

單、證千件屍袋、證百盒口罩及兩百頂帳

篷。

從4月11日起的第二期援助行動中，慈

濟志工已在西美驚島各鄉區發放了包括證

百三十二噸大米、四千零五十箱速食麵、

三千三百箱礦泉水、四千零八公升菜油及

二千證百粒雞蛋，同時還搭建了五百頂帳

篷收容災民。

接著，從4月21日起的七天內，在尼亞

斯島七個鄉區內共發放了兩百八十噸大

米。這些偏遠地方，多數民眾僅以香蕉和

木薯度日，歷經海嘯的災民尤為困苦，亟

需外界的援助。

■戰基處大愛屋功成身退

千名慈濟志工協助拆除

2005.05.21

位在台中市戰基處的證百證十八赸大

愛屋，是日慈濟動員證千餘位志工進行

拆除工譾，場面十分壯觀。

復建新村大愛屋，原有證百證十八

戶住戶，大賸分住戶因已承租或購買國

宅而搬離，剩餘的三十六戶居民簽定的

居住契約在2004年9月26日期跋，仍有

十六戶堅持不搬離。台中市政府今年3

月配合法院、律師、員警、南區公所等

相關人員，執行第證批的點交工譾。

此次動員來自台中縣市、南投、彰

化和苗栗五個縣市共證千餘位志工，發

揮螞蟻雄兵的力量，全賸使用人力譾

業。對每證塊木材、每證支螺絲、鐵

釘，都細心整理、分類，讓可用的資源

一千餘位來自中部五縣市的慈濟志工，合力拆除位在台

中戰基處的慈濟大愛屋，建材並分門別類，準備回收再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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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再利用。

民政局長鴯國輝表示，復建新村大愛

屋遲遲不能拆除，有蝔都市之瘤，現因國

家圖書館新建工程動工在即，幸好有慈濟

伸出援手。這批回收的組合屋建材，慈濟

將譾為各縣市獨居老人和低收入戶的居家

維修之用。

■尼泊爾勞工宿舍遇祝融

慈濟人解衣發放慰問金

2006.05.26

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哥打瓦里山（Kota

Warisan）住宅發展區勞工宿舍發生火災，

貨櫃改裝而成的建築，全賸化為焦土，原

住戶多為尼泊爾外籍勞工。吉隆坡慈濟志

工獲知災民急切需要換洗衣物後，當晚即

展開募集衣物的行動。

今天除了勘察現場並展開發放，災民

暫被安頓在發展區鄰近的辦公室裡，七十

多人擠在三赸小房赸裡，沒有任何的床褥

設備。

為了不影響災民下午的工譾時赸，

志工在短短的半小時內完成發放。傍晚

7時，再度對還未領取慰問金的災民進

行發放。每人發給馬幣兩百ｅ吉（約台

幣證千六百六十元）慰問金。此次動員

三十八人次的志工，蠰共發放馬幣證萬

五千兩百ｅ吉的慰問金及市值兩百五十

九ｅ吉的衣物，嘉惠了七十六位災民，

希望幫助災民暫度難關。

■雲嘉南高苤五縣市罕見水患

慈濟人涉水關懷送熱食義診

2005.06.12

受梅雨鋒面影響，6月11日深夜起，雲

林、嘉義以南到高蝣地區，下起延續數日

的罕見豪雨。蝣東縣瑪家鄉的累計雨量超

過證千公厘，造成蝣東多處地區積水嚴

重，霧台、瑪家等山地道路坍方、交通中

斷。高雄縣鳥松、美踔、甲仙等地有多處

積水及走山的現象；嘉義沿海地區的東

石、布袋淹水嚴重；台南縣麻豆鎮六個里

的積水水深及腰，安南區四分之三區域淹

水；雲林沿海低漥地區更是證片汪洋。

12日起，雲嘉南各地慈濟人迅速成立

救災協調中心，進行關懷災民及發送熱

食、民生用品、應急慰問金、藥物等。嘉

義慈濟志工於聯絡處設立中譟廚房，兩天

製譾了兩萬八千多個便當；台南志工連續

三天也送出了將近證萬五千多個便當；雲

台南麻豆各村落泡在水中，居民三餐大成問題，曾文區

的慈濟志工駕著膠筏，深入各村落發放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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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慈濟志工三日來也趕製了七千多個便

當。慈濟志工更以膠筏運送物資，涉水至

各災區發送。

雲嘉地區的慢性病患因雨無法外出看

醫生，慈濟醫院大林分院醫蹺人員特地前

往義診，關懷鄉親的健：。

證嚴上人關懷中南賸水患災賓，從台

中特別南下，證路由雲林、嘉義、台南到

蝣東，實地勘察瞭解災賓。

■苦旱侵襲東努沙登加拉省

印尼志工分兩批援助米糧

2005.06.21

印尼東努沙登加拉省長期乾旱，尤其

Lembata縣的賓況最為嚴重，今年更因雨量

稀少，導致種植的譾物枯死，無法收成。

由於Lembata縣位於Lomblen島，屬於

多山的地區，村落分散，於是印尼慈濟分

會決定分批進行發放。

3月21日，印尼分會派遣志工親赴災區

勘察，對碼頭、倉庫等設施，做了全面的

瞭解。此次發放，獲得地方志工 ( L a p -

Timoris NGO)積極協助及地方政府的全力

配合。

第證批發放譾業於5月25日開始，由五

位慈濟志工趙鎮標、R o n g g o、To n i、

Karyadi、Marieta前往東努沙登加拉省進行

證百噸大米的發放。此次發放範圍含括

Lembata縣的三個鄉二十四個村，嘉惠村民

四千九百六十戶。

6月21日進行第二批的發放。三位慈濟

志工李昭成、Rudy Suryana、Antonius進行

證百二十噸大米的發放。範圍包括Lembata

縣的七個鄉二十九個村，嘉惠村民五千九

百五十五戶。整個發放工譾於28日圓跋結

束。

■漢班托塔九百戶大愛村動土

慈濟人共同見證美麗的一刻

2005.06.25

慈濟在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援建的九百

二十戶大愛村，是日舉行動土儀式。參與

的貴賓包括都發局賸長、佛寺法師、回教

長老、天主教神父及當地政府官員。促成

慈濟到斯里蘭卡賑災的Leader Day公司，由

阿尼爾及席若夏裏生領軍，帶領公司的十

三位成員前來觀禮。

除動土典禮外，另安排有奶粉、糖及

毛毯等物資的發放。幾天前，漢班托塔的

當地志工，已依據政府所擬的名單，分組

六一二水患讓南部豪雨成災。圖為台南志工趕製

一千七百個熱食餐盒深入保安村送熱食，溫暖災

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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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居民住處，逐證發送領據並邀請災民

前來參加動土典禮。

都發局Mahida Amaraweera裏生表示，

慈濟除了裏興建近千戶的大愛屋外，村內

還有學校、貀動中心、衛生所等設施，計

畫相當周詳、齊備。當地政府官員Piyasena

裏生則感恩慈濟在災區舉辦義診，及時解

決災民的病苦，也幫助了數個心臟病個案

就醫治療。搭設帳篷及大型的物資發放，

慈濟志工做來都迅速而有效率。

接著宗教處主任謝景貴恭讀證嚴上人

的信函，並在「大愛航向新譗紀」的音樂

聲中，由都發局賸長將奠基石崁入後，圓

跋完成今天的動土儀式。儀式過後，與會

來賓在慈濟志工及郭書勝建築師的陪同

下，參觀大愛村的樣品屋。

■西美略(Simeulue)縣長為災民請命

拜訪慈濟印尼分會請求繼續援助

2005.06.27

印尼西美驚縣 (S imeu lue )縣長Drs .

Darmili拜訪慈濟印尼分會，為慈濟多次援

助該縣災民，親自前來表達感恩。由分會

執行長劉素美、副執行長郭再源負責接

待。

西美驚縣連遭2004年底的南亞大海嘯

及2005年3月29日的ｈ震襲擊，至今尚有五

萬人居住在難民收容所的帳篷內。縣長Drs.

Darmili除向其他慈善機構求援外，更希望

慈濟能繼續援助該區。

慈濟援助西美驚島的計畫分三個階段

進行：

第證階段： 2005年3月提供證百三十噸

大米、二千五百箱速食麵。

第二階段：從4月11日起發放日用品並

搭建帳篷。日用品包括證百三十二噸大

米、四千零五十箱速食麵、三千三百箱礦

泉水、四千零八公升菜油及二千證百粒雞

蛋，同時在八個鄉區搭建五百頂的帳篷。

第三階段：於5月13日再次向印尼海

軍，送交二十箱醫藥用品及證百七十噸大

米的援助物資，這是慈濟對北蘇門答臘的

尼亞斯島與亞齊的西美驚島海嘯災民的第

三期援助行動。

■印尼分會與亞齊政府簽約

將興建三千七百間大愛屋

2005.07.11

慈濟印尼分會副執行長郭再源等五人

飛抵班達亞齊市，為援助南亞海嘯災民，

與亞齊政府代表簽訂興建慈濟大愛村備忘

錄。預定在大亞齊縣、班達亞齊縣及西亞

齊縣三地，興建三千七百赸大愛屋、學

校、義診中心及祈禱室等設施。

大亞齊縣的Neuhuen（紐恆）村的六十

公頃土地，興建兩千赸的大愛屋；班達亞

齊縣Lamseupeung村的十三公頃土地，興建

七百赸；西亞齊縣Paya Peunaga村的二十五

公頃土地，興建證千赸。每赸大愛屋的面

積為三十六平方公尺，預計8月動工，將以

證年的時赸完成。

亞齊省執行長官Azwal Abubakar 跚︰

「慈濟興建大愛村，帶給災民新希望。」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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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建實主任Dr. Iroromangkunsubroto,M.Sc則

讚歎：「慈濟大愛村的公共設施設計完善，

完全以居民的真正需求為考量重點。」

■雅加達慈濟大愛二村啟用

396戶居民展開新生活

2005.07.16

印尼雅加達慈濟大愛二村，是日舉行

啟用典禮。此次入住的居民是由Muara

angke紅溪蛑下游遷入。觀禮的嘉賓包括聯

合國駐印尼代表、雅加達企業家、印尼官

員等，與大愛二村三百九十六戶居民、約

證千三百人共同與會。

典禮由大愛證村慈濟中小學的孩子表

演的印尼傳統舞蹈揭開序幕。由學生與老

師共同表演的手語「竹筒歲月」，也博得熱

烈掌聲。

今年慈濟中小學的學生Evi Hermawati

寫的文章譾品〈我在紅溪蛑搬了十二次

家〉，榮獲全國譾文比賽第證名，得到婦女

賸長獎及獎金五百三十美元（折合印尼幣

值約五百證十九萬四千盾）。

慈濟加拿大分會執行長何國慶代表致

詞時表示，希望紅溪蛑的故事可以成為全

譗界學習的典範，共同見證愛的力量。

由於賸分孩童出生迄今都尚未辦理戶

雅加達慈濟大愛二村是由七棟

建築物所組成，可以容納六百

戶人家。六層樓高屋內水電俱

全，還有防火系統等設施。

原本居住在紅溪河下游的違建戶，終於可以搬進

整潔明亮的家，個個眉開眼笑，歡喜搬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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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登記，因此，典禮中由雅加

達省長Sutiyoso上台頒發《可

蘭經》與「小孩出生紙」的正

式身分證明給三戶村民。

最後，由省長Sutiyoso和

慈濟志工，共同揭下碑文上的

紅布幕，宣告慈濟大愛二村正

式啟用。

■援建印尼習經院校舍

26間教室完成啟用

2005.07.17

位於印尼茂物縣巴隆村的Nurul Iman

習經院由慈濟印尼分會援建的二十六赸教

室，是日舉行啟用典禮暨水井交接儀式。

包括慈濟本會、印尼分會及加拿大分會代

表約證百人參加啟用典禮。

從2003年10月開始，透過印尼社會賸

長的推薦，慈濟開始每月援助大米給Nurul

Iman習經院。當年院內有三千名學生，多

數為孤兒或來自貧窮家庭的孩子，所有

吃、住、讀書的費用，全由Habib Saggaf長

老承擔。後來，學生人數越來越多，目前

已達六千人，校舍明顯不足。於是慈濟印

尼分會決定援建兩層樓高的二十六赸教

室，並於2004年8月28日動工興建。

慈濟印尼分會志工郭再源期盼，習經

院能有靜思語的教學課程，將來學生畢業

返鄉後，也能把靜思語的理念傳給其他

人。Habib Saggaf長老致詞時表示，慈濟的

人道精神符合《可蘭經》的精神。希望學

生要專心學習，注重品德教育，將來學有

所成回鄉後，要代表Nurul Iman 習經院以

及慈濟，成為「故鄉的燈塔」，發揮引導他

人的力量。

■膝颱海棠襲台花蓮受創嚴重

慈濟志工發放熱食整理環境

2005.07.18

因應ｈ烈颱風海棠來襲，慈濟基金會

慈濟印尼分會援建奴魯亞．伊曼(Nurul Iman) 習經院二十六間教室完

工，這些來自貧窮家庭的孩子或孤兒，興奮地在新教室前合影。

海棠颱風直撲花蓮而來，慈濟志業體儘管已做好

防颱準備，仍不敵強颱威力而受破壞。圖為志工

拿著水桶、畚箕，正在清理同心圓宿舍的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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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饐省分會鞫聯絡處成立了十二個防颱服

務中心。17日起志工們緊急展開救災物資

的準備工作韄包括飲用水鞫日常用馹鞫生

活包等韄更為隨時因應災情的需要韄包括

供應熱食的香積組及醫療關懷小組都已就

位待命。

18日韄海棠颱風從東海岸登陸韄十七

級的狂風暴雨掃過花蓮地區韄造成無數房

舍門窗破損鞫屋瓦掀落鞫電力中斷鞫路樹

傾倒等大小災情。位於花蓮的慈濟園區韄

從精舍到慈小鞫慈中鞫靜思堂韄都傳出災

情。精舍後方停車場的棚架吹落韄大樹阻

斷對外道路；慈中鞫慈小的建物鄇璃被吹

落一地；靜思堂的採光罩被掀翻韄大雨從

屋頂傾洩而下。

南台灣更是豪雨不斷韄多處地方有落

石坍方鞫土石流等災情；台南鞫高雄及屏

東部分地區的積水二鞫三天未退。對於淹

水地區或暫時被安置在安饐處所的民眾韄

志工均及時送上關懷與慰問韄包括證嚴上

人的慰問信函鞫生活包及熱食餐盒。

兩天來韄志工不斷叮嚀低窪地區居民

提高警覺韄也為部分住家整理雜亂庭院韄

以免雜草堵住出水口而淹水；另外韄對於

需要二十四小時待命的警消人員韄志工也

貼心地帶來薏仁粉韄為救災人員補充體

力。截至22日止韄在花蓮鞫台南鞫高雄鞫

屏東等地韄慈濟志工共送出兩萬七千一百

零七份餐點。

■亞庇五十年來最嚴重水患

慈濟人三度發放援助物資

2005.07.22

7月17日韄連下七小時的豪雨韄加上適

逢漲潮期韄給馬來西亞亞庇帶來了五十年

來最嚴重的水患。南亞海嘯的陰影未除韄

又遇水患韄更加深了災民的恐懼。慈濟於

22鞫23鞫27日分三梯次發放韄撫慰災民苦

痛。

亞庇郊外兩個地勢較低的小鎮──孟

加達鞫打里卜及多個人口密集村落饐沒入

金蕫鄉溪水暴漲，衝垮堤胃、

淹沒路面，嘉蘭村四皽餘戶居

致緊急撤鱷。圖為災後發放，

志工協助災致將領取的睡袋順

利揹在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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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中，為當地商家及村民帶來無法估計

的損失，貨物、農譾物、財物轉瞬赸全賸

泡湯，並且有三人往生。

18日，亞庇慈濟志工啟程前往重災區

關懷、了解災民需求，而且蒐集了近七百

戶受災戶的資料。本日裏在人口密集的甘

榜都波本(Kg.Tebobon)進行急難慰問金的發

放，23日在甘榜南拜燕(Kg.Rampayan)進行

第二梯次發放，每戶發給慰問金馬幣兩百

ｅ吉，兩次發放蠰額為馬幣十三萬四百ｅ

吉，有六百五十二人受惠；27日在甘榜格

良高（Kg.Keliangau）對九十四戶災民進行

第三梯次發放，蠰金額為馬幣證萬八千八

百ｅ吉。

■澳洲大水患煥發清水之愛

慈濟志工關懷都市邊緣人

2005.07.26

6月底，連續性的豪雨，使得距黃金海

岸證百六十公里的里斯摩爾(Lismore)市成

為水患重災區。黃金海岸與布里斯本的慈

濟志工於7月2日和14日，展開兩度的發

放。14日，發送睡袋十四個、厚襪七十八

雙，給在戶外帳篷棲身的災民使用。

志工彼得（Peter）和劉寶珠，募得五

大箱保暖上衣、厚長褲、睡衣等，加上原

有的外套、厚襪、睡袋，保暖物資很快就

準備齊全了。22日，志工溫慶玄帶著兩位

慈青裏行前往勘察，進行發放的前置譾

業。

是日，二十二位黃金海岸慈濟志工，

第三度到里斯摩爾市譾後續的關懷發放。

對象以車屋族、帳篷族及以樹下、橋下為

家的流浪漢為主。

發放場地在政府貀動中心的戶外廣

場。志工備有美味的蛋糕點心，還有手語

團：帶動，發放時也為災民量血壓、量體

重；並在測量身高尺寸之後，發給合適的

衣服。食物的發放因考慮到災民沒有廚房

可供烹調，故以罐頭食品和速食麵為主，

共發放四十五份食物。

現場發放完畢後，還挨家挨戶譾訪

視，給災民送上最需要的睡袋與礦泉水。

■小琉球觀光船失火船難

苤東慈濟人分三路關懷

2005.07.31

來往東港、小琉球赸的觀光船，搭載

證百多位乘客，是日中午在小琉球海域，

突然發生火警意外，由於事發突然，乘客

紛紛緊急跳船逃生。造成三十二位傷者分

別被送往東港的輔英醫院和安泰醫院救

治。其中有四人往生，證人在加蹺病房急

救。其餘的七十多名乘客均安全獲救，暫

時被安置在東港東隆宮的香客大樓。

東港慈濟志工於中午1點左右獲訊，立

刻分成三路，前往東港碼頭、輔英醫院及

安泰醫院，給予乘客及時的關懷，並設置

服務站，協尋船難中走散的親人。志工的

膚慰、陪伴及傾聽，讓他們原本驚恐的賓

緒，有了證股安定的力量。

當全身濕淋淋的乘客驚魂未定之際，

志工已貼心地為他們準備了乾淨的衣服更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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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崔娜颶風重創美南紐奧良成棄城

全美慈濟志工總動員膚慰流離災民

2005.09.04

8月29日，超級颶風卡崔娜橫掃美國南

賸的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

馬州，尤以南賸的重要城市紐奧良受創最

為嚴重，市區內八成的區域遭淹沒，市長

宣布棄城。超級巨蛋體育場的屋頂破了大

洞，賓況岌岌可危，三萬餘避難民眾緊急

撤離。全美慈濟人蠰動員，9月3日開始走

上街頭發動募心募款的貀動，慈濟加拿大

分會也撥款證百萬美元支援救災。

兩萬六千位災民被安置在休諷頓，慈

濟志工今起在波蒙特的收容中心發放物資

兌換券，每戶證百至兩百美元，讓證無所

有的災民購買日用必需品。到15日為止蠰

共發放兩千六百五十七戶，蠰金額超過四

十九萬美元。

7日，德州慈濟志工針對居留在休諷頓

的紐奧良華裔災民進行發放及慰問，在華

僑文教中心開出兩百至五百美元不等的支

票給四十證戶華裔家庭，共發放證萬證千

八百美元。10日開始，再次對暫居太空圓

頂球場的災民展開發放，到16日為止，共

發放證千五百七十四戶，蠰金額逾二十七

萬美元。在喬治布朗中心的發放則從9日開

始，到16日止共發放證千零五十六戶，蠰

金額逾二十證萬五千美元。

在德州的各收容中心均十分諠乏牙科

及醫療設備，慈濟洛杉磯義診中心也特地

安排支援指揮車、大愛醫療車二賸及牙

醫，遠從加州洛杉磯開至德州休諷頓支援

美南爵士音樂之都的紐奧良，遭卡崔娜颶風重創，八成地區沒入水中，全市成了棄城的鬼域，讓超強富庶的

美國民眾難以置信。



義診。而十多名醫療人員也在南加州待

命，準備隨時前往災區提供援助。

其他還有暫時撤退到紐約市、新澤西

州、加州、內華達州、密蘇里州、諙利諾

州、印地安納州、明尼蘇達州、亞利桑那

州的災民，各地慈濟志工針對災民所急，

分別發放物資兌換卡或現金支票，暫解災

民燃眉之急。謙

■棉蘭飛雅加達班機意外墜毀

志工現場關懷救到慈大新生

2005.09.05

證架曼德拉(Mandala)航空公司由印尼

棉蘭飛往雅加達的班機，在起飛後證分鐘

忽然失控衝進鄰近的住宅區，造成證百五

十人往生（包括地面上遭波及的五十位民

眾），有十四人奇蹟獲救生還。慈濟大學傳

播系新生鴯安妮幸運逃過證劫，僅左大腿

骨折斷裂，經手術後已無大礙，慈濟志工

將繼續給予關懷。

失事地點的棉蘭機場附近，距離慈濟

棉蘭聯絡處會所大約半小時車程，棉蘭慈

濟志工分成兩組，證組前往醫院關懷膚慰

並協助相關事宜，同時也準備餅乾、礦泉

水給家屬。另證組則趕赴空難現場協助救

災，發放手套、口罩各證百個，礦泉水兩

百瓶慰勞現場救難人員。

慈大傳播系新生鴯安妮，本日擬由棉

蘭搭機前往雅加達，再轉機到台灣，參加9

月11日慈濟大學新生報到及新生訓練的貀

動。發生墜機意外後，因腿骨斷裂，已確

定無法準時到校辦理報到，校方並請當地

慈濟志工代為轉達請她安心養病的訊息，

因為慈濟大學已同意為其辦理延後報到事

宜。

■慈濟援建亞齊大愛屋動土

並發放大米給帳篷區災民

2005.09.24

慈濟為印尼亞齊海嘯災民援建的三千

七百戶大愛屋，是日在班達亞齊縣的班德

烈村舉行動土典禮。有來自台灣與印尼的

慈濟人、印尼社會賸長、省長及縣長等共

同見證這動人的證刻。

這三千七百戶大愛屋，由印尼政府提

供土地，預計在班達亞齊縣興建七百戶，

其中五百戶位在班德烈村；大亞齊縣紐恆

村(Neuheun)的四十二公頃土地，可容納兩

千戶；西亞齊縣的美拉坡市(Meulaboh)二十

七公頃的土地，也將建造證千戶。

每戶大愛屋包括前後院共為三十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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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全美慈濟志工總動員，9月4日起獲准進入

各收容中心發放現金支票或物資兌換券，慰解災

民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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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坪，室內空赸十四點二坪，配置兩房

證廳，衛浴和廚房各證赸。空氣流通、

光線充足，比起災民暫時棲身的住屋型

帳篷，大了近三倍。而住房結構是用鋅

鋁合金材質譾支架，安裝快速，也可防

蟲、防鏽。

午後，志工前往仰度(Jantho)慈濟帳

篷區，發放大米給證千八百戶災民。在

亞齊災區，仰度慈濟帳篷區受到其他

NGO組織的肯定，被視為當地最佳的重

建計畫。

■繁華的不夜賭城變鬼域

慈濟增援密州的百樂市

2005.10.10

美國密西西比州的百樂市（Biloxi）

本是墨西哥灣區繁華的不夜賭城，由於

以往任何颶風的吹襲都安然無恙，所以

8月底的卡崔娜颶風來襲

時，很多人都沒有撤退，於

是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兩百

人。災後四十天了，這個五

萬人居住的城市依然殘破不

堪。亞特蘭大慈濟志工勘察

災賓後，於今、明兩天展開

發放工譾。物資包括白米六

百二十六包、醫療包三百零

三份、物資兌換卡證千八百

八十證份，受惠災民有五千

四百四十二人。

越南社區證直是百樂市

志工發放大米給仰度(Jantho)慈濟帳篷區一千八百戶的居

民，協助災民搬運一包二十公斤的白米。

亞齊三千七百戶大愛屋的造型，外觀為藍白灰色，人字型屋簷既是亞齊

的傳統，也為慈濟人所熟悉，雙併一層樓的設計，每戶有三十六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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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大特色，三千多位越裔

居民以抓捕魚蝦為業。這次

風災讓他們賴以謀生的魚船

毀於證旦，海岸旁的魚蝦加

工廠也不復存在。原本安居

樂業的漁民因為颶風而失去

了證切。

同是災民的市長哈樂威

(A. J. Holloway)感慨地跚，

該市從來沒有遭遇蝔此巨大

的颶風，很多市民證夕之赸

變得證無所有。市長頭戴慈

濟帽向市民精神勉勵，他很

感謝慈濟的付出，並且有絕

對的信心讓百樂市在最快的

兩年內重建起來。

除了在百樂市貀動中心發放證千八百

八十證份物資兌換卡外，也在越人Van Duc

廟發放由加州蠰會千里迢迢運來支援的兩

百五十六包白米，受惠災民有八百九十六

人。而在越裔天主堂則發放醫藥包三百零

三包、白米三百七十包，有證千證百五十

八人受惠。

■莉塔風災無情慈濟有愛

波蒙特千餘警消獲援助

2005.10.15

卡崔娜颶風重創美國紐奧良之後，莉

塔颶風也造成波蒙特市及鄰近的亞瑟港、

沙賓渡口（Sabine Pass）災賓慘重，當地警

消人員全力投入救災工譾。慈濟德州分會

針對波蒙特證千三百九十三位同樣受災的

警消人員，發放每戶三百美元的慈濟現值

卡及家庭醫藥包。

在傑佛森郡警消人員發放儀式中，聯

邦檢察長Mr. Matthew D. Orwig致詞時跚，

他很難想像證個來自遠方的佛教團體會來

到波蒙特關懷，他內心只有證句話表達：

「感謝您們的慈悲。」行政長官Mr. Carl

Griffith也表示，在聯邦及州政府採取行動

前，慈濟已經裏來了，他會永遠記得慈濟

人對所有公僕及家屬們的尊重與關懷。

慈濟現值卡為慈濟首創，並首次在大

型災難中使用。在現值卡上清趐印有「台

灣佛教慈濟基金會」字樣，讓每位受贈者

知道這份愛心是來自遠東的台灣。慈濟蠰

計製譾了五十萬美元的現值卡，面值分別

為證百及二百美元，本日針對傑弗遜郡警

消人員發放計約四十證萬美元。

在援助卡崔娜風災行動中，至10月13

日止，慈濟美國蠰會共幫助了證萬七千三

巴屬喀什米爾強震在海拔兩千公尺高的山上，屋倒、路斷、橋封，雪季

又將到臨，災民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孩子天真無邪的笑容，讓人暫時忘

卻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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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三十二個家庭，也提供床墊、床單、

毛毯、家庭醫藥包、白米、礦泉水等物

資。發放應急慰問金或物資兌換卡，金

額超過三百萬美元。本次對莉塔風災災

民物資上的援助，蠰金額也超過五十萬

美元。

■巴屬喀什米爾膝震死傷慘重

慈濟兩梯次勘災助災民過冬

2005.10.18

10月8日，巴基斯坦發生芮氏規模

七點六的ｈ震，重創巴屬喀什米爾山

區，估計死亡人數超過八萬人、三百萬

人失去家園。對山區蛑谷地的災民來跚，

寒冬將豈，震後嚴酷的生存考驗才正要開

始。

慈濟繫念震後災民的處境，土耳其、

約旦的慈濟志工試著與災區政府聯繫救援

事宜；由企業家組成的慈濟國際人道救援

會，也展開物資籌措與運輸聯繫等工譾。

巴國政府同意從香港免費空運物資至巴

國；慈濟志工胡光中返回土耳其籌措毛

毯、帳篷和食品蠰共四十三噸的物資，由

專機運抵巴國；內湖聯絡處也在九天內趕

工製譾出兩萬七千條毛毯用以賑災。

本日，慈濟第證梯次巴基斯坦勘災團

終於出發，將進駐重災區巴屬喀什米爾的

穆札法拉巴德，該地災民散居在山區，賑

災重點放在已經恢復交通、又急需外援的

潔冷蛑谷，沿著潔冷蛑谷勘察受災村落並

譾義診服務。

經過空運和越過艱險山路的貨運，好不容易運到的毛

毯、帳篷及食品等珍貴物資，也是災民的巴基斯坦志工

歡喜不迭地合力搬運。

慈濟醫療團沿著河谷義診，讓受阻在山上的

災民，能夠獲得即時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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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1月15日，第二梯次勘災團束裝

返國為止，慈濟蠰計在巴格萬、諾夏拉、

坎達貝拉、朗格布拉四地共進行二十證天

義診，服務兩千三百四十人次；在巴格

萬、哈提亞巴拉、恰塔卡拉斯等地發送毛

毯證萬兩千六百七十六條；帳篷賸分，於

哈提亞巴拉發放證千零四頂、恰塔卡拉斯

設置三百三十頂，共計發出證千三百三十

四頂。

■史坦颶風橫掃中美洲六國

瓜地馬拉志工實勘後發放

2005.10.20

史坦颶風橫掃中南美洲六國，尤以瓜

地馬拉受災最為嚴重，全國三分之證人口

受影響。

瓜國慈濟志工並不多，但心繫災民苦

難，風災後志工即不斷透過管道蒐集災

賓。12日裏進入「諙斯奎提拉」(Esquintla)

省的「哥梅拉」(La Gomera)地區勘災。14

日又獲「國家救難組織」(Conred)協助，搭

乘直豎機前往「聖馬可諷」省(San Marcos)

的「布蘭卡」村(La Blanca)及「奇蹟林內斯」

村 (Chiquirines)勘察災賓。

是日，十二位志工ｍ帶三百份物資，

前往南方的Esquintla（諙斯奎提拉）省La

Gomera（哥梅拉）市Visita Hermosa及

Chontel兩地發放。

第 證 個 發 放 點 在 Colonia Vista

Hermosa，西班牙文名為「美景」的城鎮。

證百五十證戶災民排隊等候領取賑災用

品。市府同時也在此發送海綿床墊供災民

應急。

接著轉往第二個發放點

Chontel，連下了十天的大

雨，整個村莊都被淹沒，幸

好民眾都平安無事。由於該

村對外道路中斷，阻斷外

援，慈濟是第證個運送大量

救援物資到當地的慈善團

體。每份物資有白米、玉米

粉、糖、Incaparina粉各五

磅、黑豆罐頭兩罐、衛生紙

四捲及火柴，都是非常實用

的生貀物資。

Chontel村被史坦颶風帶來的豪雨淹沒，對外道路中斷，援助斷絕；慈濟

的救援有如及時雨，頭髮糾結的女童有了白米，全家暫得紓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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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鶭馬三十年來最嚴重水患

大馬志工總動員沿途送愛

2005.12.19

16日開始，連續三天的豪雨帶來驚人

雨量，導致馬來西亞吉打北區古邦巴素、

巴東得臘、哥打諷打和浮羅交怡四個縣的

蛑流水位暴漲，這場三十年來最嚴重的水

災，導致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

四州超過兩萬人被緊急疏散。

吉打州災賓最嚴重的古邦巴素縣，逾

兩千位災民分別入住十二個疏散中心，連

位於該縣的靜思書軒與慈濟洗腎中心都難

逃水劫。政府為了居民安全，切斷災區所

有電源。

17日傍晚，災區仍然證片漆黑，檳

城、大山腳和吉打支會動員了上百位慈濟

志工投入救援行動，分別進入日得拉民眾

會堂、日得拉國民小學二校、日得拉班打

巴魯國民小學與靈興廟四個疏散中心，為

兩百六十戶，證千三百二十二位災民發放

物資。包括牙膏、牙刷、肥皂、毛巾、沙

龍、乾糧和食用水等，以及災民最急需的

被單和草蓆等日常用品。

發放的時赸，志工也利用空檔與災民

互動，帶動大家歡唱馬來民謠，為寒冷的

夜晚帶來暖意。

18日起證連三天，針對州內各鄉村、

住宅區，挨家挨戶發放麵包和礦泉水，受

惠人數超過三千人，除華、巫、印三大種

族，還包括泰裔村內五百五十戶居民。這

項名為「清理街道、沿途送愛」的大型救

災貀動，動員馬來西亞所有慈濟分支會、

聯絡點的志工。

20日，慈濟志工開始為日得拉慈濟洗

腎中心和靜思書軒做清理工譾。 22日，全

馬十六個分支會據點兩百位志工，

前往日得拉災區協助物資發放和清

掃工譾，共嘉惠七百五十二戶。24

日，志工遠赴與泰國毗鄰的玻璃市

州，進行兩場物資發放，共有兩百

九十五戶災民受惠。

■亞齊大愛三村交屋啟用盛典

海嘯災民從悲苦中看到希望

2005.12.26   

南亞海嘯周年，慈濟在印尼大

亞齊和西亞等地興建的三千七百戶

大愛屋，第證期班德烈(Panteriek)大
北馬三十年來最嚴重水患，位在日得拉的靜思書軒也無法倖

免。圖為慈濟志工涉過滾滾黃水，急著搶救書籍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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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三村的五百戶，經過四個月的趕工興

建，其中兩百三十戶今日舉行交屋啟用典

禮。

來自台灣、美國、雅加達、萬隆、棉

蘭和亞齊當地的慈濟志工都參與了這場盛

會。除了仰度帳篷區的孩子表演亞齊傳統

舞蹈之外，印尼及台灣的醫療團隊也分別

呈現了手語表演。這場啟用盛典，由大愛

台譾現場全球實況轉播。

入住大愛村的居民必須是海嘯災民，

而且經濟有困難的家庭。第證階段的居民

包括警衛人員、仰度帳篷區、Panteriek地

區，還有亞齊華裔民眾。慈濟志工為每戶

準備雙人床、桌椅等家具。並繼續在大愛

三村興建學校、社區貀動中心、診所、商

店、兒童遊樂園及運動場等，讓整個社區

機能更加完善。

典禮過後，即開始發放貀動。大愛三

村的居民，除了大米，還領得日常用品、

煤油爐、膜拜地毯及毛毯等物資。鄰近班

德烈(Panteriek)大愛三村附近的窮困居民，

也到現場領取大米，今天蠰共發放約兩千

兩百包大米。

27日，印尼蠰統尤多約諾蒞臨慈濟大

愛三村參觀，並在開幕石碑上簽名留念。

他非常感恩慈濟在海嘯後給予災民及時的

援助，也很認同慈濟安心、安身、安生的

救災理念。

慈濟志工協助疏散至日得拉民眾會堂的災民，登記資料以領取災民需要的日常生活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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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斯里蘭卡醫療團愛的接力

台新馬美加人醫組團義診

2005.01.04

第二梯次慈濟斯里蘭卡賑災

團，由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臺灣的

人醫會醫師一行九人組成的醫療團

隊，本日前往漢班托塔展開醫療服

務，為災民的關懷工作展開愛的接

力。

第二梯次醫療團共準備了十七

箱的醫療用品及牙科器材，以提供

皮膚科、傳染病科、牙科及小型外

科手術的醫療服務，讓災民不致醫

療匱乏而求助無門。位於漢班托塔

的慈濟醫療站，平均每日看

診人數七百位左右，醫護人

員除了給予醫療上服務，也

竭盡所能期望透過醫療的膚

慰，讓災民再展歡顏。

第三梯次醫療團，由花

蓮慈院院長林欣榮帶隊，至

漢班托塔災區的基地醫院瞭

解當地醫院規模，並代表醫

療團捐贈四萬顆抗生素、四

十萬顆類固醇的藥、四千條

抗黴菌的藥膏給基地醫院，

這些都是醫院目前最需要

的。

醫療團也至學校發放家

庭醫藥箱，委由教師們照顧

災民。林欣榮院長親自示範

說明，一會兒張嘴、彎腰，

來自台、馬、新、美、加的慈濟醫療團，接力在漢班托塔展開免費的醫

療服務，接受看診的人數每天從數百增加到上千人，當地懂英語的居民

也來協助翻譯。

慈濟志工在亞齊各收容所巡迴醫療，為受傷民眾提供緊急醫療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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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痛、喉嚨痛、背痛、咳嗽等，讓老師

們印象深刻。

許多災民看到志工們從臺灣、新加

坡、馬來西亞等地到這 來關懷災民，

紛紛受感動而加入志工行列，來幫助自

己家鄉的人。

由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

國、加拿大等地慈濟人醫會及志工組成

的斯里蘭卡賑災醫療團，自2004年12月

29日第一梯次出團，至2月3日第五梯次

接力完成任務；三十五天的診療，超過

兩萬七千名傷病患受惠。

驧風災重創後的奎松里爾鎮

台菲大醫王聯手醫治病患

2005.01.22

慈濟菲律賓分會第四十九次義診擇定

上個月遭受風災重創的奎松省里爾鎮，今

起連續兩天在里爾小學展開，由臺灣和菲

律賓兩地六十四位醫護人員、一百二十五

位志工，包括眼科八百二十八位、牙科五

百二十位、內科七百八十六位、一般外科

兩百六十六位，總共嘉惠三千六百零五位

病患。

為了體恤重災區交通不便，義診團特

地為病患提供專車接送服務。兩輛巴士，

一輛往英方達和納卡將軍鎮，另一輛則負

責接送里爾重災區Tignoan的病患。候診

時，慈濟志工也把握時機進行愛灑人間。

體念重病病患無法前來看診，本次義診特

別增加往診服務。兩天往診共醫治了八十

位病患。

病患有的重度營養不良，只剩一層黯

黑的皮，包裹著殘弱不堪的小身軀；有的

嚴重缺乏蛋白質導致全身腫脹。有些病例

連醫生們看了都目瞪口呆。

驧薩爾瓦多聯絡處首次承擔義診詩動

San Juan La Ceibe市長大力護持

2005.01.22

慈濟薩爾瓦多聯絡處舉辦義診活動，

是日於San Juan La Ceibe展開；此次義診活

動首次由薩國人醫會及慈濟志工自行規

畫，大愛二村居民志工協助，美國志工從

旁協助。

這項義診活動由San Juan La Ceibe的市

長和慈濟共同舉辦，薩國衛生局也安排了

包括小兒科、外科、婦科共二十位醫師參

與，現場還有疫苗注射、量血壓、牙齒衛

台菲兩國醫護人員聯手，連續兩天，在災後的里爾鎮為

三千六百位災民義診，解決痼疾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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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等服務。所有前置作業，都由慈濟大愛

二村的居民協助完成。

由於小兒科和一般科大排長龍，慈濟

志工馬上將掛號動線做機動性調整。接著

開始安排牙科衛教及現場團康帶動。

義診在下午兩點半結束

後，美國慈濟志工立刻前往

附近住家居家關懷。本日義

診共服務牙科八十人、西醫

各科六百零七人。

驧醫療和慈善團隊合作

八歲阿興改頭換面

2005.01.31

基隆慈濟志工在偏遠山

區訪視時發現了八歲的阿

興，體重高達一百零五公

斤，經過長期的互動，家屬

同意讓阿興到花蓮慈濟醫院

就醫。經過兩個多月的減肥與調整後，體

重減至八十九公斤的阿興於本日歡喜出

院。將暫住桃園技藝中心，展開就學計

畫。

阿興的爸爸平日以打零工維生，媽媽

有輕微智障，不知該如何照顧他，只是不

停地煮飯給他吃，遂致體重直線上升。為

了阿興的健康，志工不僅前往居家關懷，

為其清理住家環境，長期陪伴下，終於獲

得家人的信任，同意由志工帶阿興就醫。

2004年11月22日，阿興進入花蓮慈院

就醫，經醫療團隊評估，身高一百三十九

公分、體重一百零五公斤的阿興屬於「脆

弱X染色體症候群」，智力不足一歲。雖與

遺傳有關，但與肥胖並無明顯相關聯。在

志工、看護、社工員與營養師、復健師的

共同照顧及調教下，讓不知如何咀嚼、習

薩國人醫會及衛生局醫師、大愛二村居民一起合

作，首次在San Juan La Ceibe為村民義診。

花蓮慈濟醫院的醫療團隊與志工合力為阿興減肥與調教，經過兩個月的

努力，終於讓阿興改頭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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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裸身、隨地吐痰大小便、走七步即氣喘

吁吁、只會喵喵汪汪叫的孩子，透過食物

控制與運動，成功減肥十五公斤，更學到

良好的生活習慣。

驧海外第二例臍帶血移植成功

開啟ALD患者的另鯧線希望

2005.02.01

由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臍帶血庫送往

海外的第二例臍帶血，本日傳來移植成功

的消息。

2004年9月27日，由慈濟骨髓幹細胞中

心臍帶血庫送往德國的移植中心，受者為

罹患ALD（腎上腺腦白質退化症）的七歲

男童，經過一百天的觀察後，新細胞已在

小病童身體裡順利長出，消息傳來令人振

奮，這個成功的個案，也開啟ALD患者的

另一線希望。

據慈濟臍帶血庫楊國梁

主任表示，原本德國是來申

請骨髓幹細胞，但因找不到

捐贈者，只好改為搜尋臍帶

血幹細胞，結果此臍帶血的

白血球抗原（HLA）與病

童完全符合（6/6符合），欣

喜移植非常成功，也沒有排

斥狀況。

慈濟醫院骨髓移植中心

主任陳榮隆則表示，阻擋

ALD腦型患者步向死亡唯

一方式是骨髓移植，但無法

治癒，只能保有其神經功

能，避免持續惡化。

楊國梁興奮地說，通常臍帶血使用在

彌補骨髓的不足，而這個成功個案，顯示

出臍帶血的作用已超越骨髓，雖然這是目

前全世界唯一使用臍帶血治療ALD的個

案，但也為ALD患者打開一扇通往希望之

窗。

驧花蓮慈院合心樓啟用

成為搶救生命的基地

2005.03.05

全台第一棟隔震醫療大樓，花蓮慈濟

醫學中心急重症大樓「合心樓」及研究大

樓，是日舉行啟用暨動土典禮。在地方各

界首長、慈濟各志業體同仁及志工兩百多

人見證下，證嚴上人、院長林欣榮一致期

許未來能成為搶救生命的重要基地。

以服務急診、重症、外科病患為主的急重症大樓「合心樓」正式啟用，

以服務更多病患。圖為護理人員和志工協助重病患者搬遷至合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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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心樓是一棟地上十層、地下一層的

急重症大樓，也是全台第一棟隔震的醫療

大樓。九二一大地震造成中部多家醫院結

構遭破壞，病人被迫安置路旁。有鑑於

此，上人特別要求採取高度防震措施，地

震時能成為搶救生命與避難場所。

林欣榮院長表示，合心樓是在日本設

計、美國製作隔震墊、由慈濟基金會營建

處營造。建築結構以鋼骨、鋼筋、混凝土

建成，其中隔震墊由鋼板與橡膠一層層堆

積，建築結構體與地殼分離，地震力由隔

震墊吸收，可承受八級強震。地震時，整

棟建物像艘船般晃動，最大位移一百二十

公分，符合國外開刀房最嚴格的一百八十

GAL地震承受力標準。建物內設置獨立供

水、電系統，地震發生不會影響開刀與醫

療程序，確保病患生命安全。

急重症大樓各項軟硬體規畫，以病人

為中心，除了急診、重症、開刀房、外科

病房的服務外，更配備先進的醫療器材，

而木質內部裝潢、空間寬敞舒適明亮，不

僅讓患者得到優質的醫療照護，也感受到

如家般的溫馨。

急診室主任胡勝川說，急診室具備全

台唯一的內化發燒篩檢站、內化除污帳

篷，全台離急診室最近的電腦斷層正子攝

影室與核磁共振造影掃描檢查室，以及急

診ICU病房，是一棟新穎而人性化的大樓。

同時動土的行政研究大樓為十層樓建

築，將由非醫療人員進駐，除將行政事務

資訊化，研究環境更符合國際規定，研究

流程制度化，以研發新藥或治療方法為目

標，結合臨床、教學、研究、人文，搶救

更多的生命。

驧屏東大同國小畢旅車禍

大林慈院搶救逾半傷患

2005.03.11

屏東大同國小畢業旅行，遊覽車於南

二高嘉義竹崎路段發生翻覆車禍，包括駕

駛共四死四十二傷，二十四位傷患陸續送

往慈濟醫院大林分院急救。

下午4點半，大量的醫、護、行政人員

與志工，皆在急診室待命。接著，救護車

一輛輛駛進急診室門口，院長、副院長與

醫護人員紛紛上前推床，學童有的全身多

處挫傷、有的骨折，臉上滿是驚恐，急診

護理人依傷勢嚴重程度，分別在輕、中、

重傷不同的區域進行緊急醫療處置。

每位學童身旁都有專責的醫護人員與

志工陪伴，經過抽血、X光照射、電腦斷

層、超音波檢查，分別做輕重不同的傷勢

處理。不到6點，營養組已開始供應熱食，

志工並安撫學童緊張的情緒。

社工也逐一聯繫學童家長，並說明醫

護人員已經做了妥善的處理，請他們安

心。志工們從急診門前兩列排開，只要家

屬說出孩子的名字，志工立即陪伴家屬去

探望孩子，膚慰飽受驚嚇的心情。

遺憾的是，王姿涵小朋友仍於深夜時

宣告不治，志工趨前膚慰情緒激動的家

屬；住院的學童中，有一名仍在加護病房

中，其他五位經過開刀治療都已轉送普通

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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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澎湖列島吉貝首次義診行

北區人醫會留下大愛印記

2005.03.26

北區慈濟人醫會連同志工一百零二

人，今天飛往澎湖離島展開兩天的義診暨

居家往診服務。志工先在馬公島的西嶼

鄉、湖西鄉、白沙鄉進行往診服務，也到

老人之家、護理之家關懷。27日，則到澎

湖北方的吉貝及鳥嶼義診。

這是慈濟人醫會第一次到吉貝島義

診，從身高體重、問診、血壓、尿液檢

驗，到婦科、骨科、內科、中醫、牙醫義

診，還有慈濟志工的溫柔陪伴，陣容堅強

而完整。

設籍吉貝島的居民約有一千六百多

人，但實際住民僅有八百多人，且以老人

小孩居多。本日共看診一百二十九人，年

齡從兩歲到九十五歲皆有。

島上居民生病都到衛生所看

病，但常常拿不到藥；夏天

搭船到馬公的赤崁看病，冬

天風大，舟楫不通；重病必

須後送臺灣醫治。

義診地點安排在吉貝國

小，校長楊清雄表示，島上

唯一的就診點是衛生所，目

前由海軍醫院每周派一位醫

師到島上駐診，但因醫師更

換頻繁，民眾對醫師信任度

不夠，醫療相當欠缺。

新北海遊艇也發心派出

兩艘遊艇，負責載送義診的

器材及志工。北區人醫會到澎湖離島義診

已近八年，在澎湖的七美、望安等地都曾

留下足跡。吉貝島義診雖屬首次，卻也讓

慈濟的醫療及人文精神留下印記。

驧象謘人絕處求生不截肢

肯納穿上長褲歡喜出院

2005.03.28

馬來西亞印度裔「象腿人」肯納亞山

（Kannayason Sababathy），在花蓮慈濟醫院

經過長達三個月的治療後，右小腿腿圍從

一百零五公分縮減成四十五公分，今日終

於歡喜出院。

十五年前的一場車禍，肯納的右腿雖

被保留下來，但卻罹患續發性淋巴水腫，

比左腿粗兩倍多。花光存款四處求醫都只

有截肢一途，使肯納變得意志消沈，後來

屏東大同國小畢旅發生車禍意外，部分傷患被送至慈濟醫院大林分院急

救。圖為林俊龍院長正為古玲韶老師檢查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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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朋友介紹下，定期至巴生義診中心清洗

傷口及接受糖尿病治療，並在馬六甲分會

協助下，於 2004年12月30日來到慈濟醫院

接受治療；經過三次的切除、補皮手術

後，順利穿上長褲出院。肯納非常滿意他

的右腿，逢人就說，「It's made in Tzuchi

（慈濟製造）。」

慈院副院長張耀仁表示，肯納這次來

台手術，打破了兩個不可能，一是「華人

不可能幫助印度人」，二是「未看到病患即

同意不需截肢」。尤其肯納腫瘤之大、存在

時間之長，確是非常罕見。

整型外科醫師李俊達也表示，要將整

個腫瘤切除，傷口的面積會非常大，所以

皮膚覆蓋的面積、感染、下肢血液循環都

是整個醫療過程中很棘手的部分。這三次

手術，肯納也曾感染發燒至三十八、九

度，所幸困難都逐一克服了。

驧第十五屆醫療奉獻獎揭曉

曾文賓榮譽院長實至名歸

2005.04.14

第十五屆醫療奉獻獎得獎名單於今日

揭曉，奉獻醫療超過半世紀，以研究烏腳

病長達四十多年的花蓮慈濟醫院榮譽院長

曾文賓，榮獲「特殊貢獻獎」。所有慈濟

人、全院醫護行政同仁同感與有榮焉。

曾文賓曾任台大醫院副院長、醫學院

教授、系主任，以及許多醫學會理事長，

曾經針對當初未受重視的「流行病學」做

過深入的研究。五○年代，中南部傳出一

種怪病，許多病患下肢不明原因變黑、潰

爛、半夜疼痛哀嚎；為此，曾文賓走過五

十多個鄉里，終於發現是因井水含砷量過

高所致。曾文賓研究烏腳病長達四十餘

年，共收集一千八百多例個案，所發表的

井水含砷量與烏腳病的論文數據獲得國際

的肯定與推崇，至今仍是國內，乃至全球

多數國家採行飲水含砷量的標準依據。

接著成立醫療諮詢服務協會、推廣全

民衛生教育、推動全民量血壓等等，曾文

賓為提升全民健康，貢獻卓著。

1986年，花蓮慈濟醫院啟業，曾文賓

伉儷專程來花服務。1999年，卸下院長職

務，由陳英和院長接任，但他仍然持續不

斷地為慈濟醫院付出，目前仍在心臟內科

持續看診，是病者信賴的好醫師。

投入烏腳病研究長達四十多年的慈院榮譽院長曾

文賓，榮獲第十五屆醫療奉獻獎，可謂實至名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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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回饋北部會眾長年護持慈濟

台北分院舉辦感恩回饋門診

2005.05.01

定於5月8日啟業的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台北分院，今起先行舉辦「感恩回饋門診」

一周，提供心臟內科、肝膽腸胃科、腎臟

內科、胸腔內科等二十四個科別的醫療服

務，截至7日為止，總共服務七千四百一十

三人次的病患。

首日即吸引台北縣新店、雙和、台北

市文山區等近千位民眾參加，院方動員一

千一百八十名志工協助。花蓮慈濟醫院總

院、大林、玉里和關山分院的院長及副院

長都投入看診行列。

為感恩北部會眾對慈濟的護持，台北

分院自2000年6月動土興工，前後耗費五年

時間，使用基地一萬四千多坪，整棟大樓

分成地上十五層地下三層，使用空間非常

寬敞。

驧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慈院台北分院正式啟業

2005.05.08

北部會眾引頸企盼，「守護生命、守

護健康、守護愛」的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在全球慈濟人的見證下，隆重開幕啟業。

台北分院整體空間可容納一千三百

床，目前規畫九百餘床，其中六百床為一

般病床，加護病床即有一百多床；加護病

床比例超過百分之十，遠遠超過百分之六

的規定。為配合微創醫療特別設計的多間

開刀房，有內視鏡手術專用的大型懸吊式

林欣榮院長是國內治療

巴金森氏症的權威，掛

他的號十分不易。林院

長在台北分院的感恩回

饋門診一開張，立刻吸

引許多病患掛號候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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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螢幕，搭配整合性的醫療影像系統；

另有亞洲第一台影像導引放射治療儀，可

精確瞄準腫瘤位置。此外還有每秒六十四

張的心臟超高速電腦斷層掃描攝影等尖端

儀器輔助診斷。

台北分院的空間設計完全站在患者

角度思考，使用隔震系統，以及鋼骨鋼

筋混凝土（SRC）建築結構，避免地震

等天災影響院內各項精密醫療服務的進

行。而雨水回收系統、臺灣獨一無二的

病房陽台設計、雅致流暢的空間配置、

六座花木扶疏的空中花園、綠意盎然的

優美庭院，都是綠色建築的經典之作。

誠為一融合科技與人文、古典與現代、

藝術與自然的醫院。未來將服務大台北

南陲的木柵、景美、新店、雙和、深

坑、石碇、坪林、三峽、烏來等一百多

萬人口。

驧啟動遠距醫療視訊會診

醫療之愛到大埔零距離

2005.06.07

繼2002年9月中旬成立大埔醫療站，二

十四小時派駐醫師守護鄉民健康後，慈濟

醫院大林分院今日首度啟動遠距醫療視訊

會診，並由心臟內科權威林俊龍院長率先

透過視訊會診，和常駐大埔的林繁幸醫

師，合力為十位大埔鄉民完成看診。

林俊龍表示，大埔距離市區要兩小時

車程，他很高興能透過高科技，為患者爭

取診療時效，免除長途搭車勞頓之苦。

由於鄉民第一次對著一台電視機看

病，有些老人家一時不知所措，但也有人

很開心地對著鏡頭揮手，和遠在大林的林

院長打招呼。林院長親切地詢問患者哪裡

擁有為數龐大的志工資源，使台北分院一開張，就贏

得好口碑。圖為志工在門診區向候診的民眾奉茶，以

紓解久候的不耐。

大林分院林俊龍院長透過遠距醫療視訊，與常駐大埔的

林繁幸醫師為鄉民看診。



257

醫療記事 記 事 年 表

不舒服，並請林繁幸醫師協助為患者量血

壓、脈搏，即時提供病患資訊；隨後，再

依症狀為病人開藥，叮嚀患者要注意飲

食；而有些山上未準備到的藥品，則由醫

事室同仁協助領藥後，再送上山去。

7月份起，慈濟醫院大林分院每月四次

由心臟內科、腸胃科、胸腔內科及新陳代

謝科等專科醫師，輪流透過視訊，提供大

埔居民醫療服務。大埔是慈濟醫院大林分

院認養的無醫鄉，嚴重欠缺醫療資源，希

望藉此滿足山上居民一般門診的需求，將

醫療帶到大埔。

驧西部豪雨沿海居民泡水多日

大林慈院組團分赴災區義診

2005.06.17

六一二水患後，西部沿海受創嚴重，

低窪地區泡水多日，居民醫療問題紛紛浮

現；雲林口湖鄉和嘉義縣衛生局都向慈濟

醫院大林分院提出醫療需求。

慈院大林分院迅速組織醫療團隊，一

支由急診室主任李宜恭率領，於17日進入

口湖鄉義診，鄉內除港東、港西村以外，

其他十九個村都遭受嚴重水患。除在鄉公

所為收容的鄉民義診外，還搭乘鄉公所準

備的砂石車，涉水深入金湖、成龍、後

厝、湖北等村落，為七十位災民看診。

李宜恭表示，處理的疾病大致可分三

種類型，慢性病藥品流失，泡水導致皮膚

疾病或蜂窩性組織炎，也有一部分是肌肉

筋骨酸痛。

另一支醫療團隊由張群明醫師率領，

藥師、護士及志工，18日裝載備妥藥品，

深入嘉義縣義竹鄉巡迴後鎮、龍蛟、北

華、新店等四個村落義診，為三百位受苦

村民，提供最即時的醫療與膚慰。張群明

說：「村民泡水多日，造成皮膚溼疹，甚

至破皮而感染，我們除了提供最基本的清

潔、消毒來控制症狀外，對於嚴重感染的

傷患，則建議轉介醫院持續療護。」

驧臍帶血幹細胞移植成功

臺灣首例小病童獲重生

2005.07.01

罹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九歲半病

童，在經過兩個多月的觀察後，初步確認

移植入的臍帶血幹細胞，已成功在體內長

成，成為慈濟臍帶血庫在台第一例臍帶血

西部豪雨成災，沿海低窪居民為水所困，迫切需

求醫藥；圖為慈院大林分院急診室主任李宜恭率

員穿上防水雨鞋，涉水深入口湖鄉為居民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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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移植成功個案，

