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志言

佛
教慈濟功德會，秉承佛陀「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之心念，服膺上印下順上人

「為佛教、為眾生」之志節，從事濟貧教富之

志業。

因此，我們的理想是：以慈悲喜捨之

心，起救苦救難之行，與樂拔苦，締造

清新潔淨之慈濟世界。

我們的方法是：以理事圓融之智慧，

力邀天下善士，同耕一方福田；勤植萬

蕊心蓮，同造愛的社會。

我們的工作是：集慈善、醫療、教育

與人文四大單元於一爐。

而我們的精神是誠、正、信、實。

我們深信眾生平等，人人具有佛性，

只要能從慈門入，必能一窺佛門的莊

嚴美妙殿堂；只要能從善門入，富者施

之，必能得福而樂；貧者受之，必能得

救而安。

人生無常，生命隨日俱逝，我們應該

把握難得的人生，造善因、得善果，才

不致有深入寶山，空手而回之憾。

慈濟委員以智慧相結合，以愛心相

扶持，以殊勝之因緣攜手闊步於菩薩道

上。

我們的委員，因為能夠「以佛心為己

心」，故一眼觀時千眼觀；能夠「以師

志為己志」，故一手動時千手動，聞聲

救苦，即時解難，何異於觀世音菩薩之

千手千眼。

「一月普現千江水，千江水月一月

攝」，佛陀以慈眼視眾生，法雨普施，

故千山競秀，何等慈悲，又何等智慧。

凡我慈濟委員都應以正信、正念，力

行慈濟善道，以實際之參與，體悟生老

病死、成住壞空之真諦，群策群力，共

創慈濟志業於千秋，同傳美譽於世代，

給自己留下人生美好的回憶，讓子孫以

今天我們所做的為榮。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

來世果，今生做者是。」人身難得今已

得，在菩薩道上，我們應該勇猛精進，

讓愛心充滿我們的社會，讓我們的社會

有善的循環，這才是福慧雙修、正信、

正念的佛門弟子。

願與所有的慈濟人共勉之。



慈濟十戒�▎

一、不殺生

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

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

六、不抽煙、不吸毒、不嚼檳榔

七、不賭博、不投機取巧

八、遵守交通規則

九、孝順父母、調和聲色

十、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

Do not kill.

Do not steal.

Do not engage in sexual misconduct.

Do not lie.

Do not drink alcohol.

Do not smoke, use drugs, or chew 
betel nuts.

Do not gamble or speculate.

Follow traffic regulations.

Respect your parents and be moderate 
in speech and attitude.

Do not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or 
demons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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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是母親節、佛誕

節，也是全球慈濟日。當天全球各地同步

舉辦浴佛典禮，在花蓮靜思堂還有「見證

慈悲，深耕人文」大會與人文晚會。為慶

祝慈濟基金會成立四十周年，自4月21日至

5月21日，全球慈濟各分會聯絡處，首次於

各社區舉辦靜態展。證嚴上人表示，此後

每年周年慶將於全球各地定期舉辦展覽，

呈現慈濟人落實深耕的成果。(攝影/花蓮

本會提供)

慈濟四十周年慶

「見證慈悲．深耕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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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救援印尼日惹強震

印尼爪哇島5月27日發生芮氏規模六點

三強震，傷亡慘重。即日起，慈濟展開大

規模救援行動，印尼分會及台灣、馬來西

亞、新加坡慈濟人組成賑災團抵達日惹，

提供緊急醫療與民生物資發放及設立醫療

站。並持續關懷，興建學校及醫療所，於

11月14日舉辦「印尼日惹慈濟希望工程」動

土典禮。(攝影/周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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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環保志工．回饋大愛之友

大陸「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應台灣企業

家之邀請，以「感恩、回饋、愛」為主題來

台，自7月7日起至21日止，分別在台北、台

中、高雄及花蓮演出。企業家集資贊助入場

券，分贈環保志工、大愛之友及全省各地殘

疾學生，以行動支持慈濟清流。證嚴上人特

別讚歎：他們努力克服人生各種障礙，用眼

睛「聽」，用耳朵「看」，激勵許多人。並

期望藉由他們身殘心不殘的正向人生觀，帶

動良善的社會風氣。(攝影/顏霖沼)

「中國殘疾人藝術團」來台巡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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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二十周年慶

2006年8月花蓮慈濟醫院二十周年慶，
12日發表慈濟醫療叢書──《人醫仁醫打

造醫療桃花源》、《天涯行醫慈濟人醫手

札》、《醫院常用藥100問》；13日舉行十

公里健行、路跑活動，共二千多人參加。21

日舉行院慶大會，許多受惠者前來感恩，見

證慈院二十年的醫療成果及視病如親的醫病

關係；上人的悲心宏願，以堅毅精神化不可

能為可能，並樹立人醫典範、建設慈濟醫療

網，創造無數搶救生命的奇蹟。(攝影/許榮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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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竹筒歲月」精神
證嚴上人呼籲日行一善

證嚴上人鼓勵大家天天發善念，聚小

善而成大愛，呼籲慈濟人回歸四十年前「竹

筒歲月」的精神，推展「日行一善」運動。

全球各地志工群齊響應，紛紛各施巧藝，製

作各類環保撲滿，並重新由國際觀出發，啟

動慈濟四大志業年輪循環的源頭──慈善。

(攝影/陳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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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梅嶺翻車意外

2006年12月3日高雄市鼎金國小聯誼活

動發生重大交通事故，遊覽車行經楠西梅嶺

台三線南188路段時翻覆，造成22人死亡、
23人受傷。慈濟人聞訊，當日立即動員五百

一十六位志工就近前往協助及膚慰；部分志

工於現場提供熱食，為救災人員補充體力；

部分志工前往醫院安撫傷者及家屬；也於殯

儀館為罹難者虔誠助念，期盼生者心安、亡

者靈安。慈濟人急難救援之快速，令家屬及

社會各界感動。(攝影/許裕哲)



18

年度重要足跡回顧

19

「西域記風塵」

於紐約聯合國總部展出

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

由美國慈濟基金會紐約分會承辦的

《經典》雜誌「西域記風塵」（Journey to 

the West）攝影展，自12月11日起在紐約聯

合國總部展出，於15日圓滿落幕，為第一

個獲准在聯合國內展出作品的非政府組織

（NGO）。慈濟花費五年時間策劃與實地採

訪，造就此海內外巡迴展，成功地將一千三

百年前玄奘法師赴印度取經的蹤跡重現，向

全世界展現其意志與毅力，推廣佛教慈悲精

神，並宣揚慈濟的大愛，普獲好評。(攝影

/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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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

慈濟志業體同仁精進研習

2006年慈濟志業體同仁精進研習，12月

15日至17日在花蓮靜思堂展開。證嚴上人特

別闡釋「靜思法脈」之佛教法源與「慈濟宗

門」四十年來的因緣。全體學員以克難簡樸

精神體驗靜思教義及慈濟人文，課程主旨在

於學習精進儀軌，也強調知行並重，勉勵大

家在工作中以志業精神付出，在人生中以靜

思教義自修。(攝影/劉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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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豪雨成災　�

慈濟人趕赴賑災

馬來西亞南部自12月17日起降下連日

豪雨，造成柔佛、馬六甲、森美蘭及彭亨

四大州嚴重水患。災後，慈濟於當地的七個

分支據點，成立緊急應變中心，展開勘災、

救援、發放等行動；除發放慰問金和日常用

品外，也分發可再清洗使用的環保餐具給居

民，減少災後垃圾的製造，慈善兼顧環保，

希望可以給予受災民眾適切的幫助，並讓大

家學習愛地球、疼大地！(攝影/何星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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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於大陸展開「光明行動」

慈濟基金會與江蘇省殘疾人聯合會合

作，結合當地醫療院所的協助，針對江蘇省

泗陽縣罹患白內障且生活貧困無法救醫者，

展開「光明行動」，為他們進行手術重見光

明；此外，分別再造福沭陽縣、宿遷及福建

省廈門地區貧病，嘉惠數千人。手術後，慈

濟人還前往訪視關懷，醫護人員和志工的愛

心，為他們打開人生的一扇窗。(攝影/黃世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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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六六年，慈濟功德會成立；第一個

十年，慈善志業普及全台；第二個十

年，花蓮慈濟醫院啟業了；第三個十年，教

育志業從慈濟護專、慈濟醫學院，穩固完全

化基礎；第四個十年，「見證慈悲、深耕人

文」的人文志業，從平面文字、相片、空中

廣播，至大愛台的影音傳播，已然完具。

一個人的人生沒有幾個四十年，要守住

四十年的信心不改，實在很困難，因為人生

多變化，環境不斷地轉變。生活在四十年前

的台灣環境，無法想像四十年後的台灣，我

們現在也無法想像未來四十年後的環境。

不過，現在可以見證到四十年前，師

父開始「為佛教，為眾生」，從我的師父─

─印順導師，對我說這兩句話的那一剎那開

始，我力行不輟；剎那一念生起信心，就要

守信。

■身為慈濟人應承擔的事

既然有心走入了慈濟宗門，師父希望每

個人都能「以事會理，用理顯事」，時時刻

刻為天下苦難蒼生付出，更希望慈濟人做慈

傳承靜思法脈

弘揚慈濟宗門
證嚴上人開示

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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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事都能很歡喜，即使在人與事之間受了委

屈，也能繼續堅持下去。因為，慈濟是一個

菩薩團體，每一位菩薩都要有耐勞承載、忍

辱負重的精神。

師父常自許做到「三求、三不求」，也

希望慈濟人共勉之──不求身體健康，但求

精神敏睿；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力勇氣；

不求減輕負擔，但求力量增加。

身為慈濟人，即肩擔拔苦予樂的重責大

任，所以，師父希望大家不要求責任減輕，

我們要求的是力量增加。別怕力量不夠，因

為真正地負起責任，力量自然會增加。

■合心和氣為團體立典範

既然大家都發願生生世世跟隨師父，就

要真正做到「為佛教、為眾生」，不只是口

頭說說，而是勇於任事，才不枉費師父不斷

培養人才。

傳承慈濟法脈，需要有單純的心，無私

的愛，常保清淨的宗教心。我們不求掌聲，

只求和諧、共鳴。大家都是師父的弟子，心

聲要協調共鳴，彼此之間要合心、和氣，將

師父的教導真正聽入心，以身作則，為團體

樹立典範。

同師、同道、同志願的師兄弟，「本

是同根生」，上承同一法脈，既然同樣

深入師父的法，大家應該要相互感恩。因

為大家都是有志一同來成就志業的法親，

即使負責不同的區域或會務，也要彼此合

心，相互關懷。

■四法四門四合一的精髓

自二○○三年起，師父重新針對委員、

慈誠編組，編制「四法四門四合一」，希望

慈濟法髓普遍深入所有委員和慈誠隊中，也

為增益大家的法親情誼，同時培養人才以加

速淨化人心的工作。這是為海內外及後代的

慈濟人立法，奠定推展志業的厚實基礎。

「四合一」中的「合心」乃總持門──

總一切法，持一切善。而佛陀的教法皆不離

眾善奉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力行三

攝影/黃淳楷

攝影/黃慧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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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口說好話、身行

好事、心想好意。

有道是「一句好話

三春暖」，能予人肯定

並給人力量，當別人聽

入心，很可能改變其一

生；而多做好事、多說

好話，皆從心存好意起

始。人生苦短、無常，

切莫讓人生停滯於消極

的沈澱，尤其合心功能

的資深者要落實傳承，

菩提根才不會乾枯。

「和氣」是和合門

──和聖賢心、合菩薩

道；也就是上求佛道，下

化眾生。合心傳承之後，和氣就要在人人心

中造一座拱橋，將凡夫心度至聖賢心，才能

彼此和氣。

「互愛」則為觀懷門──內觀自在心，

懷抱眾生苦。通過拱橋後，接著要加緊關

懷，才能使力量合一。

「協力」就是力行門──力持諸善法，

遍行人間道。

■弘揚慈濟宗門的重任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然而佛法不

離世間法，慈濟宗門就是在落實「佛法生活

化」。真正的學佛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做入

世的志業，菩薩不必遠求，當往內求「自性

菩薩」，達到「菩薩人間化」。

慈濟宗門不在講道，在於行路。佛法

不能光靠嘴巴講，必須要身體力行。在國際

間，許多法師學者們都認同慈濟所做。所

以，大家要相信師父，師父開出這一條路，

是我們學佛的必經之道。

為了落實佛法生活化，師父要求人人

遵守慈濟十戒，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

捨，真正做到「守信、守誠、守戒」。

社會紛紛擾擾，但是有志一同的慈濟

人，要守住「靜寂清澄」的境界，共同承擔

志業。唯有堅守「誠、正、信、實」，達到

「靜寂清澄」的境界，才能真正力行「慈悲

喜捨」的菩薩道。

大家都是師父的弟子，彼此都是法親，

希望大家一心一志，佛心師志，不要分心。

在慈濟宗門內，一定要合心、和氣、互愛、

協力，才做得出成績來。

我們的行為、我們的團體，是最靈活的

道場。宣揚佛法、弘揚慈濟宗門的重任，就

要落實在每一個慈濟人的身上，這是我最大

的期待！

攝影/覃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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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竹筒歲月

常
言道：「善惡一念間，一切唯心

造。」

人的一切舉止動作，皆出自心念。心

起一絲善念，做出行善造福的舉動，善的

種子隨之種下；反之，心起一絲惡念，便

會做出為非做歹的動作，惡的種子也必定

深埋。

■成為一位手心向下的人

台灣彰化有一位七十五歲的獨居老先

生，家中累積了幾十年的垃圾，環境髒亂

不堪，屋外更是雜草叢生。

當慈濟人家訪時，見到老先生獨居在

這樣髒亂的環境中，心生不忍，於是提議

幫忙老先生清潔環境。但是，這位老先生

很有志氣，他說：「不用了，我已經很習

慣了。」不論慈濟人如何懇求，他始終不

答應。

慈濟人棄而不捨，長期的陪伴、關懷

與無私付出，終於感動了老先生，點頭答

應讓慈濟人清理居家環境。

慈濟人動員社區志工，大家一起幫忙

清理房屋周圍累積幾十年的髒亂，清出屋

內垃圾，洗刷地板、油漆牆壁，還添購新

家具，在同心協力下屋內煥然一新。慈濟

人的付出，讓老先生動容，他說：「感恩

你們布施那麼多的時間為我打掃，讓我擁

有一個清新的家。」慈濟人則回答：「阿

公，應該是我們要感恩您，感恩您布施空

間，讓我們修行。」阿公的感恩，來自對

慈濟人長時間的耐心陪伴，付出一分愛、

一分力量；慈濟人的感恩，則是感恩阿公

肯打開心門，讓他們有機會付出。

除了改變老先生的生活環境，慈濟人

更希望能啟發他心中的愛，於是邀請老先

生參觀彰化田尾環保站，引導他投入環保

攝影/阮義忠

證嚴上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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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行列，付出他的一分力量。某天，老

先生說：「做環保很好，常聽師兄、師姊談

幫助人的事，現在我也能幫助人，真好！」

慈濟人告訴他：「阿公，您若加入我們的會

員，一個月一百元，能幫助更多的人。」

老先生說：「一百元就能幫助人，這

我做得到！」於是他很慷慨地拿出一百元。

到了下個月，慈濟人還沒開口，老先生便

主動拿出錢來，一口氣拿出三百元，慈濟人

擔心會影響老先生的生活，他卻直說：「不

會啦，我平時省一點就好。」老先生生活雖

然不富有，卻願意付出一分力量，從手心向

上的被幫助者，變成了手心向下的付出者；

他滿心歡喜，因為他知道自己也有助人的能

力，所以他盡己所能，歡喜付出，這不就是

「貧中之富」的典範嘛！

■回顧竹筒歲月的精神

其實，一分力量的付出，人人都能做

到；一切付出的行為，只在一念心。當初成

立功德會時，我還借住在花蓮普明寺�，過

著困苦的修行生活。有人說：「你連自己的

肚子都顧不飽了，還想去救人！」

因為我相信佛陀所說：「入我門不貧，

出我門不富」，我認為只要決心要做、肯去

付出，一定能啟發人人心中的愛來響應，就

會產生力量，寫下生命的歷史；相對的，不

去做，就空過光陰、虛度人生。所以，即使

當時生活艱苦，我仍堅持這分救人的心念，

做就對了。

慈濟最早的名稱為「佛教克難慈濟功德

會」。如何克難？照顧戶發放日那天，中午

我們都會備餐，儘管只是稀稀的鹹粥，還得

向普明寺借油、借米來煮。

起步之路，確實辛苦。照顧第一位個

案林曾老太太就需要三百元；而成立的第二

個月，救濟個案就開始增加。必須集結很多

人的力量，才能籌到救濟費用，也因此有了

「竹筒歲月」。

那時候，我要會員每天出門買菜前，在

竹筒�投下五毛錢，存下助人的善款。這樣

的觀念慢慢帶到菜市場�，聽說「五毛錢也

能救人」，菜販們開始響應。許許多多的五

毛錢累積起來，就發揮了救濟的功能。

有人問：「師父，為什麼一定要每天存

五毛錢？一個月交十五元也是一樣啊！」我

說：「我不只要募錢，更要募心。期待人人

每天生起一個善念，日日有善念，日日就吉

祥。」
攝影/證嚴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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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啟發人人的愛心，相信只要

人人出一點點力，就可以幫助苦難人；有

這一分愛心，家庭就會和樂；家家有愛，

社會就會祥和。

這樣的信念，四十年不變。慈濟大

愛，更從花蓮、從台灣，向全世界貧困苦

難的角落擴散。

如今慈濟已邁入第四十一年，四大志

業已然成熟，卻有感於世間的天災人禍頻

仍，善的力量畢竟太少，因此希望能回歸

竹筒歲月的精神，帶動人人每天發起一

念善心，讓愛每天匯集。積少成多、積沙

成塔，善的力量大，就能減少人禍、天災

的發生，減緩世界宇宙衰敗毀滅的速度。

經過輕輕一呼籲，全球慈濟人一傳十、

十傳百，大家都開始響應。志業體各單位

踴躍認領竹筒，像是在花蓮慈濟醫院，不

只各個單位認領竹筒，院長還親自帶頭，

宣導理念，向民眾募心；其他慈濟據點、

醫院、學校，大家愛心不落人後，均一

一啟動「新」竹筒歲月。海外也是如此，

因南亞海嘯而結緣的斯里蘭卡，也已經

跟進響應，而馬來西亞、泰國、南非等地

更是已經推動數年之久。美國、法國......

各地慈濟人，大家的愛心都動起來了。

泰國丁大村有三百多戶村民，生活窮苦，

不過在當地慈濟人的帶動下，現在村民們

不只會做資源回收增加收入，還效法竹筒

歲月精神，捐善款幫助別人。這些都是慈

濟人長時間，愛心、耐心、智慧的引導。

濟貧教富種下善因，讓窮人心靈更富

有；而教富濟貧工作，同樣落實在全球。

攝影/賴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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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說富貴學道難，不過在慈濟的道場，把

握機會，體驗人間悲苦，縮小自己的微塵人

生，也可以啟發愛心，發揮奈米的良能。

■善念累積致祥和

竹筒歲月的精神，深刻在每個慈濟

人的心靈深處；聚小錢成大愛的「新

竹筒歲月」，不只是「行動」，更要發

而 為 持 之 以 恆 的 「 運

動」，滴水成河，粒米

成籮，善念不間斷，善

願 時 時 發 ， 善 行 日 日

有 。 希 望 這 份 精 神 能

引導人人啟發愛心，走

入人群，見苦知福，見

苦發心，見苦啟悲憫，

進 而 身 體 力 行 造 福 。

這次回歸竹筒歲月的精

神，期盼人人每天在啟

發善念的同時，也能以

虔誠心發好願，切莫忽

視自己一點的力量，每

一天一個善念、一個動

作，就可以創造我們一

整天的歡喜；心歡喜，

什麼事都不困難，長期

累積起來，就會產生很

大的影響力。�

人生，不要輕視小

小的善，而不去做，每

天小小的動作，啟發善

心，顧好一念心，也能

增長慧命。而善念的凝

聚，能讓世間更平靜祥

和，最重要的是，那一

念隨之而起的歡喜心，珍貴無價！一切

唯心造，只要有心就不難。所以，希望

大家從現在開始，乘著時光機，重新拾

回四十年前的竹筒歲月精神，自作、教

人作，引導社會人人都來響應。每天在

竹筒中放進一元或五元（也就是台語諧

音「有緣」），心存一善，日行一善，

這個善的力量，就能幫助很多人！

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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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寬念純．禮教之美

《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先

王之道，斯為美。」做人的根本，不能離開

「禮、義、廉、恥」，只要自小培育道德涵

養，人生方向就不會有偏差。

六月二十日，慈濟小學舉行今年度的畢

業典禮。在典禮上，孩子們穿著小學士服，

一一上台接受老師撥穗，當時我在台下看著

這些有福的孩子時，腦海中卻浮現了貴州孩

子刻苦的身影。

■貴州孩子的禮教之美

貴州是中國歷史上素來貧窮的地區，農

耕不易，謀生艱難，有幾句話形容當地生活

的窮與苦：「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

無三兩銀。」然而，當地的居民都展現樂天

命、安貧樂道的本性，孩子們天生具有生活

的本能。

春芝的家住在貴州山上，母親外出打

工，兩個姊姊也外出讀書，從山中的家走到

學校要花費一、兩個小時。小春芝還沒有上

學，所以負起顧家的責任，要放牛、餵豬、

養雞等等。

慈濟人為了貴州扶困計畫，挨家挨戶訪

查時，春芝特地出來迎接，很有待客之道，

趕緊燒水奉茶，在石頭疊成的爐灶中以乾稻

草、樹枝生火燒水，手腳俐落地洗淨杯子。

當杯子洗乾淨之後，水也燒開了，就去拿茶

葉來泡茶。

上圖攝影/釋德悅、下圖攝影/林櫻琴

證嚴上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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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記者與春芝的對答，就知道她平

常捨不得喝茶，但是客人來了，就要拿好

茶招待，真是令人疼惜。慈濟人臨走時，

她還懂得在門口送客，唱歌道別，歌聲很

悠揚，讓人聽到她的純真，也看到了她通

情知禮的一面。

另外還有相依為命的成花、成勇二姊

弟，因為父親往生，母親改嫁，本來是要

和奶奶同住，但是為了不增加奶奶的負擔，

孩子們就自己生活。十二歲的姊姊為了讓弟

弟受教育，自己讀到小學三年級就休學到城

市裡打工，所以成勇很獨立，在破漏的房子

裡，生活起居都自己打理，挑柴、砍柴、挑

水，樣樣難不倒他，還能用功讀書。

貴州孩子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即使

房子裂縫處處，他也會把家裡整頓得乾乾淨

淨，收拾得很整齊，很有生活禮節。所以，

禮不只存在於人與人之間，能把自己的生活

料理得很整齊，這也是禮。

■以禮規範自我

孔子說：「禮也者，理也。」禮就是

理，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不只將自己儀表

打理得乾乾淨淨，居家環境也要整理得有條

有理。有禮之人，才有真正的善念。尊重別

人、感恩別人，就是表現心中的善念。有善

就有福！

其實，人在成長階段，從「幼」教而

「小」學至「中」學及「大」學，每一個階

層都有應學的禮儀。在小學及中學所學習的

禮儀，只是以家庭為範圍，而上大學則意味

著下一階段即將步入社會，因此，已然是成

人的大學生，應該學習處眾入群的禮儀，懂

得與他人應對的禮節。

於小學習得倫理道德，於大學習得專

業的知識技能。所謂「術業有專攻」，進入

大學教育，分科別系，依興趣才能而填選志

願，同時擇定人生未來的方向。

人生若是懵懂、方向不定，就會受到外

在影響衍生欲念，掉入陷阱而更加迷茫，道

德觀念淪喪；若社會地位愈高，則受到影響

的負面範圍就愈廣。

唯有「禮」才能使人不踰越規矩，約束

自己不犯錯；人生路要依於道而行，方向無

絲毫偏差，才能堅定道德觀念，進而引導他

人按部就班，循規蹈矩。

■幸福人生的抉擇

難得人生，來一趟可不容易。佛教指出

眾生輪迴六道，這六條道路，就是天堂、人

間、畜生、餓鬼、地獄與阿修羅。很多人嚮

往天堂，沒有人願意淪落畜生道、餓鬼、地

獄等處，而阿修羅好發脾氣，這樣的人生也

很痛苦。

所以，人生方向不能有所偏頗，一定要

守好自己的本分。在人間，不孝父母、不敬

師長，與畜生無異；不知禮儀、不知感恩，

和其他動物沒有差別。

人人都希望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中，而

「幸福的家庭」基準為何？隨著各自的盼望

與追求，很難界定。其實，只要能好好地守

住本分，自愛又能付出，就是最幸福的人；

一般家庭中，父母親總是堅毅走過坎坷，辛

苦培育孩子，盼望孩子能成龍成鳳，而孩子

如果懂得感恩、報恩、盡孝道，這就是最幸

福的家庭。

各位都是有福的孩子，在此時，六條道

路任由你們選擇。無論福報或是惡業，都是

每個人各自的人生存款，如果只是享福，就

是一直往銀行提領存款，卻沒有再存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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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終有領空的時候。相信大家都曾在過去

生中行善積福，才能生在台灣，出生在好家

庭，受高等教育，因此在在都要知福。知福

的人再惜福，惜福更要造福。

■立志為典範

每個人來到人世間，都有應該扮演的

角色。無論我們扮演何種角色，一定要有

模有樣，既然受了高等教育，將來是社會的

菁英，穿衣就不能邋遢，儀容要自己梳理整

潔，展現出有禮的行儀；在儀容上慎重，就

表示對人的敬重，這才有禮貌。

社會上陷阱很多，要記得「三人行必有

我師」，好的榜樣，我們一定要學習；不好

的形象，我們也要感恩他現相教育我們，讓

我們能警惕自己不犯相同的錯誤，墮入醜陋

的人生。所以，也要用智慧來選擇朋友。

每個人本就具有天真本性，是因為受

混亂的社會環境影響，把本性熏染偏差，

也亂了軌道。此時，唯有以美的人文相互熏

習，才有希望。做人的道理，就在於「禮之

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全都在

「理」與「禮」之中。

我們要立志做一個真有品質、有品德的

典範；慈濟人要當人間菩薩，就要做出「人

品典範」，醫師志為「人醫典範」，人文

工作者志為「人文典範」，教育工作者志為

「人師典範」。慈濟人的美，不只是外在的

美，更是「質」的美，只要我們固守天真本

性，自然就美。

■心寬念純，禮教之美

「心寬就是善」，放寬心胸，容得賢

與能；「念純就是美」，像小春芝一樣，能

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守住純真本性，舉止動

作都是美！心寬念純就是美善，就是令人歡

喜，這也是人文的根本。

我們努力的空間還很大，現在應該要

提倡禮貌運動，社會不能喪失「禮」；禮若

失，理就失，會淡化人們本具的道德觀。

所說的「禮」，也就是做人根本的道

理，所以慈濟大學裡有茶道、花道的課程，

社區也常舉辦茶花道等人文課程，其目標就

在教導人回歸心寬念純之美善境界。

有「禮」，才有人文。人文所表達的是

一種美，但這個美並非舞台上的表演，那只

是「文化」罷了；真正的美要落實在日常生

活中，舉手投足之間展現文質彬彬的氣質，

這才是「人文」。

還有，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要以禮相

待、互重互愛，這才是待人之道。人人能

夠愛人、被愛，就不會敵對鬥爭；沒有敵

人的人，隨處都能平安。社會上很多的衝

突都是因為無禮，所以相互看不順眼，就

發生事端。

難得來人間一趟，應充分發揮生命的價

值，自愛愛他，樹立人品典範，才能受人尊

重與敬愛。

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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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慈濟人的家

最
近，精舍的整建工程已經動工了。噪

音和灰塵難免，生活出入也多少有些

不便，但是，為了讓全球慈濟人有個穩固

而永久的心靈的家，還請大家暫時遷就一

下。

其實，我這輩子都沒有想過我們自己

要蓋房子。三十幾年前我們會蓋大殿，

是因為功德會成立時，我們還借住在普

明寺。那時候我總覺得，人來了有地方拜

佛就好。可是漸漸地，跟隨師父的人也有

五、六位了，那個小地方實在住不下，而

且普明寺有管理委員會，也不是我們能長

久安住的地方。

當時剛好有一個因緣，師媽來為我助

緣，土地就有了。拿著土地權狀去貸款，

加上常住自力更生所得，就這樣拼拼湊湊

二十幾萬元，蓋了一間大殿。

大殿蓋起來之後，幫我們蓋房子的蔡

先生，他的太太也是慈濟委員，她就問

我：「師父，你們大殿蓋好之後，人不

是全部搬過來住？」我說：「是啊！」她

說：「這裡沒有廚房，你們到底要怎麼生

活？」

我說：「我的錢就只有這些。」她

說：「沒關係，你再多買幾包水泥，一些

磚塊，我們把剩下的鋼筋湊一湊，就可以

有一間廚房。」所以那一間廚房小小的，

很小間。不過，我們也住得很安心，也開

始可以打佛七。

■師公造訪促成擴建因緣

我們在大殿裡面拜佛，在裡面辦公，在

裡面睡，也是很溫馨，很好用。從來沒想過

往後是不是要再加蓋？就只是認真做慈濟，

認真修行、拜佛，就是這樣過。一直到了民

國六十幾年，有一天，我們在大殿外面曬豆

子，師公突然來訪。大家固然高興，但是，

晚上要讓他住哪裡？當時我住的地方就是現

攝影/陳友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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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殿地藏菩薩那個位置，就把那一間挪出

來，讓師公住幾天。

兩、三年後，我有一次去台北外雙溪

探望師公，我就問師公：「師父，你什麼時

候再來花蓮？」他就回答我說：「我去你們

那裡，你們那裡又沒有地方住。」我就回答

師公說：「師父，您如果肯來，我就會想辦

法再蓋。」他就說：「那你就蓋啊，我就去

啊！」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就想，我們大家認

真一點工作，大殿後面再加蓋。蓋好之後，

有了中庭和寮房，我們就開始打佛七。每次

要打佛七，常住們就要大清掃，床都要拆了

騰出空間，然後自己到別處打地鋪。好幾年

也就這樣過去了。

我們蓋好了，就請師公來。師公來了，

就住久一點，也來了幾次。後來我們的人

就愈來愈多了，他來，看到我住的地方很密

封，他常常念他們說：「你們的師父住在那

樣小而密閉的地方。」這樣又過了好幾年。

有一次，我又問說：「師父什麼時候要來花

蓮？」他還是跟我說：「你住的那個地方，

一點空氣都沒有，你最好是搬過來，搬到我

住的那個地方。」我說：「師父要來啊！」

他說：「你再有空間，我再去。」

我就想，應該要再加蓋了。所以，就是

這樣一次再一次的，很克難，只覺得夠住就

好。後來人愈來愈多，蓋這邊，蓋那邊，都

沒有規劃。當然也是因為經濟拮据，再者我

也認為，修行人隨遇而安，有得住就好了，

所以就是這樣過來。

後來在逐次加蓋中，為了省土地，都挨

著蓋，所以我的寮房又被遮得不透光、不透

氣。師公又跟他們說：「你們的師父又是住

在那樣的地方，又是沒有空氣。」那樣也是

維持了很久一段時間。

中庭以前是露天的，因為要開會擠不

下，才搭了屋頂。搭起了屋頂，打佛七就有

場地，就這樣一直到現在。後來漸漸的，人

來的時候真的很擁擠，才會把中庭再填高，

蓋成了觀音殿。總而言之，我們很簡單，就

是四四方方，長方形的蓋起來。

前幾年覺得，師公年紀這麼大了，我

們這裡有醫院，可能對老人的照顧比較方

便。所以為了接師公來花蓮住，我們的後

面棟才會安裝電梯。我們精舍唯一比較豪

華的設備，就是那部電梯，就是要讓師公

上下樓方便。

■龍王發威，颱風夜驚魂

最近，精舍是一個地方、一個地方，

一直漏雨了。昨天早上，我在走道遇見一

位志工在放桶子，又滴水了。其實，每一

次遇到颱風，我們這裡面到處都可以看到

桶子在接水。

最近我一直這麼想，真的還是要再蓋。

本來我都沒有那個念頭，從來沒想過有朝一

日，精舍會有多大的建設。直到去年的龍王

和海棠颱風，實在很嚇人，屋子到處都在漏

雨，晚上我就跟他們在那裡塞紙、堵門縫。

這裡開始漏，那裡也開始漏，看了心很痛，

我覺得真的很對不起發心跟著師父修行的這

些弟子。

看到他們那邊想跑過來照顧這邊，也

跑不過來。其實，這邊萬一被掀了，我們想

跑過去那邊也難啊！強風一颳起來，真的很

難。尤其是三樓，有一年師公在這裡，颱風

來的時候，鐵門也是被颱風吹歪了，要出來

不能出來，要進去不能進去，沒地方跑。所

以從去年開始，我生起了這個念頭，覺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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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精舍應該要整建。

其實，助這個緣的人是師公。每次颱

風來，我上樓去看師公，師公就會跟我說：

「聽說颱風來，到處都有漏水。你們這個精

舍有這麼多人，應該要重建啊！」我就跟師

公說：「師父，還可以啦，現在大家都住

得還不錯。」他說：「不錯？你都不知道哪

裡漏水，你都不知道哪一扇門被吹壞。」我

說：「我不知道。」

後來，有一次我就跟他說：「師父，

假如真的要蓋，後面的可以動。但是，大

殿是慈濟人心靈的故鄉，我捨不得敲。」

他就說：「怎麼捨不得？同樣啊！蓋大一點

啊！」我說：「啥！連大殿也要敲啊！」他

說：「對啊！把它敲掉啊！」

有時候我也很固執，我心裡實在捨不

得敲掉大殿。因為當年也沒有什麼建築設計

師，這個大殿是我自己設計的，應該我後面

的弟子要尊重師父，再怎麼樣也要保留這個

大殿。

昨天他們又跟我說：「要不然把大殿往

前推一點。現在有這種技術了，把它往前推

一點沒有問題。」我也不太高興，因為我覺

得這叫做「飲水思源」，這個源頭，師父一

開始選擇在這裡定下，而且它確實很堅固，

就別去挪動它，這也是尊重啊！

但是，有的時候，早課後的晨語開示時

間，我就看到有的人在大殿拜佛聽經，也有

的人在觀音殿，會議室也有，簡報室也有。

覺得這實在是不像道場，沒有道氣。哪有一

個道場像這樣？再加上龍王和海棠颱風，真

的是嚇到了。所以，終於下定決心要整建。

攝影/陳友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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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徒之間的約定

也因為我們裡面的出家眾，我真的很感

恩他們，跟著師父不怕吃苦，永遠保持自力

更生。我常常跟他們說，無論如何「靜思法

脈」你們永遠要代替我承擔。精舍是全球慈

濟人的家，靜思的弟子們，一定要讓師兄、

師姊們回來就是回到了家，絕對不是到一個

道場，而是回家。所以，常住也需要有穩定

的生活。我們的生活逐漸穩定，是從做蠟燭

開始，然後有了豆元粉，再來就是「靜思文

化」，逐漸的穩定下來。

真的是很感恩郭建築師，他就像在蓋

自己的家一樣的用心。還有我們的慈誠，這

麼多年來，從蓋「三十三天」、慈誠樓，大

家已經對建築愈來愈有經驗。尤其是九二一

地震援建工程，讓他們學了很多，對建築從

外行變內行。所以，慈誠聽到我們精舍要整

建，他們就一直回來跟我說：「師父，這是

我們自己的家，你一定要讓弟子自己來蓋，

我們大家自己來承擔。」

我就跟他們談條件，說：「好啊，你們

回來蓋，師父也安心。」因為這裡是一個修

行的地方，如果是慈誠回來，出出入入的都

是自己人，我會比較安心。就不用擔心很多

陌生人在這裡出入，很複雜。

但是師父的條件就是，有些人是從事營

建為生，我們請他們回來貢獻專業，就要按

攝影/林光明

攝影/柳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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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矩發給工資。因為你們回來蓋自己的家，

已經給師父一分安心了。其他的師兄、師

姊，大家利用時間回來，前前後後出個力，

大家有參與感；自己的家在拆、在建，都有

參與感。

再來，有一天我走到後院，剛好某一區

的慈誠跟委員，他們載蓮藕回來。我問他們

說：「你們怎麼有這麼多蓮藕載回來？」他

說：「向人家包購的。咱們精舍在蓋房子，

有這麼多人吃飯，所以載回來。」我心裡很

感恩，但是我過意不去，就當面告訴他們

說：「你們看總共花了多少錢？記得要報帳

喔！」

我心裡明白，既然被我遇到一次，就

表示未來應該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我走到

後院，我就叮嚀工地的慈誠幹部，說：「你

們聽不聽師父的話？你們護持師父，我很感

恩，但是要記得，要疼惜我的慧命。不要為

了我們要蓋房子，去跟人家勸募，無論是勸

募食物或別的東西。我不要喔！你們要疼惜

我的慧命。」

我真心的告訴你們，希望你們不要做這

件事情。你們如果真的愛師父，就要疼惜我

的慧命。你們可以回來，學著節儉過日子，

但是不能為了減輕常住的負擔，就從外面募

錢回來。

我們的菜園裡有菜，甚至菜頭、菜尾

都可以用。例如，空心菜的長梗，摘下來灑

點鹽巴搓一搓，這樣也很好吃。蘿蔔削下來

的皮，洗乾淨，用鹽搓一搓，炒一炒也很好

吃。這都是節儉。我們可以盡量節儉，你們

也可以回來這裡學習節儉。

儉是養德，靜是修心。我們要怎麼回來

這裡學靜？雖然工程在動，到處在敲，來來

去去的人很多，但是我們回來這裡，就是要

學會動中心靜。外面在動，但是我們的心要

很靜。所以「靜以養心，儉以養德」。

記得，我剛成立克難慈濟功德會時，自

己的生活很清苦，卻在募錢做救濟，於是就

有傳言，說我平時說不受人供養，其實募錢

救濟必定有油水可拿，否則天下哪有自己吃

不飽還去救別人的事？所以，我要求你們，

若是愛護師父，就是要守護我的慧命。其實

跟這件事情不無關係。我一定不要人家誤會

我接受了什麼好處。我就是這樣一直做過來

的，我現在也要很清，不可以有一點點濁。

你們如果真的想回來幫忙，一定要有

這樣的心態，絕對不要讓師父聽到那種話，

說：「我們出錢買東西回來。」你們也不要

悄悄地說：「別讓師父知道。」你們不讓師
攝影/陳友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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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知道，師父還是會知道。所以拜託你們要

把這一點守好，才准許你們回來參與建設。

這樣做得到嗎？（眾答：可以。）

■精神中心，宗教形象

你們瞭解了，師父的能力就只有這樣而

已。靜思精舍是慈濟人的家，所以寮房還是

一樣，如果不是很大型的活動，人數不多的

話，還是回來我們的精舍住。

「靜思法脈」就是「為佛教」。為佛

教，一定要保持宗教形象，而出家修行者，

就是最好的佛教形象。靜思精舍永遠都是慈

濟的起源，慈濟的起源就是這一群出家人。

所以，寺院、精舍，就是「為佛教」的形象

中心，也是精神的中心。

「精神」是看不到的，但「形象」可以

留下來。所以，我們現在要蓋的屋舍，必須

樸素而莊嚴，要襯托出建築物之美。這是精

神的形象，是慈濟人的家。

宗教的精神就要由出家人來作證。所

以，精舍整建，就是要讓出家眾有個穩定的

修行道場，也是為了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

濟宗門。無論在精神上或在形象上，這樣的

道場一定要有。所以，我非蓋不可，這也是

原因之一。

再來，我們這裡是慈濟宗門，全球慈

濟人的家，應該要有足夠的空間。除了安住

常住以外，醫療志工白天在醫院服務，晚上

回來我們的家，這樣慈濟人的家才會永遠存

在。國外的慈濟人回來，我們還有家，有一

群修行者在，那就是我們心靈的家，佛教精

神形象的家。

再來就是顏惠美他們這些常住志工。

像他們那樣，一生已經是盡形壽、獻身命。

還有我們現在宗教處的一群年輕人，抱持

單身，終身奉獻給慈濟。雖然他們形象上沒

有出家，但我把他們視同出家──用出家的

心，但是用入世的形，投入人群。

慈濟宗門就是立體琉璃同心圓。所以我

們這個家，將來要容納小圈圈、中圈圈、大

圈圈。那個小圈圈，就是精神中心、宗教的

形象的「靜思精舍」。

大圈圈就是全球的慈濟人，大家有自己

的家庭，又有慈濟大家庭，在全球各地護持

慈濟。

還有一個中圈圈。中圈圈就是現在精舍

已經立了一個這樣的法；因為我的年紀也大

了，所以要傳承下去。我需要的人是必須抱

著出世的精神，他願意承擔入世的志業，他

沒有小家庭的牽掛，他可以用心投入大家庭

去付出。

他的將來，雖然身沒有出家，可是他是

精舍的家人，永遠都以精舍為家。他是一位

修行者，但是四大志業要推動在社會，無論

是慈善、醫療、教育、人文，或是國際救災

等等，他以在家人的身份，到每一個地方都

很方便，可以去推動四大志業。

所以，這樣的中圈圈，可以連接中心的

小圈圈和外圍的大圈圈，他要去推動全球慈

濟的精神與愛在人間。這就是「傳承靜思法

脈，弘揚慈濟宗門」，把這股清流湧泉，源

遠流長，綿延流傳下去。

當初我的師父給我的是「為佛教，為眾

生」，而我要給你們的是「以佛心為己心，

以師志為己志」，就這樣一脈相傳。這個

立體琉璃同心圓，就像漣漪一樣，從一滴擴

散，小圈圈、中圈圈、大圈圈。這就是佛法

人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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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合心�人醫典範

四
十多年前，父親往生後，我便踏入了

佛教世界，而當我開始修行的那一刻

起，就已經篤定了「靜寂清澄，志玄虛漠，

守之不動，億百千劫」的精神理念，有此覺

悟，才敢大膽地往前邁步，開闢出既寬且廣

的慈濟人間菩薩道來。

■回首醫療來時路

花蓮慈濟醫院在今年圓滿二十周年，

回首來時路，我的心中充滿無限的感恩和

感動！

一九六六年，慈濟由慈善起步，當時，

我的心願是要消滅貧窮，但是貧戶卻愈救愈

多。經過一番深入的瞭解分析，終於發現癥

結所在──大多數接受濟助的個案，都是因

病而貧，從此，我開始用心籌劃醫療工作。

最初的醫療工作，是將貧病者送醫救

治，幫助他們恢復健康，能面對社會自力更

生。此外，花蓮接獲提報的個案愈來愈多，

為了讓這些人及時得到治療，小病就能迅速

康復，不會拖延成重病，演變為貧病的惡性

循環，因此在克難功德會成立六年之後，於

一九七二年九月在仁愛街成立「慈濟貧民施

醫義診所」。隨著慈善工作不斷往前推動，

獲悉許多家庭經濟困難，亦無法前來義診所

接受治療，所以我們開始上山、下鄉，翻山

越嶺去做義診。

不過，這些做法並不夠徹底，根本之計

還是建蓋一座醫院，結合慈善與醫療，才能

直接照顧貧病眾生。

於是，我提出建院構想，經過兩年的勸

募後，我們決定正式動土。動土後，慈濟委

員們積極展開勸募，這期間不分男女老幼，

也不分企業家或是販夫走卒，大家同心協

力，千千萬萬隻手從後面推著我前進；一九

八六年，慈濟醫院終於在艱難中建蓋完成。

當初要在醫療缺乏的東部花蓮蓋醫院，

我以為醫界人士應該會率先支持，卻沒想

到遇及許許多多的困擾，腳步剛踏出去，就

面對著風風雨雨，障礙無數。但是我始終認

為，佛教的理念，不應只停留在精神層面，

經典若光是用口宣說，無法救人，一定要

身體力行。所以，花蓮慈院可以說是「邊走

邊整隊」地在重重困難中實現；硬體建設完

備，軟體的人事更是困難，我們一路努力地

維持，直到今日。

慈濟醫療網往南下延伸，陸續在關山、

玉里成立分院，這兩座小而美的醫院，不僅

發揮醫療良能，更主動敦親睦鄰，深入當地

社區從事衛教與關懷，都做到讓整個小鎮把

醫院當成自己的家一樣，充滿了溫馨的醫療

人文。

而大林慈濟醫院也是在十多年前，雲嘉

地區醫療非常缺乏的時候，因為各界人士的

請託而決定建設。那時同樣沒有建院基金，

土地諸事困難重重，等於又再重新起步，一

證嚴上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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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又一波的問題隨著工程發展迎面而來，難

以道盡。

啟業至今，大林慈院已經六周年了，這

座「田中央的大病院」有如家一般地溫馨，

主管們用心帶動、指導，年輕後進也十分努

力，在行醫之路用心探索，每一位都很優

秀，讓病患對慈院產生信賴。

大林慈院累積了花蓮慈院的經驗，新

店慈院又融合了兩院的經驗與特點，愈漸優

質。新店慈濟醫院成立在台北大都會區，除

了嘉惠附近偏遠的鄉鎮，也希望由此提升醫

病關係，倡導醫病人文。

有人曾問：「台北並不欠缺醫療，為什

麼慈濟要在這裡建設醫院？」

在我看來，醫療是生命工程，因此，

從事醫療工作者一定要有使命感。從前的醫

師，是用生命投入患者的生命；患者則將醫

師當作救命恩人，那種真誠的愛、醫病之間

的情，在現代社會中已難見到。

■消費醫療與醫者之愛

現在的社會，醫病雙方關係不良，

「醫」的這方很冷漠，抱持著領薪水而看病

的想法，只是看「病」，而非看「人」；至

於「病」的一方也不懂得感恩，病患常抱著

消費的心態求診，若對醫師有所不滿，常衍

生醫療糾紛。這種無理取鬧的行為，就是對

醫師缺乏尊敬與感恩所致。

世間最苦，莫過於病。一個人即使擁

有再高的地位或財富，一旦病痛來磨，苦

痛也與他人無異，所以醫療是社會不可或

缺的行業。

拯救病苦折磨，應是所有「志為人醫」

者的初發善念。世間沒有比生命更可貴的，

能夠當醫師搶救生命，是神聖的志業。佛經

有云：「慈悲大醫王，無上智良藥。」良

醫，不僅有高明的醫術，而且能以慈悲、智

慧為良藥，對症療治老、病、憂、惱，解除

病人生理和心理的苦痛。所以良醫和佛陀一

樣，堪稱「大醫王」。

有一幕醫者之愛的畫面，一直讓我刻

骨銘心。花蓮慈濟醫院骨科吳坤佶醫師，隨

慈濟醫療團至海嘯後的斯里蘭卡義診，看到

一位女孩雙腳變形、腳上有膿瘡，成群蒼蠅

圍繞在她的傷口旁飛舞；而傷口散發出的異

味，也讓旁人不敢接近。

吳醫師看著女孩孤獨的身影，心裡充滿

不捨，和志工提來清水、準備了刷子、指甲

刀，就蹲在女孩面前，把她的腳放在自己的

膝蓋上，開始細心地幫女孩刷洗積滿陳年污

垢的雙腳；之後在傷口敷上藥，還把她不知

多久未修剪、又厚又長的腳指甲，一根一根

剪短。

這分用心、對病患的尊重之情，多美

啊！這一幕讓我很震撼。把病患當成親人、

當作最好的朋友，用自己的生命走入病患的

生命中，這正是以生命相交、同體大悲的醫

者真情！

有位泰國華僑吳先生，慕吳坤佶醫師之

名，來台灣求診。手術時間排好了，吳醫師

卻臨時需赴印尼日惹義診；吳先生表示這是

救災，他願意成就和等待。於是吳醫師出國

期間，他天天盯著大愛台，找尋吳醫師的身

影，關切他在災區是否平安，也了解災民的

處境，一顆心彷彿隨著吳醫師到印尼發揮愛

的關懷。

吳醫師回到台灣，隔天即為吳先生動手

術；醫病間的信任和祝福，讓吳先生恢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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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順利，也覺得等待是值得的。這樣的醫病

情，多麼溫馨！

醫病之間建立的感情是永恆的。在日惹

災區，慈濟醫療團救災任務告一段落將離開

時，醫護志工心心念念還在災民身上，牽掛

著他們後續照顧問題。這分醫者之愛廣大無

邊，沒有種族、國界、貴賤的隔閡；這分不

捨之心即是佛心，也是菩薩心。

所謂「慈悲」，就是一心付出，只希望為

受苦受難的人拔除痛苦，給予平安和幸福。若

人人都能發揮慈悲心，人生就會很溫暖。

■志為人醫、堅心守志

我之所以重視「志為人醫」，是希望醫

師們能以選擇志願的初發心，提起愛心，時

時念及身為醫師的本分，發揮良能，啟發人

本之愛。不論是建蓋醫院或設立醫學院，對

我而言，都是為了提升醫療人文，提升醫療

研究。

就像大愛台開闢《志為人醫守護愛》這

個節目，不是為慈濟醫院打廣告，而是藉此

喚回醫病雙方的感恩、尊重與愛。

立志從事醫療工作者，並不是人人在過

程中都很順利，有些人曾經辛苦努力，或是

遭遇家庭困境，在學習中遭遇困難等等的逆

境，都是依憑著一念志願，堅定度過而成為

醫師，實在不容易。但是人往往很健忘，很

多人從好醫師變成有名的醫師，名的後面總

是跟著利，接著就是享受，因而忘卻當初的

立志。

若是從醫者能堅心守志，不為名利享受

蒙蔽心性，才不負良醫本志。因為，醫師在

社會上地位崇高，不但受人尊重，也是搶救

生命的推手，倘若醫師失去了從醫的初衷，

本身又沒有涵養，如何做好救人的工作？

我很喜歡閱讀有關史懷哲醫師的傳記，

每讀必深受感動；看到原本不是醫師的史懷

哲，只是一念悲心起，知道非洲有那麼多缺

乏醫藥的可憐人，他下定決心返國讀醫科，

立願當醫師，並且一生在苦難的地方，與苦

難人為伴，減輕他們的病痛，我很敬重他立

志救人的情操。

在大林慈濟醫院啟用時，特別舉辦了

「台灣良醫典範展」，展出百年來西醫傳至

台灣的史跡。許許多多的傳教士、醫師們秉

持宗教博愛的精神，冒險而來，不畏艱困，

開拓台灣醫療之路。

譬如在一百三十多年前，馬偕博士當

時才二十多歲就來到台灣，走遍北台灣的城

鎮鄉村，終身為台灣醫療奉獻，多麼令人敬

佩。雖然他是基督徒，肩負傳教的使命，但

是我常說宗教不應有分別心，只要是正信的

攝影/江珮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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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都在為人類而付出，都值得尊重。

能尊重別人，才是尊重自己；倘若不

尊重別人，自己就會有傲慢心，別人也不會

愛你，這就不是可愛的人生。所以要自我培

養尊重他人，以及熏修自己的涵養；懂得自

愛，才能去愛別人。

我常對慈濟醫院的院長、副院長及所

有的同仁們說：「要有感恩、尊重、愛的

推動與互動。」假如感恩說不出口，那就

是不懂得感恩的人；不懂得感恩的人，如

何能愛人？

人人心中都有愛，大部分人卻難以啟

齒，這需要學習。醫護人員要用心照顧所有

的病患，做到「視病如親」，就是真正的自

愛、愛人。

無論是史懷哲醫師或馬偕博士，他們的

良醫典範能受到敬重，除了他們無私的奉獻

之外，還有那分愛的涵養。我們若只是口頭

上的敬重，沒有真正地實行他們的精神，是

無法受到肯定，也得不到受尊重的愛。

■億百千劫的大愛醫療精神

在這十多年期間，醫療生態起了大變

化，而慈濟醫療志業一向不與人競爭，除了

安內，也要和外。大家有志一同，投入愛的

醫療、人文的醫療，提高醫療品質，守護生

命、守護愛，這是真正需要「守之不動，億

百千劫」的大愛醫療精神。

師父一向只問慈院救了多少人，醫療品

質有沒有提升？大家有沒有認真研究如何減

輕病患的苦難？一心只希望打穩醫療志業的

基礎。

慈善志業剛開始的時候，我一年兩次

到全台各地訪貧，把社會當成一個「研究

室」，去探討貧的來源；為了解決「因病而

貧」的惡性循環，因此決心蓋醫院。

現在，慈濟醫院以及全球慈濟人醫會的醫

師們，也願意把他們的「研究室」設在窮鄉僻

壤、物資困乏、災難所在之地，身體力行體會

苦的真諦，用腳步找尋苦難的答案──他們發

現，「愛」正是一切苦難最好的解藥。

的確，愛的力量大，沒有做不成的事；

愛心人多，才有能力去創造搶救生命、守護

愛的工作。

對於慈濟四大志業皆是如此，要打穩

志業基礎、穩定志業人文，人要做出人格典

範，志業也要做出慈善、醫療、教育、人文

的典範，文史流芳。人人有德、有愛，志於

慈善、志為人醫，守住自己的立場、出發

點，如此才能千秋百世永存。

感恩醫護同仁們展現合心、和氣、互

愛、協力之美，「視病如親」在慈濟醫療志

業中不是口號，而是早已落實，每一位醫師

都以佛心、父母心疼惜病患，除了醫病，更

為他們考量術後的生活品質，真正是妙手妙

法妙人醫。

志為人醫，就是要「走」入人間，才

能發現疾苦者的需要。志為人醫，永遠都

可以成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愛心匯集、

搶救生命，開闊了奉獻的空間，在時間的

長河中累積善與福、長情與大愛，即能化

當下為永恆。

四十年來，慈濟從花蓮為起點，逐漸普

遍到全球，希望人人都能保持初始那一念清

淨無染的心，累聚點滴從線而面，成為立體

又晶瑩透澈的圓；充分表現「感恩、尊重、

愛」這分善的循環，即能做到人圓、事圓、

理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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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大士之芳蹤

慈
濟世界中有許多的感恩與感動，隨

著時間累積，在今年我們圓滿四十周

年，四大志業亦趨近四化──慈善國際化、

醫療普遍化、教育完全化、人文深度化。

發展四大志業，絕非營利，而是為了理

想，是為了現在社會人間的需要而做。很慶

幸，四十年來方向沒有走偏，不只在同一時

間累積智慧與力量，菩薩道場上的接力賽，

更是一棒一棒地承接，人間菩薩隊伍愈來愈

浩蕩。

回顧過去，四十年已是一部龐大的歷史

記錄，草創的克難艱辛，就像走在窄小的田

埂路上；然而現在的道路雖然開闊多了，卻

仍是坎坷難行。這條人生路不好走，但是很

感恩一路有這麼多人用愛鋪路，大家一起手

拉手走過來。

現在有康莊大道可走，要感念過去的田

埂小路；現在有遍布全球的慈濟人，要感恩

最初的幾位慈濟人。

■以人文呈現「守志奉道」

「發心容易，恆心難」，能夠把握恆

持，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一心不變，儘

管路上有風有雨，有人我是非，依舊守志不

變，沒有絲毫動搖，真正不容易。然而我們

就是要以人文來顯示這樣的「守志奉道」。

進入慈濟，順著綿綿流長的時間長河，

在運動場上不斷承接、交棒，無論是在慈濟

的第幾年投入的，即使是今天才進來的人，

承接的都是四十年所累積的點點滴滴。

所謂「人文」，即指人有「人」格風

範，要以「文」史流芳，記載許多能夠發心

立願，又能守志奉道，一路朝著發心的目標

筆直而行，去投入、去付出的人，這真正是

人間典範，人間菩薩，希望大家「追隨菩薩

芳蹤」。

證嚴上人開示

攝影/陳潁茂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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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張清文

攝影/王輝華 攝影/日本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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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師父開始做慈濟時，去向師公（編

按：印順導師）報告，並求導師撰寫一篇

序文，導師寫了兩百多字，於早期的《慈

濟》月刊中刊載。其中就寫及「追大士之芳

蹤」，四十年後的現在，一樣以此期勉大家

效法菩薩風範，跟著菩薩的足跡向前走。

■影音重現、見證慈悲

佛典的起始都是「如是我聞」，並提及

佛陀當時走到什麼地方、為那些人說法，用

什麼方法教育弟子，留下佛陀走過的足跡。

但是，那時沒有攝影機、照相機、錄音

機等科技設備，甚至連紙筆也無。佛陀入滅

後，弟子們憑著記憶集結經典，並推舉「多

聞第一」的阿難尊者重述佛曾說過的法，所

以起始就點明「如是我聞」──這是我阿難

聽佛這麼說的。

如今，影音科技日新月異，除了可將

聲音清晰留存，還能以攝影機錄下身影、景

物，讓人聞聲見影，無論時光過去多久，只

要攝錄資料留存，都能隨時影音重現。慈濟

人慈濟事，也因為有這些工具的輔助，能夠

精準地留傳，「如是我聞、如是我見」，見

證慈悲、見證台灣生命力。

身為人文志工，就是要將寶貴的真實記

錄留存。慈濟世界裡，人人都是寶貴經典，

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於7/18-19在高雄演出；來自雲林虎尾的曾淑慧師姊1993年參與培訓，因腿疾而中斷，1996年再次參

與培訓，又因退化性關節炎發作依然無法完成培訓課程，但是仍然努力參與慈濟的活動。圖：人文真善美志工採訪淑

慧師姊。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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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環保志工們，許多上了年紀的老人家，雖

然不見得識字，但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深

富哲理，使人銘刻心版；用眼睛看，就可以

從他們的身行讀出內涵。許多感人的事物，

都值得挖掘記錄。

像是日前至內湖聯絡處，聽聞有位老菩

薩長年駝背，因為做環保回收、分類，不知

不覺挺直了；也有一位年輕的男眾居士坦誠

過去酗酒，偶然在大愛電視看到師父開示，

覺得句句都是針對自己而說，遂決心戒酒，

除了投入環保志工，也參與慈誠培訓，重獲

新生。

這兩位志工的故事都是很好的人生見

證，這就是人文，堪為典範。

■珍惜慈濟點滴、人才跨區互補

看看海外慈濟人，他們只要有活動，就

會有完整的記錄和相片、影帶寄回台灣，就

連大愛新聞的海外活動畫面，也都是當地志

工所拍攝的。他們身處異國，離本會這麼遙

遠，資源一定比台灣少，志工們卻都能製作

優質的人文記錄，就是因為他們十分珍惜，

用心將每一件慈濟事點滴輯錄。我們立足

台灣，台灣是慈濟的發祥地，大家要更加珍

惜，讓慈濟的人文薈萃在台灣。

其實，值得留存的人、事、物，必須及

時留檔，否則，事情做了卻沒有記錄，就空

白了這段時間的歷史見證，這才真正是慈濟

的損失。

文史工作十分龐雜，尚須仰賴專業，

其實「用心即是專業」，只要以耐心、智慧

與愛呈現個案，訪視組不只是告訴人文志工

何處有個案，讓他們自己去拍攝訪問，這會

讓人文志工無從著手。應該要做到「四合

一」，訪視志工平時以智慧與愛和案主溫馨

互動，久了就能與案主溝通，讓他們願意接

受採訪，再會同攝影、錄影、文字記錄的人

文志工前往，就能自然呈現溫馨的畫面。

■將師父的話放在心裡

師父常說：台灣無以為寶，以善、以愛

為寶。大家落實社區做事，可接引更多人投

入，而且也能跨區活動，所有的圖文影像都

是見證。

不只是師父有「衲履足跡」，慈濟人在

各個角落遍布志業足跡。期待每一次活動、

每一個個案訪視都要有真善美的記錄，因為

每一件慈濟事都留有我們的足跡，都寫著我

們的歷史，我們要把握在全球人面前展現台

灣生命力的機會。

有了人文志工，就有慈濟歷史。四十

年，用愛鋪路，從田埂路走成康莊大道。我

們現在腳下這一條路，希望大家要合心將它

鋪平、鋪穩，讓未來的人能夠再繼續鋪下一

條長遠的路，不斷接棒傳承。

所有的慈濟人都是師父的弟子，都是師

父的寶，希望人人都能發揮良能，投入感情

去付出，有情則甘願，自然就不累。還要牢

記「慈濟四神湯」──知足、感恩、善解、

包容不可忘，因為如果沒喝這四神湯，就無

法做到感恩、尊重、愛。做事是前腳走、後

腳放，但是法不能忘，要徹底吸收，將師父

的話放在心裡。請大家，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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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善孝為先

「尊親開顏笑，一家樂融融」，這幅孝

親圖的畫面，現今社會已經難得見到。

人生百善孝為先，儒家提倡孝道，佛

教對於孝道也很重視，經典中不斷倡導，

譬如《父母恩重難報經》提及，父母對子女

的恩情天高海闊，子女「左肩擔父，右肩擔

母」，即使磨破肩膀深可見骨，也不足以報

答父母恩情。

《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

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可見孝順首要敬重父母。

做子女的除了奉養父母、照料生活起居

之外，還要時時陪伴著他們，心誠意敬地讓

父母歡喜，這是基本的孝；更進一步能夠為

父母發願利益眾生，這是長養父母的慧命，

引導父母力行於善，超越凡夫的心態，走入

聖道，才是最重要的大孝。

■人生至善的目標

在醫院中常可看見人生百態，像之前新

店慈濟醫院有一位六十多歲的王先生因病住

院，子女都很細心照護，一家和樂融融，令

人感到很溫馨。

這位王先生年輕時，家境清貧又要撫養

五個子女，別人做一份工作，他做三份工，

非常辛苦仍堅守做父親的本分，撫育孩子長

大成人。

兒女們都知道父親的苦楚與付出，所

以能知恩報恩。父親住院，即使經濟能力

許可僱請看護，然而五名子女堅持不假他

手，輪流來照顧，而且對父親輕聲細語、

細心體貼，一家孝悌真難得。

在社會上也有默默行孝、行善，值得

作為楷模的人，更應廣受表揚，讓這種良

善的榜樣，形成一股美的風氣。

高明善居士是慈濟世界中有名的孝

子，他家兄弟眾多，母親年歲已大，兄弟

們天天輪流陪伴媽媽爬山健身，那分細心

呵護現在真的少見了。兄弟們非常合心，

不曾生起糾紛或口角，以「和」供養母

親，讓母親安然自在地生活。

高居士不但孝親，更能投入社會利益

人群，去年他隨慈濟團體至大陸貴州發

放，出門前向母親辭行時，母親還好好

的；到了貴州，卻接到母親無疾而終的

消息。

問他要不要趕回來奔喪？他表示，母親

的後事有家人關照，慈濟人也會幫忙，既然

已經投入為善的行列，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完

成。在發放時，他看到許多窮困的老人家，

接過他雙手奉上的物資，臉上露出滿足的笑

容；知道他們有了這些物資，足以溫飽一段

時日，即稍稍彌補喪母的悲傷。

雖然他沒有見到母親最後一面，在發

放工作結束後趕回來，母親的後事已經辦

得差不多了，但他這是為母親累積功德，

證嚴上人開示



48

法音宣流

49

因為母親給予健康的身體，讓他能夠行

善，利益眾生；他並沒有為了母親的喪事

半途折返，一心向前走，不但為自己，更

為母親廣結善緣，這是超越小愛的大孝。

這些都是非常難得的現代「孝經」。

「經者道也，道者路也」，經中的道理我

們要身體力行，好好地體會人生價值觀。

唯有明白真正的人生道路首重行孝，孝道

走得通，善道才能毫釐不差，到達人生至

善的目標。

■孝順是做人的根本

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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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在的年輕人不善調適心緒，

大好人生往往自我毀滅，不懂得管理自我

生命，一念之差，毫釐的偏向，最後就會

錯得很離譜。

看到幾則新聞報導，令人怵目驚心─

─一位年輕人威脅要殺害阿嬤，好取得

遺產繼承；日本青年透過網路，相約集

體自殺；也有年輕人過不了情關、失控殺

人......。這些年輕人因為思想脫軌、失控，

所以傷害別人、造成社會人心惶惶不安；

也因這一念之差，斷送了自己寶貴的人

生。如此不但沒有反哺盡孝，更傷害父母

的心。

生命可以重如泰山，也可以輕如鴻

毛，端視自己如何讓生命發光，利益人

群。不懂得管理生命的人，大部分都是不

知恩，不懂得父母的辛勞，也不顧忌傷害

父母的心，更不知養育之恩昊天罔極。

看到有人為了愛情毀掉自己，同時毀

掉別人，這真是愛嗎？其實是缺愛，而

且是畸形之愛、不軌的貪念之愛，不顧一

切，傷害別人也斷送自己，擾亂了社會，

也傷害父母的心。如此不顧家庭、社會，

自私地踐踏生命，真是令人擔心。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亮麗的生命。

有一則很感人的真實人生──北加州的慈

濟人醫會，有位宋醫師，他有一個美滿的

家，夫妻恩愛，母慈子孝，彼此愛惜，真

正把握住愛的真諦。

宋醫師的母親氣質高雅，為人謙和，

但八十多歲高齡，患有輕微的失憶症，平

時宋太太為了讓宋醫師能專心從醫，就全

天候照顧婆婆生活起居，不讓先生有後顧

之憂。

宋醫師很體貼太太，每逢周末假日就

由他照顧母親，讓太太回娘家探望自己的

父母。有時候宋醫師假日參加義診，都會

看到母親與他同行。宋老太太會坐在候診

處，親切地招呼來就診的每個人。

宋醫師每看完一位病人，就會抬頭看

看母親，微笑招呼。倘若不見兒子，宋

老太太會到處找，彷彿失落的孩子在找媽

媽；每個看過宋醫師母子相處的人，都由

衷地尊敬這位醫師。

這樣彼此體貼、互相有愛的家庭，真

美！為人子媳能孝養父母，敬愛長者，為社

會付出己能，就是給下一代最好的榜樣。

孝親倫理，並不是什麼做人的大道

理，而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只是現在

的年輕人不但不感恩父母，更別提反哺

報恩。父母只好降低標準，要求孩子乖就

好，只求孩子平安，能否孝養都沒關係，

只要不讓人操心就好了。

現在的父母不敢要求孩子孝順，然而

孩子能自求平安嗎？

孝順是做人的根本，若孩子不懂得知

恩感恩，不懂得管理生命、管理情緒，人

生將會逐漸走偏方向。

我常說，自愛就是報恩。現在的年輕

人令人擔心的，都是起於那一點心的方

向，假使人人都把那一點點的迷思導正為

「慎思」，一定社會祥和，家庭幸福，每

個人都有亮麗人生。

生命要慎思，戒慎正思惟，朝向正確

的方向，做就對了，秒秒踏實做，就能時

時有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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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心的主人

證嚴上人開示

現
在的年輕人真幸福，但是知不知福

呢？

常聽到年輕人說壓力大。我十分不解：

何謂壓力？既看不見也摸不著，僅僅是一種

心理感覺，卻讓人如夢魘般掙脫不了。深究

原因，平時沒有依止的方向與目標，心思就

會隨著貪念、瞋怒、愚昧而四處亂竄。所以

年輕人要學習生命的價值觀，以及正確的人

生目標。

現在社會亂象叢生，猶如模糊而龐大的

夢遊世界，讓人失去方向。如何指引年輕人

步上正軌？當務之急，人人應淨化己心，回

歸清淨的本性。

每個人都想追求快樂，諸如賺大錢、住

豪宅、開名車；這些真的是快樂人生嗎？其

實生命的真諦是苦多於樂，即使有再好的順

境，也會受到磨練、遇到挫折，更須接受生

命嚴酷的考驗。需明白的是，苦樂唯心造，

只有心靈方能創造出生命的燦爛。

■挑戰生命的考驗

在慈濟技術學院有位宋慶琳同學，在國

中時發現罹患骨癌，小小年紀就能以樂觀、

善解的心，勇敢地對抗病魔，全力配合醫

師，不畏治療時的苦痛。所幸手術置換人工

關節再做化療，並未截肢。

醫療過程痛苦萬分，她卻自我慶幸：雖

然肢體上有缺陷病痛，無法與一般人一樣跳

高、打球等，一切動作都比別人慢，卻可以

在用功讀書之餘，投入志工行列付出關懷，

從未脫隊。

她在中學三年級時，就已經懂得走入心

蓮病房，探望癌症末期的老人家，幫他們搥

搥背，和他們聊聊天；也去癌症病房輔導小

病友們，以己身的經驗，鼓勵小病友要勇敢

地面對治療。

她用亮麗、光明善解的心承擔自我的人

生，即使疾病纏身，也不以為苦，反而在醫

療過程中，接觸到許多醫療科技，因而引發

她的興趣，立願學習，希望將來有能力幫助

病患。

在她缺陷的生命中，燃起一盞亮麗的

光，不但照亮自己，也足以引導他人。這

是因為她的心靈清淨，懂得把握人生，不會

將自己禁錮於殘缺的身體，而是用自己的良

知、智慧將缺點掩蓋，發揮最大的良能。

反觀有些人四肢健全、身體健康、家

庭幸福，卻缺乏心靈目標，沒有智慧，甚

至心靈不健康，以致自殘、自卑，乃至自

甘墮落，令人擔心。每到暑假期間，地方

警力總是嚴陣以待，預防青少年 車，影

響交通安全及居家寧靜，同時也要防範各

種犯罪。這些青少年徒有健康的四肢，隨

意發洩過剩的體力，反而造成社會的不安

與負擔。

我們要珍愛自己，看到別人走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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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引以為鑑；見別人走出一條成功的道

路，就好好地學習，並以感恩心，樂觀

地接受人生的考驗；若能做到樂觀又善

解，珍惜又勇敢，更能感恩又尊重，我

想任何人都有無限的潛能。

■青春不留白、將愛放心裡

青春就是福，千萬不要留白，要慎選人生

方向，在人群中發揮年輕人那分美麗的光輝，

同時對世間具有貢獻，選擇對了，就要立志、

立願去行動。

我常談及「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

大家要把握時間，因為年輕不再來；時間是最

公平的，每個人都一樣，過去了就無法回頭，

只能往前走。

對於空間，也要好好地珍惜愛護。台灣這

片土地，要變成什麼樣的社會，端視社會人群

的表現；想要在國際間獲得肯定與認同，也要

看人們如何把握時間，利用空間，表達人與人

之間的品質。所以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

在生活中不能有距離，更不能分離。

猶記十多年前，一對夫婦為了子女而移

民加拿大。在去國前，我告訴他：「到了外

國，要記得腳踏別人的地，頭頂別人的天，

生活所需都是利用別人的資源，所以要『取

諸當地，用諸當地』，先去愛人，才能得人

愛；將大愛種子帶到僑居地去耕耘、播種，

希望在當地開出愛的花朵。」

今年初他們回來時，兒子已經是又高又

壯的年輕人，我得抬頭看他。我說：「你長

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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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大了喔！」不禁感嘆歲月如梭。

當年他才五歲，一次和父母親來花蓮，

剛好那時候我身體不好，有位護士來幫我

打針。他一看到，就跑到我身邊靠著，說：

「師公，我出一個謎語讓您猜。」

我說：「好呀，要猜什麼？」他很認真

地問我：「超人和蝙蝠俠，哪裡不一樣？」

大家聽了都忍不住笑了，真是童言童語。我

就回答他：「我又沒有見過，怎麼知道？」

他就說：「將紅內褲穿在外面的就是

超人......。」這時候他看到護士好不容易找

到我的血管，打了針，他話還沒說完，就高

興地喊著：「成功了！師公，針已經打進去

了。」

原來他是怕我打針會痛，特地出個謎語

讓我分散注意力。真聰明！難得的是他才五

歲，就有這分疼惜人的愛心。

二○○四年底發生南亞大海嘯，我們呼

籲把愛送進南亞，募心募款幫助南亞災民。

他得知後，就向媽媽發願要去勸募；勸募的

方式，是向金氏世界紀錄挑戰。

他先向超市的老闆們勸募春捲皮，還有

蔬果食材，再號召同學一起行動，花了一個

多小時，做出一百多公尺長的春捲。果然打

破金氏世界紀錄，此舉也感動同學、老師紛

紛捐輸，他的教授更承諾同額捐出所募得的

款項。

愛已深植他的心中，一個行動，不但啟

發了大家的善心，凝聚各方愛的力量，也為

南亞災民募得捐款與希望。

時 時 刻 刻 要 將 愛

放在心裡，不要空過時

間；在空間中，要得到

人人的疼惜與敬愛，必

須自己先去付出，這就

是人與人之間良性的互

動，也是年輕人需要學

習的課題。

總而言之，去除貪

念、拋掉瞋怒，內心自

然不愚昧，掃除心靈的

陰霾，即能顯現亮麗的

本性。期待在迷茫中的

年輕人趕緊從夢遊世界

中甦醒，向清淨、踏實

的人生邁進，發揮燦爛

青春的良能。

攝影/李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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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年一度的歲末祝福，藉由這個

機會，我要親自向各位環保菩薩表達

感恩。

其實，我是天天都在感恩大家。每天

我都看大愛台的《草根菩提》節目，看看環

保菩薩今天說些什麼，多麼有智慧，我都在

跟大家學，各位人人都是師父的寶，真的是

「無量法門，悉現在前」。

■從入世見苦難，體悟人生是苦

師父出家將近五十年。我所學的，是從

人與人之間所學來的，不是只看經典。我若

只看經典，就會被經的範圍所局限住，聽到

的、要學的，好像是兩千多年前的事，好像

跟我們現在的距離很遠、很遠。

但是，我每天都在學，都是在人群中學

來的。我可以聽，譬如，佛陀說人間是苦，

「苦」就是佛法的真理。到底苦在哪裡？我

覺得自己很好命，從小一直到現在，沒有吃

到什麼苦，所以，若只是從經典裡面要去瞭

解苦，實在是體會不到。

不過，我可以天天聽到，聽到慈濟人的

故事，聽到我們的草根菩薩，聽到老人家在

說他們的過去，小時候的艱苦環境是怎樣度

過的。

還有很多老菩薩，媽媽們，早期的台灣

社會重男輕女，若生到女兒，總是送給人家

當童養媳。童養媳的生活也有很多苦，從小

苦到長大，出嫁之後，又是家庭的拖磨，丈

夫、孩子，好像很多吃不完的苦。這些活生

生的故事，在生活中展現給我們看，讓我真

正的體會到人生是苦。

■因貧而做慈善，因病而做醫療

在人群中這樣看，看見了貧窮的苦難，

因此我才會想要開一個慈善門。在做慈善

當中，接著發現到因貧而病的苦。窮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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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菩提．無量法門

攝影/李承志

證嚴上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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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有時候是無語問蒼天。有的人住得很偏

遠，交通不方便，加上經濟有困難，小病拖

成大病，更加貧。

因為貧，所以孩子無法受教育的也是很

多。孩子假如沒有好好的受教育，未來的社

會要怎麼辦呢？這個家庭的希望在孩子，孩

子假如沒有受過教育，未來在社會上要如何

與人競爭？可能會變成少年問題。

所以因為這樣，我才想要蓋醫院，希

望可以幫忙貧病的人，或是及時搶救受傷

的人。因為病人康復了，可以再去工作，

這個家庭就不會被病拖垮，就能維持正常

的生活。

■為培育德智兼備的人才而辦教育

說到教育，貧窮人家的孩子受教育固

然是個問題。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愈來愈

西洋化，有些父母由於經濟愈來愈好，就愈

來愈疼孩子，為了讓孩子跟得上別人，就為

他找名校，

送 他 去 留

學。雖然重

視教育，卻

忽視了道德

倫理，生活

教育都沒有

了。

所以我

很 擔 心 ，

教 育 假 如

偏 差 了 ，

我們整個社

會就會亂。

也 因 此 ，

我才說要辦教育。我們要培養社會各階層

的人才，希望除了學識提昇，最重要的是

道德，啟發孩子的良知，他們才能發揮良

能。

所以，每一次聽人家提起慈濟畢業的

孩子，工作認真又有愛心，我就很歡喜。今

天早上又聽到大愛台的同仁說，我們慈大傳

播系的實習同學，工作態度很認真，很用心

做，而且很講究要如何可以淨化人心。真的

很欣慰。

■垃圾變黃金，愛心化清流

教育志業是這麼做。但是，我們要如

何讓好事情更快地讓人人知道？唯有透過

大眾傳播媒體。我們的平面媒體有期刊、

書籍，用文字傳播我們的全球志業現況。

此外，我們需要一個更快速的傳播媒體，

那就是電視台。

看到我們的環保志工，「垃圾變黃金，

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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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變愛心，愛心化清流，清流繞全球。」

你們的一個動作，一舉數得，不但淨化了地

球，也淨化了人心。

地球的資源有限。我們現在的人口愈來

愈多。我記得成立克難慈濟功德會時，全球

人口才三十多億，現在人口是六十多億，增

加一倍。而當年台灣人口才八百多萬，現在

是兩千多萬，增加了兩倍。你們想一想，光

是台灣這麼小的地方，人口是這樣的增加，

我們需要的物資，增加多大的量？

台灣人以前的生活都很簡樸，現在不

是了。現在大家用東西很隨性，拿來就可以

用，用過就丟掉。以前的人，衣服是棉、麻

抽紗製造，衣服穿破了會縫補，補到不能補

的時候，還可以給嬰兒做尿布。就是這樣的

惜福，簡單、樸素。

■人類耗竭資源，大自然受毀傷

現在的人在用物資，這樣的浪費，我們

這顆地球沒有多大，物資都從哪裡來呢？很

多是從石油。石油是從地下抽取的，總有一

天會枯竭。水也是，地下水一直抽，也會抽

乾了，土地也會下沈。

森林的樹一直砍，山裡的礦脈一直挖，

大理石礦、鐵礦、銅礦、錫礦等等，還有水

泥，也是挖山炸石來製成水泥。消費者愈來

愈多，原料都要從大地取得。

我們看新聞報導，現在全球暖化，氣溫

一度、兩度一直上升。北極的冰山崩塌，海

水就會逐漸漲高，目前有一些島國已經逐漸

在消失。

尤其是在今年，歐洲熱到四、五十度，

熱死許多人。澳洲，乾旱的地方一滴雨都沒

有下，地上農作物長不出來，牧場的動物渴

死、餓死了，人也已經無法生活下去，慈濟

人就去勘災發放。

亞洲則是鬧水災，象神颱風、珍珠颱風

在菲律賓、越南、廈門、福建等地造成很大

災難，各地慈濟人為了救災疲於奔命。

■連年災難的十二月二十六日

前天（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

上八點多，屏東恆春六點七地震，造成房屋

倒塌、數十人傷亡。當地慈濟人接獲消息就

趕快分組，有的去醫院關懷傷者，有的就去

為往生者助念。持續的陪伴、關懷、膚慰。

同樣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二○○三年的

伊朗大地震，千年的巴姆古城毀於一旦。根

據官方的數字，超過五萬人往生，受傷及無

家可歸的人更多。實在是很悽慘。

那時候我們立刻派出勘災義診團參與救

援，接著為他們蓋了五所學校，有小學、中

學、女子學校，現在工程已接近尾聲，預訂

在他們的回教過年時，把學校交給他們。

其實，在那裡蓋學校不是容易的事。土

地的問題，他們的文化等等，一關一卡，很

辛苦。歷經三年，終於把學校建起來了。想

到這點，就想到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集集

大地震」，我們不到兩年就把五十所學校建

起來。

那個時候，因為有這個大地震，有很

多人投入希望工程，因而瞭解慈濟而出任慈

誠和委員的人也很多。所以你們要投入才能

瞭解，這叫作「人生的法會」，這就是「法

門」，示現人生無常，在瞬息間不知道會發

生什麼事。

二○○四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發生了

南亞地震大海嘯，全球的慈濟人為此動員起



56

法音宣流

57

來，大家點滴付出，就如當年的竹筒歲月，

零錢一個一個投下去，也喚起了全球很多人

的愛心。

尤其是南非，當時正好舉辦嘉年華會，

我們那些黑人志工，就在那個場合呼籲大

家，回饋台灣慈濟的愛心，響應南亞海嘯的

捐款。他們這麼一呼籲，愛心箱就拿出來

了。剛開始，零錢一個一個投，接下去，愛

心箱，這個人投了，那個人立刻接過去投，

另一個再接過去，看起來好像是箱子自己會

飛。這樣傳來傳去，傳來傳去，很多的愛心

箱，在會場裡接力，一直接過去，一直投，

這就是愛。

真的，南非很多很貧困的黑人，他們

的生活真的很窮。但是，他們知道幫助人是

好事，所以，點滴零錢一直投，大家投得歡

喜，比他們在舉行嘉年華會還要歡喜。這種

助人的心理，就是最歡喜，最快樂的，所以

叫做「助人為快樂之本」。

我們四十年前，就是從五毛錢投竹筒

這樣做出來的。真的是很感恩啊！付出會

很快樂。

■打開心門，讓幸福進來

我們剛才看到陳居士，他的手因為工

作受傷而少了一截，有一段時間心情很鬱

悶，家人也跟著愁雲慘霧。但是，看到慈濟

人的活動，那種整體之美，每個志工臉上都

掛著笑容。怎麼那麼歡喜？志工究竟是在做

什麼？自然而然自己就來投入。他自己做，

做到心開了，也很歡喜，覺得這很有意義的

事情，做就歡喜。回去就跟媽媽說，跟弟弟

說，全家人一起來投入。你看，現在他們兄

弟倆都要受證了。

這就是說，我們的愛要開闊。我們愛，

愛地球，同時也是愛人類。人人都希望家

庭和睦、幸福。家庭要和樂，就要從自己的

那一念心，自己要打開。每一個人，自己歡

喜，知道做人的道理，慢慢地，家庭就可以

很和睦，這個家庭就很幸福了。

人人的家庭能幸福，我們的社會不就祥

和了？社會能祥和，天下就減少災難了。

所以，環保的工作不只對大地有幫助，

我們還可以發揮心靈的環保，把環保站當成

是道場。有的人罹患憂鬱症，他做到好起來

了。因為他心寬、念純，跟著大家歡歡喜喜

的做，做到煩惱都忘掉了，憂鬱症就好了。

有的人駝背，做到背都挺直了，高雄、

台北都有案例，真的是做到好了。中風不能

走路的做到能走，在環保站那些罐子要踩一

下、踩一下，那就是在復健，跛腳做到好起

來。所以，有很多好處，除了惜福、造福，

又可以讓自己健康。最重要的，還可以幫助

別人也走入這個道場，讓他的家庭和樂，讓

他的身體健康，讓人人多了解慈濟，一起來

付出，賺歡喜。

所以，各位，師父每天都很感恩你

們。聽你們講話，除了讓我學到智慧之

外，還可以了解人生真的是苦難偏多。同

時，由於你們的付出，讓地球減少消耗。

我們的環保站可以救很多人的心回來，

自己又做得很歡喜，還可以將這些資源分

類，再製、再利用。我們的社會物資沒

有減少，天然的資源不會一直浪費掉。這

樣，你們想，對大地幫助有多大。所以，

我真的要向大家說：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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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社區　菩薩招生
慈濟四十周年靜態展

文／懿念

四
十不惑，慈濟於2006年屆滿四十周

年。證嚴上人於1997年提出，慈濟志

業的四化目標──「慈善國際化、醫療普遍

化、教育完全化、人文深度化」，以十年為

一單位，也於今年圓滿。

往年，總有許多慈濟人自全球各地回到

花蓮，參加一年一度的周年慶盛會；然而，

上人卻為許多人長途舟車勞頓，心中總是忐

忑不安，若能省下交通的時間、費用，應該

還能做更有效的發揮。

因此，在2006年周年慶來臨前，上人呼

籲各社區舉辦「靜態展」，展現從台灣花蓮

發跡的慈濟精神，拓展到全球各地的成果，

並接引更多社區會眾了解慈濟，做人間菩薩

大招生。

上人表示，慈濟人「做就對了」，雖然

無所求，但是「為佛教，為眾生」的形態也

要藉由人文記錄展現，讓社會大眾知曉，進

而接引更多人間菩薩投入。

在台灣的社區道場，還有各分支聯絡

台北慈濟40周年慶系列活動--內湖聯絡處「見證慈悲、深耕人文」靜態展；師姊為會眾介紹內湖聯絡處門口利用回收

玻璃瓶拼疊成的慈濟標誌。攝影/胡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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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從2006年開始，每年周年慶都要將這一

年之中，慈濟人所做加以整理呈現。每年一

次的靜態展，就是表現出這個大家庭合心、

和氣、互愛、協力的時候。

■人人有備，及時留住歷史

2006年首次舉辦的靜態展主題設定為「見

證慈悲 深耕人文」，重點在於呈現慈濟人在社

區紮根深耕的成果，同時亦藉由這樣的展覽活

動，讓社區自行整理、建構社區的歷史。

上人指出，人文志工留史，最重要的就

是真、善、美。真，就是有時間、有地點、

有人物、有事相；有聲音、有影像、有相

片，就能見證歷史，見證慈悲。

但若是慈濟所有的歷史留存都要倚賴人

文志工，這樣的承擔太累也太重了。因為人

文志工人力畢竟有限，且在時間上，也無法

預知何時會發生何事，等到他們接獲通知，

事情卻已經過去。所以人文志工必定要落

實社區，還要落實在慈濟，人人有責。舉凡

慈濟活動都不能忽略人文記錄；能夠人人有

備，即時記錄，就不必為了人文志工的調度

大費周章，或錯失重要文史，也不會讓人文

志工負擔繁重。

而在2006年首次舉辦靜態展中，各社

區雖是同一主題，卻有豐富多元的呈現，在

海報設計、場地布置、活動策劃、接引會眾

……等面向，也都用心考量社區民眾接受度

及場地的狀況，展現不同風貌。

■各個據點，展現不同風貌

北區有五個主題館：「環保主題館」

在內湖志業園區，「人文主題館」在人文志

業中心，「慈善主題館」在三重志業園區，

「教育主題館」在板橋志業園區，「醫療主

題館」在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其中，內湖志業園區一大片古意盎然的

證嚴上人期勉夫妻同修，同心同志同道，台北分會展場

中，大安區則以菩提葉呈現逾百對「菩薩道侶」，邀請

大家同來勤耕福田。 攝影/周振邦

攝影/李承志

新田展場，將德慈師父早期用腳踏車載一百多公斤的蕃

薯到市場賣，因路面顛簸，加上重心不穩，中途不慎跌

倒，蕃薯散落一地的情景，讓人在這模擬的情境中，頗

能感受草創時期的艱辛。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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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牆，竹牆上鑲著幾個斗大翠綠色的字──

「與地球共生息」，緊鄰竹牆的是一整面閃

閃發亮的「水晶琉璃牆」，竟是用無數個回

收玻璃瓶堆疊出來的。將廢棄的竹子和回收

的玻璃瓶，運用得如此巧奪天工，不僅吸引

了每位參訪者的目光，更令人讚歎：「這裡

不愧是慈濟的『環保』主題館啊！」

而慈濟台北分院的展區，結合新店文山

區志工，同時導覽硬體與人文，嚴格培訓導

覽志工，每日須試講、心得分享、檢討；規

劃「大愛健康一日遊」接引社區民眾，並開

放夜間參訪。

永和聯絡處以社區志工及環保為設計主

題；每天有一時段的主題「動態展」，設計

包水餃、健康醫療等活動讓會眾參與；開放

參觀時間從上午九點到晚間九點，象徵傳承

長長久久，不放棄任何一點點接引的機會。

宜蘭聯絡處的展區，以稻草塑造農夫挑

擔的形象，呈現「承擔」的意象；將佛陀灑

淨圖前置放琉璃佛像，則為配合庄腳人的信

仰習慣，接引會眾恭敬禮拜。

花蓮靜思堂的展點，則將環保節約的精

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志工們以釣魚線結合

裙勾，製作創意掛勾，將原本一個須兩百元

的經費，因此降到每個1.4元；展場布置則

回收舊竹子，以大套小的方式延長使用，同

時規劃「人文之旅」接引參觀，包含會眾及

感恩戶；有位台北會員因多年前曾受助，此

次特來見證，導覽兩日後才返北。

台東聯絡處則在開展拔得頭籌，舉行

記者會時，因一條毛毯的故事，引起媒體重

視，多家報社紛紛以全國版刊登「慈濟一條

毛毯，他重建家園」的故事，也因此接引報

社記者為會員，同時讓記者主動向慈濟邀

約美善故事的採訪，約90篇報導於媒體曝

光，台東市長亦加入會員。

高雄慈濟40周年慶系列活動--高雄靜思堂「見證慈悲、深耕人文」靜態展；在回首當年館裡，林景猷師兄為來賓們做

導覽解說。攝影/張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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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西屯區組隊分享，將東大園區人文

走廊與想師園納入展覽點，呈現園區自然景

觀淳樸之美。草屯聯絡處分享當區以「竹」

呈現地方特色與道場莊嚴。台中縣大甲聯絡

處分享，以40支竹筒代表慈濟草創歲月，頗

具創意之構思。

太平共修處在「對內傳承，對外接

引」的理念下，發起社區一人一盆栽，邀

會眾共同布置展場，結合戶外教學接引會

眾。澎湖聯絡處則是因此次靜態展開始推

廣茶道與人文。

豐原靜思堂空間以自然採光，回收質

材布置；尤以舉辦51所援建學校校長、親師

生前來參訪，並做各校特色表演，突顯援建

「希望工程」的意義，最令人印象深刻。

高雄靜思堂則是歷經布展前一天，場地

才完工的艱辛焦急，因此熬夜布置，總算如

期開展；停繳會員在參觀後重新繳善款；骨

癌病患也自製靜思小卡，改變了脾氣，並將

卡片送至會所。

高雄縣鳳山連絡處分享，如何讓「空曠

的鐵皮屋停車場變成藝術展覽場」。高雄新

興、鹽埕區以做隔離衣剩餘布料，布置天花

板布幔；同時有感恩戶加入布置；並為敦親

睦鄰，先掃街才開展。苓雅共修處則在開展

前先到左鄰右舍辦愛灑活動。

靜態展雖是以本地的慈濟事為主，但

將慈濟起源的舊時足跡再展出，讓人溫故知

攝影/謝蕙如 攝影/蔡淑婉

攝影/王健人 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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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還有海外的慈濟事，也是豐富感人的展

示題材。

■感恩之旅，首次巡迴「打考績」

五、六月間，上人從南部一路行腳到北

部，每一個大大小小的展示點，都有特色。

大家發揮創意，連廢棄的安全帽、高爾夫

球，回收的鐵鋁罐等等，都是布展的材料，

變成美觀的藝術品，大家的巧思與創意，令

人讚歎。

而為了周年慶靜態展示，志工們除了要

克服空間上的困難，也要調和人與人之間的

意見，在短時間內創造、布置出令人稱歎的

展示，委實需要絞盡腦汁，十分不容易。

四十周年慶，是各社區慈濟志工辦靜態

展的初體驗，凡事起頭難，從這麼短時間就

有如此美好的呈現，足見大家的用心與合心

的力量。團隊的合心、和氣、互愛、協力，

就能看出整體之美。

上人表示，要各區就地辦靜態展，是

要看大家平常在社區道場中行動的考績。這

是四十年來，上人第一次對慈濟人「打考

績」，展開評鑑，並在北中南東舉辦「感恩

四十──慈濟人文精神研習會」，讓各社區

分享籌辦靜態展的經驗，並對社區推薦投入

展覽有貢獻者，進行頒獎。

尤其是人文志工，為慈濟記存大藏

經，無論是錄影、拍照或文字記錄，在

某時、某地、某人做了什麼事，都可以及

時把握當下，將剎那永存為歷史。上人表

示，人文真善美志工，展現人文典範，得

獎是實至名歸。

從各社區的四十周年靜態展，可以看出

合心、和氣、互愛、協力，已落實在社區，

證嚴上人行腳至台北中正萬華聯絡處--證嚴上人參觀慈濟40周年慶系列活動「見證慈悲、深耕人文」靜態展；中正萬

華區的四十週年靜態展，由呂梅英(慈讓，右)師姊向上人解說社區內的各項關懷活動。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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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在社區道場布置四十年來的慈濟路，

讓人人回歸時光隧道，不只展示過去、現在

慈濟人走過的路，同時也讓人知道慈濟為社

會、為國際所做的一切。

■積極邀約，人間菩薩大招生

此外，上人強調，在各個地區所展出

的周年慶靜態展，不只要廣邀大眾前來

參訪，瞭解慈濟所做，其實「人間菩薩招

生」，啟發人人愛心，接引菩薩，更是必

須加強的重點。

數字會說話，以彰化地區為例，在彰化

靜思堂的展示，動員了二千三百二十人帶領

導覽，而從四月二十日到六月四日這四十五

天的展示期間，前來參觀的人數有一萬六千

多人，加入慈濟會員者只有一百一十六人。

其實在活動背後，有多少人協助製作、布

置？還不含括在內。彰化如此，其他縣市展

場甚至還有交白卷者。

從社區參與歲末祝福的人數與前來參

觀周年慶靜態展的人數兩相對照，可知大家

在宣導靜態展時，還有進步的空間。上人希

望各區在明年的靜態展示期間，將每一天有

多少參覽人數詳實記錄；要評估是否用心導

覽？就看人間菩薩招生的成果。

「我們費盡心力做展示，希望讓人人知

道台灣有慈濟，慈濟在國際間所做的一切，

假如沒有發揮這項教育的功能，實在很可

惜。」上人期許每一位慈濟人，不只是自己

努力做慈濟，還要帶人來做，世間多一個慈

濟人，社區就多一分平安；預約人間淨土，

就從自己所在的社區開始。

高雄「 」系列活動--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於7/18-19在高雄演出；人文真善美志工於會場外用心捕捉每一個珍

貴的歷史畫面。攝影/顏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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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精神�人類新文明的曙光

文／何日生

2 0 0 6年1 2月，證嚴上人在花蓮靜思

堂，面對將近千位慈濟同仁的精進二日共

修，於圓緣典禮中，對於「靜思法脈、慈

濟宗門」的開示，在所有聽者心中，投下

一記清澈而巨大的聲響，彷彿預示著人類

一股新的精神文明，將更為弘遠而深刻的

在世界各地傳遞開來。

■溫室效應　加速壞空

同年12月，世界環境組織（WEO）在法

國巴黎召開會議，針對全球氣候暖化做出結

論，一百多位科學家們一致認為，地球崩壞

與溫室效應是人為因素所導致的結果。

人類過度的消費，無止盡的擴大生存

面積，造成對自然之破壞，並致使大氣層二

氧化碳含量超載，已使人類生存面臨重大危

機。格陵蘭北極島與南極冰層之快速消失，

意味著地球許多低地將迅速被海水淹沒。

紐奧良卡崔娜風災的洪水悲劇，或許只是描

述因氣候異常造成人類浩劫的電影《明天過

後》之前奏曲。

天災始於人禍，地球已在成住壞空過

程中之「壞劫」時期，倫理道德觀念加速

壞敗，地球遂加速走向空劫，因此上人深感

「來不及」。

■人文薈萃　培育沃土

在東方世界的一隅──台灣，這個小

島，歷經西方殖民統治近四百年後，對於西

方科學及資本主義有相當程度的熟悉，並不

排拒。而中國儒家思惟在海洋及政治雙重隔

絕的歷史因素下，使得台灣保有儒家傳統，

卻不全然受儒家思想支配。另一方面，漢傳

佛教在中國這片古老大地經過近一千七百年

的發展，隨著人們漂洋過海，也對台灣文化

及人民的生命觀有相當的影響。

這三股文明匯流在中國邊陲的台灣，

在世世代代為生存奮鬥的過程中逐漸融合

演進，孕育出肥沃的文化土壤，而這恰好

成為慈濟在台灣生長茁壯的結構性力量。

證嚴上人以其大智慧及無比的人格魅力，

創造性地將這些文明的精華運用結合，並

且發揚光大。

■靜思法脈　根源佛教

1966年，上人創立慈濟功德會，秉持

「佛法人間化，菩薩生活化」的基礎，將佛

法深入淺出，適應時代，依眾生不同根性，

觀機逗教，使佛法更貼近生活，更容易融入

人心，賦予佛法更強的實踐力。並強調世人

應「付出無所求，同時還要感恩」，活化了

佛教「三輪體空」的意義。

從1995年開始，上人提出「淨化人心、

祥和社會、天下無災難」的新春三願；其中

淨化人心，正是「靜思法脈」的核心所在。

以淨化人心為主軸，上人開展慈濟無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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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邀大家同心同志，同行菩薩道，期許

慈濟人實踐力行，從「利他」入門，「做中

學，學中覺」，然後從中淨化自己。

上人指出，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部

經，語言行為中都有法，只要多用心，就有

分享不完的法。

此外，上人不崇尚神通，提倡「智信」

不「迷信」，一切要深思因果；不管治病或

人生規劃、逆境的超越，都以正向務實之思

惟為念。

上人更以佛教「心、佛、眾生三無差

別」為本，要大家「以佛心為己心」，啟發

人人本具的「自性佛」；將從前遠在天邊的

「佛」，拉進人群中，植入人心中，成為人

印尼日惹地震救援--印尼爪哇島日惹地區發生芮氏規模6.2強震，地震發生後，印尼分會迅速展開救援行動。圖：大

林慈濟醫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林名男(右)膚慰驚魂未定的災民。攝影/林翠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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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效法的典範，只要「人格成則佛格成」。

以大乘佛教而言，實是復古佛陀的精神。

■千手千眼　人間菩薩

由於菩薩能「聞聲救苦」、「拔苦予

樂」，上人認為「能救人的人就是菩薩」，

所以人人都可以做菩薩。

上人著眼於恆久救拔苦難，期盼轉「來

不及」為「來得及」；若能啟發五百人去付

出愛心，聞聲救苦，就能成就一尊千手千眼

的觀世音菩薩。因此，對慈濟人來說，道場

不必然存在於廟宇間，而是深植在人心，落

實於生活，分秒不空過，只要在最需要幫助

的地方，都能見到藍天白雲的身影。

災難現場是道場，醫院是道場；街頭巷

尾是道場，家庭同樣是道場。慈濟人膚慰苦

難，也從苦的示現中得到啟示，真誠感恩，

淨化心靈，昇華生命。

慈濟將佛教精神賦予實踐的方式及深

刻的價值。例如：慈濟的環保回收及大體捐

贈，把無用轉為大用，從中體會生死究竟本

無差異，生死來去間，只印證生命永恆價值

在於個人對於慧命之體悟及把握。

上人帶領會眾走入人群，認為淨土在人

間，就在當下一念心；他更教導弟子「拉長

情、擴大愛」，在天地間人人都是生命共同

體，要與「群類共生機」；要在人群中真正

發揮無私無染的大愛，才能合群眾之力達成

人人心中的祈求。

上人也主張「菩薩遊戲人間」，人生浮

沉，一切只是心的試練，是造就慧命真純之

歷程，凡事不要比較、計較。若為追逐某種

成就而使手段、造業，來世還有因果，來世

還要再受報。這給予每個人更高的道德標準

及更深刻的價值系統，對於人心之約束及引

導昇華，較為根本而透徹。

■縮小自我　合心協力

「一滴水能夠不乾涸，是因為融入大

海。」慈濟強調團體合心協力之重要性。

上人依「合心、和氣、互愛、協力」

將慈濟委員編組、慈誠歸隊，強調「四法四

門四合一」，合心傳承，和氣布達，互愛規

劃，協力執行。重要的是，不論是合心、和

氣、互愛、協力，都不能忘記感恩、尊重、

愛。在這樣的志工體制下，上人期許慈濟

人能做到「立體琉璃同心圓，菩提林立同根

生，隊組合心耕福田，慧根深植菩薩道。」

資本主義強調自我最大之擴張及滿足，

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意識必須得到最大

印尼分會援助奴魯亞．伊曼習經院建校啟用典禮，習經

院長老哈密沙加(Habib�Sagaff)與印尼分會副執行長郭

再源師兄合影。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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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及伸張；