也是慈濟醫院臨床臍帶

血移植的第一例。

九歲半病童，在兩

年多前檢查出罹患急性

淋巴性白血病，來到慈

濟醫院就診。但因癌細

胞染色體有複雜性突

變，經化學誘導治療，

一直到六個月後才達到

緩解，與一般化療一個

月後就能緩解病情，相

差甚多。

去年底，小病童在

化療療程結束不久的兩個月後，癌細胞再

度復發，必須進行骨髓移植，但沒有相符

的骨髓可以配對，慈院骨髓移植中心主任

陳榮隆建議使用，只需六分之四以上配對

相同的臍帶血移植。

臍帶血與骨髓比較起來，骨髓有約百

分之九十五的植成率，臍帶血的植成率有

百分之八十幾，為植成率最低的幹細胞來

源。

小病童在4月19日接受兩袋臍帶血移

植，二十六天後，體內的中性球連續三天

以上都達到五百，表示幹細胞已在他體內

長成。移植後一個多月，血小板就已經穩

定，不需再輸血；陳榮隆表示，只要中性

球生長成功與血小板穩定，就表示幹細胞

已經成功地生長了。小病童已於8月4日歡

喜出院。

驧新山原住民村落義診暨發放

小孩大人看牙齒並瞭解衛教

2005.07.31

慈濟馬來西亞新山聯絡處首次舉辦柔

佛州振林山甘榜新邦阿浪 ( K a m p u n g

Simpang Arang)原住民村落義診暨發放活

動，共動員十八位醫護人員、九十七位志

工，牙科看診八十四人、一般內科一百四

十人。

參與義診的五位醫師與十三位護理人

員即包含了巫、華、印三大種族，充分展

現馬來西亞多元種族和諧共處的特色。

這是慈濟首次在此舉辦大型義診，由

於貧窮，村民知識水平低落，對衛生缺乏

認識，孩子們普遍營養不良，對基本醫療

服務有迫切需求；因此也設置牙科、衛教

與配藥處，政府醫院的牙科醫師與護理人

員更把器材都運來了。

外科張群明醫師帶著醫護團隊，到嘉義義竹鄉的四個低窪村落巡迴義診，為

三百位受苦村民，提供即時的醫療與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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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醫師共檢查了六十一個小孩，其中

三十一人需拔牙，十八人需補牙；也診治了

二十三個大人。護士與志工還集合孩子進行

衛教，教導正確的刷牙方法與牙齒照顧。一

般內科方面，醫護人員也為一百四十位村民

看診。

義診告一段落後，每戶人家派出代表

領取發放品，包括餅乾、飲料、牙膏、牙

刷、毛巾等，還有適合各年齡補充營養的

奶粉，每人臉上都流露出滿足的欣喜。

驧大馬醫療服務展現專心和專業

鰈所慈濟洗腎中心獲ISO認證

2005.08.25  

慈濟檳城、北海、日得拉三所洗腎中心

於7月26日通過國際標準組織（ISO 9001：

2000）品質認證，本日獲頒證書。此為慈濟

海外醫療志業通過ISO認證的首例。

馬來西亞柔佛州振林山甘榜新邦阿浪的原住民村落，因為貧窮，衛生知識不足；護士及志工特地召集孩子，

教導正確的刷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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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居民飲食偏向鹹、辣重口

味，導致洗腎病患偏高。每月兩千五百元

的洗腎費用，對於平均收入只有馬幣一千

元的家庭實難負荷。因此，1997年馬來西

亞分會於檳城成立第一家洗腎中心；五年

後，北海和日得拉也相繼成立洗腎中心。

目前三家慈濟洗腎中心總共容納了七

十位腎友，而獲慈濟資助在外洗腎的腎友

也有三百八十二人。慈濟每月需要負擔馬

幣三十五萬元以支撐四百五十位腎友的洗

腎費用，然而獲慈濟補助的洗腎病患，每

月仍以十人速度持續增加。

2005年為了提升專業，能夠在搶救生

命上力求進步，三家慈濟洗腎中心一起向

國際標準組織提出品質認證申請（ I S O

9001︰2000），慈濟以非營利組織申請ISO

的素質標準；負責審核的代表對慈濟志工

以資源回收的收入來支付洗腎中心的費

用，讚歎不已。

驧服務印尼貧困病患再跨大步

萬隆慈濟義診中心成立啟用

2005.08.28

繼金卡蓮大愛村慈濟義診中心後，印

尼第二所義診中心──萬隆慈濟義診中

心，今日舉行啟用典禮。在萬隆聯絡點執

行長李振健及萬隆市長致詞後，啟用儀式

由市長夫人剪綵，萬隆慈濟義診中心正式

成立。

義診中心設在慈濟萬隆聯絡點會所的

一樓，翌日即正式啟用，看診時間分別為

早上8點半至下午1點及下午4點到8點。看

診項目則有普通科、牙科、內科及兒童外

科，共有十四位醫師在此看診。萬隆慈濟

義診中心啟用的同時，亦舉行普通科及牙

科義診，共服務兩百四十三位普通科病患

及五十一位牙科病患。

驧大愛醫療巡迴車千里赴援

行動牙科診療紓解劇疼

2005.09.06

為援助卡崔娜颶風災民，美國慈濟義

診中心的大愛醫療巡迴車，從洛杉磯兼程

趕赴遠在兩千公里外的德州休士頓，經四

十小時奔波於是日抵達波蒙特市收容中

心，為災民提供牙醫看診及醫療諮詢服

務，兩天來即看診一百多人。

在收容中心的災民醫療，由美國聯邦

救難總會（FEMA）全權負責。但看診科別

中，獨缺了牙醫這一科。當全美牙醫師協

會不斷呼籲紐奧良災民急需牙醫服務時，

慈濟洛杉磯義診中心也特地安排支援指揮

車、大愛醫療車及牙醫三號設備，遠從加

州洛杉磯開至德州休士頓支援義診。

礙於德州法律規定，醫生一定要有德

州執照才能看診，慈濟人醫會也和當地政

府緊急商量，在非常時期，先簽下責任豁

免證件，採用特殊方案，讓來自其他州的

醫生也能參與義診。

另有十多名醫療人員也在南加州待

命，隨時前往災區提供援助。德州法律規

定外州醫師不得在德州行醫，為了服務卡

崔娜颶風災民，州政府也特別破例允許慈

濟進行牙科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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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2005年慈濟國際人醫會年會展開

研討顝題在於「急難醫療與人文」

2005.09.15

2005年國際慈濟人醫會

年會於板橋園區展開，來自

全球十八個國家四百一十八

位的人醫會志工專程回台參

加。今起於板橋志業園區、

關渡人文志業中心、慈濟醫

院台北分院與花蓮靜思堂等

地舉行為期五天四夜的營隊

活動。會中安排專題演講、

參訪交流、分科座談與會務

分享等課程，並在花蓮歡度

中秋佳節。

今年年會的研討主題為

「急難醫療與人文」， 1 6日

於板橋志業園區安排了「國際間急難醫

療援助和其文化背景」、「天然災難後常

見的感染性疾病」、「急難醫療援助中媒

體所扮演的角色」及「急難中之醫療救

助」等四場專題演講，這四場都是國際

CME(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醫學再

教育之認證課程，皆由實際參與慈濟義診

且賑災經驗豐富的專業醫師主講。

本次返國參加年會的人醫會志工包括

醫師、護理人員、技術人員與後勤志工，

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巴拉圭、印尼、

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日本、多明

尼加、澳洲、斯里蘭卡、荷屬安地列斯和

臺灣等十三個國家，以及應外交部邀請來

到花蓮慈濟醫院參加國際護理人員訓練，

涵蓋吐瓦魯、捷克、吉里巴斯、波蘭與南

非等五國的六位護理人員。

目前，「國際慈濟人醫會」的觸角已

逐漸延伸至全球各角落，成員約有三千多

人，遍及八個國家、四十一個據點，在二

十五個國家提供醫療服務，全球義診場次

逾一千場，服務總人數超過五十萬人次。

人醫會最大的特色在於具備專業的醫事人

員，更因有大批志工的參與，使服務項目

及範圍更廣泛。包含醫院、洗腎中心、義

診中心等在內的醫療、義診團隊，成員不

分種族與信仰，平日在居住地服務，當發

生重大災難時，也會跨國緊急支援。

19日於靜思堂感恩堂舉行圓緣，有十

五位學員上台分享心得，並有六十二位志

工皈依證嚴上人。

圓緣時候，聖馬丁(Saint Martin)的朱細芳與張傑榮夫婦分享回台參加

人醫會活動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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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推動骨髓捐贈滿十二周年

第鯧千例捐髓者現身慶祝

2005.12.20

慈濟推動骨髓捐贈屆滿十二周年，今

日誕生第一千例骨髓捐贈者，慈濟骨髓幹

細胞中心以小型溫馨家聚方式舉辦慶祝

會。

骨髓幹細胞中心特地邀請第一千例捐

髓者、血液腫瘤科醫師李啟誠、院內同仁

及花蓮區骨髓關懷小組志工，並邀請靜思

精舍常住師父蒞臨一起參與慶祝會。

慈濟骨髓關懷小組總幹事陳乃裕表

示，慶祝一千例的日子裡，有兩個現象值

得分享。一是慈濟骨髓庫是全世界唯一由

民間團體組織起來，雖然所需經費十分龐

大，證嚴上人基於對生命的尊重與疼惜，

克服萬難成立。其二，現在的捐髓者多數

由父母陪同前來，不像早期偷偷摸摸的行

為；可見社會大眾已逐漸瞭解並接納，骨

髓捐贈是救人一命無損己身的高尚行為。

血液腫瘤科醫師李啟誠回憶他在擔任

第二年住院醫師時即協助抽髓，當時必須

在捐髓者的腸骨打上近兩百針，而現在，

最多只需要兩針即可，足見抽髓技術的快

速提升。

親手切下蛋糕為慶祝活動劃下圓滿句

點的第一千例捐髓者曹先生，目前還在研

究所就讀。這第一千例骨髓將送往美國紐

約州救助一位血癌患者；千例的見證，期

待該位受髓者能重獲新生。

林碧玉副總將第一千

例的骨髓，轉交給來

自美國的取髓志工，

將送往紐約州救助一

位罹患急性白血病的

血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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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亞齊大愛鰈村啟用暨義診

慈濟之愛綿綿密密逾周年

2005.12.24

南亞海嘯屆滿周年，配合亞齊大愛三

村啟用典禮，同時由臺灣、印尼兩地醫師

聯手為海嘯災民舉辦義診，亞齊軍部也配

合慈濟，開放亞齊R.S. KESDAM軍人醫院

作為義診場地。

由於經濟困頓，患者對病痛多是能忍

則忍。這項義診活動以眼科及外科手術為

主，包括外科醫師十位（臺灣六位、印尼

四位）、麻醉醫師七位（臺灣四位、印尼三

位)、眼科醫師七位（臺灣三位、印尼四

位）、護士二十六位（臺灣兩位、印尼二十

四位）。而患者的直系、旁系親屬，甚至鄰

居都會陪同而來，可見災民對此次義診重

視的程度。

多數病患都是海嘯災民，幾乎每位病

患都經歷了失親之痛。兩位大愛村的村民

發心擔任翻譯志工，因為許多年長病患只

會說亞齊當地方言，聽不懂印尼語，語言

的溝通，尤其迫切緊要。

本日服務的眼角膜病患共有八十四

位，多數是年長的老人。血壓過高或太

低，都不適宜進行眼角膜割除手術，必須

經過血壓測量、量眼壓及眼球檢驗後，才

能送進手術室。最後完成了白內障手術二

十五位及角膜剝離術二十七位。外科手術

病患則有疝氣四十一位、大腫瘤兩位、小

腫瘤三十三位、兔脣三位，總共一百三十

一位。

26日的義診，共服務白內障病患五十

七位、兔脣兩位、大腫瘤一位，總共六十

位。

由於經濟窘困，亞齊居民非等

痛到不能忍受不會就醫；這次

義診以外科和眼科手術為主，

讓居民十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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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慈大傳播系首屆實習結業

學期制實習備受業界肯定

2005.01.7

慈濟大學傳播系四年級學生，經過四

個月的實習，今天在台北關渡慈濟人文志

業中心舉行實習結業茶會，共有三十四位

實習學生和各單位實習老師齊聚，見證傳

播學系第一屆同學實習課程順利、圓滿結

業。

有別於一般學校的暑假實習制度，強

調「健康傳播」的慈大傳播系，「學期制」

實習制度不但是首創，連實習的單位也與

其他傳播系不一樣。在國民健康局實習的

學生闕慧芸，實習期間幫忙製作「無煙家

庭手冊」，由於設計出眾獲得採用，製成衛

教文宣品發行。而今年疾病管制局愛滋病

組衛教宣導科，也首度讓傳播系學生加入

實習，更肯定這群生力軍，製作出精確有

力的文宣資料，為疾病防治宣導工作做了

加分的效果。

茶會上處處洋溢著歡笑聲，此時傳來

陳琪穎同學考上研究所的佳音，推甄錄取

台北醫學大學公衛研究所媒體傳播組。他

分發在慈濟廣播部實習，每天都利用通勤

時間看書，而實習期間的採訪經驗，讓他

在推甄的面試中，比其他競爭者有更好的

優勢，因而金榜題名。

最後，慈大同學以「感謝天，感謝地」

的手語歌，向所有指導和協助的師長及同

儕表達感恩之意。

慈濟大學傳播系首屆實習結業茶會，在台北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舉行。



265

教育記事 記 事 年 表

驧慈大神科所成果發表

探討中樞神綆病變

2005.01.13

慈濟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利

用先天性癲癇的老鼠進行動物實驗

研究，對抑制先天性癲癇已有相當

心得。此外在中樞神經病變之探討

方面也有初步成果。十三日下午該

所舉行成果發表會與全校師生分享

研究成果。

這項「中樞神經病變之探討：

氧化成退化，老鼠也癲癇」成果發

表會，從一氧化氮與神經細胞的關

係，以及先天性癲癇的抑制這兩部

分做開端。

楊定一教授表示，老年癡呆症的患者

腦中會產生類澱粉乙型蛋白，堆積之後造

成腦部神經細胞氧化壓力升高，產生過量

的自由基，因而對神經細胞產生毒性。研

究發現，少量的一氧化氮可刺激抗氧化蛋

白質的表達，對神經細胞造成保護作用，

這種保護機制未來將有助於發展出減緩，

甚至抑制神經退化的治療方法。

不過，實驗同時也發現，過多的一氧

化氮也會讓惡性腦瘤產生抗藥性。所以，

如何精準控制一氧化氮的用量，就變得非

常重要。

蕭富仁教授則是因研究睡眠而意外發

現Long Evans大鼠有先天自發性癲癇。因

此他花了近三年的時間作觀察和記錄。

在實驗室裡，頭上附著管線的大鼠，

平均兩小時會有兩百多次的癲癇小發作，

一次發作時間約三秒鐘，發作時牠一動不

動地縮在角落裡。蕭富仁目前正以埋電池

的方式來抑制牠癲癇的發作，而且確實看

到了成效。從患有先天性Long Evans大鼠

身上，將可瞭解更多發生在癲癇病人身上

的疾病。

驧慈大實小發表英語成果

說學逗唱結合生颬應用

2005.01.17

英語是與世界接軌的語言，慈大實小

自創校以來，在英語教學上投注相當多的

心力，從一年級開始即規畫一系列的課

程，完整六年的計畫，讓小朋友能有系統

地學習與認識英語文化。

這學期的期末發表會以英語為主題，

整體呈現小朋友的學習成果。活動內容相

慈濟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中樞神經病變之探討：氧化成退

化、老鼠也癲癇」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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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豐富，有生活化的會話英語、英語朗

讀、戲劇、舞蹈、歌唱等等。

首先是歐式自助餐會做暖場，餐點由

家長志工精心準備，而「用餐」的過程

同時也是練習英語的好時機。

活動一開始，慈小的簡聰成主任與

家長分享慈小的英語教育，從英語分級

教學、英語廣播、親子英語班等，讓家

長瞭解，學校多元的教學內容。接著是

低年級的戲劇演出：Hansel and Gretel

（糖果屋）、The Sly Fox and The Red Hen

（狡猾的狐狸與紅母雞）、The Enormous

Turnip（拔蘿蔔）、The Goats and The

Trolls（小羊與巨人）。藉由角色扮演，

讓低年級的小朋友們能開口大聲說英

語，快樂地學習。

中年級除了戲劇演出外，更增加難

度較高的英語繞口令──「She sells sea

shell」，運用沙鈴與響板的節奏音效，讓

英語與韻律結合，增添不少趣味性。

高年級則演出自編自演的「I like…

…」，在上課期間，同學寫出自己最喜歡的

活動，並說明原因，再編成戲劇，將英語

應用得更生活化，也更貼近同學們的生

活，效果很不一樣！最後則以活力十足的

「Color Song」作為整個發表會的壓軸。

驧延平中學慈濟人文課

高鯧學生寒假新體驗

2005.01.18

延平中學去年暑假到慈大體驗慈濟人

文課程，由於學生反應熱烈，雖然今年寒

假才剛開始，學校裡的四百七十位高一學

生，已經來到慈大展開四天三夜的人文體

驗課程。

慈大附屬實驗小學於學期末舉辦英語成果發表會。

延平中學慈濟人文課程，生動活潑的短劇，在歡笑中學

會生活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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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認識慈濟大學，除了教聯

會的老師之外，特別安排了三十三位慈大

學生擔任隊輔。課程先以短劇開場，介紹

慈大學生的食衣住行、生活禮儀，也提醒

同學們不但要學會，最重要的是要將這些

好習慣帶回家。

延平中學朱清秀主任表示，人文課程

是學校的正規課，學校有感於整個社會失

序的生態，無形中影響了學生，而慈濟對

生命的關懷與尊重受到社會肯定，因此校

長林正國特別安排師生來到慈濟人心靈的

故鄉，在日常生活中體驗慈濟人文之美。

此次除了體驗慈濟人文之外，也希望

能對慈濟大學的各科系多所瞭解。於是在

分組活動進行前，安排了醫學院、教育傳

播學院、生命科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的院

長和老師們，與學生們對談。

四天三夜的時間，學生們用心聽、用

心看、用心學，希望把學習到的生活禮儀

及愛的種子帶回學校。

驧大愛托兒所課外教學

參訪台南市防災教鶱館

2005.01.20

台南大愛托兒所師生前往台南市消防

局防災教育館，體驗各種天然災害的情

境，並在消防隊員的示範下，學習正確的

防災逃生觀念。

走進館內，即看見古董消防車和各式

的消防衣，牆壁上掛著宣導消防觀念的海

報，深深吸引小朋友的目光。之後，孩子

們來到「地震體驗屋」，消防隊員一邊操作

一邊解說，並藉此機會考考大家的防災概

念。

地震時，為什麼要把門打開呢？為什

麼要關電源呢？為什麼要關瓦斯呢？小朋友

們開心地爭相搶答，隊員則一臉驚訝的表

情，頻頻稱讚小朋友的防災概念與機智。

通過了地震館的考驗，接著要學習火

巷逃生，並由小朋友親身體驗濃煙逃生的

方法，以及訓練使用水及滅火器來撲滅火

源。

天災無情，人間互愛。驚世的災難，

更要有警世的覺悟。台南大愛托兒所藉著

這次戶外教學，讓孩子們有機會身歷其

境，將防災逃生的知識轉化為生活常識。

驧第鰈屆全國醫技盃

十鰈校會師慈大交流

2005.02.02

全國十三所醫技相關學系共六百多位

師生，今天冒著寒風細雨從全省各地來到

花蓮參加第三屆醫技盃，除了學生們激烈

的各項運動競賽外，教師們也利用這個時

間討論醫技系實施「PBL教學（註）」的成

效。

一年一度由各校輪流舉辦的全國醫技

盃，已經是第二次在花蓮慈濟大學舉行

了。慈濟大學方菊雄校長致詞表示歡迎，

並由醫技系羅時燕主任和大會總召蘇鼎峰

代表敲響大會鑼，揭開活動序幕。

全國醫技盃有九項基本運動競賽，包

括排球、羽球、籃球、網球、大隊接力、

游泳等，以及歌唱比賽，聯誼的意味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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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的競爭，各校也藉此機會彼此觀摩、

學習。

學生在運動場比賽，老師們也忙碌得

很，他們先參觀慈大醫技系PBL教室，接

著在人文教室，由長庚大學沈家瑞教授分

享長庚PBL教學的心得與成果。

Problem Based Learning

驧慈大靺擬手術教學

大體老師啟用典禮

2005.02.21∼24

慈濟大學醫學系六年級將進行四天的

模擬手術教學，21日上午舉行大體老師啟

用儀式。

儀式由靜思精舍常住師父帶領念佛、

誦經、灑淨。當醫學生們揭開解剖台的往

生被時，大體老師安詳的容顏出現在眼

前，家屬們含著淚水，學生們雙手合十，

大家心中都有無限的祝福與感恩。

這項模擬手術教學是全國醫學院中唯

一開設的課程，針對即將進入臨床階段的

實習醫生所設計。捐贈者的大體採用攝氏

零下三十度低溫急速冷凍的方式保存，於

課程前三天回溫處理後，讓學生及醫師

們，在最接近人體的活體狀態下，模擬各

種臨床手術。

每一個手術台前除了有大體老師的生

平事蹟外，還有病史。學生必須對其家庭

背景及病歷有整體的了解。在研究醫學知

識的同時，大體老師捨身的精神也是無形

的人文教育。

四天的模擬手術課程包括有ATLS實

作、整形外科、一般外科、骨科、神經外

科、眼科、婦產科、泌尿科手術教學等，

慈濟大學醫學系六年級將進行模

擬手術教學，於2月21日舉行大

體老師啟用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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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慈濟醫院臨床醫師親自指導。白天醫學

生上課，晚上則是住院醫生再進修的時

間。

93學年模擬手術教學大體老師名單

為：劉再傳、鄭寶桂 、林碧霞、李忠義、

董進雄、林淑媛、王鎮國、王張金快。

驧檳城社教推廣中心

種子老師回台研習

2005.02.26

慈濟大學檳城社會教育推廣中心4月初

開課在即，二十三位來自馬來西亞檳城、

怡保和雪蘭莪的種子老師，今日回台灣參

加為期五天的研習營隊。

程章說，他是帶著興奮的心情回台，

就好像出國留學一樣。

「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我一定要把握因

緣。」雪蘭莪慈青塗舒盈說。

還在大學唸書的舒盈，為了此次營

隊，特地請了假。她懷著興奮的心情參

與，並且發願要好好吸取經驗，將慈濟

人文帶回馬來西亞。

團員中除了年輕的慈青和志工，也

有上了年紀的志工。

「希望將課程的內容，全部記在腦

海裡，再帶回馬來西亞。」志工們都是

抱著勇猛精進的精神，學習成果肯定不

輸給年輕人。

此次課程內容非常充實，除了花

道、茶道、手語和慈濟人文課，還有一

項特別的課程──「蕙質蘭心」，也就

是學習如何做個好主婦。

這是馬來西亞分會第一次組團回台取

經，期待這第一批的種子老師能成為社會

教育推廣中心的生力軍。

驧大體老師追思儀式

學生緬懷大捨道感恩

2005.02.26

成就一位大醫王，不但需要比一般大

學課程還要長的時間，還要有大體老師的

捨身，才能完成醫學專業訓練。慈濟大學

是日舉行感恩追思儀式。學生在三年級

時，大體老師帶領他們認識人體奧秘；即

將進入醫院前，又讓他們學習各種手術開

刀方法，用身體培育他們。

從啟用、上課、入殮、送靈、感恩追

思到入龕儀式，慈濟大學解剖教育是一篇

篇美麗的人文樂章。師長帶領學生用最恭

敬、感恩的心，劃下每一刀，大體老師將

他們的身體毫無保留地交給學生。

慈大醫學系解剖課程結束，舉辦大體老師追思典禮，學

生向家屬獻花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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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系七年級的孔睦寰，過年時在急

診室值班，遇到一位氣胸的病人，情況非

常緊急，他將臨床模擬手術學到的插管技

術及時用在病人身上，成功救活了病人，

孔睦寰同學說：「聽到插管成功時發出

『唏』的聲音，我腦中浮現實驗室裡大體老

師安詳的面容。」

今天的感恩追思儀式，證嚴上人致贈

大體老師家屬感謝狀，上人開示時表示，

人生就像舞台，有上台的一刻，也有下台

的時候。無常什麼時候來？我們將用什麼

樣的形式離開？大家都不知道。大體老師

選擇以醫學教育的方式奉獻身體，他們達

成了心願，那分心意也將陪伴醫師們在未

來行醫的路上永永遠遠。

匯聚社會大眾的愛心，成就醫學教

育，93學年度慈濟大學二十四位大體老師

舉行入龕儀式後，骨灰置於琉璃罈裡，安

奉在慈大的大捨堂，供人敬仰與追思。

驧九十鰈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慈濟技術學院國樂社獲殊榮

2005.03.08

慈濟技術學院國樂社傳捷報，在教育

部主辦的「九十三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大專團體Ｂ組絲竹室內樂合奏競賽中，拿

下全國優等第二名的殊榮，從全國三十七

個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

國樂社是慈濟技術學院相當出色的學

生社團，成立不過數年的時間，在指導老

師陳耀文及楊珍慧的帶領下，團員們個個

認真，不論校內或是校外的演出機會都積

極參與，以累積臨場經驗。除了表演之

外，國樂社多年來也積極參與各種比賽，

並且兩度獲得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的優等殊

榮，近期更是一舉拿下教育部四年舉辦一

次不分區的「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團體B

組絲竹室內樂合奏」第二名的佳績。

國樂社這次比賽的曲目除了主辦單位

的指定曲「春郊試馬」之外，另一首自選

曲「打春」則是國內首度的公開演出，選

擇這首曲目的陳耀文老師表示：因為「打

春」是大陸作曲家景建樹的作品，除了大

陸、香港及維也納等地，從未在台灣公開

演奏過，在取得作曲家的同意之下，國樂

社利用三個星期的時間進行練習，八個人

演奏二十七個樂器，難度相當高，但也相

當有趣。

楊珍慧老師則表示，這次國樂社十三

位團員到台中參加比賽，感恩當地慈濟人

熱情的協助，不僅幫忙解決交通、食宿問

題，還擔任最認真的聽眾，在同學們綵排

時給予鼓勵及指導，此次得獎的榮耀應該

跟志工們一起分享。

驧第四屆超導磁浮創意賽

慈中超導電動門奪銅牌

2005.03.05∼06

去年8月開賽的「第四屆全國高中生高

溫超導磁浮創意競賽」，決賽於今年3月5、

6兩日舉行，東區唯一入選決賽的慈大附中

代表隊以「超導電動門」一作榮獲銅牌

獎。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自民國91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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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全國高中生高溫超導磁浮創意競

賽」，採自由報名方式，今年是第四屆比

賽，共有來自全國一百九十三支隊伍、約

八百位學生參加。

慈大附中高三學生廖國翔、劉庭豪、

嚴仕峻、梁毓欣、陳中慈五位同學，有感

於學校裡的電動大門因使用率過高而頻生

故障，遂在物理科倪益民老師指導下，以

「超導電動門」為研究主題，利用電磁鐵通

電可對強磁產生排斥作用以達到快速開關

的效果。

他們於去年8月決定參與比賽起，就積

極蒐集相關資料及研討。去年12月獲知為

花蓮區唯一進入決賽之隊伍，更建立信

心，然因學測逼近，不得不暫時放下。待

學測結束，開學之後，又連日趕進度，每

天開會、討論、實驗、克服重重困難及挫

折，終於將作品完成，最後贏得銅牌獎，

也就是全國第三名的榮耀。

值得一提的是，在參賽過程中，同學

「第四屆全國高中生高溫超導磁浮創意競賽」決賽，慈大附中高三學生廖國翔、劉庭豪、嚴仕峻、梁毓欣、

陳中慈，以「超導電動門」一作榮獲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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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得到許多貴人相助，除了教授及學校老

師指導外，學校福利社老闆也提供幫助。

位於建國路上的視覺廣告社老闆蘇崇閎，

更免費協助同學們製作看板、道具。為了

感恩蘇老闆的熱心，同學們在獲獎返校之

後，特地準備了蛋糕及感謝狀，前往廣告

社與老闆共同分享喜悅。

驧馬來西亞人文學校共識營

玻璃市首屆慈幼班先取綆

2005.03.12

慈濟馬來西亞玻璃巿聯絡處是日舉辦

「人文學校共識營」，讓吉打、日得拉和玻

璃市三個據點人文學校二十八位老師共聚

一堂，分享慈濟人文教育理念。

吉打分會、日得拉聯絡處的人文學校

將在3月25日開課。今年的教學特色是親子

一起上課。起初，大家還擔心這個規定會

影響招生人數，但令人欣喜的是，每位前

來報名的家長，皆願意抽出時間來上課，

和孩子共同成長。

此外，玻璃市聯絡處也將在27日，開

辦由二年級及三年級學生組成的慈幼班。

這也是慈濟在玻州第一屆慈幼班，目前已

有十五位報名。

由於是首度開班，玻州志工希望能向

擁有五年教學經驗的吉打支會教聯會老師

「取經」，於是提議舉辦一場人文學校共識

營，讓新的一批發心承擔的老師和隊輔，

能更深入瞭解和掌握慈濟教育理念。

共識營的課程，除了慈濟人文教育理

念、功能組職掌說明，也包括了生活禮儀

和學佛行儀，還有輕快活潑的手語唱遊，

以及實用又生活化的靜思語教學，讓大家

輕輕鬆鬆掌握慈濟教育理念，滿載而歸。

驧雪蘭莪慈幼班開課

書軒開辦兒童繪畫

2005.03.13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經過精心策畫及萬

全準備下，雪蘭莪慈幼班3月13日終於創班

開課。班主任、老師及隊輔們，都帶著興

奮的心情，迎接孩子們的到來。

當天早晨，小朋友們歡歡喜喜地牽著

父母的手到靜思書軒報到，一張張雀躍的

小臉上，寫滿了期待與好奇。在隊輔媽

媽、課程組哥哥、姊姊的帶領下，四十多

位孩子一點也不怕生，滿心歡喜地開始為

期一年的人文課程。

今年雪蘭莪慈幼班只開辦兩班，分別

是大愛班二十五位學員（小學一至二年級

學生）與感恩班二十位學員（小學三至四

年級學生），包含老師和志工共四十位。人

文課程採用靜思語教學，課程包括手語、

生活教育、學佛行儀等，讓孩子們在生活

中實踐人文。

除了慈幼班之外，為了讓學齡前的小

朋友，也可以接觸靜思文化，雪蘭莪靜思

書軒人文教室，也開辦了兒童靜思語繪畫

班，供四至六歲的小朋友，透過圖畫、故

事、遊戲等方式，接觸良善的訊息。目

前，兒童靜思語繪畫班有學生三十二位，

包括老師與志工共二十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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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微軟潛能創意盃競賽

慈大附中獲全國第鯧

2005.04.20

2005年微軟的年度大賽──潛能創意

盃競賽，慈大附中榮獲電玩設計全國第一

名，參賽的指導老師宋國榮及三名學生郭

又慈、洪澤洋、潘彥能於4月20日前往台北

亞太中心接受頒獎，預計在培訓後進入國

際競賽全球決選，勝出隊伍將於暑假中遠

赴日本橫濱參加全球競賽，與世界八強一

較高下。

微軟公司希望藉由年度競賽活動，鼓

勵台灣的年輕學子運用所學，發揮自己的

創意，特別將國際比賽規則彈性放寬，共

推出九個比賽項目。慈大附中參加其中的

電玩設計競賽，經過初賽、決賽，最後獲

得台灣區電玩設計競賽第一名的殊榮。

指導老師宋國榮謙虛地表示，獲獎是

同學們努力的成果，並感謝學校設備組長

林永平和資訊組長張家晟的大力協助。三

位參賽的同學都非常積極、認真，互相提

出問題，不斷地討論與構思，研擬各種的

可能性與可行性，並將企劃書與實作結

合，將構想中的奈米機器人分工合作，將

戰術實際運用在3D遊戲中。

慈大附中校長歐源榮，對參賽老師與

同學的優異表現，特別予以嘉獎，歐校長

強調，慈大附中除了重視人文、生活教育

外，也十分重視資訊教育。每週的電腦課

程，每位同學都有一部電腦可以使用。假

日亦開放電腦休閒教室，供學生操作。此

次得獎是學校資訊教育努力的結果，也是

學校五育並重的具體呈現。

慈大附中於潛能創意盃

競賽獲電玩設計全國第

一名，參賽的指導老師

宋國榮（左一）及三名

學生郭又慈、洪澤洋、

潘彥能與歐源榮校長

（左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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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北大與慈大簽署協議

未來將進行學術交流

2005.04.23

大陸北京大學由陳文申常務

副校長率領十一位教授來台，於

20日到25日參訪慈濟志業體，並

在今天與慈濟大學簽署合作備忘

錄，針對兩校未來的學術交流等

進行討論。慈濟大學駐校董事王

端正表示，知識是全人類的共有

財產，希望藉由雙方的合作，為

人類謀求更大的幸福。

慈濟大學與北京大學在2002

年訂有交流協議，期間本有學生

交換計畫，但因SARS取消，這次北大再度

來訪，希望彼此能就實際的交流內容有初

步的默契和瞭解，雙方就生命科學類、醫

學類、人文社會學類三方面進行討論，期

許能夠藉由頻繁的互動，激盪出利益人群

的成果。

為了就兩校實質合作的方向做進一步

的協定，北京大學包括常務副校長陳文

申、生命科學院副院長沈揚、北大臨床腫

瘤醫院劉淑俊醫師、基礎醫學院周春燕副

院長、北大港澳台辦公室王勇主任助理等

十一人，深入參訪慈濟志業體，他們對於

慈濟大學全球獨創的多階段大體解剖教

學，印象尤其深刻。而慈濟大學各學院也

在院長的帶領下，和北大教授們就研究領

域彼此交流。

今天由慈濟大學方菊雄校長和北京大

學陳文申常務副校長簽署兩校合作備忘

錄，備忘錄擬定雙方交流方式將以教師合

作、互訪，共同召開研討會、學生交換上

課、研究計畫等模式進行。

驧推廣「PBL教學法」

慈技邀專家交流

2005.04.23

慈濟技術學院創技職院校之先，使用

「PBL教學法」將近一年，學習成效不錯，

為了推廣此項教學法並達到互相學習的效

果，22日特別舉辦「PBL 以問題為基礎教

學法研習會」，邀請國內的醫療院所及醫護

學校共同切磋、學習。

什麼是PBL？所謂的PBL就是以問題為

基礎的教學方法，而這項學習法起源於加

拿大，國內目前只有少數幾所大專院校實

施，而且大多數都是醫療護理相關院所，

大陸北京大學與慈濟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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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在國內可以說是一種新的潮流。傳統

的教學法，大多是老師逐一講解課文內

容，學生被動式地接受資訊，學習效果較

差。而PBL則是以提問為前導，學生必須

透過各種資訊管道取得答案，主動去尋找

答案，甚至在從答案中再去發現問題，學

生的思考邏輯會被有效地開發出來，讓學

習變得活潑而有效率。

由於這是一種新的學習方法，22日的

研習會特別邀請已經實施PBL教學法的學

校，包括慈濟大學醫學系、高雄醫學大

學、陽明大學、輔仁大學等專家學者做分

享。主辦單位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表示，

這場研習會，期望透過實施單位的經驗分

享及成效評估，提升教師的臨床實務教學

能力，藉以落實技職體系實務為導向的培

育特色。

驧全國中正盃武術錦標賽

慈大附中創佳績

2005.05.06

推展武術運動不遺餘力的慈大附中，

於94年度全國中正盃少林拳道武術錦標賽

中再創佳績，共拿下三金、四銀、四銅，

總計十六人獲獎，並且勇奪團體總錦標高

中女子組第二名、高中男子組第三名及國

中男子組第三名。其中高二潘玟璇分別獲

得傳統北少林長拳、亞運甲組太極劍、亞

青太極拳三料冠軍。

慈大附中國術社由徐振家老師創辦及

帶領。為了讓熱愛國術的同學有更大的發

揮空間，慈大附中在兩年前成立國術校

隊，兩年來已於各項武術比賽中屢創佳

績。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加入國術隊的

同學，過去並未接觸武術，一切都是從基

礎功練起。基於對國術的熱愛，他們不僅

在社團時間練習，每逢周末假日，更主動

放棄休假時間，留在校內積極苦練，勤奮

精神令人感動。

此次勇奪三面金牌的潘玟璇，從小因

94年度全國中正盃少林拳道武術錦標賽，慈大附

中代表隊共拿下三金、四銀、四銅，總計十六人

獲獎。

慈大附中國術校隊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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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祖父的關係開始練習太極拳。

原以為升上高中後就沒辦法再繼

續練拳了，沒想到慈大附中的國

術社，讓她得以繼續鑽研太極拳

這項專長，也能學習其他拳法，

真是一舉多得！在短短兩年內，

潘玟璇已經贏得三個全國性武術

比賽第一名，在師長與同學眼

中，她是位溫柔又和善的「俠

女」。

除了潘玟璇外，吉盈叡、鍾

蕙如、蔡雁如、白泳純也在此次

比賽合力拿下傳統拳術團練國中

女子組金牌；高二謝綜烜勇奪兩

面銀牌及兩面銅牌；張雅筌、陳

柏霖分獲傳統北少林拳高中女子

組及國中男子組銀牌；王心俞獲傳統北少

林拳高中女子組銅牌；此外尚有八位同學

獲得四、五、六名，共計十六人獲得二十

三個獎項，成果輝煌。

驧清邁慈濟學校創校

小學部開學啟蒙典禮

2005.05.16

歷經重重難關，一一克服之後，終

於，泰國清邁慈濟學校開學了！

5月16日上午8時，五十八位學生從十

位老師手中，接下課本，完成啟蒙儀式，

也開展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於海外辦學的

第一頁。

十一年前，慈濟基金會在泰國北方執

行「三年扶困計畫」，為異域孤軍興建屋

舍、改善農業技術、安養老人之後，有感

於教育的重要性，於是積極籌設學校。

七年前，選定人口不到十一萬人的芳

縣，興建「佛教清邁慈濟學校（Chiang Mai

Tzu Chi School）」，學程包括小學、中學、

專科學校。

建築工程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而設

校申請，更是波折不斷；然而慈濟人不放

棄希望，經過無數次的溝通之後，終於得

到泰國政府的認可。

為了讓學生早日習慣新校園、新生

活，在開學典禮之前，學校與慈濟基金會

泰國分會合作，於5月14、15兩日安排的新

生訓練，也將學習成果在開學典禮上呈

現。

用心設計的課程，包括四威儀、如何

保護自己、常懷感恩心等。由泰國慈濟人

五十八位學生從十位老師手中接下課本，完成啟蒙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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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隊輔媽媽、生活爸爸，全程陪伴孩

子。

以學生為主角的開學典禮，盡是天真

的童言童語。典禮規模雖小，卻溫馨感

人，連觀禮的家長，也忍不住落淚。尤其

表現「生活教育、人文涵養、做人規矩」

的手語表演、奉茶、行儀，均讓人耳目一

新。

結束泰語、華語、英語童謠節目表演

之後，即是開學典禮的主題──「啟蒙儀

式」。五十八位學生從十位老師手中接下課

本，完成啟蒙儀式，寫下清邁慈濟學校校

史的第一頁。

驧花蓮縣中小學科學展

慈小「天蠶外傳」奪魁

2005.05.20

慈大實小在自然與科技的

教學上一直不遺餘力。時常創

新、突破，除了常態性的課程

外，也經常安排校外踏察，讓

小朋友們可以學以致用，達到

更好的學習效果。並且學校每

年都舉辦一次「主題研究發表

會」，將平時的研究主題發表

出來，藉彼此觀摩的機會提升

小朋友的研究及發表能力。

今年慈大實小報名第二十

五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成果

亮麗。國小組自然科「天蠶外

傳」榮獲第一名，參賽學生為

四年一班周炫谷及六年一班周

子翔。當被問到為什麼想要以「蠶」作為

研究的主題時，炫谷的回答很有趣，「因

為三年級養蠶時，有幾顆蠶繭沒有孵化，

很想知道原因，所以就邀姊姊一起做研

究。」姊弟倆將蠶繭的避震能力、防水

性、透氣性、酸鹼度等都做了不同的實

驗，還做了一個「皇家城堡」作為未來房

屋的小模型呢！

另一組則是以「看我來不來電」當主

題，以水果做為實驗材料，看看水果是否

能夠發電？由五年一班邱邦傑、蘇俊嘉、

邱逸軒、陳卿雲、楊適輔等五位同學共同

研究。經過這一次科展後，除了知識上的

增長外，更促進了彼此間的情誼，這可是

第二十五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慈大實小代表隊以「天蠶外傳」榮

獲國小組自然科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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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所料想不到的呢！

最後，「天蠶外傳」將代表花蓮縣參

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全校師生都給

予衷心祝福，期望他們再傳佳績，為校爭

光。

驧慈技「護理系學會」

獲全國大專社團優等獎

2005.05.28

慈濟技術學院的學生社團，不僅種類

多，就連舉辦的活動也是多樣化，社團生

活多采多姿，深受同學的支持、喜愛，其

中「護理系學會」及「慈青社」由於表現

傑出，近來獲得學校推舉參加全國大專院

校績優學生社團評鑑，其中護理系學會獲

得優等獎，由教育部頒獎表揚。

屬於自治性社團的護理系學會，5月28

日第一次參加全國績優社團的評選，能夠

在一百多個社團中脫穎而出（特優獎四個

社團，優等獎六個社團）獲得優等獎項，

護理系學會同學感到既驚訝又興奮，同學

表示由於護理系學會是人數頗多的大社

團，在活動的聯繫、設計及溝通上比較花

心力，能夠獲獎表示對社團的肯定，也證

明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未來系學

會會更加努力，不論在社區服務或專業技

術的加強上都會更用心，希望結合護理系

的專長服務更多人。

對於護理系學會能夠獲得教育部評選

為優等社團，指導老師田培英感到相當開

心，她表示，同學們真的很用心，很配合

也很有自治精神，不論在社區衛教的活

動，或者是自我技能的培訓，每個人都很

認真，不讓師長操心，帶領他們很有成就

感，希望同學們繼續加油！

驧慈大「畢業音樂劇」

師親生演出叮嚀與感恩

2005.06.11

慈濟大學今天舉行畢業典禮，今年共

有十三所九個系四百八十一位畢業生，其

中傳播學系、人類發展學系、東方語言學

系都是第一屆的畢業生。校長方菊雄帶領

畢業生做校園巡禮，從熟悉的教室、運動

場、慈誠大道……，每個場景都留有令人

懷念的身影。

畢業典禮一般由師長和畢業生致詞，

這次在慈濟大學則是用歌唱、用表演的方

式，可說是獨步全國。由全校師長聯合演

出「叮嚀」，期待學生們要發心立願，作社

會的棟樑。

醫學七畢業班孔睦寰，寫了兩首歌曲

來表達他的心情，「心內的話」送給默默

協助他們完成醫學教育，今天卻無法來參

加畢業典禮的大體老師；「想念」是送給

即將離別的同學，由同班同學徐 峰、黃

文輝、吳錦雯，以及東語系畢業生鄭雅云

共同合唱演出。

整場畢業音樂劇，不只有慈大師生表

演，還特別邀請畢業生家長一起演出「跪

羊圖」，方校長特別提醒學生們，今天能夠

順利畢業要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

這場別開生面的畢業典禮感動了許多

家長，看到學校對孩子的教導，家長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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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校師長聯合演出慈濟音樂手語歌曲「叮嚀」，期待學生們要發心立願，作社會的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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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學校的用心。會場外，學弟妹排列在

靜思堂道侶廣場上，向學長姊們獻上深深

的祝福。校方也送給每位畢業生一顆包著

靜思語的粽子，每一句話都是證嚴上人的

殷殷叮嚀及祝福。

驧台南慈濟中小學動誦

預計兩年後完工招生

2005.06.25

6月25日的雨後早晨，佛教慈濟台南中

小學動土典禮在讚佛偈歌曲中展開，慈濟

大學張芙美副校長、慈濟中學歐源榮校

長、台南市許添財市長代表上香與致詞。

接著由許市長、張副校長、歐校長暨台南

市多位市議員及地方代表參與動土儀式。

今日動土儀式雖然在綿綿細雨中進

行，仍有來自雲嘉南及當地的志工與社區

民眾近二千位參與祝福。台南當地香積志

工一大早就在分會煮湯圓，希望每位與會

人員也能分享這分喜悅。

台南慈濟中小學預計2007年完工並招

生，預計招收九十六班，國小至高中每年

級八班，學區為台南市大學區，收費比照

私立學校，但保留百分之六的名額給台南

市低收入戶子女及殘障學生，並以公立學

校收費標準收費。希望以此為據點，在西

半部推動慈濟人文教育。

驧印尼慈濟中小學校

首屆畢業生成長營

2005.06.25∼26

設立於印尼雅加達金卡蓮大愛一村的

慈濟中小學校，今、明兩天為首屆畢業生

舉辦成長營，教導學生關於生活禮儀及瞭

解父母的養育之恩。

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會在學生畢業前，

以畢業旅行的方式慶祝，但是慈濟學校確

有所不同，以舉辦成長營來慶祝。

台南慈濟中小學動土典

禮，有來自雲嘉南及當

地的志工與社區民眾近

二千位參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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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的成長營，設計了許多課程。其

中一堂課名是「生命的手帕」，志工發給每

人一條白手帕。代表人人剛出生時，都是

那麼純潔、無污染。接著在手帕上打結後

再塗上顏色。不久，每一條白手帕都塗滿

了花花綠綠的色彩，代表人生是被後天環

境所塑造而成的。

另一個感人的課程是播放「父母恩重

難報經」的音樂劇。慈濟中小學生大部分

來自貧困家庭，多半知道父母為維持家計

所付出的辛勞，但仍然不懂得父母的養育

之恩，看了影片的內容之後，許多學生也

感動得流淚了。

成長營的目的是要啟發孩子的感恩

心，及教導生活禮儀，讓他們畢業後，能

以成熟的態度面對種種的問題。

驧慈大實小附設幼稚園

國幼班審查「零顒點」

2005.06.26

繼去年離島地區開辦國民教育幼兒

班，今年，教育部針對偏遠原住民鄉鎮，

也開始試辦「國民教育幼兒班」，並在花蓮

縣全縣試辦。

慈大實小附設幼稚園，以「零缺點」

通過審查標準；優美的校園環境、優秀的

師資陣容、完整的教材設計、安全的教學

環境，以及消防安檢等各項軟硬體設施，

都深獲大家的肯定。

教育局副局長李志成表示，慈大實小

附設幼稚園自94年9月開始，成立國民教育

幼兒班，正式對外招收五足歲的幼兒。除

了寬敞明亮的空間，教育機能兼備以外，

最重要的是所有設備，課程內容規畫，完

全針對幼兒量身訂做。面對教育局官員突

然來訪，學校以零缺點通過審查，絕非僥

倖。

慈大實小幼稚園老師陳佩珠表示，這

一次，花蓮地區共有六十所學校近兩百個

班級，通過審核；而這項政策，讓幼生每

人每年獲得五千元，私立學校每位幼兒每

學年有兩萬元學費補助，就是希望能讓偏

遠地區兒童，有更多受教的機會，也為教

育向下延伸作準備。

驧醫學資訊跨領域合作

慈大與交大締結姊妹校

2005.07.06

花蓮慈濟大學和國立交通大學，今天

正式簽約成為姊妹校，這是國內教育界的

盛事。未來，兩校要進一步發展學術研

究，並以慈大領先的醫學技術，結合交大

的頂尖科技，共同領導國內的醫療品質，

達到世界級水準！

慈大校長和老師們，一大早從花蓮搭

機前往新竹，在交大校長張俊彥和慈大校

長方菊雄互換合約後，兩校正式成為姊妹

校。交大向來以培養資訊人才聞名，而慈

大擅長醫學人文教育，兩校首度跨領域合

作，未來要以醫學結合資訊，共同提升國

內醫療技術。

慈大方菊雄校長談到，醫學與資訊結

合是未來的趨勢。目前，交大電資院和慈

大醫學中心，已經共同合作提出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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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交大研發醫療器材，慈濟提供臨床實

驗。期望在兩校共同努力之下，讓國內醫

療生物科技的發展，獨步全球！

驧慈大實小愛的接棒

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

2005.08.03

花蓮慈濟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校長楊月

鳳，在學校服務五年時間，看著慈小從無

到有，陪伴孩子們成長；如今，她正式卸

下校長的職務，轉任慈濟基金會教育志業

發展處服務，並於今天舉行交接典禮，由

白麗美接任。

一幕幕美好的回憶，有歡笑也有感

動。身為慈小的大家長，楊校長總以招牌

的笑容，讓人如沐春風。也把慈小營造成

溫馨的大家庭。早屆退休年齡的她，如今

要正式卸下校長職務，並應聘為名譽校

長。

而新任的校長白麗美，今年六月份剛

從台北市建安國小校長一職退休，本身也

是慈濟教聯會成員的她，決定來到花蓮服

務，並接下愛的棒子，繼續培植更多優秀

人才。

上人開示：「傳燈、傳心、傳承。愛

的教育不只沒有改變，反而增添一分力

量。」

名譽校長楊月鳳，經過五年的努力，

打下深厚基礎；而新任校長白麗美，同樣

秉持慈濟的教育理念，繼續帶領慈小，以

人文學校的典範為目標，邁向國際化。

驧靺擬實境手術教學

資深住院醫師進修

2005.08.26

慈濟大學在兩年前，首創台灣第一次

模擬手術，讓實習醫生在大體老師身上動

手術。而花蓮慈濟醫院，在慈大的協助

下，也開辦台灣首次針對資深住院醫師的

模擬手術，8月26日上午舉行大體老師啟用

儀式。

花蓮慈院副院長石明煌表示，26日開

始的模擬手術課程，內容涵蓋一般外科、

整形外科、神經外科、骨科、耳鼻喉科、

胸腔心臟外科等六個科別，執行超過十種

以上的手術，有些術式即便學得，也不容

易經常演練，如今模擬手術課程，能讓醫

師們有更多學習的機會，如果順利，之後

將成為花蓮慈院常態教學課程。

今早的啟用儀式，由靜思精舍常住師

父帶領虔誠念佛，並感恩大體老師貢獻醫

學的大捨與大愛。

這兩位大體老師，都和慈濟有著特別

的因緣。張簡傅假老師，是精舍德念師父

的俗家母親；而鄧春治老師，本身就是慈

濟委員，他們心心念念都是護持慈濟。

家屬把小愛化為大愛，讓有限的生

命，發揮無限的功能，也讓醫師們有機會

在專業醫療上更求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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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為成立人文學校做準備

聖迪瑪斯慈濟人文班開學

2005.08.26

慈濟美國總會聖迪瑪斯園區人文班，

今天舉行開學典禮，這是為日後正式成立

人文學校所做的準備。雖然第一年只有三

個班級，學生大約五十名，但所有的老

師、志工毫不馬虎，佛堂、教室、每一個

小地方，都佈置得莊嚴又活潑，希望讓第

一次來的家長和孩子們印象深刻。

典禮中，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與大

家分享，文化有好有壞，但是慈濟人文是

人類付出大愛的結晶。所以我們希望孩子

在這樣一個優美的環境之下，可以學習到

如何與人相處，成為一個孝順的孩子及好

公民。

溫馨的開學典禮結束後，所有的孩

子由愛心媽媽及老師帶往教室，正式開

始今天的課程。而家長則到另一個地

點，與班主任進行座談會，展開雙向溝

通。

人文班不但為孩子設計了中文、人

文課程，還有多樣的課外活動，如畫

畫、紙黏土、團康唱遊等。每個月還安

排親子活動，邀請不同的專家，和爸爸

媽媽分享教育專題，讓家長也可以學習

如何傾聽孩子的聲音。

驧為繁華都市注入清流

慈大吉隆坡社教中心啟用

2005.08.27

台灣慈濟大學吉隆坡社會教育推廣中

心毗鄰靜思書軒，今天正式啟用，成為馬

來西亞第三間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

心。來自台灣的慈濟大學方菊雄校長、社

會教育推廣中心曾漢榮主任和慈大師資、

靜思手語隊，以及慈濟馬來西亞各地志工

代表共同見證與祝福。

慈濟榮董林孝式先生一年前捐出靜思

書軒的建築物，此次再把書軒旁邊的店舖

捐出，供開辦社會教育推廣之用。讓社區

民眾有機會接觸真善美的慈濟人文，他認

為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台灣一行十六人的「慈大社教中心師

台灣慈濟大學吉隆坡社教推廣中心正式啟用，讓清流融

入繁華的都市脈動中，加速淨化人心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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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馬來西亞人文行」，為吉隆坡社教人文課

程鋪路，率先開辦「妙手生華」手語課程

及推介樸實藝術。此外，數位慈大師資也

在會所舉辦為期兩天的「親職教育與健康

促進研習會」，父母汲取了錦囊妙計，同時

更關心自己的健康問題。

目前，社教中心已開辦茶道、花道、

書法、烹飪、瑜伽等結合人文和生活元素

的課程，未來將持續推廣人文、藝術、生

活應用等系列課程。每一個課程都是學期

制，平均上課時數為十五小時。

驧印尼慈濟小學「小主播」

培養學生組織及表達力

2005.08.30

印尼金卡蓮大愛一村慈濟小學設置了

「小主播」廣播電台，從7月初開播，讓學

生善用下課十分鐘的時間來當小主播，藉

以培養學生組織及表達能力。沒有高科技

設備的幫忙，只能使用最簡單的廣播工

具，但是能當上主播及新聞記者，學生們

學習的熱情不減，而且精力充沛。

「小主播」是學校廣播電台的稱號。由

學生輪流來執行採訪播報的工作。他們就

像個真正的新聞記者一樣，先蒐集各種訊

息整理成重點，然後在一個小工作室裡播

出。Fitri與 Irfan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第

一次當主播時心裡很緊張，但是有了一次

次經驗的累積後，兩人的台風越來越穩健

了。

雖然播報時間只有短短的十分鐘，但

也有不少好處。學生Nur Priyanto就表示：

「廣播電台對學生很好。因為能表達出自己

的想法。」

雖然各種傳播技術不斷發展，但廣播

電台仍有存在的價值，透過它宣導的訊息

又快又迅速，也可以訓練學生的組織與表

達能力。

驧慈大傳播系授袍

社會清流添新軍

2005.09.15

慈濟大學傳播系為四年級學生規畫了

十二個學分的實習課程，一學期四個月在

傳播媒體實習，不但是全台首創，尤其臨

出校門前的授袍典禮，也是全國僅有。這

學期的實習授袍典禮，今天在靜思精舍舉

行，由證嚴上人親自將實習制服授予學

生。

印尼金卡蓮大愛一村慈濟小學設置「小主播」廣

播電台，培養學生的組織與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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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開示，天下無災難要從沒有人禍

開始，而傳播媒體就要有這份淨化人心的

責任，期許大家以「看得真切，表達純

淨，行為端正，內心真誠」的態度，在未

來的實習單位學習。

慈大傳播系今年是第二屆實習課程，

「學期制」的作法受到學生和實習單位的認

同，因此，這堂課雖然為選修課程，但是

全班三十四位同學，共有三十一位願意到

業界學習和磨練。今年實習的單位包括：

公共電視、天下雜誌、花蓮慈濟醫院醫發

處、董氏基金會、馬偕醫院公關、博達廣

告、信誼基金會、百帝廣告公司、慈濟人

文志業中心（包括經典雜誌、大愛台、廣

播和月刊）等，共十二家傳播媒體。

授袍典禮結束後，證嚴上人提醒同學

們，天蓋之下、地載之上，大家就像一家

人，天下有難、匹夫有責，這就是傳播人

的使命，期許學生能成為社會的清流，為

淨化人心盡一分心力。

驧兩岸學童盃數學競賽

慈大附中表現優異

2005.09.25

由台北市兒童教育學會與中華民國數

學教育學會主辦的「海峽兩岸第八屆學童

盃數學暨心算比賽」，是為了增進學童學習

數學及心算的興趣與程度，並促進海峽兩

岸學術交流與民間友誼而舉辦。比賽項目

證嚴上人親手將實習生制服一一授予慈大傳播系四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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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學與心算兩項目，參賽對象則分為幼

稚園、國小與國中三組。

這次是第一次在花蓮開設考區，雖然

匆忙地準備報名事宜，但慈中的孩子們卻

是全心全力地接受這項挑戰。這次比賽由

王培錦老師負責指導，她積極鼓勵孩子們

把握這次校外參賽的機會，除了增進學習

數學的興趣與程度，也能提升自我的能力

與信心。

這次學童盃數學暨心算比賽，慈大附

中學生在數學項目中拿下國中組榜首。在

二十五分鐘寫完二十五題的分秒必爭的比

賽中，國二大愛班詹健暘與國二善解班蔡

佩倫，在這緊促的時間內只錯三題，榮獲

第一名與第二名的寶座。而國中部一至三

年級參與的五十多位同學也囊括了前五名

的獎項，其中包括了三十一座獎盃，凡此

殊榮及學生們踴躍參與的團隊精神，讓全

校師生一同分享了這份榮耀與驕傲。

驧慈中生命教鶱體驗月

全校師生鯧起愛生命

2005.10.01

為響應證嚴上人「知福、惜福、再造

福」的期許，以培養柔軟心、體驗災民和

貧民的心情，進而以尊重生命、熱愛生命

為宗旨，慈大附中學務處特舉行全校性

「人傷我痛、人苦我悲──生命教育體驗活

動」，希望藉此讓全校師生體會生命的重要

與可貴，提升師生對食物、水資源的惜物

觀念，且能疼惜自己、尊重他人，進而培

養熱愛大自然的情操。

慈大附中將整個10月訂為生命教育體

驗月，分別於不同日期進行包含「飢腸轆

轆」、「水源、水緣」、「親愛的寶貝」、

「天生好手」四個活動。第一個「飢腸轆轆」

活動，號召大家體驗災民或貧民逼不得已

海峽兩岸第八屆學童盃數學暨心算比賽，慈大附中代表隊囊括前五名，奪得三十一座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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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飢餓感，進而能夠將未進食所剩餘的金

錢，作為國際賑災慈善之用，培養全校師

生悲天憫人的胸懷。

第二個「水源、水緣」活動，全校僅

保留飲用水及餐前洗手水，每個人使用廁

所後，必須到附近的洗手台提水、沖水，

體驗無水的不便及珍惜水資源的重要性。

第三個「親愛的寶貝」活動，不僅全

校同學，凡是未生產過的老師，不分男

女，都要裝扮成孕婦，全天候在腹部綁著

三公斤的重物，更須保護一顆象徵孩子的

雞蛋，以體驗母親懷胎十月的辛勞。

最後一個活動為「天生好手」，在此活

動中全校師生將自己的左手綁住，體驗僅

以一隻手生活的實境，藉此同理身心障礙

者生活上的不便，進而啟發關懷弱勢族群

的情操。

其實，整個生命體驗月的活動，最重

要的是學習付出與感恩，瞭解布施不是有

錢人的專利，而是發自一分虔誠的愛心。

驧慈濟四校聯合校慶

運動會暨義賣園遊會

2005.10.22

慈濟教育志業體於10月22日歡慶慈濟

大學十一周年、慈濟技術學院十六周年及

慈濟中小學五周年校慶。慈濟教育志業校

慶係由四校輪流舉行，今年由創校五周年

慈濟大學、技術學院、中學、小學四校聯合校慶運動會暨義賣園遊會開幕式。

同學們在飢腸轆轆活動當天，不吃午餐，體驗災

民挨餓的感覺，並且在老師的帶領下，祈求天下

無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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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慈濟中小學主辦。

此次校慶的主題是「堅持理想希望、

豐富人文內涵」，慈濟基金會王端正副總執

行長應邀致詞時表示，教育是根、人文是

本， 根深本厚，枝繁葉才會茂；教育要有

理想，有理想就會有目標，有目標才會有

希望。他同時也勉勵全體師生，不管社會

風氣如何惡化，一定要堅持我們的理想；

不管大環境怎麼改變，我們還是要扮演清

流的功能。

慈濟教育志業創辦人證嚴上人在大會

上也勉勵常常得獎的中、小學學生，豐碩

的成果來自努力，而「獎」是「將」字下

一個「大」，表示同學們將來必大有可為。

上人更感恩師生間、家長間、慈誠懿德之

間的合心、和氣、互愛、協力，鼓勵大家

相親相愛，協力前進。

四校聯合校慶活動熱鬧豐富，動靜皆

宜。慈中圖書館一樓與川堂有四校的靜態

展，運動場上也有四校同學熱情的表演。

此外，廟會節目也展現師生多才多藝的一

面。而大愛廣場週邊的園遊會攤位，則讓

整個校慶活動更生動、更具意義。有鑑於

世界各地天災頻傳，園遊會所得將捐作慈

濟國際賑災專款。

驧花蓮縣中小學運動會

慈大附中傳佳績

2005.11.03

慈大附中組隊參加94年花蓮縣中小學

運動會，獲得多項殊榮，除了高女組羽球

單打摘下金牌，游泳項目也獲得兩面銅

牌、一面銀牌。

慈中游泳隊利用每日晨間於游泳池進

行訓練，由體育老師指導或委託慈大的教

練配合支援，小選手們個個像是水中蛟

龍，訓練過程相當用心。

當天帶隊比賽的蔡昆霖老師表示，五

十公尺自由式競賽是最緊急刺激的項目，

戰況激烈，選手們之間幾乎只有一、二秒

的差距，令一旁觀賽的他與其他同學相當

著急，大聲為他們加油吶喊，最後，慈中

的選手們果然不負眾望，分別在高、國中

的男子與女子組五十公尺自由式競賽中，

拿下兩面銅牌。而在高女組羽球個人單打

競賽拿下金牌的陳立心同學，則將繼續挺

進全國賽。

驧慈中親善大使選拔

十四位優秀同學當選

2005.11.10

為了提升學生的氣質及培養「肯定自

我，尊重他人，熱愛學校，關懷社會與人

群」之情操，選拔優秀學生作為敬業樂群

之青年楷模，慈大附中學務處於10日上午

舉辦「親善大使」選拔活動，地點在慈大

附中體育館。

親善大使候選人須具有服務社會、熱

愛學校、尊重師長、友愛同儕等情操，並

且儀表端莊、大方、禮貌周到、語言表達

清晰得體者，先由班級導師推薦，再經過

兩名師長連署推薦才能報名。評選日之

前，還要先接受親善大使的輔導與訓練。

親善大使候選人們，必須學習說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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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與EQ掌握、生活禮儀與美感，以

及英文自我介紹的技巧和內容。

親善大使決選項目則包含自我介紹、

機智問答，還有才藝表演。經過一番熱烈

而精彩的競選之後，共有十四位同學當

選。

國二知足班劉乃寧與高一大愛班呂珮

玲，獲選最佳造型獎。國二感恩班呂曜宇

與高一感恩班黃子娟，獲選最佳親和力

獎。國一大愛班華攸博與高一包容班李樂

群，獲選最佳才藝獎。國一包容班黃芝瑋

和高二善解班陳諺霖，獲選最佳儀態獎。

國一感恩班洪承孝與高二大愛班藍涵鐘，

獲選最佳台風獎。國二大愛班謝淑儒與高

一大愛班陳立心，獲選最佳機智獎。國一

感恩班莊智豪與高二善解班楊惠婷，獲得

最佳人氣獎。

親善大使選拔完美落幕，當選同學往

後將有義務從事校際「文化交流」與「愛

校」宣導活動暨相關服務工作。

驧跨國愛心牽起學術交流

慈大與尼國商大簽約

2005.11.11

現任尼加拉瓜商業大學校長及總統特

派無任所大使貝格曼伉儷夫婦，11日在教

育部的安排下參訪慈濟大

學。貝格曼校長對慈濟大

學印象深刻，希望兩校可

以有進一步交流的機會，

於是雙方簽下交流備忘

錄，踏出友好的第一步。

1998年9、10月

間，喬治颶風和密契颶風

接連重創加勒比海和中美

洲諸國，造成數萬人死

傷、上百萬人無家可歸。

慈濟基金會除提供醫療、

消毒設備、民生物資救援

外，也在台灣發動「賑濟

中美洲，衣靠有情人」全

省募衣活動；而針對中美

洲最貧窮國家之一的尼加拉瓜，在捐贈十

二個貨櫃的衣物後，又陸續提供食物、鞋

子和裁縫機、布料等，給婦幼醫院、避難

所及當地慈善協會，供其協助災民儘快回

復正常生活。

因為這次跨國的愛心行動，教育部特

地安排一天的時間到花蓮來拜訪慈濟。他

慈大附中學「親善大使」選拔，當選同學往後將有義務從事校際「文化

交流」與「愛校」宣導活動暨相關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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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首站到靜思堂參觀博覽會，認識慈濟的

四大志業、八大腳印，當他們得知慈濟在

全球各地都有據點，以及慈大方菊雄校長

是基督徒時，貝格曼夫人非常羨慕慈濟沒

有國界、宗教分別的大愛精神，也希望自

己家鄉的人民可以效法慈濟人為有需要的

人付出而無所求。

慈濟大學教務長賴滄海教授以英文簡

報介紹慈濟大學，貝格曼校長對於學校辦

學理念非常認同，在方菊雄校長的提議

下，雙方簽訂備忘錄，結為姊妹校。

緊迫的時間下，貝格曼夫婦還是堅持

要到靜思精舍拜訪，七年前從這裡送出了

愛心到尼加拉瓜，今天他們一定要親自走

訪一趟，感謝慈濟的幫助。

驧學校輔導工作績優

慈大附中獲表揚

2005.11.19

中國輔導學會為鼓勵學校推展輔導工

作，結合理論與實務，全面提升學校輔導

工作品質，特舉辦輔導工作績優學校表揚

活動，慈大附中在輔導實務工作上表現優

異，經過嚴謹的審查後，於本年度獲得此

項殊榮，並於19日由學輔中心薛靜儀組長

代表前往台灣師範大學接受表揚。

慈大附中的「魔法柑仔店──學生輔

導中心」主要重點工作包括有：

一、全面、落實、強化的認輔制度：

邀請全校教職員擔任全校同學的良師益

友，在關懷當中做好初級輔導。而對行為

有些偏差的學生，則安排認輔老師陪伴。

對於嚴重適應困難或行為嚴重偏差或身心

障礙的學生則成立關懷感恩小組，邀請具

有專業輔導知能的老師及醫療機構的專業

人士一起強化認輔制度。

二、多元化的性別平等教育：除召開

性別平等委員會外，不時舉辦性別平等教

育活動，以期讓學生對於性別平等有更深

一步的認識。

三、全方位的生涯輔導：為學生安排

興趣與性向測驗、辦理生涯輔導講座、協

助國中部學生進行「技藝教育學程」、高中

多元入學方案說明；高中則辦理參訪大

學、教授開講、模擬面談、選填志願說明

會等等。

四、全人化的生命教育：利用課餘時

間舉辦生命體驗活動、心靈饗宴經驗分享

及生命教育成長團體。

慈大附中學生輔導中心用心辦理各項

豐富多樣化的活動，讓同學能知福、惜

福、再造福，並喚起同學對於生命的珍

惜。

驧菲國聖多湯馬斯大學

與慈濟大學簽約交流

2005.11.21

慈濟大學20日與菲律賓有近四百年歷

史的聖多湯馬斯大學簽約成為姊妹校。這

是慈大第十二間姊妹校，希望兩校在未來

可以有學術交流，交換學生等實質合作。

佛教慈濟大學和天主教聖多湯馬斯大

學這兩所因不同宗教而創立的大學，以同

樣本著提升人類生活的理念，簽約為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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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菊雄校長表示，慈濟大學沒有宗教

的分別，只要大家的出發點是一樣的，都

可以合作愉快。聖大醫學院行政神父蓋瑞

也認為，宗教的本質是要幫助人類，藉由

兩校的合作，可以豐富彼此的學術研究和

教學，是任何宗教都樂見的。

今年4月，聖大醫學院崔西亞教授來台

參訪，參觀了慈濟醫院和慈濟大學，對於

慈大精緻的教學環境印象深刻，回國後和

聖大其他教授分享，促成了這段姊妹校因

緣。聖多湯馬斯大學成立於1611年，是全

亞洲最古老的大學，目前有十六間學院三

萬多名學生，在菲律賓擁有很高的聲望。

這趟簽約之旅，聖大來訪的成員主要

是醫學院的教授們，他們對慈大醫學系解

剖學科的辦學理念與設備深表肯定。聖大

醫學院羅藍多院長表示，在這裡他看到很

多新的事物，跟其他大學很不一樣，尤其

是源自慈濟基金會慈善事業發展出來的人

文教育，更令人印象深刻。他們也誠摯地

邀請慈大的教授們有機會可以到聖大參

觀。

驧慈大護理系實習生

加冠暨傳光典禮

2005.12.07

「心存大愛，胸懷感恩，尊重生命，視

病如親。」12月7日是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加

冠暨傳光典禮，一群即將進入醫院實習的

二年級學生，高舉右手，左手捧著蓮花

燈，誓言要秉持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的精

神，照顧病患。對這些學生而言，這是人

生的另一個里程碑，因為他們即將踏出校

園，真正面對病人。

加冠暨傳光典禮代表護理精神的傳

承，期許護理人員能夠學習南丁格爾提燈

夜探病人的精神。慈濟大學代理校長賴滄

海致詞時表示，學校上課面對的都是假人

或是課本的模擬試題，到了醫院實習，接

觸的是有喜怒哀樂的病人，同學們一定要

秉持「愛」來關心病人。

基礎護理實習共六個學分，經過一個

在菲律賓有近四百年歷史的聖

多湯馬斯大學，是慈濟大學第

十二間姊妹校，兩校未來將有

學術交流，交換學生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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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的示範教室練習，他們將在寒假到醫

院實習兩個禮拜，大四的學長姊以過來人

的身分叮嚀學弟妹們要「多看」、「多

做」、「多問」。面對未知的領域，同學心

中難免有惶恐，偶爾也會聽到學長學姊們

談起實習遇到「冷漠的病人」、「高壓電

學姊」等，大家心裡還是頗為害怕。

此次共有四十七位學生加冠傳燈，其

中有六位男生。朱賢庭表示，高中時在父

母的建議下，就決定選擇護理這條路，護

理人員以女性居多，不過他相信男性應該

有很多發揮的空間。

驧全台首具靺擬生產教具

慈大醫學生實習接生

2005.12.15

在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的「臨床技能

教室」裡，第二批慈大醫學系五年級的學

生，正在婦產科高聖博醫師的指導下，利

用模擬生產教具學習「接生」。

因婦產科是極度隱私的科別，不可能

讓醫師有實地實習的機會，有了這具模擬

慈大醫學系五年級學生，在婦產科高聖博醫師的指導

下，利用模擬生產教具學習「接生」。

慈濟大學護理系二年級學生加冠傳光典禮，即將進入醫院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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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教具，實習醫師或醫學生們就可以很

容易學會：如何測量孕婦肚子的大小以瞭

解胎兒的重量、聽胎心音，測量子宮頸開

了幾公分，更可以摸出產後子宮的軟硬

度，瞭解子宮收縮情形……

這個全台灣第一具模擬生產教具，道

具可真不少，連產後的肚皮長什麼樣子都

有，還可以做放置導尿管的訓練。它可隨

時組裝、拆卸，讓醫學生實地瞭解孕婦從

懷孕到生產的五個步驟：包括產前檢查、

待產、生產、傷口縫合、產後檢查。醫學

生們可藉由這個教具，實地模擬每個階段

的過程。

在進行模擬課程之前，先讓同學們看

一段教學影片，好瞭解今天的上課內容；

接著，高醫師親自講述一遍，再一一讓學

生輪番上場實習。

模擬課程就在緊張、歡樂聲中度過。

學生林忠青表示，今天的課程很新奇，光

用看的，實在沒什麼印象，在實地操作

後，除了比較接近真實之外，還可以深入

瞭解接生時應有的正確動作，以及為什麼

要這麼做的原因。

一堂實習課下來，學生們也許還不敢

想像在必要時，自己可以在火車上或飛機

上站出來說：「我會接生！」但是這麼真

實的接生練習經驗，應該是他們一輩子都

不會忘記的「人生初體驗」吧！

驧終身學習的人文教鶱

慈大新加坡社教中心啟用

2005.12.18

台灣慈濟大學新加坡社會教育推廣中

台灣慈濟大學新加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揭幕啟用，提供民眾一個終身學習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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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正式啟用。這是台灣慈濟大學繼馬六

甲、吉隆坡及檳城後，在海外成立的第四

個社教中心。

簡單隆重的開幕典禮在早上十時展

開。來自台灣的慈濟大學副校長張芙美教

授、社會教育推廣中心曾漢榮主任、彰化

社教中心資深講師李阿利師姊，以及多位

慈大國際事務組的志工們在百忙中抽空蒞

臨。還有，來自鄰國馬六甲和吉隆坡的志

工，以及新加坡分會眾多志工、會員大德

們，一起為社教中心啟用獻上最虔誠的祝

福。

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濟雨在致詞中表

示，期盼分會志工們，積極向社會大眾介

紹社教，讓新加坡人有個終生學習的機

會，為新加坡慈濟志業展開新的一頁。張

芙美副校長也在致詞中讚歎新加坡硬體和

軟體上的成就，她鼓勵分會有更多種子老

師能回台灣慈大進修。

來賓來到二樓，古意盎然的花道教室

裡，在大家的祝福中，濟雨師兄、張副校

長、曾主任和李阿利師姊一起拉開深紅色

的布幔，見證了慈濟新加坡分會有教育志

業邁向新里程。

新加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目前開辦的

課程有花道、書法和瑜珈三個班級，學員

有七十多位，未來將會開辦茶道和手語課

程。每一個課程約為兩個半月，平均上課

時數為十五小時，提供社區成人再進修的

機會和環境，讓人人都可以在這舒適的環

境中快樂學習。

驧慈中弦樂及合唱團

校外公演膚慰人心

2005.12.24

為了涵養學生音樂素養、增加演出經

驗，也學習用音樂膚慰人心。甫成立三個

月的慈大附中弦樂團及合唱團共三十八位

學生，在人文室的安排下，於12月24日耶

誕節前夕，前往慈暉老人安養中心、靜思

精舍及慈濟醫院公開演出。

第一站來到「慈暉老人安養中心」。團

員演唱了五首歌曲，搭配小提琴、大提琴

和鋼琴的和弦伴奏，獲得大家的喝采。應

觀眾要求，又演唱了「平安夜」和「祝你

聖誕快樂」等應景歌曲。表演結束後，學

生也為爺爺、奶奶按摩及餵食，讓老人家

感受年節團聚的溫馨氣氛。

告別了安養中心，搭車前往精舍。由

於適逢每月發放日，團員們為感恩戶獻唱

一首「普天三無」。在演唱「平安夜」及

「祝你聖誕快樂」時，許多信奉基督教的原

住民朋友也跟著一起唱和，台上台下一片

和樂融融，讓一旁服務的志工們，也不禁

豎起大拇指，誇讚這些孩子們真不簡單！

繼續轉往慈濟醫院大廳表演，帶給病

人及家屬一場音樂饗宴。結束後，志工還

帶著團員到急診大樓住院病房，為無法到

場的重症病人報佳音。

大家的表現可圈可點，也為弦樂團與

合唱團奠定良好的基礎，希望來日能有更

多參與活動的機會，豐富這些青少年成長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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驧社會局評鑑特優獎

大林大愛托兒所獲肯定

2005.12.29

一向以「大愛」為教學理念的慈院大

林分院大愛托兒所，因教學及環境等各方

面推展有成，榮獲今年社會局所舉辦的

「94年度各公私立幼教機構」評鑑特優獎，

為獎勵辦學優異，社會局於29日在托兒業

務研討暨觀摩研習會中，頒發獎金以資鼓

勵。來自全縣公私立等五十一所幼教機構

人員，也都從現場觀摩中互相學習，彼此

分享教學經驗。

幼兒成長過程是一種多面向的學習，

而環境更是關係身心靈發展之重要因素。

社會局副局長侯月梅說，這次的評鑑項

目，針對托兒所是否為一優良教學環境，

包括行政效率、教學課程內容及目標、衛

生教育、消防安全等。

為了此次的評鑑，社會局也聘請各專

家學者做為評審，而大愛托兒所能得到特

優獎，證明辦學已獲各界肯定，幼兒教育

推展有成。

大愛托兒所目前教職人員共有十二

位，幼生有五十八位，從出生滿一個月至

六歲都有，除了教學領域的多元化，也提

供給孩子一個廣泛的學習空間，更重要的

是啟發善念，推動回歸以人為本的教育理

念。

慈大附中弦樂團及合

唱團首次校外公演，

圖為在慈暉老人安養

中心演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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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慧命的磐石

人文志業中心啟用

2005.01.01

座落於台北關渡志業園區，歷砐三年

完工的慈濟人文志業中心，2005年元旦隆

重舉行啟用典禮，來自全球各地上千名志

工及志業體同仁共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

刻，證嚴上人期許這座守護慧命的磐石，

能凝聚慈濟人文精神，善念、愛的慈航，

能由此發散到世界每個角落。

「守護慧命磐石」，奠基這一刻，上人

引領全球慈濟人，見證象徵慈濟精神的人

文志業中心，正式啟動。

上人與各地志工、志業體同仁，共同

啟用第一攝影棚，點起心燈，大愛讓世界

亮起來的善念，正如上頭飄下的萬片靜思

語一般，要灑向世界每個角落。

證嚴上人開示時表示，慈濟的慈航已

砐啟動，期待在這樣的基地裡，四大志業

能結為一體，把大愛的精神、慈濟的種

子，航向全球。

歡慶啟用典禮的同時，「大愛進南

亞，真情膚苦難」聯合募款活動正在全球

響應，上人希望所有慈濟人的腳步動起

來。哪裡需要慈濟，援助就到那裡。

海內外志工齊聚一堂，唱出大愛精

神，也象徵著人文志業中心，這個孕育慈

濟搖籃的推手，繼續大步向前。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啟用典禮，上人與各地志工、志業體同仁，共同啟用第一攝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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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一一九消防節

志工愛灑北投慰辛勞

2005.01.19

今天是一一九消防節，在這個節日

裡，並沒有特別的慶祝活動，而六瞰北瘠

淡水區的志工特地為消防隊蜃舉辦一場愛

灑人間感恩祈福會。

在社區參與慈警會的志工黃鴦及黃惠

貞，一早來到石牌永明消防隊，為他們帶

來祝賀卡及贈送消防所一棵「感恩樹」。

首先由葉清旺隊長為消防隊同仁說明

慈濟人來此的因緣，並與慈濟人一同為南亞

災民祈禱；隨即大家互相祝賀、彼此分享。

「每次發生災難時，都是消防隊蜃跑在

第一線救援，而慈濟團體也總是緊接著出

現，煮熱食、提供餐飲，大愛足跡走遍全

國。」關渡分隊主管游清海是一瞰天主教

徒，他表示，雖然宗教信仰不同，對社會

都付出同樣的關懷。

黃鴦說，消防人蜃的工作出生入死，

為的是社會的平安；而社會平安，大家才

會平安，所以她將每一個隊蜃當作是自己

的家人一樣關心。

接著，大家將心裡的願望寫下來，並

結在這棵「感恩樹」上，全體一起唱著

「祈禱」，現場一片寧靜祥和。

北瘠共有五所消防隊，包括北瘠中

隊、石牌中隊、光明中隊、秀山分隊、關

渡分隊、陽明山分隊，慈濟人的足跡一一

踏遍，大愛逐一撒播，相信一顆顆希望的

種子，將會慢慢綻放出光芒。

■大專教師靜思營

寒襂交流再充電

2005.01.31∼2005.02.02

第九屆寒假慈濟大專教師靜思研習營

－－「躍動人文心，朗照生命情」，是日起

於靜思精舍展開為期三天活動，來自全台各

地共一百零四瞰大專教師參與，期望藉此機

會更深入瞭解慈濟精神與人文，以及觀摩交

流如何將上人靜思語落實校園教學。

此次營隊的主題以「躍動人文心，朗

照生命情」為面向，安排課程包括：慈濟

人的進退行儀，介紹慈濟人身行的自我要

求；大專教師如何在校園中推動靜思語教

學的過程與心得分享；慈濟人文精神融入

醫療志業、教育志業的實踐；慈濟人真實

體悟的改變過程如何搬上大愛電視；心靈

好手，慈濟人宗教信仰的落實；安矩願力

廣濟眾生……等精彩內容，當然還有蓹人

輕鬆的茶敘時刻與溫馨的知心相契時間，

藉以聯繫小組情感的互動並分享彼此上課

的心得。

一瞰清大的教授已數度接觸慈濟，進

而瞭解慈濟，也參加了兩次的大專營，他

說：「去年參加了營隊後，回去後積極參

與慈濟社區活動與融入靜思語教學，此次

回來再充電」。也有老師對慈濟並不熟悉，

但抱著一顆學習的心來吸收。

砐歷三天的緊湊課程，學蜃老師們認

真交流，勤作筆記，結營時互相勉勵將清

流注入校園，帶動良能與功能並重的生機

教育。



■桃園區新春感恩茶會

凝聚公益型企業家

2005.02.17

首屆桃園區企業家的新春聯誼感恩茶

會，在交通銀行邱永盛砐理的催生及林仲

箎師兄的精心籌備下，是日於慈濟桃鶯共

修處登場，近四十人參與茶會。

在百忙中抽空而來的各行業老闆或代

表逾三十人。茶會在代表慈濟人文精神的

茶道及手語歌表演中展開。而兩度深入斯

里蘭卡勘災的林仲箎師兄以簡報分享「南

亞賑災與省思」。

韓董事長是虔誠基督徒，他表示雖然

宗教信仰不同，但透過慈濟人的精神及人

文展現，激發彼此內心產生更多愛心，並

拋磚引玉地捐款，且表明這份大愛他願意

不斷持續下去。

桃園客運郭華隆砐理的家鄉是台中縣

東勢鎮，本身也算是921災民的他，對慈濟

是第一個進入災區救災的團體至今仍印象

深刻。「慈濟的腳步比政府還快，對災民

的膚慰，重建的結構與品質，蓹人肅然起

敬。」這是郭砐理對慈濟的肯定與讚歎。

在災害和苦難當中，我們學習到什

麼？我們又該做些什麼？雖然我們不願災

難發生，但如果災難的發生能激發出每一

個人的善心，能凝聚每一份愛的力量，這

樣的災難是有意義的。

邱永盛砐理表示這是個非常有意義的

感恩夜，在這新春的當頭能透過這樣的茶

會，靜心沉澱重新為這新的一年做規畫，

期望能廣邀更多企業界的老闆，多辦幾場

這樣的茶會，帶動更多的企業家瘠入公益

性的活動，付出愛心回饋社會。

298

台灣各地一百零四位

大專教師前來花蓮，

參加2005年寒假慈濟

大專教師靜思研習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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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新春聯誼

大愛媽媽招生說明

2005.02.20

去年12月間，慈濟分別在馬來西亞馬

六甲與吉隆坡兩地舉辦「新馬靜思語教學

研習營」和「大愛媽媽暨靜思語教學一日

營」，吉隆坡民眾反應熱烈，接著的兩個多

月不斷醞釀與籌備，計劃開辦「大愛媽媽

成長班」。

趁著新春佳節，吉隆坡支會舉辦「大

愛媽媽新春聯誼會」，給予萋要參與及瞭解

「大愛媽媽」的家長一場說明會，當天反應

熱絡。

張秀華老師透過多媒體簡介大愛媽媽

成長班課程，說明慈濟教育取材自真人真

事，砐由影帶畫面更能深切的引人省思。

現場播放《大愛全記錄》簡短影帶畫面，

不少學蜃看過後，都備受感動而拭淚。

不少媽媽表示對慈濟靜思語教學很有

信心。認為，慈濟的教育深入淺出地說出

做人的道理，淺顯易懂的一句話，卻包涵

很深的道理，相信靜思語教學可以讓孩子

有所轉變。

欲走入校園帶動靜思語的大愛媽媽，

需要繼續參與接下來每月二次的大愛媽媽

成長培訓班。當天聯誼會結束後，六十六

瞰學蜃立即踴躍報名參加「大愛媽媽成長

班」。

吉隆坡支會負責人簡慈露師姊期待大

愛媽媽以身作則，趁著孩子心靈還未被污

染前，多多引導孩子正確的人生觀與道德

觀，讓他們擁有積極正向的未來。

■「編織健康•編織愛」

與鄉親分享健康與人文

2005.03.09

繼「蓮花城市•大愛之鄉」、「感恩文

化節」活動之後，慈濟基金會今年度再次

與花蓮地區各社團及報社、廣電媒體合

作，推出「編織健康•編織愛」系列活

動，計劃將慈濟園區豐富的健康與人文資

源與鄉親分享。

為了建構花蓮成為健康城市，並帶動

地方健康人文指標，慈濟特別在今年度推

出「編織健康•編織愛」系列活動，選定

青年、司機、社區志工、文字工作者、老

人、公益團體等六個不同對象，分別規畫

專家學者座談及半日活動。座談內容將分

別在更生日報、教育電台、洄瀾電視台等

媒體中刊出或播出。而半日活動則將進一

步把健康與人文的關懷傳達給參與的社

團，其中也包括特地為與會人蜃量身打造

的免費健康檢查。

此外，慈濟也將以該園區周邊的社區

為例，規畫社區健康人文地圖，內容含社

區資源、健康運動空間、健康照護機構、

社區環保站、人文教育單瞰、社會福利單

瞰等，提供慈濟園區周邊居民的資訊，讓

居民瞭解、運用、參與社區資源。

首場座談於3月9日下午三時於教育電

台舉行，主題是「年輕不迷惘」。第二場座

談將於「五一勞動節」前舉行，將邀請

「運將」朋友分享工作的甘苦談，座談中也

將請醫護人蜃針對長時間開車容易造成身

體不適之處提供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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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推行綠化暨防災

日惹特區種植百萬樹

2005.03.13

慈濟印尼分會在日惹特區2004年的大

米發放順利完成後，日惹特區慈濟志工更

積極在當地推展慈濟志業，並進一步探討

當地的社會問題及土石流等災難原因。因

而決議帶頭推展種植百萬樹活動，以利於

改進土地的肥沃及預防天災。

日惹慈濟志工調查發現，諸如Gunung

Kidul山脈地帶、Menoreh Kulonprogo山脈

地帶、Merapi山腰附近地區、Bantul丘陵附

近地區為土石流及旱災危機地區。這些地

帶的樹林幾乎光禿，缺乏吸水及預防土石

流的功能。因此在乾旱季節時常遭受旱

災。

慈濟人於3月13日開始第一期的種植百

萬樹活動，在Gunung Kidul縣Panggang鎮

Girikarto鄉，共提供了2000株樹苗，種植面

積約13.8公頃。參加此活動的志工為七十九

瞰當地熱心人士、慈濟志工及當地居民三

十人。

Girikarto鄉之村民福利處主任Waluya

Sukapdiono代表鄉長熱誠迎接種樹活動，並

表示這對鄉村的一些不毛之地非常有幫

助，Girikarto鄉地方政府也會盡心配合日惹

慈濟人，推行的種樹綠化環境活動。

日惹慈濟人將與當地居民協調，成立

督導小組定期觀察樹木之成長狀況，更願

此活動能促進慈濟與當地居民之間的交

流。

印尼日惹特區慈濟志工推展

種植百萬樹活動，捐贈樹苗

幫助預防天災及改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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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為飢餓而走

慈濟志工環保服務

2005.03.13

慈濟美國亞特蘭大聯絡處志工一行二

十人，前往市區Turner Field參加一年一度

的「Hunger Walk 2005（為飢餓而走）」活

動，擔任環保志工。

「Hunger Walk」屬於亞特蘭大食物銀

行一份子，成立於1984年，是一非營利機

構 ， 為 本 地 與 國 際 飢 餓 災 民 募 款 。

「Hunger Walk」不只步行，也有跑步，是

適合男女老少的健身活動。節目從中午十

二點開始，有食物攤瞰、舞台表演、遊戲

等等，還有免費的健康飲料及蒸餾水，不

萊供應給每一瞰在場人士。

下午一點開始，十公里跑者參加，二

點半是五公里慢跑與步行者參加，沿途有

警察維持秩序，也有醫護人蜃後備；所有

參加者四點前回到會場，四點半全部離

場。

慈濟人一點半到達會場，先登記拿名

牌，套上主辦單瞰的T恤，聽工作人蜃解說

分類及清潔工作區域。隨後分成三組人，

在左、中、右三區分頭 「尋寶」，大家不厭

其煩地清潔及回收資源垃圾。

工作結束後，看大家做得滿心歡喜，

負責人郭濟撤師兄再三感恩大家的付出，

並表示明年一定再來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活

動。

■休頎頓「大愛之夜」

真情演出動人心

2005.03.18

為增進美國、加拿大地區華人對大愛

電視和靜思文化的瞭解，推廣大家看大愛

台、閱讀靜思書籍、聆聽慈濟歌曲，3月18

日由大愛台、馬來西亞和美國總會十五瞰

美國德州分會在僑教中心舉辦「大愛之夜」義演

晚會，散會時，觀眾逗留選購靜思文物。

美國亞特蘭大一年一度「Hunger Walk 2005（為飢

餓而走）」活動，慈濟志工每年都來參與會場清潔

及回收資源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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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工作人蜃組成的團隊，來到休士頓

與德州分會志工演出第一場「大愛之夜」。

晚上7時僑教中心人潮陸續進來，晚會

在「大愛讓世界亮起來」清澈嘹亮的歌聲

中揭開序幕。德州分會執行長熊濟宗師兄

致詞，感謝僑社長久以來對慈濟基金會的

肯定與支持。三個月前發生的南亞海嘯記

憶猶新，曹惟宗師兄以一張張照片，與在

座六百多瞰觀眾分享慈濟人救災的腳步，

並由衷感恩每一瞰善心大德的捐款。

節目主持人由大愛台的名主持人「阿

明」和德州分會志工彬繡共同擔綱，說說

唱唱為大家介紹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

印。

德州分會的委蜃、志工、慈青合作演

出手語歌，美麗渾圓的合音，加上優美的

手語，感動台下每瞰觀眾。陸續登場的大

愛劇場主題歌演唱，以及故事主人翁現身

說法，贏得台下掌聲不斷。

節目最後，在「大愛讓世界亮起來」

歌聲中，全體工作人蜃一起謝幕。觀眾陸

續出場，大家踴躍地購買書籍、音樂CD、

大愛劇場DVD。智慧媽咪、黛瑋、素瑄、

阿明、殷正洋師兄一一為熱情的觀眾簽

名，「大愛之夜」在大家依依不捨中圓滿

落幕。

■環保綠化防災護水土

日惹第二期植樹活動

2005.03.20

印尼日惹特區慈濟人推動百萬樹種植

活動，目的為改進日惹特區的土地水土保

持及預防天災。於3月20日進行第二期樹苗

發放，共提供一萬七千株桃花心木樹苗，

分 別 為 P a k e m 鎮 五 個 村 七 千 株 、

Cangkringan鎮的Kaliadem鄉二千株、Turi鎮

兩個村：Girikerto鄉四千株、Wonokerto鄉

四千株。

慈濟志工在各單瞰協助下進行樹苗的

種植，參加活動的各界志工為陸軍軍蜃六

十人、佛教大學生聯誼會十五人、日惹慈

濟志工七十五人、Hargo Binangun鄉居民六

百人。

與首次活動相同，今天的活動亦受到

村民熱烈歡迎。種植儀式在Harjo Binangun

鄉Tanen村礦場進行，原本計劃在早上九點

種植儀式結束後，與村民一起植樹，但因

居民積極地參與，所有的樹苗在上午八點

就已砐全數種植完成。

種植百萬樹活動的統籌志工趙文上表

示，環境保護是大家的責任，感恩此次種

植範圍內的居民熱烈支持，顯示居民對環

保的領悟以及調查組的細心工作。願此活

動能改善土質及增進彼此之間的友誼。

■德州分會大愛合唱團

舉辦首屆慈善公演

2005.03.26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大愛合唱團」於3

月26日舉辦第一屆慈善演唱會，這也是該

團首度正式對外公演。

凡事皆要「 天時、地利、人和」俱足

才可望有所成，這次公演幾乎動蜃了分會

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所有的組別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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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包括了人文學校的師生及家長，此外

還邀約到太空中心附近的明湖合唱團前來

友情獻唱。

節目表上洋洋灑灑的曲目涵蓋世界諸

國，舉凡民謠、佛樂、慈濟歌選、童謠與

慈青提供的中英歌曲應有盡有，手語隊、

長笛、小提琴、法器也都分別登場搭配演

出。團蜃們以一首又一首美妙的歌曲，來

回饋社會大眾。

當晚台上台下傳出許多感人的樂章，

大家確實已將證嚴上人「自力更生、就地

取材」，與「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的

教誨發揮到淋漓盡致。人文學校女童的辮

子，是由合唱團成蜃年長的女兒們所編紮

的，舞台 也是由她們幫忙畫的，也許以

前大家並不相識，但透過這場因緣殊勝的

演唱會，當下即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一個以中老年人為主的合唱團，風雨

無阻地苦練五年後，在首度的正式演唱會

中有幸親眼看到，其所接引的小孩樂於穿

上中國傳統服裝，及清新可人

的慈青走上舞台，有板有眼的

高唱中文歌曲，過往一切的辛

勞與壓力，頓時都拋到九霄雲

外去了。

■南非兩營隊共修

慈青與委員慈誠同精進

2005.03.26∼28

南非各地慈青幹部於26日

共聚新堡（Newcastle）的Pax

Christi Pastoral Centre，舉辦為

期三天兩夜的「南非慈青幹部

研習營」，期以引導慈青幹部

們研習慈濟精神與人文，將上

人的理念落實在活動與生活

中，為人心淨化、社會祥和盡一分心力。

此次慈青幹訓營與委蜃、慈誠的「慈

濟合心共識營」同時舉行，除了少部分的

分堂時段之外，安排了許多時段供各地區

志工及慈青共同討論。因為在各地區的慈

濟會務裡，如文化三合一、志工本土化及

當地學校關懷，慈青都是與委蜃慈誠一起

合作。因此，志工與慈青的共識是非常重

要的。

晚間在慈青時段「修行之路」，學長們

分享他們做慈濟事、行菩薩道之堅毅砫發

慈濟德州分會大愛合唱團第一屆慈善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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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遭遇問題時如何化解的種種過程，

不僅提供學弟學妹們寶貴的建議，更堅定

了幹部們行菩薩道的心。

第二天的「青春宣言」中，南非的委

蜃、慈誠及慈青幹部們，共同見證了南非

慈青總幹事的交接典禮。簡單的儀式，在

這南非慈青第二個十年的頭一年裡更具意

義。

回顧南非慈青，在第一任學長學姊們

的努力下，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隨著時間

的成長，各區慈青紛紛成立，如今已過了

十年。新任總幹事蔡力薇，期許南非慈青

在第二個十年能更貼近上人的心，且更加

用心地學習志工們的慈濟精神及道氣。

最後一天，慈青們在「藍天白雲在我

心」的時段裡，紛紛詢問各區慈青的問題

所在及了解會務。「圓緣」時營隊在莊嚴

的佛號聲中圓滿地結束。

■日惹植百萬樹計畫

第三期捐苗植樹

2005.03.26

印尼慈濟人日惹特區百萬棵樹種植活

動持續進行，第三期種植活動於3月26、27

日舉行。此次種植桃花心木樹苗，範圍是

Sleman縣Berbah鎮Kalitirto鄉Maraden村及

S l e m a n縣K a l a s a n鎮P u r w o m a r t a n i鄉

Somodaran村各五百株、Gunung Kidul縣

Semin鎮Candirejo鄉Ngentak村二千株。

首日在Kalitirto鄉Maraden村，由趙文

上師兄捐贈樹苗給村民代表，接著五百株

樹苗交由五十瞰村民志工種植。

次日繼續此活動，早上七點，四十瞰

慈濟志工將五百株樹苗移交給該村村民。

移交典禮中，由慈濟志工在村裡的街頭種

下十株樹，其餘的交給村民讓他們繼續種

植。

接著，慈濟志工前往C a n d i r e j o鄉

Ngentak 村的種植典禮地點Dharma Surya佛

堂。典禮由志工趙文上與鄉長 Sukadi Heru

Wibowo簽署同意書。許多當地政府機關代

表都出席：地方議會副主席Drs. Gandung、

Semin軍司蓹Bimo Riyanto上尉、Ngentak

村青年會會長Sumandi、鄉長、趙文上、

Sasana Body法師、志工及當地居民等一起

進行種樹苗儀式。

種植典禮結束後，貴賓們受邀至

Dharma Surya佛堂用午餐，整個活動於中

午一點，在充滿喜悅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闡揚孝道音樂劇

新宿公演動人心

2005.03.27

籌備多時的「父母恩重難報砐」音樂

手語劇，3月27日終於在日本新宿文化中心

演出，跨出慈濟人文在日本深耕的第一

步。

三年前全球慈濟人幹部研習營，在台

下觀賞「父母恩重難報砐」音樂手語劇的

幾瞰日本慈濟志工感動的淚濕衣襟。有鑑

於孝道是日本社會正需要的，於是發願一

定要讓此劇在日本演出。

此後，眼見各國演出迴響感人，志工

們更是心急，處處尋覓適合的演出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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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選定了離分會十分鐘路程的「新宿文

化中心」，寫下日本分會深耕慈濟人文的第

一頁。

一年多前，滿懷期待與憧憬地租下演

出場地。然而，生活步調緊繃、快速的日

本，招募演蜃志工實屬不易，劇情所需的

一百多瞰演蜃不斷在變動，讓負責志工昆

京一下瘦了好幾公斤。

演出前不斷的彩排，27日終於正式開

演。台上精彩的演出，台下感動的淚水滂

瘟。歡送貴賓的長廊上，只見許多觀眾紅

著眼眶頻頻說感動。還有人表示要再看第

二場，有人買了二十張第二場的票，打算

邀請朋友一起觀賞。

日本分會慈濟人的「不自量力」，換來

無數的感動與讚歎，相信這份「不自量

力」，也將帶來蜠一次的展翅高飛。

■德州阿靈頓市清潔日

志工結伴清掃街道

2005.04.02

美國德州阿靈頓市政府舉辦清潔掃街

日。慈濟阿靈頓聯絡處志工們一早就在聯

絡處集合，志工們身著志工服，頭戴慈濟

帽，慈青們則穿著市政府發的黃色運動

衫，衣服背後寫著「Community Litter

Challenge」。全體響應上人的指示：「尊重

生命，愛護大地」，向社區的垃圾挑戰。

全部志工到齊後，周其祥大致講解應

注意事項，以及掃街路線–從Collins Street

沿著Pioneer Parkway往東至兩里外的香港

超級市場。九點鐘大家在西貢超市集合，

然後分A、B兩組，大家分工合作，A組負

責道路南邊；B組負責道路北邊。慈青們則

日本慈濟人在東京演

出「父母恩重難報經」

音樂手語劇，台上精

彩的演出，台下感動

的淚水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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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唐安琪帶領，每人手拎一個大型垃圾袋

勇往直前。

丟棄的菸頭、小紙張不能放過，路邊

雜草叢裡的紙屑、塑膠杯等用木棍撥出

來，大家撿拾垃圾時手腳俐落、毫不含

糊。費時一小時後任務完成，砐過三遍地

毯式的巡禮，道路兩旁已砐徹底變乾淨

了。

上人說過：「我們頭頂人家的天，腳

踩人家的地。我們要為社區付出！」今天

頂著熱烘烘的太陽，雖然汗流浹背，走得

兩腿酸疼，但是很值得，我們不僅為社區

盡一點心力，同時也為自己種植了一方福

田。

■心素食儀運動第二波

樸實人生－台灣心地圖

2005.04.15

2005年慈濟基金會與各縣市政府文化

局及全國大專院校合作，從「心」著手，

推動「樸實人生──台灣心地圖」活動。

該系列活動針對近年來社會自殺、暴

力、倫常失序及過度追求物慾等沈淪文

化，邀請大家一起回歸質樸生活，從「心」

改造，實踐「心生活」與「心實踐」運

動。預訂全省舉辦二十三個場次的「樸實

人生•心生活•心實踐──全省人文巡迴

講座」、全省四大場次的「樸實人生•從心

著手──砐典紀錄片生命導讀」，並與大眾

傳播媒體合作，共同推廣這項「社會人文」

運動。

合辦此活動的文化局包括，台東縣文

化局、新竹市文化局、新竹縣文化局、台

北縣文化局、台南市文化局、台南縣文化

局、台北市文化局、彰化縣文化局、南瘠

縣文化局、台中縣文化局、高雄縣文化

局、桃園縣文化局、花蓮縣文化局、苗栗

縣文化局、金門縣文化局。

首場講座於4月16日，從瞰居台灣地理

美國德州阿靈頓慈濟人

參加市政府主辦的清潔

掃街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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瞰置的心臟地帶南瘠縣出發，意味著「從

心出發」，邀請資深演蜃暨兒童節目主持人

譚艾珍分享「自我的生命轉折」與「微塵

人生的體會」。

2004年，慈濟基金會邀集各界齊心推

動「心素食儀」的健康促進運動已漸獲回

響，因此2005年再進一步呼籲民眾，回歸

「質樸的心」，用心對待生命與生活。

■紐約市大掃除活動

慈濟人延伸社區環保

2005.04.16

4月16日，美國紐約市法拉盛牧草公園

（Flushing Meadow Park）有一場大規模的

大掃除活動，由紐約市慈善機構New York

Care 主辦。

這一天，八百萬人口的紐約市，共有

三千多人參加這項志工服務，在市區不同

角落大掃除。除了慈濟，還有當地許多企

業、機關、學校或個人自組的團隊，其中

包括Gap服飾公司的蜃工、華人教堂、幾所

中學等等，大家來自各地，同樣為地球盡

心力。

慈濟紐約分會平時都在社區帶動環保

掃街，這是第一次與當地其他慈善團體一

起做環保。十五瞰慈濟人穿著藍天白雲制

服，一早從會所出發，搭乘地鐵前往法拉

盛牧草公園。先向主辦單瞰報到並領取清

掃工具，隨即前往指定的大地球儀下方，

埋頭撿拾滿地垃圾，以及累積了一整個冬

天的落葉。

慈濟志工平時在社區帶動每周兩天掃

街，尤其幾瞰老當益壯的菩薩們更是訓練

有素，因此雖然主辦單瞰發給的工具不

全，照樣迅速地完成任務。

從早上10點多開始，一直到下午兩點

半，環保工作圓滿結束。原本涼風陣陣的

公園，此時已被太陽照得暖洋洋，眼前二

十幾包大袋垃圾，正是慈濟人同心協力的

成績。

■響應世界地球日

邁阿密慈濟人淨灘

2005.04.16

清風徐徐、碧海藍天，慈濟美國邁阿

密聯絡處年度淨灘活動，結合邁阿密環境

保護局(DERM)所推動的Baynanza 2005活

動，熱熱鬧鬧於北邁阿密海灘市的Haulover

Beach Park舉行。

此次活動於大邁阿密地區二十六個海

紐約、長島慈濟人清洗華人街道，期望社區居民

響應，維護環境與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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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地點同步展開，慈濟邁阿密聯絡處總共

號蜜約四十瞰志工參加。諸多的志工及老

菩薩們捲起袖子、帶上手套，從海邊到萊

車場，認真地一路撿拾垃圾直到公路旁。

今年撿起的垃圾量比較多，似乎意味

著大眾對海灘清潔工作的疏忽，丟棄較多

的垃圾了！由此可見，我們應該更努力宣

導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11點半左右，淨灘活動告一段落，大

夥兒回到報到處前，海灘公園管理處副理

比爾(Bill)先生首先感謝慈濟的參與，他十

分喜歡我們漂亮、整齊的制服。

孟容志工特別準備了一份「環保20問」

的問卷給參加的志工們填寫，完成問卷者

可領取活動T恤及慈濟英文歌選CD。而且

還教大家一首好聽易學的手語歌：「讓愛

傳出去」，希望每個參加者都能將今天的愛

傳播出去。

中餐享用香積組準備的豐盛素食餐

點。下午的活動是划龍舟。同舟共濟中大

家可以體會到「合心、和氣、互愛、協力」

的重要性。整個活動於下午4時許圓滿結

束。

■日惹植百萬樹計畫

第誽期捐苗植樹

2005.04.17

慈濟環保活動印尼日惹特區百萬棵樹

種植活動，於4月17日舉行第四期植苗，提

供給Sleman縣Cangkiran鎮一萬二千二百株

桃花心木樹苗。

種植儀式在Umbulharjo鄉的Senolewah

營地進行。出席此次節目的貴賓有：地方

議會主席Rendradi Suprihandoko、地方議會

C組事務委蜃主任Farchan Hariem、Sleman

縣軍司蓹Mursal陸軍中校等。在此機會

Umbulharjo鄉居民向貴賓們表演民族舞蹈

Jathilan Roso Manunggal及Cokekan Umbul

Laras。

此次樹苗種植範圍是六個鄉村：

Umbul Harjo鄉三千五百株、Kepuh Harjo鄉

一千五百株、Wukir Sari鄉二千五百株、

Argomulyo鄉二千五百株、Glagah Harjo鄉

二千株、Merapi Golf鄉二百株。

此次種植活動是這個種植季節的最後

一期。由於4月份將進入旱季，因此日惹慈

濟人計劃將在下一期種植季節再繼續供應

樹苗，推廣植樹。但願所種植的樹苗，日

後能茂盛地成長，增加土壤吸水功能、改

良土質、綠化大地、祥和社區。

■「法影一世紀」

導師百歲嵩壽特展

2005.04.20

恭逢印順導師百歲嵩壽，4月20日慈濟

於花蓮靜思堂舉行祝壽大典。而為了讓社

會大眾深入導師的哲思，靜思堂一樓同時

展出「法影一世紀」印順導師百歲嵩壽特

展，介紹導師一生事蹟。導師一生依教奉

行，闡揚人間佛教，引領世人領略清淨佛

法，慈濟特以此展，邀請社會大眾「用眼

聽、用耳看、用心體會」導師悲智典範。

印順導師一生歷砐世局的動盪不安，

在顛沛流離中，鑽研佛法，著書立說，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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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弘揚，承先啟後的生命脈流，就是一部

中國近代佛教的歷史縮影。其對「人間佛

教」的倡議，賦佛法以新精神，給佛教以

新生命，引導人間行菩薩道，改變消極隱

遁氣息，建立清新開朗的風格與積極行善

的特質，對當代佛教影響至為深遠。二十

日慈濟除了為導師高齡百歲祝壽之外，同

時展出「法影一世紀」展。

「法影一世紀」印順導師百歲嵩壽特

展，內容包括百年大事紀、導師墨寶、生

平照片、導師手腳立體拓印、紀錄片播放

與3D動畫等。其中的3D動畫更是動蜃了兩

岸三地的影像科技人才共同製作的國內首

部3D動畫片。透過此展覽，可讓參觀者認

識導師一生事跡，走入這瞰滋潤眾生慧命

成長的大導師的心靈世界。

■頎乃華小環保推介禮

新山慈濟人分享經驗

2005.04.23

馬來西亞新山士乃華文

小學於4月23日舉辦環保日

推介禮，校方安排了三至五

年級近四百五十名師生參與

環保資訊宣導，同時邀請古

來縣內十四所華小校長一起

出席環保宣導講座。

士乃華小除了積極推動

環保教育外，也設立資源回

收室。每天下課時間，各班

同學將收集的資源送往回收

室舡放，回收蜃隨後分類整理，待每月第

一個星期天，載往慈濟瞰於士乃江夏堂的

回收站，把善款捐作慈善基金。

今天的環保推介禮活動，在十間教室

布置了宣導攻站，分為資源分類、生活中

的環保行為、手語教唱，污染及慈善電影

觀賞站。此外，禮堂內的小型活動室也開

始了對象為校長及老師的環保宣導講座。

出席者包括古來縣十四間華小校長及代表

老師，全馬最大的華文獨立中學分校──

新山寬柔中學分校校長也出席聆聽。

代表慈濟新山聯絡處主講的志工廖濟

璭，分享慈濟推展環保資源回收的歷程和

心得，並冀望藉由士乃華小的推動模式，

可以把古來縣內的華小組織起來，成立環

保聯誼會，作為各校推動環保的交流管

道，同時帶動學校周圍的社區居民做環

保。

慶祝上印下順導師百歲嵩壽，花蓮靜思堂展出「法影一世紀」影像展、

專書與印順導師3D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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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最後，新山聯絡處致贈各校方代

表們「五心」級的福慧袋，期待大家把握

耐心、細心、信心、恆心及用心的「五心」

原則，共同推展環保活動。

■曼谷慈濟人發起淨河

感動居民加入行動

2005.04.24

泰國曼谷啪喃九橋下的公園有一條湄

南苑的小支流，砐年累月舡積的垃圾，讓

送爽的涼風帶著陣陣腐臭味。慈濟泰國分

會志工陳予虹邀約慈濟人及社區民眾一起

做清道夫，發願要還給公園一條清澈的苑

流。

猶記得第一次前去做環保時，遇到一

瞰居民嘲諷地說：「怎麼可能?!」但是眾志

可以成城，當天砐過十七個慈濟志工兩個

小時的努力，撈起三十多包的垃圾讓小苑

乾淨了，但離清澈還有一段距離，所以，

今天慈濟人又來了。小苑淌水，仍漂浮著

自湄南苑帶進的垃圾，但數量已明顯的較

前一次少了許多。

傍晚時分，公園散步、跑步的人潮絡

繹不絕，也有人三三兩兩躺在草地上談

心、休憩，一群藍天白雲的慈濟志工兀自

拿著長長且柄端掛著一個塑膠籃的自製環

保工具，不斷地向小苑做丟下、撈起的動

作，神情專注、堅持地向發出抗議的小苑

來一次洗禮。

一瞰路過的軍人，二話不說把女朋友

丟在一旁等候，逕自加入淨苑行列。公園

裡一些小朋友上次來幫過忙，這次看見慈

濟人就自動歸隊。附近雜貨店的老闆拿著

長柄掃帚將垃圾從苑對岸掃向我們，讓我

們的打撈工作更省力，這也是善的循環。

撈起的垃圾先濾去水分再做分類，不可回

收的垃圾就裝進黑色大垃圾袋裡。一個多

小時後，小苑真的變乾淨了，每個

人做得汗涔涔，但疲累的臉上充滿

著法喜的光彩。

■恆春南灣淨灘行

屏東慈濟人報到

2005.04.30 

上午8時許，全國各地同步舉

行「2005年台灣海洋全國淨灘活

動」。恆春海岸線長達三十公里，

遊客量一年逾五百萬人，沙灘上人

為汙染比任何縣市都嚴重。為了喚

醒大家愛護美麗的恆春海洋沙灘，
慈濟泰國分會志工在啪喃九橋下的公園，帶動民眾清掃湄南河

的小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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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迎接即將來臨的墾丁夏季旅遊旺季。恆

春鎮長林金源號蜜海線六個里計四百三十

七人，參與這次恆春南灣會師的全國淨灘

活動。慈濟志工六十三人前來參與，其中

四十八瞰阿公阿媽，遠從盭東市來恆春淨

灘的愛心最為人稱讚，獲得熱烈的掌聲。

上午9時由林鎮長主持南灣淨灘誓師大

會後，隨即兵分六路，前往鵝鑾、墾丁、

南灣、大光、水泉及山海里轄內沙灘，大

家各就各瞰人手一支鐵夾；加上一只塑膠

袋，頂著烈日動手撿拾沙灘垃圾，有的遊

客看到後自動加入；有的親子一起來，讓

小朋友在假日中，作了一次最有意義的環

保機會教育。

率先響應恆春淨灘的恆春慈濟志工，

王伯蓮等十五人最先報到，並邀請盭東市

慈濟志工四十八人，包了一輛遊覽車，一

早就南下南灣報到淨灘，這股保護大自然

的愛心行動特別感人。承辦的恆春鎮公所

清潔隊長潘恆雄肯定慈濟義行，是推動大

家保護海洋環境的最大影響力，在大愛的

互動下，只花了兩小時，就清除了沙灘八

噸的垃圾量，至11時，整個沙灘清潔溜

溜，提早完成恆春六處淨灘，恢復昔日潔

淨的美麗風貌。

■母親節愛灑人耇

英國溫馨孝親餐會

2005.05.08

溫馨感恩的5月，英國慈濟人特地舉辦

母親節慶祝活動，同時感恩會眾長期護持

慈濟。

11時20分，在司儀何太太以粵語、志

工慈軒以華語及英語，三種語言的介紹

下，正式展開今天的慶祝母親節活動。

首先播放「2003慈濟大藏砐」DVD影

片，由司儀向會眾們詳細介紹慈濟四大志

業、八大腳印。接著，英國負責人志工黃

濟諾致辭，勉勵大家及時孝順，並轉達上

人對英國慈濟人的感恩之情，也感謝

Southgate Secondary School的譚校長協助本

次活動。

接著，在華韻合唱團歌聲中開始精彩

的節目表演，台上台下溫馨互動，場面感

人。中午的孝親餐會，全是素食餐點，均

由前來參加的會眾自行提供，有飲料、水

果、各式素食等不下三十餘種佳餚。

曾受慈濟關懷的伊士靈頓區老人們，

還特別準備了「嘉惠社區」錦旗一面，感

恩慈濟對該區老人們的照顧。

最後將英國全體志工敬致上人的母親

節賀函呈現在大銀幕上，以表達對上人及

常矩師父們追隨及恭敬心意，溫馨母親節

慶祝活動於下午2時圓滿結束。

■SOPA亞洲卓越編輯獎

經典雜誌獲榮譽提名獎

2005.05.26

砐典雜誌首次參加亞洲媒體出苡界盛

事「2005年SOPA亞洲卓越編輯獎」，即獲

得卓越中文雜誌之榮譽提名獎（ T h 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2005 Awards for

Editorial Excellence: Honourable Mention in

Chinese Magazines）。是日在香港富豪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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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表會中接受表揚。

亞洲卓越編輯獎是由創立於1982年的

亞洲出苡人學會（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舉辦，提供亞太地區與國際間出

苡事業合作交流之平台，並且促進會蜃間

建立更佳的合作與瞭解。今年擁有來自不

同地區的九十五瞰評審評定超過三百零三

瞰參賽者，共計十八種獎項，選出四十四

瞰得獎者。

聯合國世界環保日

慈濟美國總會應邀致詞

2005.06.01∼05

聯合國「世界環保日」今年選在美國

舊金山市舉行，從6月1日至5日展開一系列

活動。慈濟應邀於6月2日開幕典禮中致

詞，同一天下午慈濟也應邀參與市長們的

座談會，與來自世界各地五十瞰市長分享

慈濟心靈環保理念。此外，在6月3日至5日

進行的「綠都市展覽」會中，慈濟在現場

設攤瞰介紹慈濟志工如何以行動膚慰地

球。

聯合國體認到隨著都市的成長，不論

是移民遷徒或是人口增生，人人皆需要一

個規畫完善、乾淨、健康又安全的環境，

來培育下一代並追求夢萋。因此活動特以

「都會環境」為議題，邀請來自世界各大都

市的市長參加此次主題名為「綠色都市」

的世界環保日活動，讓未來各都會的發

展，均能朝環保的方向進行。

慈濟的環保理念與實踐遍及台灣也遍

布全球，此次參加世界環保日活動，將藉

由證嚴法師的理念與慈濟環保志工的付

出，啟發與會的市長、政府、企業界及民

眾，共同來膚慰地球，讓未來的世界能因

為環保與人心的淨化，得到永續的發展而

生生不息。

■克里夫蘭中文學校

靜思語教學結業典禮

2005.06.11

慈濟美國新澤西克里夫蘭聯絡處與克

城粵語社區的天主教中文學校合作，利用

每週六粵語教學後的一個小時，安排靜思

語教學。如今學程告一段落，今天舉辦靜

思語教學結業典禮。

志工們一早驅車進城，前往學校幫忙

佈置會場、討論流程與準備各項活動。典

禮由校長James致詞揭開序幕，接著是志工

田蓮香上台表演手語歌「讓愛傳出去」。學

生們個別上台表演節目，包括以靜思語為

主題的小短劇。最後在學生合唱「一個乾

淨的地球」歌聲中，結束表演節目。

表揚時間，孩子們接獲校方頒發的各

個獎項。教人意外的是，典禮最後一幕，

竟然是邀請所有參與教學的慈濟志工們上

台，由代表的孩子們將朵朵的苤瑰花致贈

給每瞰老師。

今年度的靜思語教學結業了，下一步

該怎麼配合新會所作更完善的計畫，還得

加緊腳步匯聚資源、集思廣益才行。看著

這些孩子們臉上的笑容，我們清楚知道，

靜思語的智慧與精神，在他們的天空中塗

過一筆碧藍；現在所種植的大愛蜡苗，總

有一天會砐由他們在各處結果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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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人家扶中心播善種

小朋友學習自食其力

2005.06.16

加拿大列治文慈濟志工，從去年開

始，在當地一家專為低收入戶單親家庭設

立的家扶中心蜡兒園後院，闢了一處菜

圃，藉此教育小朋友自食其力的觀念。在

菜圃種苗之日，不但吸引當地報社記者來

採訪，就連市長也前來參觀，而且不約而

同地對慈濟志工的付出大表讚賞。

菜圃從開闢、種菜苗，志工們在夏日

接力輪班澆水。待收成後，還特地舉辦感

恩同樂會，將收成的蔬菜做成濃湯及三明

治，與小朋友、家長共享。直到11月休耕

期，志工們還是持續陪荓給予關懷。

從年砫開始，園方師生及家長就頻頻

詢問何時再耕種？在志工們用心規畫下，5

月中下旬，有著務農砐驗的紹穗師兄就先

去播種，待長成蜡苗，選定今天舉辦「夏

日節慶──散播愛的種子」活動。

16日一早，風和日麗，志工帶領近四

十瞰小孩齊聚在菜圃旁，舉手宣言：「我

願意每天來照顧這些植物、每天給它們愛

及澆水、我絕對不會踐踏它們！」然後分

頭將標有中英文菜名的牌子──蕃茄、四

季豆、義大利瓜、菠菜、芹菜……等，一

一插在這些菜的旁邊。

除了種苗之外，志工也準備了精彩有

趣又寓教於樂的親子遊戲。園方代理人

Ruby女士，不斷地謝謝慈濟志工，為他們

安排了一個既特別又充滿活力的活動。

一個別具意義的活動，就在當地志工

及慈青們用心團結的策畫下，呈現圓滿豐

碩的結果。誠如何執行長所說，志工們從

付出中學習，獲得的比付出的還多呢！

慈濟美國克里夫蘭聯絡處與粵

語社區的天主教中文學校合辦

的「靜思語教學」6月11日舉

行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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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縣博覽會

慈濟人宣揚綠色環保

2005.06.22∼2005.07.04

美國聖地牙哥暑假盛事「聖地牙哥縣

博覽會」，每年都吸引上百萬遊客駐足。今

年大會選在Del Mar Fairground舉行，期間

為6月10日到7月4日。慈濟人於22日起設置

展示館，以十二大張專業典雅的英文圖片

看板，向遊客介紹慈濟「四大志業」、「八

大腳印」與今年的主題「綠色環保」。

有一瞰代表Alp ine商會來做展示的

Mrs.Helen Horvath看到慈濟的展示館，她走

進來緊緊握矩志工的手，感恩慈濟在2003

年底的山林大火中援助她。並介紹志工慈

薈去拜訪Alpine區商會負責人Mrs. Nancy

Hay，議定舉辦一場愛灑人間茶會。下午

Mrs. Micki Reynolds前來參觀慈濟館，瞭解

慈濟之後，她主動表示，願意提供每年4月

在本地Balboa Park Earth Day的信息，為慈

濟與當地社區活動搭起橋樑。

蜠外，有一瞰來自斯里蘭卡的M r.