然而，慈濟的思

惟卻強調自由是

內心的清淨，是

源於愛及持戒。

欲望的擴張讓人

永遠被欲求及貪

念捆綁，不得出

離。

於是，慈濟

人在群體中學習

「縮小自我」，

經營「微塵人

生」；發揮「奈

米良能」，匯聚

涓滴力量，成就

大力。

因此，自由不是來自個人對於社會的

出離或反動；個人不離社會，社會不離個

人，但組織中如果有愛，個人才真正受到

尊重，個人才得以真正自由。這正是上人

「以愛為管理，以戒為制度」的核心精神

所在。

■慈濟法門　利他實踐

在此世界貧富差距，人心衝突紛亂，地

球資源浩劫之際，上人開創慈濟世界，無疑

提供現代人一個靈魂的出路。在宗教對立衝

突，壁壘分明的今日，印尼伊斯蘭教習經院

開始研讀證嚴上人之《靜思語》，習經院教

室高掛證嚴上人法照，當慈濟在亞齊幫助伊

斯蘭教徒蓋清真寺，一種新的化解對立，尤

其是化解宗教對立的文明已然產生。

上人認為所謂宗教二字，「宗」是人生

宗旨，「教」是生活教育；慈濟四十年來的

宗旨教育已經穩定、奠定於全球，各方面已

上軌道且有規模，普獲肯定。

上人期待慈濟的菩薩，能以清淨的大愛

滋潤蒼生，如《無量義經》中所言「微渧先

墮，以淹欲塵」，在不知不覺中惠澤大地。

同時也要如大地載育萬物，要有承擔；人心

都淨化，才是所有人的平安與幸福。

總而言之，慈濟是人類精神文明一個

新的展現及體驗，是東西方文明經過幾百年

衝突交融後，一種全新的價值再造。它在集

體及個人、在自利及利他、在對立與共融之

間，得出一個嶄新的見解及實踐方式。

經由利他，人才真正利己；經由群體，

個人重獲寬闊的自由；經由尊重，人與人

得以同理和諧；經由感恩，人將確認自我價

值，並達到社會平等公義。

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些價值，都

必須經由堅持不懈的實踐而獲得。

印尼Nurul�Iman習經院義診開幕儀式，各種熱情活潑的表演活躍現場氣氛，慈濟志工和師生們

一起手舞足蹈。攝影/Su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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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安定的力量
「走在最前，做到最後」的慈善工作

文／翁培玲

高雄地區梅雨季節，連日豪雨造成大津山區，爆發土石流災害，慈濟志工在接獲訊息後，仁武旗山慈濟人一行12人，

進入災區勘災並發放物資。圖：高雄縣六龜鄉大津村受災戶牽著師姊的手，走到屋後勘視災情。攝影/蔡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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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有人問：「世間災難不斷發生，威

脅萬物的生存，如何才能使天地調

順？」上人回答：「人心調和最重要。唯有

人與人之間合心、和氣、互愛，才會有祥和

順遂的景象，天下才能平安。」

「福」與「禍」，兩個中文字形差不

多，事實上也只是心念一轉而已。社會的

祥和，來自於人人的福業匯聚，善的力量愈

多，安定的力量愈大；反之，惡業愈多，災

難愈大。

■走在最前，做到最後 

因溫室效應、全球暖化，造成全球各

地或大或小的災情，在急難發生時，慈

濟人都在聞訊當下，「走在最前」去關

懷援助，安身安心，並持續陪伴，「做

到最後」；此外，多年來對於偏遠、貧

困家庭的救助，依然透過定期訪視、發

放、打掃、建屋……等等行動付出，直

到輔導個案能自立或往生為止。

在關懷過程中，慈濟人更是慈悲與智

慧並重，濟貧教富，讓受助者體會「能

付出才是真富有」，進而抱持感恩心回

饋付出，為社會增添一份愛的力量；這

樣的堅持，不曾間斷。

而這樣迅速的動員、綿長的付出，

社區志工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自1996

年賀伯颱風過後，上人呼籲慈濟人要落

實社區，讓所有志工回歸社區付出，深

入社區鄰里，就近做在地的關懷照顧；

此舉不僅拉近同一社區裡志工之間的距

離，由於關懷的對象更靠近，平日的互

動更頻繁，使得志工的網路脈絡組織得

更綿密，不僅加速消息的傳遞，也加深

了動員的默契。

所以，慈濟志工往往能在得知急難

事件發生的當下，立即串連起「聞聲救

苦」的菩薩網，分工合作，投入付出；

然而，這樣的「動員」，其實不算「動

員」！上人曾表示，慈濟人因為平時一

直都在關懷、付出，不曾停歇；既不

曾停歇，當然沒有所謂的「動員」。試

想：一個需要「動員」才啟動的系統，

如何能比一直處在「行動中」的系統更

快速？

而這「走在最前，做到最後」的援助

方式，關鍵仍在於「不忍眾生苦」這一

念單純的心。

■設身處地，聞聲救苦

回顧2006年，全球各地一發生重大急難事

件，慈濟志工都如搶救親人般，馳往援助。

在台灣部分，五、六月間，氣象局首次

發布連續18天的豪雨特報，造成台灣中南部

嚴重水災，全台有農業損失達高達3億，81

處路斷，320條河流列入土石流警戒範圍；

甚至有飽受路斷、糧絕的災民，感覺災情比

「九二一」還可怕。在「六九水災」中，慈

濟人深入各災區，幾乎餐餐為受困災民送便

當，水退後，也協助、帶動清理家園，讓災

民見到「藍天白雲」的身影，就有如吃了定

心丸。

10月2日，來自中國大陸的旅行團一行

人，在阿里山到日月潭行經信義豐丘的路

段時，由於遊覽車失控翻覆，造成六死十五

傷，南投的慈濟人在第一時間接獲消息便全

部動員，有的到車禍現場，膚慰傷患；有的

到南投殯儀館助念；有的到竹山秀傳醫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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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傷者，經過多日來醫院的救治，及慈濟人

不眠不休的陪伴下，在中秋月圓時節，終於

讓傷者及罹難者家屬轉怨恨為原諒，化小愛

為大愛。

12月3日梅嶺車禍事件，慈濟人在事

發後，透過平日聯絡網，迅速湧現516位志

工，分別趕往出事現場、各家醫院及殯儀館

等地，不僅及時安撫不安的人心，給予需要

的援助；之後，仍持續關懷鼎金國小學童及

家屬，邀請他們參加歲末祝福，一路陪伴，

更在車禍後百日，來到鼎金國小家長會會長

施明宗先生家，舉辦愛灑茶會。

施先生回想梅嶺事件發生之初，心力交

瘁，並自責地封閉自己，使得親人、慈濟人

多次吃了閉門羹。直到慈濟委員施明珠師姊

的一席話，打開他的心門。他說：「在萬念

俱灰、自我封閉的時候，還好有慈濟人不離

不棄的陪伴與膚慰，讓我能漸漸走出來面對

一切，真是無限感激。」

已是慈濟十年會員的施先生表示，一滴

水滴在地上，很快就會乾掉；但一滴水融入

慈濟的功德海，卻永不乾涸，可以幫助更多

需要幫助的人。所以他也希望梅嶺事件能喚

起社會大眾於承租遊覽車時，要謹慎小心。

從梅嶺車禍發生到現在，慈濟人投入超

過1500人次進行陪伴與關懷，現在仍在持續

關懷中。

此外，在台灣還有多起急難事件，如：

花蓮鳳林娃娃車車禍、汐止聯勤彈藥庫廠區

爆炸、麥寮六輕工廠意外、岡山新舊省道車

禍、台北市松江路民宅火災、台南新市東雲

在梅嶺車禍中受傷的雙胞胞姊妹李晴（右）、李沂

（左），為了感恩慈濟人兩個月來的關懷與陪伴，特別

前來高雄靜思堂參加歲末圍爐的機會，並演奏小提琴，

與照顧戶結緣。攝影/鍾美蓮

車禍後百日，慈濟人來到鼎金國小家長會會長施明宗先

生家，舉辦愛灑茶會。大家虔誠祈禱，願能快快走出陰

霾，迎向光明。攝影/陳珍慧

左圖：因為慈濟志工的關懷陪伴，大陸旅行團的傷者及

罹難者家屬，放下怨恨，不僅原諒，並感恩能遇到慈濟

人；圖為團長張超在慈濟人的關懷下，終於一舒愁眉，

露出笑容。攝影/林函螢

右圖：在竹山秀傳醫院醫療團隊及慈濟志工愛的照顧

下，車禍受傷嚴重的紀亞青已慢慢恢復，露出開懷的笑

容。攝影/林函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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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氣爆、台南長安街火災、花蓮市明禮路

及林森路交叉路口火災、中山高岡山段車

禍、恆春地震……等等，都有慈濟人及時膚

慰的身影(詳見附錄)。

■慈悲善意，回饋當地

在海外部分，地水火風失調，也造成

多處災情嚴重，慈濟人同時秉持「直接、

重點、尊重、務實、及時」原則，在當地

力行拔苦予樂的慈善志業。

一場跨年暴風雨，讓美國舊金山西北方

釀災；無獨有偶，1月初，印尼巴淡島也因

豪雨成災。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12

月20日發生在馬來西亞的百年罕見水患。

因連日豪雨，造成馬國南部四個州嚴

重水患，超過四萬多人受災，慈濟馬來西

亞七個分支據點，組成合心網，更於各地

紛紛成立緊急應變中心，立刻展開勘災發

放，同時也到收容中心安慰災民。光是馬

六甲分會就動員了200多人次，分成七小組

前往收容中心了解災民需求。

除了水患，美國德州北部久旱缺雨，

導致野火成災，延燒3日方撲滅，總計二十

七郡遭波及，達拉斯慈濟人前往重災區勘

災發放，嘉惠十六戶災民。此次發放引起

當地KTAB電視台注意，特派記者現場採

訪，並於當日晚間六點新聞播出。

10月26日美國南加州再傳大火，林地

燒毀四萬零四百五十英畝（約一萬六千八

百甲）。大火起因於人為縱火，造成四名

斯里蘭卡慈濟大愛村居民生活--搬入慈濟大愛村的居民們，以燦爛的笑容迎接未來。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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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喪生，一人重傷，另有三十四棟民

宅全毀，二十棟半毀。2 9日，美國慈濟

志工探訪受災戶，並提供「緊急慰問現值

卡」給災民購買所需物品。

水火無情，強風肆虐亦令人聞之色

變！5月12日侵襲菲律賓的珍珠颱風，造成

菲國人命與農作物等重大損失，東部三描

省（Samar）尤其嚴重，菲律賓慈濟人前往

三描省阿連鎮、勞昂鎮勘災並發放。

而12月發生的榴槤颱風（DURIAN）

橫掃東南亞，威力更是駭人！菲律賓在

榴槤颱風、馬容火山雙重打擊下，受創嚴

重，菲律賓分會展開為期三天救災；掃過菲

律賓後，榴槤颱風接著在越南南部五省，釀

成重大災情，導致至少五十一人罹難，四十

九人失蹤，近二萬戶房屋毀損。兩地慈濟人

也為此奔波勞頓，不曾停歇。

另外，印尼爪哇島南部7月17日下午

發生芮氏規模七點七級強震，引發海嘯，

其中以旅遊勝地聞名的西爪哇邦格達朗

（Pangandaran）災情最為慘重。慈濟印尼

分會在第一時間成立緊急救災中心，並前

往重災區邦格達朗勘災、發放，對於印尼

爪哇島海嘯後續災情不僅持續關心，且進

行評估及後續的賑災計畫。

這樣的賑災計劃，對慈濟人而言並不

陌生。例如：發生在200 4年底的南亞海

嘯，慈濟人兩年來持續關心災民，除了在

印尼亞齊有亮麗的成果，援建斯里蘭卡的

慈濟大愛村六百四十九戶大愛屋，也已完

工，住戶陸續遷入，二期工程所涵蓋的學

校、職訓所、托兒所、鄰里中心、大愛集

會堂及醫療診所等公共設施則接著展開。

就如同1 9 9 9年發生在台灣的「九二

一」地震災後，在災區展開援建學校的

「希望工程」一般，慈濟人在急難救助的

同時，已規劃著漫長的重建之路；所有的

援助一開始，就是要朝向讓人心更安穩，

讓社會更安定的目標前進。

■走出苦難，付出助人

慈濟人以身作則，不只幫助了需要幫

助的人，也啟發、帶動了原本旁觀的人，

同時更堅定了自己的道心；這樣的帶動循

環，讓人對於社會祥和的祈願，有了更大

的信心。

在許多關懷過程中，都能看到慈濟人

的用心，還有許多受助者成為助人者的見

海嘯的浪潮沖碎無數人的家園與美夢，居民在漫長的

等待中，終於實現有「家」的夢想；終於擁有可安身的

家園，在斯里蘭卡慈濟大愛村裡的小朋友開心得笑了起

來。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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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足以印證慈濟的慈善

工作，不僅在苦難人需要時

「走在最前」，同時持續陪

伴，「做到最後」，直到受

助者能自立，甚至成為社會

的付出者。

例如：對泰國瓦保育幼

院（Wat Bod Woradit）的關

懷有十餘年，第一批領取慈

濟助學金、而今就讀大學的

孩子們，已有八位穿上慈青

制服，在慈濟志工陪同下，

回到瓦保幼育院關懷孩童，

教導孩童們課業學習，舉手

投足謹慎莊嚴，不僅分擔志

工們的工作，更是院內孩童

們學習的榜樣。

在印尼大米發放中，

也可見來自茂物縣巴隆習

經院（Al Ashriyyah, Nurul 

Iman）的學生，曾經接受慈

濟援助的蘇霏安及Enjah女士

的兒子，也一起投入志工行

列。還有許多實例，在每年

歲末祝福的分享中，都是見

證。

現今世間災難偏多、善

惡拔河。我們能夠生在有福

的地方，應常懷感恩心，開

闊心量，多說好話、多發好願、多為人間

造福；用善業來轉惡業。

上人說：「在動盪的地區，愛就是一股

暖流，是一股安定的力量。」無論是強盛或

貧苦的國度，這一股愛的力量皆不可或缺；

唯有愛，能撫平悲悽創痛，穩定人心。

期待人人啟發自我愛心，撥開無明煩

惱，和氣地互助互愛，「和氣」就有「福

氣」；人生能夠知福惜福再造福，天下災

禍就能減少，同時增添一份安定的力量。

水患現場，車子無法再前進，慈濟人自動排成人龍，以接力方式運送物

資。攝影/文發處圖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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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麗二十　璀璨未來

歷
經十五年慈濟義診所的默默耕耘，衝

破覓地建院的艱辛波折，二十年前的

八月十七日，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終於正式啟

業，跨出慈濟醫療志業的一大步。

二十年來，從只有十位醫師，到至今已

超過六百六十位的專業白袍；從只有五十多

位護士，到現在八百多位白衣大士，每日於

花蓮慈院提供溫馨照護；同時，在慈濟醫院

二十周年的前夕，通過了醫學中心評鑑。

二十年來，慈濟醫療網長足發展，從

照顧遠後山的花蓮慈院，到田中央的大病

院──大林慈院；守護小鎮居民生命的玉

里慈院、關山慈院；回饋護持大眾、帶動

醫療人文的台北慈院；加上2007年1月8日

啟用，大力推動預防醫學，邀大家「看健

康」的台中慈院，在在都是用愛譜寫慈濟

醫療大藏經。

為慶賀滿懷感恩的二十歲生日，六院

醫療同仁齊聚花蓮。證嚴上人期許「醫學合

一，人醫典範」，祈願將慈濟醫療與教育合

一，建立全球人醫典範，將慈濟醫療人文傳

遞至全世界，迎向亮麗璀璨的未來。

二十年前，花蓮慈院僅有十位醫師，五十多位護士；如今已有六百多位大醫王，白衣大士也有八百多位。攝影/謝自富

走過二十年�慈濟打造醫療桃花源

文／林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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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高科技發展之勢，人類基因解碼，

轟動學界引發議題；再者影像醫學也快速發

展，功力超強，微小腫瘤及各類血管鈣化無

所遁形。高科技醫學的風起雲湧，醫學診斷

與治療急遽進步，身體疾病反而不可怕，或

許精神疾病將會是致命原因之冠。

回顧1950年代的台灣，經濟貧瘠、衛生

醫療落後、生活條件不佳，肺結核等疾病橫

行，各類寄生蟲依附人體滋生，預防傳染疾

病藥品仰賴美國居多，醫療人才極待培育。

少數本土醫師用愛照拂、守護社區；當時，

國民平均所得約為一百四十美元，平均壽命

約為58歲。
1979年上人體會因病而貧，懷著悲心，

繼創造慈濟功德會後，再度挑起重擔毅然發

願，為東部地區民眾籌建慈濟醫院，並以病

人為中心，推向「人本醫療、尊重生命」之

醫療，更以提昇東部地區醫療水平為使命，

立定成為東部醫療的後盾。

籌建歷程百轉千折、倍感艱辛，本著

堅定的毅力，咬緊牙根，一步一腳印舉步

向前，花蓮慈院終於在1986年八月矗立於花

蓮。時值慈善志業二十歲，醫療志業開步

走，展開慈濟志業新的里程碑。

啟業同時，本著建院理想，取消住院保

證金，引起廣泛討論。惟堅守不收保證金之

初衷倍感壓力，終獲衛生署之重視與肯定，

下令通告全台醫界取消保證金制度，是創院

後首傳嘉惠所有病患之佳音。

啟業時，同步推動志工制度，是醫護同

仁最佳夥伴，也是病患與家屬心情的依託，

醫護與志工團隊相伴，做到「全程、全人、

全家、全隊」之四全照顧。醫界所追尋之

「身心靈醫療」目標，慈院做到了！

同時，引進東台灣第一台電腦斷層攝

影儀，其他設備幾乎與北部一流醫院同步。

神經外科首開東部第一例開腦手術，及時搶

救車禍受傷，顱內出血年輕病患的生命。當

天開刀房氣氛緊張，醫療團隊徹夜在加護病

房、緊握病患的手，輕輕呼喚勇敢活下去，

是仁醫之至情。

1990年代，花蓮的意外往生率在世界名

列前茅，隨著慈院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的急

診醫療搶救與守護，漸漸淡出世界排名，建

院救急的目標初步達成。

花蓮慈院啟業時十幾位當時的台大醫師，同時加入慈濟

醫院行列，如今在臨床、研究與教育上都有非常卓越的

貢獻。在慈院二十周年之際，郭漢崇醫師主持院慶大會

的時光隧道，引介著每年的代表人物，和大家一起回顧

二十年來的指標事件。攝影/楊國濱

慈院二十周年慶，證嚴上人頒發優良志工獎，左起為顏

惠美、簡美月、張紀雪、謝靜芝、林蘇足、蘇秋忠，另

有李里、林寶彩、嚴淑真。攝影/林宜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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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同仁們不斷精進，脊椎疾病手術成

效奇佳，尤以僵直性脊椎炎的病苦拔除，最

嚴重者曲度有168度，創世界最困難、效果

卻最好的紀錄。

走過避諱對病患談「癌」的歲月，勇敢

推動「心蓮病房」（安寧療護），照顧末期

癌症病患，讓病患從驚恐終獲膚慰，安定、

安詳甚或歡喜地往生，邁向新生命。

醫護志工團隊陪伴的不只是病患，全

家、全人、全程、全隊四全照顧，走過悲

傷，勇敢活向未來；安寧療護深獲國際肯

定，盛讚做到安寧療護之最高境界。

優生保健不普及，兒童發展障礙者眾，

為解決兒童發展障礙，派出台灣首位前往國

外進修該專長醫師，首開早期診斷、早期發

現、早期治療先例；兒童復健中心整合性醫

療及首創學前教育於醫院內，慈院是台灣之

先鋒者。

當年西、南部地區醫療資源缺乏，衛生

署長及嘉義政府首長數度東來，懇請前往設

置與花蓮一般之「愛的醫院」，並說明當地

病患分送南、北兩地醫院就醫，常有病患尚

在療治，探病親屬於探病途中往生的悲劇，

聽來不勝唏噓，觸動上人悲懷，遂有醫療普

遍化之構思，計劃推動愛的醫療網。

籌建花蓮慈院，土地難覓過程崎嶇，嘉

義大林慈院土地亦然，土地因屬台糖公司所

有，無法出租、出售等，輾轉多年爭取終獲

修法，開放台糖公司土地可以出租；憶此段

艱辛，竟為台灣興建醫院與學校，開創一線

取得土地契機。

在大林建設饒富人文意涵，似博物館

般的慈院，創造家一般的感覺，大廳樂聲悠

揚，病患歡唱連連，更延聘志同道合的醫護

同仁，深入偏遠，送醫療到無醫村，讓鄉民

雀躍；更透過遠距醫療，提供與大林慈院同

步服務，醫病之情彷若家人，慈濟人本醫

療、尊重生命精神展露無遺。

玉里、關山分院之醫

療團隊同心同志，為恐偏

遠村落求醫交通不便，體

恤村民，晨間不到六點即

從醫院出發前往，探視及

照護鄉間居民。更不畏南

橫公路上山雨來臨、瞬間

落石的危險，他們爭取時

間、空間，為的是關懷偏

遠民眾，每當天氣轉化或

颱風來臨，村民們是團隊

的最大牽掛。落石紛紛，

山路難行，卻阻隔不了醫

療團隊的情深，可謂仁醫

典範在鄉間。

慈院二十周年大會上，陳英和名譽院長帶著大家回顧二十年來的許多「第一例」。

圖為慈院第一位嬰兒及第一位早產兒站蒞臨院慶大會，為「人本醫療，尊重生命」

做見證。左起王文琴、謝茗彰（第一位嬰兒）、陳英和名譽院長、吳佳玲（第一位

早產兒）、吳青樺。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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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普遍化列車開到台北的新店，陽

光大廳琴樂飛揚醫病齊歡唱，醫療腳步快

速運轉，溫馨醫病暖化其間。秉持上人「感

恩、尊重、愛」的殷切囑咐，微創醫療、微

塵人生、以病為師，是台北分院科技加上人

文醫療的目標；啟業不到百日，接受醫院評

鑑的挑戰，評鑑委員稱讚有加。啟業不及九

個月，就有照顧五百多公克新生兒的機會；

由於是台灣少數具有小兒心臟手術團隊的醫

院，為八個月大小朋友「開心」，也是難得

的機遇。

一路走來，有過共同流淚、共同歡笑、

共享無法言喻的醫療成果，度過「漢他病

毒」的緊張、「SARS病毒」的恐懼等等，

展望未來。

在臨床服務方面，推展器官移植醫學，

高科技醫療幹細胞、基因治療推展，預防醫

學、婦兒醫學、心腦醫學、肝膽腸胃醫學、

老人醫學、骨科醫學、安寧療護、社區健康

管理等整體整合醫學；教學方面，運用數位

化推展網路醫學院，播善種子傳承全人醫療

典範；研究方面，則以「固始」為本，以

「創新」為前瞻醫療作醫界先鋒。

適值慈濟四十周年，回顧走過慈濟醫

療二十年，感恩上人的堅持，帶領全球

慈濟人護持慈濟醫療志業，從中學習「人

本醫療、尊重生命」的理念；更讓醫護

同仁有機會培訓、受證成為慈濟委員、慈

誠志工的一員，於身體力行中體會「守護

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真諦，翻山

越嶺行走天涯，學習清安自在，「自覺覺

他」，打造醫療桃花源。

在花蓮慈院這一群白衣大士精湛的超水準演出的背後，是抓緊時間加倍努力而來的。護理部在前一段時間中國殘疾人

藝術團來表演《千手觀音》時，就開始「錄影存證」以協助練習。攝影/林宜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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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復十年　盼成早療大樹

彙整／陳潁茂

■兒復中心十歲

慈院屆滿二十年之際，兒復中心亦滿十

歲了。十年匆匆過去，可是兒復中心小朋友

的點點滴滴，不斷映入眼簾，其中有許多讓

人印象深刻的事情，而兒復中心的「團隊合

作、團隊默契」真是最讓大家引以為傲的。

一個自閉症小孩阿傑，經過十年訓練，

可以簡單對話，日常生活自理，然後能夠正

常上課。

另以「脊髓損傷」的小婷為例，她從脖

子以下全身癱瘓，呼吸器連續使用了將近一

年，手最後回復了一點點的功能。

十年後的現在，她竟然已經上高中了！

她能念到高中，是多少人的努力，除

了父母的陪伴與不放棄，她也需要職能治療

師幫忙設計一些輔具：例如用音控滑鼠，來

讓她可以打電腦、讀書；協助爭取及設計盲

人或是視力障礙者看的大字書本幫助她閱讀

慶祝兒復十周年，復健科主任梁忠詔、兒復中心治療師與中心孩子及家長，在兒復中心的兒童職能治療室一起切蛋

糕，感覺像是「一家人」那般的溫馨。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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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語言治療師的協助等等。

也曾發生過在復健過程中因兒童病情造

成骨折，喀嚓一聲，對父母與兒童而言真的

是痛，可是對治療師又何嘗不是呢？

當場的緊急處理，就是團隊表現的時

候，小兒骨科也很快協助。很令人感動的

是，此時家屬不但沒有責怪治療師，還安慰

她：「我知道妳有努力！我知道這是孩子疾

病可能有的結果。」

其實，大家能深深感受治療師承受的壓

力，難得的是：即使是面對這困境，他們還

是願意持續走下去。

雖然兒復成立至今十年以來，治療師來

來去去，可是秉持的觀念就是把這些人當成

早療的種子散播出去。

■「四早」的推動

上人支持兒復中心的產生，在規劃藍

圖的過程，王本榮醫師給了很多指導，也是

小兒科與復健科的跨科合作，延伸到現在，

「跨科合作」包括小兒神經科、精神科，也

加入了小兒優生保健遺傳諮詢等等，默契也

越來越好。

十年前，正好是中華民國兒發展遲緩

兒童早期療育協會成立時，創會理事長是當

時慈院小兒科的郭煌宗醫師。協會創立的原

因，就是因為發現很多來兒復的小朋友都已

有一定年紀，甚至到快要進小學一年級時才

被父母帶來醫院。

早期療育的重點，是「四早」──

「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介入、早期整

合」。經過這十年兒復與協會的努力，至少

將發現時程提早了兩三年，念幼稚園之前就

可以發現。

■推動早療篩檢

兒復成立初期，在預防注射門診推廣

早療概念。面對的大多是孩子的阿嬤，她

們往往只在意要打完針、確定沒有發燒就

回家了。

她們不知道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小朋友

不只要身體長大，還要有發展。也就是說：

頭圍會長大，身高會變高，但她們忘了孩子

的動作、語言、人際互動等發展也同樣不能

忽略。

雖然有人說「大雞慢啼」，但很多重症

兒童是以早期發現的，療效才好。

所以，醫護在預防注射的時候進行篩

檢，穿著醫生服，在旁邊向這些阿嬤們問

東問西的，她們可能沒有看過這麼熱心的醫

生，還反問：「你們是不是賣牛奶的？」

這也反映出一般人對早期療育沒有什麼

觀念，因此發現這個問題以後，決定從政策

面開始著手。兒童健康手冊上，以前只重視

疫苗，到現在，則已經把幼兒的行為發展篩

檢以很大的篇幅的呈現，而且檢查的次數也

增多了，這些都是團隊我們一點一滴推動早

療的貢獻。

92年歲末兒復中心家長聯誼會，由社工師帶領大家作暖
身操讓大家進入一家人的溫馨氛圍。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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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療育免奔波

說到貢獻，慈院兒復有很多第一，也建

立起口碑！

正因如此衛生署將「發展遲緩兒童聯合

評估中心」、「復健輔具中心」等方案委託

給慈濟醫院。每當有官員、外賓來參觀，慈

濟的醫療團隊都敢大聲說：「我們是全國第

一個集合職能、語言、物理、心理的完整團

隊。」

以前花蓮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小朋友都

到處尋找治療師做復健，直到兒復中心的出

現──一個以病人為中心、以小孩子跟媽媽

為中心的地方。

有鑒於這類孩子的教育也非常重要，院

方跟縣政府教育局，成立了全國第一所設在

醫院裡的學前特教班，這個特教班有學籍、

有四位正規特教老師來幫助這些小朋友。如

此一來，兒復不只有自己的醫療團隊，還跨

專業到教育團隊，但這種合作關係模式就是

從「醫療」跨越到「教育」的跨領域合作。

其實做得越久，更發現到很多有關社會

政策的問題。

當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療育都

做了，突然發現接續的「早期整合」非常關

鍵，孩子長大後需求也越來越複雜。

同時醫療團隊也發現到，治療師花很多

時間透過電話處理諮詢、情緒輔導、資訊整

合等等，相對的家長得與不同專業人員一再

重複的說明孩子的發展就醫史。

此時若有社工師出現，便可以發揮個案

管理功能，把家庭與社會資源做整合，治療

師專心治療的工作，同時讓家長可以得到應

該有的福利。

在這樣的思考下，兒復成為第一個爭取

到「發展遲緩兒童聯合評估中心」內部聘有

專屬社工師的機構。

■體會家長的難為

醫療專業人員，與家長接觸就是評估或

治療，那短短一個小時，有時真的很難體會

到他們的心情……

在那一個晚上，梁忠詔醫師朋友抱著一

個多重障礙的小朋友，衝進急診室請醫師幫

她抽痰。梁忠詔要幫她插鼻胃管，但因為她

對他而言就像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根本無

法成功插管……

常常在治療過程中醫護忍不住責怪：

「爸爸媽媽，你們怎麼不認真執行這些治

療作業？！」此刻大家在可以了解：他們

是用父母疼惜孩子的心來面對，真的是下

不了手！」專業跟感情交融，就體會到那

種不捨。

如果當一天的父母就這麼累，這些已經

當了將近二十年的父母呢？

■社政、醫療、教育結合

說到結合社政資源，醫療團隊也常到花

復健科主任梁忠詔醫師用父母疼惜孩子的心，親切地與

遠從瑞穗到花蓮就診的孩子面對面，用心看診，孩子一

點都不怕。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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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偏遠地區的下鄉服務。諸

多實例中發現，其實有些發

展遲緩小朋友只要少許補助

讓他去讀幼稚園，他就不會

發展遲緩了。

有些小朋友居住的環

境：在屋內可以數星星，睡

覺用的榻榻米、彈簧床比任

何一個在馬路旁邊撿到的都

還黑。

類似這樣的情況，正好

有慈濟基金會的資源協助，

這也是「慈善」與「醫療」

結合的好例子。

整體而言，兒復團隊是

跨社政、醫療、教育這三個

領域，我也希望這三個領域

的交集能夠越來越多，如此

將可幫助更多小朋友。這個

模式也被推廣到慈濟其他院

區，將來這個模式也將推廣

到台中分院。

雖然慈院不是一個完全

以兒童為主的醫院，但在這

個領域的用心耕耘，也影響

到其他分院。

■期許長成早療大樹

兒復十年了，但如果就教育階段而言，

十年是從幼稚園到小學而已，如果真正要

做，至少要陪孩子到大學。

十年了，上人播下的早療種子已經發

芽，未來十年，希望這顆種子能更加茁壯、

分枝出去；期待維持優良傳統之外，也希望

花蓮慈濟醫院兒復中心成為一棵大樹主幹：

把很多新的資訊、新的方法、新的經驗，分

享給大家，未來也能夠有更多新的做法。

病人在變、時代在變，我們整個團隊隨

時吸收新的知識，讓兒復中心的小朋友能夠

得到更好的服務。

張祺接受物理治療的課程之一是練習雙手投籃，看她那般興奮，心若開療效就

提高。攝影/謝自富



84

專題報導

85

成就生命大意義

文／陳美玲

器官捐贈十三年

■因愛延續的溫度

同一時空裡，生死，流轉於無常間。在

臨終的一刻，眼淚不一定只為悲傷而流，也

能因一念智慧，得以流下歡喜淚水，讓有用

器官在新生命裡，為愛延續。

儘管醫學發達，當人體某一器官嚴重損

傷衰竭時，至今仍無法研發出可取代活體器

官的人工器官，來協助人們生存，唯有藉由

植入他人捐贈之器官，才能挽救性命。而這

神聖的延續生命工程，即為「器官捐贈」。

器官捐贈係指腦死或臨終病患，將還有

功能的器官、組織無償捐贈出來，移植到需

要的病患身上。花蓮慈院李明哲醫師表示：

「器官移植的目的，是要讓還有一線生機的

器官衰竭病患，能被救治並存活下來。」

器官捐贈範圍包括：（一）活體捐

贈：指身體健康的成年人在法律規定下，

將一顆腎臟或部份的肝臟，捐贈給血型相

合的五等親屬（親等範圍以衛生署公佈之

法令為主）或配偶，配偶是指結婚二年以

上或生有子女者。（二）屍體捐贈：腦死

病患經過正常程序且無償捐贈。

其流程見於圖示：

發現潛在性捐贈者

後續關懷

尊重家屬決定
終止勸募、持續關懷

移植小組進行臨床
評估與確認

徵詢主治醫師意見
與同意

同意器官捐贈

啟動器官捐贈流程

器官摘取與移植手術

協助出院與善後

不同意器官捐贈

繼續維持病患生理機能

一般照護合適捐贈

社工�志工關懷
適時提出勸募

註：維持病患生理機能同時，視狀況並適時�����

再次提出勸募，若仍拒絕，則尊重家屬

決定，終止勸募；一般正式的勸募不超過

2次。

＊註

＊

否

是

大愛劇場「人生旅程(I)─緣」簽名會中，大林慈院社

會服務室社工也在一旁同步進行「器官捐贈宣導暨簽

卡活動」，吸引了年輕學子簽署器官捐贈同意卡。攝影

/何姿儀提供



隨著移植醫學的進步與器官捐贈的風氣

推展，目前世界各國均有器官捐贈與移植工

程，一般透過兩種方式進行，一是自由捐贈

（稱為Opt-in law），一是該國規定國民往生

後，其器官可以依法成為器官移植的來源。

台灣是亞洲最早實施器官捐贈的國家，

於1968年時，李俊仁教授即完成台灣第一例

腎臟移植，1987年，政府公佈「人體器官移

植條例」。1992年，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

透過「器官捐贈同意卡」的發行，推廣國人

器捐觀念。惜因民情風俗等因素，國內平均

每年約有四千人等待器官移植，但僅有兩百

人可因器官捐贈而受惠，以致許多器官衰竭

的患者，往往因等不到器官而往生，甚至冒

險遠渡海外買器官，用寶貴的生命做無可預

期的賭注。

■捨身命、續慧命的成果

「生命只有使用權，而

無所有權。」人生在世，

雖可善用身體創造許多傲

人成就，倘瞬間一口氣上不

來時，卻是萬事皆休。在上

人啟迪下，慈濟花蓮醫院於

1995年，成立器官移植小

組，2004年成立器官勸募

中心，迄今十餘年，完成了

四十四例多重器官捐贈（含

外院轉贈）與四十七例組織

捐贈。2004年七月，慈院首

例腦組織捐贈菩薩，遺愛人

間，讓醫界對腦部疾病有更

多瞭解，以增進未來病患之

福祉。

為推動這項延續生命工程，器捐小組致

力於宣導、器官移植醫療教育訓練，四千七

百多個歲月如一日。以2006年為例，至七月

底止，於慈院舉辦器官捐贈宣導計二十場，

與會者共達兩千九百四十五人次；器官移植

醫療教育訓練共四場，課程含括：肝移植術

後照護、如何發掘合適器官、捐贈者臨床照

護、器官移植術前術後照護等專業常識，約

有七十三名人員參與。

此外，為倡導東區器捐風氣、建立大眾對

器捐之正確觀念，鼓勵民眾於健保 IC 卡加註

器官捐贈意願，由慈濟器官勸募中心暨器官移

植小組，與慈院社會服務室主辦，財團法人器

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與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

會協辦，在2006年5月29日，於門診一樓衛教

廣場，舉辦為期一週的志願簽卡活動，並於門

診走廊有展期一個月的器官捐贈與器官移植海

報展。此次活動共有兩百零四人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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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倡導東區器官捐贈風氣、鼓勵健保IC卡加註器官捐贈意願，以及建立一般民
眾及院內員工對器官捐贈之正確觀念，花蓮慈濟醫院器官勸募中心暨器官移植

小組，於5月29日假門診一樓衛教廣場舉辦為期一周的器官捐贈卡簽卡活動，
並於門診走廊展出為期一個月的器官捐贈與器官移植海報展。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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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年度

1
0
2
4
0
7
6
3
18
11
15
21
19
19
126

眼角膜移植

0
0
0
0
3
0
3
5
7
4
3
14
15
5
59

腎臟移植

0
0
0
0
0
0
2
0
0
0
4
2
1
3
12

肝臟移植

【資料來源：花蓮慈濟器官移植小組(95)工作成果報告】

【年度移植案例數】

1
2
4
5
5
3
12
8
11
17
13
10
91

本院捐贈 外院轉贈
總人數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總計

1
2
3
1
2
0
3
0
2
5
4
1
24

器官捐贈

0
0
1
4
1
1
7
6
3
6
5
5
39

組織捐贈

0
0
0
0
2
2
1
2
4
3
4
2
20

器官捐贈

0
0
0
0
0
0
1
0
2
3
0
2
8

組織捐贈
年度

【資料來源：花蓮慈濟器官移植小組(95)工作成果報告】

【年度器官/組織捐贈案例數】

據慈濟器官移植小組統計，器官捐贈與移植在院內，已有以下成果：



集眾人努力耕耘，十年間，花蓮慈院總

共圓滿了七十七位菩薩捐贈器官，與十四位

腦組織捐贈菩薩遺愛人間之心願（至2005年
8月底止）。

他們延續的，不只是心跳脈動，不只是

喘息呼吸，而是一個家庭的希望，與累生累

世的法緣。

■成就器官捐贈的推手

這樣艱鉅的生命工程，需要時間、空間

的因緣和合，更需要許多推手來圓滿，包括

專業醫師、協調護理師、社工與醫院志工。

東台灣器官移植先驅的李明哲醫師，

1997年4月，在前輩指導下，執行首例腎臟

移植，兩週後獨立完成移植腎臟手術。但，

並不是每一個移植都如願順利。在一回移植

過程中，李醫師發現患者血管栓塞嚴重，生

死一線間，考驗他的智慧，另覓途徑，才順

利完成移植工程。

2004年，他創下超過24小時、馬拉松式

的手術紀錄，連續四檯刀──摘器官、植入

一個肝臟、再植入兩顆腎臟。一念悲心，一

份宏願，一鼓勇氣，一肩承擔，至今十年。

器捐過程猶如「一秒鐘VS.一輩子」的

關係，為了搶救生命，上人不惜重金，擇選

最先進的儀器，培育莠莠仁醫，出國深造。

合心的醫療團隊，是每項艱鉅醫學工程的致

勝關鍵。化腐朽為神奇的妙人醫，站在搶救

生命的第一線，背後一群既柔軟又堅強的醫

院志工，宛如「千手觀音」，用愛與智慧，

牽來善因緣。

自患者一入院，他們隨時與醫師保持

聯繫，了解其病情發展，目的不只為了救活

著的人，而是要讓兩個生命，在絕望中各見

希望。倘遇符合器官捐贈之患者，即透過平

時對家屬之關懷與悲傷輔導的言談間，提及

相關資訊，佐以上人對生命大義的開示，並

引導家屬表達想法，與患者是否曾表達此意

願。若家屬過度悲痛或無法接納，縱使患者

生時已有器捐同意卡，也不會勉強家屬簽下

器捐同意書，一切要以「家屬心安，亡者靈

安」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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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十月的第四個週末，慈濟器官勸募中心都會舉辦一場「器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會」，邀請捐贈者家屬以及受贈

者與會，一同追思這些遺愛人間的菩薩群們。10月28日，就是一年一度追思會的日子，大家齊聚一堂，互道祝福與感

恩，在會後的大合照，大家相約明年秋天再相見。攝影/謝自富



因志工們的「感恩、尊重、愛」，讓家

屬的「信」，患者的「願」，得以結合，化

作大愛的「力」量，讓有用器官在不同生命

裡，得以續「行」。

■大捨菩薩的足跡

在醫療團隊協力下，原本一幕幕無可

避免的灑淚訣別，因情感昇華，得以化

作一場場甘露雨，降在重生者身上，也

迴向幾滴智慧在受贈者與家屬的心田，

讓告別不再只是悲淒的結束，而是心的

領悟。

2 0 0 2年的花蓮慈院二五西病房，一

到大夜班時間，即可見到阿昌班長，穿

梭在病房與迴廊，守護著風中殘燭的生

命，很難想像，他曾是道上的大哥。

口腔癌末期的他，一身江湖習氣，常

大鬧病房。直到他遇見志工苦口婆心相

勸：「以前在花蓮監獄時告訴你，好手

好腳要走好路，你怎麼全拋在腦後呢？

到底我們該怎麼做才能幫助你？」媽媽

心，菩薩心，柔軟了鐵漢心，在大勇的

懺悔中，浪蕩生命有了大智的轉舵，決

定要用有限生命做志工。

爾後，他從「人間菩提」聽到上人開

示大體捐贈，毅然簽下器官捐贈與病理

解剖同意書，在臨終一刻，綻放火燄化

紅蓮般的生命之光。

年僅二十餘歲的李女士，在1991年因急

性毒素腎發炎，展開漫長洗腎路程。終在七

年後，有機會得到臨終者捐贈腎臟，進行腎

臟移植。醫療團隊的用心，不僅讓她重獲新

生，也扉起了她一扇心窗。

遺憾的是，數年後，其另一顆腎臟罹

患癌症，再度走向生命終點。當年，因器捐

者的大愛，讓她獲得重生；此時，她法喜充

滿地簽下器捐同意書，讓曾是器官受贈者的

她，亦扮演了器官捐贈者的角色。

2003年，越籍阿春媽媽騎車載孩子送

便當予丈夫途中，被突然從巷內衝出的車子

從後頭撞上，連人帶車飛了出去。瞬間的意

外，改寫了兩個平凡家庭的生活。

丈夫忙不迭地從工地趕來，志工安慰

他：「請別擔心，孩子狀況已經穩定，我們

會盡全力照顧他。」只見他沒掩飾地落下淚

來：「師姊，謝謝妳們。但我的妻子傷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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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慈院病患41歲的王先生，年輕時因尿毒症開始洗腎

，雖然每星期都要洗腎3次。於2006年2月1日接獲慈院通

知配對成功，16天來在醫護人員照顧下，術後狀況良好

，17日出院。圖為尹文耀醫師為他做檢查。攝影/江珮如



重，有生命危險……。我該怎麼辦？我還

能為她做什麼？」「你還有更重要的事要

做。」志工斬釘截鐵的一句話：「如果醫師

救不回她，就讓她來救更多人好嗎？」

在難捨、能捨之間，婆家簽下器捐同意

書，在她走完這一生的同時，至少有十數個

新家庭歡慶家人重生。

■一條慈悲喜捨鋪成的路

器官捐贈，決於一念，成於一時，但延

續的路，卻是無遠弗屆。

醫護人員的大慈無悔，毅然承下兩個生

死交關的生命重責；志工的大悲無怨，從患

者入院的那一刻起，用法親之愛、菩薩的智

慧，陪伴到最後；受贈者的大喜無憂，不復

面臨失去生命的恐懼；施贈者的大捨無求，

讓悲傷昇華為法喜，在醫病關係之間，鋪下

一條慈悲喜捨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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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尾聲還有一個填寫祝福卡的活動，邀請在座人士將對捐、受贈者的祝福，寫在心型的祝福卡上，並將它張貼在

舞台前的大布幕上，將思念與祝福化成文字，遙寄給遠方的生命勇士。

「我們不認識您，但我們謝謝您！」

「雖然我沒看過你，但我將藉由你的腎，活出精采的美麗人生。」......

攝影/謝自富、施明蕙(含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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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教育在社區

文／曾漢榮

慈濟大學社會推廣教育

慈
濟大學秉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

念，以推廣社會教育為宗旨設置社會

教育推廣中心。致力提供社會大眾終身學習

與進修的機會，以期將慈濟真、善、美的人

文精神落實到社區的每一角落。

《衲履足跡2004年春之卷》中上人慈

示：「慈濟各分會會所，亦即是慈濟道場。

…同時也是社會教育推廣中心。」因此除了

於慈濟大學所在的花蓮成立「花蓮中心」

外，還於各靜思堂成立台北、豐原、彰化、

草屯、台南中心，更向海外擴展成立馬六

甲、檳城、吉隆坡、新加坡中心，共10個中

心。此外，還有許多中心在籌備中，如國內

的板橋、桃園、清水、岡山、高雄；海外的

美國、印尼、菲律賓、中國大陸……等。

與其他大學附設推廣中心最迥然不同之

處，慈濟並非跟隨時下流行而開班授課，反

而是持續著墨於人文教育之涵養，從茶道、

花道、手語、繪畫等，帶入靜思語的精髓，

進而提升生活品質，正視生命教育之課題，

彰化品味茶香師資班，老師仔細解說如何由茶色觀茶的優劣。攝影/慈大社推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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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有形教育轉化於無形涵養。

綜歸中心所開設課程，共分為八大系

列：語言、人文、藝術、生活應用、體能、

電腦、學分班、兒童系列。各地中心因應不

同的特色與需求，於專業課程裡融入慈濟人

文，透過有形與無形的推動，感受到人文的

道德香。

■愛的腳步不停歇

2006年2月，因馬來西亞當地缺乏幼教

師資，於是中心邀請慈濟技術學院張毓幸

老師、慈濟大學胡美智老師至馬六甲中心傳

授教學經驗與幼兒帶動方式。此行，為海外

帶來不同領城之發展，同時陸續於新加坡

中心、檳城中心舉辦「真善美花道師資精

進研習課程」、「妙手生華師資精進研習課

程」。

此時，短期研習已無法滿足海外慈濟

人的需求，愈來愈多人想回台參加慈濟人文

課程，也因應慈濟各地共修道場之需求，3

到7月，於台灣開辦「靜思茶道」、「蕙質

蘭心」、「真善美花道(海外)」、「樸實藝

術」等5個師資班，培育海內外種子師資共
216人。三個月時間，超過100小時的研習，

每個人都法喜充滿。

師資班課程結束時，海外種子師資回到

僑居地，便紛紛受邀於當地社區分享，其中

檳城中心的七位師姊，短期內就在社區舉辦

超過60場茶會；而吉隆坡中心也迅速規劃蕙

質蘭心課程，成立師資團隊，期藉由方便法

門接引大眾入慈濟宗門。

7月，由王本榮校長領軍，帶領共38位

講師、行政人員至美國總會舉辦「全美慈

濟人文教育研習營」。美國總會為將豐富蘊

藏的慈濟人文與慈濟精神，如實如法的廣佈

到美國的各個角落，邀請台灣本會具備慈濟

理念的專業講師，共同培訓種子教師。期望

「落實社區、回饋社會」。

8月，於新加坡中心舉辦「妙手生華師

資精進研習課程」，於馬六甲中心舉辦「心

素食儀師資精進研習課程」。11月，在上海

師兄、師姊的請求下，慈濟大學社會教育

推廣中心與宗教處合辦「慈濟人文課程研習

營」，進行真善美花道、妙手生華、靜思茶

道之課程體驗。

11月，吉隆坡中心、馬六甲中心、新加

坡中心之講師與志工共39位回台尋根，其

中有15位第一次到台灣。走過台灣的社教中

心，參訪社會教育推廣的運作與開課的特

攝影/慈大社推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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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截長補短同精進。這一刻，對社教中心

來講具有歷史意義。

■培育慈濟人文種子老師

當中心的發展愈來愈蓬勃時，愈發感受

到慈濟人文課帶來的影響深遠；由慈濟資深

委員擔任講師，傳承法髓，能鼓勵大家共行

菩薩道。因此慈濟人文課程，成為中心之核

心課程。

靜思茶道由德 師父指導，以「無量

義經」貫穿靜思茶道之精神，主講「八禮

法」，由李六秀師姊與李阿利師姊共同承

擔帶動。茶器是法器、茶水是法水，透過茶

水、茶事的因緣，靈活運用度眾的方法，觀

機逗教開導眾生心結，對民眾弘揚正法，善

巧方便接引來眾成為人間菩薩。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真善美

花道由德普師父指導，正規劃將「法華經」

融入真善美花道的精神裡，提升靜思風格與

生活層次；藉由與大自然花草樹木的互動，

領悟生命的意義。

妙手生華由李靜映老師帶領，將上人的

法語與手語結合，於課堂中教導「行、住、

坐、臥」禮儀之美，期望手語的呈現就像菩

薩打手印一樣的莊嚴與柔和，進而提升宗教

情操，洗滌內心的無明煩惱。

蕙質蘭心由李阿利師姊策劃，其精神為

「慈濟人文風範及愛的家庭經營」。期待涵

養優雅氣質、溫柔婉約、提昇自我內涵、長

養圓滿智慧的女性；溫文儒雅、文質彬彬負

責的新優質好男性。

樸實藝術由張鈞翔師兄推動，融入佛

典與靜思語，不介意外在形式、規矩，而是

隨心所欲、天馬行空，將自己內心所感受

到的，透過簡單素雅的表現，讓人感受到繪

畫的快樂，重拾赤子之心。「心美看什麼都

美」就是其精神所在。

■廣結善緣度眾

八萬四千法門中，培訓、精進只是其中

之一，社教中心除了一般推廣課程，並利用

假日舉辦各項活動，邀學員、社區民眾、慈

濟志工、公司團體參加。

於豐原、台南舉辦「人文饗宴」活動，

藉由靜思茶道、真善美花道、妙手生華、

手語團康、心素食儀之展演，讓參加之社會

民眾，體驗慈濟特有的人文氣息──茶道的

靜、花道的雅、手語的柔，展現慈濟人文內

涵，更讓人性的真、善、美深入人心。

於岡山、桃園舉辦「親職教育與健康

促進研習會」，邀請慈濟大學專業教師前

往演講，有歡笑，有淚水，經過一天的心

靈洗滌，從親子溝通，到健康問題剖析，

探討如何建立健康生活；每人心中都充滿

無限感動。

於岡山、桃園、台南、豐原舉辦五場人

文講座，結合慈濟當時所推動之計畫，邀請

台北樸實藝術長青班學員們，每堂課都是在歡笑聲中學

習。攝影/慈大社推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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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之慈濟人與大家分享人間之美善，共計

2300人參加。

於花蓮、台北、彰化、草屯、台南舉辦

結業成果展，請學員邀請家人、鄰居一同參

與，也因應各靜思堂所進行的活動，舉辦茶

會，茶香、飄香、人文香；品茗、談心、話

慈濟，期望有愈來愈多人加入慈濟大家庭。

■終身快樂學習

「活到老，學到老」，人的一生都要不

斷學習，才能讓身心靈達到平衡，也因此中

心規畫出許多具有特色之課程。

為50歲以上的人，打造一個多采多姿

的長青學園，結合專業教師、慈濟志工等眾

人心力，設計成一系列優質長青成長課程。

開設具地方特色之課程，並和「慈濟台南組

隊」與「彰化縣秀水鄉鄉公所」合作，開辦

「外籍配偶專班」，為輔導外籍配偶增進語

言及生活適應能力。

暑假於全省各中心舉辦「兒童生活智慧

營」，開辦至今，迴響熱烈。

為培養彰化社會教育推廣中心的人文

志工，成為真正傳播慈濟人文的「人文老

師」，特開辦「人文飄香精進研習」課程。

也因應需求，開設「靜思茶道慈誠委員研習

班」，招生對象由豐原至屏東之慈誠委員，

期待透過茶道之善巧方便法，「以茶水汲取

法水，以茶會祥和社會」。

94學年度（2005/8/1-2006/7/31），社教

中心共開設778班，服務人次13527人，其中

學分班43班，1071人次，非學分班735班，
12456人次。

每一個課程，都有其課程目標，但中

心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學員不只有知識上的成

長，還能受慈濟人文薰陶，內修外行建立人

品典範。

■最動人的力量

一路走來，社教中心至今能有這樣豐收

的喜悅，除了感謝學員支持之外，最重要是

有一群無私、無我的志工支持，默默地陪各

中心走過招生、開課、結業的每個階段。

「每一次上課就是一次愛灑人間」，

師兄師姊們懷抱著感恩心來擔任教育志工，

把握每次上課機會，傳遞溫暖與愛，勤耕福

田，讓一畝畝心田萌芽、成長而茁壯。

「每天都是生命中的一張白紙，每一

個人、每一件事都是一篇生動的文章。」社

教中心成立至今，時時傳來溫馨、動人的故

事，點點滴滴令人動心。每一個班級，和樂

融融，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溫馨氣氛，希

望每一個上課的日子，都是每一個學員，最

期待的日子。

期許社教中心的每位同仁都擁有熱情，

帶給每位與我們接觸的人，一些正面的、愉

悅的影響；相信我們擁有改善這個世界的力

量，我們正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埋下一顆種

子，它的名字就叫做「希望」。

花蓮長青班的學員，將回收的鋁罐變身為小巧精緻的裝

飾藝術品。攝影/慈大社推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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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宏觀的世界公民

彙整／塗美智

慈濟教育志業國際交流

世
界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類都是生活

在地球村的一份子。雖然科技發展與

環境變遷，讓人們彼此的距離拉近、互動密

切，但國際上仍存在種族、文化、宗教、語

言、政治、經濟、教育等差異。

證嚴上人慈示：「教育是淨化人心的工

作，教育辦得好，是社會的一股希望，更是

一股安定的力量。」

因此，要增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維

持世界的祥和，平時應教導學生學習相互尊

重、彼此包容，除了關懷周遭的人、事、

物等，也要關心共存共榮的大環境與國際

事務，進而奉獻心力，協助解決國際共同問

題，培養其具備地球村生命共同體之整體概

念，將來成為優良的世界公民！

■真善美教育�慈濟人文兼容並蓄

慈濟教育志業有志一同，以「慈悲喜

捨」的無私精神為社會培養天下英才，這幾

年來已跨出國際的足跡，積極推動國際學術

交流與實質合作。

慈濟大學特設置國際事務中心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其附屬的中、小學也同

步奠定國際化的初基，慈濟技術學院則在研

美國科羅拉多學院的師生至慈濟教育志業體交流，深刻體會花蓮的好山好水與慈濟人文。提供/陳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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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心設立「國際學術暨產學合作組」，各

教育志業體努力推動各項事務，以提昇國際

學術地位，並拓展學生之國際視野，提供海

外學生服務。

歷年來，國際學校合作、學術交流或研

討活動、外賓接待、獎助師生出國、教育合

作、慈濟人文交流、合作學校師生交換、海

外招生、外籍學生入學諮詢與輔導、留學、

進修資訊等工作，成果豐碩。

慈大張芙美副校長兼國際事務中心主

任，特別強調「人文境教」的重要性，其中

姊妹校交流，更讓學生深刻體驗台灣花東地

區的特殊地理與社會文化、慈濟真善美人文

及慈濟志工服務精神。

例如美國的科羅拉多學院有連續四次交

換學生到慈大進行移地教學，國外學生來台

灣學習慈濟人文，連陪同而來的教授，對慈

濟校園環境及教育方式都很肯定與感動；他

們認為慈濟給孩子的人文之豐富、貼切，給

他們無量的啟發！

2006年12月18至22日，國際事務中心

與國際學生會聯合辦理第一屆「慈大姊妹

校展」，王本榮校長親自

為開幕典禮剪綵。除了平面

及動態展示介紹姐妹校，還

有外籍人士說故事比賽、分

享會、各國服裝秀等精彩活

動；慈大交換學生張詠詠，

也以網際視訊連線的方式分

享他正在國外求學的現況。

目前慈大總共與海內

外十八間大學，建立姊妹校

（十五所）與學術交流的關

係，從2000年第一所柏克萊

大學開始，遍及東南亞各國

家，還有少數美洲與中南美洲國家，交流日

益頻繁。

九十四學年度海外學生文化交流，共有

五百零四位來自美國、英國、南非、澳洲、

紐西蘭、日本、印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九十五學年則有十五位外籍生和三十五位僑

生就讀慈大。

■國際化交流�邁向世界級的發展

由於姊妹校的建立，慈大國際學生交

換人數每年成長，當然，學校也大力鼓勵教

師、學生參與國外交流活動、支持出國考

察、研修、講學等，增進國際發展，提升國

際形象。2006年在張芙美副校長帶領下，積

極至國外學校、機構交流，全力推廣海外招

生活動、辦理教育展。

他們曾參訪姊妹校及其附設醫院，例

如印尼大學、泰國馬希竇大學、菲律賓聖湯

馬士大學、馬來西亞國民大學及馬來西亞理

科大學，其他學術及醫療機構如越南大水

鑊醫院、胡志明市外語暨資訊大學校、新加

坡陳篤生醫院、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印尼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師生蒞臨台灣慈濟志業展開學習與交流之旅，慈小白麗美

校長與楊月鳳名譽校長引領大家一起學習人文禮儀。提供/林郁文



96

專題報導

97

Atma Jaya醫院、菲律賓中正學院及僑中學院

等，並遠至加拿大蒙特婁參加了第五十八屆

N A F S A美洲教育展。同時也因前往越南招

生及參訪，促成胡志明市外語暨資訊大學校

長黃氏局及胡晉生博士前來締結姐妹校及拜

會證嚴上人。

慈濟技術學院2006年與英國 Sheffield 

University 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也與

美、德、韓、大陸、新加坡等多國做互訪或

交流。慈濟中學來訪的有美國肯德基大學、

姐妹校中國固始慈濟高中及武漢福利院等。

慈小則是有朋至遠方來，泰國清邁慈

濟學校二十一位師生蒞校交流，展開兩週

的交流學習之旅，慈小白麗美校長與楊月

鳳名譽校長引領大家一起學習人文禮儀。

可見慈濟在泰國的人文教育種子，也漸漸

發芽茁壯了！

在學術交流方面，學校師生也與海外各

校有許多互動交流。2005年底的「人間佛教

的發展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是英屬哥倫比

亞大學亞洲研究學系與慈濟大學共同舉辦。

2006年4月於花蓮靜思堂舉行的「亞太骨髓

庫交流研討會」，由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慈濟大學、慈濟技術學院合辦，計有十四個

國家，四十七位各國骨髓庫、移植醫院代表

參加與會。

8月18日，2004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之一

席嘉諾佛應邀到慈濟大學演講，他以無比的

耐心和毅力進行基礎研究，將近二十四年終

獲肯定，值得所有從事研究者學習。

「印尼紅溪河整治效應之科際整合研

究」小組由慈濟大學許木柱教授、何蘊琪

教授、尹立銘教授，並與印尼大學合作，

2006年8月前往印尼實地調查。 Siti Aisah 

Boediardja博士（印尼大學醫學院）表示：

「人類必須維護環境，保護這個世界。」他

特別讚賞校際合作研究、相互學習成長！同

時也展現慈濟慈善救援工作蔚為國際楷模的

成果。

■愛心無國界�海外教育志工行

證嚴上人曾舉《華嚴經》言「善財童

子參學」的故事，鼓勵大家要以所見所聞自

省、學習，才是真正「行萬里路，勝讀萬卷

書」。

透過與外國學校的實質交流，讓慈大

僑生與外籍生人數每年增加，是慈濟努力推

動的目標，也是促成學子走出校外學習的動

機。能夠到國外，不只拓展新視野，也是培

養一份關懷人的心，各校更是積極推廣國際

化，營造最佳學習環境。

自2004年慈大首次舉辦海外教育志工

甄選，至今已第三年，服務地點包括馬來西

亞，泰國，和大陸等地區，最遠到達南半球

印尼爪哇島。透過全球的慈濟志業體之協助

與海外分支會的安排，師生得以順利進行互

訪、交流及招生活動，提升國際化與國際知

名度，並拓展國際化體驗與學習。

2006年6月30日，慈大海外教育志工團

由張芙美副校長授證和授旗，7月前往馬來

西亞檳城與麻六甲、泰國清邁學校等地，擔

任華語教育志工。親自參與泰國清邁教育志

工活動的教傳院高強華院長表示，慈濟教育

注重學生服務學習的精神，海外華人很需要

華語文的訓練，學生可以協助他們，也希望

同學從兩國文化中互相學習彼此的優點。

教育志工每天的行程排得滿滿！不但開

設華文精進班和親子班，也帶著慈濟學校學

生一起上課，課程內容則全部用華語溝通，

包括靜思語故事、眼看世界、趣味團康，及



96

專題報導

97

電腦和自然學科，平常還跟著慈濟志工做居

家關懷，非常充實！至馬來西亞的教育志工

除了巡迴各地外，也到慈濟姊妹校理科大學

進行交流，拉近彼此的距離。

教育志業體同學包括慈大、慈中、技術

學院還有教聯會、慈青師生等，到大陸河北

省井陘縣皆山中學、福建省廈門大學和蘇州

大學等地，以營隊活動帶給學生慈濟人文的

新體驗。也前往中國貴州省丹寨縣慈濟中學

及烏彎小學，舉辦「兩岸青少年學生健康快

由慈濟教育志業體師生所組成的兩岸青少年人文交流訪問團，於大陸貴省丹寨縣烏灣慈濟小學發放獎助學金，圖為當

地歡迎的儀式。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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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希望成長營」，他們親見當地學生刻苦生

活、奮發向學，內心有深刻體會。

為了提昇學生的參與意願，慈大也特

別舉辦「海外交流經驗分享會」，並介紹獎

勵措施。參加世界醫學生聯會的蘇逸愷同學

表示，與世界各地不同學校的醫學生一起為

醫療議題努力，結交許多朋友、又學習很多

知識。醫資系詹婷婷泰北旅程最大的收穫是

「感恩、知足」，體會「施比受更有福」，

並且在大愛下見證歷史，體悟不同的人生故

事。英美系張晴芳同學更體驗了「做中學，

學中覺」的可貴。「既可以服務人群，又可

以拓展國際觀」，海外志工們無數美麗的回

憶、點點滴滴在心頭，醫資系陳逸嬿同學認

為，在慈濟求學可以知道很多國際事，又可

以到國外服務，自己變得比較有世界觀。

■多語文學習�奠定國際化基石

慈濟學校的獨特之處，在於充滿人文氣

息的學習環境；校園建築

空間、花木綠化，無不充

滿用心和巧思。更有豐富

的課程資源、人文關懷，

讓人在愛與尊重的人文氣

息中如沐春風。

為了提供海內外華裔

子弟及外籍人士學習華語

文的課程，慈大於2003年8

月，設立華語文教學中心

（CLTC）；同時也增設語

言課程，加強學生外語能

力的培養與訓練。

技術學院、慈中在英

語教學上投注相當多的

心力，讓學生落實生活美語，有系統的學

習與認識英語文化。慈小平時學習的英語

也在成果會上發表，不只展現小朋友學習

成績，重要的是培養團隊的共識與合作默

契，讓學生學習縮小自己，彼此尊重對方

的想法。

■四海存知己�海角天涯若比鄰�

慈濟各級學校透過多語文教學、國際交

流及人文活動，與國、內外學校建立教育夥

伴關係，更可藉以分享彼此教學經驗與教學

資源。不僅在人與人之間培養出大愛與感恩

的文化，更增進人類的相互了解與尊重。

在慈濟四大志業推展至海外各地的同

時，期許每一位學生都能沐浴在慈濟世界

的溫馨環境中，「宇宙為胸襟、喜捨無遠

近」！學習將大愛撒播至世界的每一個角

落，共同建構一個「真、善、美」的地球

村。

慈濟技術學院馬來西亞國際人文交流團，前往接峇汝老人院及照顧戶家中關懷，

表演手語歌曲與老人家互動。攝影/甄子豪



98

專題報導

99

溫馨的解剖人文

文／張榮攀

遺體捐贈十一年

慈
濟推動遺體捐贈屆滿十一年，至今

在台灣簽署遺體捐贈志願書者近兩萬

人，儼然已形成一股風氣；在佛教「頭目髓

腦悉施人」的利他基礎下，將中國人保留全

屍的觀念，提升到將身體使用權發揮至極，

在往生後仍能延續生命良能，獻身醫學教

育，培育良醫，回饋社會盡大孝，也為人文

醫療奠基。而這樣的轉變，源自於一位飽受

病苦折磨的善女人。

■一位善女人的示現

一位捨身菩薩，開啟了台灣遺體捐贈之

先河。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一位因心臟衰

竭、骨癌往生的婦女，成了慈濟醫學院創校以

來的第一位遺體捐贈者。她是一位與癌症搏鬥

了十年的生命勇者。

一九八五年三月林蕙敏女士被醫師檢查

出罹患乳癌，經手術治療後以為可以遠離癌

症威脅，但一九八九年母親節前夕，她突感

右大腿關節疼痛，無力行走，住院後證實是

移轉性骨癌。一九九四年十月，醫師告訴家

屬癌細胞已擴至肺、肝與腎，除止痛外，不

再作任何治療。

同年，林女士從慈濟刊物獲知十月十六

日慈濟醫學院創立的消息，她想：醫學生需

要有人體供作解剖課實習之用，捐贈遺體會

是奉獻社會的好方法。於是林女士向二女表

明心意已決，並囑咐她說：「不論你的兄弟

姊妹有任何阻力，你都要幫忙克服，協助我

完成這個心願。」

年底，林女士主動與慈濟醫學院聯繫，

李明亮校長親自向她解說。她請家人趕快在

遺體捐贈志願書上簽名蓋章，並寄回醫學院

給李校長。

有愛的示現，必會引發更多共鳴。一位

抗癌勇者成就了遺體捐贈的因緣，慈濟大學從

擔心找不到大體老師，到截至慈濟四十周年，

2006年4月底：大體解剖已捐贈177人、模擬手

攝影/李佳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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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63人、經家屬同意轉捐贈外校286人，計526

人。因為信任慈濟，往生後選擇作大體老師，

而簽署遺體捐贈志願書者共17385人。馬英九

先生於2000年也簽下同意遺體捐贈志願書。

■印順導師的智慧

經云：「壽、暖及與識，三法捨身時，

所捨身僵仆，如不無思覺。」

人往生後沒有助念八小時，馬上捐贈遺

體，往生者會不會痛苦而心生不滿？甚至子

孫親友會不會招來不幸……？這是許多器官

捐贈者及遺體捐贈家人所擔心的問題。

印順導師慈悲，在其著作《華雨集》

〈中國佛教瑣談〉中做了以下的解說：

「壽、暖、識三者不再在身體上生起，也

就是沒有這三者，才是死了。……如還有

體溫，也就是還有意界（識）與壽命，而醫

生宣告死亡，就移動身體；或捐贈器官的，

就進行開割手術，那不是傷害到活人嗎？

不會的！如病到六識不起（等於一般所說的

「腦死」），身體部分變冷，那時雖有微細

意界唯識學稱為末那識與阿賴耶識，但都是

捨受，不會有苦痛的感受。移動身體，或分

割器官，都不會引起苦痛或厭惡的反應。所

以，如醫生確定為腦死，接近死亡，那末移

動身體與分割器官，對病（近）死者是沒有

不良後果的。」

證嚴上人延伸印順導師的見解，並說：

「人生無所有權，而一個人最大的意義，

就是發揮使用權。生老病死，萬般由不得自

己，所以當身軀能使用之時，所付出的，才

是自己所得的。人生最苦莫過於病，能奉獻

死後軀體做為醫學研究，利益未來病理的發

展，藉以消除人類疾病，或減輕病苦，此事

真是功德一椿，也是人生快樂事。」

「有願力捐贈遺體或器官的人，甚至

在醫師取去部分器官時，亡者意識會飄飄然

浮在空中，也會『說』著：『諸如肝、肺等

等，也可移植啊，否則太浪費了！』」

■溫馨的解剖人文

一九九六年耶誕節往生的楊健民先

生，5 0歲，第三十位遺體捐贈者。他在

病危時由太太代為決定捐贈遺體。楊太

太──楊周朱枝女士做此決定並未獲得

先生親友的諒解，但在兒女的支持下，

楊先生還是終於如願捐出遺體。其妻兒

當時堅定地說：「我們寧可學生在我先

生（爸爸）身上試劃二十刀，也不願見
攝影/李家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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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學生將來畢業當醫生時，在任何病

人身上劃錯一刀。所以，才願意將先生

（爸爸）遺體捐出來，供解剖教學研究

之用。」這段話成為往後每位大體老師

及其家屬的共同願望。

李鶴振大體老師，52歲。一九九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因胰臟癌併腹腔轉移，在花

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病逝。他帶著自在的笑

容，回到靜思精舍向證嚴上人頂禮，自在的

分享癌症末期的病情，然後心安的住院。沒

有意願接受任何積極治療。某日，證嚴上人

到心蓮病房交誼廳為其圓滿授證，周圍坐滿

前往醫院做志工的大一醫學生，欣賞他的灑

脫，也聽他對生命獨到的見解。

「當知道醫學生對大體老師有如對

導師般尊敬，心裡就放心許多。我想當

有一天醫學生在我身上動刀的時候，也

就是我心願圓滿的時候。」兩年後的大

三大體解剖學，四位醫學生親手執刀解

剖，窺探他身體的寶貴知識。

慈濟大學遺體捐贈者中，有兩位十六

歲，為最年輕；有兩位九十三歲及一位九

十四歲的長者；三位法師為如定法師、聖群

法師、德恩法師；陳林秀蘭女士、陳壬癸先

生，為第一對夫妻共同為大體老師。胡劉二

女士與呂彩霞女士為母女，盧先生與許昭平

先生是丈婿。蔡翠錦女士因臉盆爆裂傷及頸

動脈而往生，隔日一早獻身在解剖檯上，成

為二○○二年慈大全球首創醫學生模擬手術

課程的老師。

■莊嚴儀式的背後

慈濟大學為大體老師舉行的啟用、入

殮、送靈、感恩追思、骨灰入 等所有的禮

敬儀式，都是悲欣交集、法喜圓滿。一路走

來，參與人員無不盡心盡力，力求完美！指

導師父德宣法師、協助執行的德禪法師、時

來關心的德慈法師及所有參與儀式的法師，

是讓大體老師家屬最能感受佛教儀式之莊

嚴，化悲慟為祝福的力量。

十一年來，證嚴上人不曾間斷地全程參

與感恩追思會，親自逐一頒發感恩紀念牌給

大體老師家屬代表，並為大眾開示，分享大

體老師事跡，慨嘆生命無常，人人應善用人

生所有良能；而歡喜大捨的付出者，也種下

來世美善的因緣。上人法語智慧，常使大體

老師的親友雖仍有不捨，卻也與有榮焉。

而為推動遺體捐贈觀念而出版的《捨身

菩薩》手冊及《生死自在》一書，則在慈濟

人文志業中心李烈堂居士、慈濟基金會王端

正副總執行長的信任和支持下，大量印刷，

讓慈濟人及社會大眾，得以了解遺體捐贈對

醫學生教育的重要。

之後，每學年度系列出版的《無語良

師》，則是慈濟大學人文處全體同仁及人文

志業中心群策群力而成就的。其中，張純樸

師兄最初的用心，尤值得一書。

第一屆每組醫學生寫給大體老師的最後

一封信，原本直接放入大體老師棺木中，等

待入殮火化；然而當時服務於宗教處的張純

樸師兄，想到這些珍貴的信件，應與證嚴上

人分享並保存成慈大的解剖人文史，於是他

半夜恭敬地從大體老師棺木取出信件，影印

後感恩地放回。之後，由人文處策劃編輯，

此為書之肇始。

大體老師的送靈儀式，一開始由葬儀社

將棺木放置靈車，大眾再一起送靈。後來在

北區慈誠隊副大隊長張順得師兄協助下，改

由醫學生、慈誠隊一起為大體老師抬靈送上

靈車。張順得師兄往生後也當了大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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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在慈大慈誠懿德會的孩子（醫學生）

及從他身上解剖的醫學生共同抬靈，奉上靈

車。而這有別於傳統由葬儀社安排抬靈，而

由醫學生抬靈，落實感恩尊重的創新設計，

德普法師與黃文欽師兄都盡了不小的心力。

■盡除病苦的期望

上人表示，「長年來一直向大眾宣導就近

捐贈大體，讓其他醫學教育單位也能同享社會

愛心的資源。我們沒有私心，重在啟發人人的

愛心與觀念，讓大家不執著，打破身體不能捐

出的迷信，安心為社會大眾付出，這也是慈濟

人的一項卓越成就。」

「希望大家了解，我們要真正為未來而努

力，倘若現在停止不前，就沒有未來；救人的

方式如教學、研究、醫療品質……等等，都一

定要往前邁進。慈濟是取於社會、用於社會，

在做的當下發現哪裡有需要盡力的地方，即匯

聚慈濟人或社會大眾的力量共同承擔。」

隨著時代進步，民風開放，許多長輩不再

避諱談身後事，且十一年來，慈濟持續莊嚴且

隆重的儀式，一來化解大體老師親友的不安疑

慮，二來打破了民眾對保有全屍的舊有觀念，

故許多家屬在參加遺體捐贈的儀式中，自願並

主動簽下同意書。甚至，參與解剖課程的三年

級醫學生，也在父母的首肯下，簽下遺體捐贈

同意書，效法大體老師的奉獻精神。

大體老師的典範永存，留下亙古動人

的生命篇章。更期望大家以無私之心持續努

力，同心協力提供高品質的醫療，解除病患

的苦痛。

靜思精舍常住師父，以及家屬及慈大師生與志工夾道念佛，為大體老師送靈。攝影/李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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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02 林蕙敏女士捐出遺體。

1996.06-09 全台各地分會、連絡處14場「遺體捐贈說明會」。

 1996.09 首次「大體解剖學」啟用儀式，「大捨堂」完工。

 1996.10 「慈濟全省遺體捐贈關懷小組研習會」，後成「慈濟遺體捐贈連

  絡網」。

 1997.06 解剖遺體的入殮儀式及骨灰入龕感恩追思儀式。醫學生致大體老

  師最後一封信的內容，彙編成「菩薩的化身」歌曲。

 1998.02 教育部長吳京部長推薦，全國醫學院院長聯誼會參觀慈濟大學解

  剖學科。

 2000.12 曾國藩教授向證嚴上人建議：可運用急速冷凍遺體技術，開發模

  擬手術教學課程。

 2002.04 證嚴上人推動「急凍遺體捐贈」。

 2003.09 成立「模擬實境手術教學中心」，「臨床解剖手術教學」列六年

  級必修課程。

 2004.05 「解剖與人文研討會」。

 2005.08 證嚴上人宣布籌設「卓越亞洲、宏觀國際」世界級中心。

 2006.08 設立模擬醫學中心。

慈濟大學遺體捐贈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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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身心的清流工程

文／揚歆

環保與慈濟人文志業

工
業革命後，人類大量使用石化燃料，

迅速產生許多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

加上大量砍伐森林，減少了消化二氧化碳的

能力，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迅速升高，

因而生成全球暖化現象。

■全球暖化，「碳足跡」是推手

九○年代以後，包括中國大陸、印度、

中南半島，甚至非洲國家都積極發展工業，

幾乎全世界都加入二氧化碳生產行列。台大

全球變遷中心主任柳中明教授形容，地球溫

室效應惡化的速度「好像一列失速下衝的火

車」，很難去煞住它。在未來五十年，地球

還會持續暖化。

人為因素造成地球暖化現象，使得海平

面上升、永凍層溶解、湖泊冰期縮短；颱風

愈來愈強、規模愈來愈大。2005年秋天，肆

虐美南的卡崔娜颶風，使紐奧良的創傷至今

未復。全球許多地方非旱即澇，四季失序，

生態浩劫幾可預見。

這些原本應以百萬年地質時間緩步發

生的變化，全部濃縮在短短幾十年間看到，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憂心地說：「地球氣候

的災難性變遷跡象已浮現；未來五十年，我

們需要經濟發展，但成果不在改善人類的生

活，而是應付不斷發生的天災。」

地球六十三億人口，都難逃與溫室效應

正面碰撞，而二氧化碳排放，正是造成地球

暖化的元凶；人類走到哪裡就污染到哪裡的

「碳足跡」，更是人類亟需反省並徹底改變

的行為模式。

■力行環保，讓地球別再「發燒」

慈濟人「不忍眾生受苦難，不忍地球

受毀傷」；對抗全球暖化，除了從醫院、學

校四周地面的連鎖磚，到雨水的回收系統，

都以節約能源與環保的「綠建築」為目標，

還在各社區極力落實資源回收工作，帶動人

慈濟人帶動環保，更要將環保教育往下紮根，所以環保

站也時時可見小菩薩的身影。攝影/文發處圖像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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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日常生活著手，更抱持滴水能穿石的信

念，發起「人間菩薩大招生」，呼籲更多人

投入志工行列。

每減少五十公斤用紙，即可拯救一棵成

長二十年的大樹。每回收十公斤鐵罐可節省

五．七公升的原油；回收一個鋁罐可節省三

小時看電視的電能；一顆扁平的水銀電池，

將會汙染六百公噸的水，而這六百公噸的水

正是一個人一生的用水量。

從1990年，上人呼籲「用鼓掌的雙手做

環保」開始，十八年來，環保已成為慈濟人

生活的一部分。

至今為止，全台灣加上外島的澎湖、金

門、小琉球共有四千五百個社區的環保點，

投入環保的志工多達五千七百多人。連同海

外的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

賓，都與台灣同步展開環保資源回收工作。

慈濟人做環保，從早期「幫助上人建

院」的單純理念，到現在無論老少，都異口

同聲道：「地球只有一個，我們要愛護地

球！」從1992年累積到目前，慈濟共回收紙

類七億一百萬公斤，估計已拯救了一千四百

零二萬棵二十年生的大樹。而樹木，正是吸

收二氧化碳，避免地球繼續「發燒」的重要

元素。

其實，早在1987年間，慈濟開始推動

資源回收工作前，花蓮慈濟醫院的餐廳就不

再供應免洗筷，鼓勵大家自備碗筷用餐，衛

生又節約能源。慈濟人更是身體力行，出門

「環保三寶」──環保碗、環保筷、環保杯

不離身。

慈濟大學學生還組隊沿路拜訪花蓮市的

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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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推動宣導「心生活新食器」，如顧客

自備環保碗筷，商家可以給若干折扣或其他

優惠，超過九成的商業都樂意配合。

■少欲知足，惜福回收護持清流

從事大地環保，最重要的是由心靈環保

做起。環保生活觀是由疼惜物命、降低物質

需求、減少消費欲念做起；回收十公斤的廢

紙，雖僅能賣到兩角錢，但在大太陽底下、

在冷雨寒風中，體會到地球資源點滴得來不

易，自然懂得「惜福」。

現在，各社區的環保站成了惜福植福、

撫慰人心的地方，有不少慢性病患因為做環

保而奇蹟式的痊癒，又有多少人生難以解開

的結，在此得到紓解；更有許多人因為做環

保，而克制了自己的欲望，回歸清貧簡單的

生活，畢竟「我們的地球只有一個」，必須

善待她、珍惜她。

「垃圾變黃金，黃金變愛心，愛心化

清流，清流繞全球」，慈濟人從垃圾堆中拾

寶，讓物質回收再製，減少地球消耗。那種

珍惜物命的心，匯為一條愛的清流，幫助大

愛台製作優質節目，透過衛星傳播，傳送到

全球各角落。

經營大愛台有四分之一的經費，正是來

自全國慈濟人回收資源的資金。

攝影/謝光雄 攝影/林櫻琴

攝影/顏明輝 攝影/林以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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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同步，「報導」美善無時差

1995年起，上人有感於慈濟人遍布在

全球各角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即

便一場精采的演講，直接受益的觀眾也只有

數千人。不如透過媒體傳播，讓全球各地慈

濟人同步吸收慈濟最新的訊息，深入慈濟法

髓，沒有時間落差。同年12月1日，「慈濟

世界」電視節目，每天分三個時段在「力霸

友聯U2綜合台」播出。1998年元旦，大愛

電視台正式成立開播。

上人期待：「只要大愛台的台風、台

格，好好的建立，有多少人在生死邊緣，看

到大愛台，轉消極為積極，化惡念為善念；

其價值非金錢所能衡量。」

例如：澎湖一位林先生，多年前從三

樓摔下來，全身癱瘓，喉嚨氣切。壯年

傷殘，讓他萬念俱灰，一天到晚只想尋

死。慈濟志工為他裝設大愛台，躺在床上

的他，只能盯著大愛台看，竟因此轉換心

境。在妻子幫他抽痰的空檔，他會向到訪

友人勸募，目前已募了三十幾位會員，他

還要求妻子去做環保志工。這真是化「無

用為大用」的最好例證。

還有援助貴州的貧童助學金，大愛台發

現萬姓三兄弟的感人故事。萬家兩個哥哥因

為得到慈濟助學金，得以考上大學，正在讀

中學的小弟也希望上大學。兩個哥哥很懂知

恩、報恩，為了回報慈濟，寒暑假回到故鄉

攝影/孫筱培

攝影/黎東興

攝影/魏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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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萬家很窮，大愛台同仁跟拍到他

們家，發現他們家只靠煤油燈照明，打算下

趟來要幫他們買燈泡，三兄弟卻婉拒了。一

來他們認為鄉居無需太明亮，二來點燈就需

要付電費，他們節儉度日很習慣，不需增加

額外的支出。

透過這樣的實例，讓人明白生活少欲

知足並非做不到，只是需要時時提醒自己，

平時多半想要的太多，真正需要的其實很簡

單。這樣的報導，頗富社會教育意義。

上人以為現在的媒體報導，有「報」

沒有「導」，只傳播社會一些亂象，像噬

血的怪獸，貪婪地播放八卦消息，社會似

乎變得動盪不安。報導的可貴，就是要傳

播人生的純樸之美，讓閱聽大眾體會到人

生的倫理道德。本此精神，大愛台不斷製

播清新感人、溫馨、對人心有所啟迪的優

質節目，新聞亦以強調社會光明面的報導

為主；大愛台期待今日是社會的清流，來

日能成為社會的主流。

■網路互動，力推清流成主流

除了透過電視螢幕散播慈濟清流外，大

愛台並未忽視網路的開發，2005年10月，大

愛台網路直播正式上線，觀眾可以透過網路

收看大愛台，尤其是上人的法音節目如「人

間菩提」、「靜思晨語」、「菩提心要」還

收納了近期的節目精要，供閱聽大眾上網收

看，對上班族來說，允稱便利。大愛電視台

並增加線上刷卡捐款的功能，觀眾得以透過

網路刷卡，參加「大愛之友」、「檀施會」

或「助印」。

但對海外慈濟人來說，由於台灣到海外

的網路頻寬不足，造成收看的困難。於是，

2006年11月起，大愛台與美國線上（AOL）

合作，將側錄出來的「人間菩提」、「大

攝影/陳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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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新聞」、「大愛人物誌」、「現代心素

派」、「大愛醫生館」節目放到AOL網站上

（http://chinese.aol.com），海外慈濟人即可

透過網路，完整地收看上述的節目。使台灣

與海外慈濟人，收看零距離。

2005年9月，慈濟網路電台也正式開

播。閱聽人得以從傳統的收音機，延伸到透

過網路介面收聽廣播。2006年3月，新增現

場的Live節目，除了有各節目的主題，內容

更加多元；2006年9月網路電台周年慶，正

式開放「視訊聊天室」和「錄音室實況」，

既能「聽音」也能「見影」，閱聽大眾得以

透過網路和主持人互動。

「這是迎合時代潮流的趨勢吧！」負責

架設大愛網站的同仁Keny說：「網路電台

的建置成本低，效率又快速，又不用負擔實

體電台的人事設備成本。」當然最開心的，

就是海外慈濟人了，可以和台灣同步掌握慈

濟的最新消息。

■超越藩籬，印尼成立大愛台

大愛台在海外成立的第一家電視台──

印尼大愛電視台，在印尼華裔企業家的護持

下，從2004年底開始籌備以來迄今，也交出

亮麗的成績單。

從2005年3月，在當地招募的員工陸續

回到台灣受訓，學習基本與進階電視相關

知識。如今七十五位同仁中，印尼當地員

工有四十八位，其中具備穆斯林身份的有

三十三位。

與印尼同仁互動，文化背景和語言阻

隔是最大的障礙；回首來時路，一路陪同印

尼大愛台同仁成長的印尼地方中心召集人楊

棟樑不免百味雜陳，同仁會議遲到一、兩個

小時是常態，還不能大發雷霆，「我沒有放

慢腳步，但我放慢心態，儘量融入他們的文

化。我發現他們是一群很努力很可愛的工作

夥伴。」

在節目製作方向上，印尼大愛台涵蓋教

育、環保、志工、全球暖化等專題。此外，

在台灣播出的大愛劇場「智慧花開」、「草

山春暉」也配成印尼語播出，雅加達民眾都

說「真好看！」楊棟樑說：「節目正面感

人，這些都是印尼最欠缺的價值觀，也最符

合印尼當地的需要。」

他最欣慰的是，有許多觀眾反應，特別

愛看上人的靜思語；還有同仁的家長，肯定

自己的孩子在大愛台服務是有意義的工作。

更有不少個案，經由大愛台的播出，得到慈

濟的援助。

印尼零歲到十四歲的人口佔全部人口的

28.8%，遠遠超過台灣的19.4%。本著「社

會的希望在人才，人才的希望在教育」，

所以，製播融入印尼當地文化的優質兒童節

目，也是印尼大愛台的重點發展方向。

大雅加達地區的潛在收看人口達兩千

兩百萬人之多。目前大愛電視台在雅加達是

用小功率播出，計劃等克服發射設備的難題

後，到2007年8月，即可透過高功率在59頻

道播出，而棉蘭地區則提前進程在2007年5

月，於51頻道播出。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回教國家，兩億三

千四百萬人口中有88%信奉回教。如果印尼

多數民眾都能信奉「感恩、尊重、愛」的理

念，楊棟樑壯志凌雲地說：「大愛要讓雅加

達亮起來，印尼就會亮起來，世界自然也就

亮起來了。」儘管目標似乎還很遙遠，但他

相信只有一步一腳印，與印尼和台灣兩地的

大愛台同仁，攜手並肩努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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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中的生命教育

彙整／慈云

慈濟援助印尼日惹地震

「多拖延一天，災民就要多受苦一天，

只有盡快動手術，才能解決他們的病苦！」

慈濟賑災醫療團進入日惹地震災區後，領隊

簡守信副院長當機立斷與醫護人員徹夜為病

人開刀，分分秒秒，搶救生命！

雖然每天鄰近的墨拉比火山一直冒出濃

煙與熔岩，加上餘震不斷！但大家以救人為

先，都很謹慎小心。有一次中午地震搖得實

在厲害，印尼慈濟志工希望大夥兒撤退，當

時兩組醫護人員都在外往診，大家聯繫討論

後，堅持要診療完最後一個病人……。

慈濟人在第一時間投入災難救援，啟動

速度之快，愛的力量之大，足以見到「尊重

生命」、「守護生命」的熱忱。

■動員力�勘災濟助物資、義診搶救傷患

近年，印尼的災禍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慈濟人除了奮力援助海嘯後的重建工作

及長期扶困濟貧之外，關懷日惹地震重創災

區，也從賑災、施醫到興學，逐步建設，為

受災地區展開新局面。

日惹（Yogyakarta）一向被譽稱為印尼

的文化珍珠、爪哇的門戶，是千年歷史古

城，蘇丹皇宮為知名藝術與宗教重鎮。

5月27日清晨5時53分，發生芮氏規模六

點三強震。死亡人數將近六千人、三萬多人

受傷、房屋毀損二十多萬戶，尤其教育、經

濟嚴重受挫。

即日起，慈濟展開為期近兩週大規模的

緊急救援行動。印尼及台灣、馬來西亞、新

加坡慈濟人抵達日惹，提供緊急醫療與民生

物資發放。

十二天來（至6月8日），慈濟義診總

計服務兩千九百六十人次，另發放帳棚、被

單、餅乾、生活包、白米、速食麵、食油、

衣服、帆布、牛奶、沙龍、拖鞋、睡衣等物

資，共計十萬六千零七份。

當地慈濟志工後續仍進行零星發放，也

同時與省長討論中長期援助計畫，而印尼雅

加達以及亞齊兩地慈濟大愛村的居民，則主

動為災民展開募款活動。

11月1 4日，「印尼日惹慈濟希望工

程」慈濟大愛綜合學校及醫療所舉行動土

典禮，並在傑提斯第一國立小學原址，興
關山慈濟分院潘永謙院長與醫護志工為印尼日惹震災患

者治療。攝影/周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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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醫療義診站與綜合活動中心，供學校及

當地民眾使用。

■互助力�結合當地志工、共同支援前線

回顧2006年4月以來，緊鄰日惹的墨拉

比（Merapi）火山活動頻繁，沒想到日惹卻

先發生地震。

雅加達的慈濟志工鄧光輝（B u d i  

Widjaja）一年多來奔波於海嘯災區亞齊，

接到日惹市友人來電求援，當天上午，慈

濟印尼分會旋即組成急難救濟小組，並於副

執行長郭再源家開會，當晚鄧光輝即與楊碧

露、周世添、饒金華、羅札克（AbdulRozak 

Baasyir）兩位印尼大愛台同仁及兩位人文真

善美志工、共九人，帶著毛毯、食物等，開

車趕往十小時車程外的日惹。

半夜到達受災村落，村民抱著志工哭

了，「慈濟是第一個來關懷的團體，讓我們

很感動！」二十幾個無家可歸的村民躲在樹

下，滂沱的雨水已經淹上腳踝……。

接連數日，志工騎機車勘察需要救助、

沒有團體前往救援的地方，接著載送物資

進去。而當地的企業家趙文上（Frananto 

Hidayat）、與鍾瑞珍（Tjong Swei Tjen）夫

妻鼎力協助，得以讓此次賑災醫療團在災區

順利運作。

他們廠房原存放白米等因火山而預備

的救災物資，地震後趕緊致送給災民應急，

雅加達林瑞美和陳秀寶也趕來參與煮食，每

天送達給各災區的服務志工。他們還徹夜整

理倉庫裡熱心人士送來的衣服給病患換洗，

「災民激動感謝、擁抱我們，那種神情讓我

們的疲勞消失了。」志工林瑞美欣慰地說。

發放物資需要卡車裝運，慈濟獲得印尼

政府與法國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再加上

印尼分會的車隊，共有十五部卡車得以調度

應用。

各地慈濟志工一批又一批接力抵達，民

防部隊、大學生和佛教團體的志工，也來協

助慈濟發放。

二十八歲蘇西洛（Susilo）的家成為慈

濟救濟站，他常自掏腰包，因此感動三十多

位居民來當志工，也慷慨自付機車燃油去各

處勘災訪視。

艾默奇里村的慈濟醫療站，有一位醫

學生依曼（Imam Sutoto）投入服務行列。

他說：「我曾在報章上讀過慈濟的事跡而嚮

往，這次能夠全力為別人貢獻是最好的，也

是我的理想。」

■信仰力�自力更生互愛、社區推動重建

重災區班圖爾縣巴烏蘭（Bawuran）戈

迪歐（Ngadio），住在偏遠地區，他背著

慈濟發放的泡麵、白米和飲水：「還好有

像你們這樣的熱心團體給我們物資，不然

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讀醫學院的依曼(Imam� Sutoto)曾在報章讀過慈濟種

種事跡，得知慈濟在艾默奇里設立醫療站後，便立刻投

入志工行列為災民服務，（右）花蓮慈院精神科主任林

喬祥醫師。攝影/吳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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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歲婦人雅妮（Ye n i  R i a n a  

Dewi）：「我認為這是阿拉的旨意，我願

意接受。」她希望等房子重建後，好好招

待慈濟人！

清真寺成為危樓，居民移往附近空地

露天禮拜。他們重生的希望，從樂觀認命

的民族性格中粹煉而出，也從各救災團體

的救援中鼓舞而生，並且在信仰互助中找

到力量！

慈濟賑災車輛出入繁忙城郊，印著慈

濟標誌與「LOVE FROM TAIWAN（台

灣之愛）」的白米，來到普羅巴南鎮

（Prambanan）。政府民防部隊軍人和當地

居民，協助志工從大卡車上搬下一包包白

米；陽光下揮汗搬運的身影，形成一種和

諧的韻律。

志工楊碧露說：「我送一位太太回

家，到家門口將要離開時，她抱住我哭了

起來，說著若是沒有這些物資，未來幾天

不知道……」

透過村�的廣播傳出可蘭經唱誦，發

放的熱鬧場面頓時安靜下來，許多人閉眼

祈禱。祈禱完，當他們扛起白米時，眼淚

卻不止地流…… 

由於日惹社會結構成熟，並有長期互

助和自助傳統。印尼政府在緊急救災階段

後，決定由社區力量推動重建方案，提供

金援讓村民互助建房。

攝影/Anandy 攝影/趙百恂

攝影/鄭敬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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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為印尼地震災區搭建帳棚，斯勒曼省博爾巴村蔚藍的天空、茵綠的草原、孩子活潑的身影，象徵充滿希望的未

來。攝影/印尼分會�Su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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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發揮人道精神、緊急醫療救護

救援行動中，慈濟賑災醫療團分組進

行，設立醫療站、辦理義診與往診，創下八

天開刀四十六例的紀錄。

印 尼 的 國 家 生 育 計 畫 統 籌 機 構

（BKKBN）有感於慈濟醫療團的高效能，

提供兩輛備有開刀房設備的行動醫療車，

以供醫護志工深入偏遠村落為病患進行小

手術。

31日，第一梯次賑災醫療團進入日惹，

立即為聖諾巴地醫院兩位骨折病患進行手

術，從晚間九點多到6月1日凌晨近三點完

成，這是慈濟國際賑災史上的第一例，醫護

人員直接在災區為病患開刀。

關山慈濟醫院院長潘永謙說：「開過刀

的，都笑容滿面。」 他與高屏人醫會整形外

科醫師葉添浩接力合作高難度醫術，為腳骨

幾乎全碎的六十歲桑麗慕（Ny Samribut），

進行清創、切除壞死的組織、皮瓣手術。因

限於當地設備、開刀器材。尤其皮瓣手術中

缺乏的手術刀，葉醫師竟是用刮鬍刀代替，

並且成功完成。

創傷後會有「急性壓力反應」， 花蓮

慈院一般精神科主任林喬祥、台北慈院小

兒科鄭敬楓醫師及大林慈院家醫科林名男醫

師，會同印、馬、新人醫會在緊湊的行程中

進行往診、投入村落災民的身心診療、家戶

關懷和物資發放。他與馬六甲張文富醫師甚

至到牛棚問診，醫護志工則找尋無法出來就

醫的災民。

經歷數趟往診，居民已不陌生，沿路都

可見他們笑容可掬地向醫師揮手打招呼。

台灣高屏人醫會一般外科醫師洪宏典帶

來一個改良的隨身「往診外科工具箱」，花

蓮慈院整形外科醫師孫宗伯說，慈濟印尼分

會從雅加達義診中心運送手術台、麻醉機、

手術衣、藥品等醫材，沿著四百多公里的補

給線，把日惹中央醫院一間「空」的產房改

裝成骨科手術房，充分展現後勤力。

孫賢斌醫師深刻體會到，雖然與災民言

語不通，但是由用力的握手和親吻手背的舉

動，感受到他們真誠的感激。棒棒糖是醫師

們請志工準備的處方，讓每一位來看診的小

朋友，享受一點心靈的滿足。

「災民很少抱怨，也不太哭。很少

要求使用止痛藥，總是回報以開心的笑

容。」大林慈院外科加護病房護理長林甄

卉佩服又心疼。

慈濟醫療團結束階段性任務，向患者話

別，也檢視術後復原情形，一聲聲「Terima 

Kasih」（謝謝），病患眼中泛著淚光，卻

帶著笑容和志工道別……

大家深刻體會到愛和關懷的傳遞，真的

可以跨越語言、文化和種族，生活在地球村

的每一分子相互幫助，就可以讓災害的痛苦

減到最低。

■復原力�心靈希望工程、許下愛的祝福

日惹的大學專科院校有一百二十餘所；

小學、初中、高中等有兩百多所全倒或半

倒，上萬名學生在戶外上課。

壞毀的教室，可以維修；受創的心靈，

則要用愛填補。經過重重評估，慈濟印尼分

會援助「印尼日惹慈濟希望工程」，決定在

班圖爾縣傑提斯第一國立高中建校，這是集

合五所學校的綜合型教育機構，包括三間小

學及各一所初、高中：

傑提斯第一國立小學（SDN 1 Jetis）、

德里摩約國立小學（SDN Trimulyo）仲卡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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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小學（SDN Jonggalan）以及傑提斯第

一國立初中（SMPN 1 Jetis）、隔壁的傑提

斯第一國立高中（SMAN 1 Jetis）。

學校佔地一萬三千八百三十三坪，為兩

層樓的馬蹄形建築，共有四十八間教室，慈

濟希望工程設有十九間教室，六間實驗室，

一所食堂及可容納一千輛腳踏車的國小與國

中泊車場，至於高中泊車場設在靠近食堂不

遠的地方，可停放兩百七十輛電單車，此外

另設高中及國小與國中各一個三十六型守衛

亭。新造建築物內有國小和國中教師辦公處

以及三座牌樓，一座供國小與國中，兩座供

高中。可供一千四百五十名學子使用；預計

施工期半年。

11月14日，印尼慈濟志工與班圖爾縣

長、日惹特別省區副省長、傑提斯鎮當地官

員、相關各部門人員，以及校長、師生，在

傑提斯第一國立高中旁的預定校址舉辦動工

儀式，每一鏟沙土，唸出證嚴上人之三願「 

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無難」。

上人曾指出，散播大愛應將幼苗播種在

年幼兒童心田中，讓愛心的種子萌芽茁壯，

普及到全球。如果能從小培養良好的品德

教育，尊重他人、敬孝父母、知足、感恩、

善解、包容，那麼所有罪惡，將會從世間消

失。這些金玉良言成為投入興建日惹希望工

程慈濟志工的座右銘。

政府無償提供土地興建校舍，日惹慈

濟志工統籌人趙文上（Frananto Hidayat）表

示，目前學校已可供教學之用，另還增建語

文實驗室、電腦室及教師辦公處，至於國中

和國小部份，其所有地基建築及填土工作都

已完成。

儀式中，班圖爾縣縣長（ B u p a t i  

Bantul）依罕薩瑪維（Idham Samawi）致

詞：「很高興慈濟基金會為我們重建學校，

希望在場的校長每天帶領學生祈禱學校的建

造品質又快又好；有了這麼好的新學校，校

長更要栽培優秀人才。」

印尼慈濟分會副執行長郭再源，頒發印有慈濟標誌的書

包給傑提斯(Jetis)小學學生，期許未來這群孩子能在慈

濟興建起的校舍中健康成長，成為樂於助人的人。攝影

/顏霖沼

攝影/鄭敬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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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援助記事內容 備註

5月27日

5月28日

5月29日

5月30日

5月31日

6月1日
~6日

6月3日

6月5日

6月7日

6月8日

11月14日

28日早上抵達日惹，提供緊急醫療

及民生物資發放

賑災包括「醫療」及「物資發放」

兩大方向。志工與班圖爾縣縣長商

討，期慈濟設立「緊急醫療站」。

首日服務兩百六十五人之後於四個

村設立醫療站

搭建十七頂帳棚

搭建十七頂帳棚，並提供一百四十
個草蓆。之後持續發放與義診，發
放生活包到170個中央廚房

為兩位骨折病患手術，凌晨兩點完成。

為等候多時的骨折患者進行手術

第一梯次賑災醫療團結束任務

國小畢業生升初中考試，讓學子能

安心應試。

當地醫療體系漸能接手照料病患。

六月中旬仍有零星發放持續中

興建慈濟大愛綜合學校醫療義診站

與綜合活動中心

印尼、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

慈濟人抵達日惹賑災。(5位印尼

志工、2位印尼大愛台同仁、2位三

合一同仁晚上出發前往日惹災區)

雅加達慈濟義診中心院長可爾尼阿

彎（Kurniawan）搭乘軍用直升機
到重災區勘察。

設立慈濟救災指揮中心

設立第一個醫療站

安置病患

慈濟志工首次來賑災安置災民

第一梯次賑災醫療團抵達日惹（台

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四十五人）

提供一間開刀房給慈濟醫護志工

進行診療工作

第二梯次賑災醫療團三十位團員

接續救護

為偏遠地區全倒學校搭建帳棚

慈濟印尼分會致贈病患一百支拐杖

持續下鄉義診與發放白米

「印尼日惹慈濟希望工程」動土典禮

日惹

日惹

日惹空軍醫院

重災區艾默奇里鎮

日惹空軍醫院班圖爾

縣伊麗莎白醫院

斯勒曼縣及

格拉登邊界山區

日惹聖諾巴地醫院

日惹中央醫院

日惹

披永甘

聖諾巴地醫院

日惹

班圖爾縣傑提斯

日惹賑災．慈濟援助記事 資料來源：宗教處、印尼分會

印尼慈濟志工郭再源則表達了全球慈濟

人的祝福：「祝福師長能啟發學生的愛心，

使之成為國家棟梁，協助需要幫助的人。」

世界各地災難苦厄頻仍，全球慈濟人

在證嚴上人的引導下，激發心中的慈心與善

念，透過悲智化為行動，凝聚成一股堅強的

生命力量。

慈濟志工深刻體會，一場災難，其實是

寶貴的生命教育，若能把握機緣，把愛傳出

去，奉獻給有需要的人，幫助他們重生，在

災難中真正能夠見到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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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養雞場變身　