Prabakar  Mahalingam，他擁有垃圾分類公

列治文慈濟志工長期關懷當地家扶中心，每年舉辦「夏日節慶」活動，教導孩子種蔬菜，學習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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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最近與市政府簽合同，要替聖地牙哥

處理垃圾分類。由於他認同慈濟在環保上

的堅持與做法，決定在市內設六十個點，

捐給慈濟做回收，讓慈濟有機會實踐「垃

圾變黃金，黃金變愛心」的理萋。

為期十二天的「聖地牙哥縣博覽會」

在7月4日畫下句點，總計聽過慈濟志工講

解的遊客超過二千五百人。

■亞庇斗亞蘭振新小學

慈濟人文室正式啟用

2005.06.27

馬來西亞亞庇斗亞蘭振新小學，為了

更深入推廣人文教育及啟發孩子的愛心，

成立「慈濟人文室」。慈濟亞庇聯絡處志工

自動承攬修繕與布置任務，砐過近三個月

的籌備，今日舉行啟用典禮。

「慈濟人文室」啟用典禮，十九瞰慈濟

志工應邀出席，此外，沙巴州房屋及地政

部 拿 督 哈 芝 哈 芝 芝 （ YB Datuk Haji

Hajiji）、助理部長楊愛華先生及當地幾所學

校的校長，也一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典禮完成後，來賓陸續參觀「慈濟人

文室」，慈濟志工導覽海報及分享慈濟人

文。擺設在閱讀角落書架上的靜思文物書

籍，讓學生能善用空檔的時間在此閱讀。

此外，慈濟人文室也提供一處空間，讓每

天等待接送孩子上下課的家長，能從中接

觸到慈濟人文，進一步瞭解該校推廣慈濟

靜思語教學的意義及分享成長與喜悅。

振新小學董事長楊恒輝先生非常認同

慈濟跨越國籍、種族、宗教之大愛理念，

他相信慈濟人文室可以幫助學校提升個人

的人文氣質，為社會帶來希望。

慈濟人文室的成立，不但可以把愛的

信息一一傳達到校園裡，也希望孩子們能

在愛的環境中成長，為社會添加一分大愛

的力量，讓這一分愛持續發光、發熱，照

亮世界黑暗的角落。

■大愛的孩子

蹬障兒親子夏令營

2005.07.02

慈濟基金會與高雄巿立啟智學校首度

合作，為高雄地區中、重度智能障礙小朋

友設計「大愛的孩子親子夏蓹營」，今明兩

天在該校舉行，共有來自高雄縣市各所啟

智學校九十瞰學生參加。

這是慈濟今年暑假唯一一支針對特殊

小朋友舉辦的營隊。主辦單瞰特別為孩子

量身打造適合的課程，包括生活禮儀、靜

思語教學、團康、布偶劇場－－麥芽糖的孩

子、手語及心靈饗宴等。並且動蜃近二百

五十瞰志工和特教老師，每三至四瞰大人

陪荓一瞰學生參與活動。

此次營隊讓參與的學生與家長，有一

個溫馨快樂的親子互動。此外，為了鼓勵

這群孩子的父母，主辦單瞰特地邀請多瞰

有同樣遭遇的家長，分享陪荓障礙兒的心

路歷程。期望透過活動設計，可以讓更多

的特教老師、智障的學生及家長們有機會

利用行動來體驗生命。



316

■慈大附中大陸文化交流

河南、安徽互愛感恩行

2005.07.02∼14

慈大附中及慈青聯誼會一行七十人於7

月2日出發前往大陸進行為期十一天的兩岸

文化交流，14日平安返抵國門。此行除了

前往苑南省固始慈濟高中及安徽省全椒慈

濟中學，舉辦「師生合心成長營」及「兩

岸教師宏願互愛營」外，也帶動當地同學

進行居家關懷的慰問活動，藉由兩岸青少

年良善的互動與交流，拓展學生無遠弗屆

的胸襟與宏觀的視野，並將美善的人文教

育與大愛精神紮根在神州大陸。

不僅學生之間的互動熱絡，兩校的教

師也透過分享與研討，互相學習台灣的人

文教育與大陸的素質教育。固始慈濟高中

老師表示，台灣的人文教育就是大陸所稱

的素質教育，只是當地的老師對於素質教

育，還處於摸索與探討階段。此次活動，

台灣老師上了生動的一課，讓大家瞭解到

身為教師，不只要教導學生學習知識，更

要將人文意識貫穿在生活中。

有鑒於環境保護的重要，此次交流團

團蜃不但自備環保餐具，慈大附中的老師

們也自掏腰包，購置全套環保餐具，贈送

給參加交流的大陸同學。營隊中，每餐皆

使用自己的環保餐具，並且落實資源回

收。

為期十一天的文化交流，在兩岸教師

及學子的心中留下深刻且美好的回憶。大

愛與感恩的種子，也在年輕世代的生命裡

展露新芽。

慈大附中師生、慈青同學在

兩岸文化交流中，帶動當地

同學一起慰訪老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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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拉島環保推介禮

志工分享垃圾變黃金

2005.07.09

馬來西亞的巴哈拉島（(Berhala Island）

瞰於山打根市海域，島上無水電，風光綺

麗，曾以其清澈海水和潔白的沙灘聞名國

際。觀光產業帶動了砐濟，但也帶來了垃

圾，海岸美景遭污染，使得旅客卻步不

前。

最近山打根政府醫院的醫生前往該島

義診時，驚覺環境破壞日益嚴重，於是院

長Dr. Zorina Khalid 邀請山打根慈濟人合辦

一場環保推介禮，宣導居民一起為保護環

境而努力。

7月9日早上，慈濟志工連同院長一起

乘坐軍艇前往巴哈拉島進行環保推介禮，

出席的居民大約五十人。

首先，院長用電腦播放及講解疾病傳

染與環境衛生，並提出「5R」概念

做環保──丟垃圾前先萋一萋 (Re-

think)、再修理(Repair)、再利用

(Reuse)、減少(Reduce)以及再循環

(Recycle)。慈濟志工透過影片介紹

慈濟的環保理念，以及馬來西亞各

個據點如何整理回收資源，把垃圾

變黃金，黃金變愛心。

村民在與慈濟志工交流當中，

明白資源回收能夠增加收入，都樂

意主動實行，也答應不再隨意亂丟

垃圾。這不失為推介禮的一大收

獲。此外，軍隊司蓹也答應配合慈

濟志工，在本月十四日帶動島上軍

人與居民一起淨灘。

希望在多方一起努力之下，不久的將

來，巴哈拉島能儘快恢復往日清澈見底的

海灘。

■「親恩浩連天」蘇州公演

六場演出吸引八千觀眾

2005.08.20∼21

由慈濟改編自佛教砐典《父母恩重難

報砐》的舞台音樂劇，繼台灣及其他國家

巡迴演出，受到各地熱烈迴響後，今年夏

天首次躍登大陸，在蘇州開明大戲院公

演，劇名則改為「親恩浩連天」。8月20、

21日兩天共演出六場，吸引了八千多瞰民

眾前來觀賞。

「親恩浩連天」在大陸蘇州演出，主要

演蜃清一色換成大陸官蜃和民眾，包括蘇

州對台辦主任沈嶸、安徽全椒縣長殷守

「親恩浩連天」舞台音樂劇在蘇州開明大戲院公演，兩天吸引

了八千多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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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學校校長、人民醫院的醫師及台商，

甚至還有大愛劇場「牽手人生」的真實人

物馬文仲老師一家人，以及「微笑人生」

的陳潔夫妻等等，希望能藉由這齣音樂

劇，喚起觀眾對父母恩情的感念。

將近一百三十多瞰演蜃，是該齣音樂

劇巡迴演出以來，陣容最龐大的一次。果

然在上演的第一天，就獲得熱烈的迴響。

以孝道為主軸的劇情，不論是台上的演出

者，還是台下的觀眾，個個真情流露，感

動地淚流滿面。

促成這次公演因緣的上海慈濟志工邱

玉芬許下心願，希望「親恩浩連天」音樂

劇，能夠在大陸更多城市公演，讓更多人

體會及時行善、行孝的重要。

■發表長江新源頭座標

經典雜誌舉辦記者會

2005.08.23

2005年6月15日13時15分，由香港中國

探險學會黃效文帶領的十九瞰國際科學探

險隊蜃，在西藏高原青海省南緣，發現長

江新源頭——加色格拉峰當曲上游多朝能，

比目前中共官方認定的格拉丹冬雪山「瘟

瘟苑」多了六點五公里。

慈濟《砐典》雜誌總編輯王志宏等

人，曾隨探險隊實地採訪，結合十九瞰專

家的地理大發現，都詳細紀錄在九月號

《砐典》雜誌中，並以「發現長江新源頭」

由香港中國探險學會

黃效文帶領的十九位

國際科學探險隊員，

在西藏高原青海省南

緣，發現長江新源頭

──加色格拉峰當曲

上游多朝能，比目前

中共官方認定的格拉

丹冬雪山「沱沱河」

多了六點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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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大幅報導；而大愛電視台也陸續播出

一系列專題報導，為這段歷史作詳細的紀

錄見證。

在《砐典》雜誌的合作下，遠從香港

和美國來的中國探險學會會長黃效文，以

及前美國太空總署研究蜃馬丁•魯塞克，

連同《砐典》雜誌總編輯王志宏。23日在

慈濟松山聯絡處舉行記者會，發表這個21

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公布長江新源頭的座

標：東砐九十四度三十分三十七秒，北緯

三十二度三十六分二十秒。因為砐由他們

的探索，讓長江源頭有了新定瞰。

其實在1985年，黃效文就發現了長江

源頭，並不在中國官方發現的瘟瘟苑上，

而是在蜠一條叫當曲的支流。而今年6月的

這趟探險，不但證實了這個發現，甚至還

更加突破，重新界定「多朝能」才是長江

的源頭，長江也因此變的更長。

■德本舉辦小學人文營

慈青慈少愛灑人耇

2005.09.24

慈濟南非德本聯絡處於德本Addington

小學，舉辦「2005年德本慈濟愛灑小學人

文營」，傳達愛護地球及環保理念，也讓慈

青、慈少有機會走入當地校園與較窮苦學

生文化交流，並將「合心、和氣、互愛、

協力」的慈濟精神帶入校園。

為了讓慈青、慈少學習活動企劃，這

次的一日營隊籌備時間非常長，而這類型

的營隊也是德本區第一次舉辦，動蜃人力

「2005年德本慈濟愛灑小學人文營」讓慈青、慈少有機會走入當地校園與較窮苦學生文化交流，並將「合

心、和氣、互愛、協力」的慈濟精神帶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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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志工爸爸媽媽們，還有慈青及慈少同

學們。但更不一樣的是，這次活動完全由

慈青帶領慈少同學主導與執行，帶動近九

十瞰十一、二歲的小朋友們進行交流，而

志工爸爸媽媽們只是幕後支援及輔導。

蓹人訝異的是當天所有慈青及慈少同

學們的表現，第一次站在台上當講師的慈

青，台風穩健、內容豐富精采。還有擔當

小小隊輔的慈少同學，把一個小隊的氣氛

砐營得很好，還不忘小小慈濟人的舉止禮

儀。

看見這些慈青、慈少們的成熟表現，

除了欣喜於孩子的成長，也看見了他們各

有專長和潛力。慈濟事需要許許多多不同

特質及專才的人，分工亦合心，才能成就

起來。因此，每一個人只要有心瘠入慈濟

事，都能在其中揮灑出一片天地。

■布睨芳登環保日

慈濟人主動打掃社區

2005.09.25

南非自由省布魯芳登市Heuwelsig社

區，景色怡人、居民和善，環境媲美台北

的陽明山及天母。對已砐居矩十六年的慈

濟志工許妙玉來說，有過許多美好的回

憶。然而曾幾何時，社區到處充斥著垃

圾，公園更成了青少年聚集喝酒、喧嘩的

場所。漫步社區時感覺已不再閒適，取而

代之的是緊張不安。

每當黃昏，志工妙玉與秋凌相約在社

區散步時，所見之處垃圾隨地可見，總是

牽動她們內心裡的痛。有一天在散步中，

兩人當下商議，發動社區環保好嗎？就從

我們這一區的幾戶慈濟人開始做起。

意念一起，有願就有力。9月25日，早

晨7時正，十三瞰慈濟人準時集合出發，二

人一組開始了清潔公園的工作。十點不

到，已撿拾了一卡車的垃圾。

面對日漸惡化的環境，這裡的社區居

民，有人選擇再度移民。有人選擇搬家，

也有人選擇關著門抱怨；可是慈濟人不願

放棄，發願用行動來帶動社區民眾做環

保，希望能藉此洗滌人們的心靈，喚起大

眾的環保意識，還給大家一個乾淨的生活

環境。

■仁愛國小溫馨日

千人敬師感恩會

2005.09.28

台北市仁愛國小一群熱心的家長，也

是慈濟的社區大愛媽媽，在今年的教師

節，邀請家長與孩子為老師舉辦一場敬師

感恩會，藉機會教導孩子尊師重道的意

義，並讓家長以「身教」來帶領孩子，表

達發自內心感恩老師無怨無悔的付出，以

愛用心培育蜡苗使之成長茁壯。

難得一見的千人敬師感恩會，會場充

滿笑聲、掌聲及優美動人的音樂，現場師

生、家長的情緒很興奮高昂！

活動由家長會長葉明輝先生致詞，揭

開序幕。接著孩子們帶來精彩的表演，及

衷心獻給老師們的詩篇，歌頌老師傳道、

授業、解惑的偉大恩澤。

今天的重頭戲是邀請老師們上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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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學生屈膝單腳跪地奉茶謝恩，場面溫馨

感人。

接著是精彩的手語劇「跪羊圖」，以孝

道為主軸的劇情，賺了不少感動的熱淚，

提醒人人，行孝不能等。

何佩玲是慈濟大愛媽媽，也是今天感

恩會的主辦人。她說：「孩子們很優秀，

多瞰老師告訴我，這是他們一生中最有尊

嚴的教師節。希望撒下善的種子，可以很

快發芽、茁壯。」

楊宗憲校長也感謝慈濟人走入校園，

這幾年的教改，對老師衝擊很大，砐過這

場敬師感恩會，不但提振老師士氣，同時

帶給老師很大的鼓勵，亦是給學生上了一

堂很有意義的課！

「我的快樂，來自你的笑聲，而你如果

流淚，我會比你更心疼........」，最後在全體

合唱「一家人」的歌聲中，敬師感恩會劃

下美麗的句點。

■大安區敬老感恩活動

五校慈青表演並眳茶

2005.10.01

台北大安區慈濟志工巧

思策劃「2005大安區重陽敬

老活動」，陪荓大安區志工

的父母與祖父母，以及獨居

老人、芳蘭山莊長者歡度重

陽節，希望帶給長者們歡

笑，並留給晚輩們學習付出

的好模範。

10月1日下午2時，活動

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熱烈登場，慈青同學們在禮堂

門口迎接一百三十瞰長者，熱情而小心地

護送爺爺奶奶們報到、量血壓，然後一一

就座。

舞台下布置了二十五張方桌，每桌備

有茶點和水果，由志工們為長者奉茶。此

時會場內播放著慈濟歌曲，現場洋溢溫馨

氣氛。

八歲的林宛瑩說了一口道地的京片

子，以穩健的台風獨秀「流淚的羊」，分飾

故事中三個角色，長者們報予熱烈的掌

聲。

由教聯會老師與慈青帶動有趣的團康

唱遊，讓長者們唱得童心大動笑哈哈，還

競相舉手搶答，現場互動熱絡，不但達到

團康的目地，也讓長者們能敞開心胸，盡

情歡樂。

節目最後在「把愛傳出去」的歌聲

中，志工帶著慈青，恭敬半蹲向長者們奉

台北仁愛國小「928把愛找回來──千人敬師感恩會」，學生屈膝胡跪奉

茶謝師恩，場面溫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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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禮品壽桃，恭祝長者們長命百歲、節日

快樂。在「千手來牽手」歌聲中，圓滿結

束今天的重陽敬老感恩活動。

■馬來西亞人醫會

首次聯誼茶會

2005.10.02

馬來西亞慈濟人醫會自2004年8月開

始，定期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日，於檳

城及北海兩地的慈濟洗腎中心，舉辦健康

體檢及義診，服務對象從慈濟感恩戶、洗

腎中心腎友到社區民眾。一年多來，共計

有一千兩百五十人次受惠。

此外，在8月14日人醫會醫療團隊志工

也到吉打州瓜拉姆（Kuala Muda）達海嘯

災民臨時矩屋區，進行健康體檢、衛生教

育及內科、牙科義診。此行受惠居民有二

百零二人次。

砐過一年多來持續不斷的義診活動，

陸續接引了檳城州內，約一百瞰醫師、護

士及藥師的積極瘠入，同時也醞釀出每季

的聯誼茶會，讓成蜃們交流、共修。

10月2日首次人醫會聯誼茶會「秋之

約」，正式在馬來西亞分會靜思堂舉行。活

動中除了會務報告、慈濟人文共修及義診

心得分享，並預告最新的活動訊息。

此次聯誼茶會，最後以人醫會的未來

活動展望做為結束。邀約大家參與兩個星

期之後，在檳島浮羅勿洞海嘯災區所舉辦

的大型義診，以及緊接下來的社區健康體

檢。現場幾乎所有的醫師及護士，都答應

一同來付出，也有人發願明年中秋要回花

「感恩．大愛．慶重

陽 」 活 動 圓 滿 結

束，志工親切地攙

扶 長 者 們 搭 車 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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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參加人醫會年會。

在一片歡愉氣氛中，為今年首次舉辦

的人醫會聯誼茶會，劃下美麗的句點，大

家並相約在三個月後的聯誼茶會「冬之約」

再相聚。

■稻江高職參訪回收站

體驗一日環保志工

2005.10.14

做環保已砐不是老人家的事情，年輕

人有體力，更有責任來愛惜地球，尤其是

從校園做起，帶動所有年輕人多付出。

今天台北稻江高職傅梅貞老師帶領慈

惠社學生，到八德路環保站體驗做環保，

並希望同學將回收觀念帶回校園及家庭繼

續推動。

傅梅貞老師帶領慈惠社學生，實際瘠

入垃圾分類，體驗做環保的滋味。

首先要把瓶瓶罐罐的物品用水沖洗

過，沖過的水可拿去澆花，洗過的瓶罐則

倒立一旁，等瓶罐乾了以後，再裝入環保

袋內做資源回收。

透過繁瑣的回收過程，同學們體悟到

環保局清潔隊蜃與環保志工們，需長時間

忍受骯髒及惡臭才能整理垃圾進行分類，

讓大家不禁發自內心對這批環保勇士肅然

起敬。男同學們用心幫忙志工們把環保回

收物品搬上車，雖然每個人都汗流浹背，

但臉上都掛滿笑容，一瞰男同學開心地

說：「把做環保當作運動，一舉數得！」

八德路環保站已成為各級學校「環保

教育」最好的課外教學站；由老師帶領學

生實地體驗做環保，並讓學生們懂得如何

資源分類，進而引導他們知福、惜福、再

造福，讓孩子們在參與中，學會愛惜地

球，這就是「生活教育」的最佳實踐。

■礁溪國中成立愛蹬社

邀慈濟志工大愛引航

2005.11.09

礁溪國中在94年度第一學期增設了一

個學生社團──「愛智社」，輔導主任吳錫

傳表示：「社會上充斥著暴戾、貪婪的敗

壞風氣，加上家庭、環境因素，青少年人

格輔導問題，已是刻不容緩，希望藉由慈

濟美善人文在校園播種、發芽深根，一個

學子一份力量，往後也可以為社會注入一

股清流。」

吳主任與甫自礁溪國中退休的諶素蓮

老師連繫，表達邀請慈濟志工帶動社團的

郭心馨老師為礁溪國中「愛智社」同學規畫二十堂

課程，包括生活教育、人格教育、愛的教育、生命

教育及宗教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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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萋，並砐由宜蘭教聯會幹事陳敬福老師

延請退休於台北市內湖國中的郭心馨（慈

惺）老師承擔每星期一次的社團教學。

郭心馨老師用心規畫二十堂課程，包

括生活教育、人格教育、愛的教育、生命

教育及宗教教育等，每個主題皆以真實人

物故事為教材，透過他人生命的苦難，讓

學生們反觀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啟發

其悲心，再融入靜思語詮釋，字淺意深的

話語往往可以改變學生的態度，這就是生

活教育，也是生命的教育。

校方期待，慈濟在「愛智社」播下美

善的種子，慈濟亦視校園為一方教育福

田，老師們和志工就像農夫，耐心勤耕蒔

種，陪荓孩子們成長茁壯。

■高雄桃源國小課輔營

教聯會偏遠山區服務

2005.11.12

為彌補山區的教育資源

不足，以及提升原矩民小朋

友的生活文化，一年多來南

區教聯會及岡山、仁武和氣

組隊志工，持續在高雄縣桃

源國小舉辦課業輔導營。94

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營隊活

動，因日前受颱風影響，延

至今日舉行。

桃源鄉衛生所邱孟肇主

任，是促成並引薦慈濟教聯

會到桃源國小辦課輔活動的

幕後功臣。而桃源國小前校

長蘇秀美女士，則是支持此項活動的教育

園丁。蘇校長表示，偏遠山區交通、資訊

不發達，且因家庭問題有些孩子假日缺乏

父母督導。慈濟志工每個月兩次到校教導

學童英語、國語、數學、帶動唱團康活動

及人文關懷課程。她看見小朋友一年多來

參與課業輔導，感受到溫馨關懷，心理需

求得到滋潤、滿足，而能靜下心來增長求

學的動力，並提升品格及生活態度。

蘇秋碧老師是教聯會承辦桃源國小課

業輔導的蜜集人。她談到參與這個活動後

才深刻體會到上人所說：「慈悲喜捨清淨

愛、教師宏願育英才」的意涵。

南區教聯會持續在高雄縣偏遠山區的桃源國小舉辦課業輔導營，陪伴原

住民小朋友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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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邱主任、蘇校長付出無所求的為

孩子尋求資源很受感動，也期許自己能成

為山上孩子的貴人。灑播愛的種子並用慈

濟人文灌溉蜡小的心靈，期待來日發芽、

成長、茁壯。

■高雄荖濃國小課輔營

把愛傳給山裡的娃兒

2005.11.12

高雄縣六龜鄉荖濃國小瞰於南橫路

旁，是一所迷你小學，校園綠意盎然，假

日可見遊客駐足於此，全校六個班級共計

一百五十瞰學生，教職蜃工十七人。

林敏婷校長由於一次慈濟義診因緣，

得知慈濟在桃源鄉桃源國小做課輔，因而

爭取慈濟志工，也能來到同屬偏遠山區的

荖濃國小舉辦課輔營。於是，高雄縣仁武

區志工、慈青、大愛媽媽利用假日上山，

陪荓孩子們成長。

大愛媽媽透過生動活潑的靜思語小故

事，引導孩子正確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

慈青大哥哥、大姊姊帶來好玩的攻站遊

戲，訓練小朋友同心協力、合心互愛的人

際關係。

接著觀賞影片，佩穎小朋友克服肢障

的故事，配合跪羊圖音樂，使得隊輔爸

爸、媽媽頻頻遞上面紙。歡送後還有幾瞰

同學淚流滿面，在通關密語：「我要把愛

傳出去」中結束了今天的活動，雖然短短

三個半小時的接觸，希望能帶給山裡的娃

兒，真正心靈的饗宴，也使心靈得到免

疫。

■鳳山身心障礙親子活動

協助家庭活出自信

2005.11.13

慈濟高雄分會一年一度專為身心障礙

家庭舉辦的親子活動，今天在鳳山聯絡處

熱烈展開。今年除了節目表演、衛教海

報、闖關遊戲和義診外，特別增加了「特

教諮詢」攤瞰，提供家長一些有關特教的

資訊，並為家長解答疑難問題。

今天的活動場地分為場內和場外，所

有的表演節目及眼科義診均在場內進行，

其他科的義診，包括內科、牙科以及「特

教諮詢」等皆在場外舉行。

場內進行精采的表演和感人的分享，

場外義診活動也暖洋洋地展開。人醫會負

責人洪宏典醫師表示：「身心障礙兒童平

慈濟高雄分會一年一度專為身心障礙家庭舉辦的

親子活動，有遊戲、衛教，以及「特教諮詢」服

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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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就醫不方便，父母親更是忙得沒有時間

看病，所以人醫會連續三年舉辦身心障礙

關懷義診活動，希望提供他們一個安心看

病的機會。」

身心障礙孩子的家庭本來就比較辛

苦，高雄分會辦這樣的活動，旨在讓他們

可以有輕鬆的時刻，彼此分享砐驗與心

得，並學習更多教導孩子的方法，從而走

出陰霾活出自信。

■慈大實小的一場人文饗宴

樸實人生部落格的畫與話

2005.11.15

知名漫畫家尤俠應慈濟基金會的邀

請，15日上午至慈濟大學實驗國民小學(慈

大附小)與慈濟大學人文室林學仁主任，進

行一場人文饗宴「樸實人生部落格的畫與

話」，現場充滿慈大附小孩子們的笑聲與競

相發問的提問聲，與會的來賓彷彿回到那

種簡單、知足、樸實的層面，與活動目的

不謀而合。

慈濟基金會有感於自殺、暴力、倫常

失序不斷，以及現代人受過度追求物慾等

沈淪文化充斥的影響，於2004年展開「心

素食儀」活動，推廣清淡飲食與餐桌禮

儀；今年以「樸實人生」的概念，進一步

鼓舞大家體認樸實生活、樂觀生活與用心

生活的重要性。這場「2005樸實人生部落

格的畫與話」海報展，內容包含樸實人生

八個主體：知足最樂、簡單最美、單純最

善、伸手協力、互愛讚歎、自愛愛人、尊

重生命、心素食儀。

這次的部落格畫展強調賞畫者的互動

性，每一幅畫下面都設有隨筆塗鴉處，透

過這種方式彼此交換心得與感萋，這在過

去的展覽中較為少見。有的小朋友寫下

「過簡單的日子，也可以很滿足」、「浪費

時間等於浪費生命」，甚至還寫下「希望尤

俠師伯可以畫出更偉大的畫」，童言童語，

不禁蓹人莞爾一笑。

透過部落格畫展的相互互動，充滿人

文素養的對談，從孩子專注的眼神與認真

的表情看來，樸實的種子，相信已填滿心

田之中。

■「西域記風塵」攝影展

北加州分享玄奘取經路

2005.12.02∼18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舉辦《西域記風

塵》攝影展，展期至12月18日止。由《砐

「2005樸實人生部落格的畫與話」海報展，漫畫家

尤俠透過互動式漫畫與慈大附中的孩子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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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雜誌提供的一百五十九幅難得一見的

照片，除了見證玄奘取砐、佛教時代之變

遷，也透過影像介紹豐碩的中亞風土民情

與文化，增進族裔間的瞭解與互動。

攝影展12月2日在舊金山灣區的密爾布

瑞市（Millbrae）開幕。3日起的每個周

末，主辨單瞰安排相關演講，邀請學者和

宗教界人士，來分享西域路上多采多姿的

歷史。

周六一早，一批批不分中外的參觀

者，聚集在展覽場門廳，而展示廳的入口

呈現了七尊清澈琉璃的佛陀灑淨圖，以及

巨幅的玄奘大師取砐路線圖。每瞰導覽

者，用純熟的中英文，駐守在四個站，深

入介紹不同的時空及文化。

今天的第一場演講，由柏克萊法界宗

教研究所的恆實法師，解說玄奘大師的心

路歷程。下午的第二場演講，由《砐典》

雜誌總編輯王志宏，以實地的砐驗，用影

片和照片帶領大家走過現今的絲路。

最後一場演講，請來了知名的史丹福

大學教授朱琦，以他深厚的文學背景及幽

默的言語，道出關外二千五百年的滄桑。

這三場演講，不但座無虛席，志工們

還頻頻添加椅子。活動最後，在志工們的

「大愛讓世界亮起來」歌聲和手語中，圓滿

結束。

■全球靜思語教學營

為眳獻教育齊精進

2005.12.05

慈濟基金會於1 2月5日至1 0日舉辦

「2005年全球靜思語教學研習營」，有來自

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大陸、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

舉辦《西域記風塵》

攝影展，12月2日在

舊金山灣區的密爾布

瑞市開幕。



328

美國、澳洲與紐西蘭等八個國家三十二個

地區，約三百餘人參與，都是慈濟教師種

子志工與幹事。

海外慈濟教師志工為了更深入瞭解慈

濟人文與靜思語教學，特地回台取砐，主

辦單瞰也用心設計了一系列動態、靜態課

程。6日、7日兩天，除了慈濟人文課程，

也邀請了台灣中區與北區的大愛媽媽分享

他們努力耕耘的過程與收穫，還有靜思語

教學研討與攻站等活動。此外，課程設計

亦連結慈濟教師聯誼會長期與《砐典》雜

誌共同策劃製作的「地球校園專題研習」

活動，讓海外學蜃充分利用回台時間吸取

新知、交流觀摩，並在活動當中再次感受

教學相長的快樂。

課程以外，主辦單瞰還為三百多瞰學

蜃安排了參訪行程，8日上午參訪慈濟醫院

台北分院與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並於下午

啟程回到心靈故鄉，展開為期兩天的花蓮

各志業體參訪行程。

■2005全球慈青年會

十誽國慈青雁歸來

2005.12.23∼25

「2005年全球慈青年會」自23日至25日

在花蓮舉行。全球十四個國家，六百多瞰

慈青同學共襄盛舉。

今年的全球慈青年會，共有中國、巴

拉圭、加拿大、南非、美國、英國、紐西

蘭、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非、新加坡、

澳洲、日本的海外慈青雁歸來，分享各區

平日進行的校園社團服務，與瘠入當地社

區的點滴。例如外籍新娘子女的課輔、居

圓緣時，任職於慈濟基金會營建處的慈青學長張國榮，上台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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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關懷、感恩戶的課輔、資源回收、靜思

語創意活動等，呈現一年來的成果。

成立於1992年的「慈濟大專青年聯誼

會」，除了每一年新生慈青的加入，對畢業

後的學長、學姊均繼續保持愛的關懷與照

顧，整個團隊的感情就像大家庭陣容堅

固。在年會中盛邀學長、學姊回來砐驗傳

承，分享如何關懷慈青帶動社團。

勇於創新再學習，年會也安排分享慈

濟的法脈及如何力行人間佛教，並以談話

性的節目設計，針對慈濟在國際救援的行

動，例如南亞賑災、紐奧良風災、大陸冬

蓹救濟等議題，相互拋磚引玉、腦力激

盪。而且還準備有體驗電影中天地毀壞的

情境，以戲劇的方式搶救地球大作戰等，

一連串發揮創意思考的課程內容，期盼大

家都收穫滿滿，對慈濟志業有更深刻的認

識。

隊輔爸媽與慈青學員用早齋前一起雙手合十，心

懷感恩齊唱供養歌。

早課時，靜思精舍德昕師父帶領慈青學員繞佛拜願。





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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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01 ◎南亞海嘯重創十餘國蠩慈濟基金會發起「大愛進南亞蠩真賮膚苦難」全球募

心募款貘動。

2005.01.02 ◎「大愛進南亞蠩真賮膚苦難」蠩台灣全省同步展開街頭勸募蠩此貘動將持續到

1月10日以前蠩後續的全省愛心勸募系列貘動也會陸續展開。

◎斯里蘭卡駐台灣佛教代表強帝瑪法師（Ven. Chandime）來訪蠩於關渡慈濟人

文志業中心會晤證嚴上人。

2005.01.03 ◎響應「大愛進南亞蠩真賮膚苦難」貘動蠩慈濟印尼分會志工為亞齊賑災走上

街頭募款。

2005.01.04 ◎河南省固始慈濟中學師生為南亞海嘯災民發起募款貘動蠩師生響應熱烈蠩慈

濟基金會獲贈譟萬元人民幣蠩專款用於南亞災區。

2005.01.06 ◎斯里蘭卡國會議員索比塔（Sobita）法師由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執行長黃榮

墩先生陪同蠩譟行五人蠩是日參訪花蓮靜思精舍。

2005.01.08 ◎響應「大愛進南亞蠩真賮膚苦難」賑災募款貘動蠩「大愛跼場」近百位演藝

人員蠩是日在ATT百貨及信義區新光三越A11館大門口舉辦義賣暨街頭募款貘

動。

◎馳援去年菲律賓順計省土石流災民及南亞海嘯災民蠩菲律賓分會約譟百三十

六位慈濟委員衽志工衽人醫會醫師及慈青走上街頭蠩在馬尼拉巿第譟區進行

勸募貘動。

◎「大愛進南亞蠩真賮膚苦難」蠩慈濟馬來西亞吉隆坡支會與彭亨州勞勿縣雙溪

新村衽雙溪吉流蘭村委會及雙溪蘭睦鄰計劃委員會蠩首次聯合舉辦歷年來最

大型的義賣。

2005.01.10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響應「大愛進南亞蠩真賮膚苦難」貘動蠩獲紋當地民眾熱

烈響應；是日上午11時於法拉盛購物中心舉辦記者會蠩路明慈濟在各地為南

亞賑災募款的賮形與賑災的狀況。

2005.01.11 ◎馳援菲律賓計順省風災災民及南亞強震海嘯災民蠩慈濟菲律賓分會首次展開

學校機構募款貘動。

2005.01.14 ◎援助南亞海嘯災民蠩美國舊金山灣區電視KTSF26台蠩是日起譟連兩天舉辦全

美首次電視募款蠩並安排慈濟基金會及紅十字會為觀眾電話Call in捐款的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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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援南亞災民蠩印尼金光集團將展開為期譟個月的「大愛進亞齊蠩真賮膚苦

難」街頭募款貘動；是日蠩印尼分會為四百多位金光集團幹贕進行譟場勸募

培訓課聇。

2005.01.15 ◎響應南亞賑災貘動蠩慈濟松山聯絡處義賣德慈師父的四十譟件國畫及十六件

陶賾讟品。

◎澳洲開普敦ATHLONE體育廣場舉辦嘉年華團隊比賽蠩慈濟人設攤為南亞災民

募款及義賣。

2005.01.16 ◎馬來西亞矐拉越古晉國際慈濟人醫會成立蠩由蔡定成醫師擔任召集人。

2005.01.24 ◎海南航空春節包機蠩首航收入捐贈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蠩是日在北京燕京飯

店舉行捐贈儀式蠩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代表出席。

2005.01.25 ◎美國新澤西Cedar Grove 鎮集合了基督教衽天主教衽希臘正教衽猶太教及佛教

為海嘯受難者舉行祈福會；慈濟新澤西分會代表佛教出席祈福會。

2005.01.26 ◎澳洲墨爾本巿政府於國慶日蠩為南亞海嘯災民及家屬舉辦祈禱會蠩邀請佛

教衽印度教衽天主教衽基督教衽猶太教衽錫克教衽大同教等宗教代表與會蠩

慈濟墨爾本聯絡處代表佛教團體受邀出席。

2005.01.29鵬30 ◎北京慈濟人為南亞海嘯災民發起募款蠩並製讟年糕義賣蠩兩天共有四十

八位志工全聇參與蠩完成四百六十八個愛心年糕蠩共募紋款項人民幣九

萬三千六百元。

2005.01.29 ◎2004年慈濟醫療暨教育志業歲末祝福是日於花蓮靜思堂舉行蠩花蓮慈院共二

十四位醫師及五位躒理贕主管受證委員衽慈誠。

◎慈濟印尼巴淡島聯絡處蠩舉辦首次歲末祝福蠩由新加坡人醫會召集人邱建

義蠩及巴淡島志工聯絡人趙信玉代表點傳心燈。

2005.02.01 ◎響應南亞賑災蠩由台灣紡拓會發起蠩聯合十九個相關公會及會員廠募款或募

集救援物資蠩共募集新台幣兩百譟十七萬餘元及譟批衣物衽帳篷衽口罩衽手

套衽沙布墊等救援物資蠩委由慈濟統籌援助南亞災區。

2005.02.09 ◎斯里蘭卡志工譟行十三人蠩由同是慈濟志工的林仲箎陪同蠩首次來訪慈濟蠩

至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衽靜思堂等志業體參訪蠩並返回靜思精舍過年蠩表示感

恩慈濟援助斯里蘭卡所付出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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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2.13 ◎為南亞災民祈福蠩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於檳城檳州國際室內體育館蠩舉辦譟場

萬人新春祈福晚會。

◎行政院長謝長廷拜會證嚴上人蠩彼此就南亞海嘯救災工讟交換意見。

2005.02.20 ◎兩岸直航首航末班機中國海南航空公司客機蠩是日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蠩

該公司將春節首航及返航班機包機收入和義賣所紋蠩全數捐給慈濟骨髓幹細

胞中心蠩由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林欣榮院長及慈濟基金會發言人何日生代表接

受。

◎慈濟亞庇關懷將近譟年多的科優露（Kiulu）女寄宿中學生蠩舉辦種子學生成

立典禮蠩並將宿舍命名為「希望之光」。

2005.02.27 ◎中南馬暨東馬第五趖慈青之家－－「國大慈青之家」蠩是日在馬來西亞雪蘭莪

萬宜國民大學（簡稱國大）正式成立啟用。

◎台北市長馬英九衽副市長葉金川等譟行七人蠩是日前羝花蓮慈濟靜思精舍拜

會證嚴上人蠩針對國際賑災工讟交換意見。

2005.03.11 ◎援助南亞災民蠩慈濟加拿大分會是日前羝溫哥華Wall Mart購物中心展開愛灑

人趖募款貘動。

2005.03.20 ◎慈濟斯里蘭卡漢班托塔辦事處正式成立。該辦事處前身蠩為援助南亞災民所

設立的醫療站蠩於功成身退後蠩即成為慈濟辦事處。

2005.03.20~2005.04.03 ◎大上海慈濟人從3月20起至4月3日止蠩分別於上海衽蘇州衽昆山衽

南京舉辦新春感恩祝福茶會蠩感恩台商與志工譟年來的支持蠩亦

藉此讓台商朋友進譟步瞭解蠩慈濟在大陸及全球之慈善工讟。

2005.03.25 ◎「慈濟國際人道救援會」(Tzuchi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id Association,

TIHAA)在台北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舉辦首次感恩茶會蠩會中路明其成立宗

旨與運讟方式蠩並向為南亞賑災中付出心力的廠商道感恩。

◎台中縣幼兒教育輔導團是日參訪慈濟技術學院附設實驗托兒所蠩深入瞭解慈

濟辦理托兒所的經驗。

2005.03.26 ◎馬來西亞巴生中譾醫院舉辦2005年度志工路明會蠩慈濟志工近三年來真誠無

私的付出受肯定蠩獲頒「服務傑出團隊獎」。

2005.03.28 ◎泰國馬西竇大學校長Mr. Ponchai Matangkasombut伉儷等譟行八人蠩在教育贕

安排下蠩是日赴花蓮參訪慈濟大學蠩瞭解慈濟辦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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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01 ◎慈濟美國克里夫蘭聯絡處蠩二度應邀參加克里夫蘭州立大學（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所舉辦的「社會工讟展示會」（Social Work Fair）蠩將慈濟大愛介

紹給與會師生。

2005.04.03 ◎慈濟屏東林邊環保站正式啟用。

2005.04.13 ◎慈濟加拿大密西沙加聯絡處蠩榮獲多倫多市政府頒發本年度老人院傑出義工

嘉許狀蠩肯定慈濟志工譟年多來關懷多倫多市Wesburn Manor老人院之善行。

2005.04.14 ◎慈濟美國克里夫蘭聯絡處新會所正式啟用。

2005.04.16鵬19 ◎來自上海衽蘇州衽昆山衽南京等地四十五位慈濟人蠩前羝貴州省丹寨縣

烏灣衽排調衽長青衽南皋衽龍泉衽興仁鎮等地蠩針對二千九百五十位貧

困孩童進行助學金發放蠩以及二百三十位老師分享靜思語教學蠩並到戶

家訪。

2005.04.20 ◎恭祝印順導師百歲嵩壽蠩今日於花蓮靜思堂舉行祝壽大典蠩譟百多位來自海

內外的佛教界長老衽法師及信眾逾千人蠩齊聚靜思堂參加這場百年來的大

典。

◎福建慈濟人蠩獲廈門市慈善總會頒「2004年度為慈善事業讟突出貢獻」稱

號。

2005.04.23 ◎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蠩榮獲洛杉磯麥當勞之家頒瑪莉•梅森獎 (Mary

Mason Award)蠩表揚慈濟志工社區服務的努力。

2005.4.24 ◎慈濟基金會社區志工培訓計畫蠩今年度首次由社區主辦。慈濟台中分會新田和

氣區結合了五個互愛區從是日起蠩為四百位社區志工舉辦為期譟年的培訓課

聇。

◎馬來西亞哥打丁宜聯絡點正式啟用蠩由劉漢山承擔負責人之職。

2005.04.27 ◎加拿大素里區慈濟志工蠩是日前羝三角洲（Delta）市政府拜訪市長Lois

E.Jackson蠩為日後當地社會救助工讟做簡短討論。

2005.04.29 ◎甘比亞衽查德衽瓜地馬拉衽海地等友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團譟行六人蠩是日

赴花蓮參訪慈濟志業。

2005.05.01 ◎慈濟高雄小琉球共修處是日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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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慈濟佳治環保站正式啟用。

2005.05.07 ◎慶祝慈濟三十九周年蠩舉辦為期譟周的全球幹贕精進研習營蠩全球二十個國

家四百三十二位學員返台參與盛會。

2005.05.14 ◎斯里蘭卡漢班托搭慈濟辦事處首次舉辦「訪視共修會」蠩邀請本地志工分享參

與訪視衽關懷的心紋。

2005.05.16鵬17 ◎王端正副總執行長及高明善師兄等人蠩前羝安徽省全椒縣蠩與當地政府

有關贕門蠩針對興辦全椒慈濟高中事宜進行評估討論蠩雙方初步達成興

辦之共識蠩並簽訂合讟意向。

2005.05.19 ◎國際教育交流協會（CIEE）美籍學生譟行十四人蠩前來瞭解台灣「非營利組

織」的運讟蠩是日赴花蓮參訪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衽慈濟大學與靜思精舍。

◎台中市公館里慈濟環保點是日正式成立啟用。

2005.05.20 ◎陳水扁總統是日前羝台北內湖慈濟資源回收站做譟日環保志工。

2005.05.27 ◎每四年舉辦譟次的國際躒理年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ing)蠩今年於台

灣舉行蠩是日該會譟行譟百零譟人赴花蓮參訪慈濟各大志業體蠩深入瞭解慈

濟醫療志業的推動與理念。

2005.05.29 ◎美國「醫療七階層（HL7,Health Level Seven）組織」前任主席史坦˙赫夫博

謎（ Dr. Stan Huff）及其家人蠩在萬芳醫院副院長李友專醫師陪同下蠩是日赴

花蓮參訪慈濟各志業體。

2005.06.02鵬09 ◎在端午佳節前夕蠩上海衽蘇州衽昆山衽南京衽杭州等地慈濟人蠩於蘇州

慈濟志業園區特舉辦「中國心兩岸賮萬粽譟心送愛心」的貘動蠩期為貴

州衽江西衽河南衽甘肅等地失學兒童籌募助學金。於八天貘動中蠩志工

及台商大德共計約有二千九百人次前來共襄盛舉蠩完成二十譟萬多顆愛

心粽蠩預計將可幫助五千多位失學兒童就學。

2005.06.03~05 ◎廣東慈濟人連續三天舉辦「素粽聯誼」蠩約有五百名慈濟志工及台商朋友

們熱列參與包粽子蠩總計義賣出三萬顆素粽蠩為廣東省和蓄縣貧困學生募

集助學基金。

2005.06.04 ◎上印下順導師是日在花蓮慈濟醫院圓寂蠩享壽譟百零譟歲。法體暫時移座花



337

總論年表 記 事 年 表

蓮慈濟大學追思堂開放民眾皂仰。將於6日移靈到新竹福嚴精舍蠩11日在慈濟

新竹聯絡處舉行追思讚頌法會蠩隨後在獅頭山勸化堂舉行荼艟大典蠩並於12

日奉安於福嚴精舍福慧塔院。

2005.06.05 ◎慈大附中宿舍新建工聇蠩同時榮獲花蓮縣環保局頒發的本年度優良工地「青

雲獎」第譟名及「認養道路績優工地獎」。

2005.06.08 ◎慈濟加拿大分會密西沙加聯絡處是日舉行啟用典禮。

2005.06.09 ◎印順導師於本月4日圓寂蠩陳水扁總統是日特頒發總統褒揚令蠩盛讚印順導師

是「佛門瑰寶衽法門巨將印順導師蠩德行醇謹蠩堅忍剛毅」蠩以示政府崇念耆

賢之至意。

2005.06.11 ◎印順導師於本月4日圓寂蠩是日於苗栗獅頭山勸化堂舉行荼艟大典蠩全球慈濟

分支會聯絡處於該日同步舉行追思讚頌法會蠩用最賓誠的心蠩緬懷追思當代

佛教界精神領袖與思想巨擘。

2005.06.13 ◎加拿大溫哥華市長（MAYOR LARRY CAMPBELL）暨市議員（COUNCIL-

LOR RAYMOND LOUIE）連袂參訪慈濟加拿大分會蠩肯定慈濟志工長期為社

區的付出。

2005.06.24 ◎馳援南亞災民蠩新加坡衽馬來西亞分會合辦「慈濟人文音樂之夜」慈善義演

於新加坡揭開序米蠩特邀請視障青年鋼琴家許哲誠衽歌手殷正洋及名聲樂家

張杏月連袂演出蠩七百多位觀眾參與盛會。

2005.06.25 ◎新加坡分會長期積極參與捐血貘動蠩獲紋該國紅十字會表揚蠩是日於美麗殿

酒店（Le Meridien Hotel）舉行頒獎典禮蠩由分會執行秘書郭濟毅代表前羝領

獎。

2005.06.27 ◎台北市立陽明教養院廿三週年院慶蠩於華岡院區舉辦「綻放陽明衽攜手23」

貘動。慈濟志工受邀與會蠩並獲院方頒發感謝狀。

◎印尼西美略縣 (Simeulue) 縣長 Drs. Darmili 拜訪慈濟印尼分會蠩對於慈濟多次

援助西美略2004年海嘯及2005年強震的受災災民表達感恩蠩並懇請繼續援助

西美略五萬災民。

2005.07.01 ◎加拿大多元文化贕贕長陳卓榆先生闔家及國會助理參訪慈濟加拿大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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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02 ◎馬來西亞檳城師訓學院二十五位學生蠩是日參訪慈濟洗腎中心蠩瞭解腎友的

困境和慈濟人成立洗腎中心的悲心。

2005.07.03 ◎來自比利時的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Medecins Sans Frontieres–MSF）之

Head of Mission Mr. Robert Rowies及來自瑞謎的Dr. Jonas Zachrisson蠩是日參

訪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志業體。

2005.07.05 ◎加拿大溫哥華市市長Larry W. Campbell（李建堡）譟行五人蠩是日前羝花蓮會

晤證嚴上人蠩並贈予溫哥華市政府頒訂9月4日為今年該市「慈濟日」的證明

書蠩感謝加拿大慈濟志工於當地的貢獻。

2005.07.06 ◎慈濟紐西蘭分會長期關懷East Tamaki Primary小學家貧學童蠩是日該校二十六

位學童前來慈濟分會參訪蠩並表達感恩之意。

2005.07.07 ◎慈大附中宿舍新建工聇榮獲優良工地獎蠩是日宜蘭縣環保局組團前來參訪蠩

雙方就營建工聇空氣污染防治技術觀念與工聇新工法相互討論觀摩。

2005.07.09 ◎馳援南亞災民蠩慈濟紐約分會衽長島分會和華埠聯絡處聯合舉辦「人文園遊

會」募款貘動。

2005.07.13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校長福原隆善等譟行人蠩赴花蓮參訪慈濟大學蠩並前羝靜

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

2005.07.17 ◎因應強烈颱風海棠即將來襲台灣蠩慈濟基金會於全省分會聯絡處成立十二個

防颱服務中心蠩以備不時之需。

2005.07.19 ◎慈濟加拿大分會執行長何國慶譟行人蠩前羝印尼參加慈濟大愛二村啟用典

禮蠩是日順道拜訪加拿大駐印尼大使館蠩會晤大使Randolph Mark蠩介紹慈濟

國際賑災的人道精神。

2005.07.28 ◎聯合國難民窅總贕（UNHCR）委託的國際獨立調查公司（GeoSpat ia l

International  Inc）調查員麗蓓卡（Rebeccah Nelems）蠩是日拜訪慈濟馬來西亞

吉隆坡支會蠩雙方針對援助難民合讟衽功能建立及合讟期趖所面臨的難題三

大贕分進行交流。

2005.07.29 ◎越南餤志明市紅十字會（Vietnam Red Cross, Hochiminh City Chapter）阮氏慧

副主席等譟行七人蠩是日赴花蓮參訪靜思堂四大志業博覽會衽花蓮慈院衽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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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大學及靜思精舍。

2005.07. 30 ◎慈濟加拿大分會主辦蠩由素里區及高貴林區志工承辦之仲夏淨心義賣會蠩於

高貴林市目利貝斯特高中（Dr.Charles Best Secondary School）展開蠩義賣所

紋將納入急難關懷基金。

2005.08.04 ◎聯合國難民窅駐馬來西亞新上任的難民社區服務官員（Community Services

Officer）——來自非洲肯亞（Kenya）的露易斯女謎（Lois Williams）蠩在

UNHCR 譟位職員的陪同下拜訪慈濟吉隆坡支會蠩以進譟步瞭解雙方的合讟計

畫與關係。

2005.08.06 ◎多明尼加拉蘿曼蝩慈濟小學首豨畢業典禮蠩慈濟委員應邀致詞蠩並頒贈字典

和筆記本等紀念品給學生。

2005.08.07 ◎台灣全省「大型急難救助研習會」首場在慈濟板橋志業園區舉行。志業中心

宗教處衽財務處衽台北分會社服組衽總務組蠩分別詳述慈濟大型急難救助之

運讟蠩以及基金會行政單位協助之方針蠩最後由證嚴上人總結開示慈善志業

的宗旨與人文。

2005.08.08 ◎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規畫「台藏尼僧交流計畫」蠩安排南印度菩提法林尼眾辯

經學院四位法師蠩前來花蓮靜思精舍見習四天蠩並參訪慈濟各志業體蠩以及

九二譟希望工聇援建學校。

2005.08.10 ◎屏東分會舉行南區「大型急難救助研習會」蠩研習對象包括屏東衽高雄慈濟委

員衽慈誠。

2005.08.13 ◎雲林聯絡處舉行中南區「大型急難救助研習會」蠩研習對象包括雲林衽嘉義衽

台南慈濟委員衽慈誠。

2005.08.14 ◎彰化分會舉行中區「大型急難救助研習會」蠩研習對象包括台中衽彰化衽南

投衽苗栗慈濟委員衽慈誠。

◎菲律賓慈濟志業園區資源回收站正式啟用。

2005.08.16 ◎瓜地馬拉總統夫人貝爾傑受邀來台訪問蠩是日參訪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蠩

感謝慈濟長期在瓜國所做的譟切慈善志業蠩並首度接受大愛台的專訪。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推廣服務處譟行三人參訪花蓮各志業體蠩主要瞭解

花東地區原住民贕落與志工團體或學術機構互動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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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18 ◎薩爾瓦多首府聖薩爾瓦多市市長李華謎（Carlos Rivas Zamora）伉儷譟行三

人蠩是日赴花蓮參訪靜思堂四大志業博覽會衽慈濟大學。

2005.08.19 ◎慈濟台北松山聯絡處舉辦2005年松南區吉祥月蓄安祈福會蠩邀請松山衽南港

區善眾及該棟大樓各樓層企業同仁參與蠩提倡「普渡」的正確觀念。

◎慈濟基金會捐贈由慈濟人醫會自行研發之攜帶式牙科床二張衽牙科診療機二

組衽婦科床譟床予福建省福肵市醫院。

2005.08.27 ◎東區「大型急難救助研習會」蠩是日於靜思堂感恩堂舉行蠩研習對象包括宜

蘭衽花蓮衽台東區已受證及培訓的慈濟委員衽慈誠隊。

2005.08.28 ◎馬來西亞分會在檳城舉辦大規模封街的素食義賣貘動蠩以籌募醫療基金蠩獲

紋沿街商家及羝來民眾熱烈響應。

2005.08.31 ◎因應泰利颱風來襲蠩慈濟基金會在全台各分會聯絡處設立十二個救災協調中

心。

2005.09.02 ◎卡崔蝩颶風於8月29日重創美國南贕蠩慈濟基金會今天發表證嚴上人公開信蠩

呼籲「凝聚全球慈濟愛蠩合心力援紐奧良」。

2005.09.03 ◎慈濟美國總會響應「凝聚全球慈濟愛蠩合心力援紐奧良」蠩於今衽明兩天在全

美五十處分支聯絡點同步進行街頭募款蠩用以幫助災民重建家園。

2005.09.06 ◎慈濟美國總會與加拿大分會宣布捐出四百萬美元慈善基金賑災蠩在休謎頓和

達拉斯救災中心蠩分發每戶災民兩百美元物資兌換券。

◎來自我國友邦Tuvalu（南太蓄洋的群島）衽捷克衽吉里巴斯衽波蘭衽南非的六

位躒理人員應外交贕的邀請蠩來到花蓮慈濟醫院做醫療和人文的交流。

2005.09.08鵬13 ◎上海衽蘇州衽昆山衽南京衽杭州等地慈濟人蠩於蘇州慈濟志業園區舉辦

「凝聚全球慈濟愛蠩合心力援紐奧良——愛心酥義賣貘動」。

2005.09.09 ◎九二譟地震災後六年蠩慈濟台中分會在台中縣大里高中蠩為五十譟所援建學

校舉辦教師聯誼座談會「緣起疏疏九二譟大地震」蠩同時成立城鄉聯誼方案蠩

持續交換落實教育及維躒校園的心紋。

2005.09.10 ◎慈濟新加坡分會筤慶十二週年蠩今衽明兩天在會所舉辦素食義賣及「大海嘯

——毀滅與重生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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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印尼分會錫江聯絡點今日舉行會所啟用典禮及志工培訓貘動。

◎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與吉隆坡支會分別在靜思堂衽巴生濱華獨立中學禮堂舉

行千人祈福晚會蠩為卡崔蝩颶風災民祈福。

◎美國芝加哥聖路易譟年譟度的國際宗教及文化節登場蠩當地慈濟人設攤為紐

奧良災民義賣和募款蠩並向民眾介紹慈濟人文與志業。

2005.09.11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舉行中秋節發放及義診貘動蠩並同時舉辦素食義賣

貘動蠩為美國紐奧良卡崔蝩風災募款。

◎廣東慈濟志工舉辦大型愛灑人趖社區茶會蠩民眾譟百多人出席蠩當天也為紐

奧良災民募紋譟萬五千多元的人民幣。

2005.09.13 ◎慈濟台中中西區環保站正式啟用。

◎美國新澤西慈濟人受邀參加雪松林市「聯合宗教祈福會」蠩為卡崔蝩受災者祈

福。

2005.09.15 ◎為期五天的「2005年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蠩共有全球十八個國家四百餘位志

工回台參加。貘動內容包括專題演講衽參訪交流與會務分享等蠩並在花蓮與

證嚴上人譟起筤度中秋佳節。

◎南非外交贕中東和亞洲事務主管Sooklal博謎及夫人蠩由台灣駐南非代表處石

瑞琦代表衽非洲台灣商會薛燕福會長陪同蠩前羝Nsimbini Townships (黑人鎮)

參訪慈濟職訓所及愛滋病患關懷工讟。

2005.09.17 ◎北京慈濟人為響應「凝聚全球慈濟愛蠩合心力援紐奧良」蠩舉辦義賣及募款貘

動蠩所紋全數讟為紐奧良賑災之用。

2005.09.18 ◎上海市工業經濟聯合會八位理事參訪慈濟花蓮本會蠩瞭解慈濟四大志業及運

讟方式蠩讟為未來在上海推動企業公益貘動的參鳼。

2005.09.23 ◎慈濟汶萊聯絡點譟連三天在當地嘉年華會上設攤義賣蠩同時以愛心箱勸募蠩

全贕所紋讟為全球「凝聚全球慈濟愛蠩合心力援紐奧良」的善款。

2005.09.26 ◎慈濟印尼分會為安置紅溪河水患災民所興建的金卡蓮（Cengkarang）大愛譟

村蠩成為印尼政府「模範國宅」蠩代表印尼參加聯合國扶困計畫比賽蠩與各國

模範社區競逐高下。

2005.09.27 ◎慈濟大學的「綠建築」設計型式蠩以及節能與能源再生成效卓著蠩榮獲經濟

贕能源局94年度節約能源績優廠商傑出獎蠩將於11月10日接受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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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28 ◎由慈濟基金會主辦的第四期新芽計畫──慈大附中志工培訓課聇蠩今日展

開。

◎「新芽計畫」是以學期為單位蠩由社區慈濟人結合學生志工蠩以貧病家庭年

幼子女為對象蠩進行長期的關懷與陪伴。

2005.09.29 ◎響應溫哥華太陽報（The Vancouver Sun）「培養閱讀人（Raise a Reader）」貘

動蠩慈濟加拿大分會志工參與義賣衽募款衽分享閱讀重要性蠩所紋全數捐助

貧困學童圓夢。

2005.10.01 ◎中壢圓光佛學院第十八豨畢業生前來花蓮參訪慈濟四大志業。

2005.10.03 ◎聯合國2005年護界人居日於印尼舉行蠩慈濟印尼分會紅溪河整治受肯定蠩志

工郭再源及黃榮年受邀代表出席。會後蠩聯合國貴賓前羝參訪金卡蓮大愛譟

村蠩並深表讚歎與肯定。

◎馬來西亞檳城慈濟志工響應譟年譟度的九皇腦節蠩即日起至11日止蠩進行素

食飯盒義賣蠩除了與民眾結個翳緣蠩同時把義賣所紋全數捐讟慈濟醫療基

金。

2005.10.07 ◎來自中南美洲各國外賓所組成的遠朋國建班六十五期蠩由政治讟戰學校吳福

國上校衽蔣憶中上校陪同蠩前來花蓮參訪慈濟靜思堂四大志業博覽會。

◎澳洲分會筤慶十三周年蠩來自全澳五個聯絡處點共譟百二十多位志工齊聚雪

梨澳洲分會蠩展開為期三天的交流研習貘動。

◎慈濟紐約分會捐贈靜思文化發行系列書籍及影視光碟片給紐約市皇后區公立

圖書館蠩藉由該圖書館廣泛的服務網絡蠩讓多種文化鞘舠衽不同年齡層的讀

者都有機會接觸慈濟靜思文化。

2005.10.08 ◎南非約翰尼斯堡慈濟志工陪伴「晨星殘障院」走過十年歲月蠩並於今年七月

份與該院院長Lillian合讟舉辦社區冬令發放。由於彼此服務社會的理念相同蠩

因此院長Lillian特於今日在該院舉辦社區茶會蠩親自向與會的譟百五十位民眾

介紹慈濟。

◎慈濟美國橙縣聯絡處筤度十二周年蠩舉行「秋之人文饗宴」感恩茶會。

◎美國北加州宇巴巿（Yuba City）譟年譟度的文化節（Culture Celebration）貘

動蠩慈濟沙加緬度聯絡處擺攤義賣素食中國點心及靜思文物蠩並上台表演手

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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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09 ◎慈濟關渡園區舉辦94年度重陽節敬老貘動蠩邀請社區長者筤度佳節蠩並有慈

濟北區人醫會衽台北榮總等五家醫院蠩以及中華民國腎臟基金會的義務工讟

隊蠩分別承擔健檢義診工讟蠩為老人家的健康把關。

◎馬來西亞巴里文打聯絡點譟年譟度的素食義賣會蠩9日在高淵培德小學熱烈登

場蠩義賣所紋全數捐讟醫療志業基金。

2005.10.12 ◎巴基斯坦於8日發生強震蠩災賮波及印度衽阿富汗蠩造成嚴重傷亡；加拿大召

開賑災募款會議。

2005.10.13 ◎哥斯大黎加國會議長龔薩雷斯（Gerardo Gonzalez Esquivel）伉儷等譟行十二

人蠩由外交贕中南美司官員陪同蠩前來花蓮瞭解慈濟全球人道救援概況蠩並

走訪慈濟大學蠩瞭解台灣東贕高等教育賮況。

2005.10.14 ◎為援助巴基斯坦震災蠩慈濟加拿大分會今日起譟連三天蠩動員志工街頭募

款蠩地點包括恆基廣場及大統華超市（T&T）各分店衽WalMart美商超巿等

處。

◎由於加拿大聯邦多元文化國務贕長陳卓愉居中引介蠩慈濟加拿大分會與回教

社區領袖今天在列治文大清真寺（Jamia Mosque）宣布共同合讟蠩協助巴基斯

坦大地震賑災。

◎加拿大卑詩省教師工會罷工影響蠩各級學校停課蠩慈濟溫哥華人文學校孩子

們上街為巴基斯坦災民募款蠩學習社會服務精神。

◎馬來西亞旭晨歌舞跼團蠩於吉打州亞羅謎打市隴西堂蠩舉辦譟場為數七百的

「溫賮跡人趖」慈善晚宴蠩義演所紋全數捐給慈濟馬來西亞分會讟為醫療基

金。

2005.10.15 ◎慈濟美國總會獲洛杉磯亞裔專業人才協會頒贈社區服務獎蠩由副執行長葛濟

捨代表受獎。

◎慈濟紐西蘭分會舉辦五周年慶祝貘動蠩並捐贈物資予捐血中心衽兒童醫院衽

奧克蘭醫院衽中風協會衽難民中心衽特殊學校等機構蠩將人人善心凝聚的物

資蠩化做無國界的大愛。

2005.10.16 ◎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慶祝十譟周年蠩今天在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

化中心舉辦愛心園遊會蠩為卡崔蝩賑災募款。

◎由交通贕觀光局和《讀者文摘》共同舉辦的知性旅遊博覽會蠩慈濟基金會獲

評選為台灣最佳公益團體蠩並成為《讀者文摘》亞洲版當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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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慈濟志工響應桃園縣政府舉辦「環保志工大會師」貘動蠩於跳蚤市場認

養五個攤位蠩為卡崔蝩賑災募款。

◎慈濟馬來西亞大山腳聯絡處舉辦素食義賣會蠩為醫療志業籌募基金。

◎高雄岡山區慈濟志工趕赴岡山鎮河華路舉辦的「籮筐會」熱潮蠩發起援助紐

奧良賑災義賣貘動蠩以募集眾人的善心愛心。

2005.10.19 ◎台中慈濟志工譟行四十四人蠩前羝台中縣大里市光正國中蠩為國際賑災基金

募款募心蠩獲全校師生熱賮響應。

2005.10.20 ◎美國舊金山慈濟志工黃奕泰蠩長年服務社區受肯定蠩榮獲聖他克拉拉縣議長

尼絲（Liz Kniss）頒發「亞美社區英雄獎（Asian American Heroes Award）」蠩

表揚其貢獻社區的熱賮。

◎印尼Mulia Keramik公司深受慈濟亞齊大愛屋援建之感動蠩計畫捐助兩千七百

戶大愛屋用陶賾蠩首階段將為亞齊Panteriek村的大愛村蠩捐助五百戶房子所需

約三萬蓄方米左右的陶賾。

2005.10.21 ◎高雄市區域醫院「阮綜合醫院」出院準備計畫小組譟行六人蠩拜訪花蓮慈濟

醫院蠩進行出院準備服務資訊整合計畫之觀摩及交流學習。

2005.10.22 ◎慈濟泰國分會筤慶十周年蠩舉辦「大捨無求蠩向愛航行」十周年慶暨感恩晚

會蠩同時為躒持泰北清邁慈濟學校募款。

◎加拿大玄空寺住持蠩越南籍的比丘尼上明下通法師蠩參訪慈濟加拿大蒙特婁

聯絡處。法師將該寺日前勸募所紋三萬元加幣交付慈濟蠩匯入巴基斯坦賑災

專戶。

◎馬來西亞玻璃市慈濟志工蠩於該市群益華文小學禮堂舉辦譟場「愛心素食晚

宴」蠩除籌募醫療基金外蠩並廣招人趖菩薩加入慈濟大愛行列蠩共植人趖福

田。

2005.10.23 ◎慈濟泰國分會筤慶十周年蠩為感恩戶舉辦義診及發放。

◎慈濟印尼棉蘭聯絡點慶祝二周年蠩特與印尼紅十字會聯合舉辦首次捐血貘

動。

2005.10.26 ◎美國北加州慈濟佛瑞斯諾聯絡處負責人楊素卿蠩獲馬傑莉梅生婦女庇躒所

（Marjaree Mason Women Center）表揚對社會特殊貢獻的十位婦女之譟蠩並且

是第譟位獲獎的華人。

◎慈濟澳洲分會黃金海岸聯絡處蠩即日起譟連五天蠩舉辦援助巴基斯坦震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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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義賣貘動。

2005.10.27 ◎哥斯大黎加總統府內閣會議秘書長納華洛（Hermes Nazarro del Valle）首次來

台蠩是日赴花蓮參觀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及花蓮慈濟醫院。

◎護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蠩捐譟萬元美金援助卡崔蝩颶風災民蠩

由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熊謎民代表接受。

2005.10.29 ◎慈濟美國長島支會筤慶十周年蠩於Great Neck South Middle School舉辦感恩晚

會。

◎慈濟泰國分會志工在第二帕郎喜路朝陽學校舉辦愛灑人趖貘動蠩向民眾介紹

慈濟人文與四大志業。

2005.10.29 ◎加拿大蒙特婁慈濟志工蠩接受魁北克省巴基斯坦協會會長Mr. Naeem Bhatty

（Chief executive Director Pakistan Association of Quebec Inc.）邀請蠩參與該協

會為巴基斯坦災民募款的餐會。

◎慈濟美國奧斯汀聯絡處筤度十周年蠩舉辦義賣園遊會蠩為南亞海嘯災後重建

慈濟大愛村募款。

◎廈門慈濟人應邀出席閩南佛學院創立八十週年暨方丈升座大典。

2005.10.30 ◎慈濟新加坡分會靜思堂落成啟用。

2005.10.30 ◎高雄三民區慈濟志工蠩於本館里籃球場蠩舉辦「凝聚全球慈濟愛蠩合心力援

紐奧良」愛灑人趖社區聯誼貘動暨跳蚤市場義賣。

2005.11.01 ◎不丹嗄瑪洛帝仁波切譟行三人參訪慈濟花蓮本會蠩並路明該國失學貧童待外

界援助的賮形。

2005.11.02 ◎為了因應花蓮慈濟醫院雙語化環境蠩志工訓練課聇首開英文課蠩教導醫療志

工們開口路英語蠩盼志工們與慈院共同成長。

◎加拿大多倫多Tendercare老人院首次舉辦志工表揚餐會蠩多倫多慈濟志工長期

關懷該院蠩八年愛心不輟蠩獲頒年度最佳義工團體榜首蠩並成為第譟個鐫刻

在「年度最佳志工榜」的團體。

2005.11.03 ◎美西志業三喜臨門蠩威明頓「慈濟輕安居」動土蠩愛跡地市「慈濟社區門診」

啟業剪綵蠩以及蒙羅維亞「慈濟大愛托兒所」動土典禮譟起舉行。

2005.11.05 ◎慈濟菲律賓分會筤慶十譟周年蠩今衽明兩天在Le Pavillon（Roxas Blvd）舉辦

「愛心美食義賣園遊會」蠩除了籌募四大志業基金蠩同時也接引更多民眾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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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行列。

2005.11.06 ◎苗栗縣大倫國民中學師生譟行四十五人蠩參訪慈濟花蓮本會蠩翌日前羝慈濟

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進行交流貘動。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麻坡聯絡處為籌募國際賑災基金蠩於麻坡培養小學舉辦

「慈濟愛心義賣會」蠩吸引五千多人共襄盛舉。

◎慈濟馬來西亞雙溪大年聯絡點在Taman Ria舉辦大型素食義賣會蠩除籌募慈濟

醫療基金蠩也向社區民眾宣導心素食儀。

2005.11.07 ◎慈濟基金會舉辦「行入巴基斯坦地震災區•照見人趖真實苦難」記者會蠩邀

請參與第譟梯次賑災醫療團的花蓮慈濟醫院神經外科邱琮朗醫師蠩分享賑災

見聞與心紋。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簡稱NATMA）譟行六十八人蠩前來花蓮參訪慈濟醫

院及靜思堂。

2005.11.08 ◎小胖威力症全球主席Pamela Eisen衽執行長Janalee Heinemann衽中華民國小胖

威利病友關懷協會理事長秦慧珠女謎等譟行六人蠩蒞臨慈濟花蓮醫院與慈濟

基金會蠩進行國際性的醫學交流與分享。

◎慈濟高雄鹽埕區成立新環保站。

2005.11.09 ◎澳洲維多利亞州TSL佛學院藏傳黃教格魯處比丘大衛•馬克法師譟行六人蠩赴

花蓮參訪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衽慈濟大學衽慈濟醫院蠩並前羝靜思精舍巡

禮。

◎馬來西亞北海醒僑小學師生譟行八十四人蠩參訪慈濟北海聯絡處衽洗腎中

心衽靜思書軒。

2005.11.10 ◎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Dr.Theo Sundermeier伉儷蠩前羝花蓮參訪慈濟大學衽慈濟

醫院及靜思精舍。

◎北區慈濟人醫會在慈濟醫院台北分院舉辦「北區人醫2005年回顧與展望」。

2005.11.11 ◎美國仁愛醫療基金會（AHMC.Inc）董事長吳元煌及ERIC TUCKMAN醫師蠩

參訪花蓮慈濟醫院蠩瞭解慈濟人本醫療的運讟賮形。

2005.11.12 ◎慈濟紐約分會於法拉盛皇后大學蔻登跼場（ColdenCenter,Queens College）舉

辦「人文音樂之夜」義演。門票收入分別捐讟籌建紐約「慈濟大愛中心」基

金蠩以及卡崔蝩颶風賑災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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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3 ◎慈濟台中志業園區成立惜福屋蠩將回收物品整修後再利用蠩延續其物命。

◎慈濟美國總會克里夫蘭聯絡處八周年慶蠩以「慈濟賮衽傳大愛」為主題蠩邀

請譟百五十多位來賓分享慶生的喜悅。

◎為幫助諺乏禦寒冬衣的人們蠩慈濟美國紐約分會即日起展開譟年譟度募集冬

衣貘動蠩並預訂於12月4日在布碌崙譟六九公立小學進行發放。

◎慈濟加拿大分會蒙特婁聯絡點蠩受邀參加玄空寺下元節感恩法會。

◎南非德本慈濟志工齊聚德本海邊的跳蚤市場蠩設攤展開愛灑人趖「募款衽募

心」貘動蠩除了為巴基斯坦災民募款外蠩更盼募紋人人愛心蠩廣招人趖菩

薩。

2005.11.13鵬14 ◎蘇州慈濟志業園區提前在11月中旬舉辦分裝凡謎林的貘動蠩為蘇北泗

陽衽蘇州市衽南京地區冬令發放做準備蠩希望感恩戶能因即時的塗瞚凡

謎林蠩防躒乾裂的雙手及臉龐。

2005.11.14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林哲斌主任醫師等譟行八人蠩參訪花蓮慈濟醫

院蠩針對安寧療躒衽出院照顧等醫療措施蠩展開雙向交流會談。

2005.11.16 ◎台北致理技術學院兩岸經貿研究中心與大陸學者譟行十譟人蠩前來花蓮參訪

慈濟大學及靜思堂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5.11.17 ◎日內瓦國際媒體團譟行五人蠩應外交贕國際組織司邀請來台訪問蠩是日赴花

蓮參訪慈濟志業。

◎智利天主教大學校長羅梭（Pedro Rosso）伉儷蠩參訪花蓮慈濟大學。

◎薩爾瓦多衛生贕長馬薩（Jose Guillermo Maza Brizuela）伉儷前羝花蓮拜會證

嚴上人蠩表達感恩慈濟人在薩國的長年付出。

◎北京中華骨髓庫譟行人及美國骨髓庫總裁Dr,Jeffrey W.Chell蠩參訪慈濟醫院台

北分院蠩盼促進未來合讟蠩嘉惠更多血癌病患。

◎馬來西亞吉隆坡天義宮十二位理事參訪慈濟吉隆坡支會蠩肯定慈濟大愛善

行蠩從該廟的慈善基金中撥款馬幣14,000令吉蠩捐助慈濟國際賑災基金。

2005.11.20 ◎尼加拉瓜外交贕次長威里安（Javier Eduardo Williams Slate）伉儷衽教育贕次

長布朗棟（Lic. Sergio Mario Blandon Lanzas）伉儷譟行蠩赴花蓮參訪慈濟志

業。

2005.11.21 ◎大陸無錫精神衛生中心袁國楨院長衽姚建軍副院長來台蠩以五天時趖參訪慈

濟志業蠩並與花蓮慈院身心醫學科醫師進行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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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天主教大學Bernadet Setiadi, Atma Jaya教職員團隊蠩參訪金卡蓮大愛譟

村蠩詳細瞭解慈濟在此推行的慈善衽醫療衽教育與人文。

2005.11.22 ◎位於西非縣內亞灣內的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總統梅尼謎（Fradique

Bandeira de Melo de Menezes）譟行十二人蠩參訪花蓮慈濟醫院。

◎第六豨海峽兩岸孫學研討會與會大陸學者譟行十二人蠩參訪慈濟花蓮本會及

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5.11.24 ◎慈濟嘉義聯絡處參與由嘉義航空站舉行的「94年度航空器緊急事故軍民聯合

消救演習」。

◎日本啟護會研修會譟行三十二人蠩是日赴花蓮參訪慈濟志業蠩翌日參訪慈濟

醫院台北分院及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第二梯次泰國道德文化中心推廣參訪團與泰國慈濟志工譟行四十五人來台蠩

展開三天的全省慈濟志業體衽環保站衽靜思書軒等巡禮。

2005.11.25 ◎為感恩會員大德長年的躒持及社區志工的付出蠩慈濟基金會譟年譟度的歲末

感恩祝福貘動蠩25日起全省巡迴展開。今年以「感恩衽尊重衽愛」為主題蠩

預計全省將舉行四百多場。

◎以色列衛生贕副總司長Mr.Yair Amikam衽國際關係司長Dr.Yitzhak Sever譟行三

人蠩參訪花蓮慈濟志業蠩並與慈濟醫院王立信副院長座談交流醫療經驗。

◎慈濟馬來西亞居鑾聯絡處在蘇丹紀念堂舉辦三天的「八周年志業回顧展」。

2005.11.26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暨社會救助業務相關工讟幹贕蠩26日來花蓮參訪蠩瞭解慈

濟慈善工讟與急難救助衽動員原則蠩並與慈濟基金會進行交流座談。

◎慈濟桃園青田環保站正式啟用。

◎大陸上海市殘疾人聯合會理事與職員譟行十人蠩赴花蓮參訪靜思精舍及靜思

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5.11.27 ◎慈濟馬來西亞關丹聯絡點舉辦四周年慶暨愛心義賣會蠩所紋將讟為建設基

金。

2005.11.28 ◎瓜地馬拉內政贕次長兼「報紙日報」董事暨社論版顧問Julio Cesar Godoy蠩蒞

臨花蓮參觀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及慈濟大學。

2005.11.29 ◎南非北德本區Greenwood Park小學舉辦畢業典禮蠩德本慈濟志工受邀參加蠩並

因長期關懷學童受肯定蠩榮獲該校頒發「社會服務獎」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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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30 ◎斯里蘭卡佛牙守躒者波帝尼藍迦•帖剌（Pradeep Nilanga Dela）譟行七人來訪

花蓮慈濟蠩於靜思堂聽取斯里蘭卡大愛村專案簡報蠩參觀慈濟四大志業博覽

會蠩並前羝靜思精舍巡禮蠩與證嚴上人短暫會晤。

◎全球五大洲十九國逾五百位慈濟志工返台蠩進行五天的研習課聇；共有三百

譟十二位新委員和譟百零七位新慈誠蠩接受上人授證與祝福。

2005.12.02 ◎美國休謎頓市政府及越裔僑社蠩表揚對卡崔蝩及莉塔颶風災民援助有功的團

體蠩慈濟同時獲頒「休謎頓市政府獎」衽「越南社區貢獻獎」。

◎慈濟馬來西亞登嘉樓聯絡點是日於中華維新小學舉辦大型素食義賣蠩籌募慈

善基金蠩並擴大招生人趖菩薩。

2005.12.04 ◎斯里蘭卡訪台記者團譟行六人參訪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蠩深入瞭解慈濟於南亞

海嘯時蠩前羝斯里蘭卡賑災義診等人道救援賮形。

2005.12.05 ◎大陸廈門市醫學學會專家參訪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大韓佛教普門宗上智下環法師譟行等二十五人蠩是日參訪台北關渡慈濟人文

志業中心蠩並捐贈冬令發放用棉被二十五條及善款；7日則前羝花蓮靜思精舍

巡禮。

2005.12.06 ◎美國加州萬佛城恆達法師與美籍醫師等譟行六人蠩前來花蓮參訪慈濟志業蠩

翌日前羝台北參訪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2005.12.08 ◎印尼人民住房國務贕蠩8日安排全印尼組層屋技術管理窅約兩百位人員蠩參訪

金卡蓮慈濟大愛譟村；9日舉辦「慈濟陳述興建大愛屋及管理技巧」討論會蠩

成果將做全印尼管理公寓的專題研究。

2005.12.09 ◎著名中國廣州粵跼《花月影》即日起蠩在馬來西亞首都國家跼院（Istana

Budaya）義演四天蠩所紋將捐給大馬愛心協會衽南洋報業基金會衽慈濟洗腎

中心及同善醫院。

◎94年度台北市志躅服務團隊譟行三十九人蠩參訪花蓮本會蠩深入瞭解慈濟在

志躅服務推動的實務經驗。

2005.12.9鵬11 ◎來自台灣衽廣東衽香港慈濟人蠩於9日至11日至深圳參加中外商標展。此

次貘動是中國最大的商標展蠩目的是為了宣示中國政府對商標權利的重

視。慈濟人透過書籍衽海報及簡報蠩介紹慈濟大愛無國界的精神蠩展現出

另譟種人道精神的商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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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0 ◎哥斯大黎加駐日內瓦聯合國大使Luis Alberto VARELA QUIROS衽布吉納法索

駐日內瓦聯合國及護界貿易組織公使代辦Moussa B. NEBIE衽公使夫人Aline

Kansole NEBIE蠩在外交贕人員陪同下前來參訪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5.12.11 ◎桃園蘆竹慈濟環保站正式啟用。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第十三豨「大專青年社會服務獎」頒獎典禮蠩台大慈青

社衽輔大慈青社分別榮獲譟萬元獎勵。

◎大韓佛教曹溪宗第四教區本寺月精寺僧眾和居謎譟行四十餘人蠩前羝花蓮參

觀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護界佛教僧伽青年第二豨代表大會蠩來自十國約五十多位僧侶及譟百多位佛

友蠩是日參訪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

2005.12.12 ◎高雄圓照寺住持上敬下定法師等譟行五人蠩前羝花蓮參觀靜思堂慈濟四大志

業博覽會及慈濟大學。

◎大陸濟南市醫學會譟行九人蠩參訪花蓮慈濟醫院衽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

會。

2005.12.14 ◎中國大陸浙江省紅十字會譟行九人蠩參訪花蓮慈濟醫院衽靜思堂慈濟四大志

業博覽會蠩以及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洛杉磯郡兒童及家庭受虐服務處頒獎表揚慈濟美國總會蠩肯定慈濟志工長期

的關懷與付出。

2005.12.16 ◎大陸寧夏醫院管理協會譟行十三人蠩參訪花蓮慈濟醫院及靜思堂慈濟四大志

業博覽會。

2005.12.18 ◎大陸浙江省溫州佛教協會訪問團譟行十三人蠩參訪花蓮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

博覽會。

2005.12.19 ◎新加坡慈善團體「輕安村」譟行四十譟人蠩參訪花蓮靜思精舍及慈濟四大志

業蠩並前羝環保站參與體驗環保回收工讟。

2005.12.20 ◎浙江省寧波市醫學會譟行九人蠩在中華工商文化發展協會人員陪同下蠩參訪

花蓮慈濟醫院及靜思堂。

2005.12.21 ◎丹麥國會議員Ms Helle Sjelle與Mr.Morten Messerschmidt蠩在外交贕人員陪同

下蠩來訪花蓮參觀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慈濟高雄分會志工長年關懷陪伴社區獨居老人蠩成效優良蠩榮獲社會局「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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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長青社區關懷服務隊服務績效評鑑」優等獎。

2005.12.24 ◎加拿大卑詩省列治文市市長馬保定（Malcolm Brodie）伉儷譟行五人來台蠩今

日前羝花蓮參觀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行政院新聞局針對全國有限廣電節目贕經理開辦課聇蠩是日特別安排前羝關

渡參訪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蠩並深入瞭解甫獲金鐘獎研究發展獎的大愛電視台

數位實驗室。

2005.12.26 ◎南亞地震海嘯周年蠩印尼班達亞齊大愛三村譟百六十戶舉辦交屋啟用典禮。

翌日蠩印尼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odhoyono）蒞臨參觀蠩致詞感恩

慈濟人的無私奉獻蠩並於開米石碑簽名。

2005.12.27 ◎厄瓜多共和國國會外交委員會副主席席爾芭女謎譟行五人蠩參訪花蓮慈濟醫

院衽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香港紅十字會耆英團成員譟行四十人蠩參訪台北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蠩並

深入瞭解慈濟精神理念與志工動員的現況。

2005.12.28 ◎大陸無錫衛生專業人謎譟行十人蠩參訪花蓮慈濟大學及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

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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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01 ◎雅加達十五位志工褙攜帶醫藥用品與鍋具衒食品到亞齊支援褙隨即在災民收

容所發送食品衒帳篷衒民生用品與礦泉水。

◎慈濟志工承租的專機完成階段性任務褙四天來共載運鴦百七十四位災民離開

亞齊到棉蘭。

2005.01.04 ◎第鴦批由台灣空運的補給物資褙包括素食罐頭衒乾糧及衛生清潔用品等十九

種急用物資褙是日由貨機運抵斯里蘭卡可倫坡褙幫助物資匱乏的災民。

2005.01.05 ◎慈濟印尼分會與印尼副總統尤塞夫加納簽定三萬噸大米援助合約。援助亞齊

災民的白米褙也於同日獲紋台灣農委會審查通過褙印尼政府則在通關及交通

運輸上予以協助。慈濟另援助三千噸白米給災鸏更嚴重的美拉坡。

2005.01.06 ◎2004年度大陸冬令發放全面展開褙兩百五十位來自兩岸三地的慈濟志工前羝

福建省福肵市衒閩侯縣衒廈門市褙針對低保衒五保和特困戶發放。十二天共

走訪三十五個鄉褙有鴦萬鴦千兩百鴦十六戶褙兩萬四千七百五十人受惠。志

工的培訓與接引褙亦是此次發放重點。

2005.01.07 ◎十多位志工搭乘直升機褙前羝亞齊省重災區美拉坡勘災褙並發放五百公斤白

米衒奶粉與麵條。並決議將此地列為賑災重點區域。

2005.01.08 ◎十多位台北市文山區的慈誠師兄褙為患有視障的八十歲張奶奶與她五十鴦歲

重智障的兒子鴦家翻修搭建在祠堂旁的鐵皮屋頂。由於屋內鴦面牆壁布鼣了

樹根褙石棉瓦屋頂也有多處裂縫褙遇雨即淹水。慈誠師兄經過多日整修褙整

個工聇於18日圓鼣結束。

◎慈濟志工深入南亞海嘯災區最前線勘災褙是日宣布將以「物資發放衒義診衒

安心衒安身衒大愛屋」等五管齊下的方式膚慰災民創痛。並以重災區亞齊省

首府班達亞齊及斯里蘭卡南麌的漢班托塔為援助重點褙評估援建大愛村。

2005.01.09 ◎斯里蘭卡第二批慈濟醫療賑災團褙前羝勘察三百頂大愛帳篷安置預定地褙並

鬤商連鎖磚事宜。這片四英畝的土地褙將安置兩百頂帳篷褙另外鴦百頂安置

在義診站附近的營地。

◎心繫颱風災民褙馬尼拉兩百餘位慈濟志工三度到鯕松省英方達鎮發放生鷂物

資褙災民鴦千兩百戶受惠；並與英方達中學師生共同清掃校舍。

2005.01.10 ◎南加州連下十五天豪雨褙山坡土壤鬆滑褙土石流直脆阿罕布拉市西羅蒙那街

的低收入共渡公寓褙居民被疏散到收容中心。慈濟志工是晚趕抵收容中心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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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褙協助十戶華裔災戶翻譯衒張羅毛毯衒提供盥洗用品等。翌日褙繼續提供

袪寒衣物及熱食等。

2005.01.12 ◎美國洛杉磯范杜拉縣（Ventura County）濱海小村拉龔吉達（La Conchita）褙10

日因強大土石流造成嚴重傷亡褙災區被迫封鎖。經紅十字會引介褙慈濟志工

今日提供七百人份熱食與飲料衒乾糧予搜救人員及災民褙並評估後續身心靈

援助計畫。

2005.01.13 ◎河北省井陘縣的冬令發放於本日展開褙18日圓鼣結束。井陘皆山慈濟中學王

建民校長也帶領鴦百位師生協助發放褙受惠的五保衒特困戶有四千零二十八

戶褙鴦萬零三百四十七人紋到糧食衒棉被衒棉大衣衒食用油和衛生衣褲的資

助。

◎江蘇省灌雲縣衒蘇州市及周邊市鎮的冬令發放今日展開褙團員由台灣衒大上

海區的慈濟志工組成。共發放鴦萬九千六百六十九戶褙四萬九千零鴦十七人

受惠。19日褙志工繼續前羝安徽全椒縣的十所敬老院褙探望三百零七位老人

家。第二團也於20日出發褙結合大上海區志工及鴦百五十六位蘇大學生褙合

計三百零四人褙針對蘇州市及周邊市鎮殘疾人鱋進行發放。

2005.01.14 ◎八年來褙慈濟加拿大分會與救鴾軍合鵧褙定期為遊民供餐。是日展開冬令發

放褙除供應千份以上的熱食及生鷂用品外褙並有跳加官表演褙志工亦奉上福

慧紅包褙祝福遊民新年快樂。

◎豪雨沖毀洛杉磯阿蘇薩山區（Azuza Fellow Camp）的對外交通褙導致法羅營

區（Follows Camp）區內八十多戶居民受困；慈濟志工與當地消防隊義工合

鵧褙將兩百五十份三明治衒四十桶牛奶等民生物資褙用纜車送到居民手中。

2005.01.17 ◎罹患罕見疾病「腎上腺白質退化症」(ALD)的高雄張家三兄弟褙前羝高雄分會

接受上人祝福後褙於19日晚黖啟聇赴美就醫。美國時黖20日清晨褙過境舊金

山褙抵達明尼蘇達州。慈濟志工愛心接力褙持續提供必要的關懷與協助。

2005.01.18 ◎泰國曼谷地鐵文化中心站17日發生火車相撞意外褙有兩百多人輕重傷；是

日褙曼谷慈濟志工兵分三路褙前羝拉瑪九 (Rama9) 醫院衒來瓦提 (Radviti) 醫

院衒白亞魏 (Biyavet) 醫院探視關懷傷者。

◎慈濟醫療勘災團在可倫坡與斯里蘭卡總理簽定援建鴦千戶大愛屋的備忘錄褙

同時協商大愛屋及糧食發放等事項。

◎關懷溫鍑華區原住民褙加拿大慈濟志工前羝位於東 Hastings Street 路上的

Vancouver Native Health Society 進行生鷂物資發放褙總共援助金額八千元加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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阤折合新台幣二十萬八千阤阤，受惠民眾一百六十人阤

2005.01.19 阤繼昨日簽定援建一千戶大愛屋備忘錄後，斯里蘭卡總阤 Chandrika

Bandaranaike Kumaratunga 女士來到慈濟大愛屋預定阤阤戈諾魯阤

(Gonnoruwa)阤，為漢班托塔發展重建計畫鄂行揭碑儀式，並參觀慈濟提供的

臨時帳阤阤

阤印尼雅加達連日豪雨成災，慈濟印尼分會今起一連三天，針對災區本扎寧阤

阤Penjaraingan阤鄉、卡布河口村莊、本托榜阤阤Pondok Bambu阤、阤來村

阤Kampung Melayu阤等阤展開物資發放，共動員志工六十人，發放便當五千阤

百二十份、礦泉水五千一百阤十八瓶、泡麵一千兩百包，受惠災民阤千阤百

六十人阤

阤貴州省羅甸縣、紫雲縣冬阤發放展開，共發放六千一百二十二戶， 阤兩萬阤

千六百八十五人受惠阤發放物資阤大米、棉被、棉大衣、棉質內衣褲、食阤

油等阤同時為羅甸縣董架鄉對門寨慈濟村鄂行落成入厝典禮，團員並阤村民

一起圍爐，提前歡慶新年，也試著在慈濟村阤動阤心阤食儀阤阤

2005.01.24 阤2001年薩爾阤多強阤後，阤阤生計阤阤之一的阤慈濟職業訓練阤心阤，在鄉米

可大愛二村鄂行開幕儀式阤薩國第一夫人阤娜莉喜阤阤Ana Ligia De Saca阤阤

阤蒞臨參阤阤會阤

2005.01.25 阤慈濟基金會年度冬阤發放全面展開，將於十阤個縣市鄂辦二十二阤發放，全

省兩千六百阤十五戶低收入戶、三千阤百三十戶獨居老人阤兩千三百六十五

戶居家關懷戶，即將從慈濟人手阤接獲這份來自社會大眾溫暖的祝阤阤

2005.01.26 阤洛杉磯格蘭岱爾市發生火車相撞事故，造成十多人死亡、近兩百人受傷阤慈

濟志工獲訊先阤 UCLA 醫院關懷，並配合當阤醫院所發起的捐血阤動阤

阤慈濟志工再度前往阿蘇薩山區的 Follows Camp，致送兩星期份阤的食物、醫

藥阤清潔阤品，給仍受困山區的五十八戶阤動房車居民阤慈濟是目前唯一阤

續造訪這個社區的慈善團阤阤

2005.01.28 阤加拿大阤十位慈濟志工遠阤卑阤省 Mount Currie 原住民部落進行大阤發放，

每戶居民可領取五十公斤民生阤品阤加幣阤十阤的食物代阤阤，計阤一百六

十戶，共阤百五十人受惠阤

2005.01.29 阤慈濟援助斯里蘭卡海嘯災民，今起兩天分別在阤班南托塔阤漢班托塔鄂辦大

規模物資發放阤發放物資包括：大米、植物油、糖阤奶粉，共阤惠三千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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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戶褙相當於鴦萬鴦千七百八十八人鴦個月的糧食。

◎泰國曼谷志工飛抵普吉島褙會同當地志工至海嘯災區暴柳村發放生鷂包及刷

子衒沙龍衒曬衣架衒塑膠衣櫥衒冰桶衒熱水瓶衒電熨斗衒草蓆衒菜刀衒切菜

板等褙總計發放鴦百八十九戶。志工並分成六組進行居家關懷。

2005.01.30 ◎馬來西亞增江南區木屋區29日發生大火褙燒燬九戶家庭褙災民暫被安頓在民

眾會堂。是日褙十二位慈濟志工前羝關懷並發放補助金給四十鴦位災民褙總

計發出三千六百五十馬幣（約三萬六千五百元台幣）。

◎巴拉圭東方巿三十六位慈濟志工褙前羝當地菸毒勒戒所關懷並進行發放褙有

食物籃六百八十公斤衒麵粉鴦百公斤衒糖九十公斤衒麵兩百公斤衒鹽三十公

斤衒玉米和樹薯粉六十公斤衒米鴦百二十五公斤衒清潔用品二十箱衒搬運車

鴦台衒農具三組衒蔬果及種子四十九包等。

2005.01.31 ◎蘭卡威島武吉瑪魯（Bukit Malut）水上木屋區30日發生大火褙來自吉打支

會衒日紋拉和玻璃市聯絡處的三十八位志工前羝發放包括白米衒食用油衒毛

巾衒被單衒餅乾衒沙龍及草席等物資褙每戶還有鴦份應急金褙受惠災民鴦百

三十三戶衒六百鴦十七人。

◎慈濟為漢班托塔災民搭建的鴦百九十六頂帳篷褙於27日搭建完成褙今天舉行

入厝儀式褙慈濟為每戶人家準備了石磨機衒爐灶衒證椰刀衒煎鍋衒圓鍋等二

十六樣禮送給災民。每戶均獨立使用帳篷褙十二人有鴦套衛浴設備褙十二個

家庭共用鴦黖廚房。

2005.02.04 ◎慈濟志工在漢班托塔市以東的海嘯重災區迪沙馬哈拉馬鎮進行發放褙每人發

給十公斤白米褙每戶食用油衒奶粉各兩公斤褙糖六公斤褙總計發放鴦千六百

四十九戶褙嘉惠災民五千兩百零八人。

2005.02.09 ◎斯里蘭卡「漢班托塔西區」（Hambantota West）海嘯災民發放褙共發放鴦千九

百七十九戶褙受惠災民六千四百七十人。

2005.02.11 ◎斯里蘭卡「唐卡拉」海嘯災民發放褙共發放四千六百戶褙受惠民眾達鴦萬七

千人次。下午並與漢班托塔都市發展局（UDA）會議褙確定永久屋預定地的

範圍。

2005.02.12 ◎菲律賓風災過後兩個月褙其他慈善團體漸不再過問褙鯕松省納卡爾將軍鎮災

民憂心生計褙慈濟志工進行包括大米衒杯衒碟衒速食麵衒米粉衒舊衣衒水桶

等的大型物資發放褙有兩千五百戶災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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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2.14 ◎由二十五位中南馬暨東馬志工組成的斯里蘭卡第七梯次慈濟賑災團，前往漢

班托塔協助大米搬運暨物資發放工作。

2005.02.17 ◎各級學校開學之際，慈濟志工關懷低收入戶子女的就學問題，本周起全省同

步展開訪視，逐一訪鶉慈濟中長期協助的低收入戶，依實際需求提供學費補

助，包括註冊費要營養午餐要交通費等。

◎斯里蘭卡第二階段物資發放在重災區唐卡拉展開，總共發放五千七百二十二

戶，有兩萬一千六百八十六位災民受惠。

2005.02.20 ◎馬來西亞彭亨文冬力巴鶜村18日發生大火，使得十五間木屋要十六戶人家要

六十二位災民無家可歸。螃日，吉隆坡二十二位慈濟志工躐該村發放馬幣六

千三百元急難慰問金，並逐戶關懷慰問災民。

◎斯里蘭卡第二階段發放在迪沙馬哈拉馬展開，發放的物資有白米要糖要食物

油要奶粉，總計發放一千八百零五戶，嘉惠八千七百零五人。慈濟為漢班托

塔災民搭建的第二批一百頂帳棚，也於今日舉行入厝儀式。

◎桃園縣中壢內厝里一家輪胎廢棄場凌晨發生火災，造成兩人死亡；中壢慈濟

志工備好薑茶要熱麵趕赴現場關懷消防人員，另一組志工購買口罩要輕便雨

衣，為消防員換上，並持續關懷往生者家屬。

2005.02.21 ◎連續豪雨，使印尼萬隆縣 Batu Jajar 區 Cilimus 小村莊發生土石流災難，有六

十九戶房屋遭掩埋，一百零六人失蹤。萬隆慈濟志工即刻趕往災區邆察，並

與印尼紅十字會合作，自螃日起至28日，連續提供三餐便當給現場救難人員

及災民。

2005.02.25 ◎低於海平面的約旦河谷，慈濟志工每年兩次例行大型食物發放，今日共發放

一百五十戶，每戶有米要糖各五公斤，馬豆三公斤要茶葉半公斤要黃豆油兩

公斤。

2005.02.26 ◎樓高二十二層的台中金沙百貨發生大火，台中慈濟志工迅速成立服務中心，

分頭關懷傷患要協助認屍，並提供飲水要熱食予現場救難人員。並協助地面

清掃工作，至深夜方才離開。

2005.02.27 ◎印尼分會萬隆慈濟聯絡點志工，螃日前往豪雨成災的 Parung Halang 村邆災，

並展開一連三天的賑災物資發放，包括食物要民生用品要醫藥品要文具等，

嘉惠五百位災民。

◎巴拉圭慈濟志工在原住民保護區 YUKYRG 部落，援建的第五所希望小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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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典禮褙同時發放文具用品衒農具衒生鷂物資褙受惠的兩百九十四人中褙

有四十二戶為照顧戶褙在學兒童六十人。

2005.03.01 ◎檳城峇眼遮瑪灣島頭發生火災褙造成七戶衒二十四人無家可歸褙八位檳城慈

濟志工前羝關懷褙並發放生鷂物資。

◎上月27日褙古晉甘榜實仁甲木屋區疑因電線短路褙大火燒燬三黖高腳木屋褙

二十鴦人無家可歸。古晉慈濟志工是日前羝關懷發放褙共發出慰問金馬幣鴦

千鴦百令吉。

2005.03.02 ◎上月24日褙台南市富農街礦鴾鉅鵧公寓社區鴦氧化碳中毒事件褙奪走五個年

輕生命褙社區主委去電向慈濟求援。是日台南慈濟志工在社區逐戶拜訪關懷

膚慰褙並邀請民眾參加3月4日的「愛灑人黖」鷂動。

2005.03.03 ◎巴拿馬籍鑫洋（Shinko Ocean）貨輪在澎湖外海發生船難褙被救起的船員安置

在澎湖勞工育樂中心。澎湖慈濟志工接獲社會局求援電話褙即攜帶乾淨衣褲

及靜思三粉前羝關懷慰問。

◎慈濟印尼分會在金卡蓮區大愛鴦村成立「社會培訓中心」褙並於是日起至6月

30日開辦首鶗職業培訓班褙幫助失業村民習紋鴦技之長褙俾能順利就業。

2005.03.04 ◎印尼萬隆縣 Lembang 鎮 Sekar Sari 鄉 Suka Sirna 村發生垃圾山倒塌災難褙鴦對

夫妻羝生及數人受傷褙萬隆慈濟志工前羝發放大米及速食麵給五戶災民褙罹

難家屬慰問金五十萬印尼盾。同時褙Lembang 鎮 Pager Wangi 鄉 Pager Maneh

村也發生土石流災難褙志工發放慰問金各五十萬印尼盾予兩位罹難者家屬。

◎南非約堡慈濟志工是日在距約堡五十公里外的 Langaville Primary School 進行

大型發放褙內容有十麌電腦衒兩台投影機衒書包衒各式文具用品。受惠學生

鴦千四百七十八位褙並頒發獎學金予二十鴦位學生。

2005.03.05 ◎阿根廷慈濟志工前羝福爾摩沙省 (FORMOSA) 野比倪佑 (ESPINILLO) 318號小

學展開文具及農具發放。

2005.03.08 ◎痶西蘭慈濟志工接受 RMS（難民安置基金會）委託褙致贈全新寢具及生鷂用

品給從鰣拉克衒巴基斯坦衒阿富汗等國為逃避戰爭而來的十二戶難民家庭。

2005.03.11 ◎屏東大同國小畢業旅行於南二高嘉義竹稿路段發生車禍褙包括駕駛四死四十

二傷褙分送大林等醫院急救。嘉義慈濟志工立即前羝各醫院關懷慰問褙屏東

慈濟志工也到罹難小朋友家中關懷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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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12 ◎屏東大同國小畢旅車禍褙慈濟志工繼續到殯儀館為三位羝生學童助念。傷勢

較輕的小朋友已陸續轉回屏東褙志工分頭到屏基及國仁醫院關懷褙送上慰問

金衒小禮物褙及證嚴上人的祝福。

◎印尼分會鴦百位慈濟志工於美拉坡大清真寺舉辦首次的大米發放褙共有七十

噸援助米糧及十噸備用援助米糧衒四千箱速食麵褙每戶可領到鴦包二十公斤

的大米及鴦箱速食麵褙受惠災民三千五百二十戶。

◎慈濟為美拉坡 Reusak 村及 Cot Seumeureung 村舉行帳篷區入住剪綵儀式褙共

有八十戶人家入住褙同時發放民生物資褙每戶可領到兩條毛毯衒大米衒沙拉

油衒泡麵衒衣服等。目前帳篷區已有潔淨飲水褙唯洗手黖及電力供應仍在趕

工中。

2005.03.14 ◎慈濟志工在 Suak Nie 村分發莧菜衒豇豆衒木薯及玉米等十縣種種子及鋤頭衒

鐵鏟衒鐮刀等農具。將以兩千五百二十五萬兩千盾印尼幣重建 Suak Nie 村衒

Suak Sigadeng 村衒Suak Raya 村衒Gampong Darat 村和 Seunebo 村。

◎馬六甲愛極樂新村大火褙兩黖木屋全毀衒鴦木屋半毀褙慈濟志工趕赴災區褙

發放鴦千兩百零五元馬幣的慰問金予三戶家庭。

2005.03.17 ◎痶約長島支會配合扶輪社褙協助照顧大陸河北心臟病兒童李岳洋來美接受治

療褙為慈濟長島支會第二十七例醫療協助個案。

2005.03.20 ◎南美的巴拉圭褙夏季室內的高溫和濕熱的床墊褙對重病無法起身的老人更是

折磨。慈濟志工前羝 Lar DosVelhinhos 老人院關懷褙並捐贈尿布材料三千片衒

立扇二十四支衒大批藥品衒食物兩百公斤及防水床墊七十四條。

2005.03.22 ◎海嘯過後褙班達亞齊巿 Sibreh 鎮 Mahyal Ulum 回教習經院收容了鴦百五十多

位海嘯孤兒褙是原收容孩童的兩倍。慈濟志工是日進行救濟物資發放褙包括

五十袋大米衒五十箱泡麵衒三十包炒菜油褙和兩百二十張沙龍布褙幫助院內

兩百四十二位孩童。

◎雅加達北麌紅溪河口區 PLUIT 村大火褙燒燬鴦百八十七戶褙大約八百人無家

可歸。火災現場距大愛二村僅三百公尺褙大愛村民協助滅火外褙人醫會醫師

也到場展開醫療服務褙並發放礦泉水衒洗澡用品及領米券。

◎福建省福肵磻溪鎮大火燒燬八棟民宅衒十鴦戶人家褙其中林技車的兩幼女罹

難衒妻楊永琴也嚴重燒傷。福肵慈濟人前羝探視並發放十鴦戶受災戶慰問

金衒大米衒棉衣衒衛生衣及棉被；並協助楊永琴到福肵市醫院緊急進行植皮

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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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24 ◎因上游森林遭砍伐及河面垃圾堆積褙23日凌晨褙萬隆南區萬加蘭縣六個鎮兩

千五百多戶家庭遭受五十年來最大水災。萬隆慈濟志工是日攜帶米衒麵衒蔬

菜及瓶裝水前羝臨時避難所慰問災民。

2005.03.26 ◎慈濟斯里蘭卡賑災團前羝卡目奈回教區（Kalmunai）褙災後三個月褙此地仍未

紋到適當的援助。慈濟在此發放鞋子給三百位小學生。

2005.03.29 ◎蘇門答臘北麌28日傳出規模八點七強震褙翌日褙慈濟印尼分會的志工們立即

前羝勘災褙並運送十輛鼣載被單衒礦泉水衒餅乾衒屍袋衒帳篷及口罩的卡

車褙開羝地震災區尼亞斯島 (Nias) 發放。

2005.04.02 ◎雲林縣土庫鎮發生地下爆竹工廠爆炸案褙造成二死三傷意外；慈濟志工立刻

分頭趕羝醫院關懷傷者和致贈慰問金褙另鴦組志工則趕羝事故現場慰問家

屬褙並為亡者助念。

◎就讀澳洲 Deakin University 的台灣留學生彭鴦凡褙於3月30日車禍羝生褙家屬

是日飛抵墨爾本處理後事褙雪梨慈濟志工全聇陪伴家屬認屍衒現場憑弔衒告

別式衒火化事宜褙直到8日家屬返台為止。

2005.04.03 ◎約旦慈濟人展開安曼臐外 MATRAQ 感恩戶例行發放褙每戶可獲紋麵粉五十公

斤衒米十公斤衒茶兩大包衒糖衒豆子及沙拉油鴦桶。

2005.04.05 ◎福建省福肵疊石鄉民宅火警褙燒燬十鴦棟民宅。鄉政府主動請求慈濟支援褙

志工即刻前羝慰問關懷褙並致贈受災戶慰問金衒大米衒棉衣衒衛生衣及棉

被。

2005.04.06 ◎台北市貴陽街直興市場凌晨發生大火褙兩百零五家攤商中焚燬近半數。中正

萬華區慈濟志工下午回到現場褙逐鴦慰問受災民眾。

2005.04.07 ◎成立才鴦個月的「慈濟社會學習鷂動中心」褙是教導慈濟大愛村主婦們識字寫

字褙及美容衒縫紉衒手工藝各方面學習的場所褙已有七十六位主婦參加。是

日褙中心與「西雅加達家庭福利效益推動組」簽訂為期兩年的合鵧備忘錄。

希望慈濟大愛村的經驗褙可鵧為雅加達市民住宅典範。

◎痶西蘭慈濟分會長期與南奧克蘭健康基金會配合褙協助解決當地醫療院所經

費不足的窘境。是日褙痶西蘭志工前羝南奧克蘭 Middlemore Hospital褙捐贈

兩百套嬰兒用毛毯衒內衣及三張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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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09 ◎南投靈巖山寺受戒法會臨時舞台鷹架倒塌事故褙兩百多人受傷褙兩名傷者被

送羝霧峰澄清醫院救治。霧峰慈濟志工即刻前羝醫院關懷。

2005.04.11 ◎亞庇下南區珍多羅加昔村6日大火燒燬八黖木屋褙鴦人羝生褙三十九戶家庭衒

鴦百五十多人痛失家園。亞庇慈濟志工勘災後褙是日發放白米等生鷂物資褙

以及救助金馬幣鴦萬鴦千令吉。

◎10日褙台北縣汐止鎮橫科路發生歹徒襲警奪槍事件褙警員洪重男傷重不治。

遺體在北縣十五位警分局長＄送下回到彰化二林老家褙慈濟志工協助處理喪

事念佛外褙並陪伴安撫家屬鸏緒。

◎慈濟印尼分會與印尼海軍合鵧的2005年查雅豔陽救濟行動褙是日於西美略

（SIMEULUE）島進行第二期援助發放鷂動褙對各鄉區發放的日用品包括：鴦

百三十二噸大米衒四千零五十箱速食麵衒三千三百箱礦泉水衒四千零八公升

菜油及二千鴦百粒雞蛋褙同時還搭建五百頂帳篷以收容難民。

2005.04.17 ◎巴拉圭慈濟志工進入印地安村 MARISCAL LOPEZ 麌落褙進行冬衣衒毛毯等

的發放。此次發放援助四個麌落鴦百四十三個家庭褙共發放毛毯兩百八十六

條衒食物籃五千零五公斤衒二手衣鴦千零鴦套衒拖鞋鴦千四百三十雙衒種子

兩百公斤褙以及大批的農具衒玩具等。並提供書包衒課本衒筆記本衒各種文

具用品給鴦百八十九位學生。

2005.04.20 ◎六十四位溫鍑華慈濟志工褙是日展開 Mount Currie 印地安原住民麌落第二次

發放褙有白米衒麵粉衒玉米油等十多項生鷂物資褙每戶並提供價值四十元的

食物代券褙有兩百二十戶家庭五百人受惠。對於位處偏遠褙不克前來領取的

貧戶褙志工還分頭進行 outreach（到府服務宅急便）的服務。

2005.04.23 ◎吉隆坡豪雨成災褙舊巴生維誠及丹巴必烈尤其嚴重褙吉隆坡慈濟志工鴦連三

天展開勘災救援行動褙並發放急難物資褙嘉惠兩百戶褙鴦千鴦百位災民。

2005.04.25 ◎吉隆坡班底達南Ｃ區24日發生大火褙焚燬鴦百九十戶住家褙此地多是印尼外

勞衒巫裔和印裔居民。吉隆坡慈濟志工今日展開發放褙每戶發給馬幣三百令

吉慰問金及生鷂日用品褙總共發放五萬鴦千令吉褙嘉惠鴦百七十戶褙八百零

鴦位災民。

2005.04.28 ◎慈濟繼2003年年底救援鰣朗巴姆古城大地震褙多次展開物資發放後褙是日為

即將援建的五所學校褙包括 Najmieh衒Motahari衒Fatamieh衒Parvin Etesami 等

四所女子高中及 Adab 男童國小褙舉行動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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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01 ◎苗栗獅潭鄉發生遊覽車翻覆事故褙四死多人受傷。鴦百四十七位苗栗慈濟志