桃園茄白環保站正式啟用

2006.01.07

歷經重重因緣後，桃園茄白環保站終於

正式啟用。慶祝會中，慈濟志工敲著響亮的

竹板，道出做環保的優點，鼓勵社區民眾一

起來參與。

吳素珠師姊與大家分享茄白環保站成立

因緣：94年8月13日，慈濟人在茄白活動中

心舉辦一場社區愛灑活動；旨在讓居民能多

認識慈濟，也能瞭解環保的重要。活動中，

環保志工的精采演出、陳阿桃師姊的環保經

驗分享等，也讓里長深受感動，當場允諾要

提供空間，成立環保站。9月起，即在茄白

活動中心成立。

但後來考量到回收物載運至活動中心

分類，距離稍遠；素珠師姊便徵得自家兄弟

吳朝章、吳朝旺的同意，11月時，至八德市

永豐路的廢棄養雞場進行整地，以作為環保

站。堂兄弟們也把握因緣，將環保站前的土

地闢為馬路。此後，不但有地方可放回收

物，也便利社區民眾一起做分類。

■卡崔娜颶風災後重建暨「世界市�

長會議」�慈濟亞特蘭大受邀出席

深受與會市長讚許�

2006.01.11

卡崔娜颶風災後重建暨「世界市長會議

（World Conference of Mayors，Inc·）」理事

會議，於11日至13日在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大

學（Tuskegee　University）舉行。慈濟亞特

蘭大聯絡處應邀前往，介紹慈濟在卡崔娜颶

風後的賑災情形。由亞特蘭大慈濟負責人郭

濟撒、志工葉國超與李德貞代表出席。

世界市長會議於1984年4月在密蘇里州

的聖路易市成立，係由當時的阿拉巴馬州塔

斯基市市長福特（Johnny Ford）發起。此

會議成員包括美、亞、非三洲及加勒比海等

國城市市長。會議目的主要是積極建立國際

城市間的關係，追求彼此共同利益及關切議

題。

志工葉國超表示：慈濟於2005年9月3日

即展開卡崔娜賑災發放，總共發放了逾四百

五十萬美元賑災災款。發放方式主要是根據

受災戶實際情況，每戶發給一百到五百元不

等的現金卡。

總｜論｜記｜事

攝影/李明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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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市長們對慈濟投入賑災情況皆表

讚許，前北美洲台灣商會總會會長王德也表

示：慈濟在九二一大地震後高效率的災區協

助，令他倍感佩服。

■美國德州分會舉行新聞發佈會

報告卡崔娜、莉塔颶風賑災行動��

2006.01.21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今日舉行新聞發佈

會，向各界報告慈濟在卡崔娜、莉塔颶風的

賑災行動，總共捐出逾四百五十萬美元，約

二萬多戶家庭受惠。

2005年，卡崔娜與莉塔颶風接續重創美

國。慈濟德州分會因地緣關係，就近成立賑

災中心，急速展開關懷、援助工作。

德州分會表示：至11月22日止，慈濟在

卡崔娜賑災行動中，共發放4,022,022美元，

有22,054災戶受助；至12月3日止，在莉塔

颶風賑災中，共發放579,100美元，2,098戶

受援。這些捐助，來自全球慈濟人的齊心募

款，是世界各地匯聚而成的愛心與力量。

除了發放急難救助金，慈濟志工也將大

愛醫療巡迴車開往收容所，為災民提供牙醫

義診服務。除了給予災民經濟上的援助，慈

濟人也予以心靈膚慰，讓災民感受到世界的

關懷與希望。

新聞發佈會後，並舉行歲末祈福大會，

發贈福慧卡給與會者，眾人共同祈求天下無

災無難。

■沓沓倫社區慈濟資源回收站揭幕����

舉辦義診嘉惠民眾

2006.02.05

菲律賓分會舉辦「沓沓倫社區資源回收

總論記事

攝影/鄭禎藝、葉惠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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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開幕」、「大愛、感恩喬遷」及「社區義

診」三喜臨門活動。一大早，百來位慈濟志

工聚集在計順市Familiara街道上，準備一同

歡慶。

鄰里代表、大醫王、慈誠、委員及志

工各執一條紅彩帶，同聲喊著「大愛讓世界

亮起來」後，向下一拉，五顏六色的彩花

便四處飛揚；在眾人的見證下，沓沓倫社區

慈濟資源回收站（Tzu Chi Tatalon Recycling 

Center）正式揭幕啟用。

之後，師兄、師姊也前往山區，協助

「大愛」、「感恩」（曾到花蓮慈院進行分

割手術的連體嬰姊妹）一家人遷往環保站。

母親Marieta表示： 感恩慈濟在醫療及生活

上的照顧，並讓她先生能在環保站裡任職。

而為慶祝環保站啟用，當天也舉辦了

社區義診活動，設有小兒科與牙科；除

了嘉惠民眾外，也希望能藉此機會，吸引

民眾同來做環保。義診進行時，一旁也同

步進行愛灑活動，包括介紹慈濟、手語帶

動、觀賞影片及講解環保等，把握分秒與

左鄰右舍結好緣。

■后里和興路環保回收場啟用　

接引會眾認識慈濟

2006.02.11

台中后里和興路環保回收場，於今天

正式啟用；慈濟人導覽參觀，並舉辦聯誼活

動，讓眾人在遊戲中能更瞭解慈濟。

隊輔師姊熱情接待環保志工及社區會

眾，引導大家參觀各樓層。二樓的環保教室

牆壁上，有九幅利用回收物品組合而成的

美麗看板；分別是以寶特瓶、軟塑膠、硬塑

膠、紙類、鐵類、鋁類，以及白、綠、咖啡

色三類玻璃等九大類回收物製成。

由於蔡美玲師姊對環保站期許甚深，

特邀教聯會張美鈴老師設計出不同於一

般環保教材的活動看板，希望讓人一目瞭

然，明白如何做好垃圾分類。歷經一段時

間的努力，呈現在教室裡的作品，贏得眾

人的讚賞與肯定。

在闖關遊戲中，教聯會老師及師兄、

師姊透過「靜思語接龍」、「妙手生華──

《人人做環保》」 等活動，讓大家更深入明

瞭慈濟精神及做環保的意義；以期能接引更

多菩薩加入環保志工行列，用行動來表達對

地球的愛。

■王秀梅大德發心供場地　

瑞芳共修處歡慶「入新厝」　�

2006.02.19

今早，在瑞芳後火車站街上，志工們圍著

大熱鍋煮湯圓，歡喜慶祝瑞芳新共修處啟用。

瑞芳共修處原在市場旁素食館二樓，是

楊黃秀英師姊提供的場地。這幾年來，在瑞

芳區師兄、師姊的用心接引與關懷下，社區

志工愈來愈多，聚會共修空間也漸顯不足；

楊黃秀英曾向大嫂王秀梅提起空間不足的

教聯會老師規劃了益智、好玩的闖關活動，讓眾人能在

遊戲中更瞭解慈濟。攝影/王守白、林雪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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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王秀梅立刻大方提供場地。

王秀梅表示：自己住在台北，瑞芳的房

子沒人居住；心想，人多福就多，就提供給

慈濟使用。

會中，八十一歲的柯杜草阿嬤也分享

自己與瑞芳慈濟人的因緣。阿嬤表示，自從

參加歲末祝福、聽上人開示後，就發心做環

保，至今已有十多年了；期間，師兄、師姊

們的照顧與陪伴，讓她倍感溫暖。

瑞芳共修處「入新厝」，讓師兄、師姊

們更歡喜精進，一同祈願將帶領更多社區民

眾走向菩薩道。 

■大馬政府及民間組織共推舉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參加「災難管理

醒覺國際研討會」

2006.02.21

南亞地震海嘯災後一年餘，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為讓遭此災波及的國

家能夠互相學習與聯繫，特委斯里蘭卡國

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ri Lanka），於21日至24日，主辦一場「災

難管理醒覺國際研討會」（Inter nat iona l  

Workshop on Awareness Raising in Disaster 

Management）。

該組織代表德吉博士（Dr. Diljit）表

示：馬來西亞幾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皆建

議他，邀請慈濟馬來西亞分會出席此研討

會。這場研討會，慈濟是唯一受邀的非政

府組織。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代表李濟瑯師兄，

在會中分享慈濟在台灣的緣起、全球的慈

善救援行動；並說明海嘯侵襲馬來西亞北

部後，慈濟如何動員、持續援助災民。

許多國家代表對於慈濟的理念及行

動，皆表認同。斯里蘭卡代表盛讚：慈濟

為佛教爭光。印度代表則希望，在國內也

能出現一個像慈濟這樣的非政府組織。

■波蒙特市表揚2005年優良軍警　
慈濟榮獲最佳公共服務獎

2006.02.24

美國德州波蒙特市（Beaumont City）哈

佛中心（Harvest Club）舉辦2005年優良軍

警頒獎典禮。慈濟基金會榮獲最佳公共服務

獎（Public Service Award），由美國德州分

會執行長熊濟宗代表，接受波市警察局長福

南克（Frank Coffin Jr.）頒贈獎牌。
2005年，卡崔娜與莉塔颶風接續重創

美國；對於當地救災第一線的軍警人員，慈

濟即時給予協助與關懷。這份無私的愛，溫

暖了軍警人員，使他們得以全心站在崗位，

守護市民；也因此，直接間接地造福當地社

會。慈濟的用心獲得了肯定，故今獲頒此殊

榮。

總論記事

美國德州分會執行長熊濟宗，在優良軍警頒獎典禮上，

代表接受波市警察局長福南克（Frank�Coffin�Jr.）頒贈

最佳公共服務獎牌。攝影/劉衍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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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頒獎典禮中，波蒙特市長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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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Channel，也在現場即

時採訪慈濟，並進行簡短的廣播。

■「94年度同仁人文教育研習營」
培養慈濟人文默契

2006.03.09

慈濟基金會於3月9日至12日，在花蓮

靜思精舍舉辦為期四天的同仁人文教育研習

營，學員包括大林及台北慈院醫師、護理、

醫技同仁，以及基金會志業體同仁。學員與

工作人員共二百人，齊聚一堂，期許培養慈

濟人文的默契，從課程中體會慈濟成立四十

年所走過的艱辛。

活動中，德旭師父表示：「慈濟人文

就是一大群人真誠地付出，共同做善事，得

到美的成果。」並以「青山無所爭、福田用

心耕」一語，鼓勵學員發揮良能、付出無所

求。

導演蕭菊貞分享與慈濟的因緣，因文

建會邀請她拍攝證嚴法師紀錄片，而改變了

她人生的方向。在拍攝期間，深受上人的慈

悲與用心所感動；之後，也放下身段開始勸

募，並在2005年受證委員。蕭導演也鼓勵學

員們：早日參與培訓，成為慈誠、委員。

希望學員們在人文營洗禮中，體會慈濟

人「感恩、尊重、愛」的平等對待，並同創

愛的家風，將這份愛的人文感染周遭的人，

讓這份愛傳出去。

■紐約分會新會所剪綵　

舉辦海報展分享耕耘足跡　

2006.03.12

經過十多年的尋覓，慈濟紐約分會終於

在皇后區法拉盛市中心，找到慈濟人的「慧

命之家」。新會所於12日上午舉行剪綵，

即日起至19日舉辦「感恩、尊重、愛」海報

展。紐約分會執行長張濟舵表示：希望透

過圖照，與民眾分享慈濟在國際上的耕耘足

跡，也藉此機會讓民眾參觀新會所。 

12日一早，北方大道上的紐約分會新家

一片喜氣，絲毫未受陰霾天氣影響。《把愛

找回來》樂聲迴盪在這棟三層樓的建築

裡，志工們各自就位，努力為新家的啟

用做最後的妝點。

海外黃思賢總督導、大林慈院簡守信
攝影/梁妙寬、鍾秋菊提供

攝影/紐約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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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外州法親及紐約的資深委員紛紛

來到，在司儀的引導下，全體慈濟人合掌齊

聲唱誦佛號，為新家祝禱。紛飛的彩帶與氣

球，也見證了新會所的誕生。

張濟舵說：「新會所不但是慈濟的

新家，也是社區民眾長久的家。」並表

示：正式啟用後，將定期舉辦人文及醫

療等講座，還會提供探討佛教教義等人

文課程；另外也計劃開放一樓作為公共

閱覽區，讓民眾閱讀書報，共同品味人

文之美。

■「2006年全加幹部精進研習營」
登場　加拿大分會喜慶團圓　

2006.03.15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2006年全加幹

部精進研習營」，五天四夜的營隊，共有

兩百人報名參與，來自加拿大各地的慈濟

人齊聚一堂，將進行一場心靈饗宴。此次

活動，也邀請台灣花蓮本會的德勷師父、

德宸師父及師兄師姊，來與學員們分享。

溫哥華的春天乍暖還寒，當地志工不

畏寒意，一大早便精神抖擻地在門口列隊

等候，準備迎接從台灣來的常住師父及師

兄師姊。車子抵達後，彼此熱絡寒暄，並

參觀加拿大分會各處室。

學員們也陸續報到，在接待人員陪伴

下，報到就序。藥石過後，進行營前暖身

活動──相見歡。在歡迎歌聲中，學員依

序通過「合心、和氣、互愛、協力」四道

拱門，並取下一個靜思語名牌。

慈峋、慈恩師姊的數來寶，預告了此

次營隊的精采內容，也點出了此次研習營

主題──「立體琉璃同心圓，四法四門四

合一」。合作無間的默契及流暢的演出，

博得滿堂彩。

在《一家人》歌聲中，今天課程圓滿

結束；眾人懷著一顆歡喜心，迎接明日課

程的到來。

■歡度十五周年慶暨募建第二期工程

慈濟德州分會義賣園遊會熱鬧登場

2006.03.19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歡慶走過十五個年

頭，為了讓十五周年慶更具意義，慈濟人決

定舉辦義賣活動；在歡慶之餘，也為分會第

二期工程募款。

當天一早，慈濟人便聚集在休斯頓西南

區靜思堂，為今日的活動忙碌準備；除本地

志工外，還有由達拉斯、亞特蘭大及拉法葉

等地趕來的志工。不但有美食可嚐，還有魔

術可看。

人文學校的老師及慈少、慈青，也將

中庭佈置成遊戲區，吸引不少小朋友的注

意。另外還有「慈濟歌大家唱」活動和慈

濟影片欣賞，讓眾人在玩樂之餘，也能感

受慈濟人文。

總論記事

慈峋、慈恩師姊表演「數來寶」，內容豐富精彩，道盡

此次營隊的主旨與特色。攝影/郭保泰、廖純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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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禮堂裡，則有人醫會舉行義診，為

民眾做健康檢查。除了量血壓及血糖、打預

防針外，還設有牙醫、中醫、婦產、心臟等

科。十數位醫師及醫護志工，為民眾提供諮

詢服務，現場人潮不斷。

在諸位人間菩薩的發心下，這場十五周

年慶的義賣義診活動，圓滿結束。慈濟德州

分會也向與會所有志工及各方大德，獻上感

恩與祝福。

■巧用廢棄木再現風華　

打造岡山園區咖啡廣場

2006.03.22

有一群愛護資源的大地園丁，以行動表

現珍惜地球生態的心；他們利用廢材，在岡

山志業園區內打造咖啡廣場，讓岡山民眾多

了一個充滿咖啡香、人文香的休憩空間。

岡山園區原為立德商工校地，學校停辦

後，便捐給

慈濟；經規

劃後，便作為

志業園區，辦

理外籍配偶職

訓、藝文及慈

善等活動。志

工們將教室

重新粉刷、修

繕，並將校內

空地整理成大

愛農場；在眾

人的努力下，

短短數月，園

區煥然一新。

在 高 雄

地方法院擔任書記官的李銑瑞，日前經過園

區，被志工們的精神所感動，發願為園區規

劃一處咖啡廣場；志工們得知此訊，也紛紛

響應，各展其長，一起動手建造。

此廣場的景觀材料，全是由岡山分局巡

佐林景生及甲圍國小老師陸廣回收來的廢棄

木材；經李銑瑞巧思設計，再由蘇清雄、宋

太響及永安托兒所園長劉宏志等人聯手，打

造出幽雅的人文空間。

該廣場完工後，也將開放給民眾使用，

並定期舉辦藝文活動，讓民眾感受滿滿的人

文風味。

■芝加哥分會「大愛之夜」人文晚

會�近七百名民眾熱烈參與

2006.04.08

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4月8日在威斯蒙高

中禮堂舉辦「大愛之夜」人文晚會，為分會

慈濟人文學校教職員生表演手語《讓愛傳出去》，其中最年幼的表演者「幼幼」只有兩歲半，向在場

的叔叔阿姨們說：「阿彌陀佛！」攝影/鄭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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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與建設募款募心。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鄭天授、副處長王保新，及僑

教中心主任莊瓊枝均出席晚會。

芝加哥分會執行長蔡雅美（慈紹）致

詞表示：從南亞海嘯、卡崔娜颶風、到前陣

子的印第安那龍捲風，各界愛心捐款源源不

斷，讓人十分感動；而在全球慈濟人愛心動

員下，身穿藍天白雲的慈濟人，已成為愛的

象徵。

晚會節目包括：慈濟芝加哥合心合唱

團及大愛之友合唱團美聲獻唱，《三十七道

品》手語表演，近百位演員攜手演出感人的

《跪羊圖》歌舞劇，慈濟人文學校教職員表

演《讓愛傳出去》手語歌，以及加州慈青陳

伊瑩與李崇華的薩克斯風、人聲合奏等，贏

得近七百位觀眾熱烈回應。

大愛劇場《草山春暉》女主角的洪瑞

襄，與劉濟傑師兄合唱該劇主題曲《草山的

風》。「三金歌王」殷正洋則以高亢富有感

情的嗓音，唱出數首慈濟樂曲及耳熟能詳的

民歌。

觀看上人開示影片後，全體合唱《大愛

讓世界亮起來》，為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鳳凰城聯絡處歡度十周年慶　

靜思書軒同日開張

2006.04.08

慈濟鳳凰城聯絡處於1996年4月成立，

至今年正好滿十歲了！在十周年慶前夕，

「靜思書軒」也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慈濟人

以清淨的心念迎接，期盼內心、外境同淨

化。

歡慶會當天，與會貴賓中有位代表亞

利桑那州州長出席的珍娜史考特（Jannath 

Scott），帶來一張要頒給慈濟的獎狀。她表

示：這張獎狀是州政府所核發中的最高榮譽

獎，感謝鳳凰城慈濟人十年來如一日，深入

各區用心關懷；尤其是卡崔娜風災，慈濟人

合心救援膚慰，更讓州長及承辦的各機構留

下極好的印象。

黃慈君師姊代表鳳凰城慈濟人，感恩

十方大德平日用心護持、慷慨捐善款，也感

恩師兄師姊用心打下的基礎。她表示將承續

現有資源，把硬體設備再作擴充，設立人文

學校、成立義診中心；與今天誕生的「靜思

書軒」書香茶香，都將成為鳳凰城會眾的

總論記事

擔任大愛劇場《草山春暉》女主角的洪瑞襄，與劉濟傑

師兄合唱該劇主題曲《草山的風》。攝影/美國芝加哥

分會提供

亞利桑那州州長助理珍娜史考特（前排左三）、白宮亞

裔促進會委員鄧朝駒（前排右二）及慈濟美國總會副執

行長葛濟捨等人，一同切下十周年慶蛋糕。攝影/黃一

帆、鄭宏、張德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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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天地。

精采節目過後，眾人在靜思書軒前剪

綵，祝福這個 「心」 天地──靜思書軒能

沉澱塵囂、提昇身心靈。而後，師兄師姊向

會眾推廣靜思文化等物，眾人也紛紛歡喜請

購回家。

■達拉斯支會「大愛之夜」募款晚

會�會眾共同成就社區道場

2006.04.15

達拉斯慈濟人最近喜事連連，3月才

剛遷新厝，4月就要於新會所舉辦「大愛之

夜」人文晚會。新會所天天人潮不斷，志工

接力用心佈置，希望能在活動當天亮麗呈現

給會眾。

這場「大愛之夜」募款晚會，於4月15

日登場，吸引近八百人前往參加。支會負

責人凌源良（濟成）恭讀上人祝福信函，

上人稱讚達拉斯支會在卡崔娜風災中的無私

付出、膚慰。凌師兄致詞時則表示：感恩僑

社長久以來對慈濟的肯定與護持。德州艾迪

森市長周建源應邀致詞，嘉許慈濟人發揚愛

心、濟貧救難的行為。

而後，進行歌舞劇《擔憂》、短劇《颶

風之愛》等節目；「三金歌王」殷正洋、

《草山春暉》演員洪瑞襄、馬來西亞來的陳

素瑄及慈青黃致遠等人的演出，也讓現場安

可聲不斷。Mr. Richard Fleming以管風琴演奏

慈濟樂曲，如此異國風味更是獲得滿堂彩。

歌聲、掌聲不斷，愛心也不斷；晚會募

款活動反應熱烈，捐款不斷，數目從百元到

十萬元都有。眾人的用心與愛心，共同成就

了達拉斯社區道場、成就美與善。

■慈濟歡度四十歲生日

昔日老友回娘家見證大愛

2006.04.21

慈濟於今日慶祝成立四十周年，除了照

常在靜思精舍進行發放日外，還舉辦老會員

聯誼會、老委員回娘家與照顧戶愛的見證活

動。

活動中，許久不見的老朋友們再次相

見，彼此擁抱，洋溢著家人般的信任與關

懷。1972年參與仁愛街義診所的醫護人員與

志工們，也由各地聚集於此，見證三十餘年

前義診過往。

在「愛的見證」分享中，張澄溫醫師表

示：民國61年，自己任職於省立花蓮醫院，

因同單位職員鄧淑卿的邀約而參與此活動；

利用每星期二、六中午時間，至仁愛街診所

為貧病者義診。讓他印象極深刻的是：志工

自己生病了，也絕不會利用義診時段看診；

因志工說：「這些藥品是要用在義診的。」

除了醫護人員、醫療志工的分享，老委

員也談起過往訪視時、令自己感受深刻的個

案；老會員的故事，也令人動容。每個非營

利組織，都有著令人動容的故事；每起個案
艾迪森市長周建源也出席此場盛會，並應邀上台致詞。

攝影/李復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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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後，也總有著堅毅的身影。慈濟人的大

愛長情，守候膚慰著這些人事物；這股大愛

的力量，起源於花蓮、深耕台灣、遍佈全世

界。

■「美國志工組織急難救援網路」年

會�慈濟首次參與三大洲交流學習

2006.05.09

美國志工組織急難救援網路（Naiton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

年會於5月9日在北卡（Raleigh）正式舉

行，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今年首

度參加。

此組織成立已十四年，全球的志工組織

已逾三百多個。來自三大洲的四百多位急難

救援網路代表，在三天的互動交流中，除了

增加人際關係網路外，更重要的是學習及瞭

解急難救援團隊運作模式。

美國紅十字會駐華府代表貝克（Joseph 

Becker）在年會揭幕式時致詞表示，這幾年

來美國各地天災人禍頻仍，各地社區居民的

稱讚毀譽聲浪時有所聞；但這些投入救援行

列的志工組織們，其愛心與悲願仍是持續不

斷。

他指出，在面對災難考驗時，志工團體

雖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是必須掌握住時效

性來動員，在最迫切的時間內，給予災民膚

慰與安心的援助；而且必須邀請社區組織共

同來參與，藉由平時組織網的互動，遇到災

總論記事

三十餘年前參與仁愛街義診所的醫護人員與志工們，齊聚一堂，分享義診過往。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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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挑戰，方能立即發揮救援功能。

貝克認為，更重要的觀念是，要和政府

機構保持良好互動模式，學習瞭解其救災體

系組織架構與救災組織中心各種名稱縮寫與

簡稱，實際參與救災指揮中心系統，以求能

即時發揮救援功能。

■加拿大首度「微笑和諧」博覽會

五千人齊聚歡慶慈濟四十周年

2006.05.13

慈濟加拿大分會歡慶慈濟四十周年暨加

拿大分會十四周年，5月13日在溫哥華史丹

利公園首度舉辦「微笑和諧」博覽會，各族

裔約五千人共襄盛舉，並集合千人拍攝「微

笑圖騰」大合照。

各族裔團體提供精采節目，展現多元文

化特色；展覽館中則呈列慈濟對人、社區與

地球的和諧宗旨，並經由活動讓眾人體會上

人的理念與慈濟人的精神。相片區裡有一千

多張微笑和諧照片，連接成數百英尺長的巨

型海報牆，吸引許多人駐足觀賞。

加拿大是一個具多元文化的國家，強調

彼此尊重、和諧相處，這是慈濟志業推展的

方向，也是該活動呈現出的主題。包括台加

文化協會、中僑互助會、溫哥華多元文化協

會、兒童醫院、聖保羅醫院，及其他當地社

團攤位，都受邀參展。

加拿大分會執行長何國慶師兄（濟亨）

表示，發起此運動的目的，在於把慈濟關懷

人性尊嚴的精神發揚並推廣到世界各地。與

會貴賓，包括貿易部長艾民信先生、財政廳

長泰萊女士、溫哥華市長蘇利文先生及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由中先生等人，皆致

攝影/郭保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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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恭賀慈濟四十周年慶，並肯定慈濟對社會

的貢獻。

活動最高潮是展現千人合照的「微笑圖

騰」，當「微笑和諧」的樂聲響起，千人揮

手微笑，留下歷史性的一刻。

■佛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合一

全球同步歡慶慈濟四十周年

2006.05.14

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是母親節、佛誕

節，也是全球慈濟日。欣逢慈濟四十周年

慶，全球各地慈濟人同步舉辦浴佛典禮，

祈祝人人平安吉祥。台灣有六十多個浴佛

地點，逾十一萬人次參加典禮。

上人感恩全球慈濟人的努力，使慈濟

的人道救援精神倍受國際肯定，美國共

計有六州（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

西比州、喬治亞州、阿拉巴馬州、佛羅

里達州）十二市宣布2006年5月14日為慈

濟日，感念慈濟對於卡崔娜風災的持續關

懷。

全球慈濟日當天，花蓮靜思堂舉辦浴

佛典禮、「見證慈悲，深耕人文」大會及

人文晚會。聯合國顧問朱兆吉博士專程與

會，代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宣讀致證嚴法

師的祝賀函，肯定慈濟的貢獻。

此外，美國騎士橋組織愛德華博士、

日本京都佛教大學騰本淨彥副校長、泰

國馬希竇環境與資源學院院長Anuchat  

Poungsomlee及泰國清邁府芳縣縣長Bunlesak 

Thephassabdin Naayuthaya也前來祝賀。大

會上並表揚傑出貢獻獎給杜詩綿榮譽院

長、曾文賓榮譽院長、宋篤志建築委員及

陳英和名譽院長。

上人也以《無量義經》中的「靜寂清

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來期望慈濟人以琉璃同心圓般的清淨澄靜

意念，將大愛奉獻給普天下的眾生，力行

菩薩道，守志「億百千劫」也不動搖。

■祝賀慈濟四十周年慶

美國六州十二市定慈濟日

2006.05.14

祝賀慈濟四十周年慶，美國六州共十二

個城市，頒訂五月十四日為「慈濟日」，以

感謝慈濟志工長年在當地社會的無私奉獻。

總論記事

慈濟四十周年慶大會，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致證嚴上人祝

賀函。�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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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美國德州（休士頓市、艾迪生

市、李察遜市）、路易斯安那州（紐奧

良市、史賴戴爾市）、密西西比州（海

浪島市、百樂市、柏斯基督市、路易斯

彎市）、佛羅里達（多瑞爾市）、喬治

亞州和阿拉巴馬州的城市。

慈濟與聯合國結緣於2 0 0 1年發生的

九一一事件，美國慈濟人在第一時間給

予協助，三個月來一千五百人次的全心

投入，展現台灣的愛心。之後，2003年
12月22日，慈濟通過聯合國非政府組織

（NGO）認證，加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

會員。

從 1 9 8 5年起，僑居各國的慈濟人

將慈濟志業延伸到海外，凝聚當地的愛

心資源，推動濟貧救難、醫療教育等工

作。 1 9 9 1年因救助孟加拉颶風重災，

慈濟開啟海外救援工作，超越政治、種

族、宗教及地域之別，以人道精神

為主要考量。目前全球有四十一國

設置慈濟分支會或聯絡處，至2006

年初，共計援助六十一個國家，橫

跨歐、美、亞、非及大洋洲等五大

洲。

■吉里巴斯元首參訪花蓮靜思

堂�盛讚慈濟大愛與慈悲

2006.05.23

吉里巴斯共和國總統湯安諾

（H.E.  Anote  Tong）伉儷暨訪問

團一行七人，23日蒞臨花蓮慈濟參

訪，此行帶給湯安諾極大的感動；

他表示，看到慈濟的大愛與慈悲，

是他來台灣收到最大的禮物。

當天訪問團在陳水扁總統的陪同下，

來到靜思堂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觀摩，

志工們詳細解說全球慈濟人在各地用生

命寫歷史的大愛足跡；並由副總執行長

林碧玉代表慈濟，致贈象徵佛菩薩降臨

的慈誠飛天銅雕及四十周年慶徽章，感

謝友邦元首對慈濟的祝福與肯定。

促成吉里巴斯總統參訪慈濟的因緣，

是 2 0 0 5年國際護理協會在台舉辦每四

年一次的國際年會；會後，來自三十個

國家一百一十多位的護理代表，專程前

來花蓮參訪慈濟。一星期後，波蘭、南

非、捷克、吐瓦魯及吉里巴斯五國的六

位護理人員，來到花蓮慈濟醫院接受一

個月的護理訓練；吉里巴斯總統的弟媳

婦為該國護理學校校長，也是受訓人員

其中之一，她把在慈濟獲得的感動帶回

吉里巴斯。

百慕達市長頒發PROCLAMATION褒揚令給慈濟，由李慈劻師姊代表接

受。攝影/吳國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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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智慧　慈悲救援　

北和氣組隊「急難救護水上協

助」演練

2006.06.11

災難現場是個絕對危險的地方，慈悲也

要運用智慧，如何在緊急時刻，把握最短時

間來瞭解認識環境，並利用週遭資源進行救

援呢？北和氣組隊今於宜蘭河橋下，便進行

「急難救護水上協助」的實務演練；服務於

消防局的林朝新和吳英宗二位教官，假日特

別撥冗為所有參與急難演練的志工們講解、

指導。

林教官表示，身處危險環境時，要先

保護自身安全，善用救生器具；更重要的是

團隊要互助合作，才能達到最大效益。救援

的時機和方式，都會影響救援成功與否。此

外，他也表示：「時時吸收新知，有助於救

援的順利。」

二位教官，以風趣、簡易的方式，傳授

各項水上救援要訣，並指導眾人實際操練。 

如：分別操作裝有發電機及未裝發電機的救

生艇、以手划漿操作救生艇、交通指揮的訓

練、滅火器的使用及救生衣的穿著等。 教官

深入淺出、淺顯易懂的教學方式，令參與的

志工獲益匪淺。

雖然演練是為了備急難

之需，但是志工們的心裡仍

然默禱災難不要再發生，因

為天下無災無難是人人心中

最大的願。

■漢班托塔大愛村工程

感恩茶會�

2006.06.18

南亞海嘯於2004年12

月26日發生至今已有一年半

了。災後三天，慈濟就開

始入駐斯里蘭卡；一年半以

來，慈濟對災民的援助不曾

間斷過。回顧影片《希望在

佛的國度綻放》，完整記錄

了慈濟在斯里蘭卡的感人足

跡。

影 片 放 映 結 束 後 ，

進行分享。監工拉佳瓦山

（Rajawasam）表示，在慈

總論記事

��攝影/廖月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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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工作的過程中，讓他學到「工作必須準時

完工」的寶貴經驗；同時他也認為，這是斯

里蘭卡普遍國民最需要學習的精神。

基金會營建處駐斯里蘭卡工地主任林世

欽師兄，也感恩大家的協助與配合，讓一期

工程能順利竣工；也期勉大家，努力將二期

工程做得更好。

志工米提拉也於會中向大家分享三個訪

視個案，讓大家瞭解到，慈濟在斯里蘭卡除

了急難救助外，也進行濟貧工作。

雖然有些人原本互不相識，卻因大愛村

工程而結緣；也期許這份善緣，在佛的國度

裡繼續生根萌芽。

■慈大培育人才續師志　

印順導師法像安座暨創設海外學子

獎助學金

2006.06.23

為紀念印順導師，延續導師培育英才的

精神，慈濟大學是日舉行印順導師法像安座

大典。上人親臨印順導師法像安座典禮，精

舍常住師父、慈大教授、職員和志工們列隊

恭迎導師法像，由王本榮校長、賴滄海副校

長、 和劉佑星總務長護駕法像

安座。慈濟大學延續師志，為佛教、為社會

培養更多優秀人才；導師法像安奉於慈大大

廳，意義深遠。

高133公分的印順導師坐姿法像，是去

年印順導師圓寂後，上人親自拜訪慈大林慶

祥老師，林老師依上人指示，閉關八個月才

完成這尊栩栩如生的導師法像。

上人回憶師徒情緣，民國52年皈依時，

印順導師給上人「為佛教，為眾生」六字，

開啟了往後慈濟四大志業之門。上人也期許

所有慈濟人，能將導師容顏刻畫於心。

印順導師生前非常鼓勵年輕學子做學

問，為延續導師培養人才的理念，慈濟基金

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宣布設立「印順導師海

外學子獎助學金」，期能吸引各國學子返台

攝影/李家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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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並讓佛法散播全世界。

此外，每年也將定期舉辦「印順導師

紀念講座」，邀請慈善、醫療、教育及文

化四大領域中的專家學者進行講授，期能

對印順導師生平事蹟與人間佛教理念作更

深入的瞭解。

是日，首場講座由印順導師的學生昭

慧法師主講。昭慧法師在演講中提到「為佛

教、為眾生」是導師的思想精華，而上人的

「做就對了」，更將導師的思想化為行動，

實踐「慈悲喜捨」四無量心。

■馬六甲回教局志願服務團����

參訪慈濟汲取行善經驗

2006.07.01

馬六甲州回教局附屬的志願服務團

體一行二十五人，在主席阿都華合（YB 

Abdul Wahab bin Ab. Latip）的帶領下，

來到慈濟馬六甲分會參訪。

此回教局成立於1 9 6 0年，主要負責

管理馬六甲州回教事務；其屬之志願服務

團體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成立僅兩年。因

此，籌委們希望到慈濟觀摩，從中汲取推

動社服的經驗。

慈誠委員一路引領，為大家介紹慈濟

志業，走遍慈濟園區內的社教中心、書

軒、義診中心、靜思堂、資源回收站及幼

教中心等；從慈濟短片、志業巡禮中，回

教局志願服務團成員，對慈濟志工「吃自

己的飯、做別人的事」的精神讚歎不已。

馬六甲州回教局主席阿都華合表示：

慈濟是一個真正落實社會服務的慈善團

體，幫助有需要的人。他希望把在慈濟的

所見所聞，帶回去參考，讓回教局志願服

務團有更美好的遠景；更希望往後能與慈

濟合作，一起做善事，回餽社會。

■馬六甲分會英文培訓課程

志工分享跨越藩籬的感動

2006.07.02

2005年12月11日，慈濟馬六甲分會首次

舉辦英文培訓課程，因迴響熱烈，今日再次

舉行此課程，有六十二位學員出席；其中，

有不少異族友人。小小營隊宛若一個小聯合

國，跨越種族及宗教藩籬，以彼此相通的語

言深入了解慈濟。

「我希望能為不同種族、宗教的人服

務，而慈濟所做的一切深深觸動了我；所

以我今天來到這裡，希望能更深入了解你

們的服務方式。」來自巴生賽峇峇宗教團

總論記事

攝影/何星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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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Persatuan Shird Sai Baba）的維斯努

（Vishnu），一直都從事服務人群的慈善工

作。一個月前他參與巴生慈濟活動後，對慈

濟四大志業留下深刻印象；因此，連同其他

志同道合朋友參與此次培訓課程。

「今天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你

們在斯里蘭卡所做的一切，我感動得忍不住

流下淚來，我希望自己未來能夠為更多人付

出。」維斯努分享參與課程的感動，也道出

內心期許。

一群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員共同成就此

營隊，其中，特別是有英文組組員陪伴翻

譯，才能讓營隊順利進行。慈濟人的愛跨

出了種族宗教的藩籬，讓愛成為每個人共

同的語言。

■巴淡島聯絡處周年慶暨義賣會

新加坡志工跨海助緣

2006.07.15

「鏘！」銅鑼聲響，慈濟印尼分會

巴淡島聯絡處負責人張天來師兄一棒擊

下，示意巴淡島聯絡處周年慶暨義賣會

正式開始。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濟雨師

兄在張師兄邀請下，也鳴了鑼，來賓們

也接著紛紛敲鑼，祝福首次義賣會順利

成功。

這是巴淡島聯絡處首次舉辦義賣會，

由於人力及經驗皆不足，故早在兩個月

前，即向新加坡分會尋求支援；新加坡

慈濟人慨然應允，首先運送約四十箱義

賣品到巴淡島，有裝飾精品、玉珮、首

飾及由香積菩薩製作的點心等等，志工

並分為7月14日、15日兩梯次前往協助。

雖是首次義賣會，卻處處可見巴淡

島慈濟人的用心。除義賣靜思文物、食

物及日常用品等，亦以大型看板展出慈

濟志業足跡；並在看板前擺設典雅的桌

椅，話慈濟以接引民眾。

回 想 六 年 前 ，

新加坡慈濟志工首

度搭船到巴淡島，

為當地的清寒病患

提供義診。九次義

診活動，共援助了

近兩萬名病患；更

陸續接引當地慈濟

志工，展開濟貧工

作 。 於 是 每 次 搭

船到巴淡島舉辦義

診，成了新加坡慈

濟人每年兩次的例

行活動。

而 今 搭 船 到 彼

岸 ， 為 的 不 是 義新加坡志工乘船到巴淡島助緣，其中包括手語隊、歌詠組及團康組等成員。攝影/郭濟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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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而是支援義賣會。義賣會現場，穿

著藍天白雲、灰衣白褲的志工眾多，印

尼志工也比比皆是，更是印證了當地慈

濟志業的成長。

■《志工企業家》作者柏恩斯坦拜會

證嚴上人�見證行善和生命的結合

2006.07.20

以《志工企業家》一書享譽國際的紐約

時報專欄作家大衛柏恩斯坦，是日應邀來台

訪問，同時前往花蓮拜會證嚴上人。他認為

證嚴上人創辦慈濟基金會，正如同志工企業

家；並向上人請益，慈濟志工效率為何總是

又快速又團結。上人回答：「因為慈濟人將

行善和生命結合在一起。」

柏恩斯坦走訪了全球各地的志工，他們

不是企業家，卻以企業化模式來助人，讓行

善更有效率。上人則和柏恩斯坦分享，慈濟

稱「志工」、不稱「義工」的原因。

「義工」是義務投入對社會有意義的

事，是有時間才投入；但「志工」是用生命

去付出，將行善和自己的生命結合在一起，

這正是慈濟志工決心投入慈濟、身體力行的

最大動力。

結束和上人的對談，柏恩斯坦表示：

「看到今天的規模，誰可以想像慈濟的歷史

是由三十個家庭主婦每日存五毛錢開始，那

是我學習到最強而有力的一課。許多故事的

開始，就跟慈濟一樣，但最終卻能影響數百

萬人。」而安排這場對談的天下遠見創辦人

高希均則指出：「慈濟學」已然誕生。

這次的對談，也令柏恩斯坦深深讚歎：

「從證嚴法師的身上，我看到了極大的能

量。」

■新加坡志工陪伴心蓮病友受肯定

獲陳篤生醫院頒贈「友誼圈」金獎

2006.07.26

新加坡陳篤生醫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舉辦首次表揚典禮，表揚給予服

務、捐款的個人及團體。慈濟新加坡分會

參與其盛，並獲頒「友誼圈」金獎（Golden 

Circle Of Friend Award）。

分會的慈善足跡惠及愛滋病患，始於

1998年底。有位愛滋病患家屬親自到分會求

助，經評估後，分會決定給予援助，成為慈

濟在新加坡開案的首位病患。

1999年9月，新加坡慈濟志工造訪陳篤

生醫院，深入了解愛滋病患在新加坡的處

境之後，便開始接受該醫院傳染病中心的

提報。志工尊重愛滋病患，暱稱其為心蓮之

友；除了經濟上的援助外，每月也不忘給予

關懷和鼓勵。八年來，為許多愛滋病患重新

燃起生存的希望。

頒獎典禮當天，院長Mr. Liｍ Suet Wnm

頒發感謝狀，表揚善心人士及團體；並邀請

醫院慈善基金主席Mr. Micheal Lim頒發「友

誼圈」金獎，感謝長期護持者，慈濟新加坡

分會也獲此殊榮，由分會社工林慈毅師姊代

總論記事

證嚴上人表示「慈濟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佛法講因緣

，因為有緣，才能凝聚志願相同者，一齊付出。」攝影

/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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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領受。

典禮後的茶會，多個團體的代表分享慈

濟的榮譽，也讚嘆上人的睿智；其中有位教

會的神父，也大為讚嘆慈濟人的用心。

■居鑾首辦環保志工培訓　

期勉學員成為環保大使

2006.07.30

居鑾環保志業已有九年歷史，多年來，

志工不遺餘力地推動並接引新人，交出好成

績；以資源回收量而言，從1997年的四萬餘

公斤，增至2005年的四十餘萬公斤，九年來

增長了十倍。

志工們不因此而滿足或放慢腳步，故特

別策劃了環保志工培訓課程，把平日分散在

各地的環保志工集合在一起上課。透過課程

使大家明暸環保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也培養

志工的默契，藉此提昇活動效率；更重要的

是，教導大家如何接引志工，壯大當地的環

保志工陣容。

慈濟居鑾聯絡處首次舉辦環保志工培

訓課程，因反應熱烈，一下子就額滿了。

除了市區的志工，郊區多地甚至是遠在數

十公里外的哥打丁宜聯絡處，都有志工報

名參加。

活動中，居鑾負責人王成耀師兄表示：

感恩各地環保志工多年來勞心勞力的推動，

使目前中南馬暨東馬的慈濟據點已擁有二

百零四個社區回收站。王師兄除了期望大家

當一名快樂且有效率的環保志工外，也勉勵

大家都能發願成為環保大使。「在環保活動

裡，會說的不厲害，會做的才厲害，但是會

帶的最厲害！」志工們聽了他這一番話，莫

不鼓掌稱是。

■日惹學校重建籌款義賣會　

慈濟中小學創意藝術品獻愛心

2006.08.05

2006年8月5至6日，慈濟在大愛一村的

印尼分會義診中心（手術醫院）舉辦義賣活

動，為日惹學校重建籌款。將三層樓的手術

醫院以及居民活動中心，佈置成一百三十九

個攤位，準備了各式各樣商品義賣；所得金

額，將作為興建日惹班圖爾縣學校的基金。

義賣活動吸引了四千多人參加，這些

消費者來自社會各階層，有的是大愛一村居

民、慈濟志工，有些人則是帶著公司提供的

免費購物券前來。

印尼慈濟中小學學生愛心不落人後，也

參與此次義賣活動。除製作了美味點心外，

還發揮創意，創造獨特又有趣的藝術品參與

義賣；部分的藝品材料，還是善用回收物所

製成。在義賣會場裡，孩子們積極主動向人

推薦這些藝術品；他們的用心與勇氣，也獲

得民眾響應支持。

在義賣活動前一星期，同學們利用放學

時間輪流製作藝術品，十分辛苦，大夥兒卻

在義賣會場裡，學生主動向民眾推薦食品。�攝影/李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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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減熱情。小學生伊帆表示：「但願我們所

做的藝術品能受歡迎，銷售一空，賺更多錢

來做慈善幫助人。」孩童付出的這份心意，

實在值得鼓勵。

■籌建三寶顏眼科義診中心　

首次募款義賣民眾熱情響應

2006.08.09

為籌建三寶顏眼科義診中心，8月9日，

三寶顏聯絡處在三寶顏市醫療中心圓環，首

次舉辦募款義賣會。而當地媒體也予以支持

及協助，於活動前免費報導慈濟為興建眼科

義診中心籌募基金義賣消息，使此活動訊息

廣為傳知。

義賣會當天，人潮不斷湧進慈濟的攤

位，個個雙手滿滿、愛心無限。原本計劃是

半天的募款活動，也因民眾的熱情響應，延

長為一整天。小小的攤位，售出許多物品，

愛心善款不斷湧入；善款來自各方，其中還

包括慈濟志工及會員，甚至是關懷戶。他們

付出勞力所得，以行動回餽慈濟。

一位三輪車司機，是慈濟白內障手術

的受惠者。當他聽到慈濟要建眼科義診中心

時，也發心捐出自己微薄收入的一部分，以

感恩回饋慈濟使他重獲光明。

這類感人的真實故事，常常帶給慈濟

志工們很大的影響與震撼；激勵他們更努

力付出，以期能幫助更多人，進而改變他

們的生活。

■卡崔娜颶風屆滿周年　

慈濟成立紐奧良聯絡點

2006.08.28

2005年8月29日，卡崔娜颶風重創美南

地區，特別是紐奧良市；災後屆滿一周年，

8月28日，慈濟美國紐奧良聯絡點也正式成

立，將持續關懷災民生活，並提供物資或經

濟援助。

紐奧良聯絡點成立茶會，在陳銘敦師

兄經營的Travelodge旅館二樓舉行，請全球

志工總督導黃思賢師兄分享，邀約紐奧良市

與周邊地區華人共襄盛舉。「千手觀音」講

座分享結束後，黃思賢宣佈成立紐奧良聯絡

點，由莊興亞師兄擔任聯絡點負責人；與會

眾人都為這個喜訊感到歡喜，也祝福紐奧良

的慈濟志業發芽茁壯。

莊興亞師兄在卡崔娜颶風災後，持續

陪伴經典、大愛台同仁深入紐奧良拍攝

錄影；只要慈濟人前往勘災或賑災，他都

義不容辭陪同協助。莊師兄謙虛表示：

「自己才疏學淺，能力不夠；但看到這麼

多師兄師姊來助緣，非常感動，也願意付

出。」他並當下發願號召現場大德，一起

共耕福田。 

在場紐奧良的師兄、師姊都表示願意投

入護持，共同為紐奧良付出，也對莊師兄的

勇於承擔表示感恩。

總論記事

攝影/林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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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台灣文化節」溫哥華揭幕��
頒訂「慈濟日」肯定慈濟

2006.09.02

第十七屆台灣文化節2日在溫哥華萬國

廣場及第二會場弘毅中心揭幕，溫哥華市長

蘇利文和本拿比的市長高力勤，同時在會中

宣布，頒訂9月3日為該市的「慈濟日」，以

彰顯慈濟加拿大分會在社會服務及急難賑濟

的成就。

溫哥華台灣文化節舉辦多年，不僅擴大

加台文化交流，更成為大溫地區每年夏季一

項主要活動，甚至連續五年獲評選為「加拿

大最佳文化活動獎」。僑委會今年特地辦理

一研討會，邀請美國為主的十餘個地區僑界

代表前來，實地考察、體驗主辦單位台加文

化協會的成功經驗。

本屆台灣文化節，以「Ho-Hai -Yan  

Taiwan」為主題，彰顯台灣原住民文化和當

地多元文化背景。除了民俗工藝、舞表演、

市集小吃、龍舟賽等傳統

特色呈現外，今年還有慈濟

「大唐西域記」深度展覽，

以及「名廚上菜」台灣五星

級主廚現場分享廚藝秘訣。

■印尼當格朗聯絡點啟

用�帶動志工關懷社區

2006.09.16

慈濟基金會印尼當格朗

聯絡點於2006年9月16日啟

用，由慈濟印尼分會執行長

劉素美、副執行長郭再源，

及志工吳其順等主持開幕典

禮，許多嘉賓前來祝賀。

在當格朗、卡拉瓦吉、榔社街、L街

區22號一棟3樓高的建築前，慈濟印尼分

會志工齊聚，歡喜慶賀當格朗聯絡點正式

啟用。

分會執行長劉素美師姊表示：印尼分

會成立以來，常在當格朗辦慈善活動，從幫

貧窮居民的醫療費到分發獎助學金等，被關

懷、協助的個案也愈趨增加。當格朗聯絡點

成立象徵著一個新的開始，除了進行關懷貧

困、志業推動，更希望能帶動更多志工來耕

耘當格朗這塊福田。

當格朗居民也前來參與開幕典禮，慈

濟志工把握因緣介紹慈濟，蘇霸滿和蘇

菲亞兩位志工則分享自己服務、付出的經

驗，大愛村志工們並帶動眾人一起學習手

語。最後，切通平飯傳承給慈濟當格朗聯

絡點負責人呂蓮珠師姊，作為閉幕儀式，

圓滿結束今天的活動。

攝影/A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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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加入紐約災難宗教援助服務中

心　擴大服務與增加機構交流機會

2006.09.20

9月20日，紐約災難宗教援助服務中心

（New York Disaster Interfaith Services，簡

稱NYDIS）宣佈接受慈濟美國紐約分會的申

請，正式成為「NYDIS」的一員。

「NYDIS」是個宗教聯盟組織，會員

團體主要是社區服務團體與慈善組織，其

宗旨在於發展與支持紐約市宗教聯盟救災的

準備、反應、恢復等服務。NYDIS召集領

導會員與市政府、州政府、聯邦救災管理局

互動，促進服務、資源共享，傳達信息給宗

教聯盟、缺乏關懷的受災者、受影響的社區

等。慈濟紐約分會正式加入該組織，將可增

加救災資源、信息與機會。

同時，「NYDIS」頒贈獎牌給慈濟，

獎牌內容為：「NYDIS理事會與紐約市911

需求短缺論壇諮詢委員會，敬致美國台灣佛

教慈濟基金會，感恩你們在2001年紐約世貿

中心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中卓越的支持與合

作，協助紐約市的居民──特別是受難者的

家人、倖存者與受傷的救災人員。」除了讚

賞慈濟的迅速動員效率，也感恩志工們的無

私關懷與付出。

■第十五屆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與

非政府組織大會　慈濟吉隆坡分會

受邀出席深受肯定

2006.09.27

馬來西亞馬六甲及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

濟雨與吉隆坡分會行政主任陳志偉，代表台

灣本會，受邀參與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十

五屆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簡稱
UNHCR）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簡稱NGO）大會，為慈濟志

業與全球非政府組織之互動見證了新的里程

碑。

這項全球性的會議，由全球總部設於日

內瓦的UNHCR主辦，地點設於聯合國歐洲

總部。為期三天的大會，匯聚了來自全球五

大洲、七十七個國家的兩百多個非政府組織

的代表。

慈濟吉隆坡分會是馬來西亞唯一受邀

參與的非政府組織代表，其因緣源於2004年

起與馬來西亞UNHCR合作進行的難民援助

計劃。兩年來的互動，UNHCR十分認同慈

濟落實慈善志業的人道關懷精神，以及系統

化、有組織性的志工團隊動員方式。

會議中，馬來西亞U N H C R特安排
UNHCR亞太地區事務局局長──Janet Lim

女士與慈濟的代表會談，以便能更深入了解

慈濟的歷史及組織架構，並同時向慈濟在吉

隆坡與UNHCR的配合表達謝意。

總論記事

紐約災難宗教援助服務中心（NYDIS）頒贈獎牌給慈濟，

感恩慈濟在九一一事件時的用心協助。攝影/紐約分會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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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此次會議，讓慈濟代表在全球性課

題上有更進一步的認知，同時也見證了慈濟

的付出，在國際平台上再一次獲得肯定。

■發揮賑災工作最佳後勤支援��

慈濟國際人援會首次舉辦研習營

2006.10.01

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於9月30日、10月1

日在花蓮靜思精舍首次舉辦兩日研習營，透

過五十六位專業志工的經驗傳承，強化國際

賑災工作後勤作業系統，發揮賑災工作最佳

後勤支援。

人援會召集人王令一表示，期待學員

們透過兩天一夜的活動，深入瞭解人援會宗

旨，發揮自身專業才能；也歡迎其他志工和

有心企業一同加入人援會行列，為國際賑災

投入心力。

人援會提供食衣住行或任何可以合理

有效援助的物資與設備，除已研發素麵等品

項外，並積極著手進行更簡易快速的產品研

發。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指出，要做

有智慧的善事，援助的物質與設備都得兼具

環保觀念，保護地球。

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成立於2003年12

月，整合各專業志工組織賑災後援團隊，協

助各項援助工作的順利進行。人援會組成的

背後，來自於一念悲心。助人為快樂之本，

人援會以人為本，由善心入佛心、以智慧行

善事。黃思賢更期待人援會在志工的團隊合

作下，發揮無限潛能。

■紐約分會參與回教齋戒月餐會　

分享慈濟人文美善

2006.10.04

慈濟紐約分會受邀參加「第六屆回教

齋戒月伊夫塔與社區宗教間對談（Ramadan 

Community Iftar and Interfaith Dialogue）」

活動。此次餐會以回教齋戒月的習俗為源，

在新派基督教神學院的教堂中聚餐，佛教團

體也出席參與，一起討論切身的人權與人道

責任。

與會的羅際相師兄，聆聽許多年輕的會

眾與講師為人權及人道問題集思廣益；這使

他深刻感受到，未來需要每個人的努力，生

命才會有希望。當場將感動化為行動，答應

參加少數族裔心理輔導座談會，用他的相機

做記錄，協助愛心及善的循環。

劉偉恩師兄很高興有機會接觸這麼多有

智慧與大愛的人，會後，他向講師與主辦單

位介紹慈濟，以慈濟刊物與他們結緣。

與會後，慈濟人深刻瞭解，雖然種族、

宗教不同，但大家理想雷同，無非是希望

「人心淨化、社會祥和、天下無災難」。

也希望從每人行善、齋戒、祈福開始，讓家

庭、族群、社區更幸福。

■新加坡義診中心舉辦醫療講座

增加志工保健及急救知識

2006.10.21

慈濟新加坡義診中心於新加坡分會牛車

水前會所，舉辦本年度第二次的醫療志工培

訓講座會，旨在幫助醫療及訪視志工，在關

懷病患或照顧戶時能更得心應手。

在新加坡心臟中心 （National Heart 

Centre）服務的護士，同時也是人醫會成員

的胡麗蓮師姊，與近四十位志工分享「心臟

病」主題講座。胡麗蓮師姊詳細述說心臟病

突發主要因素，並強調定期進行身體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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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預防突發性的病發。

「發現對方有心肌絞痛的狀況時，該怎

麼反應？」麗蓮師姊表示，真正該做的第一

件事，是馬上打求救電話求助，或向周遭人

士尋求協助載送發病者到臨近的醫院診所。

此外，也可迅速查看，發病者嘴裡是否含有

任何間接阻塞呼吸氣管的物體。至於心肺復

甦術（CPR），為了患者的安全，則只限於

持有執照者能執行。

透過醫藥課程，不僅增加志工對保健及

急救知識的了解，雙向交流互動下，也拉近

了彼此的距離。

■古晉聯絡處十周年成果展　

跨越宗教傳遞愛的訊息

2006.10.24

慈濟古晉聯絡處自10月24日起，一連三

天在青統大廈底樓舉辦「見證慈悲、深耕人

文」十周年成果展。把古晉十年來活動的點

點滴滴，真實呈

現在眾人眼前。

古晉南市市

長張德松先生應

邀主持成果展開

幕儀式。張市長

是前砂拉越州天

然資源與環境部

的主管人員，深

深了解環保的重

要性；除了表揚

慈濟在環保方面

努力外，也提醒

市民要減少垃圾

的製造。

最貼近人心、生活化的環保展示區，吸

引大眾的目光。「只要有心，就從自己的身

邊做起！」導覽志工傳達愛惜資源、延長物

命的觀念，並獲得民眾認同。

就讀古晉英迪學院（Inti College）的兩

位迦納人想更深入認識慈濟，志工透過電腦

設備，向他們介紹慈濟相關網站和大愛台，

分享慈濟在南非、象牙海岸、衣索比亞等地

活動足跡。

活動中，前來看展的兩位天主教修女表

示，雖是第一次與慈濟接觸，即非常贊同慈

濟的做法；尤其是那份跨越宗教的愛，更是

令人感動。

■慶祝達拉斯支會十四周年　�

系列活動熱鬧登場

2006.10.28

慈濟達拉斯支會十四周年慶，展開慶祝

活動，舉行大愛盃高爾夫球賽、「社區志工

總論記事

攝影/李溪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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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成立典禮」及十四周年慶晚會。

達拉斯支會負責人凌源良師兄細說慈

濟，向與會來賓談起：慈濟德州分會達拉斯

支會創立已有十四個年頭，一向秉持證嚴法

師的理念，在當地落實慈濟四大志業、八大

腳印。

凌師兄分享達拉斯支會未來展望，除了

目前的週日人文學校外，將開設大愛幼稚園

和安親班；為了照顧低收入戶等民眾就醫，

未來將在會所籌設醫療門診中心；此外，

也計劃籌辦慈濟社教中心，推廣慈濟人文課

程。有鑒於卡崔娜風災帶給紐奧良居民的精

神傷害，慈濟將與紐奧良聯邦急難管理署

（FEMA）合作開設精神諮詢門診中心。

葉志勝師兄主持「社區志工隊成立典

禮」，分享成立因緣起於2005年紐奧良遭受

卡崔娜颶風的摧殘，慈濟有感志工人數不

足，開始招募志工隊，將慈濟賑災的理念

分享給有心民眾，並加以各種災難實務的培

訓，2006年已連續舉辦三期課程。

■慈大首次院校合心會議����

醫教攜手合作創佳績

2006.11.10

在慈濟大學王本榮校長大力促成下，

慈濟大學首次舉辦跨醫療和教育的「校院

合心會議」。包括慈濟大學教授們，花蓮

慈濟醫院以及台北慈院、大林慈院等醫師

和醫療人員，大家齊聚一堂，尋求彼此合

作的契機。

王本榮校長表示，希望藉由合心會

議，醫院、醫學院和生命科學院的老師

們，能瞭解彼此的領域；醫院可以提供各

種臨床上的案例，給慈大作為研究和教學

上的教材，而慈濟大學也可以成為醫院的

有力後援。

此次會議共有八十位人員參加，主辦

單位依據參與人員的背景進行分組討論，

包括有教學政策組、醫學教學改革、本土

流行疾病統計和分析等共十一組。

■紐約志工胡報治、姚繁盛夫婦　

榮獲威郡與哈德遜峽谷海外華人協

會第26屆傑出成就獎
2006.11.18

居住威郡的慈濟志工姚繁盛與胡報治

夫婦熱心付出二十多年，與當地各個社區團

體互助、結善緣，長期不間斷的愛心感動

許多人；因此威郡與哈德遜峽谷海外華人

協會（Westchester & Hudson Valley Oversea 

Chinese Association，簡稱OCA）在第26屆傑

出成就獎晚會中，頒獎表揚這一對傑出貢獻

和領導的夫妻，這也是OCA首次頒發此榮譽

給一對夫妻。

在紐約白原市皇冠廣場飯店（Crowne 

Plaza Hotel）舉行的頒獎晚會上，胡報治與姚

繁盛夫婦將得獎歸功於慈濟；得獎致詞時，

透過影片向大家介紹慈濟，表示參與慈濟為

人服務，讓他們的人生更加幸福、滿足。

看到影片中慈濟人大愛的付出，與會者

極受感動，還有許多人表示要做慈濟志工、

參加慈濟活動。

■巴淡島人文音樂演唱會　

印台新三地攜手以人文導善

2006.12.02

12月2日及3日，由慈濟巴淡島聯絡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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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慈濟新加坡分會協辦兩場「仙樂飄飄處

處聞」人文音樂演唱會，彙集印尼、台灣和

新加坡三地的力量，巴淡島聯絡處籌募慈善

基金；同時也希望促進巴淡島企業家對慈濟

的瞭解，並讓當地志工有學習淨化人心的機

會。

此活動特別邀請到張杏月師姊（慈

正）、陳忠義教授和C大調室內樂團越洋演

出，以人文導善、以音樂呈現美善。兩場人

文音樂會，吸引了近八百人前來聆賞，深獲

好評。

巴淡島印華百家姓主席符德應先生表

示能感受到其中的用心。一心護持巴淡島聯

絡處籌募慈善基金的他，在開場的錄影短片

中，更目睹了慈濟志業的進展與足跡。

人文音樂會的圓滿成功，巴淡島聯絡

處負責人張天來功不可沒。張師兄謙虛不居

功，僅希望巴淡島志工更精進，舉辦更多培

訓和共修，讓更多人認識慈濟、做慈濟。

■美國總會十七周年慶　

舉辦合心共識營、朝山活動　

堅定佛心師志

2006.12.02

慈濟美國總會2日舉辦一日合心共識精

進營，以共修方式歡度美國總會十七周年

慶。參加成員包括美西合心組員、慈誠、委

員、培訓委員、慈誠及總會所有同仁等，活

動中播放慈濟克難四十年系列影片，回顧志

業四十年，並以繞佛方式凝聚慈濟人的虔誠

祈禱，上達諸佛聽。

葛舉賢師兄分享：四十年的回顧影片

中，上人以親身的經歷教導大家如何「行

善、行孝」，跟著上人腳步做就對了。眾人

虔誠期盼藉由這樣的精進，先從自心注入清

流，傳揚大愛。大家一起發好願、說好話、

做好事，加速淨化人心、建立祥和社會，締

造無災無難的人間淨土。

3日，在美國總會聖迪瑪斯園區進行朝

山活動，這是美國總會為了十七周年慶而

首次舉行的朝山盛會。精進組負責人陽秀雲

（靜純）師姊說明朝山的意義：「禮佛是為

了要去除內在的傲慢心，培養恭敬心。」期

許大家用修行的心來做慈濟，用法水來滋潤

自己的身心，從內心啟發真善美，進而達到

內心的謙卑。

一百四十多人的朝山隊伍，莊嚴前進，

聲聲佛號，扣人心弦。每個人虔誠禮佛，展

現自內心而發的威儀。

■「西域記風塵」攝影展��

獲准於聯合國總部展出

2006.12.11

由美國慈濟基金會紐約分會舉辦的

「西域記風塵」（Journey to the West）

攝影展，11日於紐約聯合國總部展出五

天。分會執行長張宗義（濟舵）表示，

希望透過照片，展現一千三百年前玄奘

總論記事

慈濟志工一面敲法器、一面唱誦佛號，帶領大眾拜佛。

攝影/楊湛強



146 147

法師赴印度取經的意志與毅力，並宣揚

慈濟慈悲為懷的精神。這也是第一個非

政府組織（NGO）獲准在聯合國展覽作

品。

「西域記風塵」  已經先後在曼哈

頓、法拉盛、新澤西、德州等地展出，

普獲好評；這次在台北駐紐約經濟文化

辦事處、台灣友邦史瓦濟蘭駐聯合國代

表團及多位外籍友人共同協助努力下，

突破難關，進入聯合國大樓內展出。

此次展覽，是七位攝影師從1 9 9 8至
2003年重新踏足玄奘法師當年萬里取經

路程，由所拍攝的照片中挑選九十多張

公開展出。圖片包含數十個國家，主題

法國F.Sastourne是聯合國的外交官（圖左二），買了

一套「西域記風塵」中文版，請王志宏師兄（圖右）為

他簽名。攝影/紐約分會慈濟人提供

林慧如師姊向聯合國急難救助組織官員Ken� Curtin，講

解慈濟的緣起「竹筒歲月」故事。攝影/紐約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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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佛教文化與各地不同的風土民情，

希望將不同文化與全世界的人分享，進

而達成和平共處的地球村理想。

展出地點位於聯合國大樓大會堂、

議事廳通往餐廳的主要長廊兩側，每日

往來的各國外交官不計其數，幾天下來

已經有數百人參觀。除了布吉納法索、

史瓦濟蘭、貝里斯等友邦外，南韓、日

本、印度甚至包括中國外交官皆駐足欣

賞，並留言表達讚許之意。

■美國慈濟獲頒「社區團體楷模獎」�

洛郡緊急災難宣導委員會肯定慈濟

2006.12.13

洛郡緊急災難宣導委員會（Emergency 

Preparedness Commission of Los Angeles City 

and County），12月13日在蒙地貝蔞市瑰特

谷年度餐會中，頒贈慈善益行社區團體楷模

獎牌，慈濟是獲獎團體之一，由慈濟基金會

美國總會執行長葛濟捨代表受獎。活動主席

達爾奧斯比 (Daryl Osby)表示：「台灣佛教

慈濟基金會，是第一個佛教團體、也是第一

個亞裔團體榮獲此殊榮。」

葛濟捨師兄在領獎時表示：慈濟在四

十年前，由三十位家庭主婦日存五毛買菜

錢的竹筒歲月迄今，這股善念清流一直持

續......。卡崔娜與莉塔風災中，慈濟人雙手

奉上急難慰問金給受災戶，這些愛的足跡，

是慈濟人付出無所求、積極關懷社區的表

現。

美國慈濟人和洛郡暨洛市緊急災難協

調管理機制間的互動已有多年，如北嶺大地

震、南加州森林大火、卡崔娜及莉塔颶風等

災害之救援，愛的膚慰足跡持續在社區溫暖

人心。這些善行與用心為洛郡緊急災難宣導

委員會所肯定，故主動提名慈濟為2006年社

區團體組織楷模獎。

慈濟的獲獎，見證志工們將慈濟人文接

引入社區主流模式，漸受肯定及注意。

■印尼分會榮獲2006年Padma獎募款
及物質獎　政府肯定、感恩慈濟

付出

2006.12.15

印尼社會部在雅加達CROWN PLAZA

飯店舉辦2006年Padma獎晚會。今年，慈濟

印尼分會、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基金會和印

尼慈善委員基金會，都入圍募款及物質的獎

項。而得獎的是最常關懷和援助印尼民眾、

尤其是貧民和災民的──慈濟印尼分會。

社會部長Bachtiar Chamsyah表示：慈濟

是給予援助最迅速的團體，也提供了最需要

的物資。並藉此機會，感謝慈濟印尼分會所

給予的援助；尤其是在災區裡，協助解決了

貧民問題。

慈濟印尼分會代表沈茂華致詞：「今年

能得到社會部頒獎，代表慈濟在印尼是被認

同的慈善團體；這對慈濟人來說這是一個榮

幸，也將成為我們的動力，繼續努力為更多

需要幫助的人關懷、付出。」

總論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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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記｜事

■菲律賓馬尼拉敦洛區貧民窟大火

志工前往勘災暨發放

2006.01.01~05

2 0 0 5年 1 2月 2 9日晚上 1 0時，正當

人們歡喜準備迎接新年來臨之際，一場

無情大火，使菲律賓馬尼拉敦洛區貧民

窟，近一千二百戶窮困家庭陷入困境。

這場大火延燒五小時，才被控制。

2 0 0 6年 1月 1日，慈濟志工一行八

人前往勘災，膚慰災民。抵達災區，慈

濟志工先造訪里長辦公室說明來意，並

由里長及幹部帶領慈濟志工深入災區瞭

解，至災民收容所關懷，同時確認正確

受災戶數，準備發放物資。

3日，二十多位志工齊聚菲律賓志業

園區，協助發放物資的打包，物資包括

衣物、每一戶家庭一袋十公斤的白米，

糧食及日用必需品，如泡麵、

牛奶、棉被、盤子、杯子、水

桶、肥皂和涼蓆等。

5日，動員七十二位志工

於災區進行發放，總計發放

一千一百一十一份生活必需物

資。

圖左：援助菲律賓馬尼拉敦洛區貧民窟

災情，菲國志工大動員於園區展開物資

打包。�攝影/黃解放

圖上：菲律賓馬尼拉敦洛區貧民窟於12

月29日發生大火，當地志工於元旦展開

實地勘災行動。攝影/菲律賓分會提供

菲律賓馬尼拉敦洛區貧民窟於12月29日

發生大火，當地志工於元旦展開實地勘

災行動。攝影/菲律賓分會提供

關懷菲律賓馬尼拉敦洛區貧民

窟大火災民，當地志工展開物

資發放。攝影/蔡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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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計順巿龜卯區大火

勘災後發放127戶物資

2006.01.02~05

除夕夜，人們正歡喜慶祝新年來臨之

時，菲律賓計順市（Quezon City）龜卯區

（Cubao）貧民窟，因沖天炮燃放不慎引發

大火，火勢迅速蔓延，造成一百二十戶家

庭、約六百人的家園遭火舌吞沒。

1月2日上午，慈濟菲律賓分會接獲消

息，馬上聯絡當地社區協力組員；下午，立

即由四位志工前往勘災，瞭解災情，關懷災

民，並將勘災情況回報分會。

5日下午4時30分，三十三位慈濟志工

抵達災區，為火災災民舉辦一場急難物資

發放活動。

慈濟志工們在深入了解災民需求後，共

準備十一樣物資，計有涼蓆、棉被、鍋子、

水桶、拖鞋、盤子、杯子、叉子和湯匙、白

米和洗衣肥皂，共一百二十七戶家庭領取。

志工們的用心，讓這場發放活動相當順

利；有了慈濟人的愛與祝福，期望災民們很

快地重新站起來，恢復正常生活。

■美國索羅門縣暴雨洪災

北加州分會發放現金支票

2006.01.03

2005 年年底一場跨年暴風雨，引發

洪水、土石流，位於美國舊金山西北方

索羅門縣（Sonoma County）的葛恩維鎮

（Guerneville），災情慘重。

在元旦接獲訊息後，北加州分會志工

一邊收集災情，了解災況；另一方面，舊金

山慈濟志工蔡雪麗，透過熟識的舊金山紅十

字會，與災區紅十字會及幾個災區縣政府單

位取得聯繫，並傳達慈濟賑災五大原則「直

接、重點、尊重、務實、及時」，表達慈濟

願提供援助的意願。

菲律賓計順市龜卯區貧

民窟炮竹釀災，經勘災

了解後，菲律賓分會展

開急難物資發放。攝影

/蔡昇航

菲律賓分會展開計順市

龜卯區貧民窟急難物資

發放，期許災民早日恢

復生活。攝影/蔡昇航

美國索羅門縣葛恩維市暴雨釀災，北加州分會火速動員

關懷，志工們溫柔關懷災民。攝影/葉立得

慈善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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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元月3日凌晨通往災區的道路開

放，索羅門縣府在當地設立緊急應變中心

後，慈濟成為應變中心成立後第一時間進入

災區的民間慈善團體。

除進行災情勘察外，並與「西縣社區

服務」（West County Community Services，
WCCS）、美國紅十字會合作，由 WCCS 及

紅十字會進行災民個案篩選，慈濟北加州分

會再審通過後發放支票救急；成人每人一百

元、未成年人五十元支票，以及保暖圍巾、

帽襪等禦寒衣物，共發放三十三個家庭，近

五千元款項。

■菲律賓馬尼拉華人區貧民窟大火

當地志工發放物資嘉惠181戶

2006.01.06

跨年除夕夜，一支爆竹釀成大火，使

菲律賓馬尼拉華人區馬桑凱街（Masangkay 

Street）一處貧民窟，一百八十多戶貧困家

庭雪上加霜。

慈濟菲律賓分會動員四十四位志工，於

元月6日下午進行發放，包括大米、水桶、

鋁鍋、棉被、涼蓆、杯子、餐碟、叉匙、洗

衣肥皂、牛奶、拖鞋等物資，共有一百八十

一戶災民受惠。

該災區位於河堤邊，只有一條狹巷通

往，附近又缺乏適宜的發放場地；幸好在勘

災時，與該區里長互動良好，得到認同。發

放當天，特封閉兩條通往災區的街道，全部

物資排列街道邊，而災民則列隊於另一條狹

巷。

發放活動，在一個多小時圓滿完成；在

發放過程中聽到災民聲聲道感恩，志工無不

感到歡喜與欣慰。

■美國北德州野火釀災

達拉斯志工前往發放

2006.01.06

美國德州北部久旱缺雨，導致野火成

災，火勢於1月1日開始燃燒，直到3日方撲

滅，總計二十七郡遭波及，其中以  Cross 

Plains 及 Ringgold 兩個小城市災情最嚴重。
1月3日，達拉斯慈濟人帶著英文ＣＤ、

文宣及急難包前往災區 Cross Plains 市、 

Ringgold 市勘災，了解受災正確戶數。
6日早上11時30分，志工再度前往 Cross 

Plains 市，於 Community Center 展開急難物

資發放，總計嘉惠十六戶災民。

慈濟人並帶動災民向消防人員致敬，感

恩他們滅火的辛勞，志工也向每一位消防人

員獻上福慧袋，傳達感謝與祝福。

Abilene City 的 KTAB 電視台特地派記

者現場採訪慈濟發放，於當日晚間六點新聞

播報。

■印尼中爪哇省村落土石流災難

慈濟志工動員勘災並展開發放

2006.01.06~07

2 0 0 6年 1月 4日，印尼中爪哇省  

Ban ja rnega ra  縣的一個村落  Kampung  

Gunungrejo 發生了嚴重土石流，數百人遭到

掩埋，一百零二間屋子、回教堂，還有學校

也逃不過被掩埋的命運。

1月6日，八位雅加達慈濟志工出發前往

災區，與當地志工會合後，先進行物資打包

工作，包括：六十件厚棉被、六十張草蓆、

十箱二手衣、二百份救災包（每份有五包快

熟麵、棉被、沙龍、盥洗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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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2時30分，待所有救濟物資備妥

後，志工們分別搭乘三輛車及一輛巴士深入

災區了解災情，並展開一連二天的急難物資

發放。

■美國德州阿靈頓野火成災

志工二度關懷發放現值卡

2006.01.01~07

美國德州阿靈頓南部因久旱缺雨，草原

極度乾燥，加上焚風肆虐，12月27日導致野

火燃燒、蔓延開來，殃及民宅，包括五間房

屋全毀，一間半毀，所幸無人傷亡。

慈濟志工周其祥（法號濟和）自報紙新

聞得知火災消息，進而主動與阿靈頓市警察

局及消防局聯絡。1月1日志工一行七人帶著

食品、英語文宣品及慈濟歌曲CD前往火災

現場勘災，關懷災民，並請災民填寫資料，

呈送分會申請現值卡。

1月7日，在慈濟志工唐慈珍帶領下，

一行十二位志工再次來到災區，借用  Mr. 

Richard Swain 自宅後院展開現值卡發放工

作，每戶可領得三百元慰問金。

受惠家庭原有六戶，由於發放當天，

有一個家庭到外州親戚家避難，無法及時趕

回，於日後補發。

■馬來西亞山打根違章大火

志工一連二天展開勘災發放

2006.01.06~07

2006年1月5日凌晨12時30分左右，熊熊

烈火燒毀了位於馬來西亞山打根巴都沙比市

議會中價屋後山的違章木屋區，大火吞噬八

十二間木屋，導致一百零一個家庭、共一千

一百五十九人失去家園。

火勢隨風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在

消防隊伍和居民合力灌救下，終於在清晨5

時左右成功撲滅。災後，部分災民們寄住親

友家，大部分災民則在附近的回教祈禱所安

身，當地政府福利部將祈禱所門前走廊，充

當發放午餐便當的場所。

6日早上，慈濟志工從報章得知消息，

立刻動身前往勘災，並派人前往福利部查詢

受災戶名冊。

7日，志工向災民傳達上人的祝福與慰

問，並展開發放，包括毛巾、牙膏、牙刷、

面盆、餐具、舊衣等物資，和每戶馬幣八十

令吉的慰問金，同時獻上誠摯祝福，期盼災

民們早日走出困境。

■慈濟越南聯絡處歲末發放

嘉惠古芝縣251戶貧戶

2006.01.08

臘月將盡，春節屆臨，為了讓越南胡志

明市週邊偏遠地區，平日靠勞力換取微薄收

入的貧苦家庭，也能歡度普天同慶的佳節，

慈濟越南聯絡處應胡志明市友誼協會的邀

請，2006年1月8日於胡志明市西北方70公里

慈善記事

攝影/謝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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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古芝縣舉辦歲末發放。

為了減少發放戶的舟車勞頓，慈濟聯絡

處動員三十四位志工，配合當地婦女會（隸

屬於友誼協會）於同一天分別在四個社區：

安仁西社、福盛社、古芝市鎮、新盛西社舉

辦發放。

每份結緣品計有：素食麵、白糖、食用

油、毛巾、牙刷、牙膏、糖果、以及包有現

金之福慧紅包，全縣共有二百五十一戶貧苦

無依的百姓受惠。

■慈濟宏都拉斯感恩戶發放

宏國備食品、台灣募衣物

2006.01.08

2006年1月8日早上9時，宏都拉斯慈濟

志工一行十人，準時來到汕埠  Formosa 工

業區對面村莊 Iglesia San Jorge 進行發放。

發放物資中，衣服、鞋子、玩具是由

台灣慈濟志工江瑞玲所募得，另外米、玉米

粉、紅豆、糖、植物油等食品，以及洗衣

盆，共六十五份則由當地志工提供。

抵達當地時，幾乎所有經教會牧師通知

的感恩戶，都已經在教堂等待且熱烈歡迎志

工們的到來。在短暫致詞、傳達慈濟精神理

念後，志工們即根據事先由牧師編列的感恩

戶名單及號碼，展開發放。

此次發放，總計嘉惠六十五戶、三百四

十五位感恩戶。

■印尼巴淡島豪雨成災

志工前往勘災與發放

2006.01.11

2006月1月7日至8日，印尼巴淡島連

降豪雨，導致各地區土崩淹水， Kampung 

Aceh 災情最為嚴重，約有一千多戶災民受

難，加上2005年12月20日市政府重整市容，

將災區小販路邊攤移平，大部份民眾家計已

成問題，這次逢災更使他們生活困境雪上加

霜。

受難居民已被政府安排到收容所避難。

其中 Batamindo 工業區 TEC 禮堂，收容約

一百七十戶， Otarita 小型清真寺約一百三

十五戶， Dusun Rusun 則約四十七戶，上述

之收容所，已有政府提供醫療和收容所指揮

中心提供三餐和快熟麵。

1月11日，慈濟志工前往收容所進行探

視了解災民所需後，便依照災民需求採購洗

衣粉、毛巾、牙刷、牙膏、沙龍、餅干、洗

髮精等物資，於晚間7時30分至11時30分進

行發放。

■持續關懷史坦颶風災民

瓜地馬拉發放2389戶
2006.01.15

一級颶風史坦（Hurricane Stan），2005

年10月4日早晨於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南部  

East-central 沿海登陸，夾帶豐沛雨量，重創

南墨西哥的多處山地區，導致中美洲各國陸

續傳出山崩、水災之災情。其中，瓜地馬拉

災情最慘重，估計有十二萬人受災。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於災後即展開救援

關懷，行動迄今不曾間斷；是日，擇定齊馬

德蘭哥省百助市（Patzun），針對史坦颶風

二千四百六十四戶災民展開發放，每戶可領

取二百六十五磅物資，包括兩百磅玉米、四

十磅黑豆、二十五磅糖。

百助市位於瓜國首都西方約兩個小時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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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災民多為農民，發放儀式於8時30分正

式舉行，當地政府官員、省長、市長、中華

民國大使皆出席，另有當地媒體與電視台前

來採訪。

此次發放，獲得美國三十一位、多明尼

加一位志工助緣，並在本地十八位志工、四

十四位隨喜志工、一百位村莊義工、六十位

政府義工的用心下，一一將物資送到受災戶

手中，活動於下午四時多圓滿結束，共嘉惠

二千三百八十九戶災民。

■台南東雲公司氣爆意外

志工動員關懷膚慰陪伴

2006.01.18

1月18日午後2時，位於台南縣新市鄉大

營村、紡織製造業的東雲股份有限公司，因

管路維修不慎，引起氣爆意外，猛烈火勢，

造成員工及承包商六人死亡、五人重傷。其

中兩名傷者全身近百分之八十嚴重灼傷。

新化區慈濟志工，在接獲訊息後，隨即

調度各區志工，並聯絡鄰近永康、台南市志

工，分別趕往廠區及奇美、成大等醫院，關

懷家屬和受傷人員。

火勢雖在18日下午5時即撲滅，但現場

溫度仍高，警消人員在晚間才在事故現場發

現罹難者屍體。經檢察官和廠方協調，請慈

濟志工從旁關懷、安撫家屬情緒。

19日上午9時，近三十名慈濟志工，即

在廠區內的員工值班室，陪伴等待認屍的家

屬，並於晚間，分別到每位往生者家中致贈

慰問金，傳達所有慈濟人的關懷與祝福。

家屬與廠方協商後，所有往生者遺體，

皆移往東雲股份有限公司所設置的靈堂，

慈濟志工隨即前往為往生者助念，讓亡者靈

安，生者心安。

■花蓮歲末冬令發放

近四十年如一日

2006.01.22

隨著歲末腳步逼近，年節氣氛愈來愈

濃，慈濟基金會按照往例於舊曆年前，邀請

長期關懷的照顧戶一同圍爐話家常，約莫兩

百餘人，將年節應景的年貨食品與日用品雙

手奉上，讓大家提早感受年節氣氛。

從1969年至今，每年在農曆年前都會於

全省各地展開冬令發放活動，近四十年來，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關懷史坦颶風災民，前往齊馬德蘭哥

省百助市發放關懷。攝影/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提供

慈善記事

慈濟志工關懷台南東雲公司氣爆意外事件家屬和受傷人

員。攝影/官玉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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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持續照顧戶的關懷外，不曾間斷歲末發

放這個愛的活動。

為了此次冬令發放，慈濟靜思精舍的

常住師父，與花蓮地區的志工全部總動員，

將會場妝點得年味十足，貼心設計的闖關遊

戲，皆可見到慈濟人文的巧思；會場中還可

看到書畫聯誼會的志工們，寫好春聯與大家

結緣。

冬令發放的重頭戲，即是圍爐話家常，

一早慈濟志工與常住師父們就在廚房裡忙進

忙出，每一桌皆安排老師與志工協助照顧戶

挾菜，同時噓寒問暖。針對居住在偏遠地區

或行動不方便的低收入戶，慈濟志工也會將

冬令發放的物品親自送至家中，讓照顧戶從

慈濟人手中接獲這份來自全球大德的祝福，

傳遞這份綿綿不斷的溫情。

■慈濟日本分會親手遍佈施

首次自辦街友熱食發放

2006.01.22

嚴冬降臨人潮繁忙的東京，日本慈濟人

心繫，瑟縮在新宿街頭的街友們，盼能為他

們付出。

一場由新宿區街友關懷NPO團體舉辦的

研討會，讓日本慈濟人認識「新宿街友聯絡

會」負責人，經多次前往發放現場見習，並

取得同意後，決定在1月22日，前往中央公

園北口定點，為街友提供熱食。

醞釀多年難得親手遍佈施的機會，讓大

家戰戰兢兢，三次的籌備會議，大家集思廣

益。從決定發放飯團、熱騰騰的什錦味噌湯

以及生活日用包，到各功能組的人力分配、

現場動線、車輛調度、器材的清單等，大小

事項全部包辦。

發放前日，東京下起了首場大風雪，

然分會的籌備工作依然如火如荼進行著。是

日，近八十人志工大隊，按時抵達中央公

園，其中師兄佔了三十位，破了日本分會的

活動紀錄。

將近一百七十位街友，在志工熱情關

懷下，接過飯團、熱騰騰的什錦味噌湯，

更在志工貼心膚慰下，漸漸敞開緊閉的

心門。這次發放活動，是慈濟日本分會繼

1995、1996年與山友會合辦遊民熱食發放

後，首次自行舉辦街友熱食發放，為日本

分會大藏經寫下慈善志業的親手遍佈施第

一篇。

花蓮本會舉辦冬令發放，師父與志工貼心的幫照顧戶挾

菜。攝影/祕書處提供

攝影/慈濟日本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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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巴基斯坦災民後續行動

發放鋅片協助建屋

2006.01.25~28

2005年10月8日，巴斯基斯坦東北方比

鄰巴屬喀什米爾山區，當地時間早上8時50

分（台灣時間11時50分)，發生規模七點六

級的淺層地震，除震央的巴斯基坦傳出災情

外，並波及鄰國印度、阿富汗。

從震災日起，慈濟基金會即持續收集

與分析災情，並與災區政府聯繫救援事宜。

震後十日，第一梯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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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懷行動。

2006年初春特別酷寒，當地透過一位宗

教法官穆夫迪（Muffti）轉達，居民迫切需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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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月25日前進災

區穆札法拉巴德勘查。

1月27、28日，胡光中再度回到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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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2月1日回到台灣花蓮，向證嚴上人報告

災區近況。

■印尼Gresik縣豪雨受災
泗水慈濟志工發放物資

2006.02.05

印尼爪哇島（Java）東爪哇省錦石縣

（Gresik）連日豪雨不斷，導致Lamongan

河水氾濫，沖毀堤防，造成該縣四個村莊

（Cermen Leret、Medeo、Gorekan Gor、
Gorekan Kidul）被洪水淹沒，水深達兩公

尺，約四百間房屋損壞、一千二百位村民疏

散避難。村民們互助合作搭建收容所暫住，

等待水退。

2006年2月5日，泗水慈濟志工前往
Cermen Leret村公所，發給災民援助物資，

包括食油、維他命、香皂、牙刷、牙膏、

毛巾、拖鞋、內衣、衛生棉等，總共發出

三百四十份物資，提供給Cermen Leret村

六十八戶、Medeo村一百零八戶、Gorekan 

Gor村四十七戶、Gorekan Kidul村一百一十

七戶災民，盡棉薄之勞，盼災民們能早日

重建家園。

■持續關懷卡崔娜颶風災民

首度前往史賴戴爾巿發放

2006.02.09

卡崔娜颶風重創美南地區，迄今已過半

年，慈濟關懷腳步不曾停歇。慈濟美國德州

慈善記事

土耳其慈濟志工

胡光中前往關懷

巴基斯坦震災災

民，並發放鋅片

協助災民建屋、

擋春雪。攝影

/胡光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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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是日動員二十三位志工，前往路易斯

安那州史賴戴爾（Slidell）市，首度提供慰

問金給三百戶家庭、嘉惠九百零七位災民，

同時發放二百六十五個醫療急救包、慈濟英

文歌選CD三百片和慈濟現值卡。

發放場地借用該巿教堂，而前來領取

慈濟補助的群眾，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是教

會弟兄，除了克服眼前居住窘境，並主動來

教會做義工。許多災民表示，儘管家園受創

嚴重，工作機會不多、收入微薄，但是家人

合心互助，必能重建比以前更強壯的史賴戴

爾！

■約旦安曼阿敦帳棚區

感恩戶例行發放活動

2006.02.10

約旦冬天嚴冷難耐，使得貧苦眾生生活

不便，尤其帳棚區貧戶如何度過寒夜，實在

令人難以想像。

慈濟約旦分會是日展開安曼窪地阿敦帳

棚區感恩戶例行發放，此區多屬非法居住，

沒水、沒電，但卻為市政府排水系統蓄積之

處，前日一場大雪雨使難行之路破壞殆盡、

滿是泥漿，志工、車輛均無法進入帳棚區，

只好停在外面較乾燥地區，招呼貧戶集合領

取物資。

志工們合心協力將物品搬至定位，依序

展開發放，總計嘉惠十七戶感恩戶，並協助

貧民扛送物資返回帳棚區。

不料，慈濟人的發放活動引起便衣巡

邏警察的注意，經慈濟志工阿布阿馬解釋，

並實際觀察到慈濟人謙卑與貧戶互動後便離

去，臨走並向大家道聲感謝與祝福。

■約旦馬克拉夫札他利帳棚區發放

約美加三地合作、嘉惠21戶

2006.02.15~17

慈濟約旦分會原訂於2月17日展開馬克

拉夫札他利帳棚區發放活動，15日慈濟志工

濟暉、濟仁先行前往帳棚區進行訪視調查，

並確認發放戶數。

訪視當中，得知酋長女兒因扁桃腺發

炎，缺錢買藥；另有一戶婦女剛生下雙胞

胎，但因營養不良，奶水不足，遂向慈濟人

請求提供奶粉。

17日發放活動如期舉行，除了當地九位

志工外，還有來自美國及加拿大二位華人學

生參與發放。

今日發放嘉惠二十一戶感恩戶。發放活

動結束後，志工們隨即展開訪視關懷，捐贈

藥品予酋長女兒及氣喘病患哈蒂，並在拜會

雙胞胎家庭時致贈四罐奶粉。

訪視結束後，轉往教會義診中心，將

僅剩的素食罐頭全數捐贈。該義診中心嘉惠

貧戶，住院均為免費，院長阿琳則感恩慈濟

志工濟暉，協助獲得韓國大使館捐贈二部電

腦。

■泰國瓦保育幼院慈青

返回育幼院關懷孩童

2006.02.19

泰國紅統府（An Thong）八莫縣的瓦

保育幼院（Wat Bod Woradit），是曼谷慈

濟人第一所長期關懷扶助機構，該院原是

一所供法師及居民學習梵文經典的寺廟，

擁有兩百年歷史，三十多年前開始收留因

戰爭失去雙親照料的孤兒，日久則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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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孤兒育幼院。

許多泰國北部鄉野間無力撫養孩子的貧

窮家庭，會將孩子送來此地，目前院內收容

三百七十名小朋友，設有幼稚園、中小學，

經濟來源靠附近居民供養。

1995年底因泰國大水災，該院供養減

少，嚴重影響孩童們的生計；且院內新建的

宿舍，因缺乏經費無

法完工遷入。慈濟人

決定定期提供食品、

文具等用品，讓這些

孩子們也能有學習機

會。

關懷瓦保育幼院

孩子們的行動，迄今

已有十餘年，第一批

領取慈濟助學金、而

順利就讀大學的孩子

們，如今已有八位穿

上慈青制服，發願行

慈濟菩薩道。

是日，這群蛻變

後的孩子們，在慈濟志工陪同下，回到瓦保

育幼院關懷孩童，教導孩童們課業學習、並

以靜思語教學方式教導孩子們生活禮儀，舉

手投足謹慎莊嚴，不僅分擔志工們的工作，

更是院內孩童們學習的榜樣。

尤其慈青們首次承擔團康活動，乾淨亮

麗的氣質表現出色。上人曾說，孩子現在的

「身態」，就是社會未來的「生態」，在這

群孩子身上，我們看到了希望。

■新加坡分會關懷獨居樂齡長者

國立大學佛學會同學首次助緣

2006.02.19

自一九七九年起，新加坡社會發展、

青年及體育部明訂每年十一月第三個星期為

樂齡週，二十七年來從不間斷地表揚樂齡

人士，即是表揚老年人對社會發展付出的貢

獻，亦宣揚敬愛樂齡長者的理念。

秉承佛心師志，以濟貧為本，新加坡慈

慈善記事

越來越多的慈青參加瓦保活動，而且大都是泰籍華人。

流利的泰中文，彌補了志工們泰文的不足。攝影/昆麗

第二十七次獨居長者暨樂齡關懷日，志工們細心攙扶著老人家進入會場。攝影/蔡榮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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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人從一開始便走入人群服務，關懷樂齡長

者更是不遺餘力，多年來從不間斷。為了配

合新加坡一年一度的樂齡週，自 2003年11月

起，訂於每個月第三個星期天舉辦關懷日，

風雨不改期，以豐富節目載歌載舞，博長者

們歡笑。

新加坡分會第二十七次獨居長者暨樂

齡關懷日，是日如期在牛車水廣場（Kreta 

Ayer Community Club Exhibition Hall）舉

行，除了慈濟志工、慈青們，另有新加坡國

立大學佛學會十一位同學，首次前來參與服

務樂齡長者的活動。

■亞特蘭大慈濟志業再邁一步

首次走入社區舉辦義剪

2006.02.22

自2005年8月起，美國亞特蘭大慈濟志

工廖友銖（慈瑏）、陽屏玉（慈旂）便籌措

義剪活動，後來因卡崔娜風災而延後，終於

在今天星期三下午3點到5點，展開亞特蘭大

聯絡處第一次義剪活動。

義剪活動地點是一個低收入的杜鵑花公

寓（Azalea Place Apartment），離會所路程

約七到八分鐘。

四十多歲的提姆古明思先生是位基督教

傳教士（Mr.Tim A. Cummins），每星期一

至四幫助公寓的學童補習功課，並給予他們

各方面補助，以減輕父母的負擔。

慈濟志工瑪莉亞（Maria）經營美容

院，當天借用公寓廚房，發揮她的頂上功

夫；另一邊則由慈濟志工慈遍、屏玉進行愛

灑活動，一面介紹慈濟，一面鼓勵小朋友們

要努力讀書，成為有用的人。

古明思先生很感恩慈濟人去義剪，並相

約每個月一次前來為孩童們義剪。這是亞特

蘭大第一次走入社區義剪，讓更多人認識慈

濟，了解慈濟，進入慈濟。

■菲律賓雷伊泰島土石流災害

宿霧慈濟人遠赴關懷暨發放

2006.02.25

菲律賓雷伊泰島（Leyte）日前發生嚴

重山崩，所引發的土石流意外迄今已滿一

週，期間曾因大雨而中斷的搜救行動於24日

重新展開，死亡人數已達一百三十人，目前

有九百多人失蹤。

當地慈濟志工於土石流發生後，即進入

災區實地勘察災情，也了解災民需要，同時

動員募集發放物資。

2 4日晚上，十六位宿霧慈濟人與兩

位大愛台同仁搭乘輪船，前往災區南禮

智省（Southern  Leyte）聖伯納社（St .  

攝影/吳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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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耗費十二個小時終於抵達，旋即

進行生活物資發放的工作。

發放地點是一所由修女主辦的私立克

里斯多雷中學（Cristo Rey Regional High 

School），目前安置土石流的生還者。根據

資料統計，截至24日，共有二百八十二戶、

六百三十九人受災。

每戶發放物資包括：一個水桶、一個

鍋子、兩包半公斤洗衣粉、四塊肥皂、四套

餐具（餐盤、水杯、湯匙、叉子）、一包巧

克力粉、四包餅乾、兩條毛巾、一張塑膠蓆

子、一件被子，還有孩子用的內衣褲等。

當天共發放四百二十三份物資，分別是

收容中心災民三百八十六份、學生十九份、

醫院傷患十八份。發放結束後，志工們踏上

歸途，於翌日凌晨三點安全回到宿霧。

■馬國三校慈青連袂再度前往

關懷士拉央宗教學校孩童

2006.02.25

自2004年起，

慈濟馬來西亞吉

隆坡分會與聯合

國國際難民事務

高級專員辦事處

（UNHCR）攜手

合作，關懷流落

馬國的緬甸回教

子民，定期提供免

費醫療、為孩子配

眼鏡等服務，更聘

請師資每週三天教

導孩子英語和馬來

語，以提升他們的語言能力。

位於雪蘭莪州（S e l a n g o r）士拉央

（Selayang）批發巿場的士拉央宗教學校，

即是慈濟長期關懷的學校之一，校長烏斯達

玆阿哈菲（Ustaz Alhafiz Hashim）是緬甸回

教徒，1995年定居馬國，於市場內工作。

烏斯達玆阿哈菲因心疼難民忙於工作、

放任孩子四處遊玩，導致孩子們不識字，

對閱讀可蘭經與祈禱一竅不通，於是1996年

慈善記事

多媒體大學慈青呈現一場生動可愛的故事話劇「小鳥找

蟲」，帶出當天的主題「感恩」。攝影/張傳溢

看到弟弟妹妹們的歡喜等待，參與這一次計畫的活動，慈青們都非常的感動。攝影/張傳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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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便召集年齡介於兩歲至十九歲的孩子，

教導回教禮儀及緬甸語。任教至今，原是一

間小房的學校已擴大至一間店舖，孩童人數

從三位增加至六十位。

2005年7月，吉隆坡分會落實教育計

劃，聘請一名緬甸籍老師於每個星期教導孩

子三天的英文和馬來文，以打好語文基礎、

增強溝通與日後謀生能力。

是日，多媒體大學、拉曼大學及馬來

亞大學慈青再度來到士拉央宗教學校，教導

孩子們簡單的語文課程，並準備一系列靜思

語、戲劇、歌謠等，引導孩子們學習知足、

感恩，及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馬來西亞沙亞南嚴重水患

吉隆坡志工前往勘災關懷

2006.02.27

2006年2月26日凌晨一場大雨，導致馬

來西亞雪蘭莪州（Selangor）沙亞南境內白

沙羅河及巴生河河水氾濫，多處低窪地區淹

水，水位深達兩公尺。

根據官方資料，約一萬人受到影響，生

活脫序；災情嚴重的兩百多戶災民已被疏散

至臨近的收容中心。這次水患為沙亞南歷年

來最嚴重的一次，損失難以估計。

吉隆坡慈濟志工於27日組成六人勘災小

組，前往其中三個重災區勘查。

災情最嚴重的峇都知甲（Batu Tiga）

區約有兩千兩百災民受到波及，志工抵達

該區的甘榜哥本穆格（Kampung Kebun 

Bunga) 時，洪水已退，留下遍地淤泥，災

民返家清洗。

隨後亦勘查另兩處重災區。其中一

處是臨近河邊的敦依斯邁醫生再也花園

（Taman Tun Dr. Ismail)，水患範圍甚廣，約

六千人受影響；另一災區為甘榜馬來由梳邦

（Kampung Melayu Subang)，約波及一千一

百人。

峇都知甲及甘榜馬來由梳邦的災民多被

安置在鄰近的數間收容中心，志工前往了解

災民現況，並向有關當局索取相關資料。結

束約七小時的勘查，並開會評估，決定將後

續跟進，協助災民。註：甘榜=馬來語，意

思為「村」。

■南非約堡志工慰訪火災個案

提供生活必需品及慰問金

2006.02.28

南非約翰尼斯堡慈濟志工一行八人，今

日帶著物資，前往約堡南方約八十公里遠的

黑人村莊安尼戴爾（Ennerdale），第二次慰

訪因火災而家破人亡的個案。

此個案是慈濟志工尤向光，經由本地英

文報紙報導得知。案主是安娜老奶奶，這家

庭有十餘口人，包括女兒、兒子、孫女及曾

孫女等，一同生活在一個大約四十平方米的

鐵皮屋裡，過著沒水、沒電的日子 。2月18

日深夜的一場大火，燒毀了家園，並奪走老

奶奶四位曾孫子女與一位孫女的寶貴生命。

探訪當日安娜老奶奶正好出門前往市府

申請身分證，僅有她失業、年近五十的兒子

在家。社區負責人嘟嘟女士（Ms. Du Du）

以及附近社工、鄰居等人，均前來解說火災

當天事發經過。

在嘟嘟女士帶領下，志工來到一間剛蓋

好不久的鐵皮屋，據聞這間屋子是結合社區

民眾力量捐錢所臨時搭蓋的。

志工們送來生活必需品及舊衣物，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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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金一千元南非幣（約合台幣五千元），

由安娜老奶奶的遠房親戚小安娜女士，以及

社區負責人嘟嘟女士先行代收，再委託轉交

給屋主。慈濟人也將繼續關懷此個案。

■阿根廷奇爾美士魯漢食堂發放

提供制服、鞋子及剪髮服務

2006.03.02

「三月六日即將開學，食堂內的小孩

制服還沒有著落，家長們想請求慈濟幫助；

同時，可否請理髮師來幫小孩剪頭髮？」

阿根廷奇爾美士區（Q u i l m e s）魯漢村

（Villa Lujan）家庭聯合食堂負責人胡安娜

（Juana）在電話中向慈濟提出要求。

心繫孩子們居家環境的惡劣，慈濟人早

已計畫在開學前發放制服。正巧，日前阿根

廷會員阿娜莉亞（Analia）將工廠的零碼鞋

約60雙捐給慈濟處理，志工決定一同發放。
3月2日下午2點，兩部慈濟基金會車

子，一部載著制服、鞋子、食物、會員捐的

舊衣服，另一部乘載十多名志工，往奇爾美

士區的魯漢村前進。

當天除了有剪髮服務外，還有制服、

鞋子等發放；因為孩子制服的尺寸是家長提

供，因此在核對名單、身分證號碼後，即憑

尺寸發給，先領制服、再試穿鞋子，合適即

可帶回去。

■美國密蘇里州遭逢天災

聖路易志工發放現值卡

2006.03.18

美國密蘇里州（Missouri）於3月12日、
13日遭受龍捲風和冰雹侵襲，重創三十四個

郡（County）。

慈濟志工慈裕受

邀參加紅十字、救世

軍、聯合勸募（United 

Way）、SEMA. . . . . .

等團體組成的救災

連線會議，得知密蘇

里州受災；重災區位

於聖路易南邊一百多

哩的聖瑪麗市（ S t .  