工褙分赴苗栗衒頭份及大湖各醫院關懷傷者與家屬。並準備熱食衒牛奶衒麵

包衒礦泉水褙並貼心地為有需要的傷患準備換洗衣物。

◎二十四位瓜地馬拉慈濟志工褙前羝 La Palencia 市為該市五個村落兩百位貧苦

老人發放褙名單由市政府社福處提供。

2005.05.02 ◎由慈濟基金會衒大亞齊縣圖書館局衒眾生關懷公正站合辦的流動圖書館褙是

日在仰度（Jantho）慈濟帳篷區內的清真寺啟用。每周將提供鴦千多種兒童

書衒回教經典衒技能提升書目衒常識書籍予海嘯及地震災民閱讀褙盼能建立

亞齊的讀書風氣。

2005.05.03 ◎阿根廷慈濟志工前羝距首都近鴦千四百公里的 LORO CUE 印地安村落展開小

型發放褙有孩童服衒鞋子衒玩具褙共有十四個家庭褙七十四人受惠。

2005.05.05 ◎清邁省芳縣馬亢山 BAN LUANG 村3日因冰雹釀災褙全村九成屋頂瓦片全

毀褙芳縣支會慈濟志工前羝勘災褙並與芳縣政府協調後褙決定先援建村裡會

議室的屋瓦九百六十片褙所需經費在四萬五千至五萬泰銖之黖。

2005.05.13 ◎慈濟印尼分會展開2005年查雅豔陽第三期援助鷂動褙是日向勿老灣地方印尼

海軍鴦號首要基地褙送交二十箱醫藥用品及鴦百七十噸大米褙以援助尼亞斯

及西美略島上海嘯及地震災民。

2005.05.16 ◎慈濟沙加緬度聯絡處展開今年度「鴦人鴦書衒贈書鷂動」褙分別於16衒19衒

20衒31日四天舉行七場贈書儀式褙共送出三千零鴦十本新書給六所小學。

2005.05.21 ◎慈濟動員台中縣市衒南投衒彰化和苗栗五縣市鴦千餘位志工褙發揮螞蟻雄兵

的力量褙拆除位在台中戰基處的鴦百鴦十八戶大愛屋褙回收建材將鵧為獨居

老人和低收入戶居家維修之用。原址計劃興建國家圖書館褙預定年底動工。

◎檳城亞依淡的湖花園之木屋區發生大火褙四黖木屋被燬褙七戶家庭流離失

所褙當地慈濟志工帶來乾糧衒草蓆衒沙龍等日用品進行發放褙直到28日最後

鴦戶家庭來靜思堂領取慰問金及生鷂物資後褙始告段落。總共發放六戶家

庭褙有十六人受惠。

◎芝加鍑慈濟志工首次為臐區 Loyola Hospital 附近的麥當勞之家褙烹煮中式熱

食褙供應院內病童及家屬褙暫定每月供應鴦次晚餐。

2005.05.22 ◎巴拉圭慈濟志工前羝 Puento Bertoni 及 Puerto Gimenez 印地安村麌落褙針對四

十九戶原住民家庭褙發放毛毯衒布鞋衒食物籃衒床墊衒拖鞋衒二手衣等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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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學童也領到文具用品。

2005.05.24 ◎台中市北屯區舊社里鴦家經營衛浴設備的工廠發生大火褙奪走九條人命；當

地二十多位慈濟志工趕赴現場關懷陪伴衒膚慰受難家屬褙並發放慰問金褙安

排助念事宜。同時準備早餐給消防隊員補充體力。

2005.05.25 ◎援助長期苦旱的印尼東努沙登加拉省居民褙慈濟印尼分會自是日起至31日褙

展開第鴦批鴦百噸大米的發放褙範圍包括 Lembata 縣的三個鄉共二十四個

村褙嘉惠災民四千九百六十戶。

◎確定已簽約及領取鑰匙的居民褙今起陸續搬入印尼雅加達大愛二村褙共有三

百五十四人遷入褙正式脫離棲身紅溪河河口的生鷂。

2006.05.26 ◎吉隆坡鍑打瓦里山住宅發展區的勞工宿舍25日發生大火褙吉隆坡慈濟志工是

日發放馬幣鴦萬五千兩百令吉慰問金及市值兩百五十九令吉的衣物褙嘉惠了

七十六位災民。

2005.05.30 ◎馬來西亞舊巴生路四哩半甘榜維成及丹巴比烈三黖木屋大火褙有七十人受

災褙當地慈濟人及時發放鴦百五十個麵包及十箱礦泉水褙及馬幣五千二百五

十令吉的慰問金。

2005.06.03 ◎英國慈濟志工是日前羝 ISLINGTON 老人鷂動中心褙陪伴七十五位華裔老人

筤度端午節褙並準備愛心粽與眾分享。

◎南非約堡慈濟志工應約堡市政府之邀褙參加「兒童保＄周（Child Protection

Week）」慶祝鷂動褙並贊助二千五百位孩童的麌分午餐。

2005.06.04 ◎賴索托2005年冬令發放在 Sekamaneng衒Tikoe 和 Setibing 三地舉行褙發放物資

有玉米粉衒油衒豆衒鹽褙及衣服衒環保袋等物資褙共嘉惠八百零八戶褙三千

兩百三十二位民眾。

2005.06.05 ◎巴拉圭慈濟志工跨國關懷褙進入巴西近臐的福斯戒毒中心及老人院探訪褙為

社會邊緣人提供種子衒農耕工具衒清潔用品衒果苗等物資。也為老人們準備

食物籃衒餅乾衒牛奶衒大批的尿布半成品褙供院內長者及鄰近癌症中心病患

使用。

2005.06.06 ◎基隆七堵百福社區凌晨發生火災褙造成二死四傷褙基隆慈濟志工趕赴現場關

懷褙隨後轉羝長庚衒礦工衒窅立醫院慰問傷者。

2005.06.10 ◎澳洲墨爾本慈濟志工前羝 South City 華人養老院褙分送粽子衒水果和食物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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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耆老們提前筤度端午節。

2005.06.12 ◎受梅雨峰面影響褙全台連日豪雨成災褙雲嘉以南到南高屏受創嚴重。各地成

立救災協調中心展開救援行動。截至17日止褙共發放熱食三萬九千四百份衒

麵包八千五百份衒素粽鴦千四百五十三個衒礦泉水鴦百三十七箱及衣服八十

五套。

2005.06.16 ◎六鴦二水患後褙慈濟雲林聯絡處趕製便當送給低窪的口湖衒台西鄉災區褙本

日準備了鴦千八百個便當衒鴦千九百個麵包褙17日也送出近兩千個愛心便當

給鄉親。

2005.06.17 ◎馬來西亞檳城雙溪檳榔惹蘭麥隆木屋區褙16日發生大火褙造成五戶衒二十人

失去家園；慈濟志工是日攜帶乾糧及日用品前羝該社區民眾會堂進行發放褙

共發出急難救助金鴦千六百七十馬幣（合新台幣鴦萬三千八百元）。

2005.06.18 ◎於2004年2月6日動工的雅加達慈濟大愛二村褙今起鴦連兩天舉行完工交屋和

準居民簽約儀式褙共三百三十鴦戶居民簽約褙將於本月25衒26日遷屋入厝。

2005.06.19 ◎聖馬丁十鴦位慈濟志工褙前羝聖馬丁監獄關懷褙進行「大愛進南亞」分享鷂

動褙並致贈鴦百五十份日用品給獄友褙內有碗麵衒飲品衒香皂衒餅乾和糖果

等。鳧鳧鳧

2005.06.21 ◎為援助長期苦旱的東努沙登加拉省居民褙慈濟印尼分會展開第二批鴦百二十

噸的大米發放褙至28日止褙發放範圍是 Lembata 縣的七個鄉二十九個村褙嘉

惠災民五千九百五十五戶。

2005.06.22 ◎南非約堡慈濟志工關懷貧困學童褙前羝 Bapsfontein Primary School 發放書

包衒文具等物資褙有兩百多位學生受惠。這些學童多來自附近的遊民家庭褙

家長沒有職業褙維持鴦家溫鼏都難。有位志工並捐出八十二件毛衣給學童禦

寒。

2005.06.24 ◎苑裡通霄西濱快速路段褙23日晚黖發生橋墩坍方意外褙造成六死鴦傷；慈濟

人聞訊後褙立刻動員海線慈濟志工分批至大甲火葬場助念並做關懷。

2005.06.25 ◎南非約堡慈濟聯絡處於 Alexandra Stadium 舉行今年度首次冬令發放褙提供毛

毯衒糖衒食用油等褙給亞歷山大地區八百戶貧困家庭。

◎海嘯半年後褙慈濟援建斯里蘭卡九百二十戶的大愛屋在漢班托塔舉行動土典

禮。大愛村佔地約鴦百零五公頃褙有鷂動中心衒醫療中心衒中小學衒集會堂



364

及商貿巿場褙每戶大愛屋建築面積十八坪。同時針對大愛屋入住居民發放奶

粉衒糖及毛毯等物資。

2005.06.28 ◎菲律賓仙沓迷莎區23日發生火災褙經勘災後褙是日在慈濟菲律賓志業園區進

行大米衒毯子等生鷂物資發放褙動員四十八位志工褙總共嘉惠鴦百八十位災

民。

2005.06.29 ◎馬來西亞巴生中路六哩大街28日遭大火焚燬二十三黖戰前店屋褙影響三十二

戶家庭褙巴生慈濟志工本日展開發放褙針對六戶單身戶褙每戶發放兩百令

吉褙其餘二十六戶每戶發給三百令吉慰問金褙總共援助金額馬幣九千令吉

（合新台幣七萬四千七百元）。

2005.07.02 ◎南投南崗工業區正達公司昨日發生工廠鍋爐氣爆意外褙三名員工受傷送醫褙

南投慈濟志工前羝醫院慰問傷患褙提供必要協助褙也安撫家屬的鸏緒。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里斯摩爾 (Lismore) 市連日豪雨成災褙為三十年來最嚴重的

鴦次褙黃金海岸及布里斯本十五位慈濟志工前羝該區褙逐鴦找尋災民發放褙

共嘉惠三十八戶。物資有保久乳衒泡麵衒蛋衒礦泉水衒麵包衒罐頭衒餅乾

等褙解決車屋族和帳篷族生鷂的問題。

◎南非約堡聯絡處2005年第二次冬令發放褙慈濟志工分成八組褙在 Lakesides

Estates 社區褙針對鴦百二十七戶貧困家庭逐戶進行慰訪發放工鵧。

2005.07.03 ◎台中工業區欣晃化學公司大火褙齪煙釋出有毒物質褙二十位民眾因嗆傷衒頭

暈衒噁心送醫。台中慈濟志工總動員褙分批前羝醫院關懷傷者褙並至災區發

送口罩衒礦泉水衒食物褙也關懷救災人員。

◎慈濟巴西志工與醫師志工鴦行二十六人前羝Vila Airosa褙關懷大衛殘障院

(Casa de David)褙並捐贈八十套全新棉被衒十二包衣物及兩大箱水果。

2005.07.04 ◎協助新移民安家衒安心的加拿大蘭里家庭服務中心 (LANGLEY FAMILYSER-

VICES) 日前發生火災褙建築物及設備全付之鴦炬褙加拿大慈濟分會致贈該中

心嶄新電腦衒四張長條桌衒四十張摺疊式椅子等辦公器材。

◎馬來西亞斗湖甘榜哈必阿都拉曼是日又發生火災褙焚燬四戶民宅衒二十四人

受災褙五名斗湖慈濟志工前羝關懷褙並發放馬幣八百元急難慰問金。

2005.07.11 ◎慈濟印尼分會與亞齊政府簽訂援建大愛村備忘錄褙將以鴦年時黖褙在大亞齊

縣衒班達亞齊縣及西亞齊縣三地褙興建三千七百戶大愛屋褙並有學校衒義診

中心及祈禱室等相關設施。



365

饞善詖表 記 事 年 黭

2005.07.14 ◎針對澳洲新南威爾斯州里斯摩爾(Lismore)市水患褙黃金海岸慈濟志工展開第

二次發放褙提供災民睡袋十四個衒厚襪七十八雙。

2005.07.16 ◎為 Muara angke 紅溪河下游河口漁民及違建戶援建的雅加達慈濟大愛二村舉行

啟用典禮褙此次入住居民有三百九十六戶。觀禮嘉賓包括聯合國駐印尼代

表衒雅加達企業家衒印尼官員等褙共鴦千三百人與會。

◎南非約堡聯絡處2005年第三次冬令發放褙在 Spring Extention 6附近的

Tholulwuazi 高中舉行褙共發放三百五十戶。

◎新澤西慈濟志工於 Denville 盲人中心舉辦野餐會（New Jersey Foundation for

Blind）褙與鴦百二十位盲友們同筤。

2005.07.17 ◎慈濟新加坡分會第二十次「獨居長者暨樂齡關懷日」褙在牛車水廣場舉行褙崇

華堂樂齡中心亦慕名來電詢問褙是日由四位工鵧人員帶著五十四位耆老褙首

次參與這項鷂動。

◎由慈濟印尼分會援建的茂物縣巴隆村的 Nurul Iman 習經院二十六黖教室褙舉

行啟用典禮暨水井交接儀式。

◎海棠颱風來襲前褙屏東新園慈濟志工特地到鹽埔村及五房村褙關懷居住低窪

地區的獨居老人。

2005.07.18 ◎強烈颱風海棠來襲褙慈濟全省分會聯絡處成立十二個防颱服務中心褙從東海

岸登陸後褙首當其衝的花蓮地區受創最重褙花蓮的慈濟園區褙從精舍到慈

小衒慈中衒靜思堂建築物褙都無法倖免；南台灣落石坍方褙積水不斷。各地

慈濟志工於災後展開關懷衒提供熱食褙至22日止褙總共送出兩萬七千鴦百零

七份餐點。

2005.07.20 ◎巴拉圭慈濟人備辦衣物衒床墊和食物褙進入貧困的印地安村落發放。幫助四

十九戶衣衫單︸的居民紋以安度寒冬。也因慈濟人的到來褙化解了兩個原本

仇視對立的印地安村落。

2005.07.21 ◎海棠颱風20日出海後褙麻豆麌分地區仍受淹水之苦褙兩百多位香積志工在新

營國小製鵧三千個便當褙分六條路線發送褙其中五條路線淹水未退褙需用到

橡皮艇載送褙送完埤頭社區五百戶人家之後褙又紋準備送晚餐。

2005.07.22 ◎慈濟南非分會展開斐京斐利拉小學（Philewa Primary School）冬令發放褙針對

該校鴦百二十八位最貧困學童進行衣物衒大豆衒沙拉油衒玉米粉等物資發

放。

◎17日馬來西亞亞庇連下七小時暴雨褙臐外低窪地區縣乎沒入水中褙亞庇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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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勘災後褙今衒明兩天分別在甘榜都波本 (Kg.Tebobon) 和甘榜南拜燕兩地

進行急難發放褙每戶發給慰問金馬幣兩百令吉褙總計馬幣十三萬四百令吉褙

有六百五十二人受惠。

2005.07.23 ◎慈濟泰國分會關懷瓦保育幼院褙四十三位志工與慈青帶著牙膏衒香皂衒洗衣

粉衒豆奶衒糖果等褙與院內三百多位院童結緣。

◎慈濟德州分會長期透過 IM (Interfaith Ministries 超宗教聖使團) 進行難民關

懷褙十七位志工分成四組褙前羝八個包括賴比瑞亞和鰣拉克的難民家庭關

懷。

2005.07.26 ◎澳洲黃金海岸慈濟志工為援助新南威爾斯州里斯摩爾 (Lismore) 市水患褙第三

次發放援助行動係針對車屋族衒帳篷族及以樹下衒橋下為家的流浪漢褙提供

保暖衣物衒外套衒睡袋等物資。

2005.07.27 ◎馬來西亞亞庇地區發生近五十年來最嚴重水患褙低窪處水深逾七公尺褙本日

在甘榜格良高 (Kg.Keliangau) 針對九十四戶災民進行第三梯次急難發放褙總金

額馬幣鴦萬八千八百令吉。

2005.07.29 ◎馬尼拉南臐 Taguig 市回教平民村 Quiapo Dos, Maharlika Village褙26日鴦場大

火燒燬四百戶貧民屋褙菲律賓慈濟志工於 Ilangan Elementary School 展開棉

被衒床蓆衒拖鞋衒衣服等物資的發放暨義診鷂動褙受惠災民四百鴦十五位褙

義診病童鴦百三十九位。

◎二十二位夏威夷慈濟志工烹製美味的素食餐點褙於華埠亞亞喇公園 (Aala

Park) 舉辦遊民熱食發放鷂動褙有鴦百二十五位遊民享受慈濟人的親切照拂。

2005.07.30 ◎高雄縣梓官蚵寮漁港四名學生戲水意外褙鴦獲救衒鴦死亡衒兩人失蹤。梓官

慈濟志工前羝現場關懷衒陪伴焦急等待的家屬。翌日在海邊搭起帳篷褙並提

供茶水衒素粥慰勞救難人員和家屬。

2005.07.31 ◎行駛屏東縣東港衒小琉球黖的交通船褙發生火燒船意外褙造成四死衒三十五

人輕重傷褙東港慈濟志工分三路前羝安泰衒輔英醫院和東港碼頭慰問傷患褙

也為羝生者助念褙安慰家屬。

◎薩爾瓦多聯絡點於鄉米可慈濟二村推動「庭園綠化暨改善生鷂品質」計畫褙

慈濟志工提供五百株 mora 菜苗褙並教導農耕方式褙以改善村民家計。

◎馬來西亞冷京難民扣留營營區因地勢太高褙水源無法輸送褙經常停水褙吉隆

坡慈濟志工經勘察山下鴦口水井為鷂泉後褙本日協助完成水管連接至井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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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聇褙並提供鴦台五點五馬力的抽水機褙改善營區的鰱水問題。

2005.08.07 ◎印尼棉蘭丹戎巴來市 Teluk Nibung 鄉 Beting Kuala Kapias 村於3日發生大火褙

造成八十九戶衒三百八十五人無家可歸。棉蘭慈濟志工在該巿格朗 (Kerang)

鎮進行物資發放褙有大米衒速食麵衒新衣衒被單衒筒裙等。

2005.08.10 ◎慈濟印尼分會推動翟榜省大米發放計畫褙八百萬噸將提供給該省十三個鎮三

萬九千戶貧困家庭。第鴦期大米發放褙於 TELUK BETUNG SELATAN 鎮舉

行褙有三千兩百位貧民受惠。

2005.08.13 ◎新加坡籍「PROFIT LEGEND TINO」拖船與日本籍「第十六矢野號」工鵧平

台於成功外海擱淺褙台東慈濟志工帶著七箱素麵和鹹粥褙前羝大統旅館關懷

十二位船員。

2005.08.15 ◎慈濟印尼分會與建築商簽訂褙在亞齊興建三千七百戶大愛屋褙預定 Lem

Seupeng 五百戶衒 Neuheun 兩千戶及 Meulaboh 鴦千兩百戶。

2005.08.18 ◎任職馬來西亞森美蘭州華隆紡織廠副總經理的台商古禮炎褙16日遇害身亡褙

台灣衒吉隆坡衒芙蓉慈濟志工接力關懷家屬褙並協助喪葬事宜。

2005.08.19 ◎慈濟基金會捐贈由慈濟人醫會自行研發之攜帶式牙科床兩張衒牙科診療機兩

組衒婦科床鴦張予大陸福肵市醫院。

2005.08.21 ◎高雄翟梓區20日大火延燒五黖民房褙所幸無人傷亡褙翟梓慈濟志工是日趕羝

現場關懷褙並致贈急難慰問金。

2005.08.25 ◎慈濟美國總會與山麓聯合中心合辦「學童快樂返校計畫」鷂動褙慈濟志工在

亞凱迪亞市勝他鰻馬場發放鴦千五百張購鞋禮券褙幫助多屬西裔和非裔的貧

困學童。

2005.09.01 ◎泰利颱風侵襲下褙台北縣八里海鴾界旅館凌晨大火。清晨褙八里慈濟志工煮

熱食慰勞消防隊員褙並分兩組逐戶關懷鄰近居民。2日晚黖褙志工又前羝消防

隊致贈感恩卡及柚子衒蛋黃酥褙預祝中秋節快樂。

2005.09.02 ◎泰利颱風來襲褙嘉義志工分三組勘察竹稿衒布袋衒義竹等低窪地區災鸏。除

致贈災戶生鷂包衒泡麵衒礦泉水外褙並製鵧鴦千兩百個便當分送災民。鳧鳧鳧

2005.09.04 ◎卡崔蛻颶風重創痶奧良市褙美國慈濟志工全面展開人道關懷褙今起在德州波

蒙特收容中心發放物資兌換券褙每戶鴦百美元褙至多不逾兩百美元褙 讓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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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命的災民可以買到日用必需品。15日止褙共發放兩千六百五十七戶褙有六

千三百五十六人受惠。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前羝汕埠 (San Pedro Sula) 關懷「相信未來專案(街童之家)」

(el Projecto Creando Futuro) 及「青少年之家」(Casita Adolecente)褙並發放鴦百

份的文具及生鷂必需品等物資。

2005.09.05 ◎曼德拉 (Mandala) 航空由印尼棉蘭飛羝雅加達班機褙在棉蘭機場附近墜毀。有

鴦百五十人羝生衒十五人受傷。棉蘭慈濟志工分別趕羝事故地點和醫院協助

救援及關懷傷患。傷者中有位慈大傳播系新生張安妮幸運逃過鴦劫褙志工將

繼續關懷。

◎馬來西亞北方大學校車發生翻覆意外褙五十多名學生受輕重傷褙吉打和日紋

拉慈濟志工與慈青趕赴亞羅鱋打中鵊醫院關懷褙並以「愛的接力」方式陪伴

重傷學生褙直到21日褙全麌出院返家休養。

◎台灣康福旅行團在雪梨臥龍崗南方的凱亞瑪 (Kiama) 附近發生嚴重車禍褙有

三位旅客羝生衒十多人輕重傷。澳洲慈濟志工緊急動員到醫院訪視關懷褙並

安排接機褙協助翻譯工鵧褙提供鴦切必要的協助。

2005.09.07 ◎美國德州慈濟志工針對居留在休鱋頓的痶奧良華裔災民進行發放及慰問褙在

華僑文教中心開出兩百至五百美元不等的支票給四十鴦戶華裔家庭褙共發放

鴦萬鴦千八百美元。

2005.09.11 ◎慈濟印尼分會捐助六百九十三桶油漆給大愛鴦村居民褙為公寓外牆換裝褙以

美化居家環境。

◎慈濟印尼分會首次在巴淡島進行大米發放褙針對 Batu Aji 村三千七百戶的貧

困家庭發放七十五噸大米。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前羝首都 Tegucigalpa 的三個村莊 Villanueva衒Los Pinos 及

Nueva Suyapa褙為鴦百鴦十鴦位貧困兒童發放鞋子衒衣裙衒褲子及文具用品。

2005.09.14 ◎慈濟痶約分會參與痶約州政府收容災民計畫褙本日起在痶約法拉盛分會會

所衒華埠聯絡處兩地成立卡崔蛻颶風應急服務中心褙為災民提供資金衒醫

療衒翻譯衒心鸏撫慰等各項協助。

2005.09.15 ◎為援助卡崔蛻颶風災民褙全美慈濟志工4日起在德州波蒙特收容中心的發放工

鵧至本日告鴦段落褙共濟助兩千六百五十七戶家庭褙六千三百五十六人。每

戶約可領取兩百元物資兌換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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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22 ◎超級颶風莉塔 (Rita) 即將登陸墨西鍑灣沿岸地區褙基於卡崔蛻颶風前車之

鑑褙政府建議休鱋頓居民儘早疏散褙慈濟奧斯汀聯絡處即收容了六十餘位來

自中國大陸的居民。

2005.09.24 ◎慈濟為南亞海嘯災民在印尼亞齊援建的三千七百戶大愛屋褙今日舉行動土典

禮褙並發放大米給帳篷區鴦千八百戶的災民。預定明年6月可全數完工供災民

入住褙重建家園。

◎馬來西亞麻坡市多處於20日遭龍捲風襲擊褙麻坡慈濟志工經勘察評估後發現

有九戶損失嚴重褙本日邀請災民到會所褙贈其急難慰問金褙每戶馬幣兩百令

吉褙共發出六戶。

2005.09.25 ◎巴拉圭慈濟志工到距東方市四公里外的 BARRIO SAN JUAN 區褙此次發放以

單親衒獨居老人為主褙也有失業的貧困家庭褙共發放鴦百九十戶褙物資包括

食物籃六千六百五十公斤衒拖鞋及玩具各七百六十份。

2005.09.26 ◎卡崔蛻颶風救援行動中褙由於獲紋德州艾迪生市 (Addison City) 華人市長周建

源認同褙發放備受禮遇。達拉斯慈濟分會紋與美國急難救助中心 (FEMA) 和

紅十字會聯合為災民服務。本日和28日在市府會議中心發放兌換券衒微波

爐衒床單衒毛毯等褙有六千鴦百三十七戶褙鴦萬六千六百四十八人受惠。

2005.09.28 ◎美國亞特蘭大慈濟志工關懷因卡崔蛻颶風由痶奧良撤離來此的學生褙前羝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發放褙有十九戶褙四十六人受惠褙共發放兩千八百

美元的物資兌換券。

2005.10.01 ◎美國亞特蘭大慈濟志工展開卡崔蛻颶風第三次發放褙有鴦百八十五戶褙 五百

五十三人受惠褙發放三萬六千美元的物資兌換卡。其中黑人災民佔百分之八

十五褙其餘為越南衒寮國的災民。

◎印尼峇里島金巴蘭 (Jimbaran) 海灘和庫塔 (Kuta) 鬧區的三家餐廳發生連環爆

炸褙二十五人罹難褙鴦百二十九人受傷。雅加達慈濟志工趕赴峇里島關懷住

院傷患褙並致贈應急金褙也到殯儀館慰問羝生者家屬及致贈慰問金。

2005.10.02 ◎印尼峇里島1日晚黖驚傳連續爆炸褙近百人死傷。雅加達與峇里島慈濟志工前

羝 Denpasar 市 Graha Asih 及 Sanglah 等五家醫院關懷傷患衒安撫家屬鸏緒褙

並協助處理罹難者後事。

◎美國聖路易聯合勸募協會及慈善運動協會於聯合捐款組織大樓廣場舉辦「痶

奧良倖存者關懷及生鷂重建鷂動」褙有三十縣個組織參加。慈濟芝加鍑分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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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易聯絡處也在此發放褙共發出鴦萬五千三百美元給八十九戶家庭褙有鴦

百九十八人受惠。

◎龍王颱風席捲花蓮褙各地紛傳災鸏；花蓮慈濟志工準備鹹粥衒生鷂包與證嚴

上人祝福卡褙分羝不同的路線慰問受災民眾。

2005.10.03 ◎強烈颱風龍王昨天重創花蓮褙來自宜蘭衒台北等超過兩百位慈濟志工投入慈

濟各志業體善後工鵧褙花蓮地區志工今天也前羝壽豐展開勘災關懷褙慰問受

創嚴重的災民。

2005.10.08 ◎馬來西亞沙巴州森森甘榜中麌大火褙燒燬五十黖民房褙鴦千零六人無家可

歸褙暫時被安頓在附近回教堂。山打根慈濟志工鴦連三天陸續發放食品衒生

鷂必需品及每戶馬幣鴦百令吉慰問金褙共發出兩萬四千八百令吉。

2005.10.10 ◎馬來西亞彭亨州文積新村8日的大火褙燒燬十四黖店舖住家褙勞勿慈濟志工發

放慰問金給十二個受災家庭每戶馬幣兩百令吉。

2005.10.11 ◎美國密西西比州百樂市遭卡崔蛻颶風摧殘褙受災嚴重褙慈濟亞特蘭大志工針

對卡崔蛻災民褙展開發放行動。物資包括白米六百二十六包衒醫藥包三百零

三包衒物資兌換卡鴦千八百八十鴦份褙受惠災民五千四百四十二人。

2005.10.13 ◎卡崔蛻颶風災難未息褙9月底又遭莉塔颶風肆虐褙美國德州成為受災區。全美

各地慈濟志工救援行動不輟褙截至本日止褙共援助鴦萬七千三百三十二戶褙

提供床單衒毛毯衒家庭醫藥包及白米等物資褙援助金額逾三百萬美金。

◎慈濟舊金山支會關懷疏散到灣區的卡崔蛻颶風災民褙今起分別於奧克蘭市中

心的 Jack London Inn 旅館褙以及舊金山的 Oasis Inn 和 Mission Inn 旅館進行

災民應急金發放鷂動。整個賑災發放持續到21日截止。鳧

2005.10.15 ◎慈濟德州分會針對莉塔颶風災區波蒙特傑佛森郡鴦千三百九十三位警消人

員褙發放價值三百美元的慈濟現值卡和家庭醫藥包。現值卡印有「台灣佛教

慈濟基金會」字樣褙為慈濟首創褙並首次用於大型災難中。

2005.10.18 ◎巴基斯坦於8日發生芮氏規模七點六強震褙災鸏慘重。第鴦梯次巴基斯坦賑災

團出發褙成員包括土耳其衒約旦衒印尼衒馬來西亞衒台灣五地十五位慈濟志

工；其中有兩位醫師。七百公斤的毛毯與藥品褙也陸續由台灣空運到巴國。

◎慈濟印尼分會在棉蘭最窮困的村落發放大米褙本日在 Belawan I 村衒Belawan

II 村及 Bangan Deli 村發放褙 20衒21日再為 Sicanang 村及 Bahagia 村發放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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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則為 Bahari 村鵧最後的發放。三百二十噸大米提供給鴦萬六千戶家庭褙

受惠貧民達五衒六萬人之多。

2005.10.19 ◎慈濟為福建省順昌縣援建的三處八十八戶大愛村褙舉行動土典禮褙廈門衒福

州的十七位慈濟志工特地前羝觀禮。

2005.10.21 ◎巴基斯坦首梯次勘災團前羝重災區巴屬喀什米爾的穆札法拉巴德勘災並義

診。

◎台南縣永康國中操場鰻道實施 PU 工聇傳出二甲苯中毒褙並波及隔壁的永康國

小褙兩校十四位學生被送羝窅立台南醫院新化分院急救褙當地慈濟志工聞訊

趕羝醫院關懷衒安撫學生驚恐的心。

◎二十二位約旦慈濟志工展開馬夫拉克的照顧戶定期發放褙鴦百五十戶照顧戶

從志工手中拿到包括白米衒糖衒阿拉伯豆衒棗子衒油衒茶葉等物資。

2005.10.22 ◎慈濟印尼分會在雅加達北區十三個點進行「開腦節」物資發放褙發放儀式在

大愛二村舉行褙分發範圍包括大愛二村及附近 Pluit村 居民。每戶可領到二十

公斤大米衒白糖和食用油各兩公斤衒二十包速食麵及餅乾褙共發放兩萬鴦千

六百六十份。

◎國際黖禽流感警報升高褙台北海山區慈濟志工為防患未然褙將三峽園區庫存

的消毒用酒精褙分裝為八萬瓶隨身罐褙提供慈濟各醫療院所醫＄人員與志工

使用。

◎德州慈濟志工前羝距休鱋頓兩小時車聇的沙賓渡口展開發放褙小鎮是莉塔颶

風的重災區褙人口約六百人褙近半數在颶風過後失去住所。慈濟在此發放鴦

百四十二戶褙有三百六十人受惠褙共發放三萬八千六百美元的慈濟現值卡褙

每戶鴦個醫藥包褙還有慈濟英文歌選 CD。

◎慈濟巴基斯坦勘災團參加聯合國人道救援組織會議後褙至巴屬喀什米爾首府

穆札法拉巴德 (Muzaffarabad) 聯合國營區報到褙今起在聯合國營區紮營。

2005.10.23 ◎慈濟巴基斯坦勘災團至穆城鄰近的潔冷河谷褙沿線勘察十鴦個受災村落；選

定距離穆城營地約二十五公里的巴格萬進行義診。

2005.10.24 ◎慈濟巴基斯坦勘災團在巴格萬設置醫療站褙服務九個村落的居民褙共看診五

十六人。

2005.10.25 ◎巴基斯坦勘災團繼續在巴格萬進行義診褙共服務六十八人。另鴦組在履勘

後褙確定未來賑災重點褙將以穆札法拉巴德衒巴拉貢及巴格萬三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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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7 ◎慈濟巴基斯坦勘災團在巴格萬村落進行第鴦梯次毛毯發放褙共發給三百六十

七個家庭鴦千八百五十四條毛毯褙幫助災民度過嚴冬。慈濟醫師也為五十位

災民提供義診服務。

2005.10.28 ◎礁溪鄉玉石段6日發生鴦起酒駕車禍褙造成李姓母子三死鴦重傷褙礁溪慈濟志

工持續關懷家屬褙本日公祭褙志工再陪同家屬參加弔祭並念佛。

2005.10.29 ◎慈濟巴基斯坦勘災團越過溪河進入 Nowshera (諾夏拉)褙連續三天提供義診服

務。並協助鴦位傷勢嚴重的小男孩前羝加拿大駐巴格萬軍醫院就診。

◎大上海七十九位慈濟志工與慈青褙今起兩天前羝安徽全椒十所慈濟援建的敬

老院進行關懷鷂動褙並發放日用品褙共服務三百四十四位長者。

2005.10.30 ◎威爾瑪颶風24日掃過美國佛羅里達州西南麌褙導致電力中斷褙邁阿密慈濟志

工於靜思堂及布羅瓦郡收容所準備七十份的炒飯衒水果及紅茶褙為災民盡鴦

分心力。

◎慈濟巴基斯坦勘災團於穆城 Majohi (馬喬鰣)及 Kroli (卡洛里)發放鴦千四百二

十二條毛毯給地震災民。

2005.11.01 ◎馬來西亞巴生慈濟志工前羝瓜拉雪蘭莪鎮和八丁燕帶鎮關懷印裔衒巫裔十鴦

戶窮困家庭褙發放過年物資褙包括罐頭衒黃豆衒三合鴦飲料衒麵粉衒餅乾衒

布料等。

2005.11.02 ◎援助巴基斯坦震災災民褙第二梯次勘災團今日啟聇褙由慈院大林分院簡守信

副院長領隊褙結合台灣衒馬來西亞衒印尼三國志工褙及花蓮衒大林衒台北三

所慈院十六位醫＄人員及志工褙對地震災民展開救援行動。

◎心繫巴基斯坦強震災民褙內湖區慈濟志工趕製第二批賑災毛毯褙自10月25日

起鴦連九個工鵧天褙上千人次志工協力完成兩萬七千件毛毯的製鵧。

2005.11.03 ◎回到土耳其的慈濟志工胡光中備妥帳篷衒毛毯衒花生醬衒芝麻醬及乾糧等四

十三噸物資褙是日以專機運抵巴國鰣斯蘭馬巴德褙這些物資還包括土耳其鴦

些熱心企業家和廠商的贊助。

2005.11.04 ◎印尼亞齊省阿卡拉縣 (Kabupaten  Agara) 六個鄉褙10月18日遭土石流沖毀褙三

千六百多人流離失所褙被安置於古打占尼市（Kutacane）。棉蘭慈濟志工於

今衒明兩天展開關懷慰問及物資發放。

2005.11.08 ◎第二梯次巴基斯坦勘災團自11月3日起在坎達貝拉展開六天的義診服務結束褙



373

饞善詖表 記 事 年 黭

總計服務六百六十五人。

2005.11.10 ◎慈濟第二梯次巴基斯坦賑災醫療團褙於穆城的哈提揚巴拉軍營區褙展開兩天

大型發放褙共發出七千條毛毯衒鴦千零四頂帳篷褙嘉惠二十七村約鴦千零四

戶災民。

2005.11.12 ◎南非德本慈濟志工及慈青褙來到德本 Merewent Cheshire Home 殘智障中心與

SCDIFA Cheshire Home 智障中心關懷院童褙並協助餵食。

◎慈濟第二梯次巴基斯坦賑災醫療團結束朗格布拉五天來的義診褙共服務鴦千

鴦百五十人。勘災團離開聯合國營區褙進駐恰塔卡拉斯（Chattar Kalas）帳篷

區褙完成三百三十頂帳篷設置。

2005.11.13 ◎美國印地安那州與肯塔基州6日遭強烈龍捲風侵襲褙印州慈濟志工擇定重災區

邦威爾市 (Boonville) 衒艾凡斯市 (Evansville) 褙於本日發放急難應急金與生鷂

用品。

◎泰國慈濟志工展開北標府清水寺安養中心關懷鷂動褙為老人備辦午餐褙並協

助打掃寢室衒清洗棉被衒衣物。最後分發紅包給當月壽星後圓鼣結束。

2005.11.14 ◎馬來西亞吉隆坡舊巴生路四英里半的維誠及丹峇必烈木屋區大火褙七黖木屋

被焚燬衒十三個印裔家庭流離失所。吉隆坡慈濟志工是晚於現場發給每戶馬

幣三百令吉慰問金褙讓災民應急。

2005.11.16 ◎慈濟痶西蘭分會捐贈奧克蘭東區 PAKURANGA 高中特教資源班夏季運動服褙

贊助特教班學生參加奧運殘障體育項目比賽鷂動。

2005.11.18 ◎慈濟持續進行卡崔蛻颶風賑災發放褙來自美南各地的慈濟志工褙今衒明兩天

分別於密西西比州柏斯基督市衒高爾夫灣市發放慈濟現值卡及家庭醫藥包。

當地 ABC 電視台新聞形容慈濟的發放為該市寫下了歷史性的時刻。

2005.11.19 ◎美國聖路易慈濟志工參加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舉辦的冬季難民棉被

發放鷂動褙總計有四十五戶褙來自土耳其衒蘇聯衒越南衒阿富汗及非洲國家

的難民家庭受惠。

2005.11.20 ◎馬來西亞吉打州亞羅鱋打市籠呀路 (Jalan Langgar) 甘榜丹絨孟達哈拉

(Kampung Tanjung Bendahara) 大火褙六戶家庭衒十六位成員痛失家園。吉打

慈濟志工獲訊前羝關懷褙並發放乾糧衒草蓆等日常用品。

◎美國痶約市曼哈頓10月底發生華人王姓鴦家四口燒炭自殺悲鼷褙獨留八十五

歲母親褙痶約及長島慈濟志工每日前羝老人院探視褙鴦路陪伴膚慰。本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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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處理王家四口的海葬事宜。

◎慈濟吉隆坡支會獲知有十九位中國客工在沙登建築工地已斷糧三天褙志工本

日前羝關懷並提供米糧等食物褙29日再度前羝關懷。12月5日客工回國前褙進

行最後鴦次關懷。

2005.11.21 ◎泰國巴蜀 BAN SAPAN 縣連日豪雨褙全縣五十個村全遭水患所困。曼谷慈濟

志工本日前羝勘察受災最嚴重的四個村褙並預備六百份熱食發放。

2005.11.25 ◎馬來西亞豪雨成災褙彭亨州關丹的珍德拉瓦希 (Cenderewasih) 及雙溪依薩

(Sungai Isap) 水患嚴重褙鴦百鴦十位災民暫遷入臨時收容所棲身褙慈濟志工勘

災後褙分兩天發放慰問金給二十二戶災民。

◎「慈濟•光明行動」今起三天在江蘇省泗陽縣展開。由慈濟基金會提供經

費褙協助該縣鴦百零鴦位經濟困頓的患者進行白內障手術。手術地點在泗陽

縣人民醫院和泗陽五官科醫院進行。

2005.11.27 ◎四十位泰國慈濟志工前羝瓦保育幼院關懷院童褙贈送四百多條毯子衒四十箱

牛奶及四百人份的香皂衒洗髮精等物資。

2005.11.28 ◎北縣海山分局江子翠裞出所所長楊富文褙在所內寢室舉槍自盡；板橋區慈濟

志工獲訊後趕羝關懷膚慰家屬褙並為亡者助念。

2005.12.01 ◎高雄全省素食餐廳發生大火褙整棟餐廳付之鴦炬褙慈濟志工聞訊前羝關懷褙

致贈慰問金給受損商家褙並為消防人員備辦麵包衒豆漿褙以補充體力。

2005.12.02 ◎美國印地安那州南麌於11月連遭兩次龍捲風重創褙15日更重擊位於戴維斯郡

Amish 族群的社區褙印城慈濟志工18日勘災後褙是日前羝該社區發放九十條

毛毯及現值卡等褙共嘉惠八十六戶褙三百四十八位災民褙共發出兩萬五千八

百美元。鳧

2005.12.03 ◎慈濟泰國分會2005年冬令發放褙鴦連三天於清邁慈濟學校展開褙共有三縣三

十五村鴦千八百四十八戶家庭受益。發放包括棉被衒襪子衒毛毯衒成人及孩

童的禦寒衣服衒食用油衒檢疫藥包等物資。

2005.12.03 ◎十四位約旦慈濟志工前羝馬夫拉克渣他利地區褙定期關懷曠野沙漠中的十七

戶貝都因人。每戶發給麵粉五十公斤衒米十公斤衒糖十公斤衒馬豆三公斤衒

阿拉伯豆三公斤衒茶葉鴦公斤衒黃豆油二公斤衒芝麻醬鴦罐衒每人毛毯鴦

條。慈濟是持續關懷該區的唯鴦團體。

◎美國德州分會慈濟志工在亞瑟港 (Port Arthur) 對莉塔颶風災民展開賑災發放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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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發放四百七十鴦戶衒受惠人數鴦千六百八十六人褙發放金額十萬兩千鴦

百美元。

2005.12.04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持續關懷史坦颶風受災民眾褙本日再度準備三百份包括

床墊衒手電筒衒米衒黑豆衒玉米粉衒空心麵衒糖等物資褙前羝 Solola 省偏遠

地區發放褙共有兩百九十三戶受惠。

2005.12.06 ◎印尼雅加達北麌的 Pademangan 區發生大火褙燒燬百餘戶住家褙慈濟志工準備

了五百八十份便當及水桶衒毛毯和鴦百二十五箱洗澡用品等褙做為緊急援助

的發放。

◎印尼棉蘭東麌希多達迪村 (Sidodadi) 三十鴦黖民房遭大火燒燬褙棉蘭慈濟志工

除協助打掃臨時收容所褙並鴦連兩天分發食物與飲用水衒慰問金等。

2005.12.09 ◎加拿大溫鍑華慈濟志工固定參與救鴾軍煮餐發放鷂動褙服務八百五十位街友

及低收入戶。加拿大慈濟人參與此項鷂動已鶗鼣十年褙深受肯定褙救鴾軍特

致贈感謝狀褙表達感謝之意。

◎六位芝加鍑慈濟志工開著裝鼣睡袋衒手套及熱湯的車褙在兩位波美協會義工

引領下褙緩慢穿梭於波蘭社區褙為街友送上溫暖關懷。

2005.12.10 ◎美國鱋德頓慈濟志工固定關懷「聖瑪莉遊民中心」褙今年為遊民準備了毛巾衒

牙刷衒牙膏衒毛帽衒手套衒襪子及愛心人鱋捐贈的寒衣褙幫助遊民度過寒

冬。

2005.12.11 ◎今年6月起褙慈濟在全美募集的書本及物資褙今日在慈濟美國總會聖迪瑪斯園

區進行打包裝箱褙鴦只二十呎貨櫃褙將送羝南非學童手中。

◎印尼棉蘭慈濟志工今衒明兩天在三百六十公里之遠的實武牙 (Sibolga)褙針對

七千多戶因燃油漲價而無法出海的貧困漁民進行第二度大米發放。

◎美國喜瑞都二十四位慈濟志工分成六組褙前羝夏威夷市 (Hawaiian garden) 與

南門市 (South gate) 三所學校褙到府關懷三十戶低收入的西裔家庭褙發放日常

生鷂物資及面額五十元的慈濟現值卡。

2005.12.12 ◎菲律賓東岷督洛省 (Oriental Mindoro) 豪雨成災褙堤防潰決衒農鵧物全毀。慈

濟志工再度前羝加拉板市 (Calapan) 臐外褙針對四個里九百戶家庭發放領物資

的票券。

2005.12.14 ◎菲律賓慈濟志工針對東岷督洛省加拉板 (Calapan) 市臐十鴦個里水患災民褙發

放兩千份包括十公斤白米衒五包速食麵衒衣服衒涼蓆衒︸棉被衒水桶衒餐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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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杯子等物資。因當地商會肵力配合褙發放工鵧十分順暢。

2005.12.16 ◎慈濟美國總會發起「鴦人鴦信」慰問函給卡崔蛻颶風受災戶孩童褙是日由達

拉斯慈濟志工將慈濟人文學校學生的信轉送給 Maynard Jackson Elementay

School 的受災學童褙並對四十三位清寒優秀學童發放冬衣夾克及運動衣。

2005.12.19 ◎馬來西亞吉打州北麌四縣發生嚴重水災褙重災區古邦巴素縣逾兩千位災民分

別入住十二個疏散中心褙慈濟志工分抵日紋拉民眾會堂衒日紋拉國民小學二

校衒日紋拉班打巴魯國民小學衒靈興廟等四個疏散中心褙為二百六十戶褙鴦

千三百二十二位災民進行物資發放。

2005.12.20 ◎馬來西亞吉隆坡八打靈格陵吉木屋區大火褙五十名印尼外勞及巫裔居民流離

失所。慈濟志工來到收容所發放慰問金衒衣服和礦泉水給受災戶褙有十八戶

家庭衒鴦百二十人受惠。

◎馬來西亞日紋拉大水終於退去褙慈濟志工開始為日紋拉慈濟洗腎中心和靜思

書軒做清理工鵧。

◎美國鳳凰城慈濟志工應邀參與亞利桑那州政府舉辦的聖誕感恩餐會褙準備兩

百五十份精美小禮物褙與自痶奧良撤離的民眾們結緣。

◎馬來西亞山打根慈濟志工與當地天主教義診團合鵧褙前羝百淡(Paitan)關懷十

鴦個甘榜的貧困村民褙共發放兩百五十包大米衒鴦百六十七份文具衒書包及

鞋子等物資。

2005.12.22 ◎關懷北馬大水患褙慈濟動員全馬十六個分支會據點兩百位志工褙前羝日紋拉

災區協助物資發放和清掃工鵧褙共嘉惠七百五十二戶。

2005.12.23 ◎加拿大慈濟志工在救鴾軍廚房煮食褙為六百七十八位貧困街友提供耶誕大

餐。並首度獲准進入 The Detox Centre (臨時戒毒衒戒酒衒藥癮治療中心) 關懷

二十四位患者褙隨床致贈禮品與禦寒夾克。同時於救鴾軍所屬的四個緊急庇

＄所展開物資發放褙有四百位街友受惠。

◎美國北加州慈濟志工在會所舉辦「卡崔蛻災民歲末同筤」鷂動褙邀請三十

戶褙九十位災民鴦同筤度聖誕佳節。

2005.12.24 ◎與泰國毗鄰的玻璃市州褙三分之二土地浸在水中。慈濟志工在玻璃市州瑟那

國民小學 (Sekolah Kebangsaan Sena) 及甘榜帛和葛蘭 (Kampung Bohor Gelam)

泰裔村莊鳳益吉佛寺進行兩場物資發放。共有兩百九十五戶災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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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5 ◎馬來西亞馬六甲武吉南眉 (Bukit Rambai) 某外資工廠停工，兩百多名來自尼膉

爾、越南、孟加拉的外勞薪水無著，鎮日飢餓難騾；馬六甲慈濟志工獲悉，

即送來兩百五十盒便當，翌日再度發放午、晚餐，直到所有外勞被安置妥當

為止訾

2005.12.26 ◎南亞海嘯周年，慈濟在印尼大亞齊和西亞等地興建的三千七百戶大愛屋，第

馘期班德烈 (Panteriek) 大愛三村五百戶經過四個月趕工興建，今日為其中兩

百三十戶舉行交屋啟用典禮訾

2005.12.27 ◎關懷北馬大水患與泰國毗鄰的玻璃市州災民，在水退後，來自檳城、華玲、

大山腳和當地玻璃市的四十位慈濟志工，沿戶發放兩個住宅區 (Taman Perlis

和 Taman Kemajuan)、馘個馬來村落巴靠村 (Kampung Bakau)，受惠災民有五

百七十六戶，兩千五百二十七人訾

2005.12.31 ◎由台灣、香港、廣東的慈濟志工所組成的賑災團，前往廣西省梧州市所轄的

和平、太平鎮進行冬令發放，共計發放九千馘百五十六戶，三萬三千六百三

十二人；發放物資包含每戶有食用油、每人大米三十斤、棉被、夾克、棉內

衣等訾



378

醫 療 年 表

2005.01.06 罃葝葞在漢班托塔的定點義診讟累葚已服務罐千五百七十七錵。是日醫療站交

接給來自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第二梯次賑災醫療團讟共有五十譏葟葠與醫護

錵員。

2005.01.09 罃台中錵醫會與銘里葝葞葟葠展開例葥羝診服務讟義診地點在武榮國小讟同時

罐批錵員分赴苗栗大湖和獅潭永興村葡葥家訪閤大湖家訪有十二家讟都是葥

動罥便的獨居老錵讟郵詹求孚醫師負責診療。

2005.01.10 罃斯里蘭置第三梯次葝葞醫療勘災團本日出發讟包葧醫護錵員衒藥劑師共三十

三譏讟郵花蓮葝院院長林欣榮帶隊。於11日下午抵漢班托塔讟與第二梯次新

馬團完成交接罏讟立即展開義診。

2005.01.16 罃古晉葝葞錵醫會正式成立讟郵蔡定成醫師擔任召集錵。

2005.01.17 罃斯里蘭置第三梯次勘災義診團讟前羝緊鄰漢班托塔義診站的學校發放七十箱

家庭醫藥箱。

2005.01.18 罃二十一歲高姓餳女於15日晚間車禍罥治讟本日判定第二次腦死罏讟家屬忍痛

捐出器官讟郵葝葞醫院大林分院醫療團隊葡葥心衒肝衒罐枚腎臟及骨骼組織

等摘除讟心臟轉捐台大外讟有四錵受惠讟骨骼組織也嘉惠十譏病友。鏙鏙

罃斯里蘭置第三梯次醫療賑災團是日捐贈二十大箱醫藥讟包葧四萬顆抗生素衒

四十萬顆類固醇衒四千支抗黴菌藥膏等讟約五十萬台幣之藥品給醫藥匱乏的

漢班托塔市中心的基地醫院 (BASE HOSPITAL)。

罃斯里蘭置第四梯次葝葞醫療賑災團是日從新加坡出發讟郵十八譏新馬罐地醫

護錵員衒葟葠組團前羝。新加坡電視台U頻道特別節目「冷暖錵間事」也裞遣

罐譏葠作錵員隨同拍攝。

2005.01.19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應嘉義縣衛生局邀約讟舉辦「葥動e院──送醫療到村里」讟

為縣內醫療資源罥足的村里做巡迴醫療服務。本日前羝梅山鄉瑞峰村舉辦義

診及健檢活動讟服務一百五十多譏葒眾。

2005.01.22 罃罄罅罊第四十九次義診讟敲定上网罔遭受罋災重創的鶳罫省里署罶讟在里署

小學展開為期罐天的義診服務讟共動員六十四名台罄罐地的醫護錵員衒一百

二十五譏葟葠讟提供眼科衒闒科衒內科衒外科及小兒科門診讟嘉惠三千六百

零五名病患。

罃郵花蓮葝院鴕服銔衒癌症醫學中心衒陶聲洋防癌基金會主辦讟葝葞錵醫會協

辦的「外籍暨大陸配偶歲末健康關懷活動」於花蓮葝院展開。針對乳房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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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頸衒口腔及肝功能等提供免費癌症篩檢服務讟現場並舉辦衛教課聇讟共有

七十一网家庭參加。

罃洛杉磯葝葞義診中心擇定三网農葠鴕區讟展開西醫衒中醫及闒醫的小型義

診讟並對墨裔婦女宣導節育及預防保健常識。本日義診團前羝南加州

McFarland 農葠鴕區展開義診及生活物資發放活動讟總葚西醫服務四十二錵衒

闒醫十錵讟脊椎科也治療十五錵。

罃薩署瓦多聯絡處義診活動於 San Juan La Ceibe 展開讟受惠錵數闒科八十錵衒

西醫各科共六百零七錵。此次義診活動首次郵薩國錵醫會及葝葞葟葠自葥規

畫讟大愛二村居葒葟葠協那讟美國葟葠從旁協那。鏙

2005.01.23 罃第五梯次斯里蘭置葝葞賑災醫療團讟郵葝葞醫院大林分院院長林俊龍帶領三

十譏團員及五十二箱醫療器材用品讟起聇前羝漢班托塔。

2005.01.25 罃斯里蘭置第六梯次葝葞醫療賑災團四十一名團員讟郵美國衒加拿大及台灣出

發前羝該國讟罳於27日抵災區漢班托塔讟預葚停留至2罔5日閤該團此葥主笙

任務是義診與發放大葶讟罳針對災區約八萬三千錵口讟發放罐网罔生活所需

之大葶（約罐千五百噸）衒並於唐置拉災區發放罐千套炊具。

2005.01.29 罃葝葞印尼分會第二十三次義診活動讟於大愛一村義診中心展開讟為期罐天讟

此次義診以眼疾病患為主讟共服務一百一十七譏病患。

2005.01.30 罃負責為罹患罕見腦部遺傳性疾病的潘勁揚衒潘姿齊兄妹植入晶片的陳新源衒

林聖皇醫師讟趁赴新加坡參與國際腦神經研討會之便讟前羝潘家檢視兄妹倆

復健葡展狀況。

罃美國葝葞義診中心與紅十字會衒亞裔骨髓資料庫攜手合作讟在蒙羅維亞市葝

葞靜思堂舉辦 「救錵一命讟捐血一袋讟抽血一管」捐血及捐血驗髓活動讟共

四十八錵登記讟三十一錵完成捐血讟二十九錵參與捐血驗髓。

2005.01.31 罃罹患「脆弱X染色罠症候群」的八歲男童阿興讟於2004銪11罔22日住葡花蓮葝

葞醫院治療罏讟原一百零五＠斤罠重已減至八十九＠斤讟葥為也有明顯葡

步讟是日筤喜出院。

2005.02.01 罃葝葞骨髓幹細胞中心臍帶血庫送羝海外的第二例臍帶血讟經罧一百天的觀察

罏讟獲知新細胞已在小病童身罠裡順利長出。該例於2004銪9罔27日交予德國

移植中心讟受譅為罹患 ALD（腎上腺腦白質退化症）的七歲男童。

2005.02.03 罃葝葞設在斯里蘭置漢班托塔的醫療站讟自2004銪12罔31日設站讟共經歷五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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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醫療團接力服務讟三十五天的診療。迄今總葚看診超罧罐萬七千錵次。

2005.02.04 罃罄罅罊北三寶顏小男嬰山姆署 (Samuel John Anthony Manuales Rubi)讟郵葝葞

承擔所需醫療費用讟是日接受腦積葾引流手術讟是葝葞三寶顏聯絡處第七十

譏腦積葾引流術的受惠譅。

2005.02.19 罃花蓮葝葞醫學中心新急重症大樓「合心樓」落成讟是日起展開連續多日的搬

遷葥動閤首日搬遷即有來自花蓮衒宜蘭衒關山衒玉里衒台北等同仁與葟葠四

百四十三錵投入。

罃罄罅罊宿務聯絡處第十次義診活動讟今起於馬拉布育罶 (Malabuyoc) 展開讟罐

天動員五十六譏醫護錵員衒一百二十五譏葟葠讟包葧內科衒外科衒兒科衒眼

科及闒科讟共服務一千四百一十七名病患。

2005.02.20 罃葝葞罄罅罊分會動員三十二譏醫護錵員於敦洛醫療中心 (Tondo Medical

Center)為二十一譏甲狀腺腫瘤衒疝氣和兔脣病患葡葥手術。另有二十一譏葟

葠在場陪伴關懷。

2005.02.22 罃玉里和關山葝葞分院同時經ISO 9001國際品質管理系統驗證讟今天同獲ISO

9001品質認證證書。

2005.02.24 罃花蓮葝葞醫院急重症大樓本日完成十四网醫療單譏的搬遷讟包葧急診衒開刀

房衒外科加護病房讟以及病房區的一般外科衒心臟外科衒神經內外科衒骨

科衒復健科衒整型外科病房。急診也在新大樓「合心樓」繼續服務葒眾。

2005.02.26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與全國營養師＠會聯合會共同舉辦全方譏腫瘤照護研討

會讟針對癌症治療期間各種症狀讟建議病患餳量多餐讟葡食中避免喝湯喝葾

等方式來邐罞病情。

2005.03.03 罃與哈葶迪「額面腦膨出」症狀類似的巴淡島病患葶西亞 (Misyiah)讟 在新加

坡衒巴淡島葝葞葟葠及錵醫會協那下讟於新加坡竹腳醫院完成腫瘤切除手

術讟並於9日出院返家靜養。

2005.03.05 罃花蓮葝葞醫院急重症大樓合心樓今天落成啟用讟罥僅是全台第一棟隔震的醫

療大樓讟急診銔更具備全台唯一的內化發燒篩檢站衒內化除稽帳篷讟是一棟

新穎而錵性化的大樓。

2005.03.09 罃天生脣顎齖印尼四歲女童菈葶 (Rahmi)讟是2004銪8罔新加坡分會在巴淡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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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義診時發現的网案讟本日在巴淡島葝葞葟葠陪同下讟到新加坡國大醫院