M a r y）和彼爾利谷

（Perryville），造成

二死、多人輕重傷，

房子全毀二十餘戶，

屋頂被掀走或破損待

修有幾十戶。

15日，聖路易慈濟志工一行六人前往重

災區登記造冊；18日，再次動員志工七人，

前往進行緊急補助金之慈濟現值卡發放。

總計有十五戶前來領取現值卡，共有三

十三人受益，房屋全毀者領取三百美元，半

慈善記事

阿根廷慈濟人前往Quilmes食堂發放，孩子們合影留念。攝影/楊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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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者二百美元。唯一沒有到現場來領取的災

民，即是正在住院中的波蘭先生（Richard 

Boland），發放後，志工即趕往聖安東尼醫

院探視。

19日，聖路易慈濟志工一行五人勘災

團，轉往蒙諾市勘災，當地災情比聖瑪莉郡

更嚴重，有三十七棟房子全毀，半毀的有一

百多戶。此外，芝加哥分會勘災團也於當日

前往伊利諾州春田市勘災，該市有三百多戶

受災，將針對各地災情進行評估、決議救援

方針。

■吉打州遭逢罕見風暴

慈濟志工發放應急金

2006.03.19~20

位 於 馬 來 西 亞 北 部 的 吉 打 州

（Kedah），3月18日遭受罕見風暴侵襲，波

及十五個村莊，超過一百四十間房屋受損，

所幸無人傷亡。

根據當地居民指出，這是當地有史以來

最嚴重的風暴，這場突然而來的狂風暴雨，

發生在傍晚六時左右，短短五至十分鐘內，

屋頂鋅板被捲起、樹木被吹倒、汽車遭斷柱

壓毀，景象十分駭人。

當地慈濟志工於19日一早即走入災區勘

災，關懷、膚慰災民；下午重返災區，冒雨

挨家挨戶發放急難應急金，送愛、送關懷到

十戶受災嚴重的馬來人家，希望他們盡快重

建家園。

20日，慈濟志工第三次進入災區，發放

另外四戶受災人家。

此次救援，慈濟人稟承重點、直接、尊

重的急難救助原則，共發放與關懷了十四戶

人家，受惠者達六十二人。

■加拿大多倫多支會關懷街民

贈藥予街民健康護理基金會

2006.03.21

時值嚴寒冬季，位於北半球的加拿大多

倫多巿，入夜後溫度經常在零下十度左右，

露宿街頭的遊民，只能瑟縮睡袋中，忍受刺

骨嚴寒。加拿大醫療制度堪稱完善，但流浪

街頭的遊民，常因缺乏身分證明，或無謀生

能力而無法就醫、病倒街頭。

是日，多倫多支會志工一行六人，帶著

事先備妥的五大箱藥品，前往市中心之街民

健康護理基金會（Street Health Community 

Nursing Foundation）捐贈；該機構負責

人Laura Cowan及募款發展部經理Amanda 

Robertson共十多人熱烈歡迎志工到來。

此次捐贈藥品，包括感冒藥劑、外傷

護理用品、多種維他命、去頭虱的藥用洗髮

精、檢驗試劑及非處方的內服藥……等，是

該機構一個月所需之藥品，更是街頭遊民賴

以解除病苦保健所需。對於此次藥品捐贈，

該機構亦回贈感謝狀。

馬來西亞吉打州受災，慈濟志工前往關懷、恭敬送上應

急金，災民感動、紛紛向志工握手致謝。攝影/鄧濟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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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民健康護理基金會」是一個專為多

倫多市街民服務的非營利機構，於1986年由

一群護士成立，除設有定點護理站，也與市

區教會合作成立流動診所外，亦組成醫護小

組走入街頭，為街民們做初步的護理照護。

慈濟志工經由數次聯繫及實地拜訪，了

解其經費不足，急需各方伸出援手，經評估

後，促成此次藥品捐贈因緣；並希望藉由此

次互動模式，未來能接引更多人加入慈濟志

工行列，共同關懷社區暗角。

■台越兩地志工視訊合作

為病重越南新娘圓夢

2006.03.21

娘家住在越南南方後江省（ H a u  

Giang）的阿霜，自幼喪親，與三位姊姊相

依為命，自力更生。二十七歲那年，與台灣

高雄蘇家結了姻緣，從此遠離故土，成為標

準的台灣媳婦。

無奈婚後兩年，阿霜發現自己罹患癌

症，近三年來病情加劇，日前住進高雄醫學

院附設醫院安寧病房，現在唯一的期望，即

是見到姊姊。

二年前高雄醫學院成立安寧病房，需要

有經驗的志工幫忙，因而向慈濟高雄分會社

工室尋求引薦慈濟人，慈濟人得以投入安寧

療護臨終關懷的行列。

在關懷阿霜的期間，了解阿霜的心願，

但姊姊從未出國，辦理護照可能需一段時

間，深怕緩不濟急，決議使用網路視訊讓阿

霜與家鄉姊姊相會。

3月21日，透過本會宗教處連繫，並得

越南志工支援，順利進行視訊連線，超過二

十幾分鐘的會談時間，讓阿霜一圓心願。

■菲國三寶顏貧民窟遭火吞噬

當地志工一連四天展開發放

2006.03.23~26

3月23日晚間，菲律賓三寶顏市中心
Fermin Drive Camino Nuevo貧民區發生大

火，造成將近一千個家庭失去家園，超過兩

千棟房屋被燒毀，災區範圍廣大，是三寶顏

巿歷年來最大的火災災情。

災民們暫時被安排到三寶顏亞典耀大

學、三寶顏東西學校（Zamboanga City East 

and West Central School）和卡尼拉小學

（Canelar Elementary School）收容。

災後當地慈濟志工立即進行聯絡協

調，分工合作，展開大規模救援行動。首

先，與亞典耀大學校長William Kreutz神

父合作，展開熱食供應。24日凌晨兩點，

志工轉往卡尼拉小學和三寶顏東西學校關

懷，並為750位災民提供熱食。當晚共為四

千五百位災民提供熱食，期間曾經食材不

足，但在透過電台廣播後，承蒙各方捐贈

得以補足。

24日，持續與亞典耀大學合作，提供災

民三餐；晚上也再次前往卡尼拉小學供應熱

食。

25日，重點放在三寶顏東西學校，除了

提供熱食，同時也幫忙清掃環境。

26日，再度到各個收容中心勘察，確定

最需要幫助的是三寶顏東西學校，所以針對

一千二百位災民、兩百戶家庭，發放塑膠水

桶、不鏽鋼鍋、被子、衣服、嬰兒用紙尿布

等生活物資。

連續四天的救援行動，慈濟志工們不眠

不休的付出，真情的膚慰，心中牽掛的是災

民的安危，持續關心災民一切所需。

慈善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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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大愛屋完成階段性任務

志工拆解回收、以延續物命

2006.04.02

北區五百多位慈濟志工，是日來到台中

縣大里市，支援拆解大愛屋。

黎逢時大隊長表示：「1999年九二一

地震後，為了讓受災鄉親『安身』，在現址

搭建大愛屋，六年來已經完成它階段性的任

務。慈濟人『惜福愛物』、『有始有終』，

要用心拆解以延續物命。將逐項分類運送

到三峽倉庫，提供給各個需要的環保站使

用。」

工程部張主任分配各區工作，總共三十

棟大愛屋，他一再叮嚀著：「要尊重專業，

合心完成，攀上爬下注意安全，安全帽、口

罩隨時戴上。」

在大家分工合作下，一棟棟的大愛

屋，逐步地拆解完成，資源回收車也一車

車馬上載走扭曲的輕鋼架、不能再利用的

鐵器。

住在大愛村旁，仁化路大樓的李光宇

表示：「此地原本是雜草叢生，看見慈濟

人來整地，並湧現出一棟棟的大愛屋，接著

住戶歡歡喜喜的搬進來住，街坊鄰里都相當

肯定與感謝。中秋節、過年還有慈濟人來辦

活動，長期主動的關懷。要不是政府限期搬

遷，還真有人捨不得搬遷出去呢！」

下午三點半集合整隊，共完成三十棟

（六十戶）的拆解工程。

攝影/袁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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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瓦多木棉村發放關懷

引導村民發心捐款助人

2006.04.02

距離首都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

一個半小時車程的Ahuachapan省木棉村

（San Juan La Ceiba），屬於貧窮農村，村

民生活困苦，失業問題普遍，需倚靠外界關

懷援助，這也是薩爾瓦多慈濟人第二次在此

地舉辦發放活動的主因。

此次關懷活動，主要是發放學童的讀書

文具、蔬果苗、衣物及教導蔬果種植方式，

並藉由與村民的互動解說中，傳遞慈濟的

大愛精神，希望村民珍惜這些得之不易的物

資。

在村長向村民說明及致詞後，正式展開

今天的活動。活動分成二個部分，首先進行

分發學童讀書文具；接著，由慈濟志工凌映

榮向村民說明，進行第二部分衣物及蔬果苗

的發放活動。

這次，除了讓村民「自由捐款」換得蔬

果苗以外，村民還可挑選自己所需的衣物。

最後，志工陳士哲代表慈濟，贈送上課用課

桌椅十六張，由木棉村村長代為接受。

今天的發放活動，總共動員十六位志

工、嘉惠一百五十位村民，並有七十三位村

民捐贈善款。

■印尼雅加達Cilincing區大米發放
嘉惠九千八百二十六個家庭

2006.04.08~16

4月8日至10日，一連三天，慈濟印尼分

會動員志工，前往雅加達北部Cilincing區發

放米券，志工們分成八個小組進行，每戶可

領取二十公斤大米，總發放戶數為九千八百

二十六個家庭。

在眾多的學生當中，十七歲的Yanti罹患

小兒痲痺症，走路雖不方便，但愛心不落人

後，也與大家一起參與發放米券。

大米發放於4月16日如期展開。此次發

放中，有三十八位來自茂物縣巴隆習經院

（Al Ashriyyah, Nurul Iman）的學生，投入

志工行列，他們認真有紀律的態度，讓發放

工作更順利地完成。

此外，曾經接受慈濟援助的蘇霏安及

Enjah女士的兒子，也一起來參與發放活

動。

對於年邁的阿公阿嬤、行動不方便者或

手中抱著孩子的婦女，志工協助扛運大米，

在彼此互動中展現人間溫情。

■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慈濟大愛村

交屋暨第二期工程動土典禮

2006.04.10

2004年海嘯重創南亞十餘國，慈濟基金

會在災後第三天，踏上斯里蘭卡展開義診與

慈善記事

薩爾瓦多木棉村第二次發放，贈孩童讀書文具，孩子們

興奮道謝。�攝影/Lydia�Garcia,�Rene�Rodrigu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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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勘災作業。

幾經勘災評估，選定重災區漢班托塔，

展開中、長期援助計畫，並以物資發放、義

診、安心、安身、大愛屋等「五管齊下」方

式膚慰災民創痛，關懷行動不曾停歇。

斯里蘭卡辛哈拉族新年為4月13日，慈

濟基金會特地於4月10日舉辦斯里蘭卡漢班

托塔慈濟大愛村交屋暨第二期工程動土典

禮。第二期工程將要建學校、社區中心等，

大愛屋將落成六百四十九戶，而自2006年1

月份交屋至今，已正式移交三百二十五戶。

早上十時，正式展開揭碑、動土儀式。

當地政府在致詞中，對慈濟人道出聲聲感

恩，慈濟玉里分院張玉麟院長代表證嚴上人

唸出真摯感人的祝福語。

交屋典禮的尾聲，十二位居民代表從貴

賓手中接過大愛屋門牌，居民臉上展露滿滿

的笑容。

簡單不失隆重的儀式，象徵交屋典禮圓

滿落幕。緊接著，慈濟志工為六百四十九戶

大愛村居民準備了最實際的入厝禮物二十公

斤白米、兩瓶油和兩包糖，誠心希望居民們

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約旦馬夫拉區發放

哈山親王首次參與

2006.04.17

慈濟約旦分會是日動員十一位志工，攜

帶米、糖、豆子、食油等物資，前往北部馬

夫拉區，致贈一百五十戶居民。

該區為貝都因人的聚散部落所在地，雖

然約旦政府力致照顧貝都因人，但習慣遊牧

生活的他們，求職困難，政府照顧不到的死

角，還須仰賴慈濟的關懷與發放，是故約旦

慈濟分會每年兩次在此地發放，迄今已經超

過五年時間。

本身擁有哈希米慈善組織的哈山親王，

也首次參與發放活動，他表示：「慈濟人不

只付出愛，也讓我看到你們對人的尊重。」

一路看著慈濟約旦分會成長，能有機會親身

參與發放，感受共通的慈善理念真是殊勝因

緣。

發放結束後，哈山親王與慈濟志工進行

居家訪視，踏入貝都因人生活起居的帳棚區

關懷，並聆聽地方耆老的報告。

慈濟四十周年慶，在約旦分會的發放，

哈山親王能親臨參與，代表很大的肯定。

慈濟志工帶著滿滿的祝福，與當天貴賓一同參與斯里蘭

卡漢班托塔慈濟大愛村交屋暨第二期工程動土典禮。攝

影/蔡榮富

慈濟志工與首次參與發放的哈山親王的大合照。攝影

/慈濟約旦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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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本拿比出租公寓遭祝融

慈濟志工關懷發放慰問金

2006.05.05

加拿大本拿比市Dow Avenue出租公寓，
5月1日清晨二點發生大火，受傷的房客大多

是新移民，人地生疏，語言溝通困難，部分

居民雖有工作，但薪資低，此場大火對他們

而言是相當大的打擊。

慈濟志工周濟隆獲訊後，即前往現場關

懷，經訪查了解後，加拿大分會是日下午五

時，在本拿比Kingsway Best Western Kings 

Inn發放急難慰問金。

慈濟本著「及時、務實、尊重、感恩、

重點」的發放原則，依據本拿比巿市政府所

提供的受災戶名單，每人發放急難慰問金

加幣五百元，計發放二十一戶、五十六人受

惠。

剛從武漢來的閻先生，擔心行動不便的

父母，心中惶恐不安。未料在加拿大能遇見

華人的慈濟佛教團體，及時伸援，既驚訝又

感恩，希望日後能為這麼好的團體出力，幫

助需要幫助的人。

來自馬來西亞的先生雖然是基督徒，卻

常至廟宇捐獻，因此當接受到佛教團體的關

懷，心中感到無比溫暖，雙手合十對著師兄

師姊們說：「阿彌陀佛！」

■德州柯林郡北方小鎮遭龍捲風侵襲�

達拉斯慈濟人前往勘災發放慰問金

2006.05.10

5月9日晚上10點半，龍捲風襲擊美國

德州柯林郡（Collin County）北方，Anna、 

Westminster二個小鎮受災慘重，造成三人往

生，十人受傷住院，十多棟房屋被摧毀。達

拉斯慈濟人10日一早前往Westminster災區勘

災。

Westminster市區，處處可見龍捲風留下

的痕跡，大樹被連根拔起，老樹攔腰折斷，

電線桿倒下，房子被吹得四分五裂，威力可

見一斑。

一早，各媒體的轉播車、紅十字會救難

車及警力，都已進駐災區。柯林郡警方表示

今天（5/10）災區只開放給災民返家整理及

媒體人採訪；為了即時膚慰災民，達拉斯慈

濟人隨機應變，以大愛電視台的名義得以順

利進入災區。

當天慰問金的發放對象，房子全毀者五

百美元，半毀者三百美元。全部總共發放七

戶家庭、三千一百美元兌換卡，有二十五位

災民受益。

■印尼墨拉比火山流出岩漿

慈濟志工關懷疏散的居民

2006.05.18~19

5月8日，位於印尼中爪哇的墨拉比火山

（Gunung Merapi）開始活躍，流出岩漿，

截至5月18日，大約六千名居民已被疏散到

七個收容所。

截至17日，Yogyakarta志工已分別於

七處收容所，發放七千九百四十公斤的白

米。同時志工們每星期也會前往三個較偏

遠的收容所（Pagerjurang、Gelagah Harjo、
Wonokerto）關懷並為他們增加菜餚，也一

起清理環境，好讓他們住得比較舒適。

18日上午8點，慈濟印尼分會四位志

工，搭機飛往當地關懷；早上10點45分，

志工抵達Yogyakarta市區，跟當地志工會合

慈善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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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開始了解在當地所進行的救災活動。

18日下午三點，會議結束後，志工們先

後前往Pagerjurang、Gelagah Harjo收容所關

懷居民。

收容所衛生狀況不錯，除額外的廁所及

浴室外，每個收容所都設有小型診療所。此

行志工備有一千二百份醫療品（眼睛藥水、

紅藥水、頭痛藥、咳嗽藥水及口罩），但考

慮居民對用藥需知不甚了解未能直接發放，

所以交由診療所負責。 

19日，偕同Mangelang區當地志工前往
Dukun收容所關懷，抵達時發現大多數的居

民都已回到自己的家。

下 午 1 點 3 0 分 ， 志 工 起 程 回 到
Yogyakarta，因為當地有一批大學生也想參

與關懷工作，於是特舉辦一次小型茶會，由

濟淥師兄分享慈濟在亞齊所做的重建工作及

援助，幫助大家更了解慈濟。

■菲律賓三描省珍珠風災

志工勘災並發放慰問金

2006.05.19

於5月12日侵襲菲律賓的珍珠颱風，造

成菲國人命與農作物等重大損失，東部三

描省（Samar）尤其嚴重，強風大雨損毀該

省阿連鎮（Municipality of Allen）和勞昂鎮

（Municipality of Lao-ang）許多房屋。

為了實地勘察災區，菲律賓慈濟人一

行五人今日清晨6點，搭乘菲航到禮智省

（Leyte）獨魯萬市（Tacloban），並在當地

商會代表的陪同下，搭車前往三描省阿連鎮

勘災。

阿連鎮有兩萬兩千人口、十六個里，

這次颱風有二十一棟房屋全毀、二十六棟半

毀。慈濟志工發放慰問金給房屋全毀的二十

一戶災民，每戶一千菲幣。

告別阿連鎮，志工們即前往勞昂鎮。

該鎮五十六個里中，有二十四個里受到嚴重

損失。在當地，志工發放給三十戶災民慰問

金，計二十九戶受惠。

■阿根廷奇爾美士魯漢村

冬令發放嘉惠1,228人
2006.05.19

2005年11月，距離阿根廷首都三十五

公里處的奇爾美士區（Guilmes）魯漢村

志工關懷收容所居民、並與居民們共進午餐。攝影

/Anand、濟淥提供

志工前往關懷收容所居民、了解居民所需。攝影

/Anand、濟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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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 Lujan）家庭聯合食堂負責人胡安娜

女士（Juana），透過僑胞給的資料，來電

請求幫助。

經慈濟訪視人員兩次訪視的結果，發現

食堂開銷全憑愛心維持，以早上賣出麵包的

款項，購買當天食物，並在下午3點至6點提

供九十九名家中無食物可吃的孩童用餐。

顧及孩子正處發育階段，營養、清潔

衛生須面面俱到，因此自2005年12月起，慈

濟基金會每個月購買清潔用品及食物給予補

助。

繼2005年12月22日，慈濟人發放耶誕節

應景食品，2006年3月2日孩童開學前，發放

白色制服、六十雙零碼鞋，並義剪頭髮，讓

孩子們能如期上學後，阿根廷慈濟人決定進

行冬令發放。

歷經近二星期的物資採購、毛毯縫製等

種種準備工作後，阿根廷慈濟人排除萬難，

是日，如期進行冬令發放，共計發放二百七

十六戶，毛毯五百七十五條，受惠人數一千

二百二十八人。

■大林慈院醫護同仁攜家帶眷

協力為獨居長者清掃環境

2006.05.21

大林慈濟醫院醫護行政同仁，今天上午

前往大林鎮鄉下，為一名獨居且行動不便的

個案進行打掃。

五十四歲的賴先生，獨自居住在大林

攝影/何姿儀、謝傳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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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三角里的鄉下，罹患先天性魚鱗癬症，加

上關節炎與各種慢性疾病，飽受病痛折磨，

於是漸漸放棄維護環境的用心，任憑雜物囤

積，無力清理。

基金會社服組社工蔡育芳說，為他送

餐與換藥的居家服務員，對於要整理這雜亂

的環境有很大的無力感，於是透過衛生所轉

介，尋求慈濟人協助清掃。

這次活動有二十多名醫師、護理人員、

藥師、行政同仁及眷屬報名參加，以往感恩

戶打掃，大多是由師兄師姊指揮，但這回除

了三位慈誠師兄外，全數由同仁組成。

今天打掃，賴寧生副院長有很奇妙的感

觸，因為個案竟是自己長期的病人！能到病

患家裡幫忙整理環境，賴副院長感恩說道：

「感覺與病人之間，不再只是單純的醫生與

病人，而有更深一層的關係。」

而看到賴副院長打掃的身影，賴先生動

容落淚，因曾在南北大醫院求醫無果，正打

算放棄時，幸有賴醫師的勸勉與醫療小組的

陪伴，如今健康情形有所改善。

上午11點未到，原先雜亂無章的居住環

境，在大家同心協力下，變得整潔又清爽，

大家的心裡更留下難忘的感動。

■泰北五省嚴重山洪災難

慈濟志工趕赴勘災關懷

2006.05.24

5月23日，泰國北部因暴雨引發泥石流

和山洪爆發，在難府、喃邦府、帕府、程逸

府、素可泰府等五省府市鎮，慘遭泥石流、

山洪襲擊，災情嚴重，為泰北近二十年來發

生過最嚴重的洪災。此災難估計有四千戶房

屋、逾十二萬人受災。

泰國分會慈濟志工緊急準備慰問金，在

路況許可的情況下，於5月24日前往災區程

逸府勘災，並發放急難慰問金，一共發放往

生者家屬五十二戶、房屋受損者七十二戶。

第二批人員預定於5月29日出發，協助

規劃物資發放及造冊。物資發放將針對程逸

府南里、篩安、久間、南達等四村來進行，

計有五百五十三戶，預計於6月1日舉行。

由於南里與南達二村橋已斷，所以慈濟

志工已請當地政府協助，調派軍車協助將物

資運入災區。預計發放的物資包括草蓆、蚊

帳、沙龍、毛巾、棉被、打火機、拖鞋、生

活包、 、手電筒、湯匙、盤、炒菜鍋、

鍋鏟、簡易藥箱、慰問金等。

另因災區的路尚在修復中，有些地段

也不能通行，分會原定採購的油米也因分量

重、路難行，而改在下一批的發放，等路面

狀況能通行後將會及時送到。

■印尼爪哇島日惹發生強震

慈濟志工趕赴勘災暨義診

2006.05.28

印尼中爪哇省，於台灣時間27日凌晨六

點多時（當地時間凌晨五時五十三分），發

生芮氏規模六點二強震，震央在雅加達東方

四百公里左右，中爪哇省日惹市以南。截至

28日外電新聞報導，死亡人數已超過三千五

百多人，上萬人受傷，超過二十萬人無家可

歸。

慈濟印尼分會立刻組成慈濟急難救濟

小組，並召開緊急會議，組成五十一人勘

災團，包括五位醫師、六位護士、一位藥劑

師、十五位雅加達志工、二十位日惹志工和

大愛電視台四位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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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上午7點搭乘軍機，前往重災區日

惹市。這是第一家非政府組織進入災區救援

的團體，同時大愛電視台四名記者也於28日

在第一時間將畫面傳回台灣，亦是國內第一

家進入重災區採訪的電視台。

日惹當地醫院病床嚴重不足，傷患人

數極多，慈濟志工到班圖縣救災協調中心

會見縣長商討救援工作後，隨即趕往班圖縣

六個提供醫療援助點（Gandong、 Gumuh、
Batur Patalan、Dukuh Sukun、Srihardono、
Kiringan Sekolah Dasar），設立醫療站，讓

受傷的災民得到醫療援助。

經過評估，災區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民生

物資和醫療用品，目前慈濟基金會民生物資

方面，準備了大米五百公噸、餅乾五十箱，

還有家庭生活包，裡面包括毛巾、牙刷、牙

膏、沙龍及肥皂。醫療用品則準備藥物四十

箱，包括外傷藥水、止痛藥、藥膏及一部救

護車。

由於死亡的人數過多，所以慈濟基金

會也準備了屍袋；另外還發放了五千二百四

十個口罩，以及帳棚一百頂、發電機五台、

被單九百八十件，希望暫時帶給他們一些溫

暖。

■美國慈濟志工關懷卡崔娜災民不

間斷�參與「卡崔娜災民資源尋索

園遊會」

2006.06.01

重創美國紐奧良的卡崔娜大災難，雖已

過了近一年，但在灣區由民間不同慈善團體

所組成的SF KARE（Katrina Assistance and 

Recovery Effort），對去年到達灣區的近千

位災民的關懷幫助，迄今不曾間斷。

KARE每月兩次開會，了解災民近況及

所需幫助。慈濟舊金山支會去年由媒體得知

災民到達灣區後，便主動連繫，得以有機會

幫助災民，發放應急金、衣物、日用品等，

同時讓其他慈善機構了解慈濟，並邀請慈濟

參與協助災民種種活動，進而成為KARE之

一員。

是日，舊金山支會參與在州政府大廈

禮堂所舉辦的「卡崔娜災民資源尋索園遊會

（Katrina Survivors Resource Fair）」。每個

攤位提供不同的項目；慈濟基金會為了幫助

災民子女就學，提供高中生將進大學或大學

在校生每學年兩千元的獎學金，並有慈濟文

宣及英文歌曲CD等結緣品。今天共有三十

多位前來領取獎學金表格。

■馳援印尼日惹地震

第二梯賑災醫療團啟程

2006.06.03

慈濟基金會馳援印尼日惹地震賑災，第

二梯次醫療團於今日出發，有來自台灣和馬

來西亞共計二十九位團員參與，駐診時間長

慈善記事

幾位老人說：「慈濟人！我記得你們！你們給我們現

金、外套���」代表參與活動的楊雪玲師姊一看到他們

的名牌，才想起是去年十月七日他們到達舊金山，住在

Mission� Inn時，志工們前往發放急難慰問金、外套、

衣物等。攝影/Ron�Schre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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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七天，以愛接力，膚慰災民的苦痛。

印尼日惹地震發生已逾一星期，受傷人

數也超過兩萬多人，有鑑於慈濟第一梯次醫

療團的經驗得知，目前災區急需骨科和外科

醫療，且在災區還有一百多位骨折病患等待

開刀；因此，第二梯次醫療團中，骨科和外

科醫師佔了多數，在醫療器械上，也準備了

電動骨鑽。

日惹中央醫院主動配合，特別提供一間

手術房予慈濟醫療團使用，未來第二梯醫療

人員，將集中在位於印尼日惹的中央醫院，

廿四小時為病患動手術；另外，印尼的國家

計劃生育統籌機構，更提供了兩輛可以進行

手術的救護車，協助慈濟醫療團到更偏遠的

地區，診治必須開刀的重傷患。 

此外，印尼慈濟志工於6月1日，在班

圖縣普萊勒鎮發放物資共計約一千七百五

十三份，包含快速麵條四十小包，二十公

斤重的大米一包，一公升的食用油、奶粉

餅乾等，讓災民暫時不用煩惱民生問題，

專心重建家園。

■桃園大園分局慶祝警察節

慈濟人傳遞大愛帶動關懷

2006.06.06

桃園大園分局為慶祝九十五年度第二十

八屆警察節，邀請轄區內十二個派出所主管

和警備隊、偵查隊隊長於今天下午一點半，

在分局禮堂舉行慶祝警察節活動，並前往大

園鄉弘化懷幼院關懷。

李明禧副分局長表示，這次配合內政

部警政署發起「七萬警察，百萬熱血」捐

血活動，主動關懷社會大眾，營造親民愛

民形象。

局內一組組長陳仁曙是慈警會負責人，

故而安排慈濟人帶動傳遞關懷、散播大愛；

期望藉此機會，讓警察同仁們親身體驗以人

為本，打從內心關懷民眾。預計在6月14日

上午，在大園分局門口舉行捐血活動，也廣

邀鄉親踴躍響應。

九十三年，警政署與慈警會聯手成立永

續關懷，而今年警政署將成立警察同仁退休

聯誼會，慈警會安排明年邀請人醫會參與活

動，為警察朋友做健康檢查。

■德州分會特殊家庭互助會

首次以聚會方式慶祝父親節

2006.06.10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特殊家庭互助會，五

月份才剛歡度成立二周年慶，以及慶祝母親

節活動，六月又適逢美國的父親節，是日，

於德州靜思堂舉辦六月份聚會活動，首次以

聚會方式慶祝父親節。

這次聚會特別邀請到休士頓社區大學系

統課程總監察（HCCS Program Director）摩

那司卡女士（Ms. Sue Morask），介紹社區

學院為心智障礙者所設立的學習中心，以及

申請入學的方式。

這次活動有十六個家庭、十九位家長參

加，在二十位志工參與下，陪伴家長與小朋

友們，度過了一愉快的週末下午，以及溫馨

的父親節。

■卓蘭鎮連日豪雨釀災

台中縣志工馳援勘災

2006.06.11

位於苗栗縣卓蘭鎮上新里食水坑的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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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因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導致土質鬆

動，去年七二水災的連日豪雨，使山坡土石

再次下滑，擋土牆毀壞。

毀壞的擋土牆雖已重修完成，但近日

連續豪雨，泥土含水飽滿，增加泥土重

量，以致岩層上方的土石層順著岩盤斜坡

往下滑動，終於在6月9日下午到10日清晨

之間，整座山的土石滑落，壓毀十六戶民

宅，果園崩塌。

此次受災共十六戶、四十四人，6月10

日晚間已被安置在卓蘭國小活動中心。卓蘭

慈濟人先就近關懷，發放民生必需品。

6月11日上午9時多，台中縣北區二東勢

互愛區慈濟志工共十四人，豐原及后里地區

慈濟志工共七人，皆趕在第一時間前往食水

坑災區了解災情。

11日下午，結束勘災後，慈濟志工轉往

卓蘭國小活動中心，致贈每戶受災民眾五

千元應急金，讓他們能採購些急需的民生用

品，也幫災民準備枕頭。

志工也詳加了解每戶生活所需，評估

是否需給予短中長期經濟補助。並祝福他

們、鼓勵他們，期待受災人們早日重燃生

命希望！

■南非約堡展開首梯次冬令發放

15所小學750位學生受惠
2006.06.12~14

慈濟南非分會約翰尼斯堡聯絡處，一年

一度冬令發放的前置工作早在半年前展開，

預先訂購毛毯，購買日常食品，二手衣物整

理，呼籲各成衣商捐贈冬衣，並且力邀各界

人士參與發放共襄盛舉。

今年第一輪冬令發放地點，擇定亞歷

山大區。這次遴選發放對象，不再針對某一

特定貧民區，而是該區十五所小學，目的是

希望經由發放、普遍深入學校，了解學生背

景，進而設立資優生清寒獎學金，為南非培

育人才。

由於學生人數眾多，發放名額有限，慈

濟人僅能以每個學校五十名最窮困的學生為

發放對象，總計七百五十名學生受惠，整個

工作預計分三天完成。

約堡慈濟人與亞歷山大小學校長，就冬

令發放各項事宜於5月24日上午開會討論。

經研討後，將由校方提供長年累月沒有午餐

可吃的非愛滋孤兒學生名單，為慈濟這次冬

慈善記事

中區各地志工前往災區勘災，林益烺先生向慈濟志工描

述整個災情。攝影/邱美翠

南非約堡聯絡處冬令發放，張敏輝師兄正為孩子把玉米

粉扛上頭頂。攝影/徐梅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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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發放的對象。

是日，聯絡處動員志工，參加人數三天

共計六十人，走訪十五所小學，展開首梯次

為期三天的冬令發放活動。

23日起，慈濟約堡聯絡處陸續收到來

自教育部代表鴣鴣女士的感謝信，以及各學

校孩子們的分享。同時，校方也應慈濟人要

求，附上成績單，作為日後輔導家境清寒品

學兼優學生的參考。

■巴拉圭慈濟人送愛訪視行動

關懷雅瓜隆慈濟希望小學孩童

2006.06.15

慈濟巴拉圭亞松森聯絡處，動員志工

們，利用每星期二晚間共修時間，將先前來

自台灣善心人士所捐贈的衣物，分批打包，

準備分送給有需要的家庭。

是日，早上7時30分，志工們帶著物資

與祝福，來到雅瓜隆慈濟希望小學進行發

放。

發放過程中，大家都非常守秩序地排

隊領取，志工用雙手恭敬地將衣物交到感恩

戶手上，他們同時也感受到慈濟人的那份慈

悲，用擁抱貼頰表示感恩。

活動結束後，志工們到府訪視關懷貧困

家庭，並親手將發放物資送達。

■隆冬降臨紐西蘭

Mangere難民中心發放
2006.06.22

紐西蘭時節已近隆冬，南島連日暴風

雪，北島奧克蘭地區受鋒面影響，連日陰雨

不斷，早晚溫度降至十度以下，寒冷難耐。

該國政府致力支持人道救援，每年接受

約七百多位各國難民來紐定居，難民先安頓

在Mangere的難民中心，經過約六週的生活

輔導及調適後，移居各地、融入社會。

然而，每位成功抵達的難民，背後都有

一段艱辛血淚史，拋棄一切在陌生國度挑戰

未知的將來，連語言都要重新學習，此刻最

需要的就是精神的關懷與物資的支援。

位於奧克蘭的紐西蘭分會就地緣之便，

經常舉辦難民中心捐贈活動，執行多年已獲

政府及當地主流社會的肯定。

是日，分會動員十三位慈濟志工，前

往難民中心發放；捐贈物品主要是禦寒及生

活急需用品，包括電暖器、棉被、枕頭、棉

被套、枕頭套、床單、煮鍋、煎鍋、水壺、

垃圾桶等，及為學齡兒童準備的背包、鉛筆

盒、鉛筆、直尺等文具。

此次受贈對象計有十二個家庭、三十

位成員，捐贈活動在難民中心的接待中心舉

行，因為活動前有完善的規劃與安排，整個

捐贈活動約一小時順利圓滿完成。

■多倫多支會配合街民健康護理基

金會�為遊民們舉辦春季發放活動

2006.06.28

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與街民健康護

理基金會（The Street Health Community 

Nursing Foundation）共同舉辦春季發放

活動，發放對象為無家可歸的街友，此

次發放物資有個人衛生用品，如肥皂、

牙刷、牙膏、洗髮精、沐浴乳、內褲、襪

子、指甲刀、礦泉水及背包等，共備妥四

百份物資，實際領取物資的街友有三百二

十六位。 



174 175

街民健康護理基金會是一專門關懷照

顧街友的慈善組織，每天有四位護士在街

頭穿梭尋找需要醫療協助的街友，多倫多

市東區堪稱街友大本營，初步保守估計約

有兩千多人，該基金會以All Saints教堂為

基地，提供街友梳洗，代收信件及存放物

品的場所。

慈濟多倫多支會曾經於今年3月，先

行贈送五大箱常用外傷與感冒藥品給予該

基金會，希望這些藥品能讓因病而無法及

時就醫的街友暫時解除病痛。

今日正逢街民健康護理基金會二十周

年慶，多倫多支會動員二十二位慈濟志

工，前往活動會場All Saints教堂旁停車場

支援，並致贈每位參與的街友一份日常衛

生用品，以及一張印有中英文靜思語的祝

福卡，讓他們感受人間的溫暖。 

■南非約堡亞歷山大區發生大火

慈濟人結合當地社工進行關懷

2006.06.28

6月27日（星期二）上午，南非約堡

慈濟志工正在亞歷山大黑人區做例行感恩

戶關懷時，耳聞當日凌晨該區發生大火，

但因消息來源不明確，無法立即前往災區

慰訪。

下午，即接獲與慈濟配合多年，並

一直保持密切關係的Local  Government  

Reg ion  7的社工來電，說明該區凌晨火

災，燒毀四十八戶鐵皮屋，災民倉促逃

出，身上連禦寒的衣物都沒有，希望慈濟

能提供援手。

是日下午，慈濟志工帶了毛毯、衣

物、鞋子、玉米粉等發放物資，前往與

Region 7的社工會合後，即進入災區，並

快速進行現場勘查、慰問火災災民。

在Region 7的社工協助下，災民很迅

速且有秩序的圍繞在慈濟發放車輛旁，慈

濟志工一一將發放物資交到每一戶災民手

中，並給予深深的祝福，期待在家園重建

後，能很快的恢復正常生活。

■新澤西、賓州豪雨成災

志工勘災協助清理家園�

2006.06.30

美國新澤西州及賓州因連日豪雨，造

成兩州德拉瓦河（Delaware River）區域

河水氾濫，近三千七百人被迫撤離；新澤

西州州長於6月27日宣佈莫塞郡地區進入

緊急動員狀態，該州政府也於29、30日被

迫關閉。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於29日先接獲

台灣花蓮本會通知，再經由當地新聞報

導，確定災情區域後，即與多方聯繫，

是日執行長陳慮瑢帶領四位慈濟志工，沿

二十九號公路進行Lambertville市區的勘

災。

慈善記事

兩位師姊關懷、細心地攙扶行動不便的街友。攝影/黃

一哲、李正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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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了 解 災 區 實 情 後 ， 隨 即 轉 往

L a m b e r t v i l l e市市政大廳會見市長
Mr.David M. DelVeccnio。市長表示這次

該市約有四百人受災，但在淹水前市政府

即已開始疏散居民，並提供飲水及緊急救

災物資，因此一切災情尚在掌控中。

接著，轉往州府所在地Trenton地區勘

查，並前往市政府緊急救災中心簡單說明

來意，而當地負責人告知：可至附近學校

之臨時收容中心了解受災戶的情形。

抵達時碰巧收容中心正在發放午餐等

食品，志工們立即動手幫忙，也主動留下

聯絡方式，表達積極協助的意願。未來將

繼續和一位Lambertville市政府負責此災

難的人（Ms.Bambi）聯絡，隨時提供災

民所需。

由於災民們已獲良好安頓，目前無匱

乏之慮，是故慈濟新澤西分會決定提供人

力，協助災民清理家園。

■馬來西亞亞庇雨災

慈濟人以行動關懷

2006.07.01

馬來西亞沙巴州季節交替，6月25日連

夜豪雨，導致亞庇數個低漥地區變成水鄉澤

國。慈濟志工在政府福利部協助下，第一時

間到各個災區進行勘災及關懷慰問。

重災區之一加雅迪利（Jaya Diri）村，

第一至第四座的八排組屋底層，遭逢土石流

災害，災民飽受財物損失之苦。住在這區的

居民是低收入戶，每月薪金平均只在馬幣六

百令吉（約台幣五千三百元）左右。

是日，亞庇慈濟志工針對該村六十五戶

災民，進行急難慰問金發放；同時協助災民

慈濟志工協助村民清理災後所留下的殘跡。攝影/梁光

耀

志工把慰問金交到災民的手中，誠心祝福他們早日恢復

以往的生活。攝影/梁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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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家園及清理阻塞在溝渠的泥漿。

慈濟人以行動關懷，感動受災戶，連

當天前來協助清理周遭淤泥的政府官員也表

示，慈濟人的團隊精神，以及對災民及時伸

出援手的實際行動值得仿傚。

■慈濟馬六甲成立「腎友聯誼會」

邀腎友相聚　彼此激勵打氣

2006.07.02

近年來，慈濟馬來西亞濟助個案中，

洗腎病友有逐日增加的趨勢，為關懷腎

友、協助腎友認知腎病，慈濟馬六甲分會

成立「腎友聯誼會」，是日於馬六甲園區

舉辦第一次聚會，邀請四十多位在不同洗

腎中心接受治療的腎友相聚，藉此互相激

勵、互相打氣。

聚會中，腎友李水金分享自己初罹患

腎病的無奈與恐懼，同時也感恩慈濟所提

供的協助，並以投入夜間環保的行動回 慈

濟。

另一對腎友夫妻奧士曼（Osman）與

諾麗莎（Roresah），生活困苦，但心存

感激，亦參與環保分類。奧士曼夫妻安

貧樂道、積極向上的態度，是所有腎友

及家屬看齊的榜樣。

馬六甲人醫會黃端鴻內臟專科醫師受

邀主講有關課題，提供許多寶貴資料，

作為腎友保健的參考，包括每天生活的

慈善記事

慈濟志工挨家挨戶勘查，以了解災民的需要。攝影/吳勇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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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飲食控制的重要性、洗腎方式

等，同時對腎友們的疑惑，也提供專業

性的解答。

患病十四年，接受慈濟補助十年的珊

希雅（Samsiah Drosh）銘感於心，分享

時哽咽表示：「慈濟不計種族和宗教的

大愛情操，我以慈濟為榮！」

■菲律賓馬拉汶天堂村大火

慈濟志工一路陪伴與關懷

2006.07.10~15

菲律賓馬拉汶市敦蘇亞貧民區天堂

村，10日凌晨4時發生大火，火勢猛烈，

造成一千五百多戶、四千多位居民頓失

家園。

慈濟菲律賓分會獲悉，立刻啟動急難

救災機制，香積組投入準備熱食，另有

十一位慈濟志工於火勢受到控制後，第

一時間前往災區勘災。

當日中午，動員二十二位志工發放五

百六十七份熱米粉、五百份夾心麵包、

三十六箱淨水，約計一千多份食物給倉

皇逃生、飽受驚嚇的災民們。

11日早晨再度動員二十五位志工，發

放一千兩百份早餐；傍晚則動員二十四

位志工，發放一千一百五十五瓶蒸餾水

和九百七十八份便當。

受碧利斯颱風影響，連日大雨不斷，

讓無家可歸的天堂村火災災民更是苦不

堪言。因此連續三天發放熱食後，分會

決定於15日舉行發放，志工們於14日依

名冊分發領物資券。

發放當天，動員一百二十四位慈濟志

工，發放一千四百份救濟物資，物資包括

每戶十公斤白米、速食麵、醬油、水桶、蓆

子、被子、毛巾、拖鞋、鍋子、盤子、湯匙

和叉子、杯子、牙刷、牙膏、肥皂、雨傘和

衣服等，希望災民們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慈濟人向在等候發放的災民們愛灑人間，分享慈濟緣起及精神理念，同時也帶動手部運動。攝影/鄭禎藝



178 179

■雷地史密斯慈濟人送毛毯

寒夜送暖祖魯阿嬤視若珍寶

2006.07.10~12

南非今年冬天來得比往年早，也比

往年更冷。對貧困的家庭，身心上都是

一種折磨。雷地史密斯慈濟人準備兩百

條毛毯，是日起一連三天造訪貧民區，

為每戶家庭送上毛毯，希望在寒冷的夜

晚，仍得以保持溫暖。

由於夜晚相當寒冷，有些阿嬤因缺乏禦

寒的工具，整晚就縮著身子無法入睡。當慈

濟人將毯子披上身時，每一位阿嬤都用手輕

扶著毯子露出笑容說，今晚她可以溫暖的好

好的睡一覺，也有人說她今後可以一覺到天

亮，不會被凍醒。

最令人動容的是有許多阿嬤說，她會

好好的珍惜這條毯子，並要求家人等到

她百年後要用這條毯子裹著身體一起下

葬。貧困人家是家徒四壁，一條毯子幾

乎就是最珍貴的財產。而祖魯人尤其珍

視毛毯，一條毛毯往往是對貴賓最佳的

禮物。

■美國南加州沙漠林地大火

慈濟志工動員勘災與慰問

2006.07.13~21

美國南加州沙漠社區林地於9日發生大

火，動員近二千人次消防人員救火，終於

在19日順利控制火勢，計有六十二戶民宅

全毀。

慈濟美國總會正值舉辦全美人文教育

研習營，人力調度吃緊，但搶救災難、膚

慰災民刻不容緩。是故，志工於7月13日、
19日及21日，前往勘災與膚慰社區居民，

並提供慈濟現值卡，讓災民能購買日常生

活急需品。

21日，慈濟志工一行七人再度回到拓荒

城郵局，早上十時，社區溫度逾攝氏三十四

度。當天共訪視約二十五戶居民，提供十一

戶災民、二十九張慈濟現值卡，同時也計劃

提供急難慰問金給往生者家屬。

■馬六甲分會促原住民村交流�

智慧引導受助者自立自助

2006.07.16

自2002年馬來西亞馬六甲佛教慈濟義診

中心成立以來，慈濟醫療腳步延伸至偏遠的

慈善記事

攝影/南非雷地史密斯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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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村，定期舉辦義診活動。

距離馬六甲市約五十公里外的直望

（Tebong）原住民村，是慈濟長期關懷的村

落之一。村內衛生水準低落，生活品質差。

於是，慈善結合醫療，除了前往舉辦義

診，也開始每月白米和奶粉的物資發放。

慈濟的濟助並非不斷給予，而是希望受

助者能自立自助，擺脫貧困的命運。因此，

舉辦了2006年7月16日原住民的交流，期待

直望村民向魯木班東村民看齊，讓自己村子

的明天會更好。

是日，馬六甲分會以巴士接送直望原

住民前往魯木班東村觀摩；該村享譽中南

馬，2001年曾獲得政府舉辦的「中南馬鄉

村邁向城鎮的宏願獎（Gerak Desa Wawasan 

2001）」，吸引各地原住民跨州前來參訪。

■巴拉圭東方巿慈濟志工

關懷巴西兒童病院及老人院

2006.07.16

慈濟巴拉圭東方巿聯絡處，是日動員三

十五位志工，前往巴西福斯巿的兒童病院、

老人院，展開例行關懷活動。

第一個關懷定點是兒童醫院。由於院中

病童受流行病毒波及，為了避免病童相互交

叉感染，故所有病童皆待在病房中，所以此

次關懷並沒有直接接觸病童，僅將備妥的物

資送達後即離去。

道別了兒童醫院，旋即來到老人院關

懷。每一位老人背後，都有不為人知的苦

處！牽引志工們把握住分秒時間，為這群敬

愛的老菩薩們帶來點點的歡笑。

在東方巿會員大德長期護持，慈濟志工

得以將點滴愛心親手奉獻給需要幫助的人手

中。此次援助物資為：大批藥品、奶粉、餅

乾、麵條、食物籃等。

■南非慈濟志工再續前緣

瑪瑞尚社區千戶大發放

2006.07.16

南非約翰尼斯堡慈濟人與約堡瑪瑞尚

（Marathon）社區互動始於兩年前，以關懷

兩地村民與志工合影，為今日的交流留下大愛的足跡。�攝影/顏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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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為主，後因各種因素與考慮安全問題，

中斷救助的因緣。此番再續前緣起源於一場

大火。

6月26日，社區自治管理委員會負責人

愛德華先生（Mr. Edawrd）前來告知，有二

十二戶人家遭祝融急須救助；慈濟人立即緊

急救難，深入社區後發現此區居民饑寒交迫

的惡劣生活環境，與兩年前無異。

同時，該區警察局瑪旺加尼局長（Mr 

Marwangani）目睹慈濟人關懷受災戶的種種

情景，深受感動，表明該局警力願意全力配

合慈濟千戶冬令發放。

在因緣俱足下，經短短兩星期的籌劃與

準備，終於在7月16日圓滿完成千戶大型冬

令發放。

當日，動員七十多位志工，借用一家

工廠空地為發放會場。因有些居民擔心領

不到物資，造成爭先恐後、互相推擠的混

亂現象；經溝通並在師兄、師姊、慈青引

導下，感恩戶依序進入會場，整個發放於

中午十二點左右圓滿結束，實際發出七百

一十份物資。

■印尼爪哇島強震引發海嘯

慈濟印尼分會緊急總動員

2006.07.18~19

印尼爪哇島南部17日下午發生芮氏規

模七點七級強震，引發海嘯，根據外電報

導，截至19日已造成三百多人死亡，災情慘

重，其中以旅遊勝地聞名的西爪哇邦格達朗

（Pangandaran）災情最為慘重。

慈濟印尼分會在第一時間成立緊急救災

中心，並於18日前往重災區邦格達朗進行勘

災。

配合賑災需求，也立即與災民接觸，並

且提供可以讓災民溫暖過夜的布棚，討論救

災人力的工作分配以及物資發放的流程，同

時在重災區邦格達朗發放了三十箱礦泉水、

二捲屍袋、口罩十箱、手套二十箱、雨衣、

紗布等物資。

19日，慈濟印尼分會志工再度攜帶一百

五十五份生活用品和被單進入災區賑災，並

評估後續賑災行動應如何進行。

慈濟基金會暫訂賑災計畫有：為喪失親

人的家庭發放慰問金，並評估公共廚房發放

食物或大米的可能性，以及公共收容所裡的

災民發放毛毯。對於印尼爪哇島海嘯後續災

情不僅持續關心，且進行評估及後續的賑災

計畫。

■南非德本黑人志工展大愛

進行居家關懷與冬令發放

2006.07.21

慈濟南非德本聯絡處以黑人婦女為主

的志工們，在葛蕾蒂絲（Gladys）師姊帶領

下，前往德本Malukazi & Uganda，進行感恩

慈善記事

頭頂著全家人希望，手提著慈濟人關懷，感恩戶充滿歡

喜、踏上歸途。攝影/鄧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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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居家關懷與冬令發放。

該區小屋皆由木板、鐵皮與塑膠布拼湊

而成，簡陋破舊，許多感恩戶就住在這種環

境裡與貧病糾纏著。

志工們透過投影片，介紹慈濟理念與志

業後，旋即展開冬令發放，物資包括毛毯以

及當地黑人的主食玉米粉。

發放結束，貨車「慈濟二號」與新加入

的「慈濟三號」穿越社區，將志工的關懷帶

到更為貧苦的角落。

由於近年來全球氣候異常，德本的冬天

也曾有幾天溫度超過攝氏二十八度，但早晚

溫差大，老奶奶Elizabeth是受慈濟居家關懷

者，住在鐵皮屋還是抵禦不了夜晚的寒冷；

志工布蘭達（Brenda）彎下身，將輕軟的慈

濟毛毯披在老奶奶身上。

黑人志工沒有機會透過媒體接觸到慈濟

的資訊，以及上人的慈示，唯有透過一年兩

次的志工研習會，以及師兄師姊分享上人的

精神理念，激發了他們向善的心、契合上人

的慈悲理念。她們慎重的穿上藍天白裙，在

社區開墾出了一條寬廣的菩薩道。

■氣候異常夏日熱浪襲捲全美

志工為西雅圖街友發放冰水

2006.07.22

近年全球氣候異常，今年夏日熱浪襲捲

全美，七月的西雅圖氣溫也都在華氏九十度

（約攝氏三十二度）以上，且持續數日，酷

熱難耐。

21日，一位慈濟人醫會醫師叮嚀大家，

在這炎熱天氣下，要儘量補充水份，以免中

暑。因此，慈濟北加州西雅圖支會即時決定

隔日星期六（22日）發動志工前往西雅圖第

二街公園發放冰、水給街友。

志工們謙遜有禮地把一瓶瓶的水和一杯

冰塊送上他們的手中，亦會輕輕地喚醒一位

位睡夢中的街友，叮嚀他們要多喝水，以預

防中暑；同時，不停穿梭各群落中，為街友

們添水加冰塊。被尊重和關愛的片刻，他們

感到人性的溫暖。

■南非伊麗莎白港冬令發放

二場發放計嘉惠3,650人
2006.07.23~30

慈濟南非伊麗莎白港聯絡點，23日於

紐布萊頓（New Boighton）的賓史努卡小

學（Bensinuka）舉辦今年度第一場冬令發

放活動，嘉惠三百七十戶、一千八百五十

人。

第二場冬令發放活動，於30日擇定米遜

維爾（Missionvale）關懷中心為進行場地，

嘉惠三百六十戶、一千八百人。

二場發放物資相同，物資包括玉米粉、

白米、玉米粒、花豆油，以及毛毯、毛衣、

外套各一件，僅第二場發放物資中多增添了

麵粉。

兩次冬令發放，每次物資約六噸，物

資皆在大賣場購買；獲得開設運輸公司玖

希（Josh）先生之助緣，免費提供公司大卡

車，並親自運送物資，解決發放運輸問題。

每年，慈濟人都會在這個地區進行冬令

發放，所以很多感恩戶已學會雙手合十說感

恩，當慈青們在台上表演手語時，台上台下

互相呼應，全場氣氛熱情洋溢。

這次有二十位慈青來參加發放，其中有

六位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也希望愛的

種子能撒播出去，在他們年輕生命中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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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前夕關懷無力繳交學費家庭

慈濟展開全省同步助學金補助作業

2006.08.01~10.15

台灣各級學校陸續開學，由於經濟不

景氣，許多家庭再度面臨無力繳交學費的窘

境。有鑑於此，慈濟基金會於今年8月1日到
10月15日，全省同步展開助學金補助的關懷

作業。

針對全省約二千七百戶長期照顧戶、約

三千戶居家關懷戶中，家境困難無力繳交學

費的學生，提供註冊費、學雜費與營養午餐

補助金，另外若有其他家庭經提報評估後，

慈濟基金會一樣給予助學金補助。

根據去年補助助學金家庭戶數的統計數

據，今年全省預計是七百五十件，截至2006

年10月15日止，本學期實際發放五百零四

戶、九百八十五人；所補助對象大都是剛入

學的新生，由於照顧戶和居家關懷戶多是單

親、失業或是隔代教養等低收入戶家庭，大

部分無法應付學雜費等支出，另外有的則是

家長信用破產，無法辦理助學貸款，或臨時

失業頓失依靠。

社會的希望在孩子、在教育，慈濟基金

會期待透過助學金的補助，讓經濟困頓的家

庭減輕壓力，鼓勵孩子教育不中輟，讓社會

多一份安定的力量。

■芝加哥慈濟志工推動英語輔導

協助蒙族兒童早日融入移民國家

2006.08.02

為了加強移民美國的蒙族（Hmong）小

孩英文閱讀能力，隸屬芝加哥分會的麥迪遜

聯絡點，自今年6月中旬起，至8月初，協助

Northport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 開設暑

期英文閱讀課程，聘請專任教師提供每日一

小時的英文輔導課程，總計有二十餘位五至

十一歲的當地新移民子女受惠。

本次活動的目的，除了讓這些沒有英

文基礎的蒙族（Hmong）孩童增進英文能

力、克服語言障礙之外，更希望傳遞靜思

語精神，讓孩童們在學習過程中培養健康

的人生觀。

蒙族（Hmong）源自於中國，是苗族分

支之一，居住高山上，以火耕賴以維生，十

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為尋求居住地逐漸

南遷，至今分佈於越南、寮國與泰國北部。

越戰時期，美軍訓練大批蒙族士兵協

同作戰，戰後美軍撤退，部份蒙族人民則

以難民名義，分批移民美國，目前威斯康

辛州是蒙族最大落腳地，其次為加州與明

尼蘇達州。

根據亞美公義中心（Asian American 

Justice Center, AAJC）年度報告指出，在美

國的蒙族居民中，有將近40%生活貧困，且

仍然無法克服語言障礙。

就讀威斯康辛大學的博士生高慧婷，因

慈善記事

Northport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學校上課現況。攝
影/邱春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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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Lake View Elementary School實習老師緣

故，察覺蒙族孩童極需增強英文能力，於是

將個案回報麥迪遜聯絡點，經六月份於當地

訪視後，馬上積極展開關懷與推動暑期輔導

課程。

除了給予英文輔導之外，並利用每天10

分鐘的時間，將淺顯易懂的靜思語於課堂中

適時運用與教導，藉此修正孩童們日常生活

的偏差行為，提供「身教」及「言教」的模

範，期許他們擁有真正的幸福人生。

■南港慈濟人關懷康復之家

協助病友們回歸家庭及社會

2006.08.04

位於台北巿南港區研究院路上的私立南

港康復之家，專收精神上有輕微不自主的病

友們，南港慈濟人每個月固定安排兩次互動

時間，關懷病友、並協助他們早日回歸社會

及家庭。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下午兩點到四

點，是慈濟人與病友們的手語約會時間；是

日，南港慈濟人依約來到康復之家，展開例

行關懷活動。

■印尼分會贈大米

孤兒習經院受惠

2006.08.12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慈濟印尼分會提

供三點五噸、約一百七十五包大米，給北加

西Pondok Gede的As-Syafiʼiyah孤兒習經院。

該習經院於一九七八年設立，由前任

國家婦女事務部長阿拉威雅（DR.H.Tutty�

Alawiyah）帶領，專門容納印尼全島遭災難

和衝突地區的孩童。目前，孤兒習經院已經

容納了三百五十位學徒。

慈濟印尼分會此次動員五位志工參

與大米援助活動，與習經院的孩童們共同

協力搬運慈濟大米；習經院執行長阿曼德

（H.Ahmad）表示，慈濟的大米援助，是宗

教的良好合作關係，盼能持續下去。

■巴拉圭東方巿慈濟人

展開印地安村落發放

2006.09.03

9月3日早上7點，冒著攝氏6度的低溫，

四十五位慈濟志工們，準時來到巴拉圭東方

巿聯絡處集合，將發放物資集結上車，7點
30分準時出發，盼望盡快將溫暖送抵印地安

村。

由11部車組成的發放車隊，滿載援助物

資，經過兩個小時的車程，到達第一個發放

村落，在ITAPU水利管理局發心替村民蓋的

學校前，志工們將禦寒的冬衣及物資，送到

居民的手上，期盼他們終有擺脫貧窮的一

天，做一個手心向下助人的菩薩。

結束第一村落的發放，志工們來到相隔

僅數公里的第二個印地安村落，進行發放；

該村居民生活較第一村艱苦，居住在以樹

枝、茅草搭蓋屋子裡，攝氏6度的低溫讓他

們生活更加艱鉅。

一對老夫婦衣衫破舊單薄，赤腳出現

在隊伍中。志工見狀欲幫老人將他手上拿的

鞋穿上，老人以為鞋子要被收回，緊攬在胸

前；待志工說明後，才笑逐顏開、想將鞋穿

上，卻不知要如何解開鞋帶，經志工示範，

總算順利將腳套進布鞋中。這個動作讓志工

鼻酸，原來這對長者從沒穿過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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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發放總共嘉惠八十一戶感恩戶，提

供物資包括有學用品四十二份、禦寒棉襖四

百二十三件、食物籃二千八百三十五公斤、

球鞋一百六十二雙、膠鞋四百零五雙、毛毯

一百六十二條、玩具生活用品等。

■瓜地馬拉慈濟人走訪貧困村落

評估協助改善居民生活

2006.09.08

瓜地馬拉人Leonel Tos先生由朋友口中

得知慈濟是慈善助人團體，所以特於瓜地

馬拉聯絡處舉行九月月會時，攜帶當地資

料前來求援；因此，志工們決定實地前往

Sacatepeque省Concepcion村及Rosario村訪

視，以了解詳情。

9月8日早上8點30分，瓜地馬拉慈濟人

一行四人，由瓜京啟程。11點30分，來到訪

視第一站Concepcion村的平原，共有四十四

戶聚居於一處種植許多松樹的莊園。

訪視的第一家農舍，結構簡陋，以玉米

桿築牆，用破爛塑膠布搭蓋屋頂，三十九歲

的婦人Victoria Coyang，一家十四口擠在兩

個房間，先生在農場打零工維持家計。

當地地主將荒廢農場倉庫改作私人校

舍，教授一至三年級學生，並聘請教師教育

農民的第二代，目前只有六名學生，據了解

當地就學率低落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家長

們沒有固定收入，即使學費全免，還是負擔

不起簿本文具等費用。

緊接著，志工又來到海拔二千五百公尺

高的Rosario村，這裡有三十五戶村民，家境

非常貧苦，加上交通不便等種種困難，使得

村裡的男人無法外出工作，許多人靠種植些

許玉米、蔬菜、飼養雞鴨來養活全家。

在Leonel Tos先生的引導下，志工們

見到了村委會主任委員Carmero Maroquin 

Valle，談到提供慈濟的名冊已經由村委會調

查，名冊中七十九戶家境確實清苦，希望尋

求協助。

同時也拜會了Escuela El Rosario公立學

校，這裡共有一百四十名學生，學校整體

環境尚可，可惜就學率不高，原因不外乎

為村民的無知，加上生活窮困。此次訪視

結果，瓜地馬拉志工列入下次月會的討論

議題。

■約旦雙子星大樓倒塌

慈濟人前往醫院關懷

2006.09.15

9月11日星期二晚上，約旦正在興建中

的雙子星大樓倒塌，造成二人死亡，十六人

受傷，其中有三位埃及人和一位約旦人身受

重傷，目前於加護病房治療中。至於往生的

二位埃及人，星期四遺體已送回埃及。

9月15日，慈濟約旦分會志工一行七

慈善記事

約旦雙子星大樓工程倒塌意外，慈濟志工前往醫院慰訪

傷者，並發放每人100約旦幣慰問金。攝影/慈濟約旦分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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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往二家醫院探視受傷患者。第一家醫

院收容三位傷者，一人在加護病房，其餘兩

人在普通病房，都是為了養家活口，遠從埃

及來約旦工作。

另一家醫院，則有四位受傷者住院。抵

達時，有二人剛好進手術房不能訪視，另外

二人一人在加護病房，一人在普通病房。

在加護病房的傷者，向志工借手機，向

埃及的太太報平安；另一位傷者，則很感恩

慈濟人來關懷他，因為到目前為止，尚未有

任何團體前來關懷。

這次發放每人一百元約旦幣慰問金（約

值台幣五千元），因為只見到五位傷者，所

以總共發放五百元約旦幣。慰訪時，除了表

達是來自台灣慈濟基金會的志工外，並轉達

證嚴上人的祝福和關懷，祝他們早日康復。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濟貧發放

嘉惠12個村落、718戶村民

2006.09.24

2006年9月24日星期一上午7點，瓜地

馬拉所有慈濟志工十八人、隨喜志工二十

三人，以及市府義工於Palencia市政府集

合後，啟程前往第一個發放地點San Sur村
Yerbabuena小學。

9點30分發放儀式開始，首先Palencia市

府副市長Tobias Gomez致詞，感謝慈濟兩年

來對該市市民的援助。

慈濟志工慈燃代表慈濟基金會爪地馬拉

聯絡處致詞，除詳細介紹慈濟四大志業外，

並特別說明：「今天會將八千磅黑豆、六千

四百磅白米、一萬七千九百五十磅玉米粉，

還有兩萬一千三百件衣服，送給San Sur村十

二個村莊的村民，希望對你們村民有些許幫

助，謝謝大家。」

10點正，由三位村民代表十二村落，象

徵性的由志工張慈燃、柯濟得、陳秋芬手中

接過物資，為發放拉開序幕；發放工作在村

民們高度配合下，12點圓滿完成八村、五百

零四戶的發放。

第二發放點Scuela Plan Grand小學，四

村、二百十四戶的發放，也在下午2點20分

順利結束。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今日的濟貧發

放，在巿府人員、隨喜志工，以及村民的配

合協助下，圓滿完成PALENCIA市SAN SUR

村十二個村落、七百一十八戶的發放工作，

約計三千八百人受惠。

■一圓南亞海嘯災民的夢

印尼亞齊大愛三村搬遷

2006.09.27

繼短期的急難救助、義診醫療，中期的

物資發放、帳蓬搭設後，慈濟印尼分會針對

重災區亞齊省，著手展開了長期的大愛村造

鎮，以及學校教育援建計畫。

2005年7月11日，慈濟印尼分會與亞齊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進行PALENCIA市SAN�SUR村濟貧

發放，村民歡喜領取物資。攝影/邱瓊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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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政府舉行興建大愛村簽約儀式，9月24

日在眾所期盼下，於班德烈村（Panteriek）

舉辦聯合動土典禮，預計興建三千七百戶大

愛村，讓南亞海嘯災民擁有安生的天地。

經過漫長等待，2006年9月27日星期

三，共有151戶，一齊搬到他們的新住宅位

於亞齊省（Aceh）西亞齊縣（Aceh Barat）

美拉坡（Meulaboh）Paya Peunaga村的亞齊

大愛三村一場大雨澆不熄居民搬家的決心，

他們精力充沛地把物品搬到慈濟為他們準備

好的卡車上。在抵達亞齊大愛三村後，居民

依序等待簽合約及領取新住宅的鑰匙。

一位居民Buktami Arifin笑容滿面地把戶

口名簿交出來，他說：「我已把所有規定的

條件都準備好了，我感到非常高興，終於能

有自己的屋子了。」

祝福這群南亞海嘯災民們住進亞齊大

愛三村後，能早日安定下來，重新展開新生

活。

■參與「校園愛心背包發放計劃」

拉斯維加斯聯絡處展開首次發放

2006.09.29

慈善記事

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首次在約翰.派克小學進行「校園愛心背包發放計劃」，愛心團總裁Scott�Sullivan到場關心，

並捐款100元美金。攝影/鄭茹菁

關懷南亞災民，慈濟印尼分會進行亞齊大愛三村交屋，

村民們把物品搬上慈濟為他們準備好的卡車上。�攝影

/A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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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底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肆虐美南，許多災民流落異鄉、生

活無助，災後各慈善團體因應而生，所以慈

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也長期協助輔導 LTRC

（長期關懷慈善聯盟，Long Term Recovery 

Committee）及其他慈善團體轉介的卡崔娜

個案。

滯留當地的災民雖獲政府補助，但仍存

在生活拮据的問題，目前登記有案的「街友

子女」學生超過3,850人，孩子們於週末常面

臨饑餓煎熬，因此有了「校園愛心背包發放

計劃」（School Back Pack Program）。

該計劃由「愛心團」（ C o r p .  o f  

Compassion）發起，該團於卡崔娜颶風發生

後成立，主要幫助流落拉斯維加斯的卡崔娜

災民安身立命，由Scott Sullivan私人捐款五

十萬美元開始，其註冊商標正是很多「心」

集合在一起。

「校園愛心背包」以捐贈的綠色旅行

袋，包裝兩日份的罐頭食品及乾糧，每週四

在「愛心團」倉庫打包，週五下午三時送到

特定學校發放，學生必須在隔週一、二將背

包送回，再於週四打包、週五發放；發放名

單由各校提供，每個孩子都有特定的背包號

碼，如此可登記孩子的過敏物或特殊需求，

供給孩子所需的食品。

為順利推動「校園愛心背包發放計

劃」，慈濟拉斯維加斯聯絡處主動參與、並

認養約翰.派克（John S. Park）小學，2006年
9月29日首次進行發放。

■多明尼加那塞烈村慘遭祝融

慈濟志工緊急訪視發放物資

2006.10.02~03

10月1日凌晨3時，多明尼加首都聖多明

哥市那塞烈村（Villa Nazareth）發生火災，

造成三十七戶居民流離失所，受災人數達一

百二十餘位。隔天消息見報，慈濟多明尼加

聯絡處緊急成立訪視小組，前往災區了解居

民的狀況。

那塞烈村的民防兵及社區委員會人員表

示，陸續已有政府相關單位前來關心，目前

當地政府已開始提供災民每日一餐，但災民

失去家產，也只能先安頓在附近的學校，因

此，慈濟人決定先提供災民簡單的食糧、飲

水及衣物。

10月3日，慈濟志工攜帶大批物資，前

往災區進行急難物資發放，所提供的物品包

括食用油一百二十磅、食米二百五十磅、麵

條五大包、蕃茄醬六大瓶、紅豆一百磅、麵

包五大包、飲用水四百人份等食品，以及洗

衣粉六十磅、衛生紙三大包等物品，總計花

費多幣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五貝索，折合約三

百六十美元。

經與當地民防兵及社區委員會代表詳

談，了解到災民目前已收到足夠衣物，因此

臨時取消二手衣物捐贈；所有物資在民防兵

代表安東尼先生的協助下，依據受災戶名單

一一點交至災民手中。

■馬來西亞四團體攜手合援

救拔緬甸籍心臟疾病孩子

2006.10.04~12

兩年多前，七個月大的緬甸籍小孩穆

巴力（Mohd. Mubariq）發燒不止、全身皮

膚、嘴唇和指甲呈紫藍色，呼吸急促，經醫

生診斷，得知罹患心臟有孔症，以及血液過

濃，手術是唯一拯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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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昂貴手術費苦無著落；在孤立無

援下，父親哈尼依（Mohd Hanif）求助聯合

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
UNHCR立即著手，分別向當地《新海峽時

報》（The New Straits Times）報社，及慈

濟吉隆坡分會求援，希望大家攜手拯救小生

命！

在妥善安排後，是日，年近三歲的穆巴

力住進吉隆坡安邦鷹閣醫療中心，並於5日

進行四小時的心臟手術；術後，穆巴力復原

快速，於11日康復出院。

為歡慶生命的重生，12日慈濟志工精心

安排，到穆巴力家中一同歡慶生命的重生。

昂貴的醫療費，在鷹閣醫療中心的體恤

下，從原估的馬幣四萬令吉減至二萬八千令

吉；UNHCR承擔馬幣五千令吉，《新海峽

時報》撥出善心捐款一萬八千令吉，慈濟則

補助其餘不足的手術費用馬幣五千令吉。

生命無價，在四個團體攜手合作下，付

予小生命一個重生的希望！

■關懷高架公路下的居民

印尼慈濟志工發放大米

2006.10.12~14

2006年10月12日，印尼慈濟志工在西

雅加達葛落勾巿（Jelambar baru）的高架

公路底下，發放

米券給二百八十

戶居民。根據慈

濟志工邱鈺婷透

露：「會選這地

區發放大米，是

因為有慈濟曾經

幫助的病患住這

裡，當時看到這

裡居民的生活情

況，覺得可憐、

心生不忍，所以

我們決定在這裡

發放慈濟愛心大

米。」

街組執行長  

Sukaryono 表示：

「剛好要迎接開齋節，所以對我們貧困居民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我向慈濟表達無限

的感謝，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慈濟也能在這裡

舉辦義診活動。」

發放米券兩天後，於2006年10月14日星

期六上午，印尼分會十位慈濟志工前往發放

大米，分發二百八十袋大米給住在高架公路

下的貧苦居民，他們皆以歡喜心情迎領慈濟

志工的愛心關懷。

慈善記事

手術後的穆巴力全身明顯地恢復健康的血色，志工彭楊邦在教小穆巴力念書，而母親伊米莉

雅臉上的焦慮終化為烏有。攝影/陳愛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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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班托塔志工為照顧戶整修屋頂

重建可遮風避雨的家

2006.10.14

斯里蘭卡漢班托塔市的一戶照顧戶，父

親早逝，母親蘇西拉（Susila）靠撿薪柴賺

取微薄收入撫養四個孩子，每日僅能吃到一

餐，三歲老么蒂米（Dilmi Dilshika）甚至不

知牛奶為何物。

母親曾向多方尋求援助，但始終沒有得

到任何回應，直到藉由女兒老師認識慈濟，

全家生活才獲得改善；該名老師為慈濟會

員，在得知蘇西拉家境艱苦後，將個案提報

慈濟。

丈夫遺留給蘇西拉的，只有四名幼小子

女及一間以土為牆、以葉為瓦、年久失修的

房子。眼看雨季即將降臨，斯國慈濟志工決

定趕緊為她更新覆蓋屋頂的椰葉，讓一家可

以安然度過雨季。

是日，慈濟漢班托塔辦事處志工，前往

蘇西拉家中，協助修繕壞損的房屋及屋頂。

烈日下，志工們在屋頂上，辛勤揮汗工作，

斯里蘭卡慈濟志工們終於趕在日落前完成工作，還給照顧戶蘇西拉家一個完整的屋頂。攝影/黃崇發

斯里蘭卡慈濟志工一早前往照顧戶蘇西拉家，進行屋頂

修繕工作，用心更換椰葉、檢查每根木材，以確保安全

無誤。攝影/黃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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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搭建，一心只盼為照顧戶搭建可擋風遮

雨的家。

■印尼分會與Pondok�Ozanam合作

為北雅加達貧困居民發放大米

2006.10.15

2006年10月15日星期天，約二十五位印

尼慈濟志工前往北雅加達Papango街Pondok 

Ozanam進行發放大米活動，將六百一十三

包大米分發給北雅加達的Warakas及Papango

居民。

Pondok Ozanam是修女和天主教教徒的

社會服務中心，這次發放大米，是由慈濟印

尼分會與Pondok Ozanam的修女合作舉辦。
Pondok Ozanam執行長Angela.S.修女表

示，「這是我們第一次跟慈濟合作，我們非

常高興能跟慈濟合作，我們非常佩服慈濟這

些年來的所做所為。」 

Angela修女更謙虛地說，因為這是第一

次與跟慈濟合作，所以在執行上可能還有很

多地方需要改進，「如果我們有做錯，我代

表Pondok Ozanam說聲抱歉， 我也很希望在

未來能再跟慈濟合作，一起減輕貧困居民的

負擔。」

■美國南加州森林大火

慈濟人連日前往關懷

2006.10.29~11.03

美國南加州Riverside郡Esparanza地區，
10月26日星期四發生一場大火，依加州林務

局最新公佈資料，林地燒毀四萬零四百五十

英畝（約一萬六千八百甲）。

這場大火是因一名縱火犯在洛杉磯以

東的灌木叢縱火而引起，造成四名消防員喪

生，一人重傷情況嚴重；另外，有三十四棟

民宅全毀，二十棟半毀。

10月29日，美國總會慈濟志工陳清旺、

馮盈嶂及曾慈慧三人首次前往南加州森林

大火地點，探訪受災戶並勘查災區，並提供

「緊急慰問現值卡」給災民購買藥物及民生

物品。

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為安置在緊急災難收

容中心（Fellowship of the Pass Church）居民

提供三餐及住宿服務，讓受災戶視實際需求

前往住宿或接受輔導。慈濟志工也留下聯絡

電話，建立後續膚慰的管道與方式。

30日，慈濟志工再度深入災區勘災，並

轉往設在79號公路旁Hemet高中緊急災難中

心，以及波蒙市Fellowship of the Pass Church

的緊急災難收容中心，持續關懷受災戶，同

時前往拜訪往生的消防人員家屬。

11月3日，七位慈濟志工整裝三度前往
Esparanza地區的紅十字會災民臨時收容所，

關懷並膚慰災民，同時視災民生活所需，發

放「緊急慰問現值卡」，期許災民們早日回

歸正常生活。

■馬來西亞的緬甸難民兒童

慈青教導讀書識字學禮儀

2006.11.04

自2004年10月10日起，馬來西亞吉隆坡

慈濟志工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UNHCR）攜手合作，關懷流落馬來西亞

宗教學校的緬甸回教子民，定期提供免費醫

療服務、為孩子配眼鏡等，更聘請師資每週

三天教導這群孩子英語和馬來語，以提升他

們的語言能力。

慈善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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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位央宗教學校校長烏斯達玆阿哈菲

（Ustaz Alhafiz Hashim）是緬甸回教徒，因

為不忍孩子流落街頭，不識字，不會祈禱，

不會讀《可蘭經》，決定收留他們，並在士

拉央批發中心三樓租屋設立宗教學校，聘請

教師，教孩子讀《可蘭經》和宗教禮儀。

設立至今，孩童人數從三位增加至六十

位；靠著在批發市場搬運貨物，日薪馬幣三

十令吉，一個月九百令吉的收入來支撐。辦

學的艱辛可想而知。

是日，馬來西亞大學及拉曼學院的慈青

們，依約定期前往探望士拉央宗教學校的孩

子們，教導孩子讀書識字，並借由團康活動

學習生活禮儀與社會常識，全心全意地關懷

難民孩童的教育，讓他們在飄泊之中，感受

到異國的溫情。

■美國慈濟人大愛善行深受肯定

受邀參與南納帕遊民中心企劃

2006.11.06

2006年1月初，美國北加州索諾瑪郡

（Sonoma County）地區豪雨成災，造成數

以萬計房屋淹沒，居

民流離失所，尤以葛

恩維（Guerneville）

小鎮為甚。西北合心

區慈濟人不忍災民受

苦，自動前往支援，

膚慰災民受創的心。

慈濟大愛還更延

伸到納帕（N a p a）

地區，幫助災民解決

生活問題、住宿問

題，更協助災民清洗

爛泥滿屋的房子。善

行感動當地政府、其

他慈善團體與當地人

士，是故納帕郡政府

（Napa County）的
Project Manager Mr. 

Mr. Mitch Wippern，

便主動邀請慈濟參與南納帕遊民中心

（South Napa Homeless Shelter）的企劃案。

南納帕遊民中心（South Napa Homeless 

Shelter），是加州第三所遊民中心。由當地

善心人士捐土地、營建費，再由郡政府負責

管理。

此遊民中心有醫療設備、人員、廚房、

浴室、床位、輔導人員，主要以協助遊民自

立謀生為原則，而不是永久收留他們，每次

只收留六十人，需要有自立計劃（Recovery 

基礎班的小朋友從不會英文字母，到會念會寫；而大班的小朋友從對馬來文一竅不通，

漸漸學會聽寫及作文。攝影/顏倩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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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才能符合入住資格，這與慈濟理念相

吻合，也是慈濟應允協助主因之一。

11月6日南納帕遊民中心（South Napa 

Homeless Shelter）舉行開幕典禮，慈濟及其

他機構團體都受邀參加，慈濟捐贈的兩間醫

療室也開放供人參觀。

慈濟人醫會並計劃自2007年起到該中心

作不定期的義診，幫助遊民、眾多貧病老人

與低收入家庭，由衷期盼遊民們遠離苦難，

早日回歸正常的生活。

■美國華盛頓州皮爾斯郡水患

西雅圖志工發放暨清理家園

2006.11.13~20

美國華盛頓州皮爾斯郡（ P i e r c e  

County），因上星期破紀錄的暴風雨，造成

河水氾濫，淹沒住在River Park的四十多戶居

民的家園。

西雅圖慈濟志工們積極地與政府的負

責單位聯繫，得知受難名單後，即準備急

難慰問金，11月13日，二十位慈濟志工從

慈濟Kirkland會所出發，前往災區Sumner

市勘災。

在River Park Mobile Home進行第一次緊

急發放，共發放十二戶受災戶；面對災區一

片狼藉，志工們捲起袖子、彎下腰，協助災

民清理家園。

Pierce County的主委非常感謝慈濟人的

即時支援，看著這些驚慌失措的受難者，

接到第一筆救難款項時，不禁感動地潸然淚

下。而有些受難者更是緊緊地擁抱著師兄姊

們，心中充滿著無限的感激。

11月20日，西雅圖支會慈濟志工們一

行十三人，再度前往Sumner市做第二次的

水災急難救助，於第二個社區Rainer Manor 

Mobile Home Park發放與援助。

在第二次的發放裡，Pierce County緊急

救難Mr.Art主任向該社區災民介紹慈濟後，

志工們隨即分成三組請受災戶一一登記資

料，並膚慰他們無助、徬徨的心靈。第二次

援助，總共發放了十六戶受災戶。 

■印尼日惹慈濟希望工程

經5個月籌備後動工
2006.11.14

2006年5月27日，印尼中爪哇省日惹

（Yogyakarta）發生芮氏規模六點二的強

震，傷亡慘重，也使許多學生失去求學的地

方，教室被毀，桌椅也被損壞，只能在臨時

帳棚裡學習，高溫悶熱的氣候，塵埃細沙飛

揚的環境，在在妨礙學生們學習的專注力。

佛教慈濟基金會印尼分會援助日惹震災

行動中，將「印尼日惹慈濟希望工程」列入

長期援助的一環，會在日惹（Yogyakarta）

班圖爾縣（Bantul）傑提斯（Jetis）鎮興建

慈善記事

（左起）黃榮年師兄、Kanjeng Gusti Pangeran Haryo 
Hadiwinoto、日惹特區副省長Sri Paduka Pakualam IX、
郭再源師兄及前人民住房事務部長Cosmos Batubara參與
動土典禮。攝影/A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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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愛綜合學校。

有五間學校可共同使用綜合學校

的設備，即為傑提斯（ J e t i s）第一國

立高中、傑提斯（ J e t i s）第一國立中

學、傑提斯（ J e t i s）第一國立小學、德

里摩約（Tr i m u l y o）國立小學、仲卡蘭

（Jonggolan）國立小學。

經過數月的籌備工作後，是日，於傑斯

提（Jetis）鎮傑提斯（Jetis）第一國立高中

學校，舉辦慈濟大愛綜合學校動土典禮。

除上述五所學校師生外，日惹特區

副省長 Sri Paduka Pakualam IX， Kanjeng 

Gusti Pangeran Haryo Hadiwinoto（代表日惹

特區省長），班圖爾縣縣長 Drs. H. Idham 

Samawi 及當地政府官員，參加動土典禮活

動。

此外，日惹、雅加達、馬吉冷及三寶壟

的慈濟志工也一同出席盛會，期盼綜合學校

的落成，能為孩子們帶來更好的學習環境。

■斯里蘭卡慈濟大愛村二期工程動工�

學校等公共設施�一年後嘉惠村民

2006.11.17

隨著斯里蘭卡慈濟大愛村六百四十九

戶大愛屋完工，住戶陸續遷入，二期工

程所涵蓋的學校、職訓所、托兒所、鄰

里中心、大愛集會堂及醫療診所等公共

設施也接著展開。

斯里蘭卡於 2 0 0 4年 1 2月 2 6日發

生的南亞強震海嘯中重創，慈濟基金

會在第一時間啟動救助機制，義診勘

災團陸續出團，前往重災區漢班托塔

（H a m b a n t o t a）展開短、中、長期援

助。

11月1 7日，為大愛村二期工程動工

典禮，出席盛會的人數出乎意料，高達

三百多人，熱情的村民把現場擠得人山

人海。大家攜家帶眷前來共襄盛舉，歡

騰的景象就有如自家辦喜事一樣。

上午11時，動工儀式於全體齊唱斯里

蘭卡國歌及慈濟功德會會歌後正式揭開

序幕。大會邀請佛教法師及回教長老出

席，祝福二期工程能順利開展，如期完

工。

慈濟建築委員王明德表示，證嚴上

人秉持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理念，自

2004年12月26日南亞海嘯發生後就展開

安心、安身及安生的救援計劃。從早期

的義診、物資發放、臨時帳蓬搭建、大

愛屋援建，直到目前的二期工程建設，

長期陪伴災民走出傷痛，重建家園。

儀式最後，大家移至會場旁植樹。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未來一年內，中

學、職訓所、托兒所、鄰里中心、大愛

集會堂及醫療診所等將陸續林立於大愛

村內，嘉惠村民。

■鼎金國小遊覽車翻覆意外

台南慈濟志工緊急總動員

2006.12.03

12月3日高雄市鼎金國小舉辦家長會

聯誼活動，回程行經台南楠西梅嶺台三線

南一八八路段時，遊覽車翻覆，造成22人

死亡、23人受傷。

家住梅嶺附近的慈濟志工許吉彬，發

現多輛救護車陸續進入山區，便隨後跟著

進入了解狀況；得知是遊覽車翻落山谷意

外，立刻緊急聯絡當地慈濟人在第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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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動員協助救難。

慈濟志工張文郎獲訊後，聯絡台南區

八個和氣組隊動員。當天，共動員五百一

十六人，前往出事現場、奇美醫院柳營分

院、麻豆新樓醫院、署立台南醫院新化分

院、永康奇美醫院、台南成大醫院、殯儀

館等各點陪伴、助念，並致贈重傷者及往

生者家屬一萬元慰問金，以因應這

突來的巨變，須處理的意外所需。

檢察官連夜進行驗屍，慈濟人

也一路陪伴到最後；除了為往生者

助念，也安撫哀傷家屬們的情緒。

這一路的陪伴，給了往生者一份靈

安的助緣，更給予受災家屬們一個

安定的力量，膚慰每一顆受傷的心

靈。

■榴槤颱風重創越南五省

慈濟志工前往災區勘災

2006.12.06

榴槤颱風（DURIAN）橫掃東南亞，先

重創菲律賓，接著在越南南部五省釀成重大

災情，導致至少五十一人罹難，四十九人失

蹤，近二萬戶房屋毀損。

慈濟越南聯絡處，是日動員八位志工前

往災區之一：前江省勘災。一行人抵達前江

省會美荻市（My Tho），先與省紅十字會

會合，聽取災情簡報後，即前往兩處勘災地

點：鵝貢西縣、鵝貢東縣，展開勘災行動。

鵝貢西縣是受災區之一，災區集中在該

縣南方一處沙洲，計有一千一百一十一間房

舍倒塌，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毀損；而首當其

衝的鵝貢東縣，災情比其他地區慘重，計有

八百七十八間屋舍全毀，三千三百二十七間

半毀。

結束勘災後，志工回到胡志明市，召

開幹部會議做出結論，經初步討論，決定以

鵝貢東縣為主要賑災區域，對象是原來的貧

戶，並以屋舍全部毀損的為主。

慈濟人已與前江省紅十字會協議，訂於

12月8日星期五上午10點，在鵝貢東縣緊急

發放八百份慰問金，對象是當地屋舍毀損嚴

重的貧戶。慈濟人將持續關懷，陪伴災民度

過苦難的日子。

慈善記事

攝影/童素娟

攝影/慈濟越南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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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困工程卡馬爾區重建計劃

慈濟印尼分會再圓居民夢想

2006.12.06~18

位於西雅加達卡里德拉斯（Kalideres）

鎮卡馬爾（Kamal）村Kampung Belakang區

的居民，雖然位屬首都範圍，生活狀況卻

令人心酸；該區居民大部份是農夫，收入

微薄，棲身在以竹片為牆、泥土為地的房屋

裡，生活窘困，時常三餐無著落，更不用提

無力送孩子上學的無奈。

由於該區都沒有一間乾淨的廁所，再加

上井水只能用來洗衣、洗家具，根本不符合

飲食健康標準，所以居民僅能利用菜園的水

源來洗澡、洗刷和上廁所。

各組織早已注意該區的生活困境。因

此，慈濟印尼分會在圓滿完成紅溪河居民搬

遷工程後，旋即與雅加達政府合作，針對該

區展開「扶困工程卡馬爾（Kamal）區重建

計劃」，協助居民原地重建舒適住宅，而政

府將負責公共設備，如：乾淨用水設備站、

道路的援建。

2006年12月06日，十一位慈濟志工前

往進行實地調查，篩選援助對象；12月17日

實施「扶困工程卡馬爾（Kamal）區重建計

劃」綱領舉行動土典禮，並針對卡馬爾區第

「扶困工程卡馬爾（Kamal）區重建計劃」，17日舉行

動土典禮，由副執行長郭再源舉行象徵性儀式。攝影

/Ivana

「扶困工程卡馬爾（Kamal）區重建計劃」動土典禮，

眾多來賓參與，期居民們能早日改善生活。攝影/Ivana

「扶困工程卡馬爾（Kamal）區重建計劃」，將興建的

房屋有兩種類型：28平方米及40平方米，28平方米有13

間而40平方米有11間。攝影/I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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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街一千七百戶貧戶發放愛心大米。

雅加達省長蘇迪約梭（Sutiyoso）在典

禮致詞中表示，「居民有舒適居所、孩子普

受教育，是長久以來的夢想，慈濟基金會一

直以來都是改善居眾生活最忠實的支持者，

我代表雅加達居民向慈濟表達感謝。」

接著，蘇迪約梭（Sutiyoso）與印尼分

會副執行長郭再源，在一塊空地上象徵性地

舉行動土儀式。第一階段，決定援建戶數共

有二十四間房屋，將興建二十八平方米及四

十平方米兩種類型住屋，每間房屋將設兩個

房間、一間洗浴室、一間廚房和一間客廳。

動土後，18日立即展開拆除及重建工

程，居民們也歡喜協助拆屋，期盼新居能

早日落成。住宅是從事工作的起點，也是

安身之地，更是每個人最溫暖的避風港，

但願有了舒適的住宅，他們能擁有更美好

的生活。

■榴槤颱風、馬容火山雙重重創

菲律賓分會展開為期三天救災

2006.12.12~14

強烈颱風榴槤（DURIAN），11月30

從菲律賓呂宋島南端東岸登陸，在強風豪

雨吹襲下引發土石流，亞眉省（Albay）

馬容火山（Mayon Volcano）淤積多年的

火山灰及石塊傾瀉而下，淹沒了山腳邊八

座村莊的大部份地區，許多尚在睡夢中的

民眾走避不及而喪生。

慈濟菲律賓分會自12日起，深入災區

展開為期三天義診、發放的救災行動，物資

發放預計嘉惠約三千多戶，最後一天並規劃

「以工代賑」的方式提供居民工作收入，邀

約居民一起清掃家園，帶動當地生機。

■印尼亞齊大愛一村學校啟用

呵護國家幼苖成長

2006.12.16

南亞海嘯屆滿二周年，由慈濟印尼分會

援建的印尼亞齊大愛一村學校，是日舉辦啟

用典禮。 

是日，來自台灣、雅加達、棉蘭的志

工們，陸續抵達會場。啟用典禮除了慈濟人

之外，也邀請了大愛村居民、學生，及印尼

社會部祕書長科里哈山（Kholis Hasan）參

與，見證喜悅的一刻，約有五百多人參與這

場盛會。學生還精心準備手語歌和傳統舞蹈

表演，表達對慈濟人深深的感謝。

目前位於亞齊省（A c e h）大亞齊縣

（Kabupaten  Aceh  Besar）班達亞齊市

（Banda Aceh）班德烈村（Panteriek）的大

愛一村有三所學校，包含幼兒園、小學、中

學，總共三十七個班級；分別是國立第二幼

兒園四班、國立第十小學二十一班及國立第

十四中學十二班（印尼公立學校以數字做為

學校名稱）。

其學費全免，目前已經有二百六十二個

孩子，進入學校就讀，預計將招收超過一千

個學生；除了學校之外，還有一座清真寺尚

在趕工中，預計下星期完成，屆時一村的居

慈善記事

攝影/慈濟印尼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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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就能有一個地方禱告。

今天的啟用典禮，還贈送書包和文具給

學校的小朋友們。背上了書包，學子們未來

求學的路上，都有慈濟人的祝福相伴。

■台北林口重大工安意外

慈濟人溫暖關懷驅寒意

2006.12.17

台北縣林口鄉文化三路工地，12月17日

傍晚，發生工安意外，造成五人死亡、 一人

受傷。

晚間9點半，林口慈濟志工羅瑞香接獲

通知，便立刻啟動連絡網，佈達慈濟人前往

關懷。志工陸續到林口共修處集合，隨後分

頭展開關懷行動。

志工余桂子聞訊後即刻搜購老薑，志工

們穿梭廚房，分工合作，燒煮驅寒保暖的薑

母茶；為爭取時間，另一組志工則前往志工

李永茂家裡煮鹹稀飯。並在深夜12點以前送

達工地。

工地現場嚴格管制進出人員，許多警

察、消防人員、社工、記者等皆在外圍守

候。時值寒流報到，志工們雙手恭敬奉上一

杯杯熱騰騰的薑母茶、鹹稀飯，在寒冬的夜

晚是最及時的關懷。

慈濟人雖不能在現場幫忙救災，但是能

夠帶給大家安定的力量。當家屬看到慈濟人

時，就很自然說出他們的需要：「師姊可以

給我兩條往生被嗎？」志工陳權馬上返家拿

取，家屬感謝慈濟人的溫馨關懷。

台北縣長周錫瑋前來關懷時，也立刻向

慈濟人致謝，並稱讚慈濟大愛的精神。此時

一陣騷動，一輛救護車緊急從工地開出，直

奔醫院，五位志工也隨後趕往林口長庚醫院

持續關懷，用愛陪伴、膚慰罹難者的家屬。

■大愛在佛國蔓延

斯里蘭卡水患發放

2006.12.19

每逢年底，斯里蘭卡南部就進入雨季，

但今年卻因全球氣候變化，降雨量比往年

豐沛許多。連日豪雨，導致許多地區湖水高

漲，水淹房舍。

1 2月1 8日早晨，可倫坡志工胡玲來

電告知，漢班托塔鎮毗鄰的蒂莎瑪哈拉瑪

（Tissamaharama）發生水災；慈濟漢班托

塔辦事處職工烏迪尼（Udeni）及蒂露旭

（Dilrukshi）也從電視新聞中看到該鎮多區

嚴重淹水。

透過蒂露旭向該鎮公所（District Office, 

D.S）查證，得知許多災民被迫撤離，暫住

設立於學校及社區中心的五個臨時收容所。

早會後，志工一行四人前往蒂莎瑪哈拉瑪鎮

公所向鎮長瞭解災情，並前往五所收容中心

探詢。

五所收容中心內，唯有雅達甘地亞學校

（Yodakandiya School）已有其他非政府組織

援助，生活物資方面尚不缺乏，只需一些大

水桶供儲水用。

至於其他的四所收容所奇林達穆斯林學

校（Krinda Muslim School）、奇林達佳瑪

學校（Krindagama School）、漁民社區中心

（Fishery Community Centre）及亞古魯古達

（Akurugoda），雖有其他團體給予物資，

但接下來幾天將面臨缺糧的問題。

適逢馬六甲暨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濟

雨抵達漢班托塔，立即針對援助計劃進行討

論，會後決定給予四個將面臨斷糧的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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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物資發放。

志工按照收集到的數據，進行三天份的

物資採購，包括白米七百公斤、馬鈴薯三百

公斤、印度豆一百四十公斤及辣椒粉二十公

斤等等。

12月19日上午10時許，志工們載運整車

物資前往收容所發放。發放將分成上下午兩

個梯次；上午先到奇林達穆斯林學校及奇林

達佳瑪學校，下午再到奇林達漁民社區中心

及亞古魯古達進行發放。共嘉惠二百七十五

戶、近一千人，及時解決災民斷糧問題。

■馬來西亞百年罕見水患

慈濟七分支據點齊動員

2006.12.20~21

馬來西亞中南部連日豪雨，造成南部

馬六甲、柔佛、森美蘭、彭亨四個州嚴重

水患，超過四萬多人受災；截至12月21日中

午，共有近九千戶受災，四萬五千人受影

響，收容中心多達三百多所。

慈善記事

攝影/甄子豪

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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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豪雨，馬國政府表示是百年罕見，

房舍被淹，道路積水，寸步難行，受災區

域包括整個南馬，除了柔佛州、芙蓉、馬六

甲，關丹也有災情傳出。

慈濟馬來西亞七個分支據點，組成合

心網，更於馬六甲、麻坡、居鑾、新山、哥

打丁宜、峇株巴轄等地紛紛成立緊急應變中

心，立刻展開勘災，並發放礦泉水和熱食，

同時也到收容中心安慰災民。光是馬六甲分

會就動員了200多人次，分成七小組前往收

容中心了解災民的需求。

倉皇逃出的災民，身無一物，慈濟人發

放緊急物資，包括草蓆、礦泉水、速食麵、

牙膏、嬰兒尿片、奶粉、衣物與棉被等日常

所需，紓解災民的燃眉之急；居鑾慈濟人甚

至連臨時收容所的廁所也合力打掃乾淨。

災民驚訝慈濟動員快速，而志工的呵

護、關懷，身心靈全方位的緊急救援，也為

災民減少許多不安感。

證嚴上人於早會開示時，特別感恩馬來

西亞七個據點的慈濟志工，展開合心連線，

以慈悲與智慧並行，膚慰人間苦難。

■三重蘆洲慈濟人寒流來襲前�

送愛關懷街友

2006.12.28

受大陸冷氣團影響，嘉義以北沿海空曠

地區將出現攝氏十度左右低溫，氣象局發出

低溫特報。

蘆洲慈濟人擔心街友在濕冷天氣中挨餓

受凍，是日晚上，於三重慈濟園區臨時召集

約百位志工規劃路線，將即時物資睡袋、外

套、圍巾、手套、鹹粥、蛋糕等，緊急送到

街友手中，讓街友在寒冬中能得到適時的幫

助。

警聯會成員林年桂邀請吳東益員警陪同

參與，志工們一路從中山公園、永安北路、

尼加拉瓜公園、中山市場到民族路，在街頭

巷尾尋覓街友們的身影。

街友是社會邊緣的一份子，他們各有不

同的苦衷和苦難，每每隱藏在幽暗的角落，

也因為居無定所，常常是一群被遺忘的同

胞。

今晚三重、蘆洲區慈濟人，趕在寒流來

襲前，將這份愛心及時送到街友手中，也是

在風雨中尋尋覓覓，完成了該做的事！

■馬國藝人為水患獻上「關懷」

單曲所得、全捐慈濟

2006.12.31~2007.01.06

天氣變壞淹沒了家　變成汪洋大海

在挑戰的擂台�　相信我們與你同在

明天醒來��祈求�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失去的要不回來　快樂還在遠處等待

換個心態　克服眼前重重的阻礙

站在舞台　把希望的燈火亮起來

讓我們　唱出關懷

把煩惱悲哀全都拋開

讓我們　獻上關懷

一起用力大聲唱出來

讓我們唱出關懷

打敗所有悲傷和無奈

讓我們　獻上關懷

一起創造美好的未來　　──《關懷》歌詞

連日的大雨、無情的洪水，摧毀千萬家

園，奪走寶貴生命，馬來西亞南部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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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森美蘭、彭亨四個州災情最為嚴重，

超過四萬多人受災。

傷心無助之時，馬來西亞藝人曾繁彬，

心繫家鄉昔加末縣的災民同胞，憑著一股衝

動，發起「唱出關懷拯救行動」，用歌聲撫

慰傷痛，製作單曲CD籌募救災基金。

單曲《關懷》，由曾繁彬作詞、鄭億華

作曲，由於各藝人檔期不一，擇於12月26日

由十八個單位歌手、藝人及電台主持人，分

別在國內外灌錄歌曲，而後結合；還有前後

期製作及封套設計等；各單位分毫不收，傾

力相助。

從寫歌、編曲、錄音及文宣設計，CD

從無到有，總共只用了九天的時間。30日，

單曲CD製作完成，曾繁彬等人把單曲CD送

到武吉免登靜思書軒（吉隆坡門巿），由

志工協助包裝。31日，正式推出CD，五千

片單曲CD採樂捐方式，每片以馬幣十令吉

起價，截至2007年1月6日已成功募得馬幣三

萬一千多令吉，所得全數捐予慈濟吉隆坡分

會。

2007年1月6日，慈濟吉隆坡分會與靜思

書軒聯合舉辦「揮別洪水．唱出關懷」分享

會，會中感恩《關懷》單曲CD台前幕後的

歌手與製作團隊，同時透過賑災紀事影片，

讓觀眾進一步了解慈濟在這次水患中的救援

行動。

慈濟志工陳濟佑向大家報告慈濟人的救

援行動和進展，並代表慈濟頒發感謝狀，期

待演藝人員也能成為親自用雙手膚慰災民的

一員。

慈濟吉隆坡分會與靜思書軒聯合舉辦「揮別洪水．唱出關懷」分享會，曾繁彬邀請台前幕後演唱的歌手一同來參與。

攝影/紀文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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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記｜事

■中醫巡迴醫療嘉惠無中醫醫療鄉鎮

慈院中醫科秀林鄉和平村免費看診

2006.01.03

為嘉惠無中醫醫療鄉鎮民眾，健保局與

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合辦「中醫醫療資源

缺乏地區中醫門診巡迴醫療試辦計畫」，由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醫科於每週二至秀林鄉

和平村提供中醫巡迴醫療，民眾不需負擔任

何費用，更可以省去往返醫院看診的時間。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中醫科承辦的中醫門

診巡迴醫療服務，於2006年1月3日起，每週

二上午九點三十分至中午十二點於秀林鄉和

平村社區活動中心看診，提供中醫內科、婦

科、針灸科、骨傷科等醫療服務，落實嘉惠

鄉民的美意。

■人醫會與台北慈院聯手

澎湖青年擺脫「象腿」

2006.01.07

二十六歲的蔡先生家住澎湖縣馬公市，

七年前的一場車禍導致靜脈淋巴栓塞，引發

蜂窩性組織炎，雙腿腫脹如象腿那麼粗。過

去幾年，他尋遍了全台灣的大小醫院，求助

不少醫生，腫脹的雙腿總是難消。直到2005

年3月，慈濟北區人醫會到澎湖義診，才讓

他重燃一線生機。

當天，蔡先生在志工、人醫會以及慈濟

醫院台北分院通力合作下，搭飛機來台灣並

轉乘醫療車至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就診。院長

蔡勝國、副院長張耀仁領著醫療團隊，立即

展開會診計畫。

醫療團隊由蔡勝國院長指揮，經過檢

查，目前，治療重點有二個考量－－減

重、消炎，蔡院長建議蔡先生配合醫院

設計的素食減重餐。「以他的年紀，那麼

輕，前途才正要開始，我們無論如何，都

一定要給他希望。」蔡院長表示，醫療團

澎湖的蔡先生因雙腿腫大如象腿，前來新店慈院治

療。圖為蔡勝國院長為他檢查腳趾。攝影/陳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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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會盡全力來醫治。

蔡先生的爸爸陪在一旁，眼眶泛著淚

水說：「我孩子的腿，夠折騰人了！前幾

天，莫名其妙爆開來，血流不止，才送醫

急救。」蔡先生在一旁，驚怕的表情寫在臉

上，彷如惡夢還揮之不去。

「我的雙腿醫好了以後，要加入慈濟，

當慈誠，幫助別人……」。「痛」，讓蔡先

生顫抖不已但卻堅定地發願。

■大林慈院慶祝藥師節

行動劇解說藥品取得流程

2006.01.13

大林慈濟醫院為了慶祝1月15日藥師

節，今天提前在醫院大廳舉辦「健康醫院，

藥師與您有約」活動。由於藥師平日工作環

境較為封閉，希望藉此活動加強民眾對藥師

的了解。

藥師們透過行動劇，讓民眾了解藥師的

作業及病患藥品取得流程。從醫師開好處方

箋後，藥師需確認病人的年紀、體重、過敏

史，以及劑量是否須做調整等，當調劑師調

好藥之後，藥師會再次核對藥品，包括病患

是否正確、身份、數量、劑量、規格等「五

對」，確認後藥品才算是完成，目的就是要

達到「病人用藥安全」。

病患領完藥後，領藥處更有專人為民眾

解答各種用藥疑慮，另外為加強對民眾的服

務，大林慈濟醫院目前還有藥師針對慢性病

患及長期需要服務的族群做定期電話關懷；

藥物諮詢專線更是二十四小時提供服務、解

惑，讓民眾用藥安全無虞，健康更長久。

■台北慈院首例人工電子耳

瀕聾男子重獲新「聲」

2006.01.16

現年三十二歲的李先生，患有先天性重

聽，雖然還聽得到聲音，但是發音變得含糊

不清，而在高中時，右耳卻突然間聾了！爾

後，只能藉著助聽器及FM調頻的使用，重

新與這個世界接軌。

約莫四、五年前，李先生發現自己連戴

上助聽器都聽不到任何的聲音，但不久卻又

聽得到了，這現象反覆發生兩次，讓他開始

緊張了起來。後經人介紹，他前往大林慈濟

醫院尋求吳弘斌醫師診治。

吳醫師在大林慈濟醫院服務期間，曾前

往澳洲學習人工電子耳的相關技術，學成回

國後成為雲嘉地區第一位「人工電子耳」的

專任醫師。

吳醫師於2005年轉任台北慈濟醫院，

李先生不辭辛勞遠上台北追隨吳醫師的腳

步，並於2005年12月27日在台北慈院植入

人工電子耳，1月16日回院複診，接受聽力

測試。他對於聲音的辨識度非常敏銳，手

術相當成功。
藥劑師們精心策劃用藥行動短劇，並藉由有獎徵答活

動，加強宣導用藥安全與知識。攝影/江佩如

醫療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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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醫生說，一般而言通常要半個月，甚

至要更久的時間才會開始逐步適應，李先生

短短十五分鐘就有這樣的成果，很有可為；

這也是台北慈院第一例成功植入人工電子耳

的成人個案。

■大林慈濟醫院呼吸照護病房��

照護品質獲健保局評鑑Ａ級

2006.01.20

大林慈濟醫院呼吸照護病房成立於2003

年初，目前共有三十個病床，採取獨立式的

病房，不僅採光良好，也顧及病患隱私。

呼吸照護病房以完整的急性疾病救治、

呼吸器脫離中心、慢性呼吸照護病房及居

家照護服務，給予呼吸衰竭患者全方位的照

護，同時解決急性加護病房佔床壓力，醫護

人員也會視病患的情況，給予呼吸訓練，讓

病人可以脫離呼吸器。

呼吸照護病房除了有舒適的環境及認真

負責的護理人員外，還有專業胸腔內科醫師

隨時守護病患的健康。每天早上，醫師、護

士、護佐、呼吸治療師等，都會先開會討論

病人的狀況，讓大家對每一位病患的情況都

瞭若指掌，也才能給病患最好的照護。

日前，經健保局南區分局的評鑑委員到

醫院評鑑，獲得該分局評鑑為照護品質Ａ級

的肯定。

■日得拉洗腎中心重新啟用

提供短期洗腎圓遊子返鄉夢　

2006.01.25

2005年12月18日，一場罕見的大水災襲

擊馬來西亞半島北部，其中日得拉鎮也是災

區之一，位於該鎮的慈濟洗腎中心也受到影

響，腎友們暫時送到其他醫院進行洗腎。

災後，因擔心細菌在木製地板、躺椅

的縫間滋生，洗腎中心全面進行消毒及維修

工作，其中包括洗腎機等；並且重新鋪設地

板、購置全新躺椅。

1月25日，經過一個月馬不停蹄地整

修，日得拉慈濟洗腎中心終於在農曆新年前

重新啟用，圓滿腎友們盼望的心。

過年期間，在外地工作的人都會返鄉，

但對於需要洗腎的遊子，為免除他們因找不

到可供短期洗腎的地方，而無法返家過年，

慈濟洗腎中心也決定提供他們就近洗腎的方

便。

■沈女士血管瘤破裂腦死

器官捐贈遺愛六名患者

2006.02.01

「無常」，讓北上參與喜宴的沈女士因

突發的頭痛，陷入昏迷指數只有五分（最低

三分）的險境，生命跡象非常薄弱。

1月13日沈女士轉院至慈濟醫院台北分

院，經電腦斷層掃描發現顱內大量出血，造

成顱內高壓，壓迫到腦幹，但在尚未做血管

攝影之前並不適合開刀，只能暫時運用藥物

降低顱內的血壓與腦壓。

1月20日，昏迷指數升至六分，經血管

攝影發現沈女士有血管瘤的情況，懷疑是因

血管瘤破裂造成重度昏迷。但隨即昏迷指數

再度下降只剩下三分。

醫師、負責器官捐贈的社工師、家屬

已預知不樂觀的後果，身為慈濟委員的沈

女士姊姊及志工於是與沈女士的先生分享

著，生命的結束並不代表一切就這麼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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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留下帶不走的身軀還是可以做很多有

意義的事情。

1月31日是沈女士44歲的農曆生日，志

工張雁寒特別邀請家屬一同為沈女士舉辦一

場精緻又溫馨的慶生會。慶生會中「生死皆

自在」的分享，觸動沈女士的先生，經深思

後，智慧勝於不捨，同意為沈女士做器官捐

贈，期望遺愛人間。

當天經二度腦死判定後，晚上十一點

三十分，在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器官捐贈移

植小組召集人李明哲醫師的率領下，一

一摘下沈女士的心臟、肝臟、二枚腎臟、

二枚眼角膜，經轉贈他院共有六名患者受

惠。

■美國牙醫協會發起紐奧良義診

慈濟人醫會牙醫師熱情參與

2006.02.06

美國牙醫協會於今年一月發起為期七天

的紐奧良牙醫義診，慈濟人醫會遠從紐約、

洛杉磯等地共七位牙醫師、六位牙醫助理、

八位志工一起響應參與。

2月6日是義診首日，一早，設立在阿

都邦動物園的義診現場，等待看診的隊伍早

已超過了幾個路口，可說是盛況空前！大約

上午十點鐘，就有近千名病患在等待。較晚

到達的，就只能請他們先回家，隔天再來排

隊。  

對很多紐奧良的民眾而言，這次的義診

是他們期待已久的。卡崔娜颶風後，需要就

醫的人面臨幾個大問題：

一、醫師因為自己的診所或醫院被風災

破壞了，或原有的病人疏散不住本地，因而

到別處求生存，預估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醫師

離開紐奧良。

二、許多留在紐奧良的民眾因為工作沒

有了，也沒有辦法負擔起昂貴的保險費，只

能祈求老天保佑，不要生病。

三、有保險的人因為醫師離開或醫院也

淹水受到破壞，想看病也沒有辦法。

大愛醫療巡迴車上備有先進的電子X光

照射設備，為病人做牙齒X光照射，提供醫

師們做最好的處理。因為不少醫師及組織們

常到車上走訪參觀，林俊元與廖敬興兩位醫

師除為病患拍片子外，同時把握機會也為參

訪者介紹慈濟。另外多個組織備有牙醫車，

彼此經驗的交流，讓大家收集到許多寶貴的

資訊。

■花蓮慈濟醫院成立生殖醫學中心

試管寶寶生命尋根之旅

2006.02.09

2月9日，花蓮慈濟醫院為了「生殖醫

學中心」的揭幕及慶祝「花蓮地區第一位試

管嬰兒誕生六周年」，舉辦「試管嬰兒尋根

大團圓」活動。希望由花蓮慈濟醫院所培育

沈女士生前即曾表達要做器官捐贈的意願，如今在先生

的深思抉擇下，終於為她完成心中的大願。攝影/吳瑞

祥

醫療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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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試管寶貝」，一起回到孕育生命的起

點，尋根團聚。

花蓮慈濟醫院自1997年成立試管嬰兒實

驗室，並於2000年產下第一例試管嬰兒，至

今已六年。

近年花蓮慈濟醫院陸續引進精原細胞處

理、單一精蟲顯微注射、精卵及胚胎冷凍、

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等與世界同步的最新人

工生殖技術，及全程照護的團隊，協助遭遇

不孕問題的夫妻們，採最合適的技術，讓生

子之願不再遙遠。

「媽媽，我是從哪兒來的？」「媽媽，

我是怎麼進到妳肚子的啊？」為人父母常常

難以說明這些生命起源的問題。藉由此次機

緣，邀請這一群一歲到六歲不等、由醫護人

員與父母全心關注與呵護的孩子，回到他們

的「發源地」，與父母以及醫護人員共同展

開一場生命尋根之旅。

「試管寶貝們」在幼教老師的帶領下，

親自體驗自己生命的開始與成長，還有出生

前在媽媽肚子裡的模樣，以及出生那一刻母

親的艱辛痛苦，讓孩子知道生命的可貴，懂

得感恩父母。

■志工長期關懷膚慰

印尼青年喜獲重生

2006.02.09

八歲從樹上跌下，造成腿部受傷，開

刀處理後轉變成腫瘤發炎，二十七歲的爹迪

〈Dedy Indrayanto〉曾經數度就醫，開刀切

除腫瘤。然而，一直都沒有成效，腫瘤還不

斷的擴大，壓迫而造成腿骨扭曲變形。

2004年8月，巴淡島第六次義診，爹迪

在四哥祖的陪伴下求醫，因病情特殊而被列

為個案處理。

2004年12月3日，爹迪轉診至馬六甲，

因病情不樂觀，膿水已灌進肚子，為了慎重

起見，又被推介至吉隆坡馬大醫院，經抽血

檢驗後，醫院無法判斷其病症，所以不建議

他動手術。

2006年1月24日，巴淡島志工李玉妹帶

爹迪到新加坡作檢驗。經中央醫院骨科腫瘤

專科主治醫生Tan Mann Hong初步診斷為先

天性淋巴水腫瘤〈Primary Lymphedema〉，

且根據斷層掃描報告〈CTScan〉判斷，病

患的淋巴水腫已擴散至右小腹；評估開刀後

傷口或許會腐爛或膿水不止，手術有一定的

危險性。

2006年2月9日，歷經二小時二十分鐘手

一走入病房，爹迪斜躺在病床上，看見志工來探望他，

嘴角泛起淺淺的笑意。攝影/吳曉紅、陳偉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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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爹迪切除了整隻右腿。

同時主治醫生Tan Mann Hong也表示不

收醫師手術費。

對於慈濟志工持續的膚慰關懷以及各方

給予的協助，四哥表示感謝；未來兄弟倆皆

會以行動來表達對慈濟的感恩，也會獻出自

己的一份力量。

■自體幹細胞治療慢性期中風

花蓮慈院全球首次人體實驗

2006.02.13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表示，一種名

為「顆粒白血球刺激因子（G-CSF）」的藥

物，原本用於骨髓受贈者，使其骨髓中的造

血幹細胞跑到周邊血液，以修補受傷組織；

而根據花蓮慈濟醫院研究，這種藥物用在中

風急性期的患者身上，也有修補腦神經細胞

的功用。

花蓮慈濟醫院的初步研究蒐集了十名

缺血性中風患者，其發病時間都在七天內，

其中七人連續五天注射G-CSF，另三人未注

射；經一年多追蹤，七名患者原本半邊偏

癱，有六人行動力已明顯改善，而未用藥的

三人則無顯著恢復。

不過，國內多數中風癱瘓患者，發病

多已逾半年；為了解這種藥對陳舊型中風

的療效，花蓮慈濟醫院也完成動物實驗，以

G-CSF注入中風逾兩週的老鼠體內，結果這

些偏癱老鼠行動力恢復達原來八成以上；因

成效良好，衛生署已同意花蓮慈濟醫院進行

人體試驗。

根據計畫，未來將選中風半年到五年的

患者為對象，先將G-CSF注入其體內，使周

邊血液中的幹細胞增加，再抽血萃取出幹細

胞；經電腦立體定位的外科手術，將數百萬

到上億顆的幹細胞，注射到腦部受傷部位，

進行修補。

這種療法的幹細胞取自患者體內，沒

有排斥問題；而採直接植入，也不怕幹細胞

到處亂跑。且成人的造血幹細胞不像胚胎或

臍帶血的幹細胞原始，分化能力也較弱，較

不虞失控，長出腫瘤等病態細胞，安全性較

高。

由於這將是全球首次以自體幹細胞移植

治療慢性期中風，第一階段只打算進行六例

人體試驗，觀察其安全性；但目前已有一、

兩千人登記當受試者，其中不乏海外病患。

■馬國淋巴水腫少年三階段醫療

今動第一次刀祈給「健全的人生」

2006.02.16

來自馬來西亞的左腳淋巴水腫少年蘇

翊竤，於2006年2月4日來院接受治療，經過

一連串的檢查，團隊並於2月9日召開醫療會

議，在排除了血絲蟲造成的淋巴管阻塞後，

2月13日進行淋巴管攝影，今天（2月16日）

正式舉行第一次手術。

由於翊竤的淋巴水腫是從左骨盆腔以

下開始拓展，所以整型外科李俊達主任表

示，將以三階段方式進行，第一階段先治療

小腿，第二階段治療大腿，第三階段是骨盆

腔及生殖器等。但是第二階段是否要分段手

術，就要視情況而定了。

今天的手術過程很順利，從動刀到完成

實際上只花了三小時。而為了讓手術順利，

讓癒後情況更好，這一週來，李主任天天

到病房去為翊竤刷腳，以達到完全消毒的作

用。因為手術將多餘的淋巴取下後，皮膚還

醫療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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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貼回去，所以皮膚的準備很重要，一定

要保持最佳無菌狀態，才能讓術後恢復得好

又快。

李主任表示翊竤個性內向，原本交友就

較不易，而左腳腫脹更讓他不易交友；再加

上生殖器也有淋巴水腫，必須包尿片，也影

響心理。所以除了還給翊竤一隻正常的腿之

外，在第三階段的手術時，也會幫翊竤修補

出一個「健全的人生」。

■花蓮慈院首次獨立裝設人工電子耳

重度聽障者「聽」到了

2006.02.16

2月16日下午一點半，重度聽力障礙者

──八歲的小魚（化名）進行人工電子耳

「開頻」。

人工電子耳共設有二十二個頻道，聽力

師鄒嘉惠分別打開每一個頻道為她測試。每

次測試若聽到聲音，都會要她舉手做反應，

這個制約動作，小魚共做了二十二次。

所以當二十二個頻道都個別測試後，接

著為她進行「開頻」動作，也就是二十二個

頻道全打開。當打開全頻的那一剎那，小魚

馬上舉手並放聲大哭。聽力師表示：「那一

幕，真是驚心動魄！」因為她「聽」到了打

從她出生以來，從來沒「聽」過的聲音。

小魚的主治醫師──耳鼻喉科周昱甫表

示，其實小魚在未滿六歲時，即來到醫院做

檢查。當初就建議要做人工電子耳，但是由

於所費不貲，小魚的家長負擔不起，所以從

此就沒了下落。

但是語言治療師張乃悅常利用下鄉的

時間，與老師及家長互動、溝通。在老師承

諾為小朋友做後續復健動作、負擔交通費之

後，再加上醫療費用部分，社工也同意尋找

支援，終於讓家長決定讓孩子接受治療。

周醫師表示，93年6月花蓮慈院曾做過

第一例人工電子耳；但是，那一次是邀請澳

洲教授Pyman前來指導。而這一次是由花蓮

慈院醫師親自裝設人工電子耳的第一例。

哈鐵木爾醫師（右）與陳俊亨醫師（左），一同蹲下來

為患有小兒麻痺的林先生看診。攝影/程玟娟

小 魚 背 後

背 的 就 是

人工電子耳

的語言處理

器。。攝影

/程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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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院醫療協力組隊

職志一致關懷照顧戶

2006.02.18

今年起，花蓮慈院原本已在進行的往

診，因有醫療協力組隊的承擔，將更加密

集。醫療協力組隊係由院內已受證為委員、

慈誠的醫護同仁組成，而過年後的第一次往

診，就由醫療協力一隊開始。

今天（2月18日）關懷的個案是秀林鄉

加灣部落慈濟的照顧戶或關懷戶。由許文林

副院長領隊，尚有哈鐵木爾醫師、復健科陳

俊亨醫師等十一人。

案家二歲左右的小朋友是走路踮腳尖

經常跌倒。經哈鐵木爾醫師診視後，發現孩

子頭頂凹陷。哈醫師表示，如果以盒子來形

容，意思就是孩子「頭的盒子」太小（太早

定型），無法容納發育中的大腦，於是建議

住院一週做檢查。

案家阿嬤是心臟有問題，而且整個人神

情萎靡。許副院長為她聽診，但聽不出有任

何雜音，擔心可能是梗塞的問題，於是建議

阿嬤到醫院就醫。許副院長並當場打電話回

醫院，確認今天有心臟科門診後，社工怡嘉

立即協助掛號，並請家屬帶阿嬤去看病。

案家周女士育有四女一男，其中二女及

兩歲的么兒有唇顎裂。社工擔心這位年輕的

媽媽有可能再懷孕，建議她進行結紮或者裝

避孕器。最後決議，要這位年輕的媽媽帶老

么去看病，同樣由社工當場協助掛號。

針對今天個案，許副院長請怡嘉做記錄

以供查詢，下次也可請有關的醫師一起來往

診。許副院長表示，他今年已向上人許願，

每周六上午都會進行往診關懷活動。而往診

的最大意義，在於預防，所以將朝衛教方面

盡力去協助，希望能慢慢改善民眾健康以及

生活環境。

■外勞健康關懷暨愛灑活動

盼愛的循環祥和社會

2006.02.19

今年度第一場外籍勞工健康關懷暨愛灑

人間活動，慈濟基金會結合台北市政府勞工

局、衛生局、市立婦幼醫院，2月19日下午

醫療記事

許文林醫師為一位心臟有問題的阿嬤聽診。攝影/程玟

娟

有感於外勞以照顧老人或病人居多，特別請護理師實地

詳盡說明CPR急救過程，並告知碰到有狀況時，要特別

講清楚地址，以搶救生命。攝影/鄭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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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北車站東一門，正式登場。

來自菲律賓的Kelly，從聖多福教堂得

知慈濟有牙科義診，今天特別來看看。當她

從牙醫義診醫療服務車下來後，格外開心地

說：「以前我去看牙醫，洗牙時覺得很痛；

今天，我覺得醫師的手非常『輕柔』，不會

感到痛呢！」

有感於外勞以照顧老人或病人居多，特

別請護理師實地詳盡說明CPR急救過程；並

告知碰到有狀況時，要特別講清楚地址，以

把握搶救生命的時機。

來台工作的外勞，每日除繁重的工作

外，更缺乏親人隨身的關懷，苦悶是必然的

事。今天也特地安排身心科的門診，醫師專

注傾聽，並提供紓壓的方法及相關的諮詢管

道；只希望離鄉背井的他們，也能感受到如

親人般的關愛。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副局長蕭淑燕說：

「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讓外勞感受到溫

暖，如此能平衡外勞的情緒，外勞能將愛心

轉化在僱主身上，建立善的循環，除了祥和

社會，更提昇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

■慈濟印尼分會義診中心院長交接

傳承愛與感恩繼續為病患服務

2006.03.02

位於金卡蓮大愛一村的慈濟印尼分會

義診中心，自2003年8月25日成立迄今兩年

多，已成為能夠進行手術的醫院。其中，若

沒有負責人 Ruth Oni Anggriani 醫生的努力，

也許無法有這樣的成績。

3月2日，為金卡蓮慈濟義診中心新舊

任院長交接，Ruth 醫生即將卸任，而由  

Kurniawan 醫生來接任。義診中心同仁為

Ruth醫生舉辦一場溫馨感恩會，感恩她這幾

年擔任義診中心的負責人。

Ruth 醫生分享到，在義診中心工作時，

經歷很多有趣的經驗。義診中心剛成立時，

面對一些難纏的人，她覺得是最辛苦的，

但她仍用愛心來面對。她相信，只要散播愛

心，就算多難相處的人，也會成為朋友。她

表示，雖然不在其位，但有機會會回來當志

工服務病患。

義診中心的新任院長K u r n i a w a n   

Tjahajadi，曾在Papua擔任醫生，牢記父母

親要他以無私的心幫助別人，並要耐心及

細心的幫助病患，讓他們即時獲得治療。

Kurniawan醫生承諾，未來將不分階層服務

病患，也不分病患是哪裡的人，只要需要幫

忙，我們一定會幫忙。

■大林慈院持續社區健康營造

明和里「健康柑仔店」開店

2006.03.03

為了促進鄉親的健康意識與健康生活型

態，大林慈院繼去年成立健康柑仔店之後，

在明和里甘蔗崙社區志工熱心推動之下，明

社區志工幫社區裡的長輩量血壓，為健康把關。攝影

/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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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里的健康柑仔店也順利在今天開張了！

這家位於明和里活動中心的健康柑仔

店，社區居民以當地的舊地名稱呼它「甘蔗

崙練功坊」。

3月3日下午，三十幾位來自社區內的阿

公、阿嬤們陸續出現在明和里活動中心，擔

任志工的婆婆、媽媽們趕忙上前招呼，協助

大家完成報到手續，並且幫大家量血壓、做

紀錄。

柑仔店執行長楊文淵告訴來參加的長輩

們，健康柑仔店，就是賣「健康」的地方，

每個星期五的下午一點半到四點，都將在明

和里活動中心開店，志工們用心的努力，也

希望大家儘量撥時間來參加。

■慈院首期「標準病人訓練班」開班

志工投入良語良師考驗準醫師

問診技能

2006.03.12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的一般醫學標準病人

訓練班開課了！在志工顏惠美的「人間菩薩

招生」下，今天（3月12日）有三十位志工

投入標準病人的訓練行列。

訓練班召集人吳永康醫師說：「所謂

標準病人就是模擬病人，是藉由經過訓練的

人，依照劇本扮演病人角色，這位病人演員

除了必須表演逼真外，也必須了解劇本內，

描述疾病的所有細節及其鑑別診斷，而且每

次演出都相同。」

吳醫師同時表示，為訓練實習醫生的問

診技能，標準病人也須扮演各種難纏角色，

以考驗實習醫生的問診能力。而標準病人其

實就是主考官，最重要的是人文那部份，把

醫療科技融入慈濟人文，期待志工是慈院和

國際醫學接軌的先鋒。

林副總在致詞時，轉述上人對標準病人

所開示的一段話：「大體老師是無語良師，

啟迪醫學生探索人體的奧妙；標準病人是良

語良師，他們讓醫生探索生命的奧妙。」期

待標準病人的訓練，讓慈濟醫療志業「人本

醫療，尊重生命」的宗旨更加落實。

今天的訓練課程共分成六科，分別是：

消化性潰瘍、胰臟炎、腎結石、骨盆腔炎、

異位妊娠以及骨科等。

典禮中並由吳永康及吳坤佶兩位醫師實

際演練，讓志工學員更能實際揣摩標準病人

的扮演技巧。

■大林行動ｅ院送醫療到村里

梅山鄉義診健檢守護偏遠鄉親健康

2006.03.15

嘉義縣衛生局為了照顧偏遠地區鄉親的

健康，自民國92年12月起，結合大林慈濟醫

院及縣內醫療院所的力量，展開「送醫療到

村里」社區健康照護計畫，主要是巡迴偏遠

地區提供醫療服務。今天，大林慈濟醫院行

動e院開到了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來到梅

醫療記事

吳永康及吳坤佶兩位醫師實際演練，讓志工學員更能實

際揣摩標準病人的扮演技巧。攝影/曾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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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鄉最高、最偏遠的村子。

距離太和村最近的醫院，至少要兩個小

時車程，而最近的一個醫療據點，是位在阿

里山石棹的醫療站，至少也要開上一個小時

的車程，才能有基本的醫療照護。若非醫療

人員主動上山，鄉親是不會為了一個預防醫

學檢查，千里迢迢下山的。

雖然每次總得動員衛生局、衛生所、醫

療院所的醫護人員，及許多當地志工，若在

成本效益上衡量，難免會有服務量的壓力，

但愈是偏遠的地區，愈是醫療人員無法忘懷

的族群。放眼望去，多是白髮蒼蒼的老者，

年輕一代忙著為生活而奮鬥，老人只有我們

多多來疼愛呀！

蜂仔阿嬤今年七十八歲，是山裡的獨居

老人。今天難得有醫護人員與設備完善的行

動醫院上山來，蜂仔阿嬤騎了十幾分鐘的車

來到這裡，接受各項健康檢查與醫師看診。

阿嬤向賴育民醫師訴說著身體的問題，感

冒、流鼻水、腰酸背痛，雖是小小的毛病，

平時卻是無人可傾訴。賴醫師詳細解答著阿

嬤的疑難，真誠地關懷膚慰，也是一種絕佳

的藥方。

■慈大學生猛爆性惡疾奪命

雙親智慧捐大體供研究

2006.03.23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二年級李漢偉同

學，於一星期前反覆出現頭痛、背痛、發燒

等症狀，但本人皆以感冒處理。直至11日因

嚴重發燒，室友驚覺不對趕緊送醫，當時已

嘉義縣衛生局為照顧偏遠鄉親健康，結合大林慈院展開「送醫療到村里．社區健康照護」計劃，此次「行動e院」開至

梅山鄉太和村。攝影/何姿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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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昏迷，醫師緊急插管使用呼吸器，才發

現已經出現內出血症狀。

11日從急診入院之後接連做了數種化

驗，依然無法找出病因。期間，因為腎功能

衰竭，必須洗腎。受傷的內臟，敵不過病魔

的入侵，醫病雙方歷經十多天奮鬥，李漢偉

仍不幸於23日凌晨4時10分往生，雙親雖悲

痛，但念及孩子還來不及為社會付出任何貢

獻，決定捐出大體做病理解剖研究，希望能

找出致命的病因，以嘉惠其他的病人。

23日正午，徐永祥主任帶著病理科團

隊，在志工助念聲及家屬、師長、同學不捨

送別中，為二十一歲的漢偉畫下圓滿心願的

第一刀。漢偉的人生雖短，但是雙親的智慧

大捨，讓漢偉當上了醫師們的老師，這是雙

親送給漢偉最後的禮物。

■花蓮慈院啟用「腦部全導航立體

定位」系統�巴金森患者邊動手術

邊看電影

2006.03.27

花蓮慈院引進「腦部全導航立體定位手

術」，讓一位巴金森患者，在進行腦部晶片

植入手術時，不僅頭部可以自由轉動著，也

可以邊動手術邊看電影！

由於巴金森患者在接受晶片植入時，必

須在清醒的情況下進行手術。以前，為了減

輕巴金森病人的緊張感，穩住血壓值，會陪

病人聊天，或讓病人聽MP3、電動按摩、塗

抹精油等放鬆肌肉的方法，以減輕病人身體

的不適。

今年二月底，神經功能科主任陳新源及

神經生理檢查室主任林聖皇，兩人到美國華

盛頓參加世界巴金森會議，並前往美國伊利

諾州 Rockford 紀念醫院觀摩、參訪，學習最

先進的「腦部全導航立體定位手術」，看到

了該院為病人提供邊動手術邊看電影的優質

服務後，便開始積極從美國借來這套最先進

的導航系統，今天並且邀請 Rockford 紀念醫

院神經外科醫師前來指導。

由於這套最先進的導航系統，誤差值可

以達到0.5±0.2釐米。比傳統貼在頭皮的定位

點準確得多。同時，還可以分段式進行。而

以骨釘做為參考點、做為導航依據，可免去

病人因為框架帶來的不便，同時頭部也可以

自由活動，不會有框架擋到視線的問題。

深部腦刺激術的治療模式，已讓巴金森

患者的生活品質逐年改善，短短幾年間又讓

架在患者頭上沈重的負擔去除；慈院與世界

科技同步成長的足跡在這次手術展露無遺。

醫療記事

新引進的定位手術，可讓患者邊看電影，邊動手術。攝

影/程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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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亞太骨髓庫交流研討會

十五國人員齊聚花蓮分享���

2006.04.08~09

花蓮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於4月8日及9

日舉辦首屆亞太骨髓庫交流研討會，並舉辦

睽違二年之久的「捐受髓者相見歡」活動，

邀請三對捐受髓者到場相聚。包含了美、

日、德、大陸等十五個國家的醫師與學者、

骨髓庫相關工作的人員及慈濟骨髓關懷小組

的志工們，三百多人齊聚於花蓮靜思堂，展

開「亞太骨髓庫交流研討會」的學術研習。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代表致歡迎

詞，林院長特別表示，今天第一次在花蓮舉

辦研討會，承蒙許多在骨髓細胞方面很有威

望的人參與盛會，希望在亞洲，甚至在全球

可以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目前募集超過二十

八萬筆資料，包括骨髓與臍帶血資料。至九

十四年底，全球線上配對資料已累積超過一

千萬筆，其中二十八萬筆資料是台灣人的愛

心，也就是說，全球一百筆捐髓資料之中，

有二點八筆是來自台灣人，這也是亞太各國

之中，比例最高的愛心表徵。

美國骨髓庫總裁 Dr. Jeremy Chapman 也

應邀上台致詞並分享，他說：「看到許多

人為了救一位未曾謀面的陌生人而奉獻，令

我感動，尤其是慈濟超過一千人次的移植記

錄，這凝聚力成就偉大的使命。世界骨髓組

織將會針對所有骨髓相關的議題做研討。」

日本骨髓庫資深醫務顧問 Dr. Okamoto 

表示，以前在亞洲骨髓庫很少有系統性的

交流，去年於東京辦過一次研討會〈全球第

五屆〉後，我們都希望繼續這樣的交流研習

會，很高興可以在慈濟延續了。

為期兩天的研討會將陸陸續續以「在

W M D A國際骨髓庫 2 0 0 5年統計資料報

告」、「幹細胞移植之使用現況及其成

效」、「亞太各骨髓庫之現況報告」、

「WMDA 認證」、「針對驗血活動捐者血

樣而設計的檢驗方法」、「建立搜尋規則迎

接 HLA 多樣化挑戰」、「新配對系統」、

「全球臍帶血庫現況與展望」、「跨國際之

配對及採集成品交換」、「幹細胞移植之臨

床研究」等議題進行。

研討會9日正式收場，部分留下的成員
10日參訪靜思精舍，並在志工早會中參與心

得分享。

■台北慈院締造台灣醫界紀錄

一年內全院通過ISO國際品保認證

2006.04.19

啟業短短十個月，慈濟醫院台北分院正

式通過ISO9001:2000國際品保認證。今天

（19日）上午，國際品質驗證公司SGS正

式舉行驗證授證典禮，肯定台北慈院追求

品質的用心與努力。「短時間」且「全院

性」通過ISO國際品保認證，更是台灣醫界

攝影/陳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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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紀錄。

台北慈院蔡勝國院長強調，台灣醫界

很難再找到像台北慈院這樣，十個月內全院

包括「醫療」、「護理」、「行政」、「研

究」、「教學」等五大面向，一致通過ISO

國際品保認證。他感謝慈濟大家庭的每個伙

伴們齊心協力，發揮高度動員力，才有辦法

創造佳績。

台北慈院追求的目標，一切以病人為

最重要考量。透過ISO驗證，更要養成自

我檢視、成長的觀念與習慣，透過「說、

寫、作、記」一致的要求，不斷再三檢討

自己，找到合理與效率的方法，催生成長

動力，維護病人的權益，守護生命、守護

健康、守護愛。

■東區職業傷病診治中心

於花蓮慈院揭牌成立

2006.04.24

為促進東部勞工健康的工作品質，讓

勞工能夠獲得妥善的職業衛生服務及正確

的職業衛生教育資訊，享受健康的權利，

善盡職業安全衛生的責任，「東區職業傷

病診治中心」今在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揭牌

成立。

緊接著於二期講堂進行「東區職業衛

生研討會」，針對「重返職場：從職災到

復康」、「勞工健檢常見問題Q＆A」、

「新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說明」等相關議

題與新知進行討論。在醫院大廳並設「勞

工職場健康展示會」，由慈院與行政院勞

委會提供相關職傷諮詢與就業登記輔導等

服務。

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則指出，為肩負

起守護職傷的重責大任，慈濟醫院在今年

元月成立了職業醫學科，醫師陣容堅強，

未來不論職傷治療、理賠鑑定、心理諮商

輔導等，都有專科醫師為民眾排憂解惑。

■冒颱風兩岸愛心接力救病患

慈濟捐髓大陸第四百零五例

2006.05.18

大陸上海毛女士，2004年被確診為急性髓

細胞性白血病。兩年來，經家人、上海和北京

骨髓庫的配對都無結果。今年年初，終於在慈

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找到完全配對的骨髓。

捐髓者為四十七歲男性，5月18日清晨

七時許，於花蓮慈濟醫院進行取髓手術，這

也是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捐髓給大陸的第四

百零五例。

此次係由志工楊麗雯和張秀鳳、柯一生三

人護送骨髓至上海。一路上，志工為了防止血

液凝固，每隔半個小時必須將裝著骨髓的醫療

箱顛倒搖晃一次。

從花蓮慈濟醫院到松山機場，再到桃園

機場，經過香港輾轉到上海。近16個小時冒

著“珍珠”颱風的風雨，晚間10時45分許，終

於安全將一千一百毫升骨髓護送到上海新華

醫院。經過八個半小時的移植，成功輸入毛

女士體內。

■阿根廷兩地志工會合

聖地牙哥省義診嘉惠貧病

2006.05.26~27�

聖地牙哥省（Prov. Santiago）素有阿根

廷的非洲之稱，也是阿國最貧窮、文盲最

多的一省。在這裡迄今尚有許多居民住在土

醫療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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窯，過著沒水、沒電的原始生活。

5月24日，一群遠從首都布宜諾市來的

慈濟人，搭乘了將近十四小時的長途巴士，

到土庫曼省〈Tucuman〉與當地志工會合，

以便於5月25日出發前往義診地──遠在
250公里的聖地牙哥省 San Jose De Boqueron 

村，車程預計四小時。自1990年即在該村義

診的慈濟人醫會高忠成醫師和同修洪慈水志

工，促成了這次活動。

26日義診首日，就診男士特別多，大

部份患有勞工性運動傷害，因此地無就業

機會，他們必須離鄉背井，到臨近省份做粗

活。

義診第二天，氣溫驟降，凍得令人直發

抖！雖然義診時間尚未到，但外面早已有人

排隊待診。老老小小的待診者期待的眼神，

讓人感受到他們迫切的需要。

病人 Patagon 感染罕見霉菌，左腳烏黑

腫大，經高醫師多次醫治，已稍改善並免於

截肢。這位病人現在暱稱高醫師為「 Papa 

Kao、Papa Kao 」（高爸爸、高爸爸）。

本次義診共嘉惠八十人，參與志工近二

十位。村上唯一公立醫院院長 Dr. Sambudio 

獲知慈濟需要一個每月義診的場地，主動表

示願提供醫院讓慈濟使用，並且一起合作為

病患服務。

■慈院「內科標準病人」訓練

增訓「標準家屬」「客觀評分員」

2006.05.27

慈濟醫院繼3月12日「外科標準病人」

之後，「內科標準病人」今天正式上課。

共有宜蘭、花蓮兩地志工及同仁四十二位

加入「良語良師」行列，一同為提升醫療

品質努力。

內科謝明蓁、陳明杰醫師為今天的指

導醫師，將訓練心臟衰竭、椎間盤突出、發

燒、胰臟炎等四科「標準病人」。

「標準病人」是指導醫學院七年級即將

畢業的學生與病人溝通、關懷病人的訓練，

這次最特別的是增訓「標準家屬」、「客

觀評分員」。謝明蓁醫師表示，病人來院看

診，多數是由家人陪同。所以訓練醫師以同

理心與家屬溝通、解釋病情、為家屬做衛教

等，是很重要的。

謝醫師強調，小細節往往是大關鍵所

在，故訓練過程中標準病人有責任了解演

出的個案，且依照訓練時的指示來進行，除

非訓練教師另有指示，否則絕對不可自行更

改、刪除、增加症狀或者社會經歷。添加台

病人Patagon感染罕見的霉菌，由於病毒已侵入他的骨

頭，使得他左腳腫大，經過多次治療已稍有改善。攝影

/阿根廷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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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肢體動作等，要事先與訓練教師商量，

因為少一句話、多一句話，都可能造成醫師

的判斷失誤。

■慈濟器官捐贈簽卡活動暨海報展

鼓勵健保IC卡加註器官捐贈意願

2006.05.29

為倡導東區器官捐贈風氣、鼓勵民眾

於健保 IC 卡加註器官捐贈意願，以及建立

大家對器官捐贈之正確觀念，慈濟醫院器

官勸募中心暨器官移植小組，29日於花蓮

慈濟醫院門診一樓衛教廣場舉辦為期一週

的器官捐贈志願簽卡活動，第一天上午就

有五十三位志願者，十三位加註健保卡登

記。門診走廊並展出長達一個月的器官捐

贈與器官移植海報展。

此活動是希望藉由海報來呈現器官捐

贈的溫馨過程，而且每一海報主題均搭配

一則慈濟靜思語，提點海報的精神主軸，

讓民眾在觀賞過程中感受人文之美。

花蓮慈濟醫院於八十四年起成立器官移

植小組，九十三年成立慈濟器官勸募中心。

目前為止，共有八十六位器官捐贈者在慈濟

醫院圓滿救人心願。

■美國義診中心提供中西醫服務

為 Rosamond 農工社區民眾義診
2006.06.03

美國義診中心醫護團隊，包括兩位

西醫、兩位中醫、三位護士和二十幾位志

工們，前往位於洛杉磯東北方約七十哩的 

Rosamond 農工社區義診。

志工上午九點鐘抵達目的地 Rosamond 

小學，禮堂中已有很多病患和社工等候看

診。有多位懂西班牙語的當地社工，幫忙引

導等待看診病人們。負責活動的 Lilian ，忙

中有序地把每一站負責人員、工作、動線分

配妥當後，很快就開工了！

來看診的病患，以婦女、慢性病患者居

多，很多人請中醫針灸、推拿，紓解身體疼

痛；也有一些兒童，不哭不鬧、乖乖地等候

看診。

當天，共為八十幾位民眾提供中、西醫

看診服務。活動在下午三點前圓滿結束，離

開前，志工們和社工及 Rosamond 鄉親們告

別，並相約九月再見。

 

■佛瑞斯諾人醫會到馬德拉市義診

五年有成盼成立義診所

2006.06.04

6月4日的義診，是慈濟美國佛瑞斯

諾人醫會第三度到加州中谷的馬德拉市

(Madera），三年前陳鎮中醫師因鑒於馬市

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低收入戶而啟動馬市義診

之舉。

醫療記事

�攝影/Steven�Voon、Tai�Tra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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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義診的志工及醫護人員除來自佛市

及馬市外，還有來自舊金山、聖荷西、沙加

緬度等地。外地志工得開至少三、四個小時

的車才能到達，志工共計一百一十四人。

這次義診提供內科、小兒科、牙科、

中醫科、脊椎科、眼科、驗血科等醫療，

現場並提供免費理髮的服務，以及發放民

生物資。

患者馬克的牙齒或掉、或磨，已嚴重到

幾近無法進食。醫師除先開消炎藥給他外，

並將此案轉個案組以供後續處理及關懷。義

診結束時，八位患者聚集表示，因為是農工

收入很少，有病也無法就醫，而今天能獲得

慈濟幫助，讓他們有機會得到照顧，所以很

感恩慈濟。

雖然是第一次參加慈濟義診，印度裔醫生

海雅及非裔護理醫師安琪拉卻做得很歡喜，並

且對佛市人醫會的表現很讚歎，也希望繼續有

機會參與。安琪拉還說，要讓她讀高中的兒子

也來當志工。

義診進展順利，

服務人數達二百一十

六人，計八百一十九

人次。 

醫療組長溫俊強

表示，佛市聯絡點從

2001年起，由每年一

至兩次的義診，經過

幾年的成長，已有顯

著進步，服務更多低

收入戶。他希望在不

久的將來，佛市能成

立一個義診所來服務

更多人。

■北區人醫首次往診脊髓傷患�

2006.06.14�
目前，台灣地區有二萬多名脊髓損傷

者，每年新增病例約一千二百名。尤其容易

發生在青壯年，對病人本身及其家庭，甚至

社會都是重挫。

慈濟人醫會有鑑於此，希望透過醫療團

隊愛心的膚慰，為病患在醫療或復健方面提

供適當的協助。今天是北區人醫會第一次針

對脊髓損傷者往診關懷，參加的人有郭漢崇

醫師、呂明益醫師等共計十三人。

此行關懷的楊梅鎮江先生臥床已有十

二年，經年排尿功能失常，郭醫師以手

提超音波為患者仔細檢查，除向患者說

明其目前的身體狀況，並詳細解說腸道

膀胱擴大整型術。六十二歲的宋先生腸

胃有問題，經診查後，醫師將以藥物來

治療。醫護人員的愛心關切，讓兩位病

患歡喜展笑顏。

郭漢崇醫師為江先生診察身體狀況。攝影/鄭台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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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ISO認證

花蓮慈院可提供外國人健檢服務

2006.06.14

花蓮慈院檢驗科於6月14日通過財團法

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的 ISO 15189：
2003醫學領域實驗室認證與受聘僱外國人入

國後健康檢查服務計畫實驗室認證。

由於 TAF 認證的醫院所開出來的健康

檢查報告在歐洲、美洲、亞洲、大洋洲、非

洲等三十六個國家均可被接受。故自6月14

日起，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將依疾病管制局規

定，提供受聘僱外國人之健康檢查。

■雲嘉南人醫會定期往診　

提供不便就醫民眾身心靈照顧�

2006.06.18

雲嘉南區人醫會每月定期結合醫護人

員及志工，為不便就醫民眾提供居家關懷往

診。6月18日分成三條路線，其中潘素琴志

工帶領大林慈院黃雅慧中醫師、護士郭如

娟及余景華、楊舒晴藥師，以及志工一行八

人，一同前往水上、鹿草關懷個案。

案主德順有憂鬱症及自殘現象，又有些

自閉不願見人。醫護同仁小心哄著他，細心

地幫他量血壓；他的妹妹因腎萎縮，引起高

血壓，醫護同仁也一併關懷，慈濟人持續的

關懷已經和德順全家人培養出良好感情。黃

醫師表示，持續的心靈照顧，以及如何幫他

把心門打開是很重要的。

黃先生因癱瘓全年在床，四肢關節萎縮

變形，並夾雜著乾癬症。中醫師黃雅慧仔細

地觀察黃先生的病狀，除詢問他用藥情形並

教導用藥常識。而志工持續來關懷，也得到

黃先生及其家屬的信任及感恩。

二十來歲的子宸是血癌患者，雖曾骨

髓配對成功但不幸再度復發。每個月慈濟人

醫會的定期關懷，是她風中殘燭生命中最大

的精神支柱，志工們摸摸她、看看她，帶來

她喜歡的書籍送給她，這是子宸最高興的時

候！

黃醫師有感而發地說：「社會上每個角

落都有需要關心的人，訪視與往診可關懷到

病人家庭生活，這是在醫院所照顧不到的，

因此需要大家更多的關懷與協助。」 

■慈濟人醫會應海濱市市長邀請

聖地牙哥街義診牙科病患多

2006.06.25

今年三月，聖地牙哥慈濟人在海濱市

（Oceanside）為該市西邊 Crown Heights 區

首次義診，續後更於五月在東邊的聖地牙哥

街舉辦第二次義診。緣於該市約一萬五千名

居民，卻有百分之七十為低收入戶者，且正

急需醫療救助，所以應海濱市市長 Jim Wood 

邀請，經過三次醫療協助評估後，決定6月
25日借用 Joe Balderama 活動中心，再次舉

辦中型義診。

市長 Jim Wood 先生感恩慈濟「大愛無

國界」的無求付出，放棄假日來解除居民

病苦，希望接受醫療協助之患者皆能心存感

恩，別忘了向醫生志工們說聲「謝謝」。

9時整，義診正式開始，醫生志工堅守

崗位，用心盡責地對待每一位患者，義診對

許多因貧困而無法就醫的民眾而言，無疑是

一大福音。

另外，每次義診牙科的需求特別多，然

因義診大愛車只有二個座椅，五個小時下來

醫療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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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即使不吃不喝，持續地作業也只能

看診五十位病患，當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此次義診含內科、家庭科、小兒科、中

醫、眼科、腦神經內科、耳鼻喉科、藥局，

為一百三十五位病患進行治療，共計四百三

十七人次。

■東勢國小捐髓驗血活動

捐贈人現身說法

2006.06.25�

6月25日，中區慈濟人配合慈濟骨髓幹

細胞中心，在台中東勢國小舉辦骨髓捐贈驗

血活動。會場共分為說明區、填寫區、覆核

區、抽血區、包裝區及休息等六區，此外還

有靜思文物推廣及茶水供應處。

因擔心有會眾抽血後身體不適，故人醫

會安排三位大醫王待命支援，同時也可協助

說明區志工做最後的解說及確認。慈濟人用

心地安排，是希望活動做到沒有缺失、零缺

點。

陳昱村、朱小燕兩位是完成骨髓配對成

功的捐贈人，換言之，就是「對方生命中的

貴人」，今天到場是為會眾現身說法。

勞苦功高的聖地牙哥牙科醫生和助理，你們「幸福了！」攝影/何宗穎�、王堅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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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昱村言及，接獲通知的剎那比中樂透

還要高興，在父親陪同下完成造血幹細胞捐

贈。令自己驚奇的是手術後新陳代謝、免疫

力均提升，身體狀況越來越好。朱小燕則表

示，捐髓前經常感冒，但捐髓後反而抵抗力

更強，很少感冒。

活動中，紀醫生談到：「現在的骨捐年齡

層普遍有下降的趨勢，顯見骨捐的接受度已愈

來愈高，配對成功率也跟著提高。」套句紀醫

生的話，這叫「愛心密度愈來愈高 」！

■菲律賓第七十八次大型義診

為貧困病患提供即時醫療�

2006.06.25

6月25日，慈濟菲律賓分會在馬尼拉

「菲律賓慈濟志業園區」，舉辦第七十八次

大型義診活動。

看診的民眾有的搭了兩個小時車程來、

或有淩晨三點即攜家帶眷來。貧病交加的病

患們依序排在冗長隊伍中，在幾個小時中忍

著病痛及饑餓；有人是沒錢吃早餐，或不敢

離開隊伍進餐，只怕輪不到看病。

發燒好幾天的孩子，虛弱地躺在母親懷

裡；十九歲女孩抱著剛出生一個月長滿疹子

的兒子，一手牽著小叔、小姑、加上表兄弟

一群十幾個小孩一起排隊，多點人排隊僅是

為了拿到免費的拖鞋；輪椅上的糖尿病患者

已被截肢，因心臟病導致呼吸不順暢；看似

十幾歲的小女孩，因肝病、腹部積水，加上

內分泌失調看似懷孕致行動不便；這一切著

實令人於心不忍。

專門免費供貧困兒童就學的瑪麗教會學

校，老師們也帶領七十四位學生，前來接受

身體檢查。

時值慈濟慶祝四十周年慶活動，慈

濟人也帶領病患參觀博覽區，同時也觀賞 

Discovery 採訪上人的傳記影片「台灣人物

誌」。希望大家更深入瞭解慈濟，也能感受

到上人「為佛教，為眾生」的慈悲精神，力

行善道，為社會、周遭需要幫助的人奉獻自

己的一份心力。

義診圓滿成功，參與的醫護人員有七十

六人，志工有二百四十六人，提供小兒科、

內外科、眼科及牙科等免費醫療服務，共診

治病患一千七百五十三人次。

■夏威夷�Waianae�義診活動

嘉惠當地五十多位村民�

2006.06.25

6月25日星期日，夏威夷義診中心志工

再次到 Waianae 這個小鄉鎮進行義診。因 

Kalihi 教堂正在裝修，村民做禮拜只好換到

較小的場地分兩場進行。

第一場禮拜快結束時，神父邀請志工范

濟榮及 Calmen Tina 向所有參加禮拜的村民

說話，邀請他們來做免費健康檢查。因此，

在禮拜結束後人潮擁進義診會場，志工們開

始忙碌地為教友們量血壓、測膽固醇、測血

糖，還有三位醫師負責檢查。

在人潮稍退時，第二場禮拜也結束了，

神父再次請志工范濟榮及Calmen Tina進入禮

拜堂宣導，除了請大家來做健康檢查，也同

時感恩教會神父及所有教友給予慈濟這個服

務的機會。

此次參與義診有范濟榮、賴濟勝及陳

照雄等三位醫師，都是檀島頂級、有名的醫

生，分別設有外科、內科及婦產科。一個上

午共為五十多位村民看診。 

醫療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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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大愛一村第三十六次義診

病患感受慈濟大愛回饋當志工

2006.07.08~09

印尼大愛一村義診中心於8日、9日舉辦

第三十六次義診活動，主要以治療白內障、

睫毛倒插、角膜剝離等眼疾為主，共計二十

六位醫師、十二位護士參與此次義診，總共

治療六十四位病患。

大多數的人整個星期辛苦工作，常利用

週末假日好好休息、紓解壓力；然而對於慈

濟人而言，救人的工作沒有休假。

義診中心一位二十五歲的清潔工人  

Itasha 歡喜地分享：「除了工作，又能讓我

學習感恩。雖然每天工作很辛勞，但是想到

能夠幫助病人，內心就會感到很歡喜，能助

人也是一種幸福。」

許多曾經接受過慈濟援助的病患， 也

來參與此次的義診，但不同的是，這一次是

來當志工；一位坐著輪椅的四十歲患者 Siti 

Khodijah ，並沒有因為行動不便造成障礙，

她依然抱著一顆熱忱的心來回饋。

■古晉打畢祿鄉區義診

減輕偏遠地區村民病痛　

2006.07.09

慈濟馬來西亞古晉聯絡處在西連市郊外

的打畢祿 (Tebedu) 舉辦大型義診活動，三百

多位醫療團隊及志工，在古晉人醫會召集人

蔡定成醫師邀集下，前來為一千三百三十七

位村民提供中、西醫服務。

除了義診之外，還有義剪組共有十四位

專業理髮師、四位接待志工，猶如大型理髮

中心，在短短數小時之內，讓三百零二位村

民愉快地頂著美美的髮型回家。

 義診活動籌備工作從去年十二月開始，

曾受助的病患坐著輪椅，也來義診現場當志工膚慰病

患。攝影/印尼分會提供

慈濟在馬來西亞古晉西連市郊外的打畢祿鄉區義診，人

醫會牙科甄偉良醫師為病患拔苦。攝影/饒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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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地只有一間小型政府醫療所、兩位醫

療助理，守護廿一個村落約九千多位村民的

健康。村民若有嚴重疾病，就得轉介到遙遠

的醫院就醫，光是車資的花費，對平均月入

約三百令吉的貧苦農民來說無疑是個沉重的

負擔，也因此常耽誤病情。

古晉第二次的鄉區義診，醫護志工在無

所求的付出中圓滿結束，同時也表達持續為

愛無所求付出的意願。受惠村民包括內科五

百五十八人、小兒科一百九十五人、牙科兩

百九十三人、眼科八十三人、婦產科一百三

十、耳鼻喉科三十六人和中醫四十二人。

■紐約分會與NKF合辦義診　

追蹤高危險群「腎臟疾病篩檢」

2006.07.09

高血壓與糖尿病容易引起腎臟病，為

協助民眾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在王忠烈醫師

的牽引下，慈濟紐約分會與在美國有五十年

歷史的「全美腎臟基金會（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簡稱NKF）」於2005年3月首次

合作，舉辦腎功能篩檢活動。

2006年7月9日是第三次合作，由醫療幹

事蘇素香師姊總策劃，動員三位醫師、護理

志工十四位、後勤志工六十位，共同推動這

個利益社區的活動。

王忠烈醫師表示，全美平均每九人就有

一人患腎臟病，而腎臟病患者約50％是因為

糖尿病引起，其餘25％至27％是高血壓所引

起的，所以兩類患者都要定期做追蹤檢查。

NKF紐約分會主任 Ellen Yashiuchi 女

士，和日籍夫婿一早就來到會所，打點所有

工作流程，不停地穿梭在會場，精神可嘉。

由於醫療組事先的周全準備，讓流程順暢

快速，從報到取尿液開始到最後一關，都有志

工親切的招呼打點，短短五個小時以內共有一

百五十一人參加篩檢，活動圓滿完成！

■菲律賓分會第七十九次義診　

醫護志工用愛心陪伴　

2006.07.09

慈濟菲律賓分會在紅衣主教醫院

（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進行第七

十九次義診。

五十六歲的曾女士是中國人，慈濟曾為

其割除右眼白內障，這次是割除左眼的白內

障。她與等候的病患談到自己手術經驗，分

享慈濟人醫會醫師的用心與愛心，讓病人一

點也不害怕！完成手術後，她開心地表示，

以後也要做志工來回餽。

住在仙扶西養老院（Huspicio de San 

Jose）的三位阿嬤，連袂前來進行白內障手

術。八十歲的羅麗絲也是養老院的成員，雖

然白髮蒼蒼，但是梳理得很整齊美麗，總是

面帶微笑、露出潔白的牙齒，讓人感染到歡

喜。她表示，慈濟讓她的眼睛看得清楚，是

她今年七月最好的生日禮物。

此次義診最後順利為七位白內障及一

位眼翳患者完成手術。將近三十位志工及醫

師，帶給病患最好的服務。

■雲嘉南慈濟人醫會送愛

首次於龍崎教養院義診

2006.07.09

台南縣立龍崎教養院於2001年11月啟

用，收容中、重度智障及慢性精神病患者，

目前有一百六十四名院生。雲嘉南區慈濟人

醫療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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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會9日前往舉辦第一次義診，主要以牙科

醫療為主。

儘管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慈濟人的足

跡就像和風輕拂，伴著暖暖的愛，輕輕地送

進龍崎教養院。醫師們一早就將大家發心合

購的儀器設備，專業地布置完成醫療動線。

因病患都是精神障礙者，看診過程需花

費比正常病患更多的時間及心思。大醫王先

為病患解釋醫療器材的功能後，才繼續進行

醫治，每一個動作皆須小心，避免讓院生恐

懼不安。志工也極盡撫慰，讓院生心情沉靜

下來。

其他志工則在二樓團康室為其他院生安

排團康活動，院生對首次到來的慈濟人感到

好奇，時而跟進、時而佇立觀察，面對他們

的笑臉及單純的動作，歡樂的氣氛在現場蔓

延開來。

院方對慈濟人醫會的義診無比讚歎與支

持，彼此感恩，讓人間大愛在溫馨交流中，

見證了慈悲與智慧。此次參與志工計有五十

人，醫護人員含藥師共九人，總共義診人數

計四十一人次。

■三寶顏大愛復健暨義肢中心　

慶祝兩周年舉辦義肢發放

2006.07.16

菲律賓三寶顏大愛復健暨義肢中心，在

2004年正式啟用後，轉眼間已經兩周年了，

在三寶顏醫學中心、印度 Mahaveer 義肢公

司菲律賓基金會及慈濟三寶顏聯絡處的密切

合作下，惠及病患不僅僅是三寶顏市，凡在

民答那峨島（Mindanao）及 Visayas 地區

的城市，均可在此中心受到幫助，帶給他

們希望，至今已服務過數千位民眾。

為了讓周年慶的活動更有意義，7月16

日在中心舉辦第十三次義肢發放，幫助十

二位病患，部分是三寶顏市的居民，也有

來自鄰近鄉鎮，例如：Isabela、Basilan、
Zamboanga Sibugay、Zamboanga del Sur 和 

Zamboanga del Norte 。

三十位慈濟志工早上7時30分到達中

心，服務前來接受義肢重整的患者，看

到病患們勇敢地面對生命，也激勵慈濟

人更加努力，到各地需要義肢的地方進行

發放，讓更多的貧病患者也能接受醫療診

治。

菲律賓三寶顏大愛復健暨義肢中心未

來的計畫，包括在中心旁邊建設支架及矯

慈濟菲律賓人醫會技術員�Atanasio�Valera�指導五十八

歲的�Corazon� Laurian�如何使用她的新義肢。攝影/林

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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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器中心，這項新的服務，將提供身體變

形及行動不便之病患重新行走的機會。

■花蓮慈院「標準病人」結業式

扮演假病人培訓醫師體恤病苦

2006.07.19

花蓮慈濟醫院籌劃兩年、費時半年

培訓的首批標準病人「良語良師」，7月
19日結業。

慈院為了訓練實習醫生的問診能力與

提昇臨床技能，特別廣邀來自各區的慈濟志

工，一起受訓上演技課，扮演病患的角色，

主要任務是要考驗測試實習醫生，「我到底

生的是什麼病？」

此訓練課程與其他醫院不同的是，他院

需付費邀請專業演員，花蓮慈院是由志工每

個月自掏腰包來花蓮受訓，此次有三十二位

「良語良師」領取結業證書。

訓練班召集人吳永康醫師說：「標準

病人是模擬病人，藉由經過訓練的人，依

照劇本扮演病人角色，病人演員除了必須表

演逼真外，也必須了解劇本內，描述疾病的

所有細節及其鑑別診斷，而且每次演出都相

同。」

這些結業的標準病人志工，不但能夠協

助醫生找出病因，還能夠考驗醫師的品德。

為了更加逼真，志工在衣著、神情，甚至傷

患部位都下了苦功，希望實習醫師未來能更

加體恤病人之苦痛。

■慈濟兒童發展復健中心

歡慶十周年發表成果

2006.07.21

花蓮慈濟醫院於1996年成立兒童發展

復健中心，這間嘉惠無數身心障礙兒童的

復健中心，今年滿十歲了。

7月21日早上9時，在慈院三樓兒童復

健中心慶祝十周年及成果發表會，接受復

健的孩子感恩醫護復健團隊，家長則分享

一路陪伴孩子的心路歷程，復健師也在現

場指導孩子如何使用復健器材。

當時慈院是全國第一個將四種不同的

復健治療整合在一起的中心，包括物理治

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心理治療。因

成效良好，家長省去奔波不同醫院為孩子

尋求各類復健的辛勞，也不再孤單迷惘，

可以專心教育需要接受早期治療的孩子。

早期療育的重點是四早早期發現、早

期診斷、早期介入、早期整合。經過兒復

中心與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協

會的努力，至少將發現時程提早了二、三

年，造福二萬五千個家庭。

兒復中心主任梁忠詔表示：「兒復團

隊是跨社政、醫療、教育三個領域，三者

交集越多，將可幫助更多小朋友。」

醫療記事

攝影/醫發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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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印三國慈濟人醫會連心參

與印尼空軍部隊六十周年慶義診

2006.07.22~23

印尼空軍部隊建軍六十周年，部隊舉辦

一系列回餽社區的慈善活動。7月22、23日

兩天的義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馬六甲慈濟

人醫會，共四十一位醫護人員和四十六位志

工前來共襄盛舉，印尼分會也有近十位志工

支援和關懷。

義診現場在坤甸（Pontianak）蘇巴迪

奧（Rumah Sakit Lanud Supadio）空軍醫院

舉辦。為了這次義診，志工15日在山口洋

（Sengkarang）先為病患做手術前的檢驗與

篩選，同時舉辦一場義診。20日，新加坡分

會十位志工提早兩天到義診區做前置作業，

大隊則在 21日前往，跨越三國海陸空，把愛

心送到坤甸。

兩天義診，計有兔唇三十五人、小腫瘤

一百三十人、疝氣六十人、牙科兩百七十五

人，加上由空軍部隊醫師們處理的白內障十

五人與門診內科一千零六十二人，共嘉惠病

患一千五百七十七人。

2 0 0 0年，新加坡慈濟人醫會在印尼

巴淡島舉辦第一次大型義診，得到印尼

空軍部隊的大力支持，接續六年在印尼

巴淡島、北干巴魯、民丹島及吉里文八

次義診服務，嘉惠當地病患超過兩萬人。

■人醫會尖石鄉部落義診

社區醫療專車專程支援

200.08.06

陡峭山谷、崎嶇不平的小路、放眼望去

壯觀秀麗的層峰、樹木參差其中，原始的風

貌無言地述說交通的不便與物資的缺乏，這

是新竹地區人醫會今天義診的目的地──尖

石鄉原住民部落。

人醫會新竹區負責人志工彭衛來考量

山區路況，今日特地請志工侯孟廷駕駛慈濟

社區醫療專車從台北南下，共同付出。這部

車從空車起即依照需求，專業安裝、自行維

修，內部設施包含兩座升降醫療躺椅、洗牙

機、磨牙機、鹵色光機器材、混汞機、藥櫃

等；外部設置包括發電機、風扇、抽風機、

壓力桶及空壓機，支援全台灣義診，全省走

透透。

今天的義診分成兩路，一是感恩隊前往

馬美部落做往診的探視，為馬美十幾戶行動

不便的老人家做居家健診。而另一是知足隊

則定點式地為泰崗部落的居民做牙齒保健及

治療，在麥克風的宣傳下，老幼婦孺歡喜地

拿著健保卡來就診。

有些病患由於生活習慣的不同及飲食的

不當，導致尿酸結石及關節痛風；有部分病

患則因牙齒疏於清洗，而引起壞血病、牙結

石等症狀，所以醫護人員在治療時，也教育

這些居民口腔保健的常識及適當的飲食。

■「正子造影／電腦斷層」啟用

大林慈院精確掌握癌症檢查及治療

2006.08.24

大林慈濟醫院為了讓癌症病患能有更

精準的檢查，作為醫師治療評估的依據，

核子醫學科正子造影中心特地引進最新的

「正子造影／電腦斷層（PET/CT）」設

備，並於8月14日經原子能委員會實地查核

通過輻射安全測試，8月24日正式上線服務

病患，成為雲嘉地區率先上線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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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醫學科主任王昱豐說，傳統針對

癌症腫瘤檢查，都是藉由電腦斷層、磁振

造影，但往往因為受限於功能，無法確實

判斷腫瘤的惡性或良性。而正子造影設備

是透過迴旋加速器，製造出帶有正子的同

位素，利用人體細胞的代謝變化來偵測癌

症的情況，精確掌握腫瘤分期、移轉，及

治療效果的評估。

此外，局部正子造影檢查則可做為腦

血管病變、癲癇病症評估，及鑑別心肌存

活與否。

目前，健保對於多種癌症治療，都有

正子造影檢查的給付保障。另外，如果有症

狀、癌症指數增高，卻找不出原因，或是當

電腦斷層與磁振造影都難以確認病情時，也

可利用正子造影。

■人醫會金門義診贈牙科設備

共修處定期照護收容人牙齒

2006.08.26~27

由花崗石醫院及金門縣立醫院合併的署

立金門醫院，是金門目前主要的醫療資源。

當地的志工慮金表示，在小金門雖也有分支

醫療記事

攝影/江珮如

大同之家的獨老關懷，讓志工們學會彎下腰，就像伯伯

們的硬指甲須先泡溫水軟化，然後細心修剪。攝影/魏淑

貞

神經內科醫師羅文傑，診斷出翁女士為漸凍人時，更加

細心地為她說明病情與注意事項。�攝影/魏淑貞

行動藥局，是義診中很重要的一站，能即時為病患減緩

苦。攝影/魏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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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但若有疑難雜症、緊急的疾病仍須搭船

至大金門治療，更多的是，需要依賴直升機

後送到台灣就醫。「醫療的欠缺，是金門人

的缺憾，也是我們最需要的地方。」因此出

生於小金門而現居台北的志工林欣璇提出構

想，並由小金門志工洪松柏實地規劃，將人

醫會的醫療團隊於2000年首次帶到金門，承

擔起偏遠地區的醫療服務。

北區慈濟人醫會於8月26、27兩日前往

金門，進行2006年首次「金門縣義診暨聯誼

愛灑活動」，並結合當地志工探視罕見病例

個案，進行居家往診，給予正確的資訊、衛

教與適時的關懷。包括醫師、護理人員、藥

師、志工及慈濟大學的慈青共八十八位成員

參與。

26日一早經過五十分鐘飛行時間，終

於順利抵達大金門，卸下義診的所有裝備，

志工們即分成多路同步進行各項關懷活動。

一隊搭船前往小金門的烈嶼國中禮堂布置義

診會場；一隊前往大金門大同之家關懷獨居

長者；一隊人員，包含內科醫師羅文傑、護

理師、醫檢師及真善美志工在當地三位志工

帶領下，驅車探視罕見病例個案進行居家往

診；另一隊在小金門西口國小展開健康體驗

營。下午前往金門監獄進行義診，晚上則在

東林複合式運動場舉辦兩地聯誼愛灑活動。

鑑於監獄收容人外出就醫不便，北區

人醫會將醫療設備帶入監獄舉辦義診，關

懷收容人健康。今天領隊志工趙森發有感

於收容人的需要，因而將所帶來的牙科設

備捐出一套給金門共修處，往後將由在金

門開業的翁建中牙醫師，定期到監獄照顧

收容人牙齒健康。

27日，除了在小金門烈嶼國中大禮堂

進行義診活動外，也安排醫護及志工居家往

診。兩天的義診及居家往診，總共造福了二

百七十四位鄉民。

從預防保健的推廣，衛教觀念的宣導與

建立，北區人醫會的金門義診行，在在展現

了這一群愛心人的關懷，透過義診活動，讓

台灣與金門兩地的志工彼此更加瞭解，也

讓更多醫療資源注入金門。

■三寶顏興建眼科中心

市政府特訂慈濟日

2006.08.26

菲律賓三寶顏市貧苦病患多為白內障所

苦，慈濟菲律賓分會決定於該市醫療中心內

興建「慈濟大愛眼科中心」，於8月26日舉

行動土典禮。未來兩層樓高的眼科中心有最

完善的眼科器材，將讓三寶顏市及附近地區

的貧苦病患得到更好的醫療照顧。

動土典禮於早上9時準時開始，三寶

顏市醫療中心的院長Dr. Romeo Ong致歡迎

詞，他細述慈濟與三寶顏市醫療中心六年

來的合作，讓來賓聽了很感動。此外，衛生

署副署長Dr. David J. Lozada, Jr、衛生署第

六區區域主任Dr. Aristedes Tan、市議員Hon. 

Erico Basilio Fabian、三寶顏市長Hon. Celso 

L. Lobregat、副市長Hon. Isabelle Climaco、

葉秉倫師兄以及菲律賓分會代表李偉嵩師兄

分別致詞，他們強調慈濟大愛眼科中心對於

三寶顏的眼科病患的重要性，將讓病患重見

光明，重獲希望。

市長於致詞時，宣布8月26日為三寶顏

的「慈濟日」。這是三寶顏市政府感念慈濟

在三寶顏的付出，所以經由市政府同意，將

此日訂為「慈濟日」。這個消息獲得在場二

百五十多位來賓及志工如雷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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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分會結合醫療機構舉辦義診

展示卡崔娜颶風肆虐賑災圖片展

2006.09.10

9月10日紐約分會於皇后區法拉盛舉辦

「愛心健康日暨卡崔娜颶風周年圖片展」，

共有四十一位醫生、二十位護士及二百多位

志工共襄盛舉。參與健康日活動的單位包括

慈濟艾姆赫斯特醫院健康門診中心、紐約醫

院皇后醫療中心、法拉盛醫院、王嘉廉社區

健康中心、美東物理治療師協會、安康寧大

藥房等，還有那披星戴月、千里迢迢遠從加

州趕來的慈濟大愛醫療車，這是紐約分會近

年來最大型義診活動。

美國是全世界少數幾個高度開發，卻沒

有全民健康保險福利的國家，昂貴的醫療費

用讓無保險的病患能拖就拖，病重時不能工

作又沒有收入，真是苦不堪言。因而10時才

開始的免費健檢，9時不到就有數十位民眾

在排隊等候。

人醫會召集人姚繁盛表示，慈濟每年都

會有義診日，為社區民眾提供免費的健康檢

查與諮詢，他說華人不習慣做健康檢查，這

樣會導致無法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因此透過

活動，也可教育他們正確的醫療知識。

本次活動提供十七科的醫療諮詢，包

括內科、外科、骨科、婦產科，甚至針灸

等服務，並且提供牙齒、血糖、血壓、青

光眼與膽固醇的檢查，另外也有社安福利

的申請協助，耆老、兒童及成人心理諮詢

等服務攤位。

此外，艾姆赫斯特醫院與美華防癌協

會也擺攤支持這次活動。艾姆赫斯特醫院

行政主任林業韻表示，這次設攤主要為教

導部分低收入或無保險的民眾有關醫院彈

性收費的福利。

本次義診共服務四百五十五位病患，一

千零一十八人次。

基於卡崔娜颶風剛屆滿一周年，活動會

場也將過去一年在全美各地賑災救護情形，

集合成圖片在義診時一併展出，並說明慈濟

持續關懷的過程。

■瓜拉姆達海嘯住屋區健檢　

醫護與志工為居民守護健康

2006.09.10

9月10日，十九位馬來西亞分會人醫會

醫護人員，以及檳島、北海及雙溪大年五

十五位志工，來到吉打瓜拉姆達北瑪當卡洞

（Permatang Katong）海嘯住屋區，為居民

進行健康檢查。

該區的居民，雖然生活獲得安頓，但醫

療設備極度匱乏，仍是居民們面臨的困境。

臨時住屋區三公里外雖有一間公立小型醫療

中心，卻只能提供基本醫療服務；而三十公

里外的雙溪大年政府醫院規模較大，卻因服

務範圍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居民得面對長

時間等候及交通不便的問題。

醫療記事

健談、風趣的曾子豪醫師讓瓜拉姆達海嘯住屋區居民感

到格外親切。攝影/李斯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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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獲海嘯住屋區主席尤索（Yusoof）

先生逐戶查訪收集資料，使得家訪人員分組

能預先安排。醫護人員與志工除逐戶拜訪、

提供健檢與醫療諮詢服務之外，還為每一戶

家庭送上急救箱。貼上慈濟徽章的急救箱，

內有膠布、三角繃帶、消毒劑、鑷子、紗

布、棉花等，是慈濟人的一份愛心及祝福。

此次有二十五位大專生參與，其中有

十三位是未來大醫王。藉由逐戶家訪健檢，

讓這批大專生體驗人醫會醫師與居民之間的

溫馨醫病情，及「尊重生命、以人為本」的

醫療人文。當天，一百二十二位接受健檢的

居民，半數血壓、血糖及膽固醇超過正常水

平。醫護與志工們擬定後續關懷動作，發揮

「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良能。

■社區人醫發心策劃　

曼谷清真寺首次大型眼科義診

2006.09.16

9月16日慈濟泰國分會首次在曼谷清

真寺舉辦大型眼科義診活動。這次義診

是由Banphoew院的院長吳進醫師（Witit  

Actavatkun）及東互愛協力一組志工王忠炎

等人共同策劃。

來就診的民眾很踴躍，光是西互愛二組

區域的感恩戶就來了三十多位。

西互愛二組區域備受伊斯蘭人尊敬的長

老，今天也來了！他表示，慈濟幾次活動發

放中（去年的水災大發放、固定發放、修建

慈濟屋等），看到慈濟人都是雙手奉上、謙

忙碌的曼谷人醫會眼科醫生，把光明帶給人間最需要的人。攝影/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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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地彎腰，真情的付出打動了他們。從慈

濟人的身教中，他們看見證嚴法師的人間大

愛。長老還說：「現在只要有活動，有沒有

慈濟人參加，我都會講到慈濟。」

今天義診活動，包括有曼谷慈濟人及泰

籍志工共二十五位，還有十二位醫師參與，

並提供二部檢查眼睛儀器，就診人數為一百

八十九位。因有三十七位病患需要動手術，

因此，吳進醫師安排18、19日兩天，有醫院

專車接病患到醫院進一步檢查動手術，讓他

們能擺脫病痛，重見天日。

曾經到過花蓮，參訪過慈濟醫院，並深

受慈濟醫院特有人文感動的吳進大夫更是深

有感觸地說：「因為我是慈濟人，於是就有

了今天的義診，也讓我們看見泰國人醫會的

希望。」

■腎友家屬腎病危險群

馬國慈濟人安排健檢

2006.09.17

2006年9月17日，在馬來西亞分會靜思

堂，進行了每月一次的健康檢查活動。考

慮到腎友及其家人同住在一個屋簷下，生活

環境、飲食習慣相同，患上腎病的機率也相

較提高，在「預防勝於治療」理念下，人醫

會醫護及慈濟志工把重點投注在腎友家屬身

上。而經由訪視志工的協助，超過百位接受

慈濟補助的腎友家屬受邀出席。

一位腎友的兒子，年齡只有十七歲，健

檢結果顯示血壓及血糖都超過健康水平。由

於參與了健檢，他可以及時改善飲食及生

活習慣來補救，避免像其父親需要依靠洗

腎來延長生命。

為達至對腎病的預防，人醫會醫護細心

安排，除血壓、血糖測量之外，今天更特設

了另一項服務項目－－尿液微量白蛋白測試

（Microalbumin Urine Test）。當天健檢就有

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腎友家屬，測試後呈陽性

反應，表示腎臟功能已經出現問題，需要及

時治療及改變飲食習慣。

■自體幹細胞移植治療腦中風試驗

初步結果顯示腦神經有再生現象

2006.09.29

花蓮慈濟醫院於本年2月經衛生署同意

進行「以自體幹細胞移植治療腦中風」的人

體試驗，目前已有兩個病人參與且初步結果

顯示，損傷的腦神經細胞有再生現象，病人

踏出復原的第一步，但是此試驗預計要觀

察兩年以上。

研究團隊也強調，未來幹細胞若可治

療中風，病人仍然需要服用防治中風的藥

物，並且需要積極復健。

■大林慈院配合「送醫療到家」計畫

提供慢性病患者優質的健康服務

2006.09.29

嘉義縣老人人口高達百分之十四點四

七，為了讓健康照護工作普及到每一家

庭，嘉義縣政府9月29日宣布啟動「醫療

到家、幸福健康」計畫。

針對此計畫，未來嘉義長庚、大林慈

濟、署立朴子、華濟、灣橋榮民等各大

醫院及衛生所、社區志工等醫療團隊，

對心血管疾病、中風、糖尿病截肢與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病的患者，將開

辦醫師居家往診、復健等醫療、照顧工

醫療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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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減少家屬與病患跋涉就醫之不便，

及勞力、財務上的負擔。

另外，病患出院前，將由醫院進行

徵詢，通報轄區衛生所於三到七天內到

家拜訪，並瞭解患者恢復狀況及需要的

協助，再依個別需要，由專業醫療團隊

持續提供關懷及醫療照護，再創優質的

健康服務品質。

■慈濟加入台灣基因資料庫研究團隊

協助探討基因對抗疾病

2006.10.02

衛生署主導的台灣生物資料庫（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簡稱ELSI）計畫，
2007年起將在花蓮、苗栗和嘉義縣三地，招

募在地居民參與基因庫的研究，建置一個屬

於台灣本土的基因資料庫。

為破除大眾對台灣基因庫的迷思和誤

解，10月2日由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慈濟

大學及台灣社會改造協會共同主辦，在花蓮

慈濟醫院進行一場記者說明會暨教育訓練。

基因庫是透過長期觀察健康者的身體情

況，找出基因與其它醫學資訊，探討常見的

基因疾病與環境因素間的關係，找出致病因

子與機轉。基因資料庫又稱Bio Bank，這個

銀行是因大家的愛心而成立，造福的對象是

被研究族群世代的子孫們。他們選擇慈濟合

作的原因，是因為慈濟利他的精神與基因庫

成立的宗旨一樣，而慈濟醫院骨髓資料庫建

立的成功經驗，更值得台灣基因庫學習。

在現代醫學治療中，基因研究是帶領人

類對抗疾病的方法之一，尤其台灣擁有特殊

的環境和族群，建置屬於台灣本土的基因庫

是絕對必要的。

慈濟大學校長王本榮強調，要使台灣社

會接受基因庫的建置，首要秉持公道原則，

消除民眾的疑慮。慈大未來將扮演教學和

宣導的角色，希望大家都能瞭解生命倫理教

育，進而共同參與。 

■關懷拘留所住戶健康

印尼移民廳首次辦義診

2006.10.06

10月6日，慈濟印尼分會首次在移民廳

拘留所舉辦義診活動，主要是為移民廳拘留

所住戶做健康檢查。

印尼移民廳拘留所目前有八十四名

住戶，拘留所組長兼保健局日常執行長

Sunaryo表示，雖然移民廳拘留所已成立衛

生單位，也已有診療室，可是醫師及基本

醫療設施都還沒有。為了拘留所住戶的身體

及精神健康著想，只能每天早上與下午黃昏

時，讓住戶們到牢房外散步做運動。

義診進行時，一位拘留所的住戶牽著

患精神病的巴基斯坦人Jamil走進浴室，來

自阿爾及利亞的住戶Ahmad Goeziz馬上幫他

洗澡。Ahmad以流利的印尼話向慈濟志工表

示：「因為他很可憐，沒有人要幫忙他，但攝影/李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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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流落異鄉人，我會把他照顧到痊癒回國

為止。」

義診活動結束時，Sunaryo為此次義診

與2006年7月29日慈濟主動幫助一位即將遣

送回柬埔寨的A型肝炎病患接受治療，表達

感恩與佩服。

今天計有三十一名住戶來接受健康檢

查。負責義診活動協調的志工洪光添表示，

往後每個月皆會舉辦義診活動 ，持續關懷住

在監獄的民眾。

■東部地區災難醫療救護

花蓮慈院進行模擬演習

2006.10.17

今天在花蓮慈濟醫院合心五樓進行

「九十五年度東部地區災難醫療救護演

習」，這場活動是由行政院衛生署東區緊

急醫療災難應變指揮中心，及行政院衛生

署化災及輻傷醫療協調中心共同主辦，整

合東區衛生局、消防局、環保局、各級醫

院，進行一場模擬演習。

演習目的主要是考驗各相關單位的應

變能力及溝通、協調、組織、串聯等運作

能力，並測試緊急醫療災難應變指揮中心

（EOC）的動員力等。模擬演習中各相關單

位運用先進的無線電對講機透過空中對談，

期能有效統合各方資源，讓不在災難現場的

總指揮部，依然能對災難事故處置瞭若指

掌，以便達到最高、最有效率的救援能力，

讓災難傷亡減至最少。

演習結束，來賓及主席們紛紛針對演

習過程給予稱讚與指導，考評人員胡勝川主

任（行政院衛生署東區緊急醫療災難應變指

揮中心執行長）表示，對這次的演習非常滿

意，因為已經達到他想達到的效果，而且有

關應變的缺點也都知道了。

考評人員石富元醫師（行政院衛生署台

北區緊急醫療災難應變指揮中心執行長）表

示，事件發生時中樞必須要迅速掌握最重要

的三種資訊──病患流、資訊流、資源流。

而經由瞭解每一家醫院每個小時可處理的病

患數及需要住院的傷患數，就可讓最高決策

者在得知事故人數後，即能測知地區醫院是

否能負荷、消化大量傷患，立即做出決策。   

■愛灑泰山國道公警局　

北區人醫首次辦健檢

2006.10.18

為了關懷員警及眷屬們身心靈健康，及

紓解工作上的情緒與壓力，籌劃好幾個月的

愛灑警政署國道高速公路警察局「守護健康

守護愛健檢活動」，在十九位北區慈濟人醫

會、六十九位慈警會及社區志工參與下，10

月18日終於熱鬧登場。

會場經由慈濟志工發揮巧思，透過簡單

素雅的裝置藝術，將慈濟人文完整呈現。愛

灑活動如嘉年華會似的安排，有手語表演、

靜思語團康及志工示範靜思茶道，並奉茶

給在座嘉賓們，這消除了員警平日緊張的情

緒，與等待的枯燥感覺。

李嘉富醫師「如何認識自己的身體健

康」專題演講更是今天重點活動。

公警局程副局長於致詞時表示：「愛心

寬廣無國界，不限任何宗教，慈濟所表現出

的熱誠與效率，令人讚賞，平日這裡的氣氛

嚴肅，今天卻有過年似的輕鬆感覺，如果不

是有些同仁必須留在工作崗位上，今天禮堂

可能會爆滿，期許每位警察同仁都能傚法慈

醫療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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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精神，愉快有成效地服務民眾，進而淨化

人心。 」

宋宗哲督座表示：「警察本身因勤務的

關係，少有機會到外面做健康檢查，透過慈

濟健檢服務，能讓員警們多瞭解自己的身體

狀況。」而從簡式健康表中發現，員警朋友

身心承受壓力很大，五位身心科醫師除了用

儀器輔助紓壓，也給予心理輔導。

「你的血壓偏高，要吃清淡食物

喔！」、「你的一氧化碳含量過高，請盡

量少抽菸」、「你的肺活量偏低，請多運動

或是多練習唱歌」……，志工殷殷叮嚀員警

要注意身體健康，關愛的言語在健檢現場此

起彼落，倍感溫馨親切！健檢前仔細講解的

「診科引導工作說明」，讓整個健檢過程秩

序井然、圓滿流暢，共為八十五位警察及眷

屬完成健康檢查，也讓參與的警眷們對慈濟

人的專業與效率，留下深刻良好的印象。

■慈濟菲律賓義診中心啟用

醫療設備比照大型醫院

2006.11.05

布幔在所有人的祝福及見證下緩緩飄

落，籌備兩年多，佛教慈濟菲律賓義診中心

於11月5日正式啟用。大家隨著石明煌副院

長的「牛頭」伴著「拉車向前行」的歌聲擁

入義診中心，為慈濟在當地的醫療服務，樹

在石明煌副院長的帶領下，眾慈濟人跟著牛頭一起拉車向前行。攝影/李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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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里程碑。

回想在1995年，慈濟在菲律賓的第一次

義診，只來了一百七十三人。但是透過定期

和大型義診，多年來建立起好口碑，如今菲

律賓人醫會，已經是全國最大的義診團體，

現在每次義診，人數可多達數千人。而從

1995年開始至今十一個年頭，舉辦過八十四

次的義診，受惠病患已達十六萬多人。

在義診中心未興建前，人醫會幫民眾

診斷後，是與病患約開刀時間，並且還要

向當地醫院租借手術室來開刀。義診中心啟

用後，等於是有了自己的醫院，也引進了先

進儀器，每一個醫療設備，都是比照大型醫

院，像手術室就是採用無菌室的處理。

義診中心目前是以牙科和眼科的治療

為主，有兩間眼科的手術房，和三台先進

的牙科治療椅，陸續還會因應各種需求，

增加其他看診項目及儀器。期盼優質的醫

療團隊，加上先進的醫療設備，能造福更

多貧苦病患。

啟用典禮正逢慈濟菲律賓分會十二周年

慶，故而舉辦二天園遊會活動，義賣所得將

全數作為菲律賓的建設基金。而藉由此義賣

活動，也希望能做到「募愛心、買愛心、賣

愛心」。

■洛杉磯義診中心十三周年慶

舉辦義診、健行、回歸系列活動�

2006.10.27

為歡慶十三周年慶， 位於美國洛杉磯

阿罕布拉市的佛教慈濟洛杉磯義診中心於10

月底開始舉行一系列社區健康日。

系列活動包括流感疫苗注射及社區義

診，流感疫苗注射日期及地點為10月27日柔

似蜜市大華超級市場、11月3日蒙市香港超

級市場、11月5日義診中心，以及11月11日

慈濟愛滿地社區門診中心。注射疫苗由洛杉

磯郡衛生局提供，慈濟提供醫護人員及注射

使用器材，疫苗用完為止。

 11月5日的義診從8時30分開始到12

時，服務項目包括流感疫苗注射、驗血檢

查、子宮頸抹片檢查、家醫科、眼科、足

科、風濕關節科、腎臟科、婦科、中醫，

以及牙醫諮詢。除了提供免費義診服務社

區民眾，回饋社會，同時也響應上人推行

的「回歸竹筒歲月」精神，接引大眾參與

「隨喜愛心牆」樂捐運動，啟發愛心，天

醫療記事

足科醫師李大澎為病人解說疼痛的原因。攝影/王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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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積善念、行善事，希望能匯小善成大善，

淨化人心、和樂社會。 

為慶祝義診中心十三歲生日，10月29日

首次舉辦「走出健康，走出愛」健行活動，

邀請義診中心與門診中心的大醫王、志工及

親朋好友共襄盛舉。當爬到最高點時，大家

拍團體照，為此次健行活動留下紀念；回到

園區，大家一起切蛋糕，一起用餐慶祝。

■吉隆坡人醫會與UNHCR合辦義診

守護難民健康

2006.11.12

慈濟吉隆坡分會與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

署（UNHCR），自2004年開始合作援助難

民計畫。兩年來的互動，對方非常贊同慈濟

志工給予難民人道上的關懷精神。

兩個月前，慈濟志工在燕美路的商店樓

上，驚訝地發現聚居了六、七百名來自緬甸

的欽族（Chin）難民。慈濟志工了解到難民

最迫切的就醫需求後，決定會同UNHCR於
11月12日在難民集中的市區提供社區義診服

務。

雖然醫師在短時間內看了上百位的病

人，聲色依舊柔和，讓初次來看診的難民深

感與外面的醫師不一樣。有人在臨走前，還

向醫師微微彎腰、握手感激，有的還問醫師

何時會再來。

就診者伊達（E s t a r／B a w i  L i n g  

Thwe），工作中不幸被滾燙的油燙傷右

手，整個手背一片暗紅、皮膚發炎和潰爛。

義診總協調志工賴金合（濟嶸），知道她尚

需每天換藥，決定請伊達家附近的慈濟人醫

會醫師安排時間，定期往診幫助她。

慈濟志工透過UNHCR以及馬來西亞各

族群的難民委員會，把義診的信息布達給難

民，只有半天的義診卻嘉惠了一百四十八位

難民，持續為這些難民提供最基本的人道援

助是志工的期盼。

■打造臨床醫學的希望工程

大林慈院臨床教學中心啟用

2006.11.15

大林慈濟醫院率先成立全國區域教學醫

院的第一所臨床教學中心，並於15日舉行啟

用茶會。

臨床教學中心設置有急診、加護病房、

開刀房和手術技能模擬教室，以及數位化的

問題導向學習、實證醫學等教室。未來從疾

病的診斷到手術的模擬，將可藉由電子假人

（SIMMAN）與數位影像來達成，醫護人

員也能透過不斷地練習來提升本身的專業水

準，讓病人享受更加安全的醫療，不再是住

院或實習醫師觀察、練習的對象。

李宜恭醫師說，除了對話之外，電子假

人藉由PDA的無線控制，可以模擬出上萬種

的狀況，像是可以設定心律不整、肺炎或是

休克；醫護人員必須針對假人心臟是否有雜

音、呼吸異常、腸子出現的聲音，以及對疼

痛的反應來判斷病人生了什麼病。副院長呂

紹睿表示，在教學中心裡除了各種模擬的設

備外，更因為有數位學習的設備，讓老師與

學生可以經由影像進行互動與修正錯誤。

院長林俊龍指出，要將好的觀念與技術

傳承給下一代，包括醫學生、護理實習生等

都能在科技與資訊系統的協助下提升專業，

而老師也能教學相長，進而提升整體的醫療

水準。為了提升整體的醫療環境，大林慈院

的臨床教學中心更歡迎鄰近各醫療院所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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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雙方可以進行各種計畫的合作。

■跨國網路骨髓資料庫超過一千萬筆

韓國骨髓庫合作亞洲病患配對提升

2006.12.02

12月2日上午，於慈濟醫院台北分院國

際會議廳中，包含來自美國、德國、日本、

韓國等國家及國內優秀的骨髓資料庫專家及

血液疾病醫師，共同參與慈濟骨髓幹細胞中

心十三周年學術研討會，進行一整天的骨髓

移植專業課程研習。

慈濟台北分院蔡勝國院長於會中強調，

藉由此研討會，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也將與

擁有六百萬筆骨髓資料的美國、三百萬筆骨

髓資料的德國接軌，將最新的檢驗技術及聯

絡網結合，成為一個全方位的聯絡網；屆時

將有超過一千萬筆的骨髓資料，能透過慈濟

骨髓幹細胞中心，提供全球血液病患搜尋配

對。

當天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並與擁有十萬

七千筆資料的韓國骨髓庫簽訂合作契約，由

於亞洲人的HLA相似，這樣的合作，將有助

於提升亞洲病患的配對成功率。

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許文林，則為來

賓說明慈濟骨髓資料庫的發展現況。從1993

年推動骨髓捐贈成立資料庫，到1994年第一

例捐髓者出現，至今超過二十九萬筆的資料

庫，提供全球二十三個國家，已經有一千二

百例的個案配對成功。

此外，許文林表示，臍帶血資料庫截至

2006年11月為止，已擁有八千六百七十八筆

儲存量，他期望很快能達到一萬筆，也希望

今年在臨床及研究上都可以更上層樓。

■吉隆坡燕美路第二次義診

嘉惠283位緬甸難民
2006.12.10

12月10日，繼第一次〈11月12日〉於燕

美路為難民義診，吉隆坡分會舉辦第二次的

難民義診。志工們天未亮就趕到燕美路的義

診現場布置場地。

此次義診依然設有普通科和牙科。經過

上個月的義診後，難民們口耳相傳，因此，

還未到看診時間，已有成群結隊的難民攜兒

帶女前來看病。其中有遠從巴生過來，也有

第一次來的，一大早就在市區尋尋覓覓、兜

兜轉轉一兩個鐘頭才找到義診處。

醫生目睹病人越來越多，不禁從室內走

到等候處，拿起病歷表，就地看診。

天氣酷熱難擋，貼心的志工特地為難民

們準備礦泉水和麵包、餅乾，讓等待看病的

人可以充飢解渴。本來志工擔心難民們等得

太久而生怨言，但與他們交談後，發現只有

醫療記事

在林碧玉副總見證下，韓國骨髓庫代表與慈濟幹細胞中

心簽訂合作契約。攝影/王賢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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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聲感恩有機會來看病。半天的義診，嘉惠

了兩百八十三位緬甸難民。

■茂物縣巴隆村習經院義診

院中學員承擔志工

2006.12.17

12月17日印尼慈濟志工再次前往茂物

縣巴隆村阿爾阿斯利亞奴．魯亞．伊曼習

經院舉辦義診，這次義診項目有普通科及

牙科。參加的人員，計有二十位普通科醫

師、二十二位牙科醫師及三十多位慈濟志

工，將診療數千名習經院男女學員。義診

分為兩階段，上

午診療男學員，

中 午 診 療 女 學

員，以遵循習經

院男、女分班的

規定。

在這場義診

中，最突出的現

象，是有好多位

習經院男女學員

幫助義診工作。

星期天本來是園

地工作日或課外

作業時間，然而

今天他們卻熱心

出力從旁協助，

無論是在掛號部

門、接送病患、

當醫師的幫手、

當 藥 房 助 手 、

洗滌儀器，甚至

幫忙技術工作等

等，都有他們的

蹤影，做出了積

極的貢獻。 

牙科醫師柯

斯美雅蒂認識慈

濟已有四年，雖攝影/I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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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入「人醫會」，但經常投入慈濟義診

活動。她的觀點很簡單：「天賦予了我無

限幸福，我有健全的身體，有可應用的學

識，也有靈活的雙手，為何不將一些福分

享給別人呢？」這次她還帶領學醫的孩子

來參加，並補充道：「先讓她到現場來見

識一下。」

習經院負責人沙卡夫回教長老聲稱：

「今天我感到非常榮幸，覺得滿懷喜悅，

欣慰見證到這種慈善醫療工作，這證明了

我不是單獨奮鬥，四周有許多信徒陪伴著

我，尤其是佛教慈濟基金會始終以偉大精

神幫助貧苦大眾。」

義診進行至下午，共診治了二百七十

位牙科病患及八百九十位普通科病患。

■大林慈院推動社區健康活動

期許「健康促進醫院」預防醫療

2006.12.20

大林慈濟醫院尚未啟業前，院內同仁

即開始與大林鎮居民互動，透過早期健康

篩檢、衛教等促進社區健康相關活動，來帶

動社區居民健康照護。且於民國2003年9月

創立每兩個月出刊一次的「大莆林社區健康

報」，將社區志工故事及健康訊息傳遞給民

眾，讓民眾有多元化的醫療照護，也能擁有

健康的心靈。 

大林慈濟醫院推動社區健康，六年來

成效顯著。致力於推動社區健康的社區醫

療部20日舉辦成果展，邀請社區志工及院內

同仁，一同慶祝「大莆林社區健康報」第20

期出刊，也見證「大愛農場」、「健康柑仔

店」及志工們的付出。院長林俊龍也帶領大

家宣示，讓大林成為健康新市鎮，及全國人

民健康促進的典範與標竿。 

林俊龍表示，醫院成立以來，不斷朝著

病人與環境安全、社區民眾和院內同仁等健

康促進方向努力，並邀請居民和院內同仁共

同參與環保掃街、老人關懷活動，同時於院

內推動全院同仁「體適能檢測」。此外，他

強調一切的健康要從飲食做起，提醒民眾戒

菸戒酒、定時運動、定期健檢，才能有健康

的身體，營造出健康社區。期待醫院不只是

消極治療病人，更是積極走入社區做預防醫

療的「健康促進醫院」。 

柯斯美雅蒂醫師小心地將阿吉的臼齒拔掉。攝影/I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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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大進階模擬實境手術教學

大林醫療團隊微創醫術奠根基

2006.01.06

慈濟大學首開國內先例，與花蓮慈院

合作醫師模擬手術教學，是日慈濟大林醫

院副院長簡守信帶領醫療團隊二十餘人，

齊聚花蓮慈院參與第三梯次大體老師進階

模擬實境手術。

本教學以內視鏡手術為主，進行心臟

血管外科、泌尿科、神經外科、耳鼻喉科

等科微創醫術教學，分兩組由醫師進行進

階模擬手術及提供護理系學生了解人體構

造。

靜思精舍德宣師父、德禪師父、德晴

師父引領大家進行啟用儀式，感謝成就本

課程的四位大體菩薩和其家屬。

捨身菩薩發揮良能，讓醫療人員醫術

更精湛，服務更多病人。從了解大體菩薩

生平點滴、與家屬互動中，醫療人員深刻

感受他們的無私與大愛。

■慈大兒家系試教課程豐富有趣

中原國小附設幼稚園樂在其中

2006.01.10

1月10日，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

教育學系的同學，在胡美智老師帶領下，

於花蓮市中原國小附設幼稚園試教，兩個

同學一組，輪流上台運用「幼稚園教材教

法」進行課程。

有的同學用唱歌數數，有的用說故事

帶領小朋友認識乘、除法。為吸引孩子

目光，動物造型、卡通人物等自製玩偶出

籠，逗得小朋友笑哈哈！

孫雅玲同學結合圓形、三角形和大

富翁數數進格，建立小朋友數字和圖形

慈大大體模擬實境手術教學啟用儀式，醫師、學生及家

屬瞻仰捨身菩薩遺容，虔誠念佛以表感恩。攝影/花蓮

本會提供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同學，於花蓮市中原

國小附設幼稚園進行試教。攝影/李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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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小朋友舉一反三「烤土司是四方

形」，令人不禁誇讚孩子潛力無窮。謝宛

芝同學認為生活常規很重要，以身作則用

「請」、「謝謝」等和小朋友互動。

短短半個小時試教課程，同學利用兩

週時間準備，先將教案交給老師審閱，並

於試教前一週先在教室演練一次。中原國

小附設幼稚園園長羅景方表示，試教能讓

同學掌握教學重點，園方願意提供更多機

會。

■慈濟技術學院馬來西亞國際人文

交流團  參訪姊妹校、檳城洗腎中
心及慈濟志業

2006.02.09-15

2月9日至15日，台灣「慈濟技術學院

馬來西亞人文國際交流團」師生一行三十九

人，在慈濟基金會陳紹明副總領隊帶領下，

與姊妹校理科大學及培風中學進行交流，並

深入了解馬來西亞慈濟志業的推動情形。

2004年11月30日，慈濟技術學院與理

科大學（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締結為

姊妹校，2006年兩校進行第一次交流。
9日，慈濟團員首先來到洗腎中心，醫

護人員、志工和腎友表演手語「讓愛傳出

去」，表達至誠的歡迎。隨後到洗腎區深

入暸解洗腎中心的運作，熱誠關懷讓腎友們

倍覺溫馨；德慇師父一一分送結緣品給腎友

們，鼓勵他們繼續活出有價值的人生。其中

一位腎友施慶平，洗腎四年蛻變成慈濟志工

和洗腎中心助理，自利利他的精神，是同學

們最佳生命教材。

隔日參訪理科大學，資深教授透過影片

播映和解說，讓年輕學子明白該校多元化的

教學，不僅貼近新科技，在環境保護方面更

是不遺餘力。雙方的交流，意味著兩國文化

的交匯，期待彼此能夠邁向卓越的未來。

連續幾日交流並參訪志業體及全球第

一家靜思書軒、慈濟幼兒園等，馬六甲分會

熱情款待讓慈技人文之旅獲益不淺，見證馬

來西亞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步同步進行，

臨行前，團員也以《父母恩重難報經》音樂

劇回饋。

■「花蓮縣健康城市辦公室」揭牌

啟用�縣府與慈濟、東華、教育大

學合作推展

2006.02.10

花蓮縣政府為建構健康城市，與慈濟大

學、東華大學和花蓮教育大學合作「花蓮縣

健康城市研究發展計畫」，由慈大策劃、執

行並設置辦公室。

2月10日，「花蓮縣健康城市辦公室」

揭牌啟用，縣長謝深山宣告民國九十五年是

花蓮縣健康城市元年，並在縣政府舉辦「花

蓮縣健康城市元年」點燈儀式。

慈濟技術學院國際人文交流團參訪馬來西亞，德慇師父

為檳城腎友們送上結緣品，鼓勵他們繼續活出有價值的

人生。攝影/周濟帆

教育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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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健康城市推動委員會」由二十

九位來自縣府一級主管、學者專家和民間代

表組成，副縣長朱景鵬為召集人。第一年將

建構花蓮健康城市網站和撰寫健康城市白皮

書；第二年則建立相關指標，讓民眾對健康

城市的期待具體化，並與國內外健康城市締

結為姊妹市。

慈大賴滄海代理校長表示，花蓮有好山

好水，還需要健康的心靈和生活環境，藉由

健康城市小組的推動，希望讓花蓮人擁有健

康，讓外縣市民眾一起享受花蓮健康之美。

這項計畫獲得衛生署補助，以健康活

力、觀光旅遊、無毒農業、健康心靈、健康

校園、清新環境為計畫主軸，花蓮縣衛生局

局長施仁興表示，慈大主要負責資源組和健

康組，是整個計畫的靈魂，盼結合學者意見

和在地人需求，創造花蓮特色。

慈大體育室黃森芳主任表示，慈大自創

校來不斷推動健康校園觀念，包括拒菸、綠

建築、校園安全，推廣全校百萬圈跑步、體

適能運動等成功經驗，都可以與社區分享。

■慈大舉辦教師合心共識營

闡述慈濟人文與創校精神

2006.02.17

慈濟大學為了給學子最好的教育環境，

深度凝聚教師共識，2月17日起，校長及各

系所舉辦「教師合心共識營」，分享慈濟辦

學理念、學校方針與人文教育。  

駐校董事王端正副總執行長，以慈大和

敬樓《無量義經》八句經偈「靜寂清澄，志

玄虛漠……」和大廳的「慈悲喜捨」校訓，

闡述慈濟辦學理念和中心思想，源自慈濟志

業「修己利他」的精神主軸，要做到大慈無

悔、大悲無怨、大喜無憂、大捨無求。

慈濟所實踐的法門，是讓生命有尊嚴、

品質、希望和喜樂，而追求卓越研究、培

養學生專業知識是所有大學要努力的目標，

而連接兩者要靠教育的引導；要「走對的

路」，引導學生做人規矩、人文涵養及生活

教育。

慈大的特色是慈濟人文。國內很多大

學，在通識課程中開設「慈濟人文」課，連

大陸北京大學也前來了解，可知這是慈濟重

要的資產。

■實習醫師合心共識營

慈大醫學生踏進臨床學習

2006.02.18

2月18日，花蓮慈濟醫院與慈濟大學

合辦「九十五年第一梯實習醫師合心共識

營」，在靜思精舍展開兩天研習，師長們傳

承經驗、分享心得。

五十位慈大醫學系學生參加宣誓典禮，

證嚴上人親自為大家配掛聽診器、授袍，祝

福他們正式踏進醫院臨床實習，並期許學員

以感恩心對待病患，因為每個病患都是醫師

的老師。

醫學生完成五年學業之後，第六年走入

醫院進行第一線臨床工作，未來實習之路對

學生而言，是榮譽更是使命。 

 連續兩天的「實習醫師合心共識營」，

有經驗傳承、心得分享，還有更多來自師

長和學長的加油鼓勵。帶著滿滿的愛與祝

福，學生們即將走上第一線，期待彼此攜手

合作，在搶救生命的路上，展現醫者高尚典

範，視病如親，志為人醫守護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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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大大體模擬手術教學啟用