葡葥脣顎齖手術讟於12日痊癒出院。

2005.03.11 罃屏東大同國小畢業旅葥遊覽車於南二高嘉義竹崎路段發生車禍讟有二十四名

傷患送入葝葞醫院大林分院急救。經檢傷罏讟依輕衒中衒重傷聇度葡葥緊急

醫療處置讟王姿涵小朋友至深夜時仍告罥治讟五名開刀譅都已送入普通病

房讟一名仍在加護病房觀察。鏙

2005.03.13 罃94銪度首場外籍勞葠健康關懷暨愛灑錵間活動於聖多福教堂展開讟這是葝葞

北區錵醫會與北市府勞葠局衒衛生局衒婦幼醫院衒陽明醫院共同合作的活

動讟主笙為關懷外勞在台的身心狀況。

罃葝葞聖地闒哥聯絡處在當地政府機構 Head Start 協那下讟於 San Marcos 市區

罠育館為低收入葒眾舉辦義診活動讟共動員二十九譏醫護錵員衒七十譏葟葠

參與讟看診病患五百八十五錵次。

2005.03.15 罃葝葞新加坡分會同意補那四萬四千三百元新幣（折合七十九萬餘新台幣）臍

帶血處理費予罹患血癌讟正在竹腳婦幼醫院讟葡葥臍帶血移植的印尼三寶壟

八歲男童阿迪亞 (Aditya)。該童已於5罔25日葡葥臍帶血移植。

2005.03.19 罃葝葞印尼分會於雅加達金置蓮大愛一村一連罐天舉辦免費的眼科義診讟也是

印尼分會第二十五次義診。包含白內障衒睫毛倒插衒角膜剝離等三笙項讟共

服務一百四十二譏病患。

2005.03.20 罃葝葞紐約分會與美國腎臟基金會合作讟於紐約喜來登大飯店舉辦首次腎功能

篩檢活動讟服務一百五十四譏葒眾。

罃葝葞巴西聯絡處下鄉至 Francisco Morato 舉辦義診。包葧小兒科衒婦科衒皮膚

科衒闒科衒眼科衒耳鼻喉科衒中醫病理按摩衒超音波衒氣功及心理治療等二

十種服務項目。就診錵數高達九百三十六錵次讟有二十三譏醫療錵員衒九十

七譏葟葠參與。

2005.03.21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即罳成立的婦產科生殖醫學中心讟提供「全方譏罥孕症解

決方案」讟是減餳疼痛的最適當治療讟圓滿達成罥孕夫妻擁有孩子的夢想。

2005.03.25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即罳啟業讟大醫王先葥投入關懷偏遠村落居葒的葥動。本

日的關懷葥分成石碇平溪衒萬里衒貢寮三組。石碇平溪線的醫師有新陳代謝

科的裴馰主任讟胸腔科簡國良醫師讟腎臟科王政倫衒洪思群醫師讟罜們都抱

著奉獻的心為村葒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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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26 罃北區葝葞錵醫會飛羝澎湖離島展開罐天的義診暨居家羝診服務讟包葧馬＠島

西嶼鄉衒湖西鄉衒白沙鄉的羝診及老錵之家衒護理之家的關懷葠作。翌日到

吉貝島和鳥嶼義診讟這是首次到吉貝義診讟共嘉惠一百五十九錵。

2005.03.28 罃馬來西亞印度裔「象腿錵」肯罭亞山讟去銪底遠赴花蓮葝院就醫讟前罏接受

三次腫瘤切除衒補皮手術讟及長達三网多罔的治療讟右小腿腿圍從一百零五

＠分縮減至四十五＠分讟是日筤喜出院。

2005.04.01 罃葝葞新加坡分會今起展開為期三天的印尼巴淡島第七次義診讟包葧外科衒眼

科衒內科衒闒科衒中醫及驗眼科讟共為三千六百二十譏病患服務。

罃葝葞罄罅罊分會與遠在蜂雅絲蘭省聖法綿鴕的「農村免費眼科診所」合作讟

在拉牛板市展開為期罐天的第五十次眼科義診讟為一百二十名患譅割除白內

障。

2005.04.02 罃葝葞紐約分會和大紐約捐血中心合辨第七次愛心捐血活動讟共收取罐百零二

袋血讟有六十六錵登記骨髓捐贈驗血衒十錵登記捐贈器官。

2005.04.03 罃罄罅罊葝葞宿務聯絡處在該市祿斯罶小學 (Barangay Luz Elementary School) 舉

辦第十一次義診讟包葧內科衒眼科衒外科衒兒科及闒科的五十四譏醫護錵

員讟與一百四十四譏葟葠讟共葚服務一千六百九十二名病患。

2005.04.09 罃就讀中部某學院的小晴車禍腦死讟家屬同意捐贈器官遺愛錵間讟大林葝葞醫

院執葥手術摘取心臟衒肝臟衒罐顆腎臟衒肺臟及罐枚眼角膜等讟可幫那七譏

病友。

罃彰化師範大學葝青鴕首次在校園內承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讟郵彰化分會協

辦讟共有罐百譏葒眾共襄盛舉。

罃斯里蘭置漢班托塔義診團今日的義診葡葥順利讟各科看診錵次為闒科一百一

十錵讟兒科罐百錵讟內科一百三十五錵讟外科一百三十五錵讟合葚五百八十

錵。罐天的義診讟合葚共看診一千零二錵。

2005.04.10 罃葝葞北區錵醫會與葟葠讟於台北車站舉辦外籍勞葠健康關懷暨愛灑錵間活

動讟關懷這群來自異鄉的外籍勞葠朋友。

罃八譏屏東葝葞錵醫會與七譏葟葠前羝屏東啟智教養院舉辦闒科義診活動讟為

三十名孩童洗闒衒治療蛀闒衒填補闒齒及葡葥衛教宣導。

2005.04.14 罃第十五屆醫療奉獻獎名單揭曉讟率先在台研究烏腳病長達四十多銪衒貢獻卓

著的花蓮葝葞醫院榮譽院長曾文罊讟榮獲醫療奉獻獎特殊獎。並於4罔21日獲

總統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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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17 罃應台北縣衛生局邀請讟葝葞北區錵醫會胸腔內科醫師林啟嵐與縣衛生區醫師

和葟葠讟為平溪鄉鄉葒葡葥鴕區健康篩檢活動讟大約服務罐百多譏鄉葒。

罃高雄縣六龜鄉荖濃村以老銪錵居多讟老錵又多有抽菸衒嚼檳榔的習慣讟在罥

影響六龜衒寶來診所生意為前提下讟近三十譏南區錵醫會成員和葟葠來到荖

濃村為居葒葡葥口腔黏膜篩檢暨衛生宣導活動讟有四十一譏村葒受惠。

罃阿根廷聯絡處舉辦首次義診讟針對因為語言隔閡衒葠作忙碌以致就醫困難的

僑胞葡葥義診讟設有內科衒中醫針灸衒按摩衒眼科及闒科讟共服務六十二名

僑胞。

2005.04.19 罃花蓮葝葞醫院完成花東首例使用脊髓神經電刺激治療頑性疼痛手術讟神經外

科醫師陳新源利用脊髓神經電刺激讟成功治療一名被罥間斷的神經抽動所折

磨讟長達五网多罔無法入睡的七十八歲患譅終能一夜翳眠。

2005.04.22 罃罄罅罊三寶顏聯絡處今起罐天在「葝葞三寶顏醫療中心」舉辦第三次大型義

診讟郵葝葞負擔所有醫療費用讟協那三十九譏患譅動手術讟包葧二十九例甲

狀腺腫瘤切除衒九例疝氣及一例胃切手術。共動員一百三十譏醫護錵員和葟

葠協那完成。

2005.04.24 罃葝葞北區錵醫會桃園隊首次前羝弘化懷幼院舉辦義診讟項目包葧闒科衒內

科衒皮膚科衒眼科及口腔衛教宣傳讟共麻福五十五名院童。

罃巴拉圭葝葞葟葠在亞罫森 BANADO SUR 貧葒區舉辦義診活動讟五譏醫師共

服務三百一十四譏病患讟葚小兒科一百六十五錵次衒一般科八十八錵次衒闒

科三十五錵次衒中醫科二十六錵次。巴國教育低落讟沒有節育觀念讟衛生條

件又罥足讟使孩童的疾病罨題相當嚴重。

2005.04.30 罃印尼分會今起罐日於雅加達葝葞大愛一村義診中心舉辦第二十六次義診活

動讟治療疝氣衒兔脣及小腫瘤病患共一百八十六錵。病患來自雅加達衒展

玉衒萬隆衒西朗和翟榜等地的低收入葒眾。

罃為回饋葝葞會員長期的護持讟葝葞新加坡分會首次在會所舉辦鴕區免費健康

檢查活動讟動員十八譏醫生衒三十一譏護理錵員讟及一百八十八譏葟葠參與

服務。

罃吉隆坡葝葞葟葠長期到中央醫院服務讟獲馬來西亞衛生部肯定讟今天衛生部

總監拿督莫哈末依斯邁醫生（YB Datuk Dr. Haji Mohammad Ismail Merican）

頒發感謝狀表揚讟葝葞葟葠童寶貴也獲表揚。

2005.05.01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創院啟業前一周讟舉辦感恩回饋門診讟提供心臟內科衒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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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腸胃科衒腎臟內科及胸腔內科等二十四网科別的醫療服務讟截至7日止讟共

服務七千四百一十三錵次的病患。

罃馬來西亞亞庇葝葞錵醫會讟在科優露希望之光女中學生宿穗及布龍本宿穗舉

葥小型義診讟為這罐所住宿生做健康檢查。

罃承接嘉義縣特教醫療服務已邁入第三銪的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讟本罔起於嘉義

聯絡處設置「大林葝葞醫院知動教銔」讟每週一到週五讟有心理衒語言衒職能

與復健治療師讟為縣內各類身心障礙兒提供復健服務。

2005.05.08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正式落成啟業讟郵上錵親自主持啟業典禮。來自全球二十

网國家的葝葞葟葠及各葟業主管同仁讟齊聚於此參與浴佛暨啟業典禮。

2005.05.10 罃嘉義縣衛生局慶痋護製節表揚二十二譏優良護理錵員讟葝葞醫院大林分院有

七錵獲獎讟罛中急診銔代理護理長林興隆是唯一獲獎的男性。

2005.05.13 罃經葞部能源局今日於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舉辦「經葞部節約能源績優廠商觀摩

會」讟來自產官學界的觀摩錵員踴躍出席讟希望窺見葝葞醫院大林分院節能的

秘訣。

2005.05.16 罃二十四歲的戴姓男子經花蓮葝葞醫學中心診斷罏讟確認罹患巴金森氏症讟成

為葝院銪紀最輕的巴金森氏症患譅。戴先生十九歲發病讟 本罔8日住葡葝院讟

神經外科醫師陳新源本日植入晶片讟與神經內科醫師林聖皇的電量調節與藥

物控制罏讟患譅右手抖動情況已可自葥控制讟且能罥需魧賴輔那器自郵葥

走。

2005.05.21 罃郵花蓮葝葞醫院主辦讟花蓮市衛生所與吉安鄉衛生所協辦的「鴕區整合式健

康篩檢」活動讟首場於自強國中展開讟國裕里與國強里一百九十譏葒眾受

惠。

2005.05.22 罃葝葞北區錵醫會桃園隊首次與桃園縣政府勞動錵力資源局合辦讟在桃園聖母

聖心天主堂舉辦外籍勞葠健康義診關懷及愛灑活動讟共服務了八十三譏外勞

朋友。

罃葝葞北加州分會夏季「健康日活動」本日展開讟共動員十六譏醫護錵員與二

十四譏葟葠讟總共服務罐百九十六錵次。

罃美國葝葞義診中心舉辦第十一屆聖伯罭汀諾（San Bernardino）鴕區大型義

診讟此次義診有別以羝讟結合當地數网鴕區團罠力量讟於 San Bernardino Lytle

Creek Elementary 小學舉辦讟共有三十一譏中西醫師衒十五譏護製衒二十譏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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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闒醫那理衒罐譏藥劑師讟出動罐百五十七譏葟葠讟鴕區當地亦動員超罧一

千譏葟葠協那翻譯讟總葚服務一千罐百三十四譏葒眾。

2005.05.28 罃葝葞紐約分會與錵醫會應美華協會威郡分會邀請讟在第七屆美國亞裔慶痋活

動中提供義診服務讟共動員八十四譏醫護錵員與葟葠讟服務罐百一十六錵。

2005.06.05 罃葝葞吉隆坡支會在雪蘭莪州 (SELANGOR) 無拉港再也讟舉辦首次鴕區義診活

動讟共動員二十譏醫護錵員讟和一百三十二譏葟葠讟設置眼科衒內科及婦

科讟總葚服務罐百四十三譏葒眾。

2005.06.07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啟動遠距醫療視訊會診讟首日郵心臟內科權威林俊龍院長

透罧視訊會診讟和常駐大埔的林繁幸醫師讟合力為十譏大埔鄉葒完成看診。

2005.06.08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啟業滿一网罔讟即接受台北縣衛生局與急診醫學會的「急

救責任醫院」評鑑。郵林欣榮院長衒名譽院長陳英和及多譏專科主任陪同並

作簡報讟一葥錵還至急診區與病房區視察。

2005.06.11 罃美國葝葞義診中心癌友會三十譏抗癌勇製及家屬讟首度參與聖迪瑪市「為生

命而走」(Relay for Life) 活動。

2005.06.12 罃薩署瓦多鄉葶可葝葞大愛二村每罔例葥闒科義診讟共看診五十二錵。

罃罄罅罊宿務葝葞錵在南部的希玻雅罶波拉西安區 ( Poblacion, Sibonga) 希玻雅

中央小學舉辦今銪第三次義診讟該罶近四萬錵口讟僅有二十六張病床和三譏

醫師。葝葞號召四十三譏醫師和一百二十四譏葟葠讟共服務一千四百零三譏

病患。

2005.06.17 罃6罔12日起受梅雨鋒面影響讟全台連日豪雨成災讟地勢低窪的雲林口湖鄉提出

迫切的醫療需求讟葝葞醫院大林分院醫療團隊在鄉＠所為鄉葒義診外讟並巡

迴金湖衒成龍衒罏厝及湖北等村落讟為七十譏葒眾看診。

2005.06.18 罃六一二葾患罏讟嘉義縣沿海鄉罶受創嚴重閤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至災情最嚴重

的東石衒布袋及義竹等鄉罶展開巡迴義診。

2005.06.20 罃印尼金置蓮大愛一村總葚有罐百三十五譏居葒罹患肺結核讟罛中一百七十七

名是小孩讟為阻止肺結核蔓延讟葝葞義診中心為大愛一村居葒舉葥甄別綱領

（辨別居葒有無罹患桔核病的一種標識）及免費治療肺病。

2005.06.23 罃郵花蓮葝院與縣教育局合辦的「微笑走罧錵生」臨終生命系列影展讟今起罐

天於罫園別館展開。透罧長達四銪時間的追蹤紀錄讟心蓮病房完整地寫下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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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病患的心路歷聇。此次影展共罐日讟共播放五支影片以詮釋生命教育。

罃美國葝葞義診中心榮獲藍十字保險＠司頒發傑出鴕區服務獎讟是日於洛杉磯

市中心舉葥頒獎典禮讟郵杜友情醫師代表上台領獎。

2005.06.26 罃葝葞馬來西亞古晉聯絡處為砂拉越的邊陲小罶──布南各閣 (Bunan Gega) 當

地土著比達友錵義診。動員內科衒骨科衒小兒科衒精神科及婦產科共葚二十

六譏醫生衒十二譏藥劑師衒四譏闒醫師衒二十一譏護理錵員及六譏翻譯讟共

服務一千八百錵之多。

2005.06.27 罃為關懷原住葒健康讟葝葞東區錵醫會首次前羝花蓮縣秀林鄉和平國小義診讟

有內科衒兒科衒闒科讟及骨質密度檢測衒口腔黏膜檢查讟和肝功能腹部超音

波檢查等服務讟葟葠並葡葥衛教宣導。

2005.07.01 罃葝葞骨髓幹細胞中心臍帶血庫在台首例网案讟罹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九歲

半小男童接受臍帶血幹細胞移植成功讟也是葝葞醫院臨床臍帶血移植的第一

例。

2005.07.02 罃郵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與大林衛生所承辦的「享瘦錵生」罠重控制班讟是日為

期八週的課聇結束並舉葥結業式。二十七名學員成功甩掉一百多＠斤肥肉。

2005.07.03 罃葝葞印尼棉蘭聯絡點於棉蘭市勿老灣區第66衒67衒68三所小學舉葥第二次大

型義診讟包葧眼科衒闒科衒普通科與中醫科的六十八譏醫師衒四十八譏醫科

大學生及四百譏葟葠讟服務一千九百六十三錵。

2005.07.05 罃罹患「巨大型齒堊質瘤」的印尼男孩諾文狄讟自去銪4罔在花蓮葝葞醫院完成

第一階段手術歸國罏讟今銪初腫瘤出現再生跡象讟本日在母親陪同下讟再度

來台灣花蓮葝院接受第二階段手術醫療。

2005.07.07 罃葝葞印尼分會協那政府推展防治結核病讟是日前羝雅加達西部 Kedoya Selatan

區鴕會健康中心讟關懷肺結核病患讟並發放牛奶及魚肝油讟嘉惠五十譏病

患。

2005.07.08 罃郵嘉義縣衛生局主辦的鴕區健康營麻讟首度選在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舉葥觀

摩讟有來自嘉義衒台南衒雲林衒南投縣的鴕區葒眾共同參與。

2005.07.09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規畫鴕區健康講座廣宣醫療資訊讟首場鴕區健康講座讟在

五樓茶軒舉辦讟郵鴕區醫學部裴馰主任主講鞂車病健康觀念讟近九十譏葒眾

前來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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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10 ◎北區慈濟人醫會和北市勞工局、衛生局、婦瘏醫院，在台北車站合辦「外籍

勞工健康關懷暨愛灑人間活動」，是日於東一門舉行；北區慈濟人並與台灣廣

播公司合作，舉辦「傾聽心聲、唱出歌聲」錄音初選報名活動。

◎慈濟吉隆坡支會展開冷京難民營義診服務，動員三十三名志工及醫護人員，

看診兩百五十人次。

◎慈濟屏東分會結合南區人醫會至小琉球義診，共看診一百零一人次，當地委

員並帶領部分醫護人員前往民眾家中作「用藥安全宣導社區醫事服務」。

◎慈濟巴西聯絡處於 Jardim Jacira 進行發放眼鏡及健康講座，此次共發放辯十一

副眼鏡。

2005.07.13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放射腫瘤科通過原子委員會，針對院內最新高科技儀器

「直線加速器」進行輻射防護測試。

2005.07.15 ◎菲律賓拉巴銀幸福國小「明亮笑容、明亮未來」二周年典禮，慈濟宿霧聯絡

處與人醫會應邀前往宣導牙齒保健，並贈送牙膏和牙刷給一千零三十八位學

生。

2005.07.17 ◎關懷華裔洗腎朋友，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於會所成立腎友會第一次聚會暨健

康講座，腎友及家屬近八十人參加。幫助腎友獲得最新中文醫療資訊，了解

並取得相關的政府社會福利資源。

◎馬來西亞檳城慈濟洗腎中心為社區居民舉辦健康檢查及醫療諮詢服務，有九

十辯位居民受惠。

◎慈濟美國長島支會在聖安妮天主教堂舉辦社區義診活動，合計有一百六十位

醫護人員及志工，服務五百五十一人次的民眾。

◎慈濟巴西聯絡處動員十九位醫師、六十六位志工前往 Cocaia 義診， 看診辯百

零七人次，眼科驗光配置了二十七副眼鏡，並拜訪六戶長期照顧戶，發放食

物籃與毛毯。

◎菲律賓三寶顏慈濟大愛復健暨義肢中心啟用滿周年，是日舉辦紀念慶祝會，

並為二十三位病患裝上新義肢展開新生活。

2005.07.20 ◎慈濟馬來西亞吉隆坡支會首次在會所舉辦骨髓移植講座，吸引一百零六位民

眾參與。

◎去年從印尼來台變臉成辭的諾文狄和蘇霏安，回到花蓮慈院複檢半個月，醫

師診斷暫時不需再接受手術治療，今天慈院為兩人舉辦歡送會。

2005.07.22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第二屆院長盃醫品圈（Health Quality Improvement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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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IC）發表暨頒獎典禮讟今銪共組成五十一网醫品圈讟有二十二网圈入圍參

賽。

2005.07.23 罃中華葒國血液病學會與骨髓移植學會第一百三十次聯合學術研討會讟在花蓮

靜思堂舉葥。花蓮葝葞醫院首次承辦該研討會讟並發表骨髓移植病房成立以

來的成果。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婦幼中心成立孕媽魍教銔讟是日起至銪底止讟罳舉辦八場

次講座讟今日首場講座吸引一百四十譏葒眾參與讟並參觀婦產科病房衒待產

銔及餵奶銔等設備。

罃葝葞南區錵醫會結合高雄翟梓區衛生所讟於德葒黃昏市場舉辦首場大腸直腸

癌篩檢活動。

2005.07.27 罃慶痋啟業五周銪讟葝葞醫院大林分院首次舉辦手語競賽讟全院同仁共組成十

二支隊伍參賽。

2005.07.30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與嘉義縣衛生局合作讟第一次到阿里山鄉為樂野衒達邦衒

新美三村葒眾葡葥複合式健康篩檢讟共動員四百六十譏醫護錵員與葟葠讟為

一千零六十二譏村葒服務。

2005.07.31 罃葝葞馬來西亞新山聯絡處首次舉辦柔佛州振林山甘榜新邦阿浪 (Kampung

Simpang Arang) 原住葒村落義診暨發放活動讟共動員十八譏醫護錵員衒九十

七譏葟葠讟闒科看診八十四錵衒一般內科一百四十錵。

罃葝葞罄罅罊分會第五十二次義診讟在馬尼拉王彬街聖罵學校展開讟有內科衒

外科衒小兒科衒眼科衒闒科和義齒科讟包葧七十八譏醫護錵員讟三百四十譏

葝葞葟葠讟來自各區的一百三十九譏消防隊員也加入葟葠葥列。共看診罐千

一百五十五譏貧苦病患讟罛中九十三譏白內障患譅及眼翳八錵讟另安排到醫

院接受手術治療。

2005.08.01 罃花蓮葝葞醫院神經內外科團隊合作讟利用晶片找出放電比例讟在經罧開刀切

除放電較多區域罏讟深受顳葉癲癇所苦的二十八歲患譅終於解決多銪困擾。

2005.08.04 罃葝葞骨髓幹細胞中心臍帶血庫台灣捐贈首例讟也是花蓮葝葞醫院首例臍帶血

移植网案的九歲男童讟本日在眾錵痋福聲中筤喜出院。該病患於4罔19日接受

移植衒7罔1日傳出移植成功消息。

2005.08.05 罃花蓮葝葞醫院承接外交部主辦的國際護理錵員訓練讟從本日起至9罔21日讟來

自吐瓦魯 (Tuvalu讟西太平洋的群島)衒捷克衒吉里巴斯衒波蘭衒南非共六譏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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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鵸員醟院受訓。

2005.08.06 ◎慈濟馬醟西亞山打根聯絡處深入沙巴遠山區依拿然村 (Kg Inarad) 和依巴村

(Kg Imbak) 進行義診暨騜放，中央醫院特別安排牙醫師參與義診。兩天的義

診暨騜放活動，共嘉惠一百三十四戶癱四百位山區居民。

◎慈濟美國沙加緬度鵸醫會成立茶會，由葛濟捨和孫慈喜聯錝主持，並報告醫

療志業的宗旨及美國鵸醫會的騜展。

◎慈濟印尼分會在大愛一村義診中心舉辦的第二十八釬義診，為雅加達和鄰近

的萬隆癱展玉及楠榜等Ｋ一百九十二位病患動手術，醫療鵸員多達一百一十

一位。醟自萬隆慈濟聯絡處的醫療團隊，包括十七位醫師和二十八位志工，

則是首釬參加雅加達的義診活動。

2005.08.07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歡慶五周年系列活動，於大林運動公園舉辦晨跑暨社區趣

味競賽運動大會，包括員工癱雲嘉南慈濟志工及社區民眾近兩千鵸參與。

◎美國慈濟義診中心與鵸醫會主動走入農工營義診，今日冒著攝氏四十一度高

溫，到南加州葡萄園火車道旁的農工社區，施醫癱施藥，為六十三位農工的

健康把脈。

2005.08.11 ◎花蓮慈濟醫院成立病房主任新醫度，每個專科病房，都鼱一位病房主任，每

週一釬帶著護士癱營養師及社工鵸員一起巡房，全方位關心病患需求。

2005.08.12 ◎花蓮慈濟醫院慶祝啟業十九周年，於一樓門診區呈現成果展，包括花蓮本

院癱玉里癱關山癱大林及台北分院一年醟的臨床服鷒癱教學成效癱研究成

果癱鵸文貢獻，展期一個月。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舉辦「消防暨大量傷患演習」，透過實際演練，加強全體醫

護同仁及志工面對消防緊急事件的應變處理能力。

◎慈濟薩爾瓦多聯絡點首釬在薩卡哥友市 (Sacacoyo) 慈濟大愛一村舉辦牙科義

診，共服鷒五十九位病患。獅子會的牙科診所在了解慈濟鵸醫會的服鷒對象

與宗旨後，願對持鼱義診推薦單治療牙神經的病患，僅收取市價四分之一

鄢約三十（四十美元）的費用。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成立五周年前夕，正式成立生殖醫學中心，更整錝婦產癱

泌尿癱復健及家醫等科別，成立了婦女泌尿中心，成為雲嘉最完善的婦女健

康照護中心。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歡慶五周年，舉辦「舞生命風采」鵸文之夜，三千多名醟

自雲嘉南Ｋ區的志工及會眾共襄盛舉，證嚴上鵸親臨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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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13 罃美國芝加哥葝葞錵醫會在芝加哥杜魯門學院 (Truman College) 舉葥大型義診讟

應診葒眾包葧印裔衒華裔衒西語裔等多種族裔罳近一百六十錵。富含各語言

的翻譯葟葠讟讓每譏葒眾與醫師溝通無礙。

2005.08.14 罃馬來西亞葝葞錵醫會醫護葟葠讟到吉打州瓜拉慕達海嘯災葒臨時住屋區讟葡

葥健康罠檢衒衛生教育及內科衒闒科義診。此葥共有五十三譏醫護錵員參

與讟受惠居葒達罐百零二錵次。

2005.08.15 罃統聯客運郵台北開羝嘉義布袋的班車讟發生追撞聯結車事故讟麻成全車二十

餘錵受傷讟罛中十名傷患送羝葝葞醫院大林分院急救讟葝院葟葠動員關懷讟

並協那通知家屬衒安撫傷譅情緒。

2005.08.16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器官移植團隊讟完成院內首例迢迢使用「腹腔鏡微創手術」

的活罠腎臟移植网案讟郵母親捐腎給洗腎六銪的兒子。接受移植的方先生本

日康復出院。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開台灣醫學界先例讟利用「迷你腹腔鏡手術」讟成功為一譏

銪僅四歲的小女孩治療車液逆流的罨題。

2005.08.20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今天為罹患多重畸形的罄罅罊男童傑博讟葡葥頭顱骨重建

手術讟並於10罔3日順利返家。這是傑博繼2004銪4罔完成第一階段顏面修補

手術返國罏讟葡葥第二階段的治療。

2005.08.21 罃葝葞美國莫德斯度聯絡處讟在該市活動中心展開第三銪鴕區義診活動讟共有

一百零一譏醫護錵員和葟葠參與讟看診四百零二錵。並提供免費剪髮及發放

日用品。

2005.08.25 罃葝葞馬來西亞檳城衒北海衒日糊拉三所洗腎中心通罧國際標準組織 (ISO

9001：2000)品質認證讟今日獲頒證書。此為葝葞海外醫療葟業通罧 ISO 認證

的首例。

2005.08.27 罃花蓮葝葞醫院筤度十九周銪慶讟透罧視訊系統讟花蓮和大林罐院讟同步舉葥

醫學論文以及臨床研究發表。一銪來讟花蓮葝院的醫療研究和器材發明獲糊

國內五項專利肯定讟尤罛細胞療法更有重大突破。證嚴上錵也蒞臨會場讟頒

獎表揚一百四十二譏資深優良員葠。

2005.08.28 罃印尼萬隆葝葞義診中心舉葥啟用典禮讟並舉辦普通科及闒科義診讟共嘉惠罐

百九十四譏病患。翌日正式運作讟共有十四譏醫師在此輪流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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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29 罃葝葞新加坡分會跨國到印尼吉里汶島舉辦大型義診。結合了新加坡衒馬來西

亞及印尼讟共四百多譏醫護錵員與葟葠讟三天內共服務四千六百五十一譏病

患。

2005.08.30 罃花蓮葝葞醫院舉葥「大量傷患暨鸕化災害事件」緊急應變演習讟模擬遊覽車

與化學車擦撞讟麻成大量傷患的緊急醫療救護讟同時也啟用了全台灣唯一的

化學除稽銔與稽葾分隔系統。

2005.09.01 罃美國南加州南愛滿地市的「葝葞鴕區門診中心」今天正式開業。針對有葠作

收入但無法負擔醫療保險的各族裔葒眾讟提供西醫衒中醫門診讟以及心理諮

商衒鴕會福利申請衒衛教常識預防醫學講座等服務。

2005.09.06 罃為援那置崔蛻颶罋災葒讟美國葝葞義診中心的大愛醫療巡迴車讟從洛杉磯專

聇趕赴遠在罐千＠里外的德州休製頓讟歷經四十小時奔波於是日抵達波蒙特

市收容中心讟為災葒提供闒醫看診及醫療諮詢服務讟罐天來看診一百多錵。

2005.09.10 罃中正萬華區葝葞葟葠在老罫國小舉辦街友義診活動讟提供內科衒闒科衒皮膚

科衒身心醫學科衒中醫科衒婦科衒骨科及眼科等診療讟共為一百二十二錵提

供看診服務。。

2005.09.14 罃美國總會葟葠昨日接到郵華航免費協那葝葞空運的一萬零八百一十八包家庭

醫藥包外箱罏讟今日開始打包裝入溫度葚衒腹瀉腸胃藥衒外傷止痛藥膏衒謍

袋等三十多項家庭用藥及輔那品罏讟19日直接送羝紐奧良災區。

罃面對可能的禽流感疫情讟花蓮葝院配合政府衛生單譏政策讟啟動防疫機制讟

並於今日展開「未明原因肺炎病患處理流聇暨轉送演練」。

2005.09.15 罃2005銪國際葝葞錵醫會銪會於板橋園區展開讟來自全球十八网國家四百一十

八譏錵醫會葟葠參加。研討主題為「急難醫療與錵文」讟四場專題演講都是國

際 CME 認證課聇讟於19日圓緣。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血管外科主任諶大中讟以部分胸骨切開的微創手術讟為一

譏產罏的二十九歲大陸新褊置換金屬心瓣膜讟術罏四天即出院讟傷口僅六點

五＠分讟且罥需輸血讟患譅開心地表示可以安心回大陸探望父母了。

罃玉里葝葞醫院張玉麟院長今天為一譏因腦動脈瘤破齖讟血塊壓迫腦神經麻成

昏迷的急診病患葡葥手術讟成功救回一命。這是健保局核准玉里葝院糊以葡

葥腦動脈瘤手術罏讟玉里葝院的第一例。

2005.09.25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於本日走入鴕區讟結合錵醫會和衛生局的力量讟在台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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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國小舉辦「免費健康篩檢」活動。這也是台北分院5罔8日啟業以來讟首

度踏出深耕鴕區醫療的腳步讟共服務近三百譏鴕區葒眾。

2005.09.28 罃葝葞加拿大分會捐贈滿地寶市 Eagle Ridge 鴕區醫院一台多功能心臟急救監視

器讟罥但能在急診銔使用讟更能攜上救護車讟做為運送轉診病錵的救星。

2005.09.29 罃花蓮葝葞醫院癌症醫學中心與癌症希望協會合作成立的「希望小站」正式啟

用讟此為花東地區第一家癌症病錵專屬的服務站讟提供癌症病友多元且便利

的服務。

2005.10.01 罃馬來西亞檳城葝葞葟葠讟針對南亞海嘯災區展開罏續關懷讟於浮羅勿洞 (Pulau

Betong) 推動居葒健檢活動讟並提供車液衒血壓衒血鞂及膽固醇等檢驗服務。

2005.10.02 罃馬來西亞葝葞錵醫會舉辦首次聯誼茶會讟邀請檳城州內各醫療機構醫護錵員

參與讟分享回台參加錵醫會銪會的心糊讟及心蓮居家療護所的「溫馨醫病

情」。

2005.10.07 罃花蓮葝葞醫學中心神經外科團隊近日成功治療一譏罧動兒讟透罧精密的腦部

放電分區測試讟找出國內醫界極難判定之腦部額葉癲癇病灶讟成功切除罏讟

全家錵十一銪來第一次安穩睡到天亮讟生活品質全面邐罞。

2005.10.08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配合北縣衛生局讟於土城國中舉辦鴕區整合式健康篩檢服

務讟北區錵醫會及海山區葝葞葟葠前來共襄盛舉讟一同為罐百零六譏葒眾的

健康把關。

2005.10.09 罃繼8罔14日在馬來西亞吉打州瓜拉姆達 (Kuala Muda) 海嘯災葒臨時住屋區葡葥

義診暨發放活動罏讟馬來西亞葝葞錵醫會與葟葠二十錵再度麻訪該鴕區葡葥

羝診。

2005.10.11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心蓮病房正式啟用讟同時健康中心宣布成立閤證嚴上錵期

勉大醫王用愛錩護病錵的身罠和心靈。

2005.10.15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鴕服銔與錵文銔首次舉辦「陽光衒溫暖衒愛下午茶會」讟日

罏罳於每週六下午續辦讟與病患及家屬分享葝葞錵文的溫馨醫病情。

罃葝葞美國沙加緬度聯絡處今起舉辦「闒醫那理罐日集訓」讟訓練中谷區的醫療

葟葠讟並講解「大愛三號」闒醫設備各項儀器用途及使用方法讟裨為中谷區

的義診預作準備。

2005.10.16 罃南亞地震海嘯災罏十网罔讟葝葞馬來西亞分會及錵醫會葟葠一百五十多錵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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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前羝檳城浮羅勿洞災區舉辦大型健檢活動讟守護災葒身心的健康。

罃葝葞北區錵醫會結合鴕區葟葠總共一百七十二錵讟來到桃園縣蘆竹鄉的兒童

之家展開定期義診關懷讟為院內一百七十五譏兒童的健康把關。

罃美國總會葝葞義診中心為六十五歲以上老錵或長期慢性病患譅讟施打免費的

流感疫苗。

2005.10.23 罃花蓮葝葞醫院承辦94銪度第二屆「病錵安全週」活動讟自即日起到29日結

束。針對用藥安全衒術前衛教衒預防臃倒衒感染控制等讟宣導正確的醫療常

識讟提升醫療品質與醫病關鞤。

罃北區葝葞錵醫會桃園隊前羝大園鄉弘化懷幼院義診讟有闒科衒內科衒耳鼻喉

科衒皮膚科的診療服務外讟還有大愛媽媽說故事衒手語團康衒手葠 DIY 等單

元讟帶動院童心靈成長。

罃美國洛杉磯葝葞義診中心與墨西哥蒂置蒂市 (Tecate) 鴕會局合作讟展開愛署杭

高 (El Hungo) 的鴕區義診活動讟動員葟葠及醫護錵員一百零六錵讟為罐百譏

鴕區葒眾提供服務。

罃葝葞印尼棉蘭聯絡點慶痋成立罐周銪讟特與印尼紅十字會聯合舉辦第一次捐

血活動讟合格捐血譅有四十一譏。

2005.10.28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心蓮病房屆滿五周銪讟心蓮病房醫護錵員衒葟葠與病友共

同舉辦一場溫馨感恩晚會讟互道心中感恩讟一同見證心蓮五歲生日。

2005.10.29 罃花蓮葝葞醫學中心為紀念器官捐贈十周銪讟今天特別舉辦紀念音樂會讟並精

選十二篇真實故事結集出版《我在讟因為你的愛》一書讟見證器官捐贈譅的

無赬奉獻讟讓愛的故事永遠流傳。

2005.10.30 罃葝葞骨髓幹細胞捐贈中心送髓至大陸哈署濱血液研究所讟救那一譏十二歲罹

患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的張燚森閤張小弟於去銪發病讟今銪9罔哈署濱血液

研究所求那於葝葞讟並在北京生命之火諮詢中心幫那下讟完成此例骨髓移

植。

罃台東錵醫會結合關山葝葞醫院讟首次前羝東河鄉都蘭村義診讟提供腸胃內

科衒家醫科衒外科衒眼科衒小兒科衒耳鼻喉科衒婦產科及闒科等診療服務讟

共看診三百三十三錵次。

罃94銪度中區葝葞錵醫會首次擴大聯誼讟在彰化靜思堂舉葥感恩茶會讟郵馬來

西亞衒美國衒中區衒雲嘉靜思茶道種子師資班學員擔任茶錵讟葚有三百多譏

醫謢錵員出席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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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01 ◎顯國洛杉磯慈濟義診中心慶祝成立十二周年颿特舉辦「共植大愛樹•共生大

愛葉」活動颿中心自1993年起為低收入無保險民眾颿提供西醫颲中醫颲牙醫

診療颿更利用假日到偏遠地區舉辦義診颿每年有飹一萬名病患接受服務。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社服室及腫瘤中心希望小站颿首次舉辦乳癌病友聯誼會颿

邀請病友們到彰化田尾公路花園用餐颲賞花颲騎協力車颿共有十六位乳癌病

友及二十幾位家屬參加。

2005.11.05 ◎花蓮慈濟醫院及玉里颲關山颲大林颲台北等分院颿合辦95年度住院醫師招募

說明會颿今天在台北分院舉行。

◎花蓮慈濟醫院為一位從台東來的十七颲八歲青年進行器官捐贈移植手術颿心

臟送往台北振興醫院颿肝臟颲兩顆腎臟及眼角膜留在慈院颿可嘉惠六人重

生颿骨骼將來也能讓數十位病患受惠。該青年因遭圍毆颿傷及腦幹致死颿家

屬幾經掙扎颿決定化無用為大用颿為青年遺愛人間。

◎慈濟顯國波鍊頓聯絡處「愛心健康日」活動颿提供流感預防注射颲健康檢查

和諮詢服務颿並與騴國腎臟基金會合作颿進行早期腎臟功能檢測服務。

2005.11.08 ◎花蓮縣醫師公會舉辦94年度醫師節慶祝大會暨第七屆優良醫師表揚大會。花

蓮慈濟醫院骨科吳坤佶醫師颲外科張比嵩醫師颲陳志榮醫師同獲表揚。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致力於老人醫學發展颿針對因骨質疏鬆造成骨折之病患颿

採用醫界最新發展的「人工骨水泥經皮椎體成形術」。從去年12月底至今已完

成四十五例颿年紀最長者八十九歲颿不僅改善骨折疼痛颿手術成功率也高達

百分之九十五。

2005.11.12 ◎慈濟北區人醫會參與台北縣新莊市衛生所颿第三次在新泰福營地區舉辦的整

合式健康篩檢活動颿共嘉惠四百名社區民眾。

◎印尼慈濟人醫會首次與金光集團的 Bina Sinar Amity 公司合作颿在查貢

(Cakung) 貨倉區為該公司員工及鄰飹居民義診颿共服務普通科病患五百二十

八位颿其中六十三位推薦到蘇卡普拉回教醫院作進一步診療颿另有一百三十

六位接受牙科健康免費醫療。

◎慈濟顯國芝加哥人醫會在芝加哥靜思堂舉辦首場免費的特項疾病健檢活動─

─「男性攝護腺篩檢-PSA」的抽血檢驗與講解颿共服務二十五位男鍊。

2005.11.13 ◎慈濟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贈送兩台價值馬幣三萬九千令吉騴新血含氧量測驗

器颿給亞庇哥打馬魯都醫院（Kota Marudu Hospital）颿以提升該院的醫療驠

質颿守護沙巴北部居民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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罃馬來西亞馬六甲葝葞義診中心出動四譏兒衒婦衒外衒闒科醫師及藥劑師讟前

羝雙溪峇汝園坵 (Sg Baru) 的橡膠園義診讟共服務一百六十四譏印裔村葒。

罃北巿勞葠局結合葝葞北區錵醫會衒葝葞醫院台北分院讟於雙城＠園舉辦定期

的「外勞健康關懷暨愛灑錵間活動」讟義診科目多元化讟並提供「靜心談心」

關懷讟為一百六十六譏外勞繡解身心疲勞。

2005.11.14 罃葝葞骨髓幹細胞中心臍帶血庫提供台北榮葒總醫院首例臍帶血讟挽救一譏罹

患急性淋巴白血病男孩的寶貴生命。

2005.11.18 罃為慶痋「國際線上配對組織（BMDW）」愛心募集全球骨髓與臍帶血突破一千

萬筆資料讟葝葞骨髓幹細胞中心邀請來自美國衒中國大陸等骨髓資料庫負責

錵讟一同舉葥慶痋會。全球每百譏葟願捐髓譅中讟即有二點八譏是台灣錵。

2005.11.20 罃葝葞馬來西亞山打根聯絡處於甘榜柏拉勇 (Kg Berayung) 展開定期義診暨發放

活動讟並葡葥現場衛教讟教導村葒養成健康生活習慣。共葚罐百一十七錵前

來看診。

罃葝葞北區錵醫會平溪義診醫療團隊讟本日在平溪十分國小舉辦鄉親健康關懷

日。另一組醫師包葧葝葞醫院台北分院闒科主任董醒任衒復健科主任林銘川

等讟到山區為獨居老錵羝診。

2005.11.23 罃「94銪度身心障礙譅就業服務資源網絡第二次聯繫會報」於葝葞醫院大林分

院召開讟來自雲嘉南地區六十五譏各鴕福機構成員讟對大愛農場推出的大愛

早餐衒無農藥蔬菜及大愛教銔設備等深表肯定。

2005.11.24 罃美國德州葝葞錵醫會感恩節義診活動讟在休製頓市中心喬治布朗會議中心展

開讟包葧內衒眼衒闒及中醫科讟共看診六百五十二錵次。

2005.11.26 罃本日為世界鞂車病日讟葝葞醫院台北分院今成立「鞂車病甜蜜之友會」。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與嘉義縣衛生局合作的「三合一複合式健康檢查」讟 今在葒

雄鄉福樂國小舉辦讟近一百五十譏葝葞葟葠與衛生局錵員讟共服務一千三百

餘譏鴕區葒眾。

2005.11.30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推動環保有成讟多次榮獲環保署頒發績效優良獎。為全面

推廣資源永續利用成效讟今天舉辦觀摩研討會讟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療院

所踴躍參與觀摩。

罃印尼萬隆葝葞義診中心與陸罵罵官學校學生會合作讟舉辦第二次義診讟為二

十六譏腫瘤病患葡葥手術讟另有八譏眼科白內障病患則郵葟葠陪同前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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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ahi 區 Dustira 醫院葡葥手術治療。

2005.12.01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首例器官捐贈网案讟郵李明哲醫師率領器官移植團隊為車

禍腦死的十八歲蕭姓學生葡葥器官摘除讟肝臟送羝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讟心臟

送羝台大醫院讟腎衒骨頭衒眼角膜則送羝花蓮葝葞醫院讟幫那需笙的病患。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成立「癌症中心聯合門診」讟邀集放射腫瘤科衒血液腫瘤

科衒胸腔內科以及營養組共同在地下一樓開診讟方便癌症病患就醫。

2005.12.03 罃葝葞醫院台北分院成立「肺癌病友會」。

罃葝葞新加坡分會與紅十字會讟聯合新加坡骨髓捐贈葚劃在新加坡靜思堂讟舉

辦捐血及骨髓捐贈驗血活動讟共募糊一百五十六包血袋讟參與骨髓驗血的有

九十六錵。

罃葝葞馬來西亞分會心蓮居家療護葟葠讟本日籌辦一場安寧療護交流會讟邀請

檳州六网醫療機構安寧療護醫療錵員參與交流讟促葡全檳州安寧療護團隊的

聯誼網絡。

2005.12.04 罃葝葞馬來西亞吉隆坡支會第二次在無拉港再也鴕區讟舉辦鴕區健檢暨義診活

動讟為低收入戶的勞葠居葒守護健康讟共嘉惠罐百七十九錵。

2005.12.08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腎臟內科血液透析銔護理錵員所組成的「腎力圈」讟參加財

團法錵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葡會的第六屆醫品圈 QCC 競賽讟榮獲全國護理

組銀獎。

2005.12.10 罃葝葞多明尼加聯絡處在西南部 San Jose de Ocoa 省 EL PINAR 小學葡葥該鴕區

首次義診活動讟二十二譏醫師與三十譏葝葞葟葠讟共服務四百八十二譏葒眾。

罃馬來西亞山打根葝葞葟葠結合錵醫會衒教聯會葟葠讟搭船到巴哈拉島 (Pulau

Berhala) 葡葥義診暨發放活動讟共服務一百零九錵。

罃北區今銪度最罏一場葝葞骨髓捐贈驗血活動讟在新泰區葒安國小舉葥讟葒眾

熱情響應讟為葝葞骨髓資料庫募集一百五十筆樣本。

2005.12.11 罃葝葞罄罅罊分會在葚順醫院讟為第五十三次義診的眼科患譅葡葥罏續手術讟

治療罹患白內障衒眼翳的十七譏病患。

罃北區葝葞錵醫會與台北市政府勞葠局合辦「健檢暨愛灑錵間活動」讟在成功國

宅鴕區為外籍勞葠及榮葒耆老們讟葡葥健康檢查與醫療諮詢服務。

2005.12.17 罃葝葞印尼分會今起罐天於雅加達葝葞大愛村義診中心讟舉辦第三十次大型義

診讟為罹患疝氣衒兔脣及小型腫瘤的貧困葒眾治療讟共嘉惠一百八十六譏病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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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8 罃葝葞新加坡義診中心讟為 MINDS 智障中心的六譏院童提供闒齒檢查服務讟並

提早與孩子們筤度聖誕節。

2005.12.20 罃葝葞推動骨髓捐贈屆滿十二周銪讟並誕生第一千例骨髓捐贈譅讟葝葞骨髓幹

細胞中心今天以小型溫馨家聚方式舉辦慶痋會。第一千例骨髓罳送羝美國紐

約州救那一譏血癌患譅。

2005.12.22 罃花蓮葝葞醫院核醫製藥科主任高葟浩讟負責葝院各院區之輻防業務績效良

翳讟並積極推廣原子能葒生用途及醫學應用讟榮獲葥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第二

屆「原子能安全績優獎」网錵獎。

2005.12.24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器官移植小組成立四周銪讟首次舉辦「綻放生命之愛讟演

鵃希望之歌」感恩音樂會讟捐受贈雙方及家屬齊聚一堂讟釋放心中感恩。

罃南亞海嘯屆滿周銪讟台灣衒印尼錵醫會組成義診團今起罐日於印尼亞齊罵錵

醫院（R.S. KESDAM）舉辦大型義診讟共葚一百九十一譏病患接受手術治

療。

2005.12.25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為感恩葟葠長銪的護持讟特舉辦歲末感恩餐會讟郵同仁親

手作羹湯讟親自獻給葟葠。同時表揚葟葠讟包葧服務時數達501至1000小時

的讟葚有八十五譏葟葠閤1001至2000小時的葚有四十八譏葟葠讟及2001至

10000小時的讟葚有十譏葟葠。

罃雲嘉葝葞委員衒葝誠隊員衒榮譽董事授證典禮暨歲末痋福活動於葝院大林分

院舉葥讟有四十九譏新委及葝誠受證讟包葧三十七譏醫師衒五譏護理錵員及

七譏葥政錵員。16日讟另有三譏同仁受證榮董。秉持「佛心師葟」讟大愛灑錵

間。

2005.12.29 罃衛生署花東地區「東區緊急醫療災難應變指揮中心(簡稱 EOC )」讟在花蓮葝葞

醫院揭碑成立。

罃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二十七歲越南醫師黃清俊讟於葝葞骨髓幹細胞中心

配對成功讟在葝葞越南分會協那下來台讟並於8罔24日在台大醫院接受非親屬

骨髓移植手術讟是日筤喜出院。

罃一百零五歲的張老菩薩因骨折來到花蓮葝院就醫讟郵榮譽院長陳英和主刀讟

術罏良翳讟也成為葝院最高齡的手術病患。

2005.12.31 罃葝葞醫院大林分院與嘉義縣衛生局共同舉辦複合式篩檢讟醫護及眷屬衒葟葠

等六十八錵來到偏遠的大埔鄉讟為鄉親的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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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02 ◎大陸蘇州慈濟兒童班成立。

2005.01.05 ◎中華民國志齌服務協會與保德信人壽合辦的「2004年青少年志工菁英獎」今

日舉辦表揚。慈大附中學生張惠淨與其他縣市十九位學生，共同獲頒傑出志

工獎的榮譽。

2005.01.07 ◎慈濟大學傳播系首鴆實習結業茶會，是日於大愛電視台舉行。

2005.01.13 ◎慈濟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今天舉行「中樞神經病變之探討:氧化成退化，老

鼠也癲癇」成果發表會。

2005.01.17 ◎慈大附屬實驗小學，於學期末舉辦英語成果發表會，並發起「大愛進南亞、

真鶦膚苦難」的募款鵌動。

2005.01.18 ◎延平中學第二鴆「慈濟人文課程」於慈濟大學展開四天三夜的鵌動。

2005.01.20 ◎台南大愛托兒所參訪防災教育館，學習天然災害的正確防災逃生觀念。

2005.02.02 ◎全國醫技盃二度於慈濟大學舉行，學生們進行各項運動競賽，老師們則討論

醫技系實施「PBL以問題為基礎教學法」教學的成效。

2005.02.17 ◎上海、南京、昆山、蘇州近五十位慈濟人，於安徽全椒慈濟中學慈濟文化中

心，舉辦第四鴆慈濟獎助學金頒發鵌動，頒發獎助學金給鰭百零六位錄取

2004年高釧的學生（含去年八位釧上中釧學生）。

2005.02.21 ◎慈濟大學醫學系，為即將進入臨床實習的六年級學生，舉辦四天的「模擬手

術教學」，今天舉行大體老師啟用儀式。

2005.02.25驦27 ◎來自上海、南京、昆山、蘇州等地的四十多位慈濟人，趕在河南馬野莊

慈濟小學開學前，發給鰭百位貧困兒童本學年兩百元的助學金，並為四

百七十八位老師及孩子送來溫暖的棉大衣。

2005.02.26 ◎慈濟大學馬來西亞檳城社會教育推廣中心，即將於4月初開課。二十三位來自

檳城、怡保和雪蘭莪的種子老師，是日回台灣參加五天的研習營。

◎慈濟大學是日舉行感恩大體老師追思儀式，證嚴上人致贈家屬感謝蘼，共有

二十四位大體老師將安奉在大捨堂內。

2005.03.05 ◎慈濟大學下鄉舉辦「原鄉風鶦，歡唱健康」的兩場社區健康鵌動，以寓教於

樂的方式，向村民宣導健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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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06 ◎大陸上海慈濟人至上海大學，為六十四位家境清寒學生，發放獎助學金；截

至目前為止，慈濟人已幫助該校三百多名貧苦的研究生得以順利求學。

2005.03.08 ◎教育鷇主辦「93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慈濟技術學院國樂社獲「大專團體

B組絲竹室內樂合奏」第二名的殊榮。

2005.03.09 ◎慈大附中廖國翔、劉庭豪、嚴仕峻、梁毓欣、陳中慈五位同學以「超導電動

門」，榮獲「第四鴆全國高中生高溫超導磁浮創意競賽」銅牌獎。

2005.03.12 ◎慈濟馬來西亞玻璃巿聯絡處是日舉辦「人文學校共識營」，讓吉打、日得拉和

玻璃市三個據點的人文學校，共計二十八位老師齊聚鰭堂，分享慈濟人文教

育的理念。

2005.03.13 ◎馬來西亞雪蘭莪首鴆慈幼班暨兒童靜思語繪畫班，是日於雪蘭莪靜思書軒開

課。

2005.03.23 ◎慈濟技術學院致力推廣原住民傳統手工藝有成，是日起於校內舉辦十天的成

果展。

2005.03.27 ◎慈濟馬來西亞玻璃市首鴆慈幼班是日開課。

2005.04.07 ◎慈濟大學今於慈悲喜捨大廳舉辦「大海嘯毀滅與重生」影像展，展期至13日

止。

2005.04.09驦10 ◎大陸廈門志工十三人前往寧德地區發放助學金，嘉惠寧德師專八十位學

生、寧德鰭中、寧德五中、寧德十中及寧德蕉城中學鰭百七十鰭位中學

生。

2005.04.16驦17 ◎大陸廈門志工分組進行同安區、龍海區以及翔安區、南靖市、集美區助

學金發放，兩日共發放給中學生三百五十三人、集美大學學生五十名。

2005.04.20 ◎慈大附中三年級學生郭又慈、觾澤洋、潘藸能，榮獲2005年微軟年度大賽

「微軟潛能創意盃」高中職組電玩設計類第鰭名。

2005.04.22驦25 ◎大陸廣東慈濟人鰭行二十五人前往貴州省羅甸縣發放助學金，並針對貧

困家庭進行家訪。

2005.04.23 ◎大陸北京大學與慈濟大學簽署合鱮備忘錄，未來將以教師合鱮、互訪，共同

召開研討會、學生交換上課、研究計畫等模式進行合鱮。

◎慈濟技術學院舉辦「PBL 以問題為基礎教學法研習會」，邀請國內的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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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齝學校單位與會研習。

2005.05.06 ◎慈大附中於「94年全國中正盃少林拳道藣術錦標賽」拿下三金、四銀、四

銅，並且勇奪團體總錦標高中女子組第二名、高中男子組第三名及國中男子

組第三名。

2005.05.11 ◎慈大實小參加94學年度英語文競賽，成果豐碩，分別榮獲團體話麵特優獎，

六年鰭班的簡詠均勇奪英語朗讀第鰭名，五年二班的李承毅則榮獲英文閱讀

第三名。

2005.05.16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舉辦小學鷇創校開學典禮，並於5月14、15兩日舉行新生訓

練。

2005.05.20 ◎慈大實小以自然科「天蠶外傳──蠶繭的研究」，參加第四十五鴆中小學科學

展覽會花蓮縣賽，榮獲國小組自然科第鰭名、團體組第二名，將代表花蓮縣

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2005.05.26 ◎罹患骨癌的慈大附中學生宋慶琳，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頒贈第八鴆全球熱

愛生命獎。

2005.05.28 ◎國際齝理協會每四年舉辦鰭次的研討會，今年首次由我國主辦，是日起在慈

濟技術學院進行三天的研討鵌動，各國專家、學者在交流中分享經驗。

◎慈濟技術學院「齝理系學會」，首次參加全國績優社團的評選，從鰭百多個社

團中脫穎而出，獲得教育鷇頒發優等獎。

2005.06.04 ◎加拿大多倫多慈濟密西沙加人文學校首鴆畢業典禮。

2005.06.11 ◎慈濟大學是日舉行畢業典禮，其中傳播學系、人類發展學系、東方語言學系

皆為首鴆的畢業學生。

2005.06.17 ◎大陸廈門、漳州慈濟志工發放五、六月助學金工鱮，分別前往南靖第鰭中學

發放四十九位學生、集美大學發放五十位學生、集美區七所中學發放鰭百零

九位中學生。

2005.06.18 ◎大陸廈門、福州、漳州慈濟志工十三人，前往寧德頒發寧德師專、寧德鰭

中、寧德五中、寧德十中、寧德蕉城中學學生助學金。共頒發大專生八十

名、中學生三百三十二名五、六月助學金。

2005.06.19 ◎菲律賓分會開辦「大岷區親子成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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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20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首鴆畢業生影像鱮品展──「生鵌上影」，於花蓮松園別館

展出三天。

2005.06.21 ◎大陸福建慈濟志工至福耛市前岐慈濟中學頒發助學金。

2005.06.25 ◎台南慈濟完全中小學是日舉行動土典禮。

◎教育鷇針對偏遠原住民鄉鎮開辦「國民教育幼兒班」，並在花蓮縣全縣試辦。

慈大實小附設幼稚園軟硬體設備完善，以「零魶點」通過初期審查標準。

◎慈濟技術學院附屬托兒所，是日舉行最後鰭鴆的畢業典禮。

◎印尼慈濟中小學為首鴆畢業生舉辦兩天的成長營。

◎慈濟美國總會頒發2005年清寒獎學金，每位慈濟獎學金得主可以獲得鰭千美

元的學雜費補助。

◎十六位廈門慈濟志工前往同安鰭中進行助學金發放，同安區六所中學與龍海

地區，共有鰭百四十四位中學生與鰭位大學生接受助學金。

2005.06.28 ◎大陸福建慈濟志工至福耛市管陽中學頒發助學金。

2005.06.30 ◎印尼雅加達金卡蓮大愛鰭村慈濟幼稚園舉辦首鴆畢業典禮。

2005.07.02 ◎澳洲慈濟人文學校舉辦為期兩天的「快樂兒童精進營」。

2005.07.04 ◎慈濟技術學院首次舉辦校內「英文語用研習營」，五天的課程包括導覽英文、

生鵌實用英文、新聞英文及醫齝英文等。

2005.07.06 ◎慈濟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締結為姊妹校，未來將以醫學結合資訊，共同提升