追思感恩捐贈菩薩大捨大愛

2006.02.20-24�

2月20日至23日，慈濟大學舉辦第五次

模擬手術教學，授課對象是醫學系第七屆六

年級的醫學生，培訓正式進入臨床成為實習

醫生，四天的課程圓滿後，於24日舉辦感恩

大體老師追思火化儀式。

2月20日，在靜思精舍常住師父引領

下，開始大體模擬手術啟用儀式。四天課程

包括 ALTS 急救方法、婦產科、一般外科、

骨科、神經外科、眼科、整形外科、泌尿科

等，由慈院七十一位醫師接力教學。

慈大醫學系第二屆畢業生溫羽軒，目前

是慈濟醫院耳鼻喉科住院醫師，第一堂課教

導學弟妹 ALTS 急救方法。

這次有八位大體老師奉獻，家屬參加儀

式並與學生交談後都覺得很心安，因為親人

捐贈大體的遺願終於圓滿，留下大愛。

24日，舉辦感恩大體老師追思火化儀

式，醫學系師生及家屬用最虔誠及尊重的心

送別。在大體老師身上，學生不僅學習到專

業知識和技能，更重要是付出的精神。未來

面對真正的病患，醫學生將用雙手實現服務

的精神。

■慈濟大學追思大體老師

感恩捨身菩薩大愛育才

2006.03.05

慈濟大學3月5日舉辦九十四學年大體老

師感恩追思暨入 儀式，二十九位大體老師

圓滿育才功德。在靜思精舍師父引領下，學

生們以鮮花和最後一封信，虔誠為大體老師

送別。

慈濟大學鼓勵學生尊重與學習大體老師

的生命歷程，在上解剖課前，會拜訪大體老

師家屬，收集相關資料及照片，再寫成老師

的生命故事，和慈大的校史共長存。

「一刀一剪，恩師堪受；十刀十剪，憶

師容貌；百刀百剪，感恩師德；千刀萬剪，

傳承師志。」自84年2月林蕙敏女士主動捐

贈遺體後，至今年2月已經有一萬七千零

五十位簽署大體同意書，打破國人「入

土為安」的觀念，也創下台灣醫療史的

里程碑。

謝木水大體老師的女婿蔡清源說出家

屬對學生的祝福：「期望你們將對大體

老師的不捨和悲傷，化為在醫學界更精

進的力量。」

四十年來隨侍在證嚴上人身邊的德恩

師父，和所有大體老師一樣，圓滿人生

最終願望。

下午的追思會上，證嚴上人致贈紀念

牌，感恩老師們大愛的付出，也期許所

慈濟醫學系六年級的學生進入臨床實習前，先練習大體

模擬手術教學課程。攝影/李家萓

教育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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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醫學生都能充分發揮所學。

從送靈、追思、到入 ，場面莊嚴肅

穆，雖然有哀傷不捨，卻有更多滿滿的溫

馨。感恩老師們在光明有情的境界，用愛

指引著學生更踏實的走向醫學路。

■慈濟大學舉辦首屆僑生週

十三國僑生展現異國文化�

2006.03.13-18

慈濟大學首屆僑生週 1 3日起展開至
1 8日，來自十三個國家的三十一位僑

生，舉辦靜態展覽，身穿傳統服飾，展現

異國文化與美食。

18日則是由僑委會主辦、慈濟大學協

辦的春季僑生聯誼，邀請東華大學僑生互

動交流，共七十多人參加。

靜態的「華文教育展」展出馬來西亞

華人為華文教育奮鬥一百八十年的歷程。

慈濟大學九十四學年大體老師感恩追思暨入龕儀式，靜思精舍常住師父、家屬及慈大師生與志工夾道念佛，為大體老

師送靈。攝影/李家萓

慈大首屆僑生週，僑生用彩色米排列成「世界的角落」

圖案，是馬來西亞傳統節慶用來迎神的，在此象徵世界

每一個角落都有華人。攝影/李幸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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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有電影播放、照片展覽、

傳統服飾，以及分享各國飾品，每天中

午更有美食秀登場。

此次活動，所有僑生合力用米排成

地球的圖形，名為「世界的角落」，在

馬國當地叫做「k o l a m」，從構圖、染

米、排列到大功告成，整整花了三十八

小時，讓所有人知道每一個世界角落都

有華人存在，也代表這場活動的精神和

祈求豐盛的願望。  

聯誼會的最後一個活動，是邀請僑

生一起認識慈濟大學，慈大同學在古樸

幽雅的茶道教室陪伴僑生。僑委會秘書

李瓊貞全程參與活動，她表示，透過茶

道，讓不同地區生長的僑生們，感受中

國人重視修身養性的文化，也可藉此讓

大家互相交流。

■慈大實小第五屆兒童劇展　

結合「藝術與人文」教學�

2006.03.24

慈大實小第五屆兒童劇展，共十三個班

級參與3月24日的演出。從劇本的撰寫到道

具的製作、聲光特效的搭配等，都是老師、

學生、家長三方面合心協力完成。

包括有關環保議題的「春天到了」、

「誰是禍首」與「珍惜大自然」；心素食

儀的英語劇「The Dinosaur  ̓Dinner」（恐龍

的晚餐）；結合舞蹈的「火童」；音樂律動

的「傻鵝皮杜尼」；還有將自己班上發生的

事，改編成劇本寫出的「男生女生配」。

慈大實小五年來有豐富的教學經驗，

不只是統整「藝術與人文」，更進一步結合

語文、社會、健康與體育、環保、法治、道

德、生活等課程。

白麗美校長期望藉由獎項設計，激盪

出更具特色的兒童劇，讓小朋友在角色扮演

中，學習到團隊合作，豐富孩子們的課程！ 

■慈大附中師生榮獲花蓮縣表揚

「優秀青年」、「優秀學校青年」�

2006.03.24

慈大附中學輔中心組長薛靜儀老師、國

三王宇鵬和高三楊至弘，榮膺花蓮縣九十五

年「優秀青年」及「優秀學校青年」，於青

年節前接受表揚。 

薛靜儀老師幼時曾接受家扶中心幫助，

立願將來有能力一定要回饋社會。她平時不

僅捐錢布施，更利用晚上時間參加義務「張

老師」、「生命線」服務。在慈中薛老師舉

辦多項創新活動輔導學生，並結合花蓮區學

生分享多元入學方案升學講座等。

王宇鵬和楊至弘兩位同學，都是學校的

親善大使，曾參加學校舉辦的兩岸文化交流

活動，也帶動當地同學進行居家關懷的慰問

活動。

慈大實小第五屆兒童劇展，全校師生盡情發揮創意，一同

編演出屬於各班特色的兒童劇。攝影/林郁文

教育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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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至弘同學熱衷參加志工服務，常跟

隨學校老師參加老人之家服務，帶給老人歡

樂。王宇鵬同學自一年級開始參加國術社，

武術、美術版畫、閩南語演講等，皆曾獲多

項獎座為學校爭光。

在慈大附中，兩位同學認為自己把本分

事做好，照顧好自己的身心，不讓父母擔心

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慈大科羅拉多再度交流計畫

科大學生展開台灣初體驗�

2006.03.28-04.22

慈濟大學與科羅拉多學院交流計畫今年

再度展開。在 Ralph 教授的帶領下，該院十

二位學生3月27日抵台，28日開始上課，至4

月22日止，為期近一個月時間。

為了讓科大學生迅速適應花蓮生活，

慈大貼心安排英語流利的生命科學系同學協

助，同時送給每位同學環保餐具和制服。

除了例行基因遺傳教學，學員可自由選

修中國文化課程，例如學習書法、茶道、花

道等。

查克同學表示，從茶道和花道的課程

中，可以感受到中華文化對人和大自然的尊

重；而在慈濟校園裡，彼此關懷的風氣是在

美國大學裡看不到的，所以他很喜歡這裡，

也謝謝大家對他們的關心。

這群美國青年們在慈濟接受人文的洗

禮，準備將茶葉帶回國，與朋友一起體驗中

華茶道的魅力。 

根據兩校交換計畫，今年暑假，慈大生

科系學生也會到美國科大學習。故而善用科

大在慈濟大學的一個月，徐雪瑩主任鼓勵慈

大同學旁聽 Ralph 教授的課，不僅提早了解

國外教學方法，還可提昇專業知識與自身英

文能力，更為暑期出國進修做準備。

■王本榮就任慈大第六任校長

更加強團隊合作締造佳績

2006.03.31

慈濟大學31日舉辦校長交接典禮，原醫

學院院長王本榮正式成為慈濟大學第六任校

長。

駐校董事王端正表示，希望借重王校長

「小兒科，大格局」的長才，發揮他愛心、

細心、溫柔照護的精神，帶領慈濟大學師生

走向創新的格局，邁向國際的舞台。

民國七十六年，當時慈濟醫院杜詩綿院

長邀請王本榮教授協助慈院小兒科門診，八

十七年，接任慈大醫學系小兒科主任，九十

年成為醫學系主任，九十三年起，擔任醫學

院院長。

王校長致詞時表示，證嚴上人的教育理

念是培養傑出世界公民，所以慈大在境教、

言教、生活教育上，以慈濟人文和藝術生活

涵養學生生活；他期許慈濟大學像支優秀球

慈大附中薛靜儀老師、王宇鵬和楊至弘同學，於青年

節前榮膺花蓮縣九十五年「優秀青年」及「優秀學校青

年」。�攝影/林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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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透過細膩合作與各司其職，締造優秀成

績。

學校同仁演唱「感恩」、「一家人」，

感謝王校長承擔校務重責；方菊雄前校長送

了一副石磨，以過來人經驗勉勵王校長「千

金重擔，化育甘泉」。

代理期間表現優異的賴滄海教務長升任

副校長；李錫堅教授則接任教務長。 

■巴生社推中心暨靜思書軒啟用

提供沉靜心靈的人文空間

2006.04.02�

2006年4月2日，慈濟大學第四所社會

教育推廣中心，以及馬來西亞第十間靜思書

軒，於巴生武吉丁宜正式啟用。

武吉丁宜是綜合性城鎮，也是巴生最大

的住宅社區發展城鎮。慈大社推中心及靜思

書軒用地是由吉隆坡慈濟志工陳厚武發心承

租，啟用當日，在馬六甲、吉隆坡分會執行

長劉濟雨、簡慈露，及慈濟人的見證與祝福

下，和當地居民分享人文之美。

位於二、三樓的社推中心，開辦陶藝、

烹飪、書法、兒童美術班等人文課程。巴生

聯絡處負責人洪濟闊表示，社推中心邀請大

人與小孩一同學習，報名人數非常踴躍。

靜思書軒位於一樓，靜謐的氛圍、柔

和的燈光及剛勁的竹枝，陳設簡約、樸素，

加上迎面而來笑容可掬的慈濟人，使人甫進

門就能心念定靜；牆上書畫字字珠璣，讓人

心領神會；還有常年不打烊及無線上網的服

務。

顧客劉國文表示：設計這樣具人文氣息

的空間，讓人覺得很舒服，是上班族和商業

界人士心靈休閒的好地方。

■慈濟大學首屆音樂節

沈克恕等藝術家饗宴登場

2006.04.24-28

慈濟大學4月24日至28日舉辦首屆音樂

節，一向注重學生藝術涵養的慈大，除了專

業課程，還有多元化藝術課程，培養學生豐

富人文素養。首屆音樂節，是在沈克恕老師

催生下誕生。 

24日，首先登場的是國內知名男高音宋

茂生的個人獨唱，接著是26日沈克恕老師的

小提琴獨奏會，享譽國內外，推廣古典音樂

不遺餘力的劉岠渭教授，音樂講座「邁入古

典音樂的殿堂」28日登場。

慈濟大學賴滄海副校長表示，音樂可以

涵養人生，能在學校欣賞專業級演出，實在

令人興奮。為鼓勵同學接觸藝術人文，除了

通識課程，現在還採取將音樂家請回學校的

作法，讓同學深入接受藝術薰陶。   

沈克恕老師表示，慈大音樂節不只同學

可以參加，更歡迎花蓮鄉親一起來感受藝術

新任校長王本榮（左）由駐校董事王端正（中）手中

接印信，正式成為慈大第六任校長；原教務長賴滄海

（右）代理校長期間表現優異，升任副校長。攝影/李

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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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音樂可以美化人心，人人心中有愛，

社會自然祥和，這也是舉辦音樂節的目的。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學習之旅

中泰人文國際交流互動熱絡

2006.05.02

慈濟基金會在海外籌設的第一所小學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師生二十一人從4月
28日到5月16日展開為期十九天的中泰國

際學程交流活動；除了來台參加慈濟四十

周年慶活動，並應慈大實小邀請，自5月2

日起進行為期兩週的學習之旅。

清邁慈濟學校這趟國際交流學習之

旅，讓兩地學生相互了解當地的風俗民

情，擴展學習領域及生活經驗，也讓小朋

友自小接受多元文化，建立國際觀並能尊

重他人的文化。

此行的重點是學習華語，藉由融入班

級活動的課程，讓泰國小朋友也能流暢使

用華語。同時安排茶道、花道、押花、陶

藝等課程。

上課時，慈小的接待小天使與泰國小

朋友一同看課本，雖然泰國小朋友對中文

字不是非常了解，但接待小天使仍努力的

告訴他們進行到那裡，這樣溫馨的互動，

無形中拉近彼此的距離。

11日，中泰學童一起上自然科實驗課

程，了解液體與固體變化。慈小學童親切

地招呼、陪伴遠從泰國來的小朋友。製作

果凍實驗時，大家合心協力，現場鼓勵聲

此起彼落，增進了彼此的情誼。 

■大專院校孝道創意表演賽

慈濟技術學院奪冠捐獎金

2006.05.07

慈濟技術學院以音樂手語劇「跪羊

圖」，參加財團法人百世教育基金會舉辦的

「高雄第二屆大專院校孝道創意表演賽」，

榮獲全國第一名，並將獎金五萬元全數捐給

慈濟基金會濟貧。

今年2月9日，慈濟二十位學生前往馬來

西亞參加人文國際交流活動，演出「行孝不

能等」音樂劇，轟動海外。返台後，他們將

原劇三十二分鐘濃縮為五分鐘的「跪羊圖」

參賽。
泰國清邁學童學習之旅到花蓮慈濟小學國際交流，小朋

友一起上自然科實驗課程，互動熱絡。攝影/林郁文

慈濟技術學院「愛的種子隊」參加大專院校孝道創意

表演賽，榮獲全國第一名，將五萬元獎金捐贈慈濟基金

會。攝影/王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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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動共三十隊報名參加，3月26日初

賽後，5月7日總決賽，六位表演同學（高嘉

璟、黃瑞媚、黃沛文、施雅珍、葉虹儀，黃

逸凡）善用下課時間與晚上加強練習，以舞

蹈、手語、話劇等方式呈現，脫穎而出。

黃逸凡同學表示，此音樂劇傳達父母恩

重如山的深義，為人子女者當飲水思源，知

恩報恩不忘本。她每排演一次，更增添對父

母的感恩。

黃沛文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

養而親不待，所以平日要多向父母開口說聲

愛，並且常陪伴他們。」

此劇的表演主軸為「行孝不能等」，中

華藝術學校的吳校長致詞，劇中以小羊跪哺

詮釋孝道，蘊含人文倫理與藝術情懷。

■慈大人文月感恩慈懿會護持

校長帶領老師親自下廚端菜

2006.05.19

每年五月是慈濟大學的「慈懿人文

月」，5月19日特地舉辦感恩餐會，宴請懿

德媽媽和慈誠爸爸，感恩他們長久以來的

護持。

慈濟大學王本榮校長親自帶領老師們

上菜，穿上圍裙、戴上帽子，排成一列恭敬

地將粽子端給慈誠爸爸和懿德媽媽；接著又

褪下服務生的角色，搖身一變成為煮麵的主

廚。「謝謝啊！」慈懿爸爸媽媽們笑得很開

心，感覺味道特別可口。

慈大為了照顧離家學子，設有全國唯

一的「三軌輔導制度」，除了學校導師制

度和學輔中心，扮演學生和學校之間潤滑

劑的「慈誠懿德會」，均是慈濟慈誠隊及

委員，他們用父母心呵護學生，也是同學

的生活導師！

社工二年級林琇瑩同學表示，慈懿會給

同學的是人文和愛，與慈誠爸爸、懿德媽媽

相處，學到很多為人處世的智慧。

今年4月上任的王校長是慈大最年輕的

校長，卻是最資深的慈誠爸爸，因為他也是

第一屆醫學系的慈誠爸爸。

當天是宿舍學習日，所以感恩餐會後，

同學邀請大家參觀宿舍。宿舍外還有送花傳

情活動，「爸爸，媽媽，我愛您們！」同學

說出心中的話，感恩慈懿會溫馨的陪伴。

■慈大獲節約能源績優傑出獎

經濟部能源局舉辦觀摩會

2006.05.26

慈濟大學獲經濟部能源局「94年度節約

能源績優廠商傑出獎」。 經濟部能源局並於
5月26日在慈大舉辦「2006節約能源績優廠

商觀摩會」，與東部機關團體一百多人分享

慈大節約能源的經驗。

經濟部能源所詹益亮組長表示，慈濟團

體推廣環保和節能不遺餘力，93年度大林慈

濟醫院獲獎，94年慈濟大學獲獎，創下兩年

同一志業體獲獎的紀錄。

慈濟大學創校以來，不但積極推動二手

紙再利用，慈大師生更養成平時使用環保碗

筷和垃圾分類的習慣；用水部分，用省水馬

桶、省水水龍頭，還有雨水回收系統，用來

澆花和沖洗馬桶；設立太陽能電力系統及廁

所感應式電燈、熱泵等。

慈大總務處彭偉民組長表示，學校以省

電T5燈管代替傳統燈管，T5燈管比一般燈

管貴三分之二價位，但節省約百分之五十的

電能，就長期效益來說，非常符合成本。慈

教育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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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94年度節能總用量，包括用電、用水、用

油，就比93年度少了11.7%，為學校節省三

百八十幾萬元。此外，學校會請同仁開會時

以瓷杯取代紙杯，減少紙用量。

宿舍的熱泵系統是利用溫差來節能；

體育館的屋頂鋼構工法，可減少混凝土用

量，並增加室內自然光和通風；在太陽能應

用上，包括太陽能路燈、屋頂太陽能發電設

備，減少屋頂直接日照曝曬等。

■慈大附中舉辦志工隊活動

國三學生身體力行植福田

2006.05.29

慈大附中於5月29至31日為國三學生舉

辦為期三天的植福志工隊。課程設計不僅讓

同學身體力行，還讓他們在心裡植福。

第一天安排「志工心語」和「茶馬古

道」攝影講座，豐富同學心靈。得過多次金

鐘獎的大愛台導演魯虎憑，除了講述精采故

事，還分享他因車禍受到慈濟人悉心照料，

因而發願當慈濟委員。他表示名利不足惜，

真正要追求的是心靈的滿足和豐富。

5月30日同學前往心靈的故鄉靜思精

舍，參加志工早會，德懷師父勉勵同學要知

福、感恩、再造福。出坡時間，同學們協助

打掃觀音殿、知客室、簡報室、數位會議

室、蠟燭間、衣坊間等，並到齋堂幫忙準備

餐具，從工作中學習「多用心」。

第三天，前往東區老人之家關懷。熊

毅老師帶動唱，同學們拉起爺爺、奶奶的手

同歡樂，雖然他們動作不俐落，但很努力參

與，臉上露出了微笑。會說閩南語的同學不

多，但克服困難，試著和老人家聊天，說服

他們出去曬曬太陽、透透氣。

此次活動，許多同學表示除了心靈成

長、引發善念，還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

■加拿大素里首次發放助學金

圓滿孩子參與課外活動的夢

2006.06.01

慈濟加拿大分會南素里區，6月1下午在
Delta（三角洲市）Cougar Canyon小學體育

館，舉辦首次助學金發放儀式，一圓三十多

位低收入家庭孩子參與課外活動的夢。

以往當地的社會捐助，都是透過學校局

轉發給孩子，而慈濟人不僅是給予有形的物

質，更重要的是傳遞尊重和關懷。當他們直

接從慈濟人手中接受獎狀和兩用的背包時，

臉上露出欣喜和驚訝的表情。

校區助理總監 MR. Garnet 感謝慈濟多年

來慷慨捐助，也很高興南素里區有第一次正

式的頒發助學金儀式。學校局督學 Dr.John 

致詞表示︰慈濟提供學習溜冰、游泳、騎

馬、舞蹈、歌唱、繪畫、球類等課外活動，

他希望學童心存感恩「Tzu Chi makes your 

dream possible」，也祝福世界上每一個孩子

慈大附中同學到東區老人之家關懷，細心地餵奶奶吃東

西。攝影/林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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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夠上學接受教育。

一位小女孩 Holmes ，特別製作了一張

海報，感恩慈濟讓她有機會學習騎馬；另

外，也有不克參與此次頒獎儀式的學童們，

拜託老師帶來集體創作的感恩畫冊。

還有一位滿頭白髮的輔導員告訴志工，

今年他就要退休了，但他一定要向教育界的

好友介紹慈濟。

■達拉斯慈濟人文學校首屆暑期班

帶領孩子快快樂樂過暑假

2006.06.05

美國德州達拉斯人文學校首屆暑期班，

6月5日正式開學，共招收22位學生。為了讓

孩子在暑假期間、學習之餘，又能高高興興

享受休假樂趣，教務組特別設計寓教於樂的

教學內容。

上課前，老師先帶領孩子出坡，灑掃

庭園或整理環境，師生一起體驗生活教育；

接著是中文課及靜思語教學，讓學生溫故知

新，同時亦可學習日常生活如何待人處事。

暑期班的另一特色是英文閱讀寫作課及

創意數學，授課老師 Benita 女士，平日在美

國學校教授英文，用講故事的方式闡釋單字

的意義及增加學生造句能力。 Margart 女士

利用紙做吊橋，教授學生物理力學及簡易應

用數學。

除了生動、啟發式的教學方式深受孩子

喜愛外，香積組也絞盡腦汁設計中餐，每天

的素餐營養均衡，孩子吃得津津有味。

下午的才藝課有手語、電腦、棋藝、

繪畫、陶藝、烹飪、乒乓球等，充滿創意空

間。志工們全力以赴，期待孩子能在溫馨的

環境中成長，感受滿滿愛的同時，更能培養

自愛愛人的精神。

■長期投入部落傳播健康��

慈大師生及志工受表揚

2006.06.06

慈濟大學健康傳播中心，在財團法人歐

巴尼紀念基金會提供經費支持下，從2004年

開始招募健康傳播志工，並提供專業訓練。

兩年來共培訓四百多位志工，深入山地學

校、教會、社區組織及部落，傳播防疫及健

康促進知識。

為了表揚慈濟大學師生及社區的志

工，花蓮縣衛生局、慈濟大學，以及歐巴

尼紀念基金會，6月6日在慈濟大學舉辦

「健康傳播志工感恩大會」，共有203位

志工受獎，場面溫馨感人。

負責推動計畫的慈大健康傳播中心主

任徐祥明表示，為了增進東部民眾的健

康，有必要培養更多的健康傳播志工，運

用人際溝通及說服的方法，提升民眾預防

疾病的能力。

花蓮縣衛生局施仁興局長，特別向學

生及社區志工們表達謝意，讚揚志工為公

共衛生所做的貢獻。

慈濟大學王本榮校長，鼓勵全體學生

志工們瞭解「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盼

望更多師生參與健康傳播志工行列，藉著

親自參與服務，知行合一讓學術與實務更

加融會貫通。

許多受獎志工分享過去兩年參與工作的

心得，學生們也表示，在社區裡看到民眾接

受了健康知識，改善了生活習慣，大幅減低

罹患各類疾病的危險，是大學生活中最有成

就感的經驗。

教育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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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結業暨園遊會��

親師生及志工分享學習成果

2006.06.11

美國北加州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創校已

屆一年，於6月11日舉辦結業典禮，同時舉

辦義賣園遊會。

慈濟舊金山支會副負責人郭美玲代表致

詞時勉勵小朋友，將三好「口說好話、心想

好意、手做好事」謹記在心，孝順父母、用

功學習、做個好孩子。

人文學校江日華副校長表示，這學期

呈現卓越教育成果和學生的優異表現，希望

小朋友都能時時以「三好」表現在日常生活

中。 

結業典禮中，各班級融合靜思語教學的

表演，處處可見老師的用心和小朋友認真學

習的精神。愛心爸媽和志工默默付出，還有

家長的配合，組合成堅強的團隊，造就優異

的成果。

基礎靜班關曉明老師，在教學中將慈濟

「感恩、尊重、愛」的理念融入生活中，鼓

勵小朋友學習「竹筒歲月」儲蓄零用錢，響

應證嚴上人的愛心號召。全班家長均以行動

支持，匯集小朋友每日的愛心存款，總計捐

出八十二元美金，令全場感動無比！

各班表演節目十分精采，接著進入園遊

會活動，班媽媽們及志工提供家鄉小吃及美

食，並將義賣收入存入學校基金。

■慈大實小畢業生植紀念樹　

分享願望並感恩師長教導

2006.06.15

慈濟大學附設實驗小學第五屆及幼稚園

第四屆學生，於畢業前夕，在校長、老師的

帶領下，共同種下紀念樹並許下願望。「植

畢業紀念樹」是慈大實小歷年來的傳統，

藉由種樹感恩學校及紀念小學生活的點點滴

滴。

畢業班同學分享未來的願望與夢想，

有的希望當醫師、有的希望成為幫助別人的

人、有的則是希望同學間的情誼永遠不變。

大家你一鏟、我一鏟，將洞挖得又深又大，

舊金山首屆慈濟人文學校學生，穿著整齊的制服，頭髮

梳理得整整齊齊，拍照合影留念。攝影/林育貞、李美

慧提供

慈小第五屆、幼稚園第四屆畢業生，共同在校園種下畢

業紀念樹。攝影/林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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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小樹好好成長、茁壯；而校長白麗美也

跟小朋友們約定二十年後的今天，再回到學

校來，看看當時的願望有沒有實現。

幼稚園的小朋友不太會寫字，用畫圖的

方式呈現願望；他們也與校長相約，2026年

（民國115年）再回到校園，看看當時的樹

有沒有長高、長壯！

在溫馨、感恩的氣氛中，大家植下畢業

紀念樹；校長希望全體畢業生，都能像小樹

一般，慢慢成為茂盛的大樹，並且做個對社

會有貢獻的人！

■加拿大素里慈濟人文學校

歡送首屆畢業生再啟新航

2006.06.17

從2003年開校以來，加拿大素里慈濟人

文學校歷經三個寒暑，2006年產生十七名應

屆畢業生，於6月17日上午，舉辦第一屆畢

業典禮。

加拿大分會何國慶執行長致詞祝福，提

醒每一位大孩子們，面臨升學之路或即將進入

社會，遇到考驗時，要記得平時所學的「靜思

語」，開展智慧。

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由中處

長，讚許學校不但傳承了固有中華文化，也落

實於生活中。他勉勵同學們：「畢業不是學習

的結束，而是生命另一階段的開始。」

活動程序在大禮堂行禮如儀，由郭夢麟

校長頒發畢業證書，並安排各種節目穿插其

中，「活動回顧」單元，將歷年來的校園點

教育記事

攝影/林雪芳、林孟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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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投影播映。

而畢業生全身上下，無不都是大家的愛心

打造而成。方帽從台灣帶來，禮袍、胸花是愛

心媽媽的佳作，環保筷、《靜思小語》，都寄

予畢業生無限的祝福。

畢業生代表發表感言，禮謝師長傳道、

授業、解惑的恩情，也有同學更發願說：「明

年，我還會再回來，回來學校當志工……！」

■慈大與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學簽約

師生交流分享原住民研究經驗

2006.06.20

慈濟大學設有原住民健康研究所、人類

學研究所、南島民族研究中心等，6月20日

與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希望

兩校能夠就原住民研究上經驗分享。

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學以提升印地安學

生教育為主，後陸續增加社工、護理牙醫、

藝術等，目前有11個系所，包括社區發展與

健康科學系所、英語系所、印地安溝通藝

術系所、印地安教育系、印地安美術系所、

印地安語言文學系、原住民研究系所、牙醫

系所、商業及公共行政系所、印地安社工系

所、科學系所等。

慈濟大學王本榮校長表示，慈濟大學

位於東台灣，是原住民最多的縣市，學校長

期以來，也不斷關注於原住民部落營造、社

區健康、傳統文化等議題，兩校經驗可以互

相交流，未來合作模式將朝向交換學生、教

師、研究計畫等。

慈大王本榮校長、原住民健康研究所王豊

裕所長，和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學國際學術交流

中心衛斯里．希伯主任，以及健康科學系所喬

伊斯．迪斯加雷斯主任代表兩校簽約。

■慈大與越南外語資訊大學�簽訂結

盟姊妹校備忘錄提升學術研究

2006.06.22

2005年12月，慈濟大學前往東南亞，進

行海外教育招生宣傳活動，在越南受到當地

學子廣大歡迎，並應邀參觀越南胡志明市外

語資訊大學。今年6月22日，兩校在慈濟大

學簽訂結盟姊妹校備忘錄。

外語資訊大學設有外文系、東方語言與

文化系（中文組、日文組、韓文組、越南文

組、泰文組）、觀光及飯店管理學系、國際

觀光學系、資訊科技系、國際商業管理學系

等；畢業生在越南當地受到好評。

慈大駐校董事王端正強調，兩校合作

基礎要建立在平等互惠原則下，互相分享

彼此的優點，在尊重體諒的原則上，各自

有所進步。

慈濟大學包括張芙美副校長、賴滄海副

校長、生命科學院李哲夫院長、教育傳播學院

高強華院長、范德鑫學務長、醫學資訊學系劉

瑞瓏主任、傳播學系彭之修主任、東方語文學

慈大王本榮校長（圖左），和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學國際

學術交流中心衛斯里．希伯主任（圖右），代表兩校簽

約。攝影/李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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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林聖傑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何縕琪主任等代

表，就兩校未來合作方向進行討論。

在教育上，兩校有共同的理念，以培養

學生道德觀、良好人格特質為教育目標。

■慈大武吉丁宜社推中心��������

第一屆結業典禮學員樂於終身學習

2006.06.24

慈濟大學巴生武吉丁宜社會教育推廣

中心，於2006年4月2日正式啟用，6月24

日圓滿完成十二堂課程，總計有七十二位學

員。由巴生聯絡處負責人洪濟闊頒發結業證

書，他期待更多人透過學習來充實自己。

社教課有兒童美術、素食烹飪、手捏

陶藝及初級書法班，一期三個月，獲得民

眾踴躍響應。

結業典禮當天，學員攜家帶眷歡聚一

堂，非常熱鬧。現場設有素食餐點與展覽

區，展示學員們的精心傑作，見證他們努

力的成果。

素食烹飪班的鄭章盈非常感恩老師的

教導，讓她學會中西餐的烹調技巧；除此之

外，還學習證嚴上人的靜思語，其中「甘願

做，歡喜受」，是她最喜歡的一句。

許多學員表示，此次課程讓他們體會

終身學習的樂趣，結業後將繼續報名進階

班或其他課程。

兒童手捏陶藝班學員，一同用陶土完

成一幅「大愛圖」，象徵慈濟宏觀國際，

大愛無國界。

學員從學習中薰習人文，老師以經驗

傳承智慧，隨班志工以關懷作拱橋相互關

懷砥礪，每個人在溫馨環境薰陶下，滿載

豐碩的成果。

■慈大實小舉辦水上運動會

健全身心體魄全人格發展

2006.06.28

慈大實小在體育活動方面特別重視「游

泳」，每年都在六月舉辦水上運動會，鼓勵

小朋友多運動，鍛鍊體能，同時也檢測學習

成果。今年定於6月28日舉行的運動會比賽

項目，不僅有捷泳、蛙泳的個人競賽及需要

團隊合作的大隊接力，更有兼具學習與趣味

教育記事

手捏陶藝班學員用陶土完成一幅「大愛圖」，圖中有

大手、小手護持著慈濟徽章，旁邊有大小心型，代表大

人、小孩一起付出愛心，締造祥和社會。攝影/鄧家燕

慈濟大學巴生武吉丁宜社會教育推廣中心，活潑可愛的

兒童美術班小朋友，表演精彩手語歌《一家人》。攝影

/鄧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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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中趣味競賽，全校小朋友參賽踴躍。

個人單項部分，中年級女生組捷泳、蛙

泳皆由三年二班李俐萱奪冠，中年級男生組

捷泳由一年一班吳宗儒榮獲第一名。而蛙泳

部份，由三年一班蔡林學同學奪冠。高年級

部份蛙泳由陳奕璇、李伯逸奪冠，捷泳部份

由林潔懿、李伯逸奪冠。

大隊接力最精采，教職員組也加入比賽

中，團隊水中趣味競賽，共分為三項：水上

漂、金雞下蛋、趣味漂流木。在此起彼落的

加油、歡呼聲中，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同學們在運動會中不只學習到泳技，

更深刻體會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的重要

性，唯有全體同心協力，才能完成任務。

■慈大海外教育志工團結業

出國前舉行授證授旗典禮

2006.06.30-07.28

慈濟大學海外教育志工團，經嚴格甄選

和受訓，6月30日結業舉行授證授旗典禮。

預訂前往馬來西亞和泰國清邁，擔任華語教

育志工。

暑假海外志工團分成兩批，7月3日到23

日前往馬來西亞和檳城有八位學生，7月11

日到28日至泰國清邁學校有八位學生，由張

芙美副校長授證和授旗。 

隨團參加泰國清邁教育志工活動的高強

華院長代表受旗，高院長表示慈濟教育注重

學生服務學習的精神，海外華人很需要華語

文的訓練，學生可以協助他們，也希望同學

從兩國文化中互相學習彼此的優點。

自2004年慈濟大學首次舉辦海外教育志

工甄選，至今已第三年，服務地點包括馬來

西亞、泰國和大陸等地區，最遠到達南半球

印尼爪哇島。

大家在出發前，已經受過教案設計，靜

思語教學等課程。除了教學外，還參與當地

慈濟人的活動以及除草、搬大米、義診、居

家關懷等，對同學來說都是全新的體驗。

■高雄岡山暑期兒童生活營

傳承民俗結合自然與人文

2006.07.01-04

2006年「慈濟大學岡山暑期兒童生活智

慧營」，於7月1日至4日在高雄岡山志業園

區舉辦，由慈大社會教育推廣中心籌辦設計

課程，計有兩百五十位小朋友報名參加。 

為了讓中國人的童年經驗薪火相傳，

替現代孩子們尋回創造本能，課程中特別

規畫「民俗之美」及「樹屋製作」。

3日上午，黃聰榮老師介紹以前人們利

用現成的東西，發明和創造玩具與玩法。

像「竹蜻蜓」這種童玩由來，就是以

空中飛翔的蜻蜓為靈感所發明的：只要

轉動握柄使翅膀轉動就可以了，結構簡單

又不停旋轉飛舞，非常有趣。在「樹屋製

作」單元裡，陸廣老師教導學員，體會自

慈濟大學海外教育志工團，6月30日結業舉行授證授旗典

禮。攝影/李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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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人類彼此共同生息。

一系列的課程，還包括天籟之音、杏林

春暖、創意團康、體適能運動、生態保護、

人文之美、我的童年不是夢、甜蜜家庭、廟

會活動；也帶領學生到大愛農場戶外學習，

巧手做環保、與自然共舞......等。

小朋友瞭解自然生態、體驗人文之

美，也豐富自己的心靈，大家擁有一個健

康快樂的暑假生活與溫馨的學習環境。

■吉蘭丹人文學校慰訪感恩戶

以生命教育啟發學生善孝心

2006.07.07

7月7日，馬來西亞吉蘭丹人文學校學

生，在老師和隊輔們的用心安排下，分成三

組慰訪感恩戶。

二、三年級的孩子們，細心地為巴金

森氏症的葉婆婆及其妹妹蓮婆婆和外甥羅拔

（智障）搥背按摩，餵他們吃蛋糕。葉婆婆

一家人展露歡顏，小菩薩說：「看到他們開

心，我們也開心。」

下午，由五年級的學童、隊輔和訪視

志工一行八人，到距離哥打峇魯市區約二

十公里的巴樂邦（Palekbang），探訪莫哈

末一家人。他只靠做散工維持生計，育有

八個子女，四個孩子罹患軟骨症，其中一

人已往生。

回程時，同學們分享道，很感恩自己有

一個健全的身體，可以做個手心向下幫助別

人的人；回家後要向父母說感恩，要做個知

福、惜福、讓人疼愛的小菩薩。

另一組十八人，幫六十歲的阿嬤和八十

四歲的阿公清理家園。今年6月，慈濟人開

始關懷這對夫妻。阿嬤患嚴重糖尿病和高血

壓，身體肥胖，已五年不能行走，飲食起居

都是阿公一人獨力照顧。

志工為他們打掃家園，擦門窗、掃地

板、抹桌椅、洗碗碟、剪雜草等，大家合作

分工、歡喜付出，讓他們的家亮麗起來。

透過慰訪困苦家庭，啟發學童愛心、

孝心和善念，這真是一堂寶貴的生命教育

課程。

教育記事

「慈濟大學岡山暑期兒童生活智慧營」戶外生態自然學

習系列，黃聰榮老師介紹台灣民俗文物之美，包括老祖

先食衣住行的日常生活工具。攝影/紀啟鋒

馬來西亞吉蘭丹人文學校慈幼同學和慈濟志工們關懷莫

哈末先生一家人，同學給患軟骨症的孩子餵麵包。攝影

/林慈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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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分會清寒獎學金

學子感恩發願回饋

2006.07.08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頒發優秀清寒獎學

金，本年度共錄取十五名學生，其中十二名

得獎者，8日在親友陪伴下出席頒獎儀式。他

們來自不同國家、族裔、膚色各異，卻同樣

洋溢青春活力與燦爛笑容，顯得信心十足。

其中三位學生代表致謝詞。韓國的安娜

（Anna Yeo）家境清寒，與母親相依為命，

非常用功，成績優良。她相信只要肯努力，

世上沒有不能達成的事！

來自大陸的王惠，因父母親參加過慈濟

在社區舉辦的活動而認識慈濟，她表示將來

有機會一定要參加志工行列。

瓦仁尼（Warleny Colon）為西語裔，

始終笑容迎人；雖然家境清寒但十分上進，

並對自己很有信心。她一再強調這筆獎學金

對她的意義非常大；瓦仁尼平時參與很多社

會服務工作，並立志學醫，將來在不同的族

裔，投入義診工作。

■慈大新加坡社教中心結業

學員作品展現人文真善美

2006.07.09

慈大新加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7月9日

在新加坡靜思堂舉辦2006年第二學期結業典

禮暨學員成果展。

花道班總共展出約二十件作品，風格跟

以往大相徑庭，以大型花藝創作為主。每件

作品看起來氣勢磅礡，又不失典雅高貴，讓

人讚歎不已。

瑜珈班的學員翁如鴻自去年開始修習瑜

珈，短短八個月內，在老師細心的教導下改

善了她的健康狀況，手臂的疼痛已獲舒緩。

「練書法也能促進夫妻感情。」書法班

一對同修學員曾傳遠與林美金，分享夫妻一

起學習、一同成長，感情增進不少。

三樓的佛堂，身穿八正道的慈濟委員

們，恭敬地為每一桌來賓端上一壺好茶，靜

思茶道中，品茶稱為「三好茶」——「口說

好話、心想好意、腳走好路。」

在座的來賓一邊品嘗「三好茶」，一邊

欣賞古箏演奏。清柔的弦樂如輕風撥開一池

春水，漣漪陣陣，令大家都陶醉不已。

慈濟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濟雨表示，

社教中心承辦的課程，提供一個終生學習的

場所，培養個人對生活藝術的常識與人文氣

質。他也期許學員們，要活到老學到老。

■慈大醫學營在花蓮展開

讓高中生體驗醫學生活�

2006.07.09

慈濟大學醫學營，從7月9日到15日在花

蓮展開為期一週的生活體驗，來自全台共一

百三十幾位高中生報名參加。數年來，慈大

攝影/王耀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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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營一直秉持著教學多元化、活動精緻化

的信念，帶領來自各地的學員瞭解慈濟人文

特色。

醫學系必修的組織學、寄生蟲學、大體

解剖、生理學等，都在醫學營課程中，尤其

是慈大的大體解剖課，不論是大體來源或是

硬體設施，擁有全國最優良的教學環境。

醫學營隊的小隊輔們，向學員們詳細介

紹人體各器官、骨骼、腦部等司掌的功能。

就讀高一的連育鞍同學表示，小老師們介紹

慈濟解剖人文，讓人印象深刻；講解人體器

官，讓他更認識醫學。

營長朱逸群表示，醫學營除了讓高中

學弟妹瞭解醫學到底是怎麼回事，還有台灣

醫療史、登山、性別平等，人文課程靜思茶

道、真善美花道等選修課程也在其中。

五專二年級的白育慈同學是物理治療系

學生，印象最深刻的是「PBL教學（problem 

based learning）」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方法。 

醫學營的招生對象不侷限在自然組的

同學，只要對醫學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報名

參加。

■慈大附中佛堂吉祥月啟用

以清淨智慧看民間「鬼月」

2006.08.08

慈大附中於8月8日父親節，舉辦「感恩

月愛灑活動」及「宿舍佛堂啟用儀式」，讓

學子們能用智慧來看民間習俗，接受真正的

慈濟人文，用一顆純淨謹慎愛護大地的心，

學習感恩的心，迎向清淨的未來。 

中國民間習俗農曆七月為「鬼月」，有

諸多忌諱，而「中元普度」則是鬼月祭祀活

動的最高潮。就佛教而言，七月是吉祥月、

孝親月、感恩月；「普度」的真義，則是慈

悲心念平等普及一切，救度苦難眾生。

慈中讓新生從證嚴上人的「人間菩提」

中，了悟做人飲水要思源，領悟到禮敬尊親

如活佛、知恩報恩不忘本的道理。再從「父

母恩重難報經」學習感恩父母的辛勞，珍惜

生命的來源，時時刻刻報答父母恩。

當天晚上6時30分，八位靜思精舍常住

師父帶領同學迎接佛陀法像，入住第四棟宿

舍的五樓佛堂，接著進行浴佛活動。佛陀灑

教育記事

慈濟大學醫學營，以教學多元化、活動精緻化的信念，

帶領學員瞭解慈濟人文特色。攝影/李家萓

慈中舉辦「感恩月愛灑活動」及「宿舍佛堂啟用儀

式」。攝影/林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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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圖，立於宇宙間的多重分身佛，代表十方

諸佛佛佛道同，於娑婆宇宙間遍灑甘露；一

念無私大愛，佛心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是

大愛心。這幅灑淨圖也是表達慈濟人淨化人

心的共同目標。

師父們鼓勵同學好事多分享，一心念常

保持正知正念，起而正行，每天都是充滿光

明的日子。

■第二梯海外手語師資研習營

台灣社教老師帶動新馬種子

2006.08.18

台灣妙手生華指導老師李靜映，與五

位師資群黃玉美、劉遠清、黃麗珠、鄭秀

珠和丘宜甄等志工，前往新加坡指導期三

天的「海外妙手生華師資研習營」。

慈濟大學檳城社會教育推廣中心今年2

月18日至22日，在馬來西亞分會靜思堂舉

辦第一梯研習營，邀請八位台灣慈大社推

中心手語老師授課。

繼檳城之後，8月18到20日在新加坡

分會社教推廣中心展開三天研習，來自新

加坡、馬六甲、吉隆坡和檳城的二十七位

手語種子老師齊集一堂，希望藉由手語的

薰習，自淨淨他，擔起傳承上人法髓的大

任。

親切和藹的老師們在課堂上殷切勉勵

大家，鼓勵學員學習好慈濟語彙，達成淨

化人心的效果，這就是慈濟手語的使命。

20日，手語種子老師在佛堂呈現三天

研習的成果。新加坡合心手語隊配合茶道

和花道呈現的《妙手生華》扣人心弦，把

大愛帶進富有人文氣息的意境中，《一念

心》、《無量法門》、《生生世世都在菩

提中》……，將「慈悲」融入手語。

慈濟人除了以手語搭起一座和聾啞人士

溝通的橋梁，更展現最精緻的慈濟人文。一

舉手，一投足，總是讓人如沐春風，也比劃

出有情的慈濟世界。

■委內瑞拉中央大學校長參訪慈大���

締結姊妹校促進學術合作關係

2006.08.31

來台訪問的委內瑞拉中央大學巴瑞斯

校長和校長夫人，在外交部中南美司的安

排下，8月31日參觀花蓮慈濟大學。巴瑞

斯校長非常認同慈大的教育理念，並與慈

大王本榮校長簽約，兩校締結為姊妹校，

為中、委外交促進了學術合作關係。

巴瑞斯校長一踏進校園就被慈大幽雅

舒適的環境吸引，人文處林學仁主任向他

介紹慈濟人文與醫學的結合；學生從大體

老師身上傳承愛心，有濃厚人文精神，對

待病人也多了一份關心。

成立於1 7 2 1年的中央大學，是委內

瑞拉第一所大學，有六萬兩千多畢業生，

七千多位教授，二十五個研究中心。巴瑞

斯校長本身是外科醫師，同時從事醫學教

育，非常感動慈大在醫學教育上的努力和

規劃。他表示，這樣的醫學教育正是他的

理想，所以希望能和慈大締結為姊妹校。

委內瑞拉是西班牙語系國家，由慈大

人類發展學系三年級劉聖龑同學負責全程

翻譯，劉同學在多明尼加出生，四年前因

為求學而返台。巴瑞斯校長夫人表示，在

這段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同學的用心。劉

同學出色的表現讓外賓留下深刻印象，也

為兩校交流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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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一所慈濟大愛幼兒園

創校開學邁向人文教育新里程

2006.09.12

美國第一所向政府立案慈濟大愛

幼兒園，於 9月 1 2日在加州蒙羅維亞市

（Monrovia）舉行創校開學升旗典禮。

學校採中英雙語教學，同時以「慈濟

人文」為主軸，配合靜思教學，落實「全人

格」的生活教育及心靈環境教育。這是慈濟

第一所在美國的正規學校，慈濟全球志工總

督導黃思賢表示，慈濟人文受到肯定，於教

育志業史上極具意義。

1994年慈濟在美國創立第一所慈濟人文

學校，至2006年共十九所。2005年11月，將

美國總會舊址的靜思堂改建為幼兒園，除了

集眾人的智慧與心血，更有慈誠志工、人文

學校師生，及愛心爸媽合鋪連鎖磚，這是大

家合心協力的成果。慈濟美國教育志業執行

長穆慈滔說：「教育是向下札根，再多的辛

苦也值得！」

幼兒園內小朋友約百分之六十來自華語

背景家庭，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是中美混血兒

童，其他百分之十為西裔小孩。目前有三個

班級，共三十三位小朋友。聘有園長、中文

部主任、美籍老師和雙語老師。

園長葛希妮（Keshini）是斯里蘭卡人，

曾會見上人，上人開示：「教育是根本，要

教育記事

攝影/陳清旺、李素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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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愛去教導小朋友。」她還參訪台灣

慈濟學校與志業體，並且親身體會當志工，

了解慈濟的理念與慈悲心。

為了繼續推展至社區，11月9日特舉

行開幕典禮，蒙羅維亞市（Monrovia）市

長 Rob Hammond 及商會代表、州政府眾議

員、參議員等都帶來感謝狀或獎牌。表示

慈濟傳播真、善、美的理念及團結大眾的力

量，無所求的付出，讓他們深深感動。

對此，上人給予祝福並慈示：幼兒的啟

蒙教育十分重要，從小能「教之以禮，育之

以德」，是社會未來的希望。

■慈大附中校長交接典禮

傳承愛與希望化育學子

2006.09.15

慈大附中9月15日舉行新舊任校長交

接典禮，證嚴上人親自到場觀禮，感恩祝

福兩位校長對教育的付出。原任校長歐源

榮，在慈大校長王本榮的見證下，正式將

印信移交給新任校長李克難。

因九二一希望工程和慈濟結緣的南投

縣大成國中校長歐源榮，後來轉任旭光高

中校長職退休，志願前來花蓮服務，93年
8月接下慈中重任，以親切活潑的形象領

導全校師生。活力十足的他，一年前發現

心血管疾病，心臟裝有四支血管支架，基

於健康考量，決定辭去校長一職，返鄉休

養。

歐源榮表示，慈濟是一個圓形的跑

道，也是立體琉璃同心圓，所以會繼續在

慈濟投入；原任花蓮女中校長的李克難，

於 8月新任慈中校長。證嚴上人開示：

「雖然現在教育的大環境，的確令人擔

心，不過只要立志改善、落實推動，不怕

困難。」

交接典禮上，慈中師生們也同時舉辦

迎新歡送會，對三年來幾乎以校為家的歐

源榮校長，獻上最誠摯的感恩與祝福。

■慈大傳播系「授傳衣袋」典禮

實習生以社會清流自我期許

2006.09.15

慈濟大學傳播系四年級的同學即將到

傳播相關單位實習，9月15日在靜思精舍

舉辦「授傳衣袋」典禮。證嚴上人親自

授與工作服，並勉勵同學要當慧命的守

護者，能夠明辨是非，傳播正確的價值

觀，將人心導向善的方向。

有人將社會混亂責任歸咎於傳播媒

體。慈大駐校董事王端正，形容他們即

將要「披掛上陣」，學習一身好本事，

將傳播人的使命付諸於行動。

傳播系代表誓詞林郁雯與同學舉起

右手一起宣誓：「我們理解大眾傳播媒

體，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我們

深深發願，願我們的善念與努力，使人攝影/劉蓁蓁、鄧明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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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以淨化，使社會得以祥和，更使天

下可以沒有災難。」短短幾句話，但是

卻包含著傳播人的使命，因感受到師長

的期許，感受到傳播人的責任，同學們

格外感動。

慈大三十一位實習同學將分別在大愛

台、經典雜誌、慈濟月刊、慈大實習電

台、新視紀傳播公司、康健雜誌、國泰

醫院、公共電視、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台北榮總實習。

傳播系孫維三老師表示，慈大的實習

課程是全國傳播系最長的，規劃四個月

的實習，希望學生可以從職場上獲取經

驗。其中有十三位到大愛台實習，大愛

台為同學規劃了一系列課程，包括一般

通識，以及廣電相關技巧等。

■慈大大體老師啟用典禮�������

一刀一剪完成大體老師心願�

2006.09.19

慈濟大學 9月 1 9日舉行九十五學年

度大體老師啟用典禮，由靜思精舍常住

師父引領大眾誦經祝福，大家虔誠一念

心，感恩大體老師的付出。

啟用典禮上，醫學系主任許明木感恩

所有大體老師家屬。他表示，醫學養成

就像是砌牆一樣，要從最底下的磚慢慢

疊起，而解剖教育是這面牆中重要的基

礎。由於大體老師的付出，同學才能用

心、安心求學，所以同學不只是用手接

觸老師，更要用心體會大體老師的愛。

此次大體老師共有十位，典禮最後，

醫學系老師和全體同學向家屬鞠躬致

意，感恩家屬們的大捨圓滿醫學教育。

過去一直都在儀式中引領大眾的德禪

師父，這一次以家屬身份參加俗家母親楊

施彩雲的大體啟用典禮，佛門的善知識，

讓他們得以祝福的心，來圓滿母親生前的

願望。雖然每位大體老師生命的長度都不

相同，不過他們都以同樣的大捨奉獻的精

神來造就醫學，生命的廣度與深度，化作

永恆的慧命在人間源遠流長。

教育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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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大教育學程宣誓典禮

守護慧命培育優良教師

2006.09.22

在全台教師甄試錄取率不到百分之十的

情況下，慈濟大學九十五年度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通過率達92％，比全國平均59.4%高

出許多。在教師甄試部分，台北縣英文教師

和花蓮縣生物教師榜首均為慈大校友，成績

斐然。對有心修讀慈大教育學程的師培生而

言，打了一劑強心針。

9月22日新生宣誓典禮，師資培育中心

高強華主任表示，慈大師資培育的方式以小

班精兵制為主，不只做教室裡的主人，還要

關心時事、關懷人文，鼓勵學生擔任海外教

育志工，增加出國學習的經驗。

為了讓修讀教育學程的師培生，理解教

師的使命，教育研究所二年級謝維展同學帶

領大家立下「以大愛為梁、以智慧為牆，照

顧學生慧命」的誓言。謝同學表示，雖然教

師缺額逐年減少，最重要的仍是加強自己的

實力，宣誓的意義就在於確定志為人師的信

念與方向。宣誓結束後，師資培育中心的老

師也藉由點燃的心燈，期盼守護慧命的工程

代代相傳。

■慈濟大學歡度十二周年慶

舉辦首屆籃賽及人文活動

2006.10.21-31

慈濟大學十二周年校慶，舉辦校慶系

列活動，第一屆「慈濟志業協力盃籃球聯

誼賽」首先登場，24日起有教職員工生趣味

競賽，以及連續三天由盲人朋友帶來「舞

攝影/李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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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生命綻放生命之光」演講，31日舉辦感恩

「心」生活運動校園巡迴座談會。

10月21日開幕典禮，上人親自主持鼓勵

各隊伍，王本榮校長代表運動員宣誓。上人

開示，運動可以鍛鍊身體，也是一種感情聯

誼賽，最重要的是展現志業體的團隊精神。

志業體協力盃籃球賽由王校長推動，

取名「協力」是希望四大志業體達到四力合

心、互愛、共識、協力的目標。共有十支隊

伍參加，包括慈濟大學、慈濟基金會、花蓮

慈院、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慈院台北分院、

慈濟籃球教練聯合隊及四支慈大新生隊。各

志業體都是由主管親自率隊參加，充分展現

志業體重視體育，團結一致的精神。

另外，校慶系列表演，邀請五位國內

知名的盲人朋友生命歷程分享：24日廖燦誠

「長長的一煞光」，25日盲人音樂家朱萬花

和黃培育演出「毛毛蟲也有春天」，26日陳

一誠「在黑暗中漫舞」，摸索出一片天地，

也引發學生對社會人文的關懷。

31日則舉辦感恩「心」生活運動校園

巡迴座談會，主持人為吳若權與吳龍三（感

恩基金會執行長）、戴晨志（作家）、黑人

（藝人）等人座談，花蓮鄉親也一起共襄盛

舉。

■馬來西亞斗湖聯絡處嘉惠學生�

於新華學校設立慈濟助學金

2006.10.22

慈濟斗湖聯絡處在新華學校正式舉辦第

一次慈濟助學金頒發典禮，嘉惠七間華小共

五十八位各族學生。

證嚴上人常言：「社會的希望在孩子，

孩子的希望在教育。」當天，五間華小校

長、各校助學金活動老師、學生及家長齊聚

在新華學校玉波堂，共同為愛做見證。

有的家長由於生活壓力，每年都為孩子

申請書貸、政府津貼等，但一些申請未必獲

得批准。今年，通過學校老師申請而獲頒慈

濟助學金，減輕生活擔子，他們都非常感謝

慈濟的補助。

當天新華學校的手語隊學生表演「心中

的聲音」，帶動家長與學生比手語歌曲，志

工則為大家進行環保宣導，希望人人一同投

入環保的行列，推動美善的循環。

慈濟設立助學金並不求回報，只希望

為社會培育英才，給莘莘學子有受教育的機

會，讓每位孩子的心都擁有善的種子。

■關丹第一屆學生助學金頒發典禮

慈濟嘉惠馬來西亞華小

2006.11.05

11月5日，慈濟馬來西亞關丹聯絡處，

舉行第一屆學生助學金頒發典禮，共嘉惠當

地十一間華小，六十二位學生，包括十位異

族同學。

學生們穿著整齊的校服，在家長或老

師的陪同下陸續前來。關丹聯絡點負責人龔

秀娟致詞表示，上人曾說「社會的希望在孩

子，孩子的希望在教育」， 所以她告訴家長

們「再窮也不能窮教育」，並勉勵學生們自

愛自律。

學生林倬正說：「有了這筆助學金，將

能減輕爸爸的負擔。我會好好利用它來買參

考書，會更努力求學。」

接著影片播放失去雙手雙腳的郭葦齊，

讀書寫字玩游戲，騎自行車去買東西，甚

至做酥餅、學跳舞等等都難不倒她，面對挑

教育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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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不向現實低頭的勇氣，父母不離不棄的犧

牲，令人動容。令人感動又心疼的郭葦齊，

觸動眾人的慈悲心，淚水盈眶。

光華國小吳英萊校長希望慈濟志工能到

他所任教的學校，傳達愛的訊息，以培育有

人文素養的新一代。

慈濟設立助學金，是希望能為社會培育

英才，讓學生在受教育的同時，可減少家長

的壓力，從而讓社會充滿愛。

■檳城慈濟人文學校結業典禮

表演舞台劇《父母恩重難報經》

2006.11.18

11月18日，檳城人文學校慈少班同學在

馬來西亞分會靜思堂舉辦結業典禮，演出

《父母恩重難報經》舞台劇，台下為人父母

或子女者無不流下感動的眼淚。

此次舞台劇集合歌唱、手語、樂器演

奏、戲劇等同台演出，是經過三個月的排

練所得的成果。所有台上的演員與幕後的工

作人員，都由慈少班同學、家長和老師來承

擔。參與演出者超過百人，當中大部分是親

子檔。一次又一次的排練，無形中更促進了

親子之間的溝通，許多家長都表示，親子的

互動更好了。

羅錦榮夫妻各別陪伴初中二和高一的兒

子說：「我們全家能一起同台參與演出，感

到非常開心！而且意義深遠，也促進了親子

的感情，讓我們跟孩子的心更貼近。」

因為一份勇於承擔，聚合無數大愛的

力量，成就了意義非凡的舞台劇演出，更

攝影/鍾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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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慈濟行善行孝的人文精神，台下觀眾

如雷的掌聲和讚賞的眼神，讓大家覺得再

辛苦也值得！

■慈濟人文學校畢業典禮暨教學成果展

布里斯本辦事處田中光處長致詞勉勵

2006.11.19

慈濟人文學校於 1 1月 1 9日下午在  

Sunnybank State High School 舉辦畢業典禮

暨教學成果展，中華民國駐布里斯本辦事處

田中光處長及董幼文秘書應邀出席。當日共

有中學部畢業生十人及小學部畢業生十七人

獲頒畢業證書。

 慈濟基金會布里斯本負責人蘇琪明及

該校饒秀勤校長，以及師生暨家長共約四百

餘人出席典禮。田處長勉勵同學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鼓勵同學把握機會繼續精進學習華

文，並感恩全體家長、老師及慈濟人文學校

為同學奉獻付出愛心和時間。

饒校長致詞希望同學要感恩師長和父

母，除了學業更要注重道德和生活教育，並

勉勵大家珍惜光陰。當天該校慈中三畢業生

並以個人的散文、新詩、短文等華文作品編

輯出版畢業紀念簿，展現學習成果，現場並

有各年級生表演，及頒發愛心志工獎及慈濟

人文獎、品學兼優獎等獎項。

■慈大海外社推中心回台取經　

人文教育喜獲滿堂喝采

2006.11.28

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陸續在海

外成立據點，自2003年馬來西亞馬六甲中

心啟用，陸續又在檳城、吉隆坡、新加坡

等地成立。11月28日有來自海外的講師和

志工回到花蓮慈濟大學，進行業務報告和

尋根之旅。

從11月24日起，馬六甲、吉隆坡、新

加坡的慈濟志工共三十六位，自台灣彰化

開始進行全省慈大社推中心巡禮，11月28

日回到慈大。總領隊張佛生表示，這趟台

灣之旅讓他們學習很多，對未來在馬來西

亞推動社會教育有很大的幫助。

海外華人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

最渴望的是接近中華文化，因此中國書

法、水墨畫、茶道、花道等，受到熱烈的

歡迎。

目前慈濟大學海外社推中心四個據

點，除了中華文化的課程外，還有進修

課程，例如馬六甲有幼兒教育專業理論

與實作研習會等。慈大社推中心主任曾漢

榮表示，因受到各界的肯定，未來計畫在

美國、印尼、菲律賓成立社推中心，讓旅

居海外的華人或是對中華文化有興趣的民

眾，體驗和學習中華文化。

■慈大國際姊妹校展

超越種族大愛一家親

2006.12.18-22

12月18至22日，「慈大姊妹校展」在圖

書館中庭展開，由王本榮校長親自為開幕典

禮剪綵。

慈濟大學至成立以來，共與十五所大

學締結為姊妹校，包括哥倫比亞、柏克

萊、北京、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香

港大學、日本京都佛教大學等，以及國內

的交通大學。

國際事務中心為了鼓勵學生出國當交換

教育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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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拓展國際視野，讓學生認識不同國家

之間的文化而舉辦校展。賴威任組長指出，

慈大以獎學金的方式，贊助學生出國，依照

學校間簽訂的契約而有不同的獎勵。

擔任導覽員的僑生許雅茹表示，只要具

備基礎的外語能力，不用擔心課業上適應的

困擾而且當地的學生和老師也很友善。

活動總召理科大學的交換學生江繽慧體

認許多文化上的差異，她覺得慈大學生都很

親切和善，讓她有家一般的感受。

校展活動包括精采表演、外籍人士說故

事比賽、交換學生分享會。慈大正在國外的

交換學生張詠詠，以視訊連線的方式分享求

學現況，主題為「Ｌetʼs Play！！！」影片

中放映各國姊妹校的資訊。最後一日是異國

傳統服飾走秀，展現各國優雅的風采與飄逸

的姿態。

■慈大實小英語學習成果發表會　

同學參與編劇表演、道具製作

2006.12.21

語言是傳達情感與意念強而有力的工

具，也是人與人思想甚至國與國之間的橋

梁，具備與人溝通的語文能力，能享受知識

無國界的權益。

慈大實小自創校以來，在英語教學上投

注很多心力，從一年級就規劃一系列課程，

完整六年計畫，讓小朋友落實生活美語，而

中、高年級的分組教學，也能讓同學有系統

的學習與認識英語文化。

九十五學年度上學期的英語學習成果

發表會，在12月21日晚上盛大開演，整體呈

現小朋友的學習成果；活動內容中有生活英

語、英語戲劇、歌唱等等。慈小白麗美校長

與家長共賞學生的表演。

表演內容由班級共讀書籍中選出，再由

師生討論後呈現；道具則是小朋友利用資源

回收物自製而成。活動中讓小朋友藉由角色

扮演，將英語融入表演藝術中，讓每一個人

都開口說英語，快樂學習。

發表會不只展現小朋友學習成果，重要

的是培養團隊的共識與合作默契，能夠讓學

生學習縮小自己，彼此尊重對方的想法。

■慈大醫資系學生專題成果展

結合醫療照護電腦科技創作

2006.12.27

慈濟大學醫學資訊系舉辦專題展覽

會，展現醫療照護與電腦科技的結合。27

日展示包括神經生理監測、心電圖應用、

衛教遊戲等十三位學生作品。

例如被廣泛應用的生物辨識系統，包

括指紋辨識、臉形辨識和虹膜辨識等；每

個人的心電圖可登入專屬電腦，成為個人

辨識系統。

教授沈祖望指導醫資研究所學生蕭正

來自馬來西亞、日本、菲律賓等不同國家的交換學生和

外籍生，說得一口流利國語，在台上敲著中國傳統大鼓

奮力演出大頭佛嬉戲舞扇。攝影/邱明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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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何宗穎及林群晨三人，結合醫療與個人

特徵，完成個人化電腦登入系統，以身體的

兩個點建造個人登入密碼，榮獲九十五年度

「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研究所組

佳作獎。

歐怡伶、沈曉萍及林敬恆這一組，建立

致死型心電圖預測，能事先預測並在心臟病

發時偵測到異常，及時發出警訊，若結合手

機藍芽會自動撥號求救。

另一組由教授劉瑞瓏和老師林祝君指

導的學生李芸茹、鄭詠憲、李佳盈及楊晉

嘉，開發「目標導向之乳房X光攝影衛教系

統」，日前與美國等大學一百五十多位競爭

者角逐，榮獲2006年美國馬里蘭大學第十六

屆護理資訊研習會優良海報第三名。

除了與健康檢測相關的應用設計外，還

有由鄭仁亮教授指導的林煜騏同學和鐘英愷

同學的「阻力訓練之量測與記錄系統」，將

重力訓練改到電腦前，讓使用者更方便。

醫學資訊系劉瑞瓏主任期望具有資訊科

技背景的專才，傾聽醫療人員的聲音，切合

需求研發出相關產品。

教育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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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老師成長教室」開課

吉隆坡教聯會尋找教學妙法�

2006.01.15

2006年開始，吉隆坡教師聯誼會改變

形式，以半年為一期的「種子老師成長教

室」，取代往年每月一次的教聯會活動。

半年期間，每個月將有固定的一批老

師定時聚會，透過專題講座、歌謠、團

康、手語教學等陶冶身心的人文課程，提

升人文素養。

1月15日，吉隆坡「種子老師成長教

室」開始上第一堂課。來自十六所小學的老

師、一所中學的校長與副校長、五所補習中

心的安親班老師共八十六位，大家懷著興奮

與期待的心情共赴這場心靈成長的課程。

教聯會志工張秀華鼓勵老師先用靜思語

洗滌、淨化和滋潤自己的心靈，時時用心體

會，從自己開始實踐，才能讓學生相信靜思

語教育的魅力。

除此之外，快樂教學也有妙法，除了

《大愛引航》，慈濟人文志業出版的各項刊

物都可作為教材，或讓學生戶外見習，或設

計團康活動等等，只要對機就是妙法。若能

找到適合自己、適合學生的方式，建立自己

的教學特色，營造愛的氣氛，便可以讓自己

成為孩子的「最愛」。

■巴黎聯絡點舉辦歲末祝福

幕前溫馨歸功於幕後合心

2006.01.15

法國慈濟人第一次舉辦歲末祝福，全體

幹部、慈青及志工攜手協力布置會場。

步入會場（巴黎華僑文教中心），兩側

呈現的是志工李桂榮的精彩剪字作品，將整

個會場點綴得十分溫馨。

時間一到，會眾陸續進場，共有兩百

二十多位善心大德前來共襄盛舉。感恩戶

還帶朋友一起加入志工行列。

迎賓陣容，除了幹部、慈青，還有一群

小菩薩，讓來賓感受到慈濟人的熱情，用歡

喜的心回到慈濟大家庭來共團圓。

當活動圓滿落幕後，全體志工帶著掃

帚、水桶、拖把等清潔用品，展現「合、

和、互、協」的團隊效率，讓場地和四間公

廁煥然一新。

志工呂慈潁興奮地說：「志工團隊『四

物湯』喝得很夠，很合心，各方面都很精

吉隆坡教聯會邀請老師們共同深入靜思語教學，找尋適

合的教學法，建立自己的教學特色。攝影/劉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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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幕前的溫馨，歸功於幕後的合心，從布

置、音控、燈光、錄影......等過程中，志工

都是默默耕耘。」

■高雄分會「蕙質蘭心外籍配偶職

訓班」�邀請外籍配偶感受台灣過

年圍爐氣氛　

2006.01.22

慈濟基金會高雄分會將於農曆年後舉辦

「蕙質蘭心外籍配偶職訓班」，1月22日特

地於岡山志業園區舉辦本年度外籍配偶成長

班第一次的活動。學員或結伴或攜家帶眷；

有的由志工接送，有的則是先生或婆婆陪同

參與。

活動項目包括：「一家人」的手語、奉

茶、說吉祥話等，園區並準備了豐盛的火鍋

料理，讓外籍配偶提前享受過年圍爐慶團圓

的溫馨氣氛，了解台灣的過年文化，也感受

溫暖的人情味。

在「甜蜜家庭時刻」，各組圍成小圈

圈，除了彼此間相互認識之外，也分享參加

此次活動的法喜。知足隊學員吳秀娟說：

「來到慈濟學到說好話，懂得感恩，我發願

要出來當志工，跟大家結緣。」

活動在分享後接近尾聲，志工吳慈同希

望學員把所看、所學多和家人分享，並且邀

約認識的其他外籍配偶來參與。

■新竹志工口說好話結善緣����

愛灑社區廣邀會眾植福田

2006.02.05

新的一年，上人慈示要積極推動「感

恩、尊重、愛」。是日（大年初八），新

竹區慈濟人愛灑社區活動即在龍山社區民

享街共修處展開，上百位志工在祈福後，

分成五路，分別至經國路果菜市場、水源

市場、龍山社區、竹蓮市場和關東市場，

進行愛灑社區、人間菩薩大招生的活動。

志工們擦上「慈濟面霜」，手上捧的籃子裡

裝有《慈濟月刊》、祈福天燈、靜思卡、糖

果及人間菩薩招生報名表等，向商家、攤販

一一拜年。各種好話也相繼出爐，如：「狗

年旺旺來，好運跟著來！」「心好、嘴好，

一輩子吃到老老老！」對於機車騎士，志工

也把握因緣，邀他們參與手語、茶道、環保

志工等行列，共植福田。

志工葉素貞表示，之前為南亞海嘯進行

街頭募款時，會眾們都很護持及認同慈濟，

紛紛發揮大愛精神，捐出善款；趁這次祝福

活動也一併向會眾表達感恩之意。

■泰籍感恩戶慈少班首日開課

學習慈濟人文參與義診發放　�　

2006.02.05

泰籍感恩戶慈少種子養成班開課的第一

天，進行泰文靜思語教學。所有教學課程，

人文記事

志工教導學員們學習如何使用環保碗筷並宣導心素食

儀。攝影/泰國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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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將中文正確地翻譯成泰文，而且必須與

原版靜思語相同的意思。參加的學員有泰籍

感恩戶及瓦保育幼院的孩子們。

在志工們齊聲高唱「歡迎歌」歡迎他

們到來後，課程隨即展開。課程內容包括分

享慈濟人文、手語教學及使用環保碗筷學習

用餐禮儀。這天剛好是東二區舉辦感恩戶發

放、義診、聯誼活動的日子，主辦單位藉此

機會將學員分為三組，大家各司其職幫忙分

擔各項工作，以實際行動把握機會服務別

人，學習分工合作的精神。

活動結束後，進行心得分享。學員們紛

紛表示，參與此次活動感動滿滿，因為有機

會能服務別人，並在分工合作的過程中學習

到很多，因而有人發願：「將追隨師公的腳

步，一同走慈濟菩薩道。」

期待透過這樣的課程，讓泰籍慈少更能

深入瞭解慈濟的精神與理念。

■桃鶯社區淨心健行不忘做環保

兩百多位志工及民眾熱烈參與

2006.02.05

是日桃鶯社區舉辦一場「守護健康、

守護愛」新春淨山健行活動，慈濟慈誠、委

員、環保志工、會員及社區民眾約兩百多人

一同參與。

一群人浩浩蕩蕩從孫臏廟出發，行進間

談笑之餘，還不忘撿拾地上的垃圾。在新春

期間大家一起健行、淨山，也祝福自己的心

地越來越光明。

志工李後財帶領手語隊表演「阿爸牽水

牛」，一下子就炒熱現場氣氛，每個人都汗

流浹背卻絲毫沒有倦容；志工朱正宗則帶來

猜燈謎、有獎徵答的遊戲，以慈濟人文當謎

底，怎麼也考不倒大家。在熱鬧的團康活動

之後，大家沉澱心情，誠心祈禱，祈求天下

無災、歲歲年年。 

十五歲的黃正忠是環保小尖兵，平時除

了在社區做環保外，還到花蓮當志工。他表

示，與這麼多志工一起爬山，感覺就像小時

候去戶外郊遊一樣興奮。

近午時分，享用香積志工精心準備的點

心，在補足體力之後，踏上歸途。

■第三十屆金鼎獎頒獎

經典雜誌榮獲四獎項

2006.02.10

邁入三十而立，出版界最高殊榮的金鼎

獎，是日舉行頒獎典禮。

今年金鼎獎特別提前在國際書展期間舉

辦，希望作品能藉此提高能見度，讓台灣出

版工作者能有更多、更好的發展舞台。

第三十屆金鼎獎所有入圍的一百五十八

件作品當中，《經典》雜誌囊括最佳人文類

雜誌，以及最佳專題報導、最佳攝影與最佳

專欄寫作等共四個獎項，其中，以中國四川

第三十屆金鼎獎──慈濟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經典》

雜誌榮獲雜誌類四大獎。攝影/劉衍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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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痲瘋村居民生活、當地小朋友渴望上學狀

況的報導，獲得最佳攝影獎。得獎的林國彰

雖然無法出席頒獎典禮，卻交代同事：「如

果得獎的話，就把獎金捐給採訪的痲瘋村，

改善他們的生活。」如此愛心更得到現場觀

眾的一片掌聲。

透過深刻觀察，才能真實呈現痲瘋病對

當地居民產生的隔閡、與孩子上學的渴望；

至於長時間蒐集資料，重現日據時代台灣發

展過程的黃同弘，也從採訪過程裡，看到人

與歷史的關係。

《經典》雜誌八年來，堅持為人類寫歷

史、為時代作見證，要用文字、照片，忠實

記錄人類的美善與無盡的關懷。

■岡山「蕙質蘭心外籍配偶成長

班」開課�教授烹飪烘焙美容美髮

協助學習謀生技能

2006.02.12

這天是「蕙質蘭心外籍配偶成長班」第

一次上課的日子，也是外籍配偶們第二次來

到岡山志業園區。

上課的101講堂，是由兩間教室整修而

成的大教室，可容納八十位學員。原本斑

駁的牆壁，在志工巧手的妝點下，成為最

佳的學習場所。在學員上課時間，還邀請

有經驗的志工與教聯會老師，協助帶領幼

兒班的孩子。

課程依性質分為初階班及進階班，共分

成四組上課。初階班為華語文正音班，進階

班有美容美髮班、烹飪班、烘焙班，協助外

籍配偶學習謀生技能。在慈少及隊輔的帶領

下，學員分別被帶往技能科教室上課。技能

科教室裡的設備是原立德商工時期留下的，

而且是合格的技能檢定場地。

在課程結束後、用餐之前，志工特別

安排學員與孩子進行一場溫馨又感人的相

見歡。

志工春梅說：「今天特別感謝烘焙班

的學員，他們製作了很多熱騰騰的麵包。每

位學員可以帶一包回家。」大家就在感恩聲

中，相約下次再見。

■印尼大愛台第一次進行印尼語試播�

雅加達民眾可在第59UHF頻道觀賞

2006.02.15

是日對印尼大愛台來說，是一個很重要

的日子。因為這一天，印尼大愛台第一次進

行印尼語試播，雅加達等地區能在第59UHF

頻道觀賞這次試播。

試播以東南亞新聞為開頭，接著是大

愛劇場「美麗的歌」。長度一個小時的節

目，一天二十四小時內不斷重複播放，內

容全部使用印尼語，目前只有雅加達民眾

能夠收看。

在這個重要的日子裡，東南亞新聞和慈

濟印尼分會副執行長，與印尼大愛台台長進

行一場現場連線訪問。內容談及印尼大愛台

的使命和願景，以及往後的規劃。而工程部

的工作團隊不斷地監控現場連線，讓節目能

順利進行。

觀看過的民眾Hendra說：「對人要誠懇

相待，彼此友好，互相幫助，不能自大，不

能嫉妒，這些都是我從大愛電視台所獲得的

觀念。」

印尼人民，過去只能透過小耳朵看到大

愛電視節目，但是從今天起，他們就能在家

裡的看到印尼語的大愛台節目了。

人文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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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青慈懿會暨學長會輔導員研習營

相互交流傳承並陪伴菩提種子成長

2006.02.18

「慈青慈懿會暨學長會輔導員研習營」

18日於花蓮靜思堂展開兩天的研習活動。包

括來自台灣全省十區、美國及紐西蘭的慈懿

會、學長會，海內外共六百一十二位慈青輔

導員齊聚一堂，相互交流如何陪伴、照顧一

顆顆正在茁壯的慈青菩提種子。

原本營隊是訂在2005年10月初舉辦，

但因遇到龍王颱風來襲，延期四個月後才舉

行，讓大家更加珍惜此次相聚的機緣。

多位慈青學長，如美國德州分會慈青總

幹事陳俐樺、全美慈青總幹事葉昭君、高屏

區慈青學長會副總幹事林達宏，都紛紛上台

分享學習經驗。營隊所有工作人員，都是由

學長會的學長們所承擔，讓人看見一股成長

的力量。

上人於百忙之中，特別抽空到靜思堂，

為大家開示，離去前還不忘叮嚀學員：「要

記住，把握因緣，讓大樹果實纍纍喔！」 

■中壢華勛國小首次生命教育課

同學模擬無手狀態向韋齊學習

2006.02.20

中壢區的慈濟志工20日至3月10日，在

華勛國小一連舉辦二十四場生命教育課程。

透過輔導室的安排，邀請全校六十五班兩千

在莊嚴的講經堂內，慈青慈懿會暨學長會輔導員唱誦共修《三十七道品》。攝影/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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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參與。

輔導室的張素芬老師表示，慈濟為善的

形象很好，宋淑貞、張彙新兩位老師在校內

推動靜思語教學也極受肯定，於是透過兩位

老師的安排，邀請慈濟舉辦生命教育課程與

全校師生分享。

首次上課的對象為六年級三個班級。

志工讓同學們嘗試以雙手握拳夾著筆寫出自

己的名字，體驗沒有手指的感受；結果，同

學們好不容易寫出斗大的蝌蚪字，還直呼手

痠，費了許久的時間才完成。

接著，在觀賞截肢者「韋齊的故事」影

片後，孩子說出心得感想：「我覺得自己很

沒有耐性，看到韋齊花了比別人多的時間練

習站起來，以後做事要學習更有耐性。」

志工玲美提醒同學：不要小看自己，因

為人有無限的可能。要勇敢樂觀面對困難，

自殺是很懦弱的行為，心存感恩、尊重、

愛，則沒有過不去的苦。

■梁丹丰「這雙明眸──慈濟世界

之旅」�畫展與新書同步於花蓮靜

思堂感性展出

2006.02.21

台灣知名女畫家梁丹丰在2004年奔波於

各地慈濟四大志業之間，完成了七十二幅寫

生畫作，並將見聞化作文字。經由《經典》

雜誌摘選其中畫作與文字紀錄，於2005年11

月出版成書，書名為《這雙明眸──慈濟世

界之旅》。

與書同名的畫展，是日起至3月5日在花

蓮靜思堂地下一樓展出，梁丹丰將其寫生畫

作與出書版稅，全部捐贈給慈濟基金會。

她表示，在畫每一幅慈濟世界的人事

物時，最大的收穫是因而更關注台灣這片

自己生長的土地。她發現到，從慈濟志工

表現出謙虛、做就對了的態度，不只在台

灣，也在國外凝聚、散發慈濟人文之美。

在捕捉畫作鏡頭時，看到慈濟志工依舊專

注眼前的事物，讓畫過八十多個國家風貌

的她，深受震撼。

有一天在取景時巧遇證嚴上人，梁丹丰

感性地分享道：「四十多年後，再次面對這

雙明眸，果然清澈不改，清澄不變，對我而

言，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初見！」

■吉隆坡志工辦大愛媽媽說明會�

走訪小學獲校方家長熱烈回響

2006.02.25

2 0 0 6年 2月至 3月間，吉隆坡教育

幹事林佳樺和大愛媽媽莊榮月帶領志工

陸續走訪七所小學，進行大愛媽媽說明

會，讓大愛教育走入社區，帶動社區家

同學們以雙手握拳夾著筆寫出自己的名字，體驗沒有手

指時的感受。攝影/詹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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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扮演「為人師」的角色。校方對於大愛媽

媽的推動甚感興趣，反應熱烈。

大愛媽媽成長班需要一群時間較為彈性

的人，特別是家庭主婦來承擔。經過培訓，

他們將走入校園，在正規課程中融入十五至

二十分鐘的人文或生命教育，為孩子講故事

及進行互動，同時灌輸孝順、禮貌等道德價

值觀，彌補正規教育的不足。

3月6日早上10時至11時，教育幹事林佳

樺受邀到當地電台AI FM教育節目，為大愛

媽媽志工團隊作簡介。節目播畢，立即獲得

回響，許多人紛紛來電詢問詳情。

推廣至今，家長和老師的反應非常踴

躍，在一星期內已有一名校長、九名老師及

五十一名家長報名參加。負責推動的成員也

緊鑼密鼓設計一系列課程，以培訓出一群有

素質的大愛媽媽，肩負走入校園，帶給孩子

們歡樂的重任。

■2006年加拿大培訓課開鑼
受證慈誠再往委員之路邁進

2006.02.26

加拿大分會是日舉辦2006年委員慈誠培

訓課，報到的學員，大都是2005年見習的新

生，進一步往受證的方向再上層樓。特別的

是，其中有經常出入分會的老面孔重返課堂

再次接受培訓，包括慈誠隊長許心圓、公關

組長苗萬輝、列治文區長郭保泰、總務組鄭

俊儀等四位師兄。原來，他們遵從師訓，日

後都將肩負募心募款使命，成為慈濟委員，

作為後進的表率。

溫故知新才能歷久彌新，尤其是對正值

培訓的新人來說，學好禮佛儀規是初階，也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有心走入慈濟，無關年齡大小，學員

之中，許翠恬、謝依珍、許智源都是慈青學

長。昨天才卸任的慈青總召許智源，今天即

被改口稱「師兄」，不同的稱呼是祝福，也

象徵新里程碑的開始。

付出當志工是許多慈濟人的生命轉捩

點；喜見培訓慈誠、委員一門深入，攜手研

習共精進。 

■檳城英保達公司進行「愛灑人間」

期盼發揚感恩．尊重．愛的精神

2006.02.28

是日中午12時，位於檳城峇六拜工業區

的英保達（Inventec）公司多元禮堂內，約

一百八十位該公司員工齊聚一堂，由慈濟人

帶來一場心靈饗宴。

源自台灣的英保達電子公司於全球約十

七個國家設廠，在檳城就有一千四百三十位

員工。檳城英保達公司副總裁陳正義表示：

「今天是2月份最後一天，公司的生產線都

在忙，用這兩個小時可以讓備受壓力的員工

們得到身心靈的紓解，那時間上的損失就微

不足道了。期待『感恩．尊重．愛』的精神

能發揚光大！」

英保達公司員工茜蒂（Siti Khadijah 

Ujang）說：「我在十五年前就已經透過志

工葉慈靖（Madam）認識慈濟，跟著志工去

做環保，到老人院關懷。今天的活動讓我感

到氣氛很融洽、很溫馨。」

自從本月22日在馬來西亞分會靜思堂

的「愛灑人間」說明會後，此次是首場大

型愛灑人間活動。活動的推動者之一、任

職於檳城英保達公司的葉慈靖表示，除了

在社區辦愛灑人間，也可就近在自己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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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推動，將慈濟清流帶給公司同仁，把愛

灑在人與人之間。

■大愛媽媽參與荖濃國小課輔�

以行動劇傳遞環境保護理念

2006.03.04

高雄縣六龜鄉荖濃國小地處偏遠山區，

孩子們的教育更需要多元化學習的機會。在

慈濟教聯會老師劉燕雯的努力，及全校師生

積極配合下，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慈濟人

文活動終於成行。

第一堂課是慈濟環保人文，參加上課的

是一至六年級的同學。大愛媽媽們以劇場表

演，呈現出自然環境被破壞的無奈與可怕，

並引導解說資源回收再利用的觀念與重要

性。接下來，進行趣味問答，從孩子們的笑

聲與踴躍舉手搶答中，可見他們歡喜學習的

熱誠。最後是各年級的課業輔導，依年級分

班上課，包括有中、英靜思語教學。

任職高雄縣環保局的黃貴蘭表示，很感

謝慈濟志工，利用行動劇生活化的表演，將

環保理念和愛護身體的知識，深植於小朋友

的心中。林敏婷校長也感謝慈濟教聯會老師

們的付出，讓孩子學到很多東西，期待他們

能感受到志工的精神，懂得知福、惜福，而

有正向、積極的生活態度。

■慈濟與十七個縣市文化局合作���

預約「感恩．尊重．愛」的人文社會

2006.03.10

慈濟基金會於3月10日在慈濟人文志業

中心舉辦台灣心家族－－預約「感恩．尊

重．愛」的人文社會感恩茶會。

本身是慈濟會員的文建會副主任委員

洪慶峰出席了這場茶會，他以自身的經

驗描述寺廟簡單的生活與對環保的用心。

他強調，文化活動應該要落實在日常生活

中，不需花費大量金錢，用人文的思想來

感染社會大眾，讓人感覺生活在一個舒適

又安心的社會中。

應邀分享的謝坤山，在失去了雙手和

一隻腳，後來右眼也失明的情況下，並

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生命；憑著毅力，現

在的他是國際口足畫家，四處演講，以自

己的故事開導青年學子，鼓勵人人心存感

恩、珍惜擁有。

這場茶會邀請到本年度與慈濟合作推動

「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感恩．尊

重．愛』對話系列」的十七個縣市文化局代

表。希望藉此活動讓民眾能升起一股覺醒動

力，在生活中共同帶動「感恩、尊重、愛」

的習慣，一起營造希望的和風。

■大愛引航列車航向大觀國小

呈現靜思語五段式教學成效

2006.03.11

慈濟教師聯誼會舉辦的大愛引航列車─

─靜思語教學巡迴研討會，開始於1997年。

在2003年以前都是每年舉辦一次，自2004年

起，為配合學校學制，改為一年舉辦兩次。

今年第一班列車於3月11日航向板橋大觀國

小，共有130位中小學老師參與。
2005年開始，大觀國小校長梁坤明在

觀摩了其他學校的大愛媽媽上課情形後，也

引進大愛媽媽到學校說故事。輔導室吳主任

則說，自從學校有了大愛媽媽之後，不只老

師，連家長也都很喜歡。因為在晨光的時

人文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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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讓小朋友接受故事引導與靜思語的薰

陶，孩子的品格就會更健全。

由於靜思文化出版了一系列的慈濟人文

教材，包括信心篇、毅力篇和勇氣篇。是日

針對同一套人文教材如何運用在國中、國小

及幼教班的不同對象身上，呈現靜思語五段

式教學──體驗、故事、省思、靜思、實踐

的成效。 

人文教材中的大愛全紀錄，是報導真人

實事的故事，也是一套很好的影音教材，適

合老師們用來配合學生品德單元的教學。

■北縣樹林啟智街環保站啟用

社區鄰里及志工近百人參與

2006.03.12

是日早上八點不到，台北縣樹林互愛第

一組隊的慈濟志工便前往啟智街環保站做資

源回收。這個環保站，最初由志工簡再發提

議、余勝義策劃，再透過樹林國小家長會長

向校方建議後才成立，並訂每個月的第二個

星期日為固定的回收日。

慈濟帶動資源回收後，社區鄉親越來越

多人主動加入，然而，樹林一直缺乏大型的

環保站，因此，簡再發發願有朝一日，一定

要找到一個可以接引更多人間菩薩的場所。

而樹林國小推動環保多年，成果輝煌，

幾乎囊括每年樹林市環保比賽的冠軍。該校

校門口對面，有一大片空地，平日作為孩童

上下學的家長接送區，且附近大樓林立，可

回收物數量不少。經簡再發四處尋覓、評估

攝影/涂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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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認為這是最佳地點；在校方慨然答應免

費提供場地後，志工們都雀躍不已。

是日樹林啟智街的環保站正式啟用，里

長、社區主委、總幹事、學生、社區居民及

志工等，共有近百人投入資源回收的行列。

■中正區成立兩新環保定點

落實回收並接引人間菩薩

2006.03.12

是日早上八點，位於台北市中正區

中華路南機場夜市旁的忠義國小成立

新的環保定點，另一個新環保點──

汀州路的河堤國小，也同時成立啟用。

成立第一天，獲得熱烈的迴響。志工鄭筠

騰和董昱麟夫妻因為地緣關係受邀擔任環

保站負責人，就近提供必要的協助。

為接引更多人間菩薩，成立新的環保

點是一個方便法門。2 0 0 5年的歲末祝福

後，每次愛灑時便挨家挨戶宣導，也將印

製好的宣傳單請校方代為發送，讓小朋友

回去告訴家長環保點將成立的訊息。

同時為了鼓勵小朋友能參與資源回

收，還設計了環保小卡片。只要回收日時

他們帶著回收物品到環保定點來，志工就

會在卡片上蓋一個環保章，集滿十二個章

即贈送環保杯，希望從小落實環保。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宜蘭舉行�

上百名慈濟志工隨場服務參賽選手

2006.03.23

2006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是日下

午6時，於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舉行開幕典

禮。四天競技賽程，有來自全省二十四個縣

市、三千多位身心障礙選手及隊職員參加。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肯定慈濟對社會基

層的服務熱忱，2005年就向宜蘭羅東聯絡處

提出希望提供大會選手服務的邀請，難得的

因緣令志工以欣喜的心情，迎接這些不屈服

於殘缺生命的勇者蒞臨。志工們除了全程參

與前一天的綵排外，開幕當天，上百位志工

更提早進場等候隨場服務。

開幕前大雨不停，一輛輛遊覽車接送

來自各縣市的選手們，志工們穿著雨衣、撐

著傘來回穿梭在停車場及會場間，為選手們

遮風蔽雨，或攙或扶，或推著輪椅上坡道進

場。有些選手告訴志工，當一下車時看見了

藍天白雲的慈濟人，心就安定了。

四天的賽程，不同的技能競賽各有不同

的場地，慈濟志工隨場服務，陪伴著勇敢走

出身體囿限的朋友們，為他們加油！

■花蓮首辦親子成長班

讓生活禮儀落實家庭

2006.03.25

有感於現代親子關係疏遠，尊師重道

的禮義淪喪，慈濟基金會與花蓮區慈濟教

師聯誼會特別舉辦親子成長班。期待透過

活潑的課程設計，親子間邊學邊玩，在遊

戲中學習生活禮儀，也增進親子間的情感

交流。

這是花蓮慈濟教聯會第一次舉辦親子

成長班，課程最大的特色，即是父母與小

孩一同參與，課程為期四個月，每月上課

一次，並設定一個主題。

本月主題為「禮節」，主要是透過靜

思語「舉止要注意禮儀，說話要深思熟

慮」作引子，讓親子回想日常生活中的點

人文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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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面對父母的責罵、同學的嘻罵與餐桌

禮儀是否得宜？是否能夠設身處地為他人

著想？說話是否謙遜和氣？接著以故事情

境引導孩子省思，希望活動後，親子間隨

時相互提醒，讓生活禮儀自然地表現在日

常生活中。

最後，全體學員與老師彼此分享，藉

由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相輔相成，讓孩

子學習知識與技巧之後，落實到家庭中，

提升「行」的能力。

■岡山蕙質蘭心外籍配偶成長班戶

外教學�柳橋環保站志工為學員講

解如何做環保

2006.04.02

是日早上8點，高雄岡山柳橋環保站的

志工為外籍配偶成長班的戶外活動掀開序

幕，共有一百五十多位學員參加。

課程以分站方式進行，共分六個站。第

一站設於佛堂內，主題是「垃圾的生命」，

由志工蔡順枝負責。

第二站於涼亭、庭院進行，主題是「話

說柳橋環保站的過往今來」，由志工孫惠美

分享柳橋環保站裡感人的點點滴滴。

第三站是休息區，桌上擺放小花、點

心、水果和飲料，由志工陳嘉正說明食的禮

儀，他也要求大家將慈濟人文融入生活中。

第四站設於帳篷內，主題是「資源

DIY」，由志工何秀麗教導將海報紙、月曆

紙捲成珠子狀，做成珠簾。

第五站設於垃圾分類工作檯，由志工

張馨齡與曾素玉講解回收分類，讓學員實

務操作。

第六站設於摺報區，由志工杜玉珠解

說：「報紙摺疊好，賣的價錢較好。先將很

亂的報紙分成兩邊，再一張張對摺再對摺，

整齊摺好後再疊起來綑綁好。」學員認真學

習做環保，也學習靜心定力。攝影/林萬壽

攝影/林萬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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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慈青組屋區做環保

宣導資源回收清理環境

2006.04.09

4月9日清晨，五十三位來自七所不

同大專院校的慈青，來到斯里八打靈(Sri 

Petaling)大城堡組屋區做環保。雖然恰逢假

日，其中有些人正面臨準備考試期間或趕

作業報告，但大家仍抽空前來，互相交流學

習。

斯里八打靈組屋區共有十三棟，慈青針

對其中七棟進行資源回收。參與人員共分成

五小隊，其中四個小隊挨家挨戶向居民宣導

資源回收，並搬運回收物到集中處；另一隊

慈青則在組屋區底樓負責分類回收，再以接

力方式完成手上的工作。

除了回收資源，慈青也清理組屋區四

周環境。由於一連幾天的豪雨，到處積滿

污水，但他們不嫌骯髒，紛紛撿起地上的

垃圾。

在組屋區推動環保需要居民與慈青相互

配合，才能達到效果。一位熱心的蔡女士表

示，之前就認識慈濟了，前天已有慈青來宣

導環保，因此她特地保留回收物給他們。

將近中午12時，環保活動告一段落，雖

然疲累，但慈青年輕的臉上始終掛滿笑容、

幸福洋溢。

■首次走入馬六甲幼教中心

大愛媽媽講演靜思語故事

2006.04.18

4月18日，馬六甲慈濟幼教中心的週會

上，一群幼教小朋友專心地坐著聽故事；故

事內容有孔雀、火雞、仙女及鳥類，而表演

者都是這群小朋友的媽媽。

媽媽們打扮得有模有樣：火雞媽媽戴上

面具及紅鼻子，披上白色披肩；孔雀媽媽一

身翠綠，外加色彩豔麗的屏；仙女媽媽純白

的服裝，戴上熒亮頭箍，手持仙女棒；其他

人文記事

攝影/余振森

馬六甲慈濟幼教中心的週會上，小朋友專心地坐著聽故

事，而表演者都是這群小朋友的媽媽。攝影/羅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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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媽媽則戴上羽毛頭箍。視覺效果極佳的

服裝、道具，以及精湛的演技，讓小朋友看

得入神。

參與演出的媽媽們都是大愛媽媽成長班

的學員，這是她們第一次在自己的孩子面前

登場演出。一直以來，大愛媽媽只是走入小

學校園講故事，由於多位幼教孩子的媽媽報

名參加這次大愛媽媽成長班，因而促成她們

首度踏入幼教中心，以多元化的方式為孩子

講靜思語故事。

這場有別於一般的週會，除了讓小朋友

雀躍萬分，拉近親子間的距離，也在親師生

間建立起美好的互動關係。

■列治文區志工回饋大地母親

以掃街淨灘方式歡度母親節

2006.05.14

5月14日母親節一早，加拿大分會近百

位列治文區志工及慈青分為兩組，一組至

Gilbert Beach淨灘，另一組至Garden City路

上一處新落成的公園掃街，以「回饋孕育我

們的大地」方式來慶祝母親節。不

少人帶著媽媽及子女同行，以最有

意義的行動歡度母親節。

Gilbert Beach其中一段由慈濟

所認養，慈青每個月都去淨灘一

次，服務至今已持續六年。掃街

則是列治文區志工在本地第一次

承擔，市政府派給的地點是Garden 

City Park，在每年的5月到9月期

間，每個月要整理一次。這是一

處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園，位於住宅

區，志工們對於服務能更落實在社

區都感到很歡喜。

在公園裡，志工不但撿拾垃圾，還準備

了園藝工具修剪黑莓樹叢及過長的枝葉，也

用抹布擦拭小橋的扶手欄杆、告示牌等。

志工們都很珍惜以淨灘及掃街方式回

饋社區的機會，不但能保護大地，還能邀家

人、朋友同行，讓平時忙於課業、工作的他

們也有付出的機會。

■麻坡志工響應政府推動環保運動�

現場示範帶動參訪者學習做環保�

2006.05.20

5月20日，馬來西亞馬六甲麻坡市議會

與南方廢料處理有限公司，在麻坡馬哈拉尼

國中舉辦「推動環保醒覺運動」，主辦單位

邀請慈濟志工到場示範環保手工藝品製作，

以及宣導環保意識。

房屋局及地方政府副部長拿督阿玆

莎（YB. Dato Hjh Azizah Bte Datuk Hj. S.P 

Mohd. Dun）在主持開幕時，呼籲民眾要

「想好才丟」，國人若不響應環保，以後

可能會在垃圾堆中「游泳」；保持環境衛

攝影/馬來西亞麻坡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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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而宣導環保運動，

不只是靠政府單方面執行，更重要是民眾的

響應與支持，這樣才能做到環保三要：「再

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減少

（Reduce）」的目的。

現場透過志工示範環保手工藝品製作，

讓前來參訪的馬哈拉尼國中學生，了解到環

保除了可以節省資源，變賣回收物的錢還可

以作為慈善用途。

短短三個小時的宣導，主辦單位希望讓

民眾對環保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減少地球資

源的消耗，讓毀傷的大地能休養生息，重現

美好環境。

■第一期靜思語種子老師結業

馬六甲吉隆坡傳承教學經驗

2006.05.21

經過三個月的課程，是日馬六甲及吉隆

坡分會第一期「種子老師成長教室」舉行結

業典禮。兩地種子老師共八十六人，包括校

長、老師及六十多歲的奶奶，一同聚集在馬

六甲分會的靜思堂，感受為人師表肩負的教

育使命，期待未來將大愛融入教學中，引領

學生及家長一起來體驗靜思語的美善。

數個月以來，種子老師從學習手工製

作、團康活動、手語表演及參與戶外教學，

除了體驗教學的樂趣，也感受到生命的富

足，進而在生活上有了轉變。

來自吉隆坡精武華小的林泰伸校長，

有感於現今的教育出了問題，因此非常注重

師生的品德修養。已有三十幾年教學經驗的

他，早在1995年就參與了慈濟教聯會回台尋

根之旅，此次參與種子老師課程，是希望能

多學習慈濟人文，因為上人讓他明白必須將

大愛與關懷融入教學中，因此現在的他，重

視學生的倫理道德多於學業成績。

■亞洲卓越編輯獎公布得獎名單

《經典》雜誌榮獲中文雜誌「最

佳新聞照片獎」

2006.05.25

由世界編輯人協會、亞洲發行人協會、

報紙協會及國際期刊聯盟所主辦的亞洲卓越

編輯獎（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簡

稱SOPA），是日晚間於香港萬豪酒店(J.W 

Marriott)公布得獎名單。

此為《經典》雜誌第二度參賽，繼2005

年獲得卓越中文雜誌類「榮譽提名獎」後，

2006年再度獲獎，由安培淂(Alberto Buzzola)

以雜誌第8 8期之攝影「南亞大地震」專

題，贏得卓越中文雜誌類「最佳新聞照片

獎」（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2006 

Awards for Editorial Excellence: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in News Photography），再次於亞

洲華文雜誌中獲得肯定。

亞洲卓越編輯獎開放給中外出版業2005

年作品競賽，共計十七種獎項，選出九十五

位得獎者。本屆係由來自不同地區的八十五

位評審評定四百五十七位參賽者。

人文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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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雜誌創刊八年來，榮獲十四座

代表台灣出版界最高榮譽的「金鼎獎」。而

2006年再次獲得亞洲卓越編輯獎的肯定，更

彰顯了《經典》雜誌在攝影報導內容上的高

度品質與自製大型專題的專業能力，是華文

雜誌中的指標性刊物。

■大山腳聯絡處齋戒月供齋活動

民眾熱烈響應　志工做得法喜

2006.05.27

2003年SARS爆發，引發全球人民恐

慌；同時間，馬來西亞分會各據點慈濟人響

應上人齋戒一個月的呼籲，舉辦齋戒月供齋

活動，藉此提醒民眾要時時戒慎虔誠、居安

思危。

2003年，馬來西亞大山腳慈濟志工在聯

絡處以自助餐的方式，開始了第一次九天齋

戒活動；第二年，也以一個星期的自助素食

餐與社區民眾結善緣。

由於自助素食餐的方式，未能完整地將

上人的「心素食儀」理念傳達給社區民眾，

大山腳慈濟志工於2005年，開始了第一次的

供齋晚宴，結合了數位志工於2004年在馬來

西亞分會靜思堂取經的經驗，以及社區志工

的同心協力，為期四天的晚宴，終以每天一

百人次的出席率圓滿落幕。

提早抵達的社區民眾在志工帶領下，

參觀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的海報。大

山腳聯絡處的人文真善美志工，特別準備

了一個「山腳下慈濟情」的展覽角落，六

張海報配合縮小仿真的「大山腳」，讓參

觀的民眾更了解大山腳社區慈濟人十一年

來走過的足跡。

■嘉義市「成年禮」活動別出心裁

慈濟人用心策劃蘊含孝順與感恩

2006.06.03

是日在嘉義市政府的大廳，舉辦一場

別出心裁且溫馨隆重的「成年禮」，這是一

個特別為一百四十八位年滿十八歲的青年學

子所舉辦的活動。由家長牽著孩子的手通過

「智慧門」，孩子則跪著雙手奉茶感謝父母

恩。

慈濟志工精心策劃每個節目，當中都蘊

含著「孝順」與「感恩」， 讓孩子們看看別

人，想想自己，從別人的真實人生中，深刻

體悟自己所擁有的福報，進而知恩圖報、力

行孝道。當孩子恭敬地雙膝落地，奉上「感

恩茶」時，許多父母親都流下了感動的眼

淚，也感動了在場的所有人。

■馬六甲首辦靜思語講故事觀摩賽

吸引七百多位家長與孩子參與����������

2006.06.04

是日一早，馬六甲分會舉辦「靜思語講

故事觀摩賽」。參賽的團隊包括慈濟幼教中

親子成長班表演《佛陀的故事》帶出行孝精神，精彩的

故事及精湛的演技，獲得好評。攝影/蘇志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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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親班、兒童班、親子成長班、慈少、

大愛媽媽及其他幼兒園。

十一組參賽隊伍中，共動員一百六十六

人，呈現話劇、音樂劇、手語等演出，大家

使出渾身解數，希望能獲得好評。現場吸引

了七百多位家長與孩子，觀賞精彩表演。

教育組協調志工林慈恬指出，活動的宗

旨是希望讓各教育組，藉此機會互相觀摩學

習，同時讓更多民眾了解靜思語教學也可以

透過活潑且生活化的方式呈現。她補充，此

次參賽團隊，大部分是慈濟教育團隊，希望

扮演拋磚引玉的角色，讓學校認同靜思語沒

有宗教色彩，且道理淺顯易懂，期許將來有

更多學校團體參與比賽。

「靜思語講故事觀摩賽」的評分標準，

是以故事內涵及團隊精神為指標，選出優

等獎、最佳服裝和道具、最佳團隊、最佳故

事、最佳演技隊伍。由於各組演出優異，所

以人人有獎，皆大歡喜。

■為國光國小畢業生舉辦圓緣活動�

板橋區大愛媽媽與孩子溫馨互動�

2006.06.05

北區大愛媽媽在板橋國光國小，為六年

級一百六十位應屆畢業生舉辦圓緣活動，祝

福他們「鵬程萬里、學業進步」，現場氣氛

溫馨，離情依依。

板橋國光國小校園志工游李秀卿期勉學

生們，把大愛媽媽所教的知識，帶回到家裡

或學校應用，更要「口說好話、心想好意、

手做好事」，並祝福孩子們向美好的未來展

翅高飛。

同學分享：「我很期待每個星

期一上午，因為大愛媽媽會來教我們手語、

唱歌、用靜思語說故事。記得有一句靜思語

『把犧牲當作享受，能夠付出愛心的人，永

遠都很快樂。』大愛媽媽教會我懂得犧牲享

受、享受犧牲，我以後要多替人服務，來實

踐這種精神，謝謝大愛媽媽的教導。」

陳叡智校長在聽完學生的心得分享後表

示，這群孩子很幸福，因為從大愛媽媽身上

得到更多的愛；看到學生依偎在大愛媽媽的

肩上，就像自己的親媽媽一樣。很感恩她們

用心設計課程，讓孩子成長、懂事許多。

■亞庇慈少雙親節感恩茶會

孩子以行動向父母道感恩

2006.06.11

慈濟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舉辦「慈少雙

親節感恩茶會」，希望趁此機緣讓慈少以行

人文記事

攝影/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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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表達對父母的感恩。在隊輔爸爸媽媽及慈

青哥哥姊姊的協力下，感恩茶會於下午2時

進行，短短兩個小時的聚會，讓平時忙碌的

父母與孩子拉近了不少距離。

慈少學員們將親手一筆一畫繪製的祝福

卡送給父母，爸爸媽媽們還來不及細看，就

緊緊握在手裡，有些媽媽感動得悄悄抹去眼

角的淚水。孩子們的乖巧體貼讓父母寬心，

父母也很放心讓孩子在慈濟世界成長。

■大愛電視與派TV簽約合作

第五個衛星服務美國觀眾�

2006.06.14

為進一步服務海外觀眾，大愛電視台

於6月14日與美國加州互動衛星電視平台
S.T.U.B SATertainment USA, Inc.締約合

作，簽約儀式由大愛電視台新任總監湯健

明與美加互動衛星電視平台「π·TV」總裁

特助林文中舉行。自15日起，透過其衛星

合作，大愛電視台將在北美地區增加一個

衛星電視播送服務。此間觀眾，可在π·TV

互動數位科技的多媒體平台上收視大愛電

視。

目前大愛電視頻道透過十二顆衛星向

全球播送。湯健明表示，大愛電視台近年來

提供多元化節目。如證嚴上人的「靜思晨

語」、「人間菩提」、大愛劇場，以及涵蓋

全球觀點的大愛新聞等。

目前大愛電視頻道在北美地區可透過

PAS﹣8C﹣bandSatmex﹣5Ku﹣bandIntelsat 

Americas 5Ku﹣band等衛星收視，「π·TV」

則成為大愛電視在美國的第五個衛星平台。

目前估計全球涵蓋率高達五十億人口均可收

看大愛電視。

■喜瑞都社區慈濟之夜

各界代表蒞臨表感恩������������

2006.06.16

美國喜瑞都聯絡處近年來在社區服務的

項目中，包括訪視個案、老人院、麥當勞之

家關懷、獎學金發放、學校孩童牙醫義診、

書本發放等等。

1 6日，喜瑞都聯絡處在藝術中心

（Performing Art Center）舉辦「社區慈濟之

夜」，市長保羅寶倫（Paul Bowlen）頒獎給

慈濟團體，除了祝賀慈濟歡度四十周年生日

之外，對於慈濟長期以來人道救援、社區關

懷不遺餘力的付出，獻上最高的謝意。

三位State Street 小學及South Ranchito

小學的校長紛紛表達謝意，感恩志工們五

年多來，長期對孩子施以冬令發放、牙醫

義診及贈書活動的協助，談論起與慈濟志

工互動而令他們感動的點滴的同時，他讚

歎志工們總是「笑在臉上，愛在心裡」，

愛與信任在彼此之間互盪著。Wi n d s o r  

Palms老人院負責人，對於志工們長期的付

出與關懷，深深表示謝意並致贈感謝狀，

老人院的員工更自己掏腰包樂捐四十元，

表達對慈濟善舉的認同。

■馬六甲首辦社區親子班

峇章區四十人參加

2006.06.17

約四十位來自馬六甲峇章區的家長及孩

子，齊聚馬六甲慈濟園區，參加慈濟首辦的

社區親子成長班。

社區親子成長班設立的宗旨是希望讓家

長及孩子透過團康遊戲間的互動，拉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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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離。

推動小組也貼心地安排孩子自己動手做

點心及學花道。經過用心教導，孩子自製的

一盤盤小巧精緻的三明治也順利完成。                      

在花道教室裡，孩子們用心地裝飾花

器，插上花朵及枝葉。雖是第一次插花，

但成果卻不錯，有些小朋友還表示很喜歡

插花。

孩子們準備好小點心，擺上裝飾用的小

花器，就開始佈置桌子、捧上點心、茶水，

邀請父母一同享用點心。當父母看見孩子的

傑作時，紛紛露出欣喜的神情。志工林慈恬

表示，在慈濟多年，深覺慈濟的教育理念很

好，希望能夠落實到社區。

■北區人醫會醫師結合慈濟志工

赴桃園少輔院舉辦健康人文營�

2006.06.18

慈濟北區人醫會十七名志工團隊和人

醫會黃金仲醫師，帶著慈濟人的愛為桃

園少年輔育院三百二十五名同學舉辦健

康人文營活動。志工們準備有手語、靜

思語短劇、慈善訪貧個案分享，以及快

樂歡唱等節目與同學共享。

「藥物濫用」衛教課程，由黃金仲醫

師主講，讓同學們了解藥與毒是一體兩

面，用對了藥可以治病，濫用藥物卻可

能致命，也傷害個人健康，甚至危害社

會秩序；長期濫用藥物會成癮，產生身心

倚賴，基因異常、畸形致癌，感染B型、
C型肝炎或愛滋病。要遠離網咖、酒吧、
KTV、電動遊樂場、舞廳等公共場所，並

要拒絕誘惑，莫因好奇而嘗試不明藥物。

黃醫師更舉例，美國多位NBA籃球明星

就因吸毒而犯罪，斷送大好前程，甚至有人

因吃搖頭丸而喪命，他也力勸同學們要遠離

毒品和非醫生處方的藥物。

■海豐國小晨光靜思語教學圓緣

學童奉茶向父母及師長道感恩　

2006.06.20

屏東慈濟人在海豐國小進行一年晨光靜

思語教學，是日圓緣結業。包括有四丙、二

甲、二乙、二丙共四班同學參與，場面溫馨

感人，志工勉勵同學將「感恩、尊重、愛」

銘記心中。

典禮中，由四位本月壽星奉茶給媽

媽，三位小朋友也代表奉茶給校長和老

師道感恩。在邀請小朋友上台之前，志

工李桂枝先做機會教育：「我們的生日

其實是母難日，媽媽經過很大的痛苦才把

我們生下來，所以要感恩媽媽。」在小朋

友單腳跪地奉茶的剎那，有些媽媽感動得

熱淚盈眶，現場頓時浸潤在愛的氣氛�。

       李桂枝並以「巧克力」精神，期許小

朋友們，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困難時，要

「巧」妙「克」服「力」求進步。

人文記事

屏東海豐國小晨光靜思語教學圓緣時，三位小朋友奉茶

給校長和老師，感恩師長教導的恩德。�攝影/湯少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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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慈濟全美親子人文營
家長陪孩子學習生活教育

2006.06.22

「慈濟全美親子人文營」首次於美國

聖迪瑪斯園區舉辦，是日起展開四天三夜活

動，來自全美各地的家長與孩子，約一百人

報名參加。

課程內容由洛杉磯、爾灣、聖迪瑪斯

三所人文學校的老師參與設計，以「知恩、

感恩、報恩」為主題，除了靜思語、親職、

花道、茶道、生活禪、生態保育等靜態課程

外，還有志業人文攻站、環保攻站、親子闖

關等動態活動。

此次四天三夜的親子營活動，安排慈

青、慈少擔任小隊輔的工作。從學員報到，

一直到圓緣離開園區的最後一刻，隊輔們全

程陪伴，因而凸顯隊輔的責任與重要性。           

隊輔們在活動前與活動期間的用心，秉

持慈濟的理念，做好學員們的榜樣，猶如這

群學員們的慧命領航員。

活動時間正值暑假剛開始，慈濟人帶著

孩子回到全美慈濟人的家──美國總會聖迪

瑪斯園區，參與一場心靈淨化的饗宴，共同

學習慈濟的「生活教育」、「生命教育」，

體會真善美的「人文教育」。

■溫哥華市舉行世界和平論壇

各國市長見證慈濟飲食人文

2006.06.24

慈濟加拿大分會獲邀參與在溫哥華UBC

大學舉行的「2006年世界和平論壇」，24日

負責提供大會素食中餐；25日晚間參與和平

水燈的點燈儀式；28日則由慈濟主辦一場座

談會，向與會市長及代表們介紹慈濟志業。

整個活動中，值得一提的是，大溫地

區動員香積及社區志工六十人，攜手同赴溫

哥華奧芬劇院介紹慈濟，並以素餐、茶道結

緣，讓蒞臨餐會的八十位外賓認識這個饒富

人文的慈善團體。

「四十年前，台灣的證嚴法師創建了

慈濟，各位倡導的是世界和平，慈濟也

不斷呼籲人類要與地球萬物和平共存，

比如隨時攜帶一雙筷子，可以減少樹木砍

伐。」嘉賓才剛坐定，在簡短的問候中，

何濟亨師兄把握機會介紹慈濟，同時提到

餽贈環保筷的意義。

心素食儀結合國際用餐禮儀，從布置到

服務，溫哥華志工甚為用心。本拿比市長不

禁讚歎：「我為你們感到驕傲，慈濟人出現

在西方社會，表現頗有國際水準。」

■印尼慈濟中小學畢業生成長營

慈青陪伴成長啟發孩子感恩心

2006.06.24

印尼慈青為金卡蓮慈濟中小學的小六及

國三學生，舉辦兩天一夜的兒童成長營。主

題是「知福、惜福、再造福」。

攝影/加拿大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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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規劃希望啟發孩子們的感恩心。課

程編排多樣化，兼具靜態與動態活動。

遊戲活動中，將孩子的手用襪子套起

來，在紙上寫上自己的名字，然後用膝蓋走

路。孩子們原本四肢健全，突然間讓他們沒

手沒腳，好像殘障人士。遊戲的目的是希望

讓孩子體會殘障人士的不便，進而懂得感恩

父母親給予的健全身體。

惜福單元中，由同學建造自己心目中

的城堡後，再親手摧毀。讓同學體悟人生無

常，災難的發生無法預期，我們一定要非常

珍惜目前所擁有的一切。

■參加南加州�Vista�特殊高中畢業

典禮�慈濟志工頒獎學金鼓勵改過

自新學子

2006.06.27

Vista  High School  位於美國南加州
Lynwood市，是2006年剛加入慈濟獎學金計

畫的學校。該校是一所較特殊的中學，學

生都是正常體制學校

的逃兵，包括年輕的

母親、有過犯罪紀錄

的孩子、行動仍受監

管須定時向警方報到

的青少年。還有一部

分學生來自另一個學

校，因特殊原因而無

法每天到校上課，所

以在家自修，他們每

星期來到這所學校個

別上課一小時，向老

師報告學習進度及請

教問題。 

慈濟「為眾生」的理念感動了校長，因

而志工以貴賓身分，受邀前來參加具有特別

意義的畢業典禮。應邀出席者還有Lynwood

市長、副市長、學區總監及總裁等。

Vista學校有兩間校舍、五百多位學生，

此次有七位學生申請慈濟獎學金。雖然他們

的成績未達到標準，但是為了鼓勵這些改過

自新的孩子，依然發放獎學金給其中六位，

其中一位已申請到其他的資助。

慈濟希望這小水滴般的資助與關懷，能

讓他們感受到人間溫暖，期待這些孩子有一

天也能向他人伸出關懷的援手。

■《浩翰父母恩》新加坡公演

重拾人我間失落的親情倫理

2006.06.30

兩年前，慈濟新加坡分會首次推出第

一部大型音樂手語舞台劇《父母恩重難

報經》，深獲好評。兩年後的2006年6月
30日及7月１日，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化

人文記事

大型音樂手語舞台劇《浩翰父母恩》在新加坡公演，期望在親情日益淡薄的社會，將

孝親觀念推展得更廣。攝影/新加坡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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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再度呈現此劇，並易名為《浩翰父

母恩》，期望在親情日益淡薄的社會，

將孝親觀念推展得更廣。

其中7月1日的下午場更特別提供了學

生優惠票，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偕同家人

前來觀賞。

此劇歷經三個月製作與彩排，動員台

前、幕後兩百多位志工，參與陣容浩大。公

演之際，起伏跌宕及感人肺腑的劇情融合優

美的手語，獲得觀眾熱烈迴響。

《浩翰父母恩》共演出三場，吸引了

三千一百四十六名觀眾。許多人表示，

此劇如當頭棒喝，讓他們重拾失落的親

情，更多了一分人我之間、孝親倫理的

省思。

■台灣教聯會及大愛媽媽赴馬六甲

分會�舉辦為期兩天「靜思語教學

研習營」　

2006.07.01

是日，台灣九位教聯會老師、大愛媽媽

及教聯會總幹事陳乃裕，前往馬來西亞馬六

甲分會，參與7月2日舉辦的「靜思語教學研

習營」。教育團隊一行人當晚立即進行校長

座談會，分享各自走入校園的經驗。

余麗卿老師根據不同年齡、不同班級

的需求，提供許多現成的教材給現場的校長

們。她表示，每個孩子都是一畝田，大愛媽

媽及老師應以農夫自許，用心耕耘。

培二華小的吳南德校長非常肯定這些富

教育性的具體教材，希望慈濟可以提供這類

影帶給各校，做為教學題材，因為透過靜思

語教學，學生行為上的改變是有目共睹的。

他同時發願：「要把靜思語教學發揚光大，

也期望所有老師都能加入慈濟教聯會，讓靜

思語教學廣為流傳。」

另外，四百位來自中南馬、東馬，以及

遠從新加坡來的教育團隊也齊聚馬六甲分會

靜思堂，向台灣來的老師挖寶。與會的人員

除了加強本身的精神理念外，也增加了對慈

濟教育的了解。

■105位慈濟志工不畏酷暑
清掃板橋火車站維護市容

2006.07.02

連日來氣溫高漲，一群慈濟志工本著

服務鄉里的熱忱，不畏酷熱，集結在板橋火

車站前，準備做掃街活動。包括環保志工、

社區志工、社區民眾共一百零五名，大家手

持掃帚、畚箕、垃圾袋，在志工劉福來分配

工作後，7點50分由火車站前站的文化路出

發，分左、右兩條動線，沿著前站周邊道路

清掃到後站。

何美鳳與兒子李嘉傑同來掃街，她表

示：「兒子未接觸慈濟前是遊手好閒的人，

既叛逆又有些自閉，讓爸媽十分操心。自

從參加掃街活動後，兒子的心情變得開朗起

來，爸媽說的話也聽得進去了。」她很高興

每次掃街兒子都能歡喜參加。

今年七十三歲的翁金參阿嬤，從1999

年開始參加慈濟掃街活動，八年來從沒缺席

過。她對於這項活動有著很深的感受：「我

自從參加掃街、做資源回收後，身體的痠痛

沒有了，精神也好了許多。」

掃街活動於9點結束，看著環保車上一

袋袋的垃圾與回收物，及火車站四周整潔的

市容，一位路過的行人笑著說：「有慈濟人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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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人盛情迎接中國殘疾人藝術團

團員參訪精舍參加志工早會表感恩

2006.07.05 ~21

來自大陸的「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應台

灣企業家之邀，7月5日抵台，近六十位環保

志工，齊聚桃園中正國際機場迎接。午夜十

一點半，由藝術總監邰麗華領軍，團員們緩

緩出現在機場出口的等候處，志工們熱情獻

上花圈，也貼心幫忙搬行李。

此次的表演活動，自7月7日起至21日

止，分別在台北、台中、高雄及花蓮進行

演出，其中十一個場次由企業家贊助演出

經費。企業家以行動支持清流大愛化人間

的理念，並以「感恩、回饋、愛」為主題，

回饋長期支持大愛台的環保志工與「大愛之

友」。�

每場演出，不論室內、戶外，幾乎場場

爆滿，許多殘疾人士前來觀賞，對他們有極

大的鼓舞；更有環保志工讚歎他們過人的毅

力，並表示：「我們好手好腳，已經非常幸

福，要感恩、知足，更努力地去做好每一件

事。」

7月21日清晨5點半，團員們已經起身準

備整裝梳洗。女團員身著赭紅色的格格服，

象徵祝福吉祥之意，也代表對上人、對慈濟

人的尊敬。

團員張佳歡在志工早會時分享道：「慈

濟人如一股清泉，洗濯了我們看不開、想

不開及一些不好的心情……，感謝上人為

我們徬徨的心帶來了一股穩定的力量；感謝

上天給我這個病，讓我感受到人間的親情及

愛。」 

上人特別讚歎：當他們表演時，雙手一

張開，千手觀音就呈現出來，一手動時千手

動，一眼觀時千眼觀，那種律動真是令人佩

服。他們用殘存的器官，努力克服人生各種

障礙，用眼睛「聽」，用耳朵「看」，每個

人都擁有健康的人生。

人文記事

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在機場合影留念。攝影/李承志

中國殘疾人藝術團以「千手觀音」呈現出整體美。攝影

/牛成德

中國殘疾人藝術團身著拜見國家元首的特別打扮──

格格服，參訪靜思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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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傳播新聞領域幕前幕後面對面�

慈大傳播營讓高中生體會主播經驗

2006.07.06

慈濟大學傳播營活動，自7月6日起，利

用五天的時間讓來自全省各地的高中生，細

細體會傳播人的生活。

首先安排同學參觀大愛台，看到大愛

「慈濟新聞深度報導」節目的主播台，學

員們躍躍欲試，輪番坐上主播台，體驗一

下報新聞的感覺。同學也很驚訝地說，原

來主播背後只是一個綠色背景，利用電腦

技巧，背景是可以隨意更動的，攝影棚的

學問可大的呢！

今年舉辦的第三屆傳播營，在課程上

最大的改變就是加了選修課，讓同學可以針

對自己的興趣選擇廣播、電腦繪圖或是攝影

等等。除了實務課程外，為凸顯慈大強調健

康傳播的特色，還特別安排慈濟醫院朱家祥

醫師進行演講，另外也以五大主題作為營隊

的成果作業，分別為「反菸」、「反毒」、

「健康瘦身」、「反酗酒」、「預防憂鬱

症」等，讓同學可以發揮創意，在報紙、部

落格、廣播，或是電視上以任何形式呈現他

們的想法。

■香港慈濟四十周年慶感恩音樂茶會

以手語茶道分享真善美的慈濟人文

2006.07.08

香港分會是日在九龍塘靜思堂舉辦「慈

濟四十周年慶感恩音樂茶會」，由榮董聯

誼會召集人李旻芬和李佳穎兩位志工精心策

劃，專程邀請台灣男女高音歌唱家陳忠義和

張杏月，及著名琵琶演奏家王正平教授，蒞

臨分會共襄盛舉。

這場輕鬆活潑老少咸宜的音樂茶會，吸

引不少嘉賓參與。首先登場的是，十位志工

手捧茶具，以輕、慢、柔的步伐，走進會場

向嘉賓奉三好茶：一、口說好話，二、心想

好意，三、身行好事，由此拉開了音樂茶會

的序幕。

壓軸節目則安排王正平教授的琵琶獨

奏，「從手語、茶道、男女聲獨唱、琵琶

演奏及師兄師姊分享，全場節奏輕鬆活潑，

溫馨感人，香港人生活節奏緊湊，難得今天

下午享受到慢、輕、柔的寧靜，感謝慈濟給

我們過一個愜意的周末。」與會來賓歡喜分

享。音樂茶會就在志工「溫暖滿人間」手語

表演中落幕，現場氣氛溫馨感人。

■慈濟奧克蘭東南區愛灑人間　

傳遞慈濟人文與人間菩薩招生　

2006.07.08

地球的暖化現象，讓紐西蘭的居民度

過了1972年來最冷的6月份。7月8日紐西蘭

分會舉辦奧克蘭東南區的「愛灑人間」活

動，藉由影片介紹、手語表演、「健康十

「健康十巧」的十個簡單動作，配上「十大日勉」歌，

讓會眾活動筋骨。攝影/周中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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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動作、心得分享等節目，讓社區民眾

認識慈濟。

受過慈濟的關懷照顧，現在正積極投入

當志工的寶瑩分享說：「我在人生最低潮的

時候，在慈濟師姊的身上找到愛，當時我就

發願，等病好，一定要將這分愛傳出去。」

午齋後，播放慈濟人愛的足跡影片，

這是由影視志工胡妙珍記錄及剪輯而成。透

過影片介紹，讓大家了解到何謂「分秒不空

過，步步踏實做」的真實人生。

活動最後是眾人虔誠祈願「淨化人心、

祥和社會、天下無災難」；美玉師姊與相雄

師兄以菩提葉與會眾結緣，也圓滿此次「人

間菩薩招生」活動。

■柑園國小提供場地做回收　

帶動社區民眾校園做環保　

2006.07.09

台北縣樹林市柑園國小是一所校齡高達

九十六歲的老學校，志工王麗美因為孩子在

該校就讀，順理成章當了導護媽媽，也為孩

子們講述大愛引航教材中靜思語的故事。兩

年下來，獲得不錯的迴響。她有感於柑園為

鄉下地區，志工「菩薩招生」不易，唯有透

過活動才能接引更多社區志工的投入。除了

持續為學生們講故事外，也促成大愛媽媽走

入校園，更積極地與學校互動，藉機宣導環

保的重要性。

王麗美向林秀娟校長提出「成立大型

環保站，帶動社區一起在校園做環保」的

構思，林校長聽後欣然答應，此處遂成為

樹林第三大環保站。從此每個月的第二個

星期日，環保志工們即相約加入保護地球

的行列。

林校長說：「落實分類後，垃圾減

量了。現在，校園內沒有再使用塑膠垃圾

袋。」她接著說，學校除了資源回收、垃圾

分類外，還有廚餘的處理，甚至教科書也有

回收，可以留給下一屆的學生繼續使用。

■菲律賓感恩戶人文班上課　

安排動靜態慈濟人文課程　

2006.07.09

2006至2007年菲律賓感恩戶人文班9日

在慈濟志業園區A棟樓開課。

活動的主題是「自愛、自律」。課務組

用心為小、中學生及家長安排一系列動、靜

人文記事

進行分類前，志工詳細解說分類的技巧及方法。攝影

/涂鳳美

菲律賓感恩戶人文班小組學員與隊輔一起研討並分享靜

思語。攝影/吳超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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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課程，希望慈濟的教育志業能透過各種人

文活動，凝聚學生、家長、教聯會老師及志

工們的愛心，達到相互陪伴、啟發和共同成

長慧命的最終目標。

普濟學院中學四年級的學生，應邀獻唱

自己編寫的英文歌曲。在小組時間，由學員

與隊輔一起在二樓研討並分享靜思語。

志工蔡莉莎簡單介紹「人文班」的宗旨

與目標為：規範大愛精神，輔導孩子生活及

與人相處的正確方法，讓他們有自信且有勇

氣面對各種挑戰，進而懂得做智慧的判斷、

正確的選擇，並學習圓融的溝通技巧。

■斗湖志工參加巴華中學義賣會

走入校園向師生宣導環保概念　

2006.07.09

馬六甲斗湖巴華中學舉辦四十周年校

慶義賣會，慈濟志工應邀參與活動，走入校

園，積極宣導環保五化的新概念。

會場裡，環保手工藝品及回收物資源分

類的展示最吸引人潮，志工也在現場利用回

收物製作精緻的手工藝品，讓家長及學生體

會如何化無用的垃圾為有用的物品。此外，

更極力推廣出門用餐時自備環保餐具的觀

念，既衛生又可減少垃圾污染。

看過回收資源展示區之後，家長、師生

們這才瞭解，原來可回收的資源，都是平常

隨手丟棄的垃圾。透過宣導，志工們希望大

家將環保理念帶入家庭，落實環保家庭化；

他們並現場以身作則，把人們丟棄的礦泉水

瓶、鋁罐都收集起來，充分展現出慈濟人全

心全意投入環保的精神。

■看見小菩薩在學習中成長

樹林親子成長班圓滿結業　

2006. 07.16

樹林親子成長班於2005年9月正式成

立，經過班媽媽們將近一年的陪伴學習，總

共有三十對親子找到共同成長的目標。

7月16日是樹林第一期親子成長班圓緣

的日子，一早，父母帶著孩子，開開心心

地前往樹林大安路共修處，參與的家長們認

為，讓孩子學才藝只是一種潮流，等他們長

大了卻不一定用得上，培養孩子的愛心、孝

行才是根本。

手語「跪羊圖」的表演，讓許多媽媽眼

眶泛紅；當每個小菩薩手端一盤餅乾跪在父

母面前，一口一口反哺，並大聲說出：「謝

攝影/郭昭強 攝影/涂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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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媽媽把我生下來，感恩爸媽把我撫養長

大！」時，更讓在場的媽媽激動落淚。「從

小到大，我不曾餵食父母，更沒有跪在父母

面前說過一聲感恩……」看到孩子的懂事，

同時想到自己未曾對雙親說出口的愛，郭秀

琴媽媽在分享時更是數度哽咽。

樹林第一期親子班告一段落後，9月份

起跑的第二期，學員人數激增一倍，達到六

十對親子，反應熱烈。

■暑期靜思語教學研習營開營

海內外種子老師返花蓮精進

2006.07. 21~24　

來自台灣及海外共三百四十三位種子

老師，利用暑假時間回到花蓮的心靈故鄉

來充電。為了讓老師們瞭解靜思語教學的內

涵，課務組安排幼教、小學、中學、大學等

一系列豐富的課程。

台北市西園國小謝靜慧校長分享如何

將靜思語推廣到全校，她說：「突破一切困

境，使校風煥然一新，重新洗滌全校教職員

的心，使老師們不再害怕面對現今多元的教

育環境。」這番話令在場的學員相當激賞，

也對靜思語教學有更深刻的體會與認識。

除了瞭解靜思語教學的內涵及實施方

法外，透過慈善之美、人文之美，以及清水

之愛等課程，一同回首慈濟四十年的歷史，

瞭解慈濟慈善足跡、骨髓捐贈緣起，以及人

文志業中心與大愛台「報真、導善、啟發人

性」的願景。

這一群來自各地的老師們，在慈濟人

文與靜思語教學的洗滌下，找到了最初的感

動，滿載著愛與感恩，學習將營隊所見所聞

一一運用在教學與日常生活中。

■推廣心素食儀培訓社區種子

新店文山區香積研習營開班　

2006.07. 22

是日炙熱的午后，慈濟醫院台北分院

的醫師休息室興建工程的工地餐廳內，一

群婆婆媽媽們正頂著酷暑辦理報到手續。

期待許久的「新店文山區香積研習營」終

於開班了。

為推廣心素食儀的理念，為期三個月

的學程共安排了十二堂課，讓學員們不僅有

機會親身參與「心素食儀」活動的推展，瞭

解慈濟飲食人文的內涵，更學習素食料理的

製作過程。開班消息經披露後獲得熱烈的迴

響，報名人數竟達八十餘人。

第一次課程由講師陳桂蘭介紹優格、鮮

奶酪及越梅拌筍等三道食物的製作。在廚房

的另一邊，另一位講師高銓源帶領著助手，

除了預作示範說明準備外，也為各實習小組

準備素材。

課程的重頭戲是烹飪處理的示範說明，

最後才由各小組成員實習製作，各組完成

的鮮奶酪及越梅拌筍，無論在色香味的呈現

上，均不遜專業的水準。

■吉隆坡鴻圖園共修處設環保站

慈濟志工接引社區民眾同參與

2006.07. 22

自從2006年7月22日鴻圖園共修處成立

後，吉隆坡中區志工不僅有了共修的場所，

也接引社區民眾一起參與慈濟活動。志工更

擬在共修處附近開設環保站，因此，積極在

社區做宣導，並邀請民眾到共修處參加環保

茶會。

人文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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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播放環保影片外，志工張文燕也

向大家講解如何進行資源分類，如玻璃、

塑膠、鐵、鋁罐、紙張等。她重點道出做環

保須落實在生活中，減少資源浪費，買菜時

可準備環保袋，外出用餐隨身攜帶環保碗、

筷、杯等。

志工賴秀虹擔任其中一個社區環保站

的負責人，也帶著孩子一起做環保。在耳濡

目染之下，如今三歲多的孩子會時時提醒父

母：「要做環保！」

蘇祈逢在公司當主管，平時分配工作交

給下屬處理，自己則高高在上。自從投入做

環保後，他學習放下身段，不在意別人投以

異樣的眼光；在撿拾垃圾的同時，他也放下

煩惱。蘇祈逢不但自己力行，也帶動父母和

孩子，三代同堂一起做環保。

■巴西立海灘第二次淨灘迴響熱烈

新加坡分會落實「環保家庭化」

2006.07. 23

環保志工不分老少，將回收物做分類，愛心就能變黃金。�攝影/新加坡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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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早上，一百二十多位從三歲到七十

幾歲的慈濟志工和社區民眾，聚集在新加坡

分會靜思堂，準備以行動呵護地球。這是慈

濟新加坡分會第二次舉辦淨灘活動，地點是

位於靜思堂附近的巴西立海灘。活動以「環

保家庭化」主題，希望透過家長以身作則，

讓孩子從小培養環保意識，懂得知福、惜

福、再造福。

為了讓環保做得更徹底，策劃組連用具

都很環保：不用黑色塑膠垃圾袋，而改用米

袋及用過的荔枝籮筐來收集垃圾。

六十八歲的王惠娘說：「我以前都不

知道這些東西可以回收，其實家�有很多，

以後我知道怎麼處理了。」這天還來了四

名新加坡理工學院的學生，是老師引介來參

與的。學生們坦言，一開始的確是為學分來

的，但是參與過後，卻發現一切是值得的，

並主動留下電子郵件信箱，希望以後有類似

的活動能通知他們。

■亞庇親子講座吸引家長參加

台灣教聯會老師現身說法　　

2006.07. 24

來自台北縣積穗國中的李玲惠校長，也

是台灣慈濟教聯會的老師，在亞庇里卡士沙

巴貿易中心主講親子EQ幸福人生講座《我

不是笨小孩》，吸引將近三百五十位來賓到

場聆聽。

李校長談到當年，十一歲的她在校內代

表上台演講，父親特地請了兩個小時假，手

上抱著妹妹站在講堂的窗外看著她。父親的

微笑與眼神，充滿了對她的肯定「孩子妳可

以的，妳不笨！」如今，她在人生舞台上發

光發熱，父親的肯定是最大的助力。

不知如何教養孩子，是現代父母普遍遇

到的難題；孩子小時候最可愛，到了青少年

時期，可能已變得不再可愛，此時，父母親

更需用心陪伴他度過叛逆期。李玲惠校長分

享，孩子只有兩種：第一種是來報恩，另一

種是來修煉父母的；無論是報恩或修煉，沒

有一個孩子是笨小孩，鼓勵大家重新找回愛

孩子的方法。

■教育部舉辦教育替代役職前訓練

高雄慈濟人應邀辦愛灑人間晚會　

2006.07. 26

教育部在澄清湖活動中心舉辦為期兩

週的教育替代役男各項職前訓練，是日舉

行結訓典禮，來自全省各地三百多名教育

替代役男們，翌日將分發到各學校教育機

關服役。於是幹部之一的輔導參謀官馮慧

生，邀約高雄慈濟志工前來為這批年輕人

舉辦「感恩�尊重�愛」愛灑人間晚會。

節目以帶動唱開場，加上手語互動，

讓大家認識彼此。「生命的微笑」紀錄影

片記錄著「殘缺的蓮娜如何過生活」。志

工並以說故事的方式，為大家介紹與弟兄

們同年齡的怡伶，面臨生命的盡頭時，如

何灑脫地簽下器官捐贈同意書，讓小愛化

成大愛。此外，還有「跪羊圖」手語劇，

以及「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千手觀音」

的表演。

學員呂政頡說，觀賞過這一連串的節

目，當下發覺生命無常，不僅要把握人生

的方向，更應該好好珍惜身邊的人。

這次晚會的發起人馮教官說，當初只

是輕輕的一句話，想不到就有這麼多慈濟

人來陪伴。臨行前馮教官還不忘以靜思法

人文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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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叮嚀大家，記得把小愛找回來，把大愛

的種子裝滿行囊，散播到各地。

■環保署舉辦「我與回收變臉」競賽

電視媒體獎項大愛電視囊括前三名

2006.07. 27

由環保署舉辦的關懷環境形象改造「我

與回收變臉」競賽，今日舉行頒獎典禮。長

期以來推動呵護地球、資源回收的大愛電視

台，在電視媒體項目中，囊括了前三名。

第一名的作品是記者吳志怡的「垃在其

中」，以三位慈濟人的故事為素材，表現她

們各自用不同的方式疼惜地球，努力回收，

而獲得評審們的肯定。而獲得第二名的是大

愛台記者孫祖怡、謝啟泉，他們得獎的作品

是「綠色危機，綠色轉機」，主要是在探討

21世紀能源短缺，人類該如何自處。

大愛電視台新聞部同仁的付出深獲肯

定，還包括了第三名的林淑萍，得獎作品

「四大金拆」，以及七位同仁、九件作品獲

得佳作。

■明瑋電子全體員工發心帶動

與板橋大愛媽媽合辦成長營　

2006.07. 30

板橋區大愛媽媽們，連續三年到五股

鄉明瑋精密電子公司禮堂舉辦快樂兒童成長

營。因為總經理林國棟十分認同慈濟，很希

望慈濟人能到公司來舉辦活動。

林國棟頒獎致詞時表示，每每在國外接

洽生意的時候，聽起國外人士讚歎台灣有個

默默行善的偉人，愛心擴及五大洲，深深覺

得「慈濟」是台灣人的榮耀。

在營隊中，時時展現輕聲「愛語」。同

仁希望有更多小朋友參加營隊，藉由孩子將

大愛精神散播到每個家庭。

■以「為愛濟世，為仁濟人」為主題

新、馬、印人醫會交流會隆重登場

2006.09.03

以「為愛濟世，為仁濟人」為主題的

第一屆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人醫會

交流會，是日在慈濟新加坡分會靜思堂舉

行，吸引來自三地共兩百二十四位志工參

與。

三小時的交流會，志工們除了對慈濟

醫療志業和人文有更深一層的瞭解外，多

位醫護人員也分享在參與人醫會義診、國

際賑災中的心得和體悟。印尼前空軍衛生

局長魯斯迪醫生(Rusdi Ali Halid )，身穿藍

天白雲，他說：「我的背景是軍人，七年

前，我遇到證嚴上人，人醫會讓我將殺敵

的慣性想法，轉換成助人的精神。」

會後，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濟雨與

來自印尼巴淡島衛生局長普拉迪 (Puardi  

Djarius)及民丹島等地的衛生局長、院長

和人醫會成員進行會議，討論如何攜手合

作，為這些地區的貧苦病患服務。

■經典雜誌「地球校園研習活動」

課程豐富多元開啟學員宏觀視野

2006.09.09

由《經典雜誌》主辦，慈濟教聯會協

辦的第十場地球校園研習活動，9月9日在

關渡園區展開，研習活動的宗旨在「推動

終身教育，建立學習社會」，研習主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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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時事及最新議題，特別推出「台灣400

年」、「慈濟4 0年」兩大專題及「樂音

飄揚」、「生物多樣性」、「非政府組織

NGO」三大主題。

《經典雜誌》內容豐富而多化，不僅報

導天地萬物過去精彩的表現，也記錄著它們

無悔的付出；以深度的報導、精緻的圖片、

文化的史籍，讓大家認識台灣、認識世界、

認識宇宙、認識心靈深處的自己，更啟發人

性美善的一面。

■吉隆坡慈少參訪巴生戒毒所

認識毒品對家庭社會的戕害

2006.09.10

曾經吸毒七年、坐牢十一年的巴生戒

毒所創辦人納登（Sathiyanathan Rajoo，簡

稱Nathan），先到巴生聯絡處與慈少交流。

他以自身的經歷，與慈少學員分享他從吸

毒到改過自新的心路歷程。中午，吉隆坡

慈少一行七十四人在班爸爸和班媽媽的率領

下，搭乘巴士參訪巴生戒毒所（THE BOAZ 

FIELD）。

為了讓慈少更了解戒毒者的起居，納登

的助手特地帶領大家作環境巡禮。十七歲的

馬永倫不禁說出自己的心聲：「我腦海裡想

像的戒毒所與監獄一樣，以為戒毒者是被鎖

進一個個監牢，可是這裡卻像家的感覺。」

一趟戒毒所之行，在慈少心中留下深刻

印象，從而認識毒品對生命、家庭與社會的

戕害，警惕自己不可行差踏錯，對毒品絕對

要說「不」！

■德本慈青慈少舉辦一日人文營

帶動學生尊師孝親及心靈環保

2006.09.23

是日，南非德本的慈青與慈少，在籌備

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後，於沿海的Addington

小學舉辦「感尊重愛」一日人文營。德本慈

人文記事

由《經典雜誌》主辦，慈濟教聯會協辦的第十場地球校園研習活動。攝影/花蓮本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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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人與 Addington小學的互動已有兩年多，

除了每個月兩次的人文課程之外，也發給獎

學金藉以鼓勵家境清貧且勤奮向學的學生。

一百二十位五到七年級的學生在晨光

中陸續抵達，其中二十位是從其他三間小學

邀請而來的，課程的主軸定在「尊師孝親」

及「心靈環保」的概念上。人文營全程英語

課程，內容包括「環保與心靈環保」、「水

的結晶──口說好話的重要性」、「身殘心

不殘」、「心素食儀」、「教育的重要」、

「孝道」，以及「最美的笑容」手語教學等

課程。

Hannah是Addington小學的畢業生，這

次特地應邀回到人文營來當隊輔。她說，希

望大家能夠愛父母，也珍惜自己所擁有的，

因為這世界上還有許多人過著不幸的生活，

所以我們更應該要知足，捨去貪念與慾望。

她也請大家要好好愛自己的家人，進而把愛

灑向全世界。

■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首次舉辦研

習營�期盼有限資源發揮賑災最佳

後勤支援

2006.09.30

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於9月30日、10月1

日在花蓮靜思精舍舉辦首次的兩日研習營活

動，共有五十六位專業志工參與，針對國際

賑災工作後勤作業系統，包括食、衣、住、

行，以及綜合新知智庫五個類別。志工們傳

承經驗也分享專業，期盼將有限資源達到最

大的效用，致力以大愛精神和環保護生的理

念，發揮賑災工作最佳後勤支援。

十多年來，慈濟志工以「直接、重點、

尊重、務實、及時」為原則，進行救援行

動。從緊急階段的物資發放、帳篷設立、醫

療義診服務等「安身」、「安心」階段，到

中長期的大愛村援建、設立義診所、興建學

校等「安生」計畫，表達「尊重生命、肯定

人性」的情懷，期待災民從悲苦中走出，從

受惠者變成施予者，發揮「善的循環」。

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成立於2003年12

月，整合各專業志工組織賑災後援團隊，協

助各項援助工作的順利進行。人援會組成的

背後，來自於一念悲心為出發點。

■華府分會演出父母恩重難報經

吸引上千名觀眾圓滿畫下句點

2006.09.30

「來到遠遠的省都，想起故鄉的草埔，

阿母對阮有講起，一枝草一點露……」隨著

小提琴悠揚的樂聲，慈濟基金會美國華府

分會9月30日晚間，以台灣民謠「一枝草一

點露」，揭開「父母恩重難報經」音樂手語

劇的序幕，為大華府地區帶來難得的心靈饗

宴，吸引上千名觀眾前往觀賞。

這是慈濟華府分會首度的戲劇公演，

動員馬里蘭蒙哥馬利郡(Montgomery, MD)、

攝影/美國華府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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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的摩(Baltimore, MD)、北維吉尼亞州
(Northern Virginia)、理其蒙(Richmond Va)、

北卡羅萊納州洛麗(Raleigh NC)、夏洛特
(Charlotte NC)等地一百六十六位志工參與演

出，經過三個月密集排練，終於在馬里蘭大

學陶斯劇院(Tawes Theater)呈現出令觀眾不

時拭淚的感人戲碼。

駐美代表處李代表夫人池琳開場時以中

英文致詞，她提醒觀眾，要以虔誠、感恩的

心來欣賞這齣闡述孝道的經典大戲。

華府分會執行長俞琇珍則感恩志工們幾

個月來的用心，才能成就這次圓滿的演出，

也讓華府的第一次公演，畫下完美的句點。

■宜蘭靜思書軒成立

慈濟人舞獅慶開幕

2006.10.01

在眾人期盼下，宜蘭市終於成立了靜思

書軒。對於宜蘭縣溪北地區的慈濟人而言，

就如有了另一個心靈的家那般的幸福。

這棟位於市中心的三層樓房，一樓是充

滿書香與咖啡香的書軒，二樓是溪北地區辦

活動及開會的場所，三樓布置成簡潔、莊嚴

的佛堂。這裡緊鄰縣立文化中心，周邊商店

林立，住家密集，門前大樹成蔭，面對書軒

的即是文化中心大片綠意盎然的大草坪；附

近有復興國中、宜蘭高中和宜蘭大學，是當

地人文薈萃所在，書軒的成立更增添了書卷

氛圍。

開幕時，先由慈誠隊的舞獅帶來祝賀

之喜，兩隻色彩繽紛的獅子在鄭金岸師兄及

林秀蘭師姊所扮演的獅鬼引弄下，活靈活現

地朝向書軒舞進，也引來路過行人的駐足觀

望；志工們更準備了傳統的搓湯圓和來賓一

起分享入厝的喜氣。藉由書軒的成立，希望

能夠接引更多社區民眾，為這熙熙攘攘的世

局，帶來寧靜與祥和。

■2006慈籃十三周年感恩會
500餘位志工齊聚經驗交流
2006.10.10

連續假期的最後一天，剛好是雙十節。

來自「慈濟青少年籃球家族聯誼會（簡稱慈

籃聯誼會）」各區十一組，約五百餘人的志

工、教練、助教、學員及家長等，齊聚板橋

志業園區國議廳，共同參與「2006年慈籃十

三周年感恩會」，期望藉由經驗交流、智慧

分享，讓慈籃隊伍更加茁壯精進。

慈籃總協調李鼎銘致歡迎詞時談到，每

年10月9日的夜晚，總是輾轉難眠，因為深

受師兄、師姊的付出所感動，也由於他們的

無私付出，才能成就慈籃愛的家族。

由於每一位慈籃家族的成員抱持著「把

握當下，恆持剎那」的精神，讓慈濟青少年

籃球家族成立十二年來，從世新組到今日的

國內十一組、海外兩組，共有十三組；透過

籃球活動的凝聚力及慈濟人文的感染力，接

人文記事

攝影/廖月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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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青少年進入「感恩、尊重、愛」的大愛世

界，啟發人人的善念，在他們心田種下的一

顆顆菩提種子，終將發芽茁壯。

■吉隆坡首辦慈誠培訓課程

一百五十人齊聚增長慧命

2006.10.12

10月12日吉隆坡分會首辦慈誠培訓課

程。本次培訓，只是組織隊伍的試跑期，共

有一百五十人參與，令人對未來信心滿滿。

自2002年開始，累積超過五十場大小活

動策劃經驗的黃種輝引述證嚴上人的話說，

辦活動就像是辦法會，不僅要排除萬難，使

活動順利進行，更重要的是增進大家慧命的

成長。

極力推動慈誠隊伍的李文傑，在斯里蘭

卡駐守一年，接觸一梯次又一梯次來自台灣

的慈誠隊，深刻感受到他們驚人的力量與熱

忱。他以環保志工身分到台灣尋根，並以參

加培訓慈誠為榮，所以回到馬來西亞的第一

件事，就是接受慈誠的培訓。

吉隆坡以互愛組為單位，遴選出八位社

區志工為代表，承擔往後一系列活動的社區

慈誠隊聯絡人。這是為將來興建靜思堂而培

訓慈誠人才的起步，期盼日後的慈誠隊伍浩

蕩長，每一位隊員都能如上人所期待的，不

但能培養好習慣，家家和樂平安，不論大小

活動，皆為委員們背後的護法金剛。

■亞庇首辦訪視培訓課程

啟發志工悲心增長智慧

2006.10.24

是日，六十六位志工趁著開齋節假日，

參與慈濟亞庇聯絡處首辦的訪視培訓課程。

課程中，志工翁敦學講解訪視的緣起及慈濟

的精神理念。從四十年前慈濟第一宗個案開

始，直至十年前亞庇首例個案的因緣而成立

了亞庇聯絡處。從訪視的過程中，除了濟貧

教富，更啟發志工的慈悲心。

林雪珠和馮玉妹分別說明個案初訪程

序、實際演練環節、訪視須知，以及如何協

助照顧戶申請社會資源，如公積金和社會保

險等。

令人讚賞的是，鄭月芳分享如何把先生

高兆慶引進來做慈濟，如今夫妻倆同心、同

志、同行菩薩道。張云清則分享三個洗腎照

顧戶的家庭個案，聽了令人不勝唏噓。

訪視不只啟發志工的悲心，從中更可以

增長智慧。此次的課程，對於新進志工尤其

獲益匪淺。大家希望訪視組能夠多舉辦類似

課程，有人更提議每半年舉辦一次，以提供

志工充電的機會，在付出之餘，也能共同分

享喜悅。

■百期《經典》雜誌精華影像展

北中南巡迴展出至11月30日
2006.10.28

《經典》雜誌1998年7月創刊，2006

年11月邁入第100期，由慈濟傳播文化志

業基金會《經典》雜誌主辦，國立中正

紀念堂管理處、大愛電視、民生報與經

濟日報合辦的「經典100影像展」，10月
28日至11月30日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的

瞻仰大道展出，11月4日至11月26日在慈

濟台中分會、10月29日至11月28日在慈

濟高雄靜思堂展出。

這些精彩圖片同時編印成《經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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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探索、人文、關懷》影像集，

作為慶祝《經典》雜誌屆滿 1 0 0期的獻

禮，內容環繞「發現」、「探索」、「人

文」、「關懷」四大主題區塊。

八年多的歲月，累積八百萬字、一萬

五千張圖片，從「鄭和下西洋」、「發

現南島」、「風中之葉」、「西域記風

塵」、「島與陸」到「赤日炎炎」等，都

是台灣雜誌史上大型自製專題的新頁。

■從接待外賓到國際慈善

外語隊走過十五個年頭

2006.10.28

外語隊是日在北區中山聯絡處舉辦十

五周年感恩會，合心幹事施啟智分享當年

外語隊成立的因緣；各功能組的報告及組員

的心得分享，讓大家更清楚外語隊在慈濟志

業中所扮演的角色；資深的成員也回來傳承

經驗，讓新進志工有依循的腳步及創新的基

礎。

合心幹事施啟智回首當年外語隊成立

的因緣，他說 ：「1992年世界青年總裁協

會到台灣開會，安排了一趟花蓮慈濟之旅，

促成了慈濟成立外語隊的因緣。當慈濟的

慈善志業走向國際化時，這支隊伍廣召具有

英文和日文能力的志工一起來勤耕福田，如

今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都有外語隊的身

影，說明了慈濟是一條『行』的菩薩道。」

與會關懷的德悅師父期勉大家，從為了接待

人文記事

攝影/錢紹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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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賓而出現的外語志工，到為了慈善國際化

而有外語隊的存在，如今是藍天之下必有外

語隊。大家要以外語為工具，把慈濟的理念

宣揚出去，廣邀天下善士一起耕福田。

■加強慈濟人文及理念傳承

斯里蘭卡職工舉辦共修會�

2006.10.28

甫結束一個月的新馬見習之旅，五位

斯里蘭卡職工──烏迪達、蒂露旭、蒂牧

度、韓希卡及嘉度拉妮於9月20日返國後，

立即推行週一至週六上午9點一起「愛灑人

間」，以及觀賞「人間菩提」影帶，恭聽上

人開示，務必讓大家可以吸收到上人法髓。

為了加強慈濟人文及理念的傳承，斯里

蘭卡同仁們策劃了共修會，並訂定每月最後

一個星期六下午舉行。2006年10月28日，漢

班托塔慈濟辦事處首次舉辦共修會，約十九

人參與。

此次共修會主題為勸募，募的不僅是善

款，更重要的是募心，好讓志工們瞭解竹筒

歲月的意義，及一人一善愛灑人間的起源與

其重要性。

■新竹區關懷外籍配偶衛教知識���

蕙質蘭心親子成長班首次開課

2006.10.29

關懷外籍配偶，新竹區「蕙質蘭心親子

成長班」首次於竹東共修處舉辦。開班前學

員報名人數有十一位，現場報名六位，陪伴

的隊輔、工作人員近四十位。10月29日是第

一次上課，內容包括：團康遊戲、用藥安全

及包水餃活動等。

這個班的幕後催生者是北區慈濟人醫會

志工呂芳川。由於他常到鄉下義診，發覺很

多外籍配偶缺乏衛教知識，因此安排了羅慧

芝藥劑師講解「用藥的安全」。提醒她們，

不論是自己或是帶公婆去看病，要向醫師

說明症狀、特殊情況、病史、平常服用的藥

品、有無開車、有無懷孕或準備懷孕等六個

重點；拿到藥後，要記得問五件事：藥名、

藥效、用法、吃藥時間、注意事項。

在慈濟蕙質蘭心成長班裡，學員不僅

能學到台灣人吃的文化，學會與醫護人員

互動及如何與家人和諧相處。從這天起，

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日的上午，都歡迎外

籍配偶參與。

■美西慈濟人結合洛杉磯人文學校

成立慈濟少年團舉辦首屆培訓課

2006.11.05

由美西慈濟人和慈濟洛杉磯人文學校

聯合發起的慈濟少年團，於2006年11月5

香積志工朱秋蓉指導學員阮氏竹梅包素水餃，五歲的女

兒黃淑媛也在一旁自己動手做。攝影/梁欣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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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洛杉磯人文學校所租借的蒙諾維亞

中學（Monrovia Cliffton Middle School）

大禮堂舉辦第一屆慈濟少年培訓課。參加

的團員共有三十二位高中生，由家長陪同

辦理報到手續。

培訓主要學習課程包括：一、掃心：

藉著打掃校園或社區的環境淨化自我心靈。

二、靜心：茶道及學習手語是最好的靜心方

法，有時也以專題演講或腦力激盪的方式幫

助學習、成長。三、環保：主要的工作是資

源回收及分類，及實現上人「垃圾變黃金，

黃金變愛心，愛心化清流，清流繞全球」的

大願。四、機動：支援學校內、外的各種活

動或任何臨時性的需要，藉以學習合心、和

氣、互愛、協力的重要性。

洛杉磯人文學校希望藉由慈少團的成

立，接引更多家長加入志工行列。若能將

慈少當成延伸教育，相信家長們的收穫也

會很多。

■大安區志工響應齋戒祈福

素食便當結好緣啟發善念

2006.11.06

為了向民眾募心，共同為社會祥和發好

願，祈求天下無災難，台北大安區慈濟志工

呼應馬來西亞齋戒祈福活動，從11月6日至
10日連續五天於海霸王餐廳製作素食便當。

每天動員上百位志工精心烹調約一萬個素食

便當，與各方會眾結善緣。

秉持齋戒祈福的善念，慈濟志工們雖

然犧牲睡眠，卻是「甘願做、歡喜受」，

一個個充滿愛心善念的幸福便當，傳送在

台北的大街小巷，讓民眾接收到慈濟人的

溫暖祝福。 

志工們平均每天要送出一萬個便當，

龐大的預定量，反映了民眾對這個活動的支

持，包括立法院、學校、交通部、高等法院

等公家機關，還有電視台及一般公司行號都

主動來預訂。

「素食便當結好緣，虔誠善念弭災

難」，慈濟人共同為社會祥和發好願，但願

幸福便當「募您一分善心，祝福人心淨化，

社會祥和，天下無災難」。

■加拿大分會舉辦精進共修讀書會

近百名志工汲取智慧展現同心圓

2006.11.06

加拿大分會在精進組統籌策劃下，第一

次結合精進共修、讀書會和手語帶動的「同心

圓精進共修」登場，近百名與會者在莊嚴、溫

馨的氣氛中，藉偈誦《四十二章經》中的《人

有二十難》，展讀《衲履足跡》，加深大家對

佛法的認識，並豐富自我的心靈。

司儀陳玉錦（慈溱）引述《琉璃同心

圓》書中證嚴上人的法語：「慈濟的法門，

以大愛實踐於人間，開發自我的智慧，自覺

覺他。我們行於菩薩道中，要使內心淨如琉

人文記事

攝影/洪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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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無染無瑕，必定要時時自我淨化，唯有

自我淨化，才能淨化別人。」等於將共修的

精神，做了最佳的詮釋。

志工與大家結緣的筆記書封面上寫著

靜思語：「用智慧探討人生真義；用毅力

安排人生時間。」期勉大家做事要用毅力

和智慧來成就。而本次共修是以「經典偈

誦、書香傳送」為特色，從中更可以領悟

「法之珍」，品味「書之馨」，讓參與者

收穫盈滿。              

■沙巴原住民青少年健康營

讓學員親身體驗付出愛心

2006.11.18

馬來西亞沙巴偏遠山林裡的原住民家

庭，物資匱乏，生活克難，許多孩子因而

錯過受教育的機會。幸運的是，這群孩子

遇上慈濟人，還和慈青結下了長期領養之

緣。11月18至21日，他們從科尤露、布隆

本、蘭巴達、哥打馬魯都、根地咬等地來

到亞庇聯絡處，參加「沙巴原住民青少年

快樂健康營」。

這次營隊的主要特色是由慈青長期領養

的幾位原住民孩子來帶動。為了讓學員們有

機會付出愛心，特別策劃親身體驗的活動，

在慈青的引導下，到各個慈善機構或慈濟照

顧戶住處進行關懷。

從醫院病人殘喘及無奈的眼裡，他們

看到人生無常；在殘智障中心四肢萎縮、無

法正常思考的孩子身上，體會自己是多麼幸

福；從照顧戶堅毅面對人生的態度，看到不

屈服的精神。

雖然整個營隊的膳食都是遵從「儉而

簡」的精神，有些學員卻很感激地說：「這

是他們吃過最美味的食物。」惜福與感恩之

心，由此可見。

■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

五百餘位慈濟人回國充電分享經驗

2006.11.21

「2006年慈濟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

習會」16日起至21日止於台北和花蓮展開六

天五夜的共修活動。來自世界五大洲五百餘

位海外慈濟人參與，其中三百二十三位受證

為委員，九十八位受證為慈誠。志工們藉此

機會互相交流，分享在海外做慈濟的經驗，

將「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的理

念，普遍宣揚於全球，並且落實在社區裡。

來自法國的新受證委員李桂榮，發願

回法國後要力行菩薩道，讓慈濟純淨的

佛法精神在塞納河畔發光發熱。李桂榮表

示，1998年全球慈濟志工總督導黃思賢來

到法國推動慈濟後，他便開始默默耕耘，

除了200 6年全球慈濟日於當地舉辦浴佛

活動外，法國慈青並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的活動中表演手語，與現場

多個佛教團體共同分享。

攝影/亞庇聯絡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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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嚴上人比喻每年海外慈濟人回台受

證好比添丁之喜。海外慈濟人發心立願，以

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精進在菩薩道

上，並在上人的祝福下揭開慈濟2006年歲末

祝福的序幕。就在點燃心燈之際，共同迎接

2007年的到來。
�

■新馬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開營

鼓舞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

2006.11.21

馬六甲分會及吉隆坡分會，分別於2005

年開始推動慈濟志工新組織架構，經過兩年

來的運作，即將於2007年在馬來西亞中南馬

暨東馬全面落實。為此，新馬幹部一行九十

人，特於是日起至27日參加在台北和花蓮兩

地舉辦的「新馬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

課程以「為佛教，為眾生」為主軸，鼓舞海

外慈濟人勇於承擔起「傳承靜思法脈、弘揚

慈濟宗門」的使命。

花蓮的課程主題以「為佛教」為重點，

深入慈濟大藏經，學習將佛法落實於生活

中，精進於菩薩道；台北則以「為眾生」為

課程的延續，見證慈濟人如何將「立體琉璃

同心圓」的精神與理念，深耕社區道場，力

行四大志業、八大腳步。

此行新馬團隊九十人都是毫芒種子，肩

負著「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的時

代使命，不僅是要人間菩薩廣招生、加速淨

化人心的腳步，更要加重志業承擔，慧命加

倍成長，發揮安定社會的力量。

■高雄外籍配偶蕙質蘭心成長班尋根

一圓外籍配偶回歸心靈故鄉的夢想

2006.11.26

來自慈濟岡山志業園區「外籍配偶蕙

質蘭心成長班」的學員及其家人，在成長

班工作人員的陪伴下前往靜思精舍與靜思

堂，進行一天的尋根之旅。這是慈濟第一

次為外籍配偶與眷屬所舉辦的尋根之旅，

學員有來自中國大陸、印尼與越南的外籍

配偶，共計十六個家庭、三十七人參與。

來自印尼的邱玲玲偕同丈夫蘇文夏、

兒子蘇奕誠共同參加。前往花蓮之前她逢人

便說：「我一定要到天堂去看一下。」原本

有不良嗜好的邱玲玲是在認識慈濟後開始戒

賭、戒菸、戒酒，並投入社區志工的行列。

她已參加見習培訓課程兩年，盼明年能培訓

委員，成為一個真正的「慈濟人」。

岡山志業園區舉辦「蕙質蘭心外籍配

偶成長班」已屆滿三年，學員包括大陸、

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外籍配偶。

成長班都由外籍配偶與家人一起報名參

加，以期共同成長，最重要是要讓外籍媽

媽能夠熟悉語文，儘快融入台灣社會，儲

備一技之長。

人文記事

德宣師父殷殷叮嚀「新馬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的九

十位成員：身要付出在菩薩道中，心要增長在慧命裡。

攝影/王成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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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園散播慈濟人文

佛光大學成立慈青社�

2006.12.06

就讀佛光大學的徐政裕，發願在校園

催生慈青社的成立，歷經兩年來的奔走及招

生，於是日舉行成立大會。佛光大學是繼宜

蘭大學、蘭陽技術學院、聖母護專後，宜蘭

縣境內第四所成立慈青社的學校。

徐政裕表示：「腳步踏到哪裡，慈濟精

神就該落實在哪裡。」萬源歸一宗，同樣是

佛教團體，慈青社將以「感恩、尊重、愛」

在佛光大學校區散播慈濟人文，以期佛法在

人間處處可證。

畢業自慈濟中學，今年大一的林瑩茜，

由於就讀慈中的因緣，她的父母開始接觸慈

濟，進而投入志工行列，2006年不但雙雙接

受慈誠、委員培訓，還鼓勵她加入慈青社，

豐富大學生活。她開心地說：「不但不會浪

費時間，還可以找到心靈的依止。」

慈青社指導老師黃智偉表示：「參與服

務性社團可以發現生命的意義，期待大家秉

持人間佛教的大愛精神、慈悲濟世的理念，

利用課餘多多從事利益眾生的事，才可以找

到生命的意義。」

■舉辦受證發放及龍舟賽

印尼分會同時宣導綠化

2006.12.10

是日，慈濟印尼分會舉辦三個大型活

動，即藍天白雲志工受證、愛心大米發放及

划龍舟比賽。發放大米在Kapuk Muara村長

的辦公室進行，划龍舟比賽在紅溪河進行。

2002年，雅加達遭受大水災害，慈濟

印尼分會將紅溪河的居民遷到慈濟大愛村，

另外也把紅溪河清理乾淨。從那年開始，印

尼分會便在紅溪河舉辦一年一度的划龍舟比

賽。

除了划龍舟比賽，也有彩舟遊河

的活動；同時，由雅加達省長蘇迪約梭

（Sutiyoso）象徵性地將慈濟為紅溪河周圍

一帶居民建設的三座洗刷間及五十套垃圾桶

的鎖匙轉交給居民代表，並呼籲當地居民要

保護紅溪河，不要隨便往河裡丟垃圾。

分會副執行長郭再源、省長蘇迪約梭及

北雅加達區市長艾芬迪（Effendi）一同在河

旁植樹，宣示紅溪河綠化工作的開始。不久

後，這一帶將種植五百棵樹木。

■八百多位志業體同仁精進研習

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

2006.12.15

是日晚間開始，花蓮靜思堂展開為期兩

天兩夜大規模的營隊活動，共有八百多位四

大志業體同仁參加，營隊宗旨是「傳承靜思

法脈、弘揚慈濟宗門」；透過拜經、繞法等

宗教儀式與課程分享，讓全體同仁更深入體

認慈濟志業宗旨，也提升自我的使命感。

這是自1992年慈濟舉辦營隊以來，第一次

以「靜思法脈、慈濟宗門」為主題的營隊，除

了值班同仁之外，幾乎全員到齊。學員中，不

乏熟悉的面孔，包括副總、院長、副院長、各

校校長、主管級同仁等。不論資深或新人，都

願意透過營隊，重新體認慈濟理念與精神，也

找回初發心。

證嚴上人開示時表示，希望人人都很單

純叫作「慈濟人」，而非只是身在「慈濟的

人」；回首來時路的同時也勉勵大家，只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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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儘管步步艱辛，都會有所成就。上人並期

勉同仁，世間沒有做不到的事情，「只要建立

信心，信己無私、信人有愛，希望人間菩薩，

有你、有他、有我，我們共同來走。」

■大愛電視榮獲電視金鐘獎

最佳男女主角等四項大獎

2006.12.20

大愛電視於九十五年度電視金鐘獎，勇

奪戲劇節目連續劇最佳男主角獎：「流金歲

月」李天柱、最佳女主角獎：「草山春暉」

楊麗音、最佳美術設計：「明月照紅塵」劉

基福及年度電視節目行銷獎：「草山春暉」

等四項大獎。

大愛台總監湯健明表示，大愛電視，尤

其是大愛戲劇，真人真事天天感動，三百六

十五天從不打烊，感恩證嚴上人給大家機會

做這個節目，也感恩全球環保志工跟大愛之

友，護持大愛電視台！激動的不只這一刻，

隨即最佳美術設計獎，由明月照紅塵劉基福

獲得。�

金鐘獎最佳女主角楊麗音數度紅了眼

眶地表示，最要感謝的是護持大愛電視台的

慈濟環保志工，有他們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

能量，才能讓這樣的好的故事好的戲，能繼

續上演；更要感謝上人的大願，才成就了這

麼多的志業！金鐘獎最佳男主角李天柱則表

示，這個榮耀是屬於大家的！

得獎者感謝再感謝，真人真事，貼近生

活追求優質，大愛電視榮獲四項大獎，肯定

團隊的用心不間斷，為淨化社會作努力。

人文記事

攝影/大愛電視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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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第一場社區歲末祝福

今年主題「心寬念純�美善人生」�

2006.12.22

是日在豐原靜思堂舉行全省第一場社

區歲末祝福，因感念豐原是上人的故鄉，是

「善」與「愛」的起源，在此舉行有其

深遠意義。

花蓮靜思精舍德悅、德申、德悌師父

發送福慧紅包，會眾以虔誠的心，接受

上人的智慧財。手中的福慧紅包，象徵

上人的期許：人人能像稻穗一樣飽滿，

越飽滿越低頭，做人要時時謙卑，更

要時時結好緣，用心在當下，守住自己

的責任，心寬即是善，念純即是美，社

會的溫暖，全看善的力量，善的力量越

強，社會就能更祥和。

「心靈饗宴」分享的是慈濟志工陸志

華的故事。陸志華表示，上人的「普天三

無」，讓他轉換心念，知道行善、行孝不能

等，於是從手心向上轉變為手心向下的人，

並且常在周遭傳遞上人的法，讓缺陷的生命

也能展現出無憾的完美。 

志工以短劇呈現2 0 0 6年主題「心寬

念純　美善人生」，鼓勵所有人用心在

腳下，祈願以一分虔誠心，共盡心力，

愛灑社區，祥和社會，讓「心寬、念

純」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

■十國慈青參與全球慈青日

發願培養佛心並力行師志

2006.12.23

迎接2007年的到來，來自全球十個國

家，包括加拿大、美國、南非、紐西蘭、

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澳洲、巴拉

圭和台灣約六百五十位慈濟青年，於是日

起回到心靈的故鄉花蓮，參加為期兩天的

「2006年全球慈青日」。除了培養佛心、

照顧己心，也發願力行師志，樹立典範。

配合2 0 0 7年度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

十五周年慶，全球慈青活動以環保為主

軸，因此本次課程安排，著重在分享慈

濟四十年來環保志工秉持證嚴上人理念

及疼惜地球的行動。而其他留在各地未能

與會的慈青，也以舉辦一日環保活動來

同步響應。其中，紐西蘭慈青與當地志

工至奧克蘭北岸的格蘭福地除雜草；台

灣新竹區慈青則至環保站做資源回收。

來自十國的慈青參加全球慈青日，誠心發願力行師志，

樹立典範。攝影/謝忠穎

攝影/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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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並舉辦全球會務報告，讓各國慈青

彼此學習，互相檢討及改進。

全球慈青日如同世界青年會，十國青

年齊聚一堂。證嚴上人鼓勵慈濟青年：要

有智慧堅持慈濟的形象，樹立慈青的品質

典範，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

■上人歲末祝福台東登場

適新會所啟用雙喜臨門

2006.12.25

2006年上人場次的歲末祝福暨授證典

禮，首場在台東展開。適逢新會所興建完

成，於是日同步啟用，可謂雙喜臨門。

午後，上人親臨新會所，隨即在志工引

領下進行巡禮，隨後便前往會議室聽取工程

簡報。 

從簡報中，上人看到建築期間，人人盡

心為這個家歡喜付出，以及關山慈院潘永謙

院長參與鋪設連鎖磚，均給予慰勉讚揚。而

各地志工用愛為台東做後盾，集眾人之力、

謀眾人之福，更令上人感動。

上人慈示：「台東的土地廣闊是一塊福

地，只要多一個好人，多一份好事，就多一

分平靜，那台東就會祥和無災難。大家都是

第一次因緣聚會在新會所，有形道場已如鋼

鐵般堅固，硬體環境也要增添人文氣息；接

著即要淨化心靈道場，不僅行善、行孝，也

要積極走入社區，人間菩薩廣招生，更要充

實推廣社會教育的內容，社區道場亦須共同

承擔，集合眾人之力才能匯聚福氣。」

台東區這次有十五位志工接受上人授

證委員、慈誠，人人希望未來「以謙恭走

入人心，以愛相互連結」，於菩薩道上專

心向前。

攝影/許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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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年｜表

 2006.01.07 桃園茄白環保站正式啟用。 

 2006.01.07 廈門大學EMBA中心教授訪問團，參訪花蓮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及慈濟大學。 

 2006.01.09 山西省海峽兩岸文化經濟交流協會訪問團，參訪花蓮慈濟四大志業博會及慈濟大學。 

 2006.01.09 遼寧醫藥大學教授一行五人，參訪花蓮慈濟醫院及慈濟大學。 

 2006.01.11 卡崔娜颶風災後重建暨「世界市長會議（World Conference of  Mayors，Inc）」理事會議，

�� 在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大學（Tuskegee University）舉行三天，慈濟亞特蘭大聯絡處應邀�

�� 出席簡報慈濟賑災概況。 

 2006.01.11 黑龍江省衛生廳李斌副廳長一行八人，參訪花蓮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及慈濟大學。 

 2006.01.15 慈濟印尼棉蘭聯絡點首次為籌募慈善基金舉辦義賣會，一百二十個義賣攤位，

�� 吸引民眾三千多人到場響應。 

 2006.01.18 哥斯大黎加立法議會「公共收支監督委員會」主席維亞涅華（Luis Gerardo Villanueva Monge）

�� 伉儷一行六人，參訪花蓮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及慈濟大學。

 2006.01.21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舉行記者會，公布慈濟在卡崔娜、莉塔颶風的賑災行動，截止目前為止，

�� 已支出四百五十餘萬美元，約二萬多戶家庭受惠。 

 2006.01.27 美國鳳凰城慈濟人參與當地的中國春節「中國週」慶祝活動，舉辦素食點心義賣，

�� 介紹慈濟志業，向民眾募款也募心。 

 2006.01.28 美國北加州慈濟西雅圖人文學校舉辦「凝聚全球慈濟愛，合心力援紐奧良」愛心募款晚會，

�� 節目由全校師生共同策劃及表演，三百多位家長及貴賓熱情赴會。 

 2006.02.01 慈濟馬來西亞吉隆坡、吉打支會正式升格為分會，新山聯絡處正式升格為支會，

�� 斗湖、關丹、哥打丁宜、丹南等四個聯絡點正式升格為聯絡處。 

 2006.02.01 日本淨土宗公益教化事業團體之一「寺庭婦人會」一行三十八人，參訪花蓮靜思精舍、

�� 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及慈濟大學。 

 2006.02.01 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普里亞達希法師，參訪花蓮靜思精舍及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6.02.05 菲律賓分會計順市沓沓倫社區慈濟資源回收站成立啟用，特別舉辦義診服務社區民眾，

�� 並宣導居民落實生活環保。 

 2006.02.06 諾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駐聯合國大使摩斯（Marlene Moses），參訪慈濟紐約分會。 

 2006.02.06 大陸蘇州慈善總會幹部參訪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及台北慈濟醫院。 

 2006.02.10 新加坡傳能法師等一行十四人，參訪花蓮靜思精舍及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6.02.11 慈濟多明尼加聯絡處七周年慶暨新春祈福晚會，近百位民眾參加。中華民國駐多國大使館

�� 為慈濟製作簡介影帶，以西班牙文說明慈濟的成立、四大志業及在多國進行活動，

�� 讓更多人了解慈濟。 

 2006.02.11 台中后里和興路環保回收場啟用。 

 2006.02.11 馬來西亞慧音法苑海靜法師等一行二十四人，參觀花蓮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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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年表

 2006.02.12 慈濟加拿大密西沙加聯絡處二周年慶暨首次新春祈福，接引當地會眾瞭解慈濟。 

 2006.02.13 慈濟加拿大分會列治文共修處正式啟用，大溫地區志工、會員和民眾近百人前往祝賀。 

 2006.02.15 慈濟美國總會舉辦新春祈福，墨西哥慈濟志工維多利亞跨國接受新委授證，成為首位

�� 墨裔慈濟委員。 

 2006.02.17 大韓佛教曹溪宗松廣寺佛學院法師一行七人，參訪花蓮慈濟醫院及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6.02.17 河南省安陽市佛教協會、中華佛教禪淨學會及學者一行十六人，參訪花蓮靜思精舍及

�� 慈濟志業。 

 2006.02.18 慈濟印尼泗水聯絡處四周年慶成果展，約兩百五十位志工及會員見證耕耘成果。 

 2006.02.19 台南市正覺社區發展協會志工一行四十二人，參訪花蓮慈濟志業。 

 2006.02.19 慈濟志工王秀梅發心提供場地，基隆瑞芳新共修處啟用。 

 2006.02.19 慈濟基金會舉辦台北慈濟醫院志工培訓課程，來自桃園、中壢、基隆、大台北地區

�� 二千二百五十人報名參加。 

 2006.02.20 美國西北大學護理系應屆畢業生來台參訪，其中一組師生一行七人來花參訪三天，

  21日觀摩慈濟大學護理系以及慈濟醫院的運作模式。 

 2006.02.21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獲政府及民間一致推薦，代表馬來西亞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 斯里蘭卡召開的「災難管理醒覺國際研討會」，與各國代表分享救援經驗。 

 2006.02.24 美國德州波蒙特市（Beaumont City）2005年優良軍警頒獎典禮，慈濟基金會榮獲

�� 最佳公共服務獎，由慈濟德州分會執行長熊濟宗代表接受。 

 2006.02.25 慈濟南非德本聯絡處舉辦第九屆黑人志工研習會。 

 2006.02.28 比利時「醫生週報」記者Mr. Thierry Goorden夫婦參訪花蓮慈濟志業，瞭解慈濟

�� 國際人道援助工作。 

 2006.02.28 希臘國會議員一行十二人參訪花蓮慈濟醫院。 

 2006.02.28 美國洛杉磯寺院越南裔法師與信眾一行十五人，參訪花蓮靜思精舍及慈濟志業。 

 2006.03.04 慈濟基金會舉辦兩天的「二00六年大專青年志業博覽會」，八十餘位來自全省各地

�� 大專院校在校生、畢業生及就業的慈濟青年，前來瞭解慈濟各志業體的工作機會與

�� 職務內容，期能找到良能發揮之處。 

 2006.03.04 慈濟基金會舉辦台北慈濟醫院志工通識課程，今在關渡園區舉行，共有二千二百人

�� 參與培訓。 

 2006.03.05 慈濟基金會舉辦「2006年台北新泰社區志工研習營」，四百六十位學員齊聚新泰

�� 聯絡處體驗慈濟人文。 

 2006.03.09 慈濟基金會舉辦為期四天的「94年度同仁人文教育研習營」，來自大林、台北慈院醫護行政

�� 及基金會新進同仁共一百一十人參加。 

 2006.03.11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舉行十一周年慶暨靜思堂、人文學校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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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3.11 台北中和聯絡處「大愛故事館」正式開館，約五十對親子參加，透過靜思語故事，

�� 培養孩子善念，增進親子關係。 

 2006.03.12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新會所啟用，舉辦「感恩、尊重、愛」四大志業海報展。 

 2006.03.13 中國天津開發區代表團一行六人，參訪慈濟馬來西亞分會。 

 2006.03.15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為期五天的「2006年全加幹部精進研習營」，兩百人報名參加。 

 2006.03.19 馬來西亞馬六甲州首席部長拿督斯里莫哈末阿里參訪馬六甲慈濟園區，並配合慶祝

�� 慈濟功德會創立四十周年，接受電視訪問。 

 2006.03.19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十五周年慶，在分會靜思堂舉辦義賣園遊會，現場並有人醫會義診，

�� 提供免費健檢及施打預防針。 

 2006.03.22 高雄慈濟人利用回收廢棄木材打造岡山園區人文咖啡廣場，讓社區民眾多了一個書香、

�� 咖啡香的人文休憩空間。 

 2006.03.25 中國大陸媒體醫療保健採訪團一行十人，參訪花蓮慈濟醫院、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6.03.26 澳洲慈濟人文學校八周年校慶，舉辦感恩園遊會，吸引近五百人參加。 

 2006.03.31 加拿大國會議員一行十八人，參訪花蓮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6.04.01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舉辦2006年首場車庫義賣會，台灣僑胞捐贈兩千件「愛心衣」

�� 贊助義賣。最後拍賣剩餘物資轉贈婦幼收容所嘉惠遊民。 

 2006.04.08 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今在威斯蒙高中禮堂舉辦「大愛之夜」人文晚會，籌募慈善與

�� 建設基金，吸引近七百位民眾共襄盛舉。 

 2006.04.08 慈濟美國鳳凰城聯絡處十周年慶，靜思書軒同步開張。 

 2006.04.12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舉辦委員慈誠培訓課程，安排志工參與民間團體「沙漠之友」

�� 熱食發放活動，以素食、手語歌服務漢德森市街友。 

 2006.04.12 慈濟吉隆坡分會首次舉辦「急難救援培訓課程」，共九十三位社區志工報名參加。 

 2006.04.13 由中國佛教協會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合辦，為期四天的「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在

�� 浙江省杭州市舉行，共有三十四個國家一千多人應邀出席。本會由王端正副總代表出席，

�� 並於論壇首日分享慈濟四大志業與《無量義經》的深刻關連，以及上人力行人間佛教的理念。 

 2006.04.15 慈濟美國達拉斯支會於新會所舉辦「大愛之夜」慈善義演晚會。 

 2006.04.18 慈濟大學以七個多月時間鑄造完成的印順導師銅像，今日安奉於靜思精舍「印順導師

�� 紀念館」，典禮由證嚴上人主持。 

 2006.04.19 慈濟四十周年慶「見證慈悲、深耕人文」靜態展，於花蓮靜思堂揭開序幕，邀請

�� 四十年多位資深慈濟人現身說法。自4月21日起，全球慈濟各分支會聯絡處同步展出，�

�� 並舉辦系列人文體驗活動。 

 2006.04.20 慈濟美國奧蘭多聯絡處應邀參加佛州食物銀行感恩餐宴，並與十多個長期奉獻的

�� 義工團體一起接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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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年表

 2006.04.21 慈濟四十周年慶暨花蓮本會每月發放日，靜思精舍舉辦老會員聯誼會、老委員回娘家，

�� 以及照顧戶愛的見證系列活動。邀請1972年參與仁愛街義診所的醫師、護士與志工，

�� 共同見證三十多年前的義診足跡。 

 2006.04.25 慈濟大學慶祝慈濟四十周年，舉辦一場「慈濟人文學術研討會」，以人文教育和

�� 品格教育為主題，邀請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各領域的專家學者與本校師生對談。 

 2006.04.26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中部聯絡處正式成立，由張慈豪擔任負責人。 

 2006.04.27 適逢慈濟四十周年慶，曾獲麥格塞塞獎的泰國籍巴位瓦齊醫師帶領泰國醫師團

�� 一行三十五人，再度來台參訪慈濟志業，瞭解慈濟醫療人文。 

 2006.04.30 高雄縣長楊秋興參訪慈濟岡山園區，關懷外籍配偶成長班上課情形。 

 2006.05.01 馬來西亞關丹小居士慈善協會一行九十位佛友，參訪慈濟關丹聯絡處，並捐贈善款。 

 2006.05.02 慈濟加會大蒙特婁聯絡點舉辦「愛心粽義賣」，籌款購買醫療器材捐贈蒙特婁兒童醫院。 

 2006.05.04 美國達拉斯學區舉行第三十七屆贊助者表揚日，慈濟達拉斯支會因常年贊助及

�� 服務該學區學童，榮獲2006年Extra Miles獎，接受表揚。 

 2006.05.07 雲嘉南高屏五縣市的慈濟急難救助隊，利用星期天「週修」，在東港大鵬灣海港

�� 進行每月一次的救生訓練。 

 2006.05.07 馬來西亞古晉慈濟人醫會，於古晉中央醫院舉辦第二次醫院志工培訓課程，內容包括

�� 基礎護理技巧及慈濟人文。 

 2006.05.09 慈濟美國總會今年首度參加「美國志工組織急難救援網路（Naiton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tive in Disaster）」年會，三天的時間與全球三大洲的四百多位

�� 急難救援網路代表交流救災經驗。 

 2006.05.09 河南固始慈濟高中及湖北武漢兒童福利院組團來台，祝賀慈濟四十周年慶，並與

�� 花蓮慈濟中學師生進行交流。 

 2006.05.13 慈濟加拿大分會歡慶本會四十周年暨加拿大分會十四周年，今天在溫哥華史丹利公園

�� 舉辦「微笑和諧」博覽會，各族裔約五千人共襄盛舉，並集合千人拍攝「微笑圖騰」

�� 大合照。 

 2006.05.13 泰國清邁副省長 Mr. Kwanchai Wongnitikorn 偕同芳縣現任及前任縣長一行十人，

�� 參訪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2006.05.14 慶祝國定佛誕節暨母親節，以及全球慈濟日，慈濟基金會舉辦全球同步浴佛，

�� 花蓮靜思堂並舉辦四十周年慶「見證慈悲，深耕人文」大會與人文晚會；聯合國顧問

�� 朱兆吉博士專程與會，代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宣讀慈濟四十周年慶致證嚴法師之

�� 祝賀函。 

 2006.05.14 慈濟法國巴黎聯絡點慶祝慈濟四十周年紀念、佛誕節、母親節，今於巴黎華僑文教中心

�� 舉辦社區聯誼會暨慈濟四大志業靜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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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5.14 慶賀慈濟四十周年，美國六州（德州、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佛羅里達、喬治亞州、

�� 阿拉巴馬州）共十二個城市頒訂「慈濟日」，以感謝慈濟志工長年在當地社會的

�� 無私奉獻。 

 2006.05.14 阿根廷慈濟人歡慶本會四十周年暨阿根廷聯絡處十四周年，舉辦浴佛節與母親節慶祝活動。 

 2006.05.17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為高雄市立案幼教園所舉辦兩天參訪活動，首日第一站參訪

�� 台南大愛托兒所，觀摩慈濟的人文教育。 

 2006.05.17 慈濟美國亞特蘭大聯絡處獲喬治亞州州政府「傑出慈善團體獎」，於喬治亞州

�� 「亞裔傳統月」會上接受州長山立．普度（Sonny Perdue）頒獎表揚。 

 2006.05.19 慈濟美國亞特蘭大聯絡處獲薛桂亞中學（Sequoyah Middle School）頒贈「好鄰居」獎

�� （Good Neighbor Award），感謝慈濟人長年無私地幫忙Sequoyah和社區。 

 2006.05.21 美國舊金山市政府頒訂2006年5 月21日為舊金山慈濟日，以為感謝慈濟多年來對

�� 舊金山地區之貢獻與無所求的付出。 

 2006.05.21 來自吉隆坡的企業家及眷屬一行一百七十人，參訪慈濟馬六甲分會、義診中心、

�� 幼教中心、靜思書軒、人文學校、資源回收站，深入瞭解慈濟志業與人文。 

 2006.05.21 新加坡寶光佛堂暨光明山一行三十八人，參訪慈濟馬六甲分會，並深入瞭解慈濟的

�� 教育理念與實務。 

 2006.05.23 吉里巴斯共和國總統湯安諾（H.E. Anote Tong）伉儷暨訪問團一行七人由陳水扁總統陪同，

�� 參訪花蓮慈濟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6.05.23 美國華府慈濟人慶端午，動員志工及社區民眾一起包素粽，除了推廣素食外，

�� 並將義賣所得捐作慈濟慈善基金。 

 2006.05.23 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和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聯合主辦「新千年減貧戰略：問題、

�� 經驗與教訓」國際研討會，謝景貴、何日生等三位師兄代表本會前往北京與十二國

�� 一百多位代表進行交流與研討。 

 2006.05.24 來台參加印順導師研討會的大陸參訪團一行二十五人，參訪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2006.05.24 加拿大本拿比區兩位印度裔市議員Sav Dhaliwal和杜新志先生，因認同慈濟促進

�� 族群和諧之努力，前來參訪慈濟加拿大分會。 

 2006.05.25 新竹福嚴精舍舉行印順導師圓寂一周年紀念法會，慈濟新竹聯絡處志工前來追思，

�� 並參與會場接待任務，服務與會的法師與大德。 

 2006.06.03 慈濟美國達拉斯支會在新會所舉行義賣，為印尼日惹地震災民籌募賑災基金。 

 2006.06.07 溫哥華小山老人院今舉辦感恩茶會，頒贈獎牌感謝慈濟志工十四年不間斷的服務，

�� 並做為慈濟四十周年的祝賀。 

 2006.06.10 慈濟紐西蘭分會義賣素食點心，為印尼地震災民籌募善款。 

 2006.06.11 慈濟日本分會慶祝十五周年暨本會四十周年，舉辦愛心義賣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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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年表

 2006.06.11 慈濟北和氣組隊於宜蘭河橋下進行演練「急難救護水上協助」實務操作，由消防局

�� 林朝新和吳英宗二位教官講解、指導。 

 2006.06.16 慈濟南非約堡聯絡處應邀參加伊登維爾（Edenvale）地區的中途之家（Norman House）

�� 所舉辦的募款園遊會，義賣素食點心，並向民眾介紹慈濟。 

 2006.06.18 慈濟斯里蘭卡漢班托塔（Hambantota）辦事處舉辦「大愛村工程感恩茶會」，感恩工程及

�� 園藝工作人員的付出，並分享回顧近一年來慈濟大愛村之成果。 

 2006.06.18 慈濟加拿大密西沙加聯絡處於父親節舉辦素食義賣園遊會，除了推廣齋戒護生，

�� 並將義賣所得捐作慈濟印尼地震賑災基金。 

 2006.06.23 慈濟基金會與慈濟大學共同舉辦印順導師法像安座大典，並宣布成立「印順導師

�� 海外學子獎助學金」和「印順導師紀念講座」。 

 2006.06.23 慈濟基金會第三梯次「人文志業中心同仁人文教育研習營」，在關渡園區展開

�� 三天的課程，期以凝聚同仁們的向心力，培養職志合一的精神。 

 2006.06.24 慈濟馬來西亞巴生聯絡處，邀請當地政府社工葉麗桃曾與巴生福利部官員甘尼先生

�� （Encik Gani）前來參訪，並針對社會救助工作以及政府社會福利資源、申請管道

�� 等議題進行交流。 

 2006.06.24 慈濟美國舊金山支會舉辦「地震來臨的急難救助培訓課程」，約有六十位志工及

�� 會眾報名參加。 

 2006.06.26 慈濟台北海山聯絡處舉辦海山區社區志工見習課程，深入認識慈濟志業，學習

�� 慈濟人文與生活禮儀。 

 2006.06.26 慈濟泰國分會在Erawan飯店舉辦小型愛灑人間活動，介紹泰國慈濟小學建校因緣，

�� 以及籌建中學部、大學部計畫，並為九月份珠寶義賣暖身。 

 2006.06.29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及九個分局隸屬的各個派出所員警、巡佐共六十九位，參訪

�� 台北慈濟醫院，認識慈濟的醫療人文與志工精神。 

 2006.07.01 馬六甲州回教局附屬的志願服務團體一行二十五人，由主席阿都華合（YB Abdul 

  Wahab bin Ab. Latip）領隊參訪慈濟馬六甲分會。 

 2006.07.02 慈濟馬六甲分會舉辦第二次英文組志工培訓課程。 

 2006.07.02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第二次「見習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 

 2006.07.07 慈濟台北分會在板橋園區舉辦「訪視諮詢志工培訓」課程。 

 2006.07.12 慈濟加拿大蒙特婁聯絡點於夏季龍舟節舉辦五天慈善義賣，籌募善款購醫療器材，

�� 捐贈蒙特婁兒童醫院。

 2006.07.15 慈濟印尼巴淡島聯絡處舉辦周年慶暨義賣會，新加坡分會志工跨海助緣。 

 2006.07.20 以《志工企業家》一書享譽國際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柏恩斯坦，由天下遠見創辦人

�� 高希均陪用赴花蓮拜訪證嚴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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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7.21 「中國殘疾人藝術團」環台公演抵達花蓮，21日晨拜訪靜思精舍，並於志工早會

�� 上台感恩慈濟人近二十天來全程的貼心照顧。23日公演圓滿落幕，利用返鄉前空檔

�� 參訪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做最後的人文巡禮。

 2006.07.22 慈濟印尼分會舉辦兩天志工培訓，由當地委員慈誠擔任講師，全程以印尼語授課。

 2006.07.26 新加坡陳篤生醫院慈善基金會表揚志工，慈濟志工八年來細心陪伴愛滋病患，

�� 獲頒「友誼圈」金獎（Golden Circle of Friend）。

 2006.07.26 慈濟馬六甲居鑾聯絡處首次舉辦環保志工培訓課程，一百零二位環保志工精進共修，

�� 發願為保護大地而努力。

 2006.08.01 迎接即將開幕的台中慈濟醫院，為期七天的「九十五年度台中慈濟醫院第一屆

�� 同仁人文教育研習營」即日起在花蓮舉行，一百三十五位新進的職工同仁參加職前培訓。

 2006.08.05 印尼慈濟人在慈濟義診中心舉辦兩天義賣，為日惹地震災區學校重建籌款。慈濟中小學的

�� 學生們愛心不落人後，特地製作美味點心，及利用回收物創造各式各樣的藝術品參與義賣。

 2006.08.06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舉辦首次人文真善美志工培訓課程，六十三位來自各據點、

�� 各小組、各志業體的慈濟志工，共同研習平面與影音傳播的理論與技巧。

 2006.08.09 慈濟三寶顏聯絡處為興建眼科義診中心籌募基金，於三寶顏市醫療中心圓環舉辦

�� 首次義賣會，民眾熱情響應。

 2006.08.20 慈濟斯里蘭卡辦事處五位職工前往馬六甲及吉隆坡分會，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實習。

 2006.08.20 慈濟馬來西亞關丹聯絡處舉辦五周年慶愛心義賣會。

 2006.08.21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師生利用藝術課及課餘時間製作手繪藝術品，郵寄到曼谷的慈濟

�� 泰國分會義賣，為籌募中學部工程款盡一份心力。

 2006.08.26 賴索託總統夫人莫西西里女士蒞花參訪慈濟醫院及靜思堂四大志業博覽會。

 2006.08.28 卡崔娜颶風災後一周年，慈濟美國紐奧良聯絡點於8月28日正式成立，將持續關懷

�� 災民生活，並提供物資或經濟援助。

 2006.09.02 加拿大「2006年台灣文化節」2日在溫哥華萬國廣場揭幕。溫哥華市長蘇利文和

�� 本拿比市長高力勤同時在會中宣布，頒訂9月3日為該市的「慈濟日」，以表彰

�� 慈濟加拿大分會在社會服務及急難賑濟的成就。

 2006.09.05 禽流感藥物瑞樂沙(Relenza)發明人，澳洲黃金海岸葛里菲大學教授伊茲天(Mark 

  von Itzstein)，應邀於慈濟大學演講，與專業人士分享流感大流行與藥物發明的歷程。

 2006.09.07 慈濟澳洲聖誕島聯絡點9月7正式成立，由陳德強先生擔任負責人。30日於聖誕島

�� 娛樂中心舉行成立大會。

 2006.09.12 瑞士信貸銀行的亞太慈善機構領導人德利．阿欗．發利斯，以及首席代表卜露哲．哇拉哲，

�� 拜訪慈濟印尼分會，雙方就彼此的慈善工作和理念進行交流。

 2006.09.16 慈濟印尼當格朗聯絡點啟用，劉素美、郭再源、吳其順主持揭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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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年表

 2006.09.17 慈濟印尼萬隆聯絡點與印尼萬隆國立大學巴搭渣渣蘭醫學院的萬隆莎迪錦醫院

�� 合作，在連旺區舉辦緊急救災培訓，提升志工們在災區遇到受傷災民時的危機

�� 處理能力。 

 2006.09.20 瑞士天主教外方白冷教會海外會務部主任恩尼．法恩茲參訪花蓮慈濟志業。 

 2006.09.20 聖多美普林西比駐台大使戴爾梅達先生第三度參訪花蓮慈濟志業。 

 2006.09.20 美國紐約災難宗教援助服務中心（NYDIS）宣佈接受慈濟紐約分會申請，正式成為

  NYDIS的一員，並頒獎表揚慈濟於2001年紐約世貿中心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中，

�� 卓越的支持、合作與協助。 

 2006.09.21 印尼北雅加達Tambora鎮二十九個私立小學教職員參訪慈濟學校，瞭解慈濟學校的經營管理。 

 2006.09.24 泰國高等教育院校公務人員委員會來台三天參訪慈濟志業，並與慈濟教育專家們就

�� 「倫理道德教育」進行交流。 

 2006.09.27 慈濟馬六甲暨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濟雨和慈濟吉隆坡分會行政主任陳志偉，27日代表

�� 慈濟基金會應邀前往瑞士日內瓦，出席第十五屆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UNHCR）

�� 與非政府組織（NGO）大會。 

 2006.09.30 慈濟新加坡分會十三周年慶，9月30日舉辦照顧戶發放，以及「中秋感恩人文」聯歡會，

  10月1日舉辦「一日精進」共修會。 

 2006.10.01 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TIHAA）1日在花蓮靜思精舍舉辦首次的援助研習會，透過

�� 專業志工的經驗分享，強化國際賑災工作後勤作業系統，發揮賑災工作最佳後勤支援成效。 

 2006.10.01 美國 New England 各州議會領袖訪台團一行十三人參訪花蓮慈濟志業，主要瞭解

�� 慈濟國際人道援助及志業發展。 

 2006.10.02 國立台東大學特教系師生一行四十九人，前來花蓮慈濟醫院進行參訪交流。 

 2006.10.04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應「災難宗教援助服務中心（NYDIS）」邀請，出席「人權與人道

�� 宗教餐會——第六屆回教齋戒月伊夫塔與社區宗教間對談（Ramadan Community Iftar 

  and Interfaith Dialogue）」活動。 

 2006.10.09 美國「國際移民基金會」主席 Mr. Edward Juarez-Pagliocco參訪花蓮慈濟志業。 

 2006.10.11 慈濟加拿大密西沙加聯絡處舉行「存錢筒回娘家」活動，為台中慈濟醫院籌募建設基金，

�� 表達海外遊子的回饋心意。 

 2006.10.11 菲律賓計順市政府慶祝立市六十七周年，舉辦一年一度的Gawad Parangal表揚大會。

�� 慈濟菲律賓分會獲頒慈善團體獎，表揚慈濟志工十一年來在當地的奉獻。 

 2006.10.11 宏都拉斯總統夫人賽拉亞女士參訪台北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2006.10.21 新加坡慈濟義診中心舉辦本年度第二次的醫療志工培訓講座。 

 2006.10.24 慈濟馬來西亞古晉聯絡處舉辦「見證慈悲、深耕人文」十周年成果展。 

 2006.10.25 新加坡駐台代表柯新治博士偕副代表及助理代表參訪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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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0.26 上人於靜思精舍志工早會時間發起「回歸四十年前的竹筒歲月運動」。 

 2006.10.28 達拉斯支會十四周年慶，舉行「社區志工隊」成立典禮，以及大愛盃高爾夫球賽

�� 等系列慶祝活動。 

 2006.10.28 慈濟加拿大列治文區志工於慈濟人文學校發起認養愛心撲滿活動，籌募善款幫助

  Richmond High School附屬家扶中心「青少年未婚媽媽之家」。 

 2006.11.04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十二周年慶義賣園遊會，所得全數捐作建設基金。 

 2006.11.06 慈濟大學響應「回歸四十年前的竹筒歲月運動」，發起全校師生認養竹筒撲滿活動。 

 2006.11.08 大林慈濟醫院舉辦「再續竹筒歲月，點滴認養活動」。 

 2006.11.10 花蓮、台北、大林等地的慈濟醫院及慈濟大學的教授代表，齊聚慈濟大學，召開第一次

�� 「校院合心會議」，啟動未來十年的「四大志業合作發展」目標。 

 2006.11.11 慈濟美國橙縣聯絡處舉行十三周年慶暨慈濟爾灣人文學校八周年慶特展與感恩茶會。 

 2006.11.15 南非外交部官員牟厚季先生(Mr. Isaac Mogotsi) 及歐珮特女士(Ms. Elmari Oppelt)參訪

�� 花蓮慈濟志業。 

 2006.11.18 美國紐約慈濟志工姚繁盛與胡報治夫妻，榮獲威郡與哈德遜峽谷海外華人協會第廿六屆

�� 傑出成就獎。 

 2006.11.29 印尼日惹Jetis鎮綜合學校的教師，參訪金卡蓮慈濟學校觀摩「品德教育」課程。 

 2006.12.02 新加坡心理衛生學院一年一度的義工日舉辦感恩茶會，慈濟新加坡分會獲頒感謝狀。 

 2006.12.02 慈濟印尼巴淡島聯絡處舉辦兩場人文音樂演唱會，門票收入全數捐作慈善基金。 

 2006.12.02 慈濟美國總會慶祝十七周年，2日舉辦「一日合心共識精進營」，3日舉辦首次朝山盛會。 

 2006.12.09 來自寮國的九位法師隨同檳城消費人協會參訪團，參訪慈濟馬來西亞分會。 

 2006.12.09 泰國政府道德建立署靜相法師等三位代表來台考察慈濟之教育志業。 

 2006.12.10 慈濟吉隆坡分會舉辦訪視課程，來自馬六甲、勞勿、文德甲和吉隆坡四個據點的志工

�� 參與培訓，學習善用社會資源幫助弱勢民眾。 

 2006.12.11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在聯合國總部舉辦為期五天的「西域記風塵」(Journey to the West)

�� 攝影展，獲得各國外交官員好評。這是第一個NGO組織獲准在聯合國內展出作品。 

 2006.12.11 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舉辦「聽見愛的聲音」慈善募款演唱會，邀請以色列聲樂家

�� 大衛．迪歐（David D'or）獻唱，所得全數捐給慈濟，用於人道救援及醫療、教育。 

 2006.12.13 南太平洋的島國吐瓦魯總理兼外交部長葉雷米亞一行十人參訪花蓮慈濟志業。 

 2006.12.13 慈濟因積極且持續在全美投入卡崔娜及莉塔颶風災後膚慰關懷與重建工作，獲南加州

�� 洛郡緊急災難宣導委員會表揚，頒贈慈善益行社區團體楷模獎。 

 2006.12.15 慈濟印尼分會因為長期關懷貧窮線下民眾，並及時給予災區居民無私的援助，

�� 經印尼社會部評選獲頒2006年Padma獎募款及物資獎項。 

 2006.12.28 慈濟桃園分會靜思堂落成啟用，當地志工及民眾二千多人到場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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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年｜表

 2006.01.01 美國德州阿靈頓南部久旱缺雨加上焚風肆虐，導致野火成災殃及民宅。當地慈濟志工

�� 獲知新聞，於1日展開勘災關懷，7日進行慰問金發放。

 2006.01.01 菲律賓馬尼拉岷市敦洛區貧民窟12月29日晚上發生火災，約一千五百戶受災。菲律賓

�� 慈濟志工元月1日前往勘災，隨即籌備物資，於5日展開賑災發放。

 2006.01.01 慈濟北加州分會四十位志工關懷Sunnyvale的臨時收容中心，為一百五十位遊民帶來

�� 溫馨的新年晚餐、禮物和康樂活動。

 2006.01.01 慈濟越南聯絡處在前江省舉辦第七次大型義診暨發放、義剪活動。二天共發放

�� 一千四百七十戶，義診嘉惠二千三百多人次。

 2006.01.02 菲律賓計順市龜卯區（Cubao）貧民區於12月31日晚上發生火災。慈濟志工元月2日

�� 獲訊前往勘災，5日發放應急物資給一百二十七戶受災家庭。

 2006.01.03 美國舊金山蘇諾瑪縣（Sonoma County）葛恩維（Guerneville）連日暴雨成災。

�� 慈濟北加州分會與西縣社區服務（WCCS）、美國紅十字會合作，於臨時賑災中心發

�� 放現金支票給重災居民應急，並協助居民清理家園。

 2006.01.03 美國北德州久旱缺雨導致野火成災，達拉斯慈濟志工前往Cross Plains、Ringgold兩市勘災，

�� 於6日展開賑災發放。

 2006.01.04 廢棄倉庫成知識寶庫，在各界協助祝福中，台東縣海端鄉霧鹿村下馬社區圖書館歡喜啟用。

�� 因下鄉巡迴醫療結緣，並參與熱心籌備的關山慈濟醫院應邀參與剪綵，由丘昭蓉醫師

�� 代表出席。

 2006.01.06 菲律賓馬尼拉華人區馬桑凱街（Masangkay Street）一處貧民區，跨年夜因爆竹引發大火，

�� 一百八十多戶貧困家庭雪上加霜；慈濟志工今日前往發放大米及民生物資。

 2006.01.06 馬來西亞山打根巴都沙比市一處違章木屋區，5日凌晨遭大火燒毀一百零一戶，

�� 一千一百五十九人失去家園。慈濟志工6日前往勘災，7日展開慰問金及急救物資

�� 發放。

 2006.01.07 印尼中爪哇省Banjarnegara縣Kampung Gunungrejo村落4日發生嚴重土石流，導致

�� 數百人被淹埋。慈濟志工7日前往勘災並展開救濟物資發放。

 2006.01.08 慈濟越南分會在胡志明市古芝縣舉辦冬令發放，嘉惠二百五十一戶貧苦家庭。

 2006.01.08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展開感恩戶冬令發放，嘉惠六十五戶共三百四十五人。