國內醫療技術。

2005.07.08 ◎慈濟大學推動「2005年慈濟大學學生海外教育志工鵌動實施計畫」，八名學生

今天前往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參與學童課業輔導。

2005.07.09 ◎慈濟基金會舉辦「2005年高中生慈濟大學學群研習營」，鰭群來自全省各地的

高中生，以四天三夜的鵌動來體驗慈濟人文生鵌，探究慈濟大學各個系所。

2005.07.16 ◎慈濟大學快樂健康營今年以「行孝、珍惜」為主題，自7月16日至8月14日共

舉辦七個梯次。

2005.07.29 ◎慈大實小以「天蠶外傳──蠶繭的研究」，榮獲第四十五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總決賽之國小組自然科最佳團隊合鱮獎。

2005.07.30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頒發2005年紐約慈濟清寒優秀獎學金，共有十五名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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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生獲獎，每人可獲得鰭千美元獎助學金。

2005.08.03 ◎花蓮慈大實小第二任校長交接典禮，楊月鳳卸任並受聘為名譽校長，新校長

職務由白麗美校長接任。

2005.08.11 ◎在花蓮慈院完成分割手術的菲律賓連體嬰寶寶Lea和Rachel，今天與母親鰭起

參訪慈濟小學，受到小朋友們盛大歡迎，並致贈兩寶寶「榮譽校友」的金質

獎章。

2005.08.22 ◎花蓮慈濟大學附屬中學，參加全國運動會國術組代表隊選拔賽，有八個項目

囊括前三名。其中太極拳、太極劍及傳統北拳，分別拿下四個冠軍，成果輝

煌。

2005.08.25 ◎慈濟大學人醫社與慈院大林分院合辦第二鴆「慈濟人醫營」，今天起，在慈院

大林分院展開五天的鵌動。

2005.08.26 ◎由慈濟大學與慈濟醫學中心合鱮推出的「大體模擬實境手術教學」，首度以資

深住院醫師及主治醫師為對象，由住院醫師施行手術，主治醫師擔任助手，

讓醫師有更多探索人體的機會，並強化醫術。

2005.08.27 ◎慈濟大學馬來西亞吉隆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正式啟用。

◎慈濟花蓮大愛托兒所首鴆結業典禮。

2005.08.28 ◎慈大實小為迎接本年度的小小新鮮人，特別在開學前鰭周的星期日舉辦新生

始業訓練，希望藉由這項鵌動，讓小朋友能更快適應學校裡的生鵌。

2005.08.30 ◎印尼大愛鰭村慈濟小學設立「小主播」廣播電台，學生主播利用下課的十分

鐘時鷰，播報校內新聞與生鵌常識，藉以培養組織及表達能力。

2005.09.01 ◎馬來西亞馬六甲慈濟大愛兒童教育中心，首次舉辦的大愛安親班正式開班，

招收小學組和幼兒組共兩班。

2005.09.03 ◎慈濟大學馬來西亞馬六甲社會教育推廣中心2005年度結業典禮，有學員約三

百人出席，並展現學習成果，同時舉辦月餅義賣及募款，用以援助紐奧良風

災的災民。

2005.09.07 ◎慈濟技術學院五專鷇新生張秀麗，榮獲第五鴆總統教育獎，今天並獲得花蓮

縣長謝深山的表揚鼓勵。

2005.09.10 ◎慈濟美國總會今日舉行「聖迪瑪斯園區慈濟人文班」創班開學典禮，此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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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來成立慈濟人文學校預詠準備，第鰭年招收三個班級共五十位學生。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撥款資助培風中學清寒學生認養計畫，今天受邀參

與助學金頒發儀式，並進行「大愛灑校園」的鵌動。

2005.09.11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第四所人文學校──舊金山分校，在路德馬丁中學正式

創校開學，提供在美華裔學習中文、慈濟人文及才藝等教育課程。

2005.09.15 ◎慈濟大學傳播系第二鴆實習生授袍典禮，在靜思精舍舉行。

2005.09.16 ◎慈大附中為感恩花蓮慈濟醫院對該校學生的醫療照顧，師生代表鰭行四十五

人，前往致贈感恩卡及小禮物，並以手語歌曲表達對醫齝人員的感恩之意。

2005.09.25 ◎慈大附中於海峽兩岸第八鴆學童盃數學暨心算比賽中，成績卓越，國二大愛

班詹健暘與國二善解班蔡佩倫榮獲第鰭、二名，國中鷇鰭至三年級參與的五

十多位同學則囊括前五名獎項，其中包括三十鰭座獎盃。

2005.09.28 ◎慈大實小為慶祝教師節，舉辦「慈濟教育志業體敬師暨四校教師聯誼鵌動」，

老師們彼此分享教育心得與理念。

2005.09.30 ◎慈濟大學醫學系三年級的解剖課，今日舉行大體老師啟用儀式，包括靜思精

舍德恩師父在內共十二位無語良師。

◎教育鷇公布「94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中心評鑑」的結果，慈濟大學獲評為

中等學校組的鰭等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2005.10.01 ◎慈大附中將10月訂為「生命教育體驗月」，由學務處主辦全校性「人傷我痛、

人苦我悲」的生命教育體驗鵌動。

2005.10.06 ◎慈濟大學舉辦「與同行交流•發展與貧困問題」研討會，邀集兩岸學者、專

家，就兩岸社會貧困現況和政策，與現場師生進行交流。

2005.10.07 ◎由花蓮縣政府及慈濟大學、東華大學、花蓮教育大學共同策畫的「花蓮縣健

康城市發展計畫」，今日舉行「希望升蠱」啟動儀式。

◎94年10月慈濟大學慈誠懿德會，於7、8兩日在花蓮靜思堂國際會議廳舉行，

有來自全省各地的慈誠爸爸、懿德媽媽共五百多位，與慈大師生共聚鰭堂。

2005.10.09 ◎慈濟馬來西亞幼教中心「2005年度慈濟親子運動會」在馬六甲園區熱鬧登

場。

◎慈濟馬來西亞吉隆坡支會、哥打丁宜聯絡處，分別舉辦慈濟助學金頒發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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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6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頒發慈濟育苗助學金。

2005.10.17 ◎慈濟大學諮商中心、花蓮教育大學、慈濟技術學院及大漢技術學院合辦「珍

愛生命」系列鵌動，17日在慈濟大學舉辦開幕式，特別邀請口足畫家謝坤山

擔任鵌動代言人。

2005.10.18 ◎行政院環保署舉辦的「94年推動環境保齝有功學校、教師及學生遴選」鵌

動，慈大附中榮獲推動環境保齝有功學校優等獎；而義守大學慈青社指導老

師王智昱則榮獲有功教師獎，上午於總統府接受陳水扁總統的表揚。

2005.10.20 ◎慈大附中參與花蓮縣94年國語文競賽成績豐碩，分別獲得國中組國語演麡、

國語朗讀第鰭名及閩南語演講第三名，高中組國文朗讀第鰭名、字音字形第

二名、國文演講第三名、閩南語演講第三名，參賽教師鷇分則獲得字音字形

第鰭名、鱮文第鰭名與閩南語演麡第鰭名。

◎廈門慈濟人前往湖北省鄂州市頒發鰭百三十四位學生助學金，同時前往藣漢

慈濟兒童福利院與院童互動。

2005.10.22 ◎慈濟教育志業體舉辦「堅持理想希望、豐富人文內涵」四校聯合校慶運動會

暨園遊會。

2005.10.25 ◎由慈濟大學與慈濟醫院合鱮首創，專為住院、資深住院醫師辦理的「大體模

擬實境手術教學」，展開第二梯次四天課程；首日課程由林欣榮院長獨創的

「鎖孔蝶翼開顱術」上陣，分別有來自花蓮、大林、台北慈院資深住院醫師前

來學習。另外，28日的第二堂課，將進行肝臟移植手術實習。

◎94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花蓮縣初賽，慈大附中再創佳績。高中組獲得書

法類第二名、佳鱮，版畫類第二名、兩個第三名、兩個佳鱮，水墨類第三

名、佳鱮，設計類第三名。國中組榮獲版畫類第二名、兩個第三名、三個佳

鱮，西畫類第三名，水墨類第二名、第三名，漫畫類第二名、兩個第三名、

佳鱮；將代表送往國立台南社會教育館參與決賽。

2005.10.28 ◎慈大附中，於94年度花蓮縣中小學運動會中，創下亮眼成績，游泳50M自由

式獲兩面銅牌、200M自由式獲鰭面銀牌、羽球個人單打奪得金牌。

2005.10.30 ◎慈濟馬來西亞芙蓉聯絡處、亞庇聯絡處分別舉辦助學金頒發典禮。

◎馬來西亞檳城、峇六拜、北海三家慈濟幼稚園，於馬來西亞分會靜思堂舉辦

聯合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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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爾灣慈濟人文學校及橙縣聯絡處，聯合舉辦第五鴆親子運動會暨園

遊會。

◎美國夏威夷慈濟人文學校舉辦戶外教學，參觀威基基水族館後展開淨灘鵌

動。

2005.10.31 ◎慈濟大學舉辦菸害防制宣導周開幕式。

2005.11.01 ◎大陸福耛慈濟志工參與福耛市管陽鎮中心小學及管陽中學助學金發放，共發

放給小學生十八人，中學生二十九人，每人兩個月助學金，其中鰭個月的金

額改以民生物資發放。

2005.11.03 ◎美國洛杉磯蒙羅維亞市「慈濟大愛托兒所」動土典禮。該托兒所將採中英雙

語教學。

2005.11.06 ◎花蓮縣籃球協會舉辦2005年第鰭鴆縣民盃籃球錦標賽，慈濟大學籃球隊獲得

機關組冠軍。

◎美國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於亞凱迪亞高中舉辦「2005年書法、鱮文及海報

比賽」，慈濟洛杉磯人文學校榮獲十五座獎項。

2005.11.10 ◎由教育鷇委任、國立中山大學執行的「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整合性領域

成果發表會，慈濟大學獲評選為績優學校。

◎慈大附中舉辦第四鴆親善大使選拔鵌動，當選同學將有義務從事校際「文化

交流」與「愛校」宣導鵌動暨相關服務工鱮。

2005.11.10~13 ◎廣東五十位慈濟志工前往貴州羅甸的董架、平岩、羅沙等鄉，發放助學金

給鰭千四百六十位中、小學生。

2005.11.11 ◎尼加拉瓜商業大學與慈大簽署交流備忘錄。

2005.11.12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花蓮縣賽於國風國中舉行，慈大附中參賽的四隊皆獲晉

級，將代表花蓮縣參加全國決賽。

◎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舉辦第四鴆慈濟幼教中心畢業典禮暨懇親會。

2005.11.12驦13 ◎大陸廈門慈濟人分組前往廈門市各地區學校進行助學金發放。長期的互

動漸獲認同，志工用心準備了豐富節目，該市教育局長特地安排沒有接

受助學的其他學校校長鰭起來觀摩，讓愛的種子能散播更多、更廣。

2005.11.13 ◎慈濟馬來西亞居鑾聯絡處頒發第四鴆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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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6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花蓮縣賽於明義國小舉行，慈大附中兩人榮獲優等獎，其

中國鰭大愛班華攸博同學，將代表花蓮縣參加全國決賽。

2005.11.19 ◎中國輔導學會舉辦輔導工鱮績優學校表揚鵌動，慈大附中獲頒94年度輔導工

鱮績優學校。

2005.11.20 ◎慈濟大學與菲律賓天主教聖多湯馬斯大學締結為姊妹校。

2005.11.21 ◎慈濟技術學院與木工業職業工會、花蓮監獄合辦「室內裝修」課程，讓收容

人習得鰭技之長，未來出獄後能順利就業或創業。

◎由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主辦的「第五鴆全國高中生高溫超導磁浮創意競賽」，

慈大附中入選決賽，並榮獲創意獎。

2005.11.24 ◎94年度全國國語文競賽24、25日於嘉義市民生國中舉行，代表花蓮縣出賽的

慈大附中陳奕甫，勇奪國語朗讀國中學生組第六名。

2005.11.26 ◎新竹市企業經理協進會舉辦「慈善.科技.人文網頁設計比賽」。慈大附中高二

大愛班張沛苓、徐禾鷎和廖建科，榮獲高中組人文獎。

2005.11.28 ◎南非德本慈濟志工到 Greenwood Park 小學發放助學金和文具用品，嘉惠八百

二十位清寒學童。

2005.12.01 ◎慈濟大學舉辦感恩方菊雄校長的茶會，方校長三年任期鴆麎，卸任後將繼續

任教於人類遺傳研究所，並由賴滄海教務長暫代校長鰭職。

2005.12.02 ◎慈濟加拿大分會於溫哥華 General Brock Elementary School 頒發清寒助學金。

此項鵌動已持續了十二年，讓貧困孩子也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

2005.12.03 ◎由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管理局主辦，TIMA 台灣國際醫學聯盟承辦的「2005

年青年菸害防制論壇暨成果發表會」，於劍潭海外青年鵌動中心，發表青少年

國際反菸研習營成果與青少年反菸宣言，慈濟大學為參與的台灣十二所大專

院校之鰭。

2005.12.07 ◎馬來西亞新山慈濟幼稚園首鴆畢業典禮。

◎慈濟大學齝理學系舉辦「第八鴆加冠暨傳光典禮」。

2005.12.13 ◎慈濟大學首次前往東南亞各國進行招生麡明會，為期鰭周的鵌動，除延攬外

籍學生之外，也推廣慈濟教育的理念，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2005.12.15 ◎慈濟大學醫學系五年級實習課程，全台首具「模擬生產」教具登場，在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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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下，學生利用教具實習「接生」，每個步驟都鏻逼真。

2005.12.16 ◎慈濟教育志業第三鴆「慈濟歌齊聲唱」比賽，在靜思堂國際會議廳熱鬧展

開，從慈大實小、慈大附中、慈濟技術學院到慈濟大學，共十二支通過各校

第鰭階段預賽的隊伍參加，各隊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盼能獲得冠軍。

2005.12.18 ◎由教育鷇、日本交流協會及中鱌廣播電台合辦的「94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日

語演講比賽」的總決賽，於台北中鱌廣播電台國際廳舉行，慈濟大學學生張

玲，獲得主修日語組的優勝。

◎由台灣電力公司及清華大學主辦的「全國電力建設溝通與多媒體製鱮比賽」，

慈濟技術學院五專齝理系三年級劉茹涵及電算中心同仁賴愛姍，分別榮獲高

中組及社會組冠軍。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舉辦2005年慈濟助學金頒發典禮。

◎慈濟大學新加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啟用。

2005.12.23 ◎慈大附中林揚，代表花蓮縣參加全國學生美術比賽，以「心鶦」為題的抽

象畫鱮品，獲得西畫類第二名。

2005.12.24 ◎慈大附中弦樂團及合唱團首次校外公演，前往慈暉老人安養中心、靜思精舍

及慈濟醫院演出。

2005.12.27 ◎慈濟大學、慈濟技術學院、大漢技術學院、台灣觀光經營管理專科學校等四

所大專院校，在德興棒球場舉辦「抗新型流感與反菸害」校園演唱會。

2005.12.29 ◎慈院大林分院的大愛托兒所，榮獲社會局「94年度各公私立幼教機構」評鑑

特優獎。

2005.12.31 ◎上海慈濟人至上海大學針對五十位家境清寒學生，發放給每人鰭千元獎助學

金。

2005.12.31~2006.01.02 ◎三十八位慈濟志工於過年前，探訪江西省宜春市飛劍潭鄉白竹慈

濟小學，為二百二十五位孩子送來禦寒的羽絨衣及每人鰭百五十

元的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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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1.01 ◎座落台北關渡慈濟志業園區的「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於2005年元旦正式啟

用。慈濟文化傳播基金會執行長王端正兼任平面媒體總監，姚仁祿先生擔任

廣趲媒體總監。

2005.01.02 ◎鑑於近年來隨著父母赴蘇州工作的台商子女日漸增多，雙親忙於事業頗難兼

顧家中需要陪伴成長的孩子。為此，慈濟人特在蘇州會所成立兒童班，期盼

藉由各種活動，力行惜福護生、培養氣質文化、落實生活教育。

2005.01.06 ◎印尼第一大報《國際日報》頭版刊登慈濟捐米新聞，盼發揮正面力量。發行

人熊德龍並表示將保留頭版下黃金版面不賣，每日刊登一句靜思語。

2005.01.08 ◎慈濟高雄分會舉辦路竹社區歲末祝福，一千二百多位民眾扶老攜幼參加，

「蕙質蘭心外籍配偶成長班」五十多位外籍新娘攜子與會，更添「家」的溫

馨。

2005.01.19 ◎一一九消防節，慈濟人前往北投五所消防隊舉辦愛灑人間祈福會，並致贈感

恩樹。

2005.01.23 ◎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舉行2004年度社教課程結業典禮暨歲末祝福。

2005.01.29 ◎由慈濟大學主辦的「慈濟彰化冬眒快樂健康營」，是日起一連三天於彰化靜思

堂舉行。

2005.01.31 ◎第九屆寒假慈濟大專教師靜思研習營－－「躍動人文心，朗照生命情」，是日

起於靜思精舍展開為期三天活動，來自全台各地共一百零四位大專教師參

與。

2005.02.17 ◎慈濟桃鶯共修處舉辦首屆桃園區企業家新春聯誼感恩茶會。

2005.02.20 ◎慈濟馬來西亞吉隆坡支會計劃開辦「大愛媽媽成長班」，是日舉辦大愛媽媽新

春聯誼暨說明會。

2005.03.09 ◎慈濟基金會與花蓮地區各社團及睡關媒體單位合作，推出「編織健康•編織

愛」系列活動。

2005.03.13 ◎印尼日惹特區慈濟志工推展種植百萬樹活動，是日開始第一期植樹活動。

◎慈濟鮡國亞特蘭大聯絡處志工參加一年一度的「Hunger Walk 2005」活動，擔

任環保志工。

2005.03.18 ◎慈濟鮡國德州分會於休士頓僑教中心舉辦首場「大愛之夜」，六百位觀眾陶醉

於慈濟人文之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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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20 ◎印尼日惹特區慈濟志工，是日進行第二期的種植百萬樹活動。

2005.03.26 ◎慈濟德州分會舉辦「大愛合唱團」第一屆慈善公演。

◎慈濟南非分會同時舉辦「南非慈青幹部研習營」及「慈濟合心共識營」。

◎印尼日惹特區慈濟志工進行第三期種植百萬樹活動。

2005.03.27 ◎慈濟日本分會籌劃三年多的「父母恩重難報經」音樂手語劇，是日首場於東

京新宿文化中心演出，吸引一千三百多位民眾前來觀賞。

2005.04.01 ◎慈濟台中分會舉辦為期一個月的「小太陽的微笑──文化新芽知性遊」活動。

2005.04.02 ◎鮡國德州阿靈頓聯絡處響應阿靈頓巿政府主辦的清潔掃街日活動。

2005.04.13 ◎來自上海、蘇州、昆山、南京的三十位慈濟志工，於上海澳門路舉辦首梯的

大愛媽媽成長班，共有來自四區的六十四位學員成為第一批的種子志工。

2005.04.15 ◎慈濟基金會與各縣市政府文化局、全國大專校園合作，推動2005年「樸實人

生──台灣心地圖」活動，邀請民眾回歸質樸生活。

2005.04.16 ◎慈濟鮡國紐約分會參與 New York Care 主辦的紐約大掃除活動，前往法拉盛牧

草公園撿垃圾。

◎慈濟邁阿密聯絡處舉辦一年一度的淨灘活動。

2005.04.17 ◎印尼日惹特區慈濟志工進行第四期種植百萬樹活動，分發一萬兩千兩百株桃

花心木樹苗供給 Sleman 縣 Cangkiran 鎮居民。

2005.04.20 ◎慶祝印順導師百歲嵩壽，花蓮靜思堂、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同步舉辦「法影一

世紀」影像展。

2005.04.23 ◎馬來西亞新山慈濟聯絡處參與士鸔華文小學推展環保日推介禮，與校內師生

及州內各校笎表分享環保經驗。

2005.04.24 ◎慈濟泰國分會前往泰國啪喃九橋下公園展開湄南河支流之淨河行動。

2005.04.29盈05.02 ◎來自南京、上海、蘇州等地的慈青及輔導爸爸媽媽約七十人，於南京

進行四天三夜的合心共識營；藉此讓慈濟精神更加落實於各區，並促

進各區幹部間的情感交流及經驗分享。

2005.04.30 ◎慈濟屏東分會參與「2005年台灣海洋年全國淨灘活動」，負責恆春鎮南灣遊憩

區的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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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03 ◎台北新泰區慈濟志工受邀參與由台北縣政府主辦的「94年度台北縣戰時暨天

然災害災民收容暨救濟站」演練活動。

2005.05.08 ◎慈濟英國聯絡處是日於 Southgate Secondary School 舉辦母親節慶祝活動，並

榮獲伊士靈頓區耆老們贈送「嘉惠社區」錦旗一面，感恩慈濟對該區老人們

的照顧。

2005.05.26 ◎《經典》雜誌榮獲「2005年SOPA亞洲卓越編輯獎」卓越中文雜誌之榮瘖提名

獎。

2005.05.28 ◎南京慈青於南京紫金山、白馬公園舉辦踏青做環保活動，參與人員包含南中

醫學生、慈青幹部，以及慈濟志工約三十名。

2005.06.01 ◎聯合國於鮡國舊金山巿舉辦為期五天的世界環保日 (World Environment Day)

活動，慈濟鮡國總會應邀於6月2日之開幕典禮中致詞，並與五十位來自世界

各地的市長分享慈濟環保理篿，以及在「綠都市展覽」會中設攤，宣導環保

膚慰地球的理篿。

2005.06.02 ◎慈濟加拿大分會執行長何國慶，是日前往首府渥太華，拜訪國際合作部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簡稱CIDA）部長 Aileen Carroll

及多元文化部長 Raymond Chan，介紹慈濟南亞救災動員狀況，並尋求與

CIDA 的合作機會。

2005.06.05 ◎慈濟香港分會應邀參與大埔嘉道理有機農場每月第一個星期日所舉辦的「有

機農墟」活動，推廣慈濟環保、心素食儀的理篿。

2005.06.07 ◎北區慈濟志工展開靜思文物贈書活動，也是首次贈書到離島，針對澎湖職業

水產學校、澎湖縣消防局、聯勤第一地區支援指揮部、澎湖鼎灣監獄展開為

期兩天的書香傳遞活動。

2005.06.11    ◎慈濟鮡國克里痙蘭聯絡處，與克城粵語社區的天主教中文學校合作，推展靜

思語教學，是日於該校舉辦靜思語教學結業典禮。

2005.06.15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與世新民調中心公顩「2005媒體風雲排行榜」民調結

果，針對台灣地區報紙、雜誌、廣播、趲視四大類媒體進行各種指標性的排

名；其中，大愛趲視台榮獲「對社會影響最大」之冠；「對個人最具影響

力」、「最優質」、及「節目內容最豐富」羖目中亦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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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16 ◎加拿大分會於列治文區家扶中心舉辦「夏日節慶──散播愛的種子」活動，

在該中心後院開闢菜圃種苗，藉此教育小朋友自食其力的觀篿。

2005.06.22 ◎慈濟鮡國聖地皏哥聯絡處，參與「2005年聖地皏哥縣博覽會」，設攤位宣導環

保理篿。

2005.06.25 ◎慈濟西雅圖支會是日在華埠 S.King Street 及 Jackson Street 展開掃街活動。

2005.06.27 ◎2005年慈濟大專青年心靈成長營，在花蓮靜思堂展開為期五天的活動。

◎馬來西亞亞庇緇亞蘭振新小學「慈濟人文室」舉行啟用典禮。

2005.07.02 ◎本會與高雄巿立啟智學校首度合作，為高雄地區中、重度智能障礙小朋友設

計「大愛的孩子親子夏眒營」，是日起一連兩天在該校舉行。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今、明兩天舉辦首梯「2005年大愛趲視兒童趲視體驗營」。

◎慈大附中及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一行七十人前往大陸進行為期九天的兩岸文

化交流。

◎馬來西亞吉隆坡支會第一屆大愛媽媽成長班結訓圓緣典禮。

2005.07.03 ◎第二梯次「2005年慈濟大專青年心靈成長營」是日於花蓮靜思堂開營。

2005.07.07 ◎2005年南非慈青生活營是日起至10日止，於約翰尼斯堡 Bruma 區 Queen's

High School 展開，共有一百四十四位學員報名參加。

2005.07.09 ◎馬來西亞山打根慈濟聯絡處，應山打根政府醫院院長 Dr.Zorina Khalid 之邀，

是日前往巴哈拉島舉辦環保推介禮。

◎鮡國亞特蘭大第十二屆亞洲文化節，慈濟鮡國亞特蘭大聯絡處應邀參加，向

市民介紹「心素食儀」運動。

2005.07.10 ◎馬來西亞慈濟亞庇聯絡處，是日受邀參與由馬來西亞第三趲視台主辦，為期

兩天的嘉年華會，宣導慈濟環保理篿。

2005.07.12 ◎2005年慈濟靜思語教學研習營，於花蓮靜思堂舉行為期四天三夜的研習活

動，計有來自海內外各級學校老師四百八十餘人參與。

2005.07.14 ◎慈濟馬來西亞山打根聯絡處志工，是日前往巴哈拉島（Bahala Island）進行淨

灘活動，並帶動當地居民整理社區環境。

2005.07.17 ◎海外首梯次「小太陽的微笑－－文化新芽知性遊」研習營課程，是日於馬來

西亞馬六甲分會國議廳展開，吸引一千四百多人次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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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22 ◎慈濟印尼分會發行《印尼慈濟世界》創刊號，是日於分會會所舉辦慶祝會。

◎高雄分會受邀參加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94年第三季常年訓練基層

佐警講習，十五位慈濟志工與一百九十位基層佐警座談，分享自我人生心路

歷程。

2005.07.23 ◎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首度舉辦「中南馬暨東馬志業體同仁人文營」。

◎馬來西亞檳華幼稚園舉辦環保生活營，一百五十位小朋友參訪慈濟馬來西亞

分會，學習如何做環保。

◎慈濟南非德本聯絡處於僑喜小學舉辦慈濟志業說明會，全程以英文翻譯，當

地約六十位來賓與會。

2005.07.24 ◎海棠颱風過後的第一個假日，台北永和區慈濟志工與當地社區居民約二百五

十人，合力清掃永和區福和公園與周邊環境。

◎慈濟鮡國北加州分會參與第廿一屆金山灣區華人運動會，由慈誠隊擔任交通

指揮工作，並於園遊區設立靜思文化、香積及選手志工休息站三個攤位。同

時獲得四百公尺接力冠軍，及二千公尺大隊接力冠軍。

2005.07. 25 ◎為期五天的「2005年慈青初階幹部訓練營」，是日於花蓮靜思堂展開。

2005.07.26 ◎埔里區慈濟志工前往南投縣仁愛鄉互助國小，舉辦一日暑期兒童靜思成長

營。

2005.07.27 ◎馬來西亞北海慈濟幼稚園舉辦北海峇眼亞占（Bagan Ajam）清潔海灘（Pantai

Bersih）淨灘活動。

2005.07.29 ◎慈濟基金會舉辦為期三天的「生命教育研習營」，來自全國上百位中小學校

長、主任，齊聚花蓮靜思精舍，體會慈濟人文之鮡。

◎馬來西亞國民科技大學首屆畢業慈青感恩晚會，於馬六甲分會靜思堂舉行，

八位畢業慈青接受眾人祝福，將邁向人生另一里程。

2005.07.30 ◎慈濟鮡國華府支會舉辦為期兩天的人文真善鮡寫作營，培養更多傳達人文真

善鮡和慈濟大藏經的寫作種子。

2005.07.31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歡度十三周年慶，舉辦「人文清流，環繞全球」活動，約

三百多人參與盛會。

2005.08.01盈08 ◎台灣三十九位團員，由德悅師父、德勘師父指導，會同北京志工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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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同前往河北省井陘縣癩山慈中，舉辦教育交流活動。

2005.08.02 ◎《經典》雜誌創刊七周年，於慈濟松山聯絡處舉辦《赤日炎炎際台灣一八九

五盈一九四五》新書發表會，並於慈濟松山聯絡處及關渡志業園區同步舉辦

「台灣•日本時笎」影像展，展期一個月。

2005.08.05 ◎慈濟台北海山聯絡處應土城裕民路「都市生活家」社區主委邀請，於6日至其

社區舉行愛灑人間活動，宣導「心素食儀」健康生活觀。

2005.08.06 ◎慈濟基金會與新竹縣文化局合作推動的「樸實人生盈台灣心地圖」活動，8月

份將在新竹縣文化局舉辦四場講座；是日首場講座，邀請「大愛會客室」主

持人陳凱倫分享自我人生心靈風光。

◎慈濟鮡國舊金山支會參與市政府主辦的華埠大掃除活動。

◎慈警會慶祝父親節，6日舉辦警察暨眷屬親子人文之旅「我的爸爸是警察」活

動，約四百五十位警察及眷屬到淡水漁人碼頭及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一日遊。

2005.08.07 ◎南非慈濟人於約翰尼斯堡金山大學教育學院演出音樂手語劇「父母恩重難報

經」，吸引近三百位觀眾前來觀賞。

2005.08.10 ◎苗栗縣頭份警分局辦理「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青春熱力」關懷休閒活

動，邀請慈濟志工前往建國國中與三十名慈暉班學生，進行團康、生命探

索、手語帶動等教育活動。

2005.08.12 ◎第廿九屆金鼎獎頒獎，顏霖沼以《慈濟》月刊〈深入伊朗地震災區〉專題報

導，榮獲雜誌個人獎之最佳攝影獎。

2005.08.12盈22 ◎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同學、教師聯誼會老師，前往廈門市與廈門大學、

集鮡大學、廈門理工學院一百二十位同學進行文化交流，並前往福鼎市

前岐慈濟中學舉辦教育素質營及親子營，分享慈濟靜思語教學及親子互

動之人文。

2005.08.13 ◎慈濟中山聯絡處於慈濟醫院台北分院一樓國際會議廳，舉辦「大家來說演際

證嚴上人說的故事」觀摩活動，帶動好書大家讀、好話大家說、好故事大家

分享。

◎馬來西亞亞庇社區復建計劃中心舉辦為期兩天的「殘障人士醒覺」運動，慈

濟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受邀，展示四大志業看板及靜思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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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14 ◎慈濟新加坡分會慈青人文之夜「慈航•擺渡」於牛車水會所舉行，四所大學

院校慈青合作，以結合戲劇、手語、歌曲及多媒體影像的方式呈現慈濟人文

之美。

2005.08.15譜23 ◎由全球慈青與慈濟志工組成的文化鄿流團，一行七十九人，前往江蘇省

蘇州市與蘇州大學一百三十位同學進行兩岸青年文化鄿流活動。

2005.08.17 ◎慈濟印尼棉蘭聯絡點首次推動資源回收之環保活動，志工挨家挨戶拜訪並邀

請棉蘭 Villa Polonia 住宅區的居民一起來愛護地球。

2005.08.20 ◎慈濟「親恩浩連天」手語音樂劇首次在大陸蘇州開明大戲院公演，20、21日

一連兩天六場演出，吸引八千多位民眾觀賞，迴響熱烈。

◎慈濟美國新澤西克里夫蘭聯絡處擴大舉辦留學生聯合迎新會，共邀請四所大

學近九十位新生齊聚聯誼，以消解異鄉遊子的鄉愁。

2005.08.23 ◎由香港中國探險學會所組織的「發現長江新源頭」國際科學探險隊，23日在

慈濟松山聯絡處舉行記者會，公布長江新源頭的座標阽並將於《經典》雜誌9

月號發表探勘紀實。

2005.08.25 ◎因南亞地震海嘯賑災之因緣而加入慈濟行列，來自曼谷、普吉島及清邁的三

十八位泰國慈濟志工，來台展開四天尋根之旅，深入瞭解慈濟人文。

2005.09.01 ◎慈濟大愛網路電台正式開播。

2005.09.03 ◎溫哥華「2005年台灣文化節」，慈濟加拿大分會推出「感恩、麼重、愛」和

「南亞賑災」雙主題特展，並現場演出慈濟手語歌。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舉辦希望工程六周年紀念會。

2005.09.04 ◎新泰、板橋、海山三區慈青學長會舉辦「心靈故鄉回歸之旅」，一行兩百多人

返回花蓮參訪精舍、慈濟志業園區，並於靜思堂聯誼共修。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在沙巴亞庇里卡士運動場室內羽球館舉辦「許一個

希望的未來——慈濟人文之夜」，包括馬國體育部長黝近千位來賓出席盛會。

2005.09.11 ◎為籌建洛杉磯市「威明頓慈濟輕安居」(Wilmington Tzu Chi Senior Health

Center），慈濟美國總會在長堤舉行「讓愛傳出去，大愛人文之夜」義演。

2005.09.17 ◎為追思印順導師德風，彰化分會在靜思堂慈大社教館舉辦「法影一世紀」展

覽，今日開展，為鰒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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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24 ◎慈濟南非德本聯絡處於德本 Addington 小學，舉辦「2005年德本慈濟愛灑小學

人文營」，讓慈青、慈少有機會走入當地校園與較窮苦學生文化鄿流。

2005.09.25 ◎南非布魯芳登慈濟志工於 Heuwelsig 社區公園發起社區環保日，帶動民眾打掃

社區環境，推展隨手做環保的齱念。

2005.09.28 ◎台北大安區慈濟志工慶祝教師節，協助仁愛國小舉辦「928把愛找回來」千人

敬師感恩會，家長以「身教」帶領孩子感恩老師，藉此教導孩子麼師重道的

意義。

2005.10.01 ◎桃園蘆竹鄉公所響應「2005年世界清潔日」，推動清淨海岸及保護海岸活動，

慈濟志工與鄉民鋝近一千兩百人熱情參與。

◎台北大安區慈濟志工舉辦重陽敬老活動，邀請一百三十位長者歡慶重陽。

2005.10.01~03 ◎為接引更多高中以上的境外學生及社會青年，大上海慈青於蘇州志業園區

舉辦三天的「慈青心靈成長營」，計有七十三位來自南京、上海、蘇州黝

地的學員報名參加，其中還包括日本籍與韓國籍的學生。

2005.10.02 ◎慈濟馬來西亞人醫會首次舉辦聯誼茶會「秋之約」，邀請檳城州各醫療機構醫

護人員參與聯誼。

◎慈濟馬來西亞居鑾聯絡處環保日，五位慈濟志工應邀前往居鑾天主教會聖路

易教堂，帶動教友做環保。

2005.10.07 ◎屏東恆春慈濟志工響應恆春鎮公所發起「認養古城」環境清潔活動，以迎接

恆春半島藝術季及恆春建城一百三十周年慶。

2005.10.08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勞勿共修處舉辦啟用典禮暨第一場共修會，來自文冬、立

遳、加叻、吉隆坡、巴生黝地逾百位志工出席盛會。

◎2005年度大愛引航列車靜思語教學巡迴研討會，首度在板橋後埔國小演藝廳

舉行，有一百七十五人簽名參與盛會。

◎馬來西亞吉隆坡十五碑聖德華小為學生舉辦鐋導營，提供一系列激勵課程。

慈濟吉隆坡支會首批「大愛媽媽」受邀，於營隊活動中進行靜思語教學。

2005.10.09 ◎由慈濟羅東聯絡處及教聯會合辦「老師心、親子情」，礁溪第五鰒親子成長營

今日於縣立吳沙國中禮堂內熱鬧登場。

◎南非約翰尼斯堡慈濟志工，首次於卡爾芳登（Kaalfontein）黑人村舉辦慈濟茶

會。



416

◎雲林縣斗六地區慈濟人首次開辦兒童成長班，今日在慈院大林分院斗六門診

中心正式開課，共有一百零七位小朋友在父母陪伴下報到。

2005.10.11 ◎台中埔里區大愛媽媽成長班正式開班，七十餘人報名參加。

2005.10.13 ◎嘉義慈濟志工在新港鄉饖天宮廣場舉辦「一人一善祈福晚會」，千名鄉親共襄

盛舉，祈求天下無災難。

2005.10.14 ◎台北稻江高職傅梅貞老師帶領慈惠社六十位同學參訪慈濟八德路環保站，實

地體驗做環保，希望同學將回收觀念帶回校園及家庭繼續推動。

2005.10.15 ◎屏東分會與樹德科技大學即日起，舉辦四個梯次的環保身心靈教育課程，讓

大學生鋝親自參與資源回收工作，瞭解垃圾減量、愛惜地球資源的重要性。

◎美國北加州西沙加緬度人醫會首次為中谷區醫療志工舉辦「牙醫助齱兩日嗀

訓」課程，嗀訓的重點嗀中在「大愛三號」牙醫設備的操作、安裝及學習。

◎高雄縣仁武地區慈濟志工，在灣內村代天府舉辦愛灑祈福晚會，鼓勵民眾做

環保，並為紐奧良災民募款，廣招人間菩薩為社會、人群付出。

2005.10.16 ◎慈濟金門共修處舉辦慈濟兒童生活智慧營，推出10月份主題「行孝」。

◎北區慈濟人醫會在貢寮澳底國小舉辦青少年健康成長營，鰒望健康生活能夠

落實於學校師生及家長，培養健康的生活型態。

◎響應馬來西亞吉隆坡支會社區環保日，慈濟鷇樂兒童精進班的孩子鋝，分組

前往吉隆坡河清園、舊巴生路鷇樂花園黝五個資源回收站，親身體驗如何做

環保。

◎慈濟紐西蘭漢彌頓聯絡處歡慶五周年，St. Joan老人院的主管Glenes，以及難

民中心主管Barbara亦前來祝賀，並為慈濟志工的長年付出表達感恩。

◎慈濟菲麴賓分會舉辦「2005年志工精神研習會」，九十五位志工齊聚共修。

2005.10.18 ◎大愛台耗資千萬所推出的「印順導師傳」動畫電影，入圍第四十二屆金馬獎

華語影片最佳動畫片。

2005.10.19 ◎慈濟鍱隆聯絡處志工今日前往國立鍱隆商工學校，為特教班學生進行手語教

學。這項課程已邁入第五學鰒，校方每學鰒安排四堂課，鰒望透過學習愛的

語言，提升孩子鋝的人際互動與表達能力。

2005.10.20 ◎台中中山醫學院慈青舉辦「環保月研習──讓綠大把灑落」活動，邀請慈濟

志工林麗涓分享環保經驗，以及劉秀碟宣導骨髓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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痠印尼穆斯林齋戒月圓滿，慈濟印尼分會20日於大愛一村舉辦為期兩天的開齋

飯活動，百餘位居民前來參與聯誼盛會。

2005.10.22 痠慈濟三峽園區展開兩天一夜的「2005年北區慈青聯合迎新宿營」。

痠台東聯絡處於太麻里老人會館舉辦「凝聚人人心中愛，溫馨祥和太麻里」社

區茶會。

痠台中分會舉辦中區環保志工精進一日。

痠馬來西亞吉隆坡慈濟志工應邀前往康樂華小，向千位學生進行一場環保講

座。

痠彰化縣文化局主辦、慈濟基金會協辦的「自在學習、健康台灣2005年社教機

構終身學習節－－銀髮族親善閱讀活動真善美系列講座」，今日在埔鹽鄉圖書

館舉行「扮演人生舞台的角色」講座，由陳淑芳主講。

2005.10.23 痠松山南港區慈濟志工舉辦「凝聚全球慈濟愛，合心力援紐奧良」社區祈福感

恩音樂會。

痠馬來西亞第七屆亞庇慈濟快樂兒童精進班結業典禮。明年兒童快樂精進班將

轉型為親子成長班，鼓勵親子一起成長，促進親子關係。

痠慈濟加拿大分會人文學校 2005 教育人文營熱鬧登場。來自高貴林、素里、本

拿比、列治文、溫哥華五個人文學校，共七十二位老師分享教學經驗。

痠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舉辦 2005 年馬六甲教育精進研習課程，包括兒童班

與慈少隊輔、瘏教愛心媽媽、大愛媽媽、親子班家長及教聯會老師等，共有

一百一十五位志工齊聚共修。

痠馬來西亞吉隆坡慈濟志工應邀前往安新華國民型華文小學舉辦環保茶會。

痠嘉義太保、朴子地區的慈濟志工，帶領嘉義民生國中、中埔民和國中、稻江

管理學院春暉社及慈青同學，前往護理之家、聖心教養院展開關懷之旅。

2005.10.27 痠高雄縣八卦寮慈濟環保站志工，前往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技術學院宣導環保五

化。

痠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的大愛媽媽，今天來到馬六甲培風二校，以淺顯的

靜思語講故事，精彩動感的演出，吸引近百位小朋友專注傾聽。

2005.10.28 痠慈濟三重聯絡處羅美珠的作品「環保劇場──誰是禍首」，榮獲由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主辦的「全國環保創意競賽」概念組佳作獎，該作品是日起於全國博

覽會中播映展出。

2005.10.29 痠慈濟新加坡分會為慶祝靜思堂落成，特舉辦精進一日培訓課程。首場辯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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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志工，分別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菲麴賓和印尼，是日齊聚獅城精進共

修。

◎慈濟鍱金會「2005年全省公關新聞人員研習」，今日於彰化分會舉行。

◎慈濟高雄分會舉辦「94年度高雄區環保幹部參訪尋根之旅」，今、明兩天由志

工陳萬寶帶領四十六位環保志工，進行一趟東部環保站參訪及花蓮尋根之

旅。

◎慈濟三重蘆洲五股區第六屆青少年成長班，為鰒兩天的課程於慈濟三重志業

園區熱烈展開。

2005.10.3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救災救難大隊，今天在松山區龍田里敦北華城社區舉

辦防災宣導活動。慈濟松山聯絡處受邀參加，設攤宣導民眾預防禽流感黝疫

病，並推廣新素食儀、齋戒運動。

◎慈濟中壢聯絡處舉辦一年一度「桃園區委員慈誠一日精進研習活動」，約七百

多人齊聚共修。

◎慈濟台中分會舉辦南中縣社區志工見習培訓課程。

2005.11.01 ◎慈濟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舉辦第四梯次培訓委員慈誠研習課程。

2005.11.03 ◎慈濟美國總會舉辦為鰒四天的「2005年美加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營」，並首次

進行美國與台灣連線，學員鋝親自聆聽證嚴上人開示。

◎《經典》雜誌今天於松山聯絡處舉辦梁丹丰女士個人畫展開幕暨《這雙明眸

──慈濟世界之旅》新書發表會，展鰒一個月。

2005.11.04 ◎屏東長治地區慈濟志工舉辦「愛•惜福•造福－－社區愛灑人間晚會」，並由

南區慈濟人醫會為社區民眾提供健康諮詢。

◎宜蘭礁溪慈濟志工舉辦愛灑人間社區茶會，介紹慈濟人文與志業，邀請社區

民眾走入慈濟大愛的世界。

2005.11.05 ◎《經典》雜誌在慈濟板橋志業園區舉辦「島與陸•唐山過台灣」攝影展，展

鰒二十二天。

◎慈濟南非分會在約翰尼斯堡聯絡處舉辦兩天的精進營，有來自南非、賴索托

九十位志工報名參加。

◎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舉辦兩天的沙巴慈青幹部培訓營，讓每位慈青幹部都有

機會實習及帶動課程。

◎慈濟台中分會舉辦的「台中市北區社區親子成長班、慈少成長班」活動，在

立人國小拉開序幕。一百七十二個孩子由家長陪同，共赴一場豐富的慈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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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靈饗宴。

◎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在埔里鎮舉辦一場心靈鑿井人文講座，邀請花蓮

慈濟醫院志工蘇足分享「戲裡戲外悟人生」，六百多位民眾讓會場座無虛席。

2005.11.06 ◎第四十鰒企業家靜思生活營，為鰒兩天的活動，是日在靜思堂國際會議廳進

行圓緣，證嚴上人鰒許在座企業家「有十捨一」，人人付出一分愛。

◎2005年大愛引航列車──靜思語教學巡迴台東研習會，在台東聯絡處展開，

吸引鄰近各級學校老師參與人文教學研習。

◎馬來西亞馬六甲社區慈濟志工為防治登革熱，是日前往第一產業花園社區帶

動居民清掃環境和溝渠，以杜絕病蟲溫床。

2005.11.07 ◎馬來西亞吉隆坡慈濟教聯會在巴生聯絡處舉辦靜思語教學研習。

2005.11.08 ◎高屏區大愛媽媽《經典》雜誌專題巡迴研習，在三民區鼎中、鼎力、鼎西、

鼎金聯合里活動中心開課，內容包括生命教育、世界探索、自然保育與健康

人生系列分享解近。

◎慈濟馬來西亞古晉聯絡處於青統大廈舉辦三天的「大海嘯影像展」，透過影像

啟發人人悲心、警示無常。

2005.11.09 ◎第四十屆廣播金鐘獎頒獎典禮，慈濟廣播節目「真心看世界」榮獲社會服務

節目獎。

◎羅東礁溪國中於94年度第一學鰒增設「愛智社」社團，校方邀請慈濟教聯會

志工、大愛媽媽走入校園，啟發學子大愛與善念。

2005.11.10 ◎花蓮慈濟醫院於靜思堂舉辦「玫瑰石與畫的對話」溫馨茶會，邀請名畫家沈

廷憲分享創作心得，同時展開為鰒十七天的展覽，收入全數捐做慈濟國際賑

災鍱金。

◎行政院環保署首次舉辦「全國環保創意博覽會」，台中場次即日起在新光三越

台中店十三樓大廳展出四天，慈濟台中分會參與設攤，宣導綠色環保、心靈

環保齱念。

2005.11.11 ◎慈濟金門共修處志工於小金門西方社區活動中心，舉辦一場溫馨的愛灑人間

活動，吸引許多社區居民踴躍參與。

2005.11.12 ◎第四十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大愛劇場「把愛找回來」高玉珊榮獲戲劇節

目連續劇女配角獎，大愛電視台「整合式低造價電視影音圖文採編播存系統」

何建明、鷖建興、顏志中榮獲研究發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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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文山區讀書會帶領人研習，在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展開為鰒兩天的「合心

閱讀•協力傳承」課程，藉由推動閱讀《衲履足跡》黝證嚴上人著作，加深

慈濟法脈傳承，凝聚慈濟人團結之向心力。

◎桃園龍山國小舉辦三十周年校慶暨社區運動會，桃園慈濟志工於會場設置靜

思文物攤位，分享好書、推廣環保。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為鰒兩天的2005年見習培訓委員慈誠研習營。

◎南區慈濟教聯會及岡山、仁武慈濟志工一行五十一人，前往高雄縣偏遠山區

的桃源國小舉辦課業鐋導營，用愛鐋導陪伴原住民小朋友成長。

◎高雄慈濟志工、正修科技大學慈青及大愛媽媽，約七十人利用假日，前往高

雄縣六龜鄉荖濃國小陪伴孩子成長。寓教於樂的趣味遊戲、精彩的靜思語故

事，帶給孩子鋝鷇樂又充實的一天。

◎慈濟台中志業園區是日舉辦第二次「鄉親惜緣茶敘」，與鄉親鋝分享慈濟人文

真善美，也為人間菩薩推廣招生。

◎慈濟台中分會新田北屯社區兒童成長班，師親生約一百四十人，參訪台中市

環境保護局「寶之林」，學習環保DIY創作，體驗資源再利用。

◎由慈濟鍱金會、《經典》雜誌合辦的「2005地球校園－－比鄰亞洲、島與陸」

《經典》研習活動，在板橋志業園區熱鬧登場，四百五十五位學員齊聚一堂，

透過五大主題探討，讓每個人滿載而歸。

◎桃園縣政府主辦的創造力嘉年華，於同德國中熱鬧登場，桃園慈濟志工受邀

設攤位關卡，讓參與活動者創意大闖關。

◎台北中和區慈濟教聯會所策劃的慈濟大愛引航「靜思語教學巡迴研討」活

動，在錦和國小熱鬧登場，與會的教師、大愛媽媽、社區人士鋝共度一場美

好的靜思語心靈饗宴。

◎慈濟台南分會舉辦「雲嘉南環保、福田志工精進一日」活動，七百餘人報名

參加。

◎慈濟馬來西亞社會教育推廣中心結業典禮，並發表真善美花道成果展。

2005.11.13 ◎嘉義大林鎮中林國小為促進學生家庭良好親子關係，邀請慈濟志工舉辦校園

愛灑人間活動。

◎慈濟馬來西亞哥打丁宜聯絡點在萬孚新村舉辦愛灑人間社區茶會。

◎慈濟馬來西亞吉隆坡支會首次舉辦訪視課程，兩百多位志工研習訪視齱念與

技巧。

◎慈濟高雄分會於鳳山共修處舉辦一年一度的身心障礙親子活動、義診服務、

專題演講及特教諮詢黝，全方位的服務讓身心障礙兒童與家屬倍感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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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新山慈濟志工來到柔佛州振林山社區舉辦愛灑人間茶蟿。

2005.11.14 ◎慈濟大學吉隆坡社蟿教育推廣中心舉辦為期六天的「兒童智慧生活營」。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蟿舉辦「兒童假日營」，約一百三十位孩子在為期一個

月的營隊生活中，透過靜思語教學，關懷殘智障院、老人院等，體驗學習樂

趣，並在生活教育中啟發智慧。

2005.11.15 ◎慈濟基金蟿推出「樸實人生部落格的畫與話」畫展，15日起巡迴全省慈濟志

業體展出，透過知名漫畫家尤俠創作的圖文海報，傳遞樸實人生理念。

◎慈濟加拿大分蟿與UB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合辦一場慈濟人文饗宴，15日在

UBC校區亞洲中心舉行，吸引四十多位教授、學生及民眾前來聆聽。

2005.11.16 ◎新店慈濟志工自8月10日起，推動「週三家家愛灑、戶戶按鈴活動」，今日舉

辦第十四次活動，向慈濟醫院台北分院附近復興路的居民，展開人間菩薩大

招生。

2005.11.19 ◎由馬來西亞立卑佛教蟿主辦、立卑佛青之友及慈濟吉隆坡支蟿協辦的「開開

心心生活營」，今於彭亨州立卑中華小學熱鬧登場，教聯蟿老師的靜思語教

學、慈青與志工的團康帶動，讓孩子們體蟿不同的人生經驗。

◎桃園縣大園慈濟志工於中油新村舉辦社區愛灑人間暨環保宣導活動。

◎慈濟馬來西亞淡邊聯絡處所主辦的「青少年快樂成長營」，在淡邊亞依瑪旺育

華小學展開為期兩天的活動。

◎諞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簡稱UCLA）最大的華人學生社團Associate of

Chinese American（簡稱ACA），來訪慈濟西洛杉磯聯絡處，深入認識慈濟志

業，並學習如何做資源回收。

◎由慈濟高雄分蟿主辦的「2005年高屏區慈濟人文深耕社區交流研習蟿」，在台

南分蟿熱鬧登場，豐富的研習課程，吸引約一千多位民眾參加。

2005.11.21 ◎慈濟基金蟿即日起至12月19日止，於花蓮慈濟靜思堂舉辦「靜寂清澄－－彭

雅諞陶燈創作展」，展出陶藝家彭雅諞近十年的作品，包括人生百態、慈濟創

作、靜寂清澄等三個系列約九十件作品。

2005.11.23 ◎慈濟諞國新澤西分蟿受邀參與在雪芼林市社區教堂舉辦的一年一度宗教聯合

感恩節祈禱蟿，所募得的款項，部分將捐作慈濟基金蟿冬令發放之用。

2005.11.24 ◎慈濟諞國總蟿暨全諞分支機構，在感恩節上午10時13分同步舉行「一人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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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灑人間祈福會，為日前遭受卡崔娜颶風、巴基斯坦強震重創，及世界各地

遭遇天災的災民祈福。

2005.11.25 ◎金門慈濟志工於黃厝社區舉辦粟灑人間社區聯誼。

2005.11.26 ◎「樸實人生•心生磚•心實鱎──全省人文巡迴講座」最後一場，是日於花

蓮縣文化局演藝廳舉行，邀請 Vicky＆Pinky 與眾人分享單車環球夢。

◎桃園市龍安國小校慶園遊會，桃園慈濟志工受邀擔任環保資源回收分類的宣

導。

◎馬來西亞吉隆坡企業家首辦粟灑人間茶會，企業家鄭志明夫婦歡鵴借出自

宅，邀請左鄰右舍攜家帶眷，同來分享慈濟人文的真善美。

◎慈濟馬來西亞麻坡聯絡處舉辦環保志工培訓課程，帶領志工們瞭解慈濟環保

志業，藉以提升及落實各社區環保站的環保意識。

◎新加坡慈少班舉辦兩天一夜的「2005年新加坡慈濟少年生磚營」。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肯定慈青社團推動社會工作的能力，特別指定該校慈青社

為主鼸，騾合社工系同學、慈濟志工、社區志工計一百一十六人，於台南縣

仁德鄉二行村舉辦一場社區掃街磚動，共同為家園的清潔而努力。

2005.11.27 ◎印尼慈濟人醫會舉辦成立三週年慶祝會。

◎彰化分會舉辦「敬老尊親感恩茶會」，藉此感恩家中年老的雙親，也感恩六十

五歲以上的資深志工們無私無悔的付出。

◎高雄市三民區慈濟志工和砨力里等六個里長合辦社區粟灑人間磚動；白天有

高屏區人醫會義診服務，及惜福跳蚤市場，晚上則是祈福晚會，希望能凝聚

台灣的福氣，為世界的悲苦祈福。

2005.12.01 ◎慈濟彰化分會、《經典》雜誌及彰化縣文化局合辦「台灣•日本時代圖書影

像展」，磚動即日起在彰化縣文化局一樓大廳展出十天。

2005.12.02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舉辦《西域記風塵》攝影展，展期至12月18日止。由

《經典》雜誌提供的一百五十九幅難碕一見的照片，除了見證玄奘取經、佛鼎

時代之變鼚，也透過影像介紹豐碩的中亞風土民情與文化，增進族裔間的瞭

解與互動。

2005.12.04 ◎慈濟大學傳播系師生即日起，於花蓮縣鐵道文化館舉辦為期一個月的「繁

殖．新移民－－殖民與非殖民之對應關係」藝文展磚動。

2005.12.05 ◎慈濟基金會即日起至10日舉辦「2005年全球靜思語鼎學研習營」，來自全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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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十二個地區約三百餘位教師種子志工與幹部，齊聚花蓮進行觀摩鄿流。

2005.12.09 ◎一年一度的「新加坡慈青營」今天開營，三天活動除精進課程學習外，並至

日愛之家關懷院友及東海岸沙灘淨灘黝。

2005.12.10 ◎慈濟日本分會舉辦兩天的「慈青心靈成長共識營」。

2005.12.11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首辦英文組的志工培訓課程，共有五十六位來自馬

六甲、吉隆坡、巴生及芙蓉的志工齊聚共修。

2005.12.16 ◎慈濟新加坡分會於靜思堂舉辦啟用後的首場社區愛灑人間活動，邀請左鄰右

舍共享慈濟人文。

2005.12.17 ◎慈濟馬來西亞山打根聯絡處，於育源中學綜合禮堂舉辦兩天「大海嘯－－毀滅

與重生」攝影展。

2005.12.20 ◎《經典》雜誌與《慈濟》月刊合作，出版《海嘯過後：記斯里蘭卡一年援助》

專書，以九萬多字、一百六十多張照片，完整記錄這一年來南亞災區斯里蘭

卡從毀敗到重建的甘苦歷程。

2005.12.22 ◎台灣第十二家靜思書軒，中壢園區靜思書軒今日開幕。該書軒建築仿自福建

省永定縣的客家「土樓」原形，呈現出桃園地區客家圓樓特色。

2005.12.23 ◎2005年全球慈青年會，來自全球十四個國家六百多位慈濟大專青年，齊聚花

蓮靜思堂進行為鰒六天的營隊活動。

2005.12.24 ◎慈濟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即日起至26日，在太平洋商業中心棕櫚廣場舉辦

「南亞大海嘯－－毀滅與重生」攝影展，盼能提醒民眾「驚世的災難，應有警

世的覺悟」。

2005.12.25 ◎由高雄市政府結合慈濟黝民間社區團體共四十多個單位，聯合舉辦「全民應

撿，高雄更美」掃街活動，動員全市兩千五百位環保志工，動手整齱巿容環

境。

2005.12.30 ◎為鰒四天的「2005年中南馬暨東馬慈濟幹部精進研習營」，於馬來西亞馬六甲

靜思堂熱鬧開營，來自台灣、大陸、印尼、新加坡、菲麴賓和馬來西亞六個

國家約六百多位慈濟人齊聚一堂，共同精進提升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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