 2006.01.08 汶萊馬來奕一場暴風雨捲走茂拉南路一間兩層樓民房屋頂，當地慈濟人獲訊前往關懷

�� 慰問受災戶。

 2006.01.10 屏東縣崁頂鄉崁頂村中正路凌晨發生火災，當地慈濟志工獲訊立即前往關懷，並協助

�� 清理災後現場。

 2006.01.10 馬來西亞冬雨季淹沒柔佛州昔加末縣多個低窪地區，上百戶家庭被迫離開家園。

�� 元月10日，麻坡與昔加末兩地慈濟志工，前往九個救災中心慰問及發放急難物資。

慈善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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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1.11 泰國曼谷市西區乍蘭素裡翁路黃金寺市場8日凌晨發生火災，八十四戶近三百人受災。

�� 慈濟志工勘災後，於11日發放應急金、生活包和毛毯，以解決受災戶燃眉之急。

 2006.01.11 印尼巴淡島連日豪雨成災，慈濟志工11日前往重災區Kampung Aceh勘災，並至

�� 災民臨時收容所關懷，發放生活用品。

 2006.01.13 花蓮慈濟志工帶著一百床棉被與一百五十件羽毛衣，慰訪東區老人之家與榮民之家，

�� 送暖給需要的老人們。

 2006.01.13 泰國曼谷市郊東區北覽府Samupakan於12日發生火災，泰國分會獲訊立即趕往勘災慰問，

�� 翌日於空活蘭曝寺院前展開應急金、急難物資等發放。

 2006.01.14 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志工前往聖約之家（The Covenant House）關懷街頭流浪青少年，

�� 並帶來中國新年的歡樂氣氛。

 2006.01.14 馬來西亞丹容巴都達拉村發生火災，有二十五戶人家共一百三十二人受波及，

�� 斗湖慈濟志工當天前往勘災，隨後展開發放急難物資和慰問金。

 2006.01.15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在Chimatenango省Patzun市為史坦颶風受災者發放二千多份物資。

 2006.01.15 慈濟越南分會於胡志明市芹耶縣（Can Gio）展開第二場歲末發放，嘉惠一百戶貧戶，

�� 以及五十位殘障學校孩童。

 2006.01.18 台南縣東雲紡織公司發生氣爆意外，造成六死五傷，慈濟志工即刻前往醫院關懷

�� 傷者及家屬，並為亡者助念。

 2006.01.21 慈濟大台北區冬令發放於關渡園區舉行，志工與感恩戶溫馨圍爐，台北慈濟醫院首次

�� 擔綱負責現場義診。

 2006.01.22 慈濟花蓮本會冬令發放於靜思精舍舉行，現場除了義診、義剪服務、溫馨圍爐吃團圓飯，

�� 並有精彩的闖關遊戲，提早感受春節的歡樂氣氛。

 2006.01.22 慈濟日本分會繼1995、1996年與山友會合辦遊民熱食發放後，首次自辦街友熱食發放，

�� 一百七十位街友前來東京新宿區中央公園享用志工親製的美味素食。

 2006.01.22 美國夏威夷慈濟人文學校關懷Palolo華僑養老院，陪伴院內長者歡度中國新年。

 2006.01.23 慈濟台東聯絡處連續三天，分別於成功、關山、台東三處舉行冬令發放慶團圓圍爐活動，

�� 邀請三地共一百五十九戶長期照顧戶、獨居老人一同圍爐話家常。

 2006.01.25 關懷巴基斯坦強震災民，土耳其慈濟志工胡光中即日前往巴國訪視災民，27、28日

�� 發放三十二戶災民，計一千一百一十八片建屋必需品的鋅片，並於2月1日回到臺灣花蓮

�� 向證嚴上人報告災區近況。

 2006.01.28 馬來西亞吉隆坡慈濟志工、慈青於農曆新年除夕前往中央醫院關懷住院病患，帶來春節的

�� 歡樂與溫馨。

 2006.01.28 慈濟馬來西亞吉隆坡支會四十五位志工，在大年除夕深夜展開街頭發放，為寒風中

�� 瑟縮的遊民們披上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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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年表

 2006.01.29 大年初一，馬來西亞居鑾慈濟志工準備了春節禮物，前往居鑾中央醫院關懷值勤的

�� 醫護及住院病患。

 2006.01.30 美國德州休士頓慈濟志工前往Tidwell小學贈送學用品，並為學生們介紹中國年俗及

�� 慈濟志業。該校與North Fort學區督學頒發感謝狀，表揚慈濟德州分會為社區服務，

�� 以及促進文化合諧的貢獻。

 2006.01.31 慈濟日本分會志工前往神奈川橫濱巿青葉區的田園醫院老人日託中心關懷，與中心的

�� 老人們一起同樂。

 2006.01.31 台北縣汐止一棟公寓頂樓發生火災，慈濟志工獲悉後前往關懷並發放棉被、慰問金，

  2月3日動員七十多位志工，協助受災戶清理家園。

 2006.02.03 台中市南屯黎明社區發生火警，當地慈濟志工前往關懷，並協助災後清理，為受災戶

�� 送上晚餐和飲料。

 2006.02.05 瓜地馬拉慈濟志工前往Palencia市，進行慈善發放及頒發獎助學金給六十位學童。

 2006.02.05 印尼泗水連日豪雨導致河水氾濫，慈濟志工前往Gresik縣災區，發放三百四十份物資

�� 撫慰災民。

 2006.02.06 馬來西亞山打根三腳石發生木碎廢物場山崩，掩埋附近十四間違章屋，三人罹難。

�� 慈濟志工趕往勘災慰問，發放應急物資。

 2006.02.09 彰化縣和美鎮一家工廠發生火警，波及三戶民宅，一人往生。慈濟志工接獲消息前往關懷

�� 並發放慰問金。

 2006.02.09 美國德州慈濟人關懷卡崔娜颶風災民，首度在路易斯安那州史賴戴爾市（Slidell）發放

�� 慈濟現值卡、二百六十五個醫療急救包，以及慈濟英文歌選CD，嘉惠三百戶家庭

�� 共九百零七位災民。

 2006.02.10 約旦慈濟人今在安曼窪地阿敦帳棚區進行感恩戶居家關懷及例行濟貧發放。

 2006.02.11 慈濟多明尼加聯絡處前往Casa Rosada孤兒院關懷愛滋兒，與孩子們團康同樂，並為該院

�� 添購四個衣櫃。

 2006.02.15 台中縣大肚鄉一違建傢俱工廠發生大火，當地慈濟志工趕到火場關懷，並前往醫院

�� 膚慰傷患，致贈急難慰問金。

 2006.02.17 約旦慈濟志工前往馬克拉夫札他利帳棚區發放二十一戶貧困家庭。來自美國及加拿大

�� 二位華人學生參與發放，並跟隨志工進行居家關懷。

 2006.02.18 馬來西亞東部的拿篤澤洛克地區（Jeroco）連日豪雨釀災，山打根以及斗湖兩地慈濟志工

�� 克服交通不便，前往沙巴麗達村為災民義診及發放大米。

 2006.02.18 美國休士頓慈濟人關懷晚晴公寓老人家，住戶們頒發感謝牌狀，感恩慈濟長年的關懷。

 2006.02.19 泰國瓦保慈青首次慰訪瓦保育幼院，以團康活動帶給孩子們難得的歡樂時光。

 2006.02.19 美國夏威夷慈濟人文學校師生關懷Palolo華僑養老院，帶來精彩表演節目與老人家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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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19 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第二十七次「獨居長者暨樂齡關懷日」活動，新加坡國立大學

�� 佛學會十一位同學亦首次參與服務。

 2006.02.19 台中縣谷關18日發生翻車意外，一死一重傷。慈濟人翌日前往關懷及助念，21日發放

�� 急難救助金及喪葬補助費。

 2006.02.22 美國亞特蘭大聯絡處舉辦首次社區義剪，在杜鵑花公寓（Azalea Place Apartment），

�� 為低收入戶貧童剪髮。

 2006.02.25 菲律賓宿霧慈濟人搭船航行十二小時抵達雷伊泰島土石流災區，於南禮智省聖伯納鎮

�� 收容中心發放四百二十三份救援物資給災民。

 2006.02.25 馬來西亞吉隆坡多媒體大學、拉曼大學及馬來亞大學慈青再度關懷士拉央宗教學校，

�� 陪伴孩子讀書寫字，並準備了靜思語、戲劇、歌謠等，引導孩子們學習知足與感恩。

 2006.02.27 馬來西亞中部雪蘭莪州豪雨導致河水氾濫，吉隆坡志工前往災區勘察、慰問。

 2006.02.28 南非約堡的黑人社區安尼戴爾 （Ennerdale）18日發生火災，造成五人往生，約堡志工

�� 繼23日勘災慰問後，28日再度關懷受災戶，並發放慰問金。

 2006.03.02 阿根廷慈濟人於開學前關懷奇爾美士區（Quilmes）魯漢村（Lujan），為貧困學童

�� 發放制服、鞋子及提供剪髮服務。

 2006.03.05 山打根慈濟志工前往甘榜柏拉勇（Kg Berayung）原住民村落，進行照顧戶定期發放及義診。

 2006.03.06 桃園縣中壢市一棟老建築凌晨發生火災，五人往生。慈濟志工趕赴現場關懷，並到

�� 醫院慰問往生者家屬。

 2006.03.10 北迴鐵路花蓮崇德段發生工安意外，五名工人往生。慈濟志工動員一百多人次，

�� 全程接力陪伴罹難者家屬處理後事。

 2006.03.17 南迴鐵路發生出軌翻車事故，造成一死兩受傷。枋寮慈濟志工協助安撫乘客、慰問

�� 傷者家屬，並前往罹難者家中助念。

 2006.03.17 南非德本慈濟志工前往垮馬修區(KwaMashu)發放食物與玩具給照顧戶，於當地小學舉辦

�� 愛灑人間活動，隨後並前往南區供食點分送米與油給貧困家庭。

 2006.03.18 美國密蘇里州於3月12、13日遭受龍捲風和冰雹侵襲，重創三十四個郡，聖路易慈濟志工

  15日到災區勘災造冊，18日前往聖瑪麗市（St. Mary）和彼爾利谷（Perryville）發放現金卡。

 2006.03.19 慈濟古晉聯絡處志工及砂勞越大學慈青，前往十哩精神康復中心關懷，為病患慶生、

�� 剪髮，送祝福。

 2006.03.19 馬來西亞吉打州18日遭暴風雨侵襲，十五個村莊受損慘重。慈濟志工19、20日冒雨發放

�� 應急金，共關懷十四戶人家，六十二人受惠。

 2006.03.21 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準備五大箱外傷醫藥用品、感冒藥品及多種維他命等，送給街民

�� 健康護理基金會（Street Health Community Nursing Foundation），關懷街頭遊民

��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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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3.21 高雄及越南兩地慈濟人利用網路視訊，協助高雄醫學院癌末患者三十二歲越南新娘阿霜

�� 與家鄉的姊妹遠距相會。

 2006.03.23 馬來西亞斗湖的甘榜越南16日凌晨發生大火，一百二十一戶逾二百人無家可歸。慈濟人

�� 勘災後於23日發放慰問金及物資。

 2006.03.23 菲律賓三寶顏市中心貧民區發生火災，兩千多棟房屋被燒毀，慈濟志工於災後連續四天

�� 在收容中心提供餐食，並發放民生物資。

 2006.03.25 澳洲東北部19日遭受熱帶氣旋「賴瑞」侵襲，重創七個城鎮，民眾面臨缺糧危機。

�� 慈濟志工前往昆士蘭省凱恩斯市勘災，並發放民生物資和應急金。

 2006.03.25 北迴鐵路崇德段工安意外往生者公祭，慈濟基金會應邀負責現場接待工作，另動員五十名

�� 志工代表弔唁。

 2006.03.25 桃園縣開南管理學院、中央警察大學、清雲科技大學三校慈青居家關懷行，慰訪蘆竹鄉

�� 建國十九村的老榮民。

 2006.03.28 慈濟基金會與廈門市殘疾人聯合會簽訂2006年「慈濟光明行動」合作計畫，將資助

�� 廈門市六百八十六名白內障患者接受復明手術。

 2006.03.29 繼25日台鐵為崇德站五名殉職員工舉行的聯合追悼會，29日下午，慈濟與鐵路局

�� 花蓮電務段共同舉辦「愛灑人間祈福茶會」，期藉祝福的力量膚慰台鐵員工心靈。

 2006.04.02 慈濟北區志工五百多人支援拆解台中縣大里市大愛屋，並為延續物命，將拆下的建材

�� 逐項分類，運至三峽倉庫存放，以備日後再利用。

 2006.04.02 薩爾瓦多慈濟人第二次在Ahuachapan省San Juan La Ceiba木棉村發放，贈與學童讀書

�� 文具，送給村民衣物及蔬果苗，並教導種植蔬果，共嘉惠一百五十位村民。

 2006.04.01 台東地區發生規模六點四地震，卑南鄉多處傳災情，慈濟人第一時間前往勘災慰問，

�� 並於3日前往發放急難慰問金。

 2006.04.06 阿根廷慈濟人關懷弗羅聯修馬列拉區五號學校，捐贈一批教科書與音樂器材，提供

�� 八百名師生更多學習資源。

 2006.04.06 吉隆坡連日豪雨，造成安邦和沙叻秀等地區淹水。慈濟志工趕赴重災區丹巴必烈發放

�� 麵包和礦泉水，並協助災民清理家園。

 2006.04.08 馬六甲鄰近的馬接新村（Kg Baru Machap）遭暴風雨襲擊，慈濟志工前往發放慰問金

�� 關懷災民。

 2006.04.09 阿根廷慈濟人關懷比拉孤兒院，贈送院童禮物，分享靜思語，陪伴院童歡度復活節。

 2006.04.10 馬來西亞及台灣慈濟志工團前往斯里蘭卡漢班托塔，為慈濟大愛村舉行交屋暨第二期

�� 工程動土典禮，並展開義診發放活動。

 2006.04.10 台東大學登山社師生八人於南橫哞哞山發生意外，一學生摔落山谷身亡，當地

�� 慈濟志工前往醫院關懷家屬及助念，今日再度前往殯儀館關懷及致贈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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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4.11 鄰近菲律賓慈濟志業園區的貧民區發生火災，燒燬三十六棟木屋，一百戶三百餘人

�� 無家可歸，慈濟人第一時間趕到災區慰問，並發放民生物資及熱食。

 2006.04.12 花蓮慈濟志工一行三十人前往鳳林鎮為獨居原住民巫老太太清理居家環境，並提供傢俱。

 2006.04.16 印尼分會今於Cilincing區發放大米，三十八位茂物習經院學生加入志工行列，以及

�� 曾接受慈濟援助的蘇霏安及Enjah女士的兒子，也一起參與發放活動。

 2006.04.17 慈濟約旦分會志工前往馬夫拉地區定期發放，嘉惠一百五十戶貧困居民。哈山親王

�� 首次參與發放，並與志工前往居家訪視關懷。

 2006.04.24 廈門慈濟志工七人展開「慈濟光明行動」第一次的訪視工作。預計幫助一百位白內障患者

�� 進行復明手術。

 2006.05.05 加拿大本拿比市一處出租公寓1日凌晨發生火災，房客大多是新移民，人地生疏，

�� 語言溝通困難。當地慈濟志工獲報前往勘災慰問，並於5日下午發放急難救助金。

 2006.05.06 美國洛杉磯慈濟人文學校與華裔殘障者家長協會，在聖蓋博市社區健康教育中心合辦

�� 園遊會及「家長資訊講習會」，介紹家長瞭解社區中心服務資訊。

 2006.05.06 慈濟馬來西亞麻坡聯絡處志工一行三十人，前往東甲老人院進行院區環境大掃除。

 2006.05.06 美洲荷屬聖馬丁的Cayhill區薄荷路（Peppermint Drive）發生火災，七戶木屋一炬成灰，

�� 當地慈濟志工6日獲訊前往勘災慰問，翌日發放急難濟助金、食物及及數箱衣物。

 2006.05.07 慈濟馬六甲分會舉辦雙親節發放及義診、義剪服務，嘉惠各族裔照顧戶一百五十多人。

 2006.05.07 慈濟印尼分會今天在北雅加達芝林進鎮Semper Timur村舉行大米發放和義診。金卡蓮

�� 大愛村的居民及Nurul Iman習經院學徒也來參與志工服務。

 2006.05.10 美國達拉斯柯林郡北方Anna和Westminster二個小鎮9日晚上遭龍捲風襲擊，造成十多人傷亡，

�� 十多棟房屋被摧毀。當地慈濟人翌晨前往勘災，並發放物資兌換卡讓災民購買

�� 民生用品。

 2006.05.10 南非依莉莎白港慈濟人前往約堡（New Brighton）進行每月一次社區關懷，協助

  Gaxamba夫婦供應午餐熱食。當地失業、貧困或殘疾者近五十人，以及Ben Sinuka小學

�� 約兩百位學童前來用餐。

 2006.05.11 高雄慈濟志工和正修科技大學慈青社同學一行二十多人，前往鳥松鄉圓山養護中心關懷，

�� 陪伴阿公、阿嬤們提前歡度母親節。

 2006.05.11 慈濟薩爾瓦多聯絡點今日在慈濟二村慈濟小學舉辦學用品發放，與孩子們分享慈濟

�� 四十周年慶的喜悅。

 2006.05.14 瓜地馬拉慈濟人前往Palenaia省 Aldea El Paraiso的Ven Conmigo育幼院定期關懷，

�� 並與全院師生一起慶祝慈濟四十周年、佛誕節、母親節。

 2006.05.18 慈濟加拿大分會在高貴林區楓樹嶺鎮的岩那登國小舉辦助學金發放，資助四十二教育學區

�� （School District No.42）百位學童參與靜態及動態課外活動。



328 329

慈善年表

 2006.05.18 印尼中爪哇的墨拉比火山（Gunung Merapi）8日開始活躍，流出岩漿。截至18日約有

�� 六千人已被疏散到七個收容中心。慈濟印尼分會志工18日飛往當地勘災慰問。

 2006.05.18 南非慈濟志工首次關懷伊麗莎白港華人社區長老俱樂部（Thursday Club），並帶來

�� 簡單易學的五行操，教導老人家運動保健。

 2006.05.18 慈濟墨西哥墨西加利聯絡點，應邀參加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Imperial Valley Campus

�� 畢業典禮，並關懷四位應屆畢業的慈濟獎學金得獎學生。

 2006.05.19 菲律賓東部於12日遭受「加雷」颱風（國際命名為：珍珠）重創，慈濟志工19日前往

�� 北三描省的阿連鎮、勞昂鎮勘察災情，發放慰問金給五十一戶房屋全毀的災民。

 2006.05.19 阿根廷慈濟人前往奇爾美士區（Guilmes）魯漢村（Villa Lujan）進行冬令發放，

�� 嘉惠二百七十六戶共一千二百二十八人。

 2006.05.20 慈濟美國總會今日準備了四百多份漢堡、八百條春捲，前往洛杉磯城中區為遊民發放熱食，

�� 「戒毒之家（Miracle Outreach）」教會的成員也前來協助布置場地。

 2006.05.20 慈濟紐西蘭分會志工與奧克蘭慈青同學，帶著母親節卡片和溫馨小禮物，前往奧克蘭

�� 中區救世軍養老院關懷老人。

 2006.05.21 大林慈濟醫院醫護行政同仁及眷屬一行二十多人，利用週日休假下鄉關懷一名獨居且

�� 行動稍有不便的個案，並為他打掃居家環境。

 2006.05.21 慈濟大學與技術學院同學三十二人，參與南花蓮區慈濟志工行列，前往博愛居安廬

�� 老人安養中心進行每月一次的關懷活動。

 2006.05.24 泰國北部五省23日因暴雨爆發山洪和泥石流。慈濟志工八人翌日清晨四點出發，

�� 前往程逸府他巴縣(Tapla) 南蠻鄉的南里村、篩安村、久間村與南達村勘災並發放慰問金。

 2006.05.24 慈濟台中分會志工前往大里市健民新村關懷獨居的八十三歲榮民伯伯，幫忙中風

�� 行動不便的他打掃居家環境。

 2006.05.26 慈濟加拿大分會捐贈三萬五千元加幣給救世軍位於溫哥華東區的Harbor Light Centre

�� 辦公室，讓救世軍添購一輛載貨用箱型新車，便利服務溫市的街友和低收入家庭。

 2006.05.26 慈濟南非約堡聯絡處志工前往郎加維爾小學 （Langaville Primary School）舉辦冬令發放。

�� 物資包括衣物和清潔用品、餅乾糖果，以及來自慈濟美國分會捐贈的文具。

 2006.05.27 慈濟資助江蘇省殘疾人康復中心購置康復訓練設備，並資助六十名貧困殘疾兒童

�� 免費接受為期三年的康復訓練，今日在南京簽訂捐贈協定書。

 2006.05.27 慈濟南非布魯芳登聯絡點志工前往Mangaung Outreach Centre育幼院，進行每月定期關懷。

 2006.05.28 印尼爪哇島27日發生強震，傷亡慘重。慈濟印尼分會立即組成五十二人勘災團，

�� 於28日搭乘軍機趕抵重災區日惹市，並設立醫療站提供災民醫療援助，有五位醫師、

�� 六位護士、一位藥劑師為受傷的災民服務。

 2006.05.28 南非德本慈濟人偕同Addington小學志工，慰訪Merewent殘障院，陪伴殘障院友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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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5.29 慈濟印尼分會副執行長郭再源和志工陳豐靈，攜帶男女服裝三十袋，陪同雅加達省

�� 政府人員前往日惹市地震災區勘災慰問。

 2006.05.29 泰國北部五省嚴重水患，慈濟志工29日再度進入災區協助物資發放的規畫與造冊，

�� 預計於6月1日對災民舉行物資發放。

 2006.06.01 泰北水患賑災展開兩天發放工作。慈濟賑災團一行七十餘人，1日前往南里村（Namlee）

�� 發放四百戶，2日前往程逸府（Uttaradit）他巴縣（Tapla）的南達村（Namta）

�� 發放一百五十六戶。

 2006.06.01 南非慈濟志工製作美味素粽，前往華人長老俱樂部慰訪，陪伴老人家們歡度端午節。

 2006.06.01 慈濟美國舊金山支會參與灣區民間慈善團體共同舉辦的「卡崔娜災民資源尋索園遊會」

�� （Katrina Survivors Resource Fair），並提供受災戶子女大學助學金，每人每學年

�� 兩千元。

 2006.06.02 慈濟紐西蘭分會志工，前往關懷Carlson School多重障礙學童Oranga衛星學校，並捐贈

�� 一部特殊功能電腦，提供該校教學使用。

 2006.06.02 來自台灣、上海、昆山、蘇州、南京等地的二十七位慈濟志工，前往甘肅省東鄉縣

�� 龍泉鄉、考勒鄉進行第九期水窖複勘、第十期果園鄉水窖建設初勘，並進行十八戶

�� 危房修建的動土典禮。

 2006.06.03 印尼強震救援行動，印尼國家生育計劃統籌機構與慈濟合作，為爪哇島居民舉行

�� 流動醫療服務。該機構提供一部救護車給慈濟，備有五千瓦特的電發機，可做二十次

�� 手術。3日上午深入偏僻村落提供醫療援助。

 2006.06.03 印尼強震救援行動，第二梯次醫療團出發。來自台灣和馬來西亞共計二十九位團員，

�� 將在災區駐診七天提供醫療援助。

 2006.06.03 高雄南梓區慈濟人帶著觀音國小學童，前往康欣安養中心進行每月慰訪。小菩薩們

�� 十八般舞藝逗得老人家笑逐顏開。

 2006.06.03 慈濟日本分會慈青善用周末假期，慰訪東京都杉並區方南町老人院，帶給爺爺奶奶們

�� 愉快的一天。

 2006.06.03 慈濟印尼日惹賑災醫療團Ｂ隊，前往距離醫療站約五分鐘車程的巴烏蘭Ngablak村

�� 進行義診和到府往診。

 2006.06.04 新加坡慈青關懷喜樂之家痲瘋病院，陪同二十五位阿公阿嬤到植物園出遊，在綠意盎然的

�� 植物園裡歡度一個上午。

 2006.06.05 第一梯次印尼日惹勘災醫療團於今晚搭機返抵台灣。該團在災區駐診六天，總共義診

�� 一千四百多位災民，為二十三位骨折患者開刀。

 2006.06.06 慶祝警察節，慈警會帶動桃園大園分局警察同仁，前往大園鄉弘化懷幼院關懷院童，

�� 轄區內十二個派出所主管和警備隊、偵查隊隊長應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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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07~09 福鼎及廈門慈濟志工一行十二人，前往福建省龍海巿、漳州巿漳浦縣勘察珍珠颱風災情。

 2006.06.08 南非依莉莎白港慈濟人前往約堡（NewBrighton）進行每月一次社區關懷，協助

  Gaxamba夫婦供應午餐熱食給當地貧民和學童。

 2006.06.09 慈濟南非德本聯絡處志工前往Malukhazi社區，為七戶貧病的照顧戶發放大米及居家關懷。

 2006.06.10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今天下午舉辦特殊家庭互助會六月份聚會，邀請休士頓社區學院

�� 職業技能及社交技能訓練課程 (Vocational and Social Skill Training Program, VAST) 的

�� 主管Sue Moraska，介紹社區學院為心智障礙者所設立的學習中心，以及申請入學的程式。

 2006.06.10 美國新澤西州艾迪生市（Edison Township）市政府主辦，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承辦的

�� 殘障園遊會，今天在艾迪生市公園舉行。

 2006.06.10 南非約堡慈濟人慰訪S.V.A.F老人院，並帶來毛襪、圍巾、帽子等保暖用品，還有洗髮精

�� 及易嚼的零嘴。

 2006.06.10~11 台灣花蓮、大林、台北慈濟醫院及人醫會十二人義診團，前往江蘇省泗陽縣進行

�� 「慈濟光明行動」計畫，為貧困的白內障患者進行復明手術。

 2006.06.11 台灣中部因連日豪雨造成山崩和土石流，苗栗縣卓蘭鎮上新里食水坑的林家聚落

�� 災情慘重，慈濟志工獲報後前往勘災慰問，並發放每戶五千元應急金。

 2006.06.12 慈濟加拿大渥太華聯絡處志工邀集十六名Bayshore社區太極拳隊，年齡六十至八十歲

�� 之間的老人家，一起慰訪Lynwood Park Lodge老年公寓，與院友們歡樂聯誼。

 2006.06.12 慈濟南非約堡聯絡處在亞歷山大展開首梯次為期三天的冬令發放活動，選定十五所小學，

�� 每校五十名最貧困的學生為發放對象，共計嘉惠七百五十位學童及其家庭。

 2006.06.14 高雄慈濟志工前往燕巢鄉靜和醫院，進行每月一次的關懷身心障礙者愛灑人間活動。

�� 此次特別邀請「燕巢民俗音樂協會」一同來表演，讓病友們能一展歡顏。

 2006.06.15 高雄左營區重如街四間連棟倉儲發生火警，消防隊前往灌救，當地慈濟志工準備

�� 茶水和麵包，讓救災人員補充水分和體力。

 2006.06.15 巴拉圭亞松森慈濟志工，帶著來自台灣善心人士所捐贈的衣物，前往雅瓜隆慈濟

�� 希望小學進行發放，隨後並到府訪視關懷貧困家庭。

 2006.06.17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定期關懷糖城老人院和晚晴公寓，以音樂、歌唱、團康活動，陪伴

�� 老人們渡過愉快的星期天。

 2006.06.18 慈濟泰國分會志工，今天帶著泰籍感恩戶慈少班的孩子們，前往清水寺老人院關懷，

�� 親身體驗「行善、行孝不能等」的道理。

 2006.06.22 慈濟紐西蘭分會志工前往Mangere的難民中心關懷十二個難民家庭，致贈禦寒及

�� 日常生活用具、學生文具等物資。

 2006.06.23 馬來西亞亞庇慈濟志工前往伊麗莎白中央醫院，探望罹患頸部囊性淋巴瘤的六個月大

�� 原住民男嬰馬思拉（Marcella），贈予一部抽痰機，解決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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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24 台東志航基地6月17日發生F5F教練機意外墜毀事件，嘉義地區慈濟人前往關懷及助念。

 2006.06.24 慈濟基金會援建的墨西哥提娃娜瑪瑞塔慈濟小學，今天舉行畢業典禮。慈濟志工應邀出席，

�� 並捐贈書包及文具用品。

 2006.06.25 慈濟南非約堡聯絡處25日在Springs地區Langaville小學，展開今年度第二梯次大型冬令發放，

�� 濟助的家庭達五百戶。

 2006.06.25 慈濟南非約堡聯絡處志工前往約堡東邊斯屏思（Springs）地區的郎加維爾小學

�� （Langaville Primary School）進行冬令發放，附近四個貧戶社區約六百人前來領取物資。

 2006.06.27 南非約堡瑪瑞尚（Marathone）貧民區上個月和今日遭逢兩次火災，約堡慈濟人

�� 接獲通報立即帶著毛毯、衣、鞋和玉米粉前往關懷，翌日補充物資後，再度前往發放。

 2006.06.28 慈濟加會大多倫多支會與街民健康護理基金會(The Street Health Community Nursing 

  Foundation)共同舉辦遊民春季發放活動。此次發放的物資為個人衛生用品及礦泉水、

�� 背包等，計有四百位遊民受惠。

 2006.06.28 南非約堡亞歷山大區27日凌晨發生大火，燒毀48戶鐵皮屋，上百位居民倉促逃出。

�� 約堡慈濟志工緊急籌辦民生物資，於28日下午前往慰訪災民及發放。

 2006.06.29 馬來西亞古晉市郊區的石角廉價排屋發生火災，當地慈濟志工接獲通報前往勘災慰問，

�� 翌日發放慰問金給六戶受災家庭。

 2006.06.30 美國新澤西州及賓州連日豪雨成災，三千多人被迫撤離。慈濟新澤西分會志工前往

  Lambertville市區勘災，並拜會市長，瞭解災民需求。

 2006.07.01 馬來西亞亞庇6月25日連夜豪雨，數個低漥地區遭淹水。慈濟志工勘災後，於7月1日前往

�� 發放慰問金給六十五戶災民，並協助災民清理家園。

 2006.07.01 慈濟斯里蘭卡漢班托塔辦事處的訪視員前往瓦拉斯牧拉（Walasmulla），探訪患有

�� 心臟病的詹德拉瓦蒂先生(R.P. Chandrawathi) 一家人，贈予白米及民生物資。

 2006.07.01 慈濟泰國分會舉行每月發放，並向前來領取物資的感恩戶們介紹環保志業，鼓勵大家

�� 從生活中做環保。

 2006.07.01 美國新澤西州及賓州連日豪雨成災，慈濟志工繼6月30日勘災後，自7月1日至4日，

�� 三度前往賓州新希望（New Hope）鎮協助居民清理家園。

 2006.07.01 台中縣潭子鄉九和新村木造民宅發生火災，社區慈濟人及時關懷發放急難慰問金。

 2006.07.02 慈濟馬六甲分會成立「腎友聯誼會」，舉辦第一次聚會，邀請四十多位在不同洗腎中心

�� 接受治療的腎友相聚，藉此互相激勵、加油打氣。

 2006.07.02 福建慈濟志工再度前往漳浦縣複勘珍珠颱風災情。

 2006.07.07 印尼錫江慈濟志工訪視當地貧民區，發放食品及衣服給拾荒為生的六十七戶家庭。

 2006.07.07~08 廣東省梅州市因暴雨成災，三十萬人受災，廣東慈濟志工前往梅州巿大埔縣的

�� 茶暘鎮、楓朗鎮、高陂鎮等重災區進行勘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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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7.10 菲律賓馬拉汶市敦蘇亞貧民區天堂村凌晨發生大火，慈濟人第一時間前往勘災造冊，

�� 並連續三天發放熱食，於15日早上展開發放糧食和日用品。

 2006.07.10 南非正值隆冬，早晚氣溫嚴寒，雷地史密斯慈濟人準備了兩百條毛毯，一連三天

�� 造訪貧民區，挨家挨戶送暖。

 2006.07.12 碧利斯颱風襲台，慈濟花蓮本會成立「防災互助總指揮中心」，全省各地分會聯絡處

�� 成立防災互助協調中心、社區服務站等救災團隊。志工並走入社區鄰里關懷叮嚀鄉親

�� 預作防颱準備。

 2006.07.13 美國南加州沙漠社區林地大火，慈濟美國總會三度前往重災區拓荒城（Pioneertown）

�� 勘災慰問，並提供慈濟現值卡，讓災民購買生活必需品。

 2006.07.14 碧利斯颱風過境台灣，帶來豪大雨，岡山慈濟人走訪潭底及阿蓮玉庫村，勘察積水情形及

�� 慰問居民。

 2006.07.16 慈濟馬六甲分會以巴士接送直望（Tebong）村原住民，前往曾獲政府評選為「中南馬

�� 鄉村邁向城鎮的宏願獎」的魯木班東（Lubuk Bandung）原住民村，進行觀摩交流，

�� 期以鼓勵直望村民見賢思齊，讓自己村子的明天會更好。

 2006.07.16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人前往巴西福斯市的兒童醫院、老人院，展開例行關懷活動，

�� 並捐贈藥品、食物籃等物資。

 2006.07.16 南非約堡慈濟人前往瑪瑞尚 (Marathon) 社區，舉辦一千戶大型冬令發放。

 2006.07.17 印尼爪哇島南部17日下午發生芮氏規模7.7強震，引發海嘯，災情慘重。印尼慈濟人

  18日進行勘災，19日攜帶民生物資進入重災區膚慰災民，並評估後續援助方案。

 2006.07.22 台南地區慈濟志工一行十餘人，齊心協助患有魚鱗癬的洪女士修繕屋頂，讓她能夠

�� 安心度過凱米颱風。

 2006.07.21 慈濟南非德本聯絡處以黑人婦女為主的志工們，在葛蕾蒂絲師姊帶領下進行照顧戶

�� 居家關懷與冬令發放。

 2006.07.23 慈濟南非伊莉莎白港聯絡處冬令發放，23日在紐布萊頓（New Boighton）賓史努卡小學

�� （Ben—Sinuka）舉行，30日於米遜維爾（Missionvale）關懷中心舉行，總計嘉惠

�� 七百三十戶，約三千六百五十人。

 2006.07.24 中度颱風凱米襲台，慈濟花蓮本會成立「防災互助總指揮中心」，全省各地分會連絡處

�� 成立防災互助協調中心、社區服務站等救災組織。慈濟志工也到社區鄰里關懷叮嚀鄉親

�� 預作防颱準備。

 2006.07.27 夏日熱浪襲捲全美，西雅圖慈濟志工前往第二街公園為遊民發放冰塊和飲水以預防中暑。

 2006.08.02 慈濟美國麥迪遜聯絡點為幫助新移民的蒙族兒童盡快適應異國生活，從六月中起

�� 至八月初，提供暑期英語輔導課程，總計有二十餘位五至十一歲的學童受惠。

 2006.08.04 中壢慈濟志工結合退輔會榮工處，關懷社區退役老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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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8.04 台北南港區慈濟人前往「康復之家」進行每月兩次的例行關懷，希望協助病友們早日康復，

�� 回歸家庭及社會。

 2006.08.05~06 碧利斯颱風重創廣東，慈濟志工組成勘災小組，前往乳源縣進行勘災。

 2006.08.10 桑美颱風造成福建、浙江一帶慘重災情，慈濟志工於第一時間展開救援、勘災、

�� 發放等工作。台灣勘災團24日出發，前往重災區進行下階段的勘災工作。

 2006.08.12 慈濟印尼分會志工前往北加西 Pondok Gede的As-Syafi’iyah孤兒習經院，慰訪天災及

�� 戰禍下餘生的孩童，並援助三噸半的大米。

 2006.09.01 台灣各級學校陸續開學，慈濟於八月底到九月初，全國同步展開助學金發放的關懷作業，

�� 針對五千七百戶家境困難無力繳交學費的學生，提供註冊費、學雜費與營養午餐

�� 補助金。

 2006.09.02 慈濟援助福建省珍珠颱風災民，擇定漳州市漳浦縣石榴鎮的梅北村、崎溪村援建

�� 兩個慈濟村約一百戶住房，今舉行奠基動土典禮。

 2006.09.03 慈濟巴拉圭東方市聯絡處志工前往東方市印地安村發放冬衣、毛毯、食物、鞋子

�� 和文具用品，嘉惠八十一戶貧因家庭。

 2006.09.08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志工8日前往Sacatepeque省訪視，評估如何協助改善居民的貧苦生活。

 2006.09.10 慈濟馬來西亞巴生聯絡處十多位志工，協助一對印裔殘障夫妻西瓦拉惹及沙米雅瑪

�� 粉刷屋子，圓滿他們的心願，歡喜迎接印度屠妖節。

 2006.09.11 慈濟援助廣東省乳源縣碧利斯颱風災民，今舉行援建莫家村災後新村建設工程簽約儀式。

 2006.09.15 約旦一處正在興建中的雙子星大樓意外倒塌，造成二人死亡十六人受傷，慈濟志工

�� 前往醫院關懷傷者，並贈予慰問金。

 2006.09.16 印尼雅加達慈濟志工慰訪威士瑪慕利亞老人院，並舉辦義診。

 2006.09.19 台灣觀光客在吉林省汪清縣車禍受傷，一對顏姓夫婦分別被送到中日友好醫院和

�� 北京協和醫院治療。慈濟志工19日前往探視，決定為傷者每天送餐，及協助家屬

�� 在北京的生活。

 2006.09.20 慈濟加拿大分會志工前往Mount Currie原住民部落，為一百二十戶居民進行第四次發放。

 2006.09.20 慈濟加拿大分會在克里山（Mount Currie）進行秋季發放，對象以老人、殘障、單親

�� 有嬰兒的家庭為主，總計發放一百二十戶，其中三十九戶由志工親自送到府。

 2006.09.23 泰國慈濟志工前往DinDaeng區水泥廠村，探訪日前義診時接受白內障手術六位病患，

�� 關懷他們的康復情形。

 2006.09.24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志工由Palencia市府人員陪同，前往San Sur村的Yerbabuena小學

�� 進行濟貧發放，嘉惠十二個村莊七百一十八戶約三千八百人。

 2006.09.27 慈濟印尼分會為南亞海嘯災民而建的西亞齊縣Paya Peunaga慈濟大愛村交屋，一百五十一戶

�� 亞齊災民領鑰搬新家，歡喜展開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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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9.29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持續關懷卡崔娜災民，參與由「愛心團（Corp. of Compassion）」

�� 發起的「校園愛心背包發放計劃」，認養約翰.派克（John S. Park）小學八十二名學生，

�� 並於29日進行第一次發放「校園愛心背包」。

 2006.09.29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受象神颱風重創，慈濟人前往勘災慰問。

 2006.10.02 多明尼加首都聖多明哥市那塞烈村(Villa Nazareth)火災，三十七戶居民流離失所，

�� 慈濟志工見報前往勘災，發放食糧、飲水及衣物。

 2006.10.02 來台觀光的大陸大連市旅行團，一輛遊覽車在新中橫公路墜谷翻覆，造成六亡十五傷，

�� 送往竹山秀傳醫院。南投地區慈濟志工於第一時間趕往關懷、協助病患，並全程陪伴

�� 直到出院返鄉。

 2006.10.04 緬甸籍三歲男童穆巴力（Mohd. Mubariq）罹患先天性心臟有孔症，慈濟吉隆坡分會及

�� 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UNHCR）、《新海峽時報》合力援助，送進吉隆坡安邦鷹閣

�� 醫療中心手術治療，11日康復出院。

 2006.10.06 慈濟加拿大列治文共修處志工，首次關懷甫成立的Oak Tree老人院（毅慈康寧苑），

�� 帶來團康娛樂，陪伴老人家歡度中秋。

 2006.10.09 泰國清邁萬養村爆發山洪，八十餘戶受災，六人往生。芳縣慈濟志工前往勘災，

�� 並於11日展開發放急難慰問金及物資。

 2006.10.11 馬來西亞開齋佳節前夕，文良港甘榜巴西九發生火災。吉隆坡慈濟志工獲訊趕往勘災，

�� 翌日發放急難慰問金。

 2006.10.14 慈濟斯里蘭卡漢班托塔辦事處志工，為獨力扶養四子的喪偶單親媽媽蘇西拉（Susila）

�� 修繕壞損的房屋和屋頂。

 2006.10.14 印尼慈濟志工前往西雅加達葛落勾市區的高架公路下，為棲身在此的貧民發放二百八十袋

�� 大米，居民風霜的臉龐，露出難得的笑容。

 2006.10.15 慈濟印尼分會與Pondok Ozanam 的修女合作，前往北雅加達 Papango 街Pondok Ozanam

�� 發放六百一十三包大米，幫助貧困居民減輕生活負擔。

 2006.10.15 慈濟馬六甲淡邊聯絡處志工前往武吉巴永原住民村（Bukit Payung）發放和義剪。

 2006.10.25 亞庇中央醫院慈濟志工隊於開齋節翌日，特地準備了糕點、飲料和水果，慰訪

�� 住院病患及家屬。

 2006.10.29 美國南加州26日發生森林火災，慈濟美國總會志工於29、30兩日前往勘災，並提供

�� 「緊急慰問現值卡」給災民購買藥物及民生物品。

 2006.11.04 馬來西亞慈濟志工定期前往士拉央宗教學校關懷緬甸籍難民兒童，教導孩子讀書識字，

�� 並借由團康活動學習生活禮儀與社會常識。

 2006.11.05 溫哥華慈濟志工前往素里市的遊民之家「Front Room」發放熱食，以及冬衣、圍巾、

�� 手套、襪子等禦寒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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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1.06 美國北加洲南納帕遊民中心（South Napa Homeless Shelter）開幕，慈濟捐贈兩間醫療室

�� 及設備，並計劃自2007年起到該中心作不定期的義診，幫助遊民、貧病老人與低收入家庭。

 2006.11.13 美國華盛頓州Pierce County水災，四十多戶無家可歸。西雅圖慈濟人於13日前往勘災、

�� 發放急難慰問金及協助清理污泥。20日進行第二個社區Rainer Manor Mobile Home Park的

�� 發放與援助。

 2006.11.14 慈濟為印尼日惹地震災民援建的班圖爾縣 Jetis 鎮綜合學校與醫療所，舉行動土典禮。

 2006.11.16 慈濟印尼萬隆聯絡點志工首次關懷萬隆Santo Yusuf醫院區的Nazaret養老院，為老人家

�� 義診、修剪頭髮和指甲，並帶來團康娛樂及溫馨午餐。

 2006.11.17 斯里蘭卡慈濟大愛村二期工程動工典禮，建設內容包括學校、職訓所、托兒所、

�� 鄰里中心、大愛集會堂及醫療診所等公共設施。

 2006.11.18 慈濟泰國分會首次在曼谷舉辦冬令發放。

 2006.11.21 美國奧蘭多慈濟志工分道前往食物銀行（Second Harvest Food Bank)幫忙整理物資，

�� 以及探訪羅梭殘障中心，陪伴院童。

 2006.11.21 埔里鎮慈濟大愛媽媽四十多人前往迦南康復之家陪伴精神病友，帶來布偶戲表演及

�� 手語帶動唱。

 2006.11.21 亞庇市郊區的孟加達甘榜新巴達士20日發生電器爆炸，燒毀三戶民宅。慈濟志工翌日

�� 獲訊前往勘災，並發放慰問金和生活物資。

 2006.11.27 慈濟紐約分會展開一年一度慈善冬衣募集活動。

 2006.11.29 臺灣、菲律賓及大上海慈濟志工一行五十四人前往江蘇省沭陽縣，進行該縣第一期至12.02

�� 「光明行動」，為貧困的白內障患者進行復明手術，三天共嘉惠一百四十人。

 2006.12.01 慈濟加拿大分會志工下午慰訪救世軍附設的戒毒戒癮中心（The Detox Centre），

�� 贈送每位患者保暖防水夾克和生活用品包。晚上前往救世軍附設的四個緊急庇護所，

�� 為寄宿的街友送上寒衣、雨衣和禦寒生活用品包。

 2006.12.03 高雄市鼎金國小家長會聯誼活動回程，在台南梅嶺台三線路段發生遊覽車翻覆。

�� 慈濟志工於第一時間前往協助救災、膚慰，並分頭到醫院關懷傷者和家屬，以及

�� 到殯儀館助念。

 2006.12.05 泰國慈濟志工前往Bangpu村進行冬令發放，嘉惠二百戶低收入家庭。

 2006.12.06 榴槤颱風侵襲越南造成南部五省重大災情，慈濟志工展開勘災及賑災發放工作。

 2006.12.06 慈濟印尼分會「扶困工程卡馬爾（Kamal）區重建計劃」，6日前往該村勘察評估。

  17日舉行動土典禮，並發放愛心大米，嘉惠一千七百戶。18日進行拆舊屋，居民歡喜協助，

�� 盼新居快落成。

 2006.12.08 慈濟加拿大分會志工前往救世軍溫市東區庇護所，為街友煮熱食，並發放生活用品包，

�� 改善街友的個人衛生，也藉由發放直接關懷街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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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年表

 2006.12.09 慈濟美國聖路易聯絡處志工前往Our Lady's iInn 婦女之家，發放熱食及日用品。

 2006.12.09 慈濟加拿大分會捐贈Eagle Ridge Hospital醫院二台膀胱內視鏡，於高貴林慈濟人文學校

�� 舉行捐贈儀式，同時舉辦一場泌尿系統保健醫療講座。

 2006.12.12 榴槤颱風橫掃菲律賓呂宋島，亞眉省馬容火山泥石傾瀉，淹沒村莊，造成傷亡。

�� 慈濟志工深入災區展開為期三天義診、發放物資。

 2006.12.13 美國舊金山慈濟志工前往低收入戶聚集的灣景獵人角區發放食品和毛毯。

 2006.12.13 美國舊金山慈濟志工關懷街友，前往歐悌斯庇護所發放毛毯。

 2006.12.13 美國舊金山慈濟志工前往喬治華盛頓小學，為低收入戶學童家庭發放毛毯和食物。

 2006.12.14 慈濟加拿大密西沙加聯絡處與多倫多市中心基督長老教會所屬的機構Evangel Hall合作，

�� 為街友與低收入戶舉辦一個溫馨的耶誕晚餐。

 2006.12.15~17 台灣慈濟志工十九人出發前往廣東，參與廣東省韶關巿乳源縣今年度第二次冬令發放。

  17日前往「莫家村」的慈濟新村臨時住所進行家訪。

 2006.12.17 慈濟北加州分會與聖他克拉拉縣的賑災組織（Collab-oration Agencies Disaster Relief 

  Effort,CADRE）合作，為遷徙到聖荷西市的卡崔娜風災災民，舉辦歲末佳節晚會。

 2006.12.17 慈濟為南亞海嘯援建的印尼亞齊大愛一村學校，舉辦啟用典禮。

 2006.12.17 台北縣林口鄉文化三路工地發生工安意外，慈濟志工分頭前往事故現場和醫院關懷

�� 傷亡者及家屬，並提供熱鹹粥及薑母茶，溫暖寒夜中辛苦的救災人員。

 2006.12.19 漢班托塔鎮毗鄰的蒂莎瑪哈拉瑪遭受洪水侵襲，慈濟志工前往四所收容所發放物資，

�� 及時解決近千位災民斷糧問題。

 2006.12.20 馬來西亞中南部連日豪雨，造成四州嚴重水患，五萬多人受災，慈濟七個分支�������

�� 據點發動志工展開賑災發放、義診。

 2006.12.20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國家電力公司（NATIONAL  POWER  CORPORATION）舉辦第三次

�� 歲末發放，並為黎薩公園附近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舉辦第八十九次義診，約超過一千人受惠。

 2006.12.20 慈濟加拿大密西沙加聯絡處志工，前往Interim Place 家庭暴力諮詢中心，為寄宿於此的

�� 婦女和孩童發放生活用品。

 2006.12.23 慈濟紐約華埠聯絡處志工，在紐約中華公所發放冬衣、外套、棉被、圍巾等禦寒用品，

�� 前往領取者多達四百餘人。

 2006.12.26 屏東恆春發生芮氏規模6.7地震，造成民宅倒塌及多人傷亡。慈濟志工立刻動員關懷

�� 受災民眾。

 2006.12.26~29 由台灣、香港、廣東、廈門志工組成的慈濟冬令發放團，前往貴州進行發放及家訪。

 2006.12.28 台北縣蘆洲慈濟人趕在寒流來襲前，進行街頭發放，幫助街友平安渡過寒冬。

 2006.12.31 馬來西亞藝人為援助中南馬水災災民發行單曲《關懷》ＣＤ義賣，所得捐慈濟。

 2006.12.31 慈濟舉辦江蘇地區第三次的光明行動，為三百位貧困的白內障患者進行復明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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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年｜表

 2006.01.02 台北慈濟醫院舉行院長交接典禮。代理院長林欣榮創院功成交棒，即日起由蔡勝國

�� 醫師接任正式院長一職。

 2006.01.03 為服務偏遠地區民眾，花蓮慈濟醫院中醫科承辦中醫門診巡迴醫療，於今年1月起，

�� 每週二至秀林鄉和平村看診，民眾不需負擔任何費用。

 2006.01.07 花蓮慈濟醫院舉辦第二屆「外籍暨大陸配偶歲末健康關懷活動」。

 2006.01.07 澎湖縣馬公市蔡姓青年因車禍導致靜脈淋巴栓塞，雙腿腫脹如象腿，求醫七年未癒，

�� 慈濟志工協助渡海來到台北慈濟醫院接受治療。

 2006.01.12 花蓮慈濟醫院舉辦「維護病人安全，如何推動勤洗手」徵文比賽頒獎典禮。

 2006.01.13 大林慈濟醫院舉辦「健康醫院，藥師與您有約」活動，藥劑師們精心策劃用藥行動短劇，

�� 並藉由有獎徵答活動，加強宣導用藥安全與知識。

 2006.01.15 慈濟印尼泗水聯絡處，於Gresik縣Wringin Anom鎮SumberGede村舉辦第八次義診，

�� 提供一般科、兒科、牙科診療服務，嘉惠七百七十九位貧病患者。

 2006.01.16 台北慈濟醫院首例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成功，先天性重聽患者李先生重獲聽力。

 2006.01.19 花蓮慈濟醫院行政研究大樓舉行上樑典禮。

 2006.01.19 大林慈濟醫院參與嘉義縣「行動ｅ院——送醫療到村里」服務，前往梅山鄉瑞峰村

�� 舉行義診及健檢活動，服務一百五十多位民眾。

 2006.01.20 玉里慈濟醫院與玉里鎮社區營造中心舉辦「心素食儀．健康年菜」發表會，推出

�� 十二道素食年菜，吸引許多民眾前往參加。

 2006.01.20 大林慈濟醫院呼吸照護病房，獲健保局南區分局評鑑為照護品質Ａ級。

 2006.01.21 慈濟美國克里夫蘭聯絡處召開「克城慈濟定期社區醫療諮詢服務」籌備會議。

 2006.01.25 馬來西亞日得拉慈濟洗腎中心於去年底遭大水波及，經一個月整修，在農曆新年前

�� 重新啟用，圓滿腎友們盼望的心。

 2006.01.27 救國團花蓮縣團委會辦理優秀青年代表選拔表揚活動，花蓮慈濟醫院何菊修醫師、

�� 王志行藥劑師獲選為95年花蓮縣社會優秀青年代表。

 2006.02.01 新店慈濟醫院一名因血管瘤破裂導致腦死的婦人捐贈器官遺愛人間，共有振興醫院、

�� 花蓮慈院、大林慈院六名患者重獲新生。

 2006.02.02 大林慈濟醫院完成第十五、十六例腎臟移植手術。

 2006.02.03 馬來西亞十六歲少年蘇翊竤，因淋巴阻塞造成左腿腫脹，由慈濟志工協助來到

�� 花蓮慈濟醫院求醫，歷經半年八次的開刀手術治療，於7月31日病癒返國。

 2006.02.06 關懷紐奧良災民，RAM（Remote Area Medical）及美國牙醫協會合辦七天的

�� 大型義診，美國慈濟義診中心派出大愛醫療巡迴車加入義診行動。

 2006.02.08 美國慈濟義診中心大愛醫療巡迴車首次到南愛滿地市Cherry Lee小學為學童舉辦

�� 牙科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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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2.09 花蓮慈濟醫院舉辦「生殖醫學中心揭幕儀式」與「試管嬰兒尋根大團圓」活動。

 2006.02.09 印尼青年爹迪(Dedy)罹患先天性淋巴水腫瘤，巴淡、新加坡慈濟志工合力協助，

�� 送往新加坡中央醫院進行截肢手術，17日康復出院。

 2006.02.11 大林慈濟醫院二期醫護宿舍工程舉行上樑典禮。

 2006.02.12 中區慈濟人醫會前往苗栗縣卓蘭鎮坪林地區舉辦第二次義診，部份醫護志工分途到

�� 雙連、象山社區，為獨居長者與照顧戶往診。

 2006.02.13 花蓮慈濟醫院研究以移植自體幹細胞治療慢性期中風獲初步成效，近期將進行

�� 全球首次人體實驗。

 2006.02.16 花蓮慈濟醫院第二例人工電子耳裝設成功，重度聽障八歲女童獲正常聽力。

 2006.02.17 大林慈濟醫院第十五例腎臟移植患者王先生康復出院。

 2006.02.18 花蓮慈濟醫院已授證委員慈誠的醫護人員組成「醫療協力隊」，負責今年度的偏遠山區

�� 往診服務。18日首次前往秀林鄉加灣部落關懷照顧戶。

 2006.02.18 南區慈濟人醫會參與肌肉萎縮病友協會十周年慶聯誼會，設置義診區，提供婦產科、

�� 腹部超音波、牙科等共十多科，服務病友及家屬。

 2006.02.19 慈濟基金會結合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衛生局、市立婦幼醫院，在台北車站舉辦「95年

�� 第一場外籍勞工健康關懷暨愛灑活動」，除了有牙科義診，講解CPR急救，並有

�� 唱歌抒解外勞壓力。

 2006.02.22 大林慈院腫瘤中心舉辦「迎心舞春意，敲出愛與健康」病友關懷活動，除了宣導

�� 癌症知識，並有藝文表演，紓解病友身心壓力。

 2006.02.23 花蓮慈濟醫院社區健康中心今年度首場社區健康講座在明恥國小舉行，由家醫科

�� 許若嵐醫師分享「常見意外的預防與處理」。

 2006.02.24 慈濟菲律賓三寶顏聯絡處在慈濟大愛復健中心舉辦第三十一次義診，兩天共嘉惠貧病

�� 五百餘人，其中有八十七位接受免費手術。

 2006.02.25 北區慈濟人醫會首次在桃鶯地區舉辦護理師教育訓練課程，與志工分享脊椎損傷患者照護

�� 及復健知識。

 2006.02.26 花蓮慈濟醫院癌症醫學中心與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合作，為東區婦女會五百多位會員

�� 進行癌症篩檢及衛教講座。

 2006.02.26 南區慈濟人醫會首次到台南市林森路無障礙之家舉辦牙科義診。

 2006.02.26 東區慈濟人醫會結合花蓮、關山慈院醫護同仁前往台東偏遠山區的利稻村、霧鹿

�� 為村民義診，並提供二手衣及義剪服務。

 2006.03.02 印尼慈濟義診中心舉行新舊任院長交接，Ruth醫生功成身退，由Kurniawan醫生接任院長。

 2006.03.03 大林慈濟醫院社區醫療部與慈濟社區志工為守護鄉親健康，合作推動的明和里

�� 「健康柑仔店」正式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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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3.04 印尼慈濟義診中心第三十三次大型義診，兩天共為二百六十位患者進行疝氣與兔唇縫合手術。

 2006.03.05 馬來西亞慈濟人醫會分別於吉隆坡增江及巴生港口舉辦義診，兩地共嘉惠低收入病患

�� 五百六十三人。

 2006.03.05 美國慈濟人醫會首度在聖地牙哥近郊洋邊市義診，嘉惠二百零五位病患。

 2006.03.06 桃園縣政府與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合作舉辦「潑水節」活動，北區慈濟人醫會應邀

�� 於會場提供健檢服務。

 2006.03.08 雲林縣一名高中生車禍往生捐贈器官，送至大林慈濟醫院進行器官摘取手術。

 2006.03.08 台北慈濟醫院與北區人醫會合作，在新店分局為員警舉辦健康篩檢與愛灑人間活動。

 2006.03.11 印尼慈濟義診中心舉辦第三十四次義診，專為白內障、視網膜剝離等眼科患者動手術，

�� 兩天共治療一百多人。

 2006.03.12 玉里慈濟醫院七周年、關山慈濟醫院六周年，兩院合辦員工運動會交流聯誼。

 2006.03.12 花蓮慈濟醫院第一期「標準病人訓練班」開班典禮，來自台北及花蓮的三十位志工

�� 報名受訓，準備當個難纏病人來考驗準醫師。

 2006.03.15 大林慈濟醫院參與嘉義縣「行動ｅ院--送醫療到村里」服務，前往梅山鄉太和村舉辦

�� 義診及健檢活動。

 2006.03.15 北區教聯會與大愛媽媽首次到新店慈濟醫院兒童病房說演靜思語故事，將歡樂帶給

�� 病童與家長。

 2006.03.18 印尼雅加達慈濟人醫會志工一百多人，前往北加西（Bekasi）義診，服務四百六十幾位

�� 新巴剎（Pasar Baru）一帶的貧民。

 2006.03.19 北區慈濟人醫會在台北縣貢寮鄉龍門村舉辦義診及往診，服務偏遠鄉親。

 2006.03.19 慈濟高雄岡山園區舉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七十八位民眾加入捐髓行列，其中有八位

�� 是外籍配偶。

 2006.03.19 印尼巴淡島女孩尤斯麗雅妮罹患假性僵直性下頷關節炎，在印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 三地志工合作下，於去年6月安排到吉隆坡巴生中央醫院手術；歷經九個月休養復原，

�� 今再度由三地志工接力護送回診。

 2006.03.23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李漢偉同學因猛爆性惡疾往生，父母為他捐大體，於花蓮慈濟醫院

�� 進行病理解剖，盼能找出致病原因以嘉惠後人。

 2006.03.25 巴生慈濟人醫會志工夜間往診，為腦性麻痺的十七歲印裔女孩蒂維亞（Thivia 

  A/P Thayalan）補牙，解除多年困擾。

 2006.03.25 北區慈濟人醫會在新泰活動中心舉辦社區健檢活動，嘉惠三百三十位社區民眾。

 2006.03.26 北區慈濟人醫會桃園隊到大園鄉宏化懷幼育幼院為院童義診、義剪。

 2006.03.26 慈濟馬來西亞芙蓉聯絡處舉辦「捐血及器官捐贈宣導」活動，共有兩百七十七人

�� 響應捐血，二十五人加入捐髓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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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3.27 花蓮慈濟醫院啟用「腦部全導航立體定位」系統為巴金森患者進行手術。

 2006.03.28 北區慈濟人醫會今前往澎湖縣白沙鄉的鳥嶼和吉貝兩個離島義診，提供內科、骨科、

�� 牙科和中醫服務。

 2006.03.29 板橋慈濟志工在中山國小禮堂舉辦「腰酸背痛與喉嚨沙啞」健康講座，邀請北區人醫會

�� 醫師及藥師提供健康檢查與諮詢。

 2006.04.01 花蓮慈濟醫院與關懷血友病協會合辦「血友病友聯誼會」，邀請慈院小兒血液腫瘤科

�� 陳淑惠醫師與病友座談，提供專業醫療建議。

 2006.04.03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在蜂雅絲蘭省聖法綿社的農村免費眼科診所舉辦三天義診，

�� 共為一百三十五位患者完成眼疾顯微手術。

 2006.04.08 為期兩天的首屆「亞太骨髓庫交流研討會」在花蓮靜思堂舉行，包括台灣等十五個國家

�� 一百多位骨髓庫相關人員及慈濟骨髓關懷小組志工，共三百多人齊聚交流。

 2006.04.12 大林慈濟醫院今舉辦「創意衛教高手訓練研習會」，邀請康泰文教基金會講師，

�� 針對衛教推廣人員需求，設計活潑實用課程，以便推動社區中老年疾病衛教宣導防治工作。

 2006.04.13 大林慈濟醫院舉辦大家來說演「證嚴上人說故事」，全院同仁組成十二支隊伍參賽。

 2006.04.14 大林慈濟醫院員工「陶笛社」與河合鋼琴老師率領的小朋友「陶笛社團」，在醫院大廳

�� 舉行陶笛成果發表音樂會。

 2006.04.15 北區慈濟人醫會在新莊市大藏庵活動中心舉行「健康逗陣來」健檢活動，近五百位居民

�� 踴躍參加。

 2006.04.18 台北慈濟志工在內湖遠東貝塔科技中心舉辦驗血活動，吸引許多科技人踴躍加入捐髓行列。

 2006.04.19 台北慈濟醫院通過ISO9001：2000國際品保認證，舉行驗證授證典禮。

 2006.04.24 「東區職業傷病診治中心」在花蓮慈濟醫院揭牌成立。

 2006.04.30 美國總會慈濟義診中心舉辦「社區健康日」，提供中、西醫及牙醫的醫療諮詢，

�� 嘉惠一百八十八位社區民眾。該項活動定期、定點於每年的4、10月舉行，以回饋社區。

 2006.05.01 由衛生局主辦的「社區到點整合式篩檢」活動，在台東縣關山國中舉行，關山慈濟醫院同仁

�� 及志工支援服務，共有二百四十二位民眾前來健檢。

 2006.05.01 新竹縣元培科學技術學院慈青及新竹區慈濟人，在該學院的光禧大樓舉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

 2006.05.03 大林慈濟醫院舉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數十位民眾及院內同仁挽袖爭取救人機會。

 2006.05.06 慈濟志工在恆春國中舉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民眾與駐軍熱情參與，總共採取了

�� 一百二十三支血樣。

 2006.05.07 慈濟北加州分會在密必達市舉行慈濟健康日活動，提供免費健康篩檢、常見疾病保健講座，

�� 以及介紹慈濟的環保志業和國際賑災。

 2006.05.07 馬六甲慈濟義診中心舉辦社區免費健檢，為六十五歲以下的已婚婦女提供婦科癌症檢查、

�� 測量血壓等，並有人醫會醫師提供健康諮詢服務。

醫療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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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5.09 由行政院衛生署主辦的「因為愛、所以我在」新時代護理形象競賽，大林慈濟醫院

�� 獲攝影銅牌獎、台北慈濟醫院獲二項攝影佳作，今於台北市紅樓廣場頒獎。

 2006.05.12 大林慈濟醫院慶祝護士節，舉辦優良護理人員及微笑天使頒獎典禮。

 2006.05.13 馬來西亞亞庇慈濟人醫會舉辦社區健檢、醫療諮詢，以及醫療講座，向民眾宣導

�� 「素食與健康」及「認識愛滋病」。

 2006.05.18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捐髓到大陸，三位送髓志工冒著風雨歷經十六小時，安全送抵上海

�� 進行植髓手術。

 2006.05.20 印尼慈濟義診中心舉辦第三十五次大型義診，台灣醫護團二十七人，由玉里慈濟醫院

�� 院長張玉麟領隊前來參與，為來自雅加達、楠榜地區六百多名貧困市民義診及免費手術。

 2006.05.21 中區慈濟人醫會前往苗栗南庄東河國小舉辦社區義診、義剪、發放二手衣、文具用品，

�� 並進入蓬萊、向天湖等偏遠地區，為十六名行動不便的病患到府看診。

 2006.05.21 美國總會慈濟義診中心在聖伯那汀諾(San Bernardino)萊特溪小學(Lytle Creek Elementary)

�� 舉辦義診、義剪，許多醫師們攜家帶眷一起來付出。

 2006.05.26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志工前往聖地牙哥省San Jose De Boqueron村，舉辦兩天貧民義診。

 2006.05.27 嘉義縣衛生局主辦，大林慈濟醫院、台北醫學大學協辦的社區複合式健康篩檢活動，

�� 在太保國小舉行，計有民眾五百三十七人前來接受免費健檢。

 2006.05.27 花蓮慈濟醫院「內科標準病人」培訓正式上課。共有宜蘭、花蓮兩地四十二位志工及

�� 同仁報名受訓，一同為提升醫療品質而努力。

 2006.05.27 台北慈濟醫院成立「乳癌病友會」。

 2006.05.28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舉辦社區健康講座，邀請專家講解癌症及口腔病變的治療和保健。

 2006.05.29 花蓮慈濟醫院器官勸募中心暨器官移植小組，在慈院門診衛教廣場舉辦為期一週的

�� 志願簽卡活動，以及為期一個月的器官捐贈與器官移植海報展。第一天共有

�� 五十三位志願者加入器官捐贈行列。

 2006.06.01 玉里慈濟醫院舉行消防演習，模擬病房起火，醫院消防自救編組滅火，以及演練火勢

�� 一發不可收拾時，警義消及台電、自來水等單位，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搶救病患。

 2006.06.03 由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主辦，慈濟醫院等機構合辦的「2006年安寧療護傳愛種子

�� 培訓班」，今日在花蓮慈濟靜思堂國際會議廳舉辦。

 2006.06.03 台北慈濟醫院舉辦媽媽教室講座，分別由小兒科吳秉昇醫師、中醫科吳美玲醫師

�� 與準爸媽們分享「嬰幼兒預防接種」及「健康快樂做月子」。

 2006.06.03 竹北國小九十周年校慶園遊會，慈濟新竹聯絡處設攤宣導骨髓捐贈驗血，共募得

�� 二百支血樣。

 2006.06.03 美國總會慈濟義診中心醫護團隊，前往位於洛杉磯東北方約70哩的Rosamond農工社區義診，

�� 嘉惠八十幾位低收入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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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03 慈濟山打根聯絡處舉辦定期捐血活動，並為捐血的民眾免費測試血糖和膽固醇，

�� 以及美味點心補充營養。

 2006.06.04 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定期捐血活動，共募得一百四十九袋血。

 2006.06.04 慈濟彰化分會舉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募得二百支血樣。

 2006.06.04 慈濟美國佛瑞斯諾聯絡點人醫會前往加州中谷的馬德拉市 (Madera），舉辦低收入

�� 農工義診、義剪，以及發放民生物資。

 2006.06.06 雲林縣古坑鄉草嶺村石壁、草嶺、內外湖三處避難中心同時啟用，慈濟醫院斗六門診部

�� 組長張立功應邀主持揭牌儀式。

 2006.06.07 行政院衛生署主辦的「新時代護理的精彩片刻」攝影比賽，全國巡迴展示到達第三站花蓮，

�� 在慈濟醫院一樓門診區展示六天。

 2006.06.07 美國總會慈濟義診中心大愛醫療車暑假牙科義診，首站來到洛杉磯Ascot 小學，

�� 為沒有醫療保險的小朋友做口腔檢查與治療。

 2006.06.10 慈濟美國亞特蘭大聯絡處舉辦社區健康醫學講座，由慈濟人醫會志工崔大衛醫師主講：

�� 「老年人常見的疼痛疾病及預防與治療」。

 2006.06.14 北區慈濟人醫會首次以脊髓損傷者為對象進行居家往診服務，醫護及志工一行十三人

�� 前往桃園關懷脊損病友。

 2006.06.14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檢驗科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的ISO 15189：2003醫學領域

�� 實驗室認證，以及受聘僱外國人入國後健康檢查服務計畫實驗室認證，即日起可提供

�� 外國人健檢服務。

 2006.06.17 北區慈濟人醫會在台北縣平溪鄉舉辦義診，提供內科、婦科、牙科、中醫診療，

�� 並另組二支醫療隊，分途入山進行居家往診。

 2006.06.17 慈濟高雄分會在高雄高工舉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

 2006.06.17 慈濟台北新泰聯絡處志工前往泰山巖廟口，舉辦每月一次的「社區量血壓活動」，

�� 關懷民眾身心健康。

 2006.06.18 慈濟高雄分會在橋頭糖廠，舉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

 2006.06.18 台北縣新莊中港地區慈濟志工在福壽社區活動中心舉辦每月一次的社區量血壓服務，

�� 藉此定期關懷鄰里。

 2006.06.18 台北慈濟醫院腎臟內科應邀參與國民健康局於大安森林公園舉辦的「618全國愛腎護腎、

�� 腎利人生」園遊會活動，向民眾宣導腎臟保健觀念。

 2006.06.18 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展開每月定期居家關懷，分成三路為不便就醫民眾提供到府往診服務。

 2006.06.20 美國夏威夷慈濟義診中心今日前往Kalihi天主教會義診，並提供血糖、膽固醇

�� 及血壓的檢驗服務。

 2006.06.24 慈濟志工在台北市士林區新光三越百貨門口舉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共募得二百支血樣。

醫療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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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25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第七十八次大型義診活動，提供小兒科、內外科、眼科及牙科等

�� 免費醫療服務，共診治病患一千七百五十三人次。

 2006.06.25 慈濟志工在台中東勢國小舉辦捐髓驗血活動，兩位捐髓配對成功的捐贈人陳昱村、

�� 朱小燕，到場現身說法。

 2006.06.25 美國聖地牙哥慈濟人醫會前往海濱市聖地牙哥街舉辦首次中型義診，提供內科、家醫科、

�� 小兒科、中醫、眼科、腦神經內科、耳鼻喉科醫療服務，共嘉惠貧病者四百三十七人次。

 2006.06.25 夏威夷慈濟義診中心志工來到檀島最西邊的小鎮Waianae進行義診活動，提供健康檢查、

�� 外科、內科、婦產科等服務。

 2006.06.28 大林慈濟醫院「悠活茶道社」初階班結業圓緣感恩茶會，邀請全院的主管、同仁們

�� 一同來品茗會心。

 2006.07.02 慈濟馬來西亞芙蓉聯絡處舉辦定期捐血活動，並宣導器官捐贈。

 2006.07.04 花蓮慈濟醫院引進「迷你骨髓移植」的新治療法，為年紀較大或體質較虛，無法承受

�� 傳統殲滅療法的血癌患者，帶來一線生機。

 2006.07.05 大林慈濟醫院「暑期大愛媽媽故事屋」開張，定期每周三上午陪伴大林地區的孩子

�� 成長一夏。

 2006.07.08 花蓮縣衛生局主辦、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承辦的九十五年度社區整合式篩檢活動，分別於

  7月8、15、22日各舉辦一場。

 2006.07.08 印尼慈濟義診中心舉辦第三十六次義診，主要為治療白內障、角膜剝離等眼科手術，

�� 兩天共治療六十四位病患。

 2006.07.09 慈濟古晉聯絡處在西連市郊的打畢祿 (Tebedu) 舉辦大型義診，提供內科、小兒科、牙科、

�� 眼科、婦產科、耳鼻喉科及中醫服務，為一千三百三十七位村民解除病苦。

 2006.07.09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與全美腎臟基金會（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 NKF）合作，於今日

�� 舉辦第三次「早期腎臟疾病篩檢」社區義診活動，共有社區民眾一百五十一人前來受檢。

 2006.07.09 慈濟菲律賓分會今日在紅衣主教醫院（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進行

�� 第七十九次義診，為上次義診發現的十四位白內障病患進行手術。

 2006.07.09 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首次前往台南縣立龍崎教養院舉辦牙科義診，為院內收容的中、

�� 重度智障及慢性精神病病患治療牙疾。

 2006.07.15 台北慈濟醫院在一樓陽光大廳舉辦茶會，邀請院內病患及家屬前來共享一個充滿茶香、

�� 音樂與人文氣息的周末下午。

 2006.07.16 菲律賓三寶顏大愛復健暨義肢中心慶祝成立兩周年，舉辦第十三次義肢發放，幫助

�� 十二位殘肢病患恢復行動自由。

 2006.07.19 花蓮慈濟醫院籌畫兩年、費時半年多自行培訓的首批標準假病人－－「良語良師」受訓結業。

�� 三十二位志工將依照劇本假扮病人就診，藉以訓練實習醫生的問診能力，並提升其臨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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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21 花蓮慈濟醫院兒童發展復健中心十周年，舉辦慶生會暨醫療成果發表會。這是

�� 全國第一家整合「物理、職能、語言、心理」四種治療，十年來至少造福二萬五千個

�� 家庭。

 2006.07.22 印尼空軍部隊建軍六十周年，舉辦一系列回饋社區的慈善活動，慈濟新加坡與

�� 馬六甲人醫會應邀前來義診，嘉惠貧病者一千五百七十七人。

 2006.08.01 《康健雜誌》針對全台灣十七家醫學中心進行「門診服務友善醫院」調查，花蓮慈濟醫院

�� 獲評優等。

 2006.08.06 新竹地區慈濟人醫會出動「社區醫療專車」，進入尖石鄉山區義診和往診。志工分成兩隊，

�� 一隊定點式的為泰崗部落的居民做牙齒保健及治療。另一隊前往馬美部落探視十幾戶

�� 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做居家健診。

 2006.08.11 花蓮慈濟醫院配合衛生署計畫，在院內實施東部抗流感藥液調劑演習。

 2006.08.12 慈濟醫學中心二十周年慶，發表三本新書--《人醫仁醫--打造醫療桃花源》、《天涯行醫--

�� 慈濟人醫手札》與《醫院常用藥100問》，見證慈院二十年來服務民眾的歷史。

 2006.08.20 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在杜魯門學院(Truman College)舉辦一年一度義診，為低收入家庭

�� 或無力負擔醫療保費的民眾，提供免費服務。

 2006.08.24 大林慈濟醫院核子醫學科正子造影中心，引進最新的「正子造影／電腦斷層（PET/CT）」

�� 設備正式啟用。

 2006.08.26 北區慈濟人醫會前進金門外島，巡迴縣立大同之家、金門監獄和小金門，展開兩天義診活動。

 2006.08.26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三寶顏市醫療中心興建的「慈濟大愛眼科中心」大樓，舉行動土典禮，

�� 將提供貧苦病患更好的醫療照顧。三寶顏市政府頒訂當天為該市的「慈濟日」，

�� 以表彰慈濟人對當地的貢獻。

 2006.09.08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跨國捐髓到比利時，台灣及法國慈濟志工愛心接力完成使命。

 2006.09.10 慈濟紐約分會結合紐約皇后、法拉盛醫院等多家醫療機構及美東物理治療師協會，

�� 舉辦大規模「愛心健康日」義診活動，以及卡崔娜颶風周年圖片展。

 2006.09.10 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到台南縣立龍崎教養院進行定期牙科義診及院生關懷。

 2006.09.10 馬來西亞慈濟人醫會到吉打瓜拉姆達北瑪當卡洞海嘯住屋區逐戶拜訪，提供健檢與

�� 醫療諮詢服務，並贈送每戶一個家庭急救箱。並將此區列入長期關懷區。

 2006.09.12 大林慈濟醫院響應政府推動「病人安全週活動——家庭用藥總檢查」方案，進行

�� 過期藥品回收作業，並舉辦為期四週的用藥安全衛教活動。

 2006.09.15 花蓮慈濟醫院與健康精神基金會合辦《腦的美麗境界》巡迴展，於花蓮慈濟靜思堂

�� 地下一樓展覽廳展出一個月。

 2006.09.16 紀念阿茲海默症被發現一百周年，花蓮慈濟醫院與全台十二個城市同步舉辦《憶不容遲，

�� 為記憶而走》宣導活動，呼籲國人及早認識並預防失智症。

醫療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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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9.16 慈濟泰國分會首次在曼谷清真寺舉辦大型眼科義診活動，由Banphoew醫院的院長

�� 吳進醫師（Witi t  Actavatkun）策劃，十二位醫師和二十五位志工參與服務，

�� 為一百八十九位病患看診，其中有三十七位將安排住院手術治療。

 2006.09.17 北區慈濟人醫會前往新竹縣尖石鄉水田部落舉辦義診，提供內兒科、骨科、牙科、

�� 中醫科、疾病篩檢及預防醫學衛生教育。

 2006.09.17 大林慈院及雲嘉南人醫會攜手下鄉，進行每月定期往診關懷，帶來醫、護、藥、志工、

�� 音樂等五種能量，膚慰孤寂失落的心靈。

 2006.09.17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為腎友家屬舉辦健檢，以提高健康意識，有效預防腎病。

 2006.09.21 花蓮慈濟醫院供膳組參加花蓮縣衛生局辦理的「95年餐飲業衛生自主管理認證」

�� 評鑑，獲得衛生優良獎。

 2006.09.24 慈濟美國聖地牙哥和橙縣聯絡處志工結合美國慈濟義診中心，再度至南加州聖地牙哥

�� 海濱市（Oceanside）皇冠岡區，舉辦今年第三次義診暨發放活動。

 2006.09.29 花蓮慈濟醫院進行全球首見的自體幹細胞移植治療腦中風試驗治療，病患損傷的

�� 腦神經細胞再生，踏出復原的第一步。

 2006.09.29 大林慈濟醫院配合嘉義縣政府「醫療到家、幸福健康」計畫，針對心血管疾病、

�� 中風、糖尿病截肢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病患者，開辦醫師居家往診、復健等

�� 醫療、照顧工作。

 2006.10.01 慈濟基金會與桃園縣脊髓損傷者協會合作，在慈濟桃園靜思堂為脊髓損傷者免費健檢。

 2006.10.02 慈濟大學、慈濟醫院、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台灣社會改造協會合作，在花蓮慈濟醫院

�� 舉行「建置台灣生物資料庫ELSI，東區記者說明會暨教育訓練」活動。

 2006.10.06 慈濟印尼分會首次在移民廳拘留所為拘留住戶舉辦義診。

 2006.10.08 慈濟三重園區舉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募得一百二十支血樣。

 2006.10.14 慈濟高雄分會與正修科技大學合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募得一百支血樣。

 2006.10.17 由行政院衛生署主辦的「九十五年度東部地區災難醫療救護演習」在花蓮慈濟醫院舉行。

 2006.10.18 北區慈濟人醫會與慈警會合作，為警政署國道高速公路警察局舉辦「守護健康守護愛」

�� 健檢活動。

 2006.10.24 大林慈濟醫院獲行政院環保署「九十五年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

 2006.10.25 由壹週刊所主辦的第三屆「服務第壹大獎」民眾問卷票選活動，慈濟醫療體系獲第二名，

�� 台北慈院院長醫務秘書林坤榮代表前往領獎。

 2006.10.27 美國總會慈濟義診中心十三周年慶，舉行一系列社區健康日義診。並於29日首次舉辦

�� 「走出健康，走出愛」健行活動。

 2006.10.27 花蓮慈濟醫院與花蓮縣衛生局、東區醫療網、玉里榮民醫院合作，舉辦「精神醫療網

�� 義工團體災難心理衛生工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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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0.28 花蓮慈濟醫院舉辦「2006器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會」。

 2006.11.05 慈濟基隆共修處舉辦捐髓驗血活動，募得一百支血樣。

 2006.11.05 菲律賓慈濟義診中心正式啟用；舉辦義診至今十一年，嘉惠十六萬貧病民眾。

 2006.11.05 慈濟吉隆坡分會首辦「腎友聯誼會」，邀請專家講解腎臟保健及良好飲食習慣。

 2006.11.05 馬來西亞慈濟人醫會及檳島、北海、雙溪大年的慈濟志工，第五次到吉打瓜拉姆達

�� （Kuala Muda）北瑪當卡洞（Permatang Katong）海嘯災民住屋區義診，為兩個月前的

�� 健康檢查進行後續關懷。

 2006.11.05 慈濟吉隆坡巴生聯絡處首次在會所舉辦捐血運動，共募得一百三十五包血漿。

 2006.11.12 慈濟吉隆坡分會與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UNHCR）合作，在難民聚居的鬧市燕美路

�� 舉辦義診，共嘉惠了一百四十八人。

 2006.11.12 慈濟紐約分會與紐約長島捐血中心於感恩節前夕合辦「秋季愛心捐血活動」，募得

�� 兩百六十四袋熱血，三十二位民眾參加骨髓捐贈驗血。

 2006.11.15 大林慈濟醫院成立全國區域級教學醫院的第一所「臨床教學中心」。

 2006.11.19 印尼慈濟義診中心為大愛一村婦幼居民舉辦「營養不良輔導暨家庭計劃」活動。

 2006.11.19 美國總會慈濟義診中心前往洛杉磯聖伯納汀諾郡 Lytle Creek 小學舉辦一年一度的義診活動，

�� 提供中醫、西醫及牙科診療，嘉惠二百七十人次。

 2006.11.23 花蓮慈濟醫院成立「婦女健康中心」，於感恩節當天舉行揭牌儀式及感恩茶會。

 2006.11.23 美國德州慈濟人醫會利用感恩節假日，在休士頓喬治布朗會議中心為遊民義診。

 2006.11.25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第八十五次義診，兩天共嘉惠一千八百三十五位貧病患者。

�� 看診民眾熱烈響應「竹筒歲月」活動，捐出身上的小零錢，成為手心向下的助人者。

 2006.11.26 慈濟紐約分會舉辦「免費Ｃ肝篩檢活動」，並邀請專家講解Ｃ肝防治。

 2006.11.29 由台灣、大陸、菲律賓三地慈濟志工五十三人組成的「江蘇沭陽光明行動義診團」，

�� 分成三路前往江蘇沭陽進行三天二夜的義診及家訪活動。

 2006.12.02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在台北慈濟醫院舉辦十三周年學術研討會，於會中與韓國

�� 骨髓庫簽訂合作契約，並宣布與美、德兩國骨髓資料庫串連，將骨髓捐贈資料

�� 增至千萬筆。

 2006.12.02 新加坡分會同步舉辦捐血及骨髓捐贈驗血活動，募得一百二十八包血液，以及九十三支

�� 捐髓血樣。

 2006.12.10 慈濟吉隆坡分會在燕美路第二次難民義診。

 2006.12.15 北區慈濟人醫會前往金門，為受刑人和離島軍民義診。

 2006.12.17 印尼慈濟人醫會為巴隆「阿爾阿斯利亞.奴魯亞.伊曼」習經院學生義診，嘉惠病患

�� 一般科八百九十位、牙科二百七十人。

 2006.12.20 大林慈濟醫院推動社區健康六年有成，舉辦成果展。

醫療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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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年｜表

 2006.01.06 慈濟大學與慈濟醫院合作，首創專為住院醫師與資深醫師開辦「大體模擬實境手術

�� 教學」，第三梯次由大林慈院醫師進行為期四天的微創手術練習。

 2006.01.07 慈濟大學展開第二階段海外招生說明會，巡迴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國，舉行教育展。

 2006.01.10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於花蓮市中原國小附設幼稚園試教，教材豐富有趣，

�� 小朋友樂在其中。

 2006.01.13 慈濟大學健康傳播中心舉行「西藏地區防治磚茶型氟中毒」學術研討會，邀請專家

�� 蒞校進行學術交流。

 2006.01.21 慈濟大學新加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舉行首屆結業典禮暨學習成果展。

 2006.01.24 慈濟大學語言教學中心舉辦「2006年台灣東部地區外籍人士華語說故事比賽」。

 2006.02.05 慈濟馬六甲分會舉辦五天的「幼兒教育專業理論與實作研習會」，台灣慈濟技術學院

�� 幼保系老師張毓幸及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老師胡美智，應邀前來分享、交流。

 2006.02.08 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分別在花蓮、彰化、台南開設免費外籍配偶專班，幫助

�� 「非華語外籍配偶」認識中華文化，融入台灣生活。

 2006.02.09 「慈濟技術學院馬來西亞人文國際交流團」師生一行三十九人，由慈濟基金會副總

�� 陳紹明領隊，前往馬來西亞進行為期七天國際人文交流。

 2006.02.10 慈濟大學快樂健康社為期三天的「寒假珍惜營」在大林慈院舉行，雲嘉地區四到六年級學童

�� 一百二十一人報名參加。

 2006.02.10 慈濟大學與花蓮縣政府、東華大學和花蓮教育大學聯合規劃「花蓮縣健康城市研究

�� 發展計畫」。設置在慈濟大學的「花蓮縣健康城市辦公室」揭牌啟用。

 2006.02.13 印尼慈濟幼稚園戶外教學，七十五位學童由老師及大愛媽媽帶領，參訪雅加達西區的

�� 警察局及郵政局。

 2006.02.15 慈濟美國總會為籌辦「慈濟大愛幼兒園」，參訪胡士托小學，觀摩該校的中英雙語教學。

 2006.02.17 慈濟大學舉辦「教師合心共識營」，校長及各系所教授、教師一百一十八人參加，

�� 深入瞭解慈濟人文與志業精神。

 2006.02.17 印尼慈濟中小學課外活動成立「大愛小記者班」，邀請大愛電視台記者Ari Trismana

�� 前來指導學生如何採訪及撰寫新聞稿。

 2006.02.18 慈濟大學與慈濟醫院合辦兩天的「九十五年第一梯實習醫師合心共識營」，五十位

�� 即將踏進醫院臨床實習的醫學系六年級學生，在宣誓典禮中接受證嚴上人授袍祝福。

 2006.02.18 慈濟大學馬來西亞社會推廣教育中心舉辦五天的「妙手生華師資精進研習營」，

�� 來自馬六甲、吉隆坡、新加坡、檳城、怡保、吉打、新山和高烏共二十二人，

�� 接受手語種子老師培訓。

 2006.02.20 慈濟大學與慈濟醫院合辦第五次「大體模擬手術教學」，醫學系六年級學生展開

�� 四天課程。24日舉辦感恩大體老師追思火化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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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2.21 慈濟美國總會為籌辦「慈濟大愛幼兒園」，參訪全美唯一從幼教至中學落實中英雙語的

�� 私立學校——中美國際學校。

 2006.03.05 慈濟大學舉行九十四學年大體老師感恩追思暨入龕儀式，共二十九位大體老師圓滿育才功德。

 2006.03.05 澳洲布里斯本慈濟人文學校舉行第二屆小學結業典禮。

 2006.03.10 九十四學年下學期「慈濟大學慈誠懿德會」在花蓮靜思堂國際會議廳舉行，有來自

�� 全省三百多位慈誠爸爸、懿德媽媽與慈大師生共聚聯誼。

 2006.03.13 慈濟技術學院邀請澳洲國際知名物理治療專家賀保羅（Paul W. Hodges）教授，前來

�� 本校及慈濟醫院指導進行國際合作與計劃。

 2006.03.13 慈濟大學首屆僑生週活動，來自十三個國家的三十一位僑生舉辦靜態展覽，介紹各國

�� 傳統文化。

 2006.03.24 慈濟大學舉辦第三屆「妙手生華」手語比賽。

 2006.03.24 慈大實小第五屆兒童劇展，共十三個班級參加，劇本撰寫、道具製作、聲光特效的搭配，

�� 均由老師、學生、家長協力完成。

 2006.03.24 慈大附中學輔中心薛靜儀老師、國三王宇鵬和高三楊至弘，獲選救國團花蓮縣95年

�� 「優秀青年」及「優秀學校青年」獎。

 2006.03.24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進入倒數階段，慈大附中為激勵國三同學用功，在怡園渡假村舉辦一天的

�� 「志學營」。

 2006.03.25 慈濟大學第十二屆精舍路跑活動，包括慈大及慈大附中師生近兩千人參加十公里越野賽跑。

 2006.03.28 慈濟大學即日起到4月22日與美國科羅拉多學院交換學生計劃再度展開。十二位科羅拉多

�� 學生由遺傳學教授Ralph帶領前來慈大學習。

 2006.03.29 花蓮慈濟大學慶祝青年節，包括人醫社、快樂健康社、慈青社、觸愛團契等社團學生，

�� 聯手舉辦「服務週」活動，透過服務展現青年理想熱忱。

 2006.03.31 慈濟大學舉行第六任校長交接典禮，由醫學院院長王本榮教授正式接任校長；原教務長

�� 賴滄海因代理校長期間表現優異，升任副校長。

 2006.04.02 慈濟大學巴生社會教育推廣中心、馬來西亞巴生靜思書軒正式啟用。

 2006.04.06 慈濟加拿大分會於高貴林區三聯市四十三學區（School District No.43），舉辦學童課外教學

�� 助學金發放及感恩晚會。

 2006.04.15 慈大實小承辦「花蓮縣幼稚教育創意教學觀摩會」，來自花蓮地區多所幼教機構

�� 親師生共一百多位參加。

 2006.04.23 花蓮縣教育局在縣政府前廣場舉辦「2006世界書香日」活動，慈濟大學參與設攤，

�� 設計「把愛找回來」闖關親子遊戲，推動閱讀風氣，帶入生活藝術與環保。

 2006.04.24 慈濟大學首屆音樂節，三天的活動分別邀請國內知名男高音宋茂生個人獨唱會，

�� 沈克恕博士小提琴獨奏會，以及劉岠渭教授的音樂講座：「邁入古典音樂的殿堂」。

教育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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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4.29 加拿大高貴林慈濟人文學校四年正班舉辦靜思語教學成果發表，並以「勇敢」為主題，

�� 讓孩子們學習如何以自己的力量處理周遭的事物。

 2006.05.01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舉辦五天的校內義賣活動，所得捐贈吉安鄉光華國小，專款專用，

�� 實際解決三十一位同學的學費問題。

 2006.05.02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師生二十一人來台參加慈濟四十周年慶活動，並應邀前往慈大實小

�� 進行為期兩週的學習之旅，讓中泰學生彼此文化交流，拓展國際視野。

 2006.05.06 加拿大密西沙加慈濟人文學校，配合課程中心德目「孝順」，舉行今年的班親會。

�� 邀請家長於第三堂課和孩子共同參與生動有趣的親子課程。

 2006.05.07 慈濟大學第一屆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畢業生，公演兒童劇「消失的城堡」，首場

�� 在慈濟小學演出；第二場將於12日在慈濟大學演出。

 2006.05.07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舉辦詩歌朗誦、演講比賽，來自四十所中文學校，超過六百名

�� 大小朋友參賽。洛杉磯佛教慈濟人文學校榮獲團體組冠軍。

 2006.05.07 慈濟技術學院學生高嘉璟、黃瑞媚、黃沛文、施雅珍、葉虹儀、黃逸凡，以音樂手語劇

�� 「跪羊圖」參加百世教育基金會舉辦創意孝道競賽，榮獲全國第一名，將獎金五萬元

�� 全數捐給慈濟基金會濟貧。

 2006.05.10 慈濟加拿大分會贊助素里教育局，頒發助學金，嘉惠五十六所學校一百六十九名中、小學生。

 2006.05.14 澳洲布里斯本慈濟人文學校舉辦母親節中文作文比賽。

 2006.05.19 五月是慈濟大學的「慈懿人文月」，該校特地舉辦感恩餐會，由校長帶領老師親自上菜，

�� 感恩懿德媽媽和慈誠爸爸長年的護持。

 2006.05.20 由紐約台灣同鄉聯誼會主辦的第一屆大紐約地區中文字彙比賽，共有來自紐約和

�� 新澤西州的五十五名華裔學生參賽。慈濟新澤西北部人文學校榮獲低年組團體獎

�� 第三名、高年組團體獎第二名。

 2006.05.21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第二屆幼幼班畢業典禮，全體親師生共同演出闡揚孝道的「跪羊圖」

�� 音樂手語劇。

 2006.05.22 慈濟技術學院國樂社舉辦第一屆國樂節「優美慈濟倡暢唱」活動，邀請慈大及慈技

�� 全體師生一同參賽，評選優秀者參與26日的「心蓮萬蕊朵朵開」演唱會演出。

 2006.05.26 慈濟大學獲經濟部能源局「94年度節約能源績優廠商傑出獎」。經濟部能源局並舉辦

�� 「2006節約能源績優廠商觀摩會」，邀請東部機關團體一百多人前來觀摩慈大

�� 節約能源的經驗。

 2006.05.29 慈大附中人文室為畢業在即的國三同學，舉辦為期三天的植福志工隊。內容包括人文講座、

�� 靜思精舍出坡、東區老人之家關懷行，以及志工心得分享。

 2006.06.01 慈濟加拿大分會在南素里區三角洲市（Delta）的Cougar Canyon小學，舉辦首次

�� 助學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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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02 慈濟大學舉辦兩天的「生物醫學與人文學術研討會」。

 2006.06.03 東莞、深圳、廣州慈濟志工一行四十三人，前往廣州中醫大學進行2005學年下學期

�� 助學金第四次發放。共資助五十一名學生，每人二百五十元人民幣。

 2006.06.04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舉行慈濟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頒獎典禮，共有十五名成績優異、

�� 熱心社區服務的高中學生獲得這項榮譽。

 2006.06.05 美國德州達拉斯慈濟人文學校首屆暑期班正式開學。

 2006.06.06 慈濟大學第二屆傳播學系畢業作品展：「下一位，請進」，作品多樣化，蘊含對人的關懷，

�� 希望俾帶給社會一些省思。

 2006.06.06 為了表彰慈濟大學師生及所屬社區志工們，長期投入山地部落推動健康傳播工作，

�� 花蓮縣衛生局、慈濟大學，以及歐巴尼紀念基金會舉辦「健康傳播志工感恩大會」，

�� 共有二百零三位志工受獎。

 2006.06.11 美國北加州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舉辦第一屆結業典禮暨義賣園遊會。

 2006.06.15 花蓮慈大實小舉辦應屆畢業生「植畢業紀念樹」活動。

 2006.06.17 加拿大高貴林慈濟人文學校舉行2005學年度畢業暨結業典禮，並頒贈「卓越貢獻」獎牌，

�� 感謝資深教師的奉獻。

 2006.06.17 加拿大素里慈濟人文學校三年有成，今舉辦首屆畢業典禮， 歡送十七名學子再啟新航。

 2006.06.17 慈濟美國總會舉行2006年度清寒優秀獎學金頒獎典禮，各族裔高中應屆畢業生七十二位，

�� 每人獲得美金一千元獎助金。

 2006.06.18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頒發慈濟清寒獎學金，二十位優秀清寒學子獲獎補助。

 2006.06.20 慈濟大學與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希望兩校在原住民研究的經驗互相交流，

�� 未來合作模式將朝向交換學生、教師、研究計畫等。

 2006.06.20 花蓮慈大實小舉行第五屆暨附設幼稚園第四屆畢業典禮。

 2006.06.22 慈濟大學與越南胡志明市外語資訊大學簽訂結盟姊妹校備忘錄。

 2006.06.24 慈濟大學巴生社會教育推廣中心第一屆結業典禮。

 2006.06.28 花蓮慈大實小舉辦水上運動會，比賽項目有捷泳、蛙泳個人競賽及大隊接力、水中趣味競賽。

 2006.06.30 慈濟大學海外教育志工團，經嚴格甄選和受訓，今日結業舉行授證授旗典禮。

�� 預訂7月3日出發前往馬來西亞、11日至泰國清邁，擔任華語教育志工。

 2006.07.01 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舉辦的「2006年慈濟大學岡山暑期兒童生活智慧營」，

�� 在慈濟岡山志業園區展開四天活動，計有兩百五十位小朋友報名參加。

 2006.07.07 馬來西亞吉蘭丹人文學校慈幼與慈少在老師陪同下，一起慰訪感恩戶 ，認識貧窮、

�� 病苦人生，以生命教育啟發愛心。

 2006.07.08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頒發優秀清寒獎學金共錄取十五名，十二名不同族裔得獎學生上台

�� 受獎，親友熱烈出席以表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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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7.09 慈濟大學新加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今天在新加坡靜思堂舉辦2006年第二學期

�� 結業典禮暨學員成果展。

 2006.07.09 「2006年慈濟大學醫學營」即日起展開一星期活動，來自全台一百三十幾位高中生

�� 報名體驗慈濟人文與大學生活。

 2006.08.08 慈大附中於父親節當日舉辦「感恩月愛灑人間活動」及宿舍佛堂啟用典禮。

 2006.08.09 慈濟大學「國中親子快樂健康感恩營」開營，在慈大校園展開四天活動。

 2006.08.18 慈濟大學新加坡社教推廣中心舉辦第二梯次「海外妙手生華師資精進研習營」，來自

�� 新加坡、馬六甲、吉隆坡和檳城的二十七位手語種子老師展開三天研習。

 2006.08.31 慈濟大學與委內瑞拉中央大學簽約締結姊妹校。

 2006.09.09 慈濟大學於開學前舉辦六天的「慈大新生生活營」活動，其中11、12日進行慈誠懿德

�� 相見歡，13日舉辦社團博覽會。

 2006.09.12 慈濟美國總會第一所向政府申請立案的慈濟大愛幼兒園，在加州蒙羅維亞市（Monrovia）

�� 舉行創校開學典禮。

 2006.09.13 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舉辦懷爾遜大學、約克大學、多倫多大學三校聯合獎助學金捐贈典禮。

 2006.09.14 慈濟馬六甲分會前往培風中學頒發清寒助學金。

 2006.09.15 慈大附中舉行新舊任校長交接典禮，原任校長歐源榮因健康考量，提前卸任，

�� 由前花蓮女中校長李克難接任。

 2006.09.15 慈濟大學為迎接新進教職員，以及讓全體老師瞭解慈大辦學理念和校務規劃，舉辦

�� 合心共識營，共有一百七十三位教師參加。

 2006.09.15 慈濟大學傳播系四年級同學即將到各機構的傳播相關單位實習，今天在精舍舉辦

�� 「授傳衣袋」典禮。

 2006.09.19 慈濟大學舉行九十五學年度大體老師啟用典禮。

 2006.09.22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舉行「教育學程新生宣誓典禮」，大家宣讀誓言，「以大愛為樑，

�� 以智慧為牆，照顧學生慧命」。

 2006.09.23 慈大附中「慈誠懿德會」志工於教師節前夕舉辦「謝師敬師感恩會」，引領學生向師長

�� 行禮、奉茶，表達謝意與敬意。

 2006.10.01 慈大實小響應花蓮縣清潔日，全校親師生與國福里居民一起打掃碧雲莊社區街道。

 2006.10.08 慈濟馬來西亞哥打丁宜聯絡處分別於9月17日及10月8日舉辦兩梯次助學金發放，嘉惠

�� 七十位中、小學清寒學子。

 2006.10.15 慈大實小慈幼社及家長、老師共計二十六人參加荒野協會舉辦之美崙山生態行，

�� 進行摘除小花蔓澤蘭(又稱為生態殺手)活動。

 2006.10.21 慈濟大學十二周年校慶，舉辦首屆「慈濟志業協力盃籃球聯誼賽」及人文系列活動。

 2006.10.21 慈大附中、慈大實小共同舉辦七周年校慶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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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年表

 2006.10.22 慈濟馬來西亞斗湖聯絡處在新華學校正式舉辦第一次慈濟助學金頒發典禮，嘉惠

�� 七間華小共五十八位各族學生。

 2006.10.26 慈大實小師生參加花蓮縣語文競賽，蔡宜君老師榮獲教師組作文第二名；六年二班

�� 洪承禾榮獲閩南語演說第二名。

 2006.11.05 慈濟馬來西亞關丹聯絡處舉辦第一屆助學金發放，嘉惠關丹縣十一間華小六十二位學生。

 2006.11.09 美國總會慈濟大愛幼兒園舉行揭幕及開學典禮。上人期勉：「教之以禮，育之以德」。

 2006.11.18 馬來西亞檳城慈濟人文學校結業典禮，慈少班同學演出《父母恩重難報經》舞台劇，

�� 台下師生與來賓感動落淚。

 2006.11.19 澳洲布里斯本慈濟人文學校舉辦畢業典禮暨教學成果展。

 2006.11.28 慈濟大學海外社會推廣教育中心的講師和志工返台尋根之旅暨業務彙報。

 2006.12.01 花蓮縣府「話我家鄉道路安全徵文比賽」在慈濟大學和敬樓頒獎。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

�� 囊獲前三名及佳作，共十二位同學獲獎，是徵文比賽大贏家。

 2006.12.11 吉隆坡慈濟大愛兒童教育中心首次舉辦「愛心媽媽聯誼會」。

 2006.12.18 慈濟大學在圖書館中庭舉辦為期一週的「慈大姊妹校展」。

 2006.12.21 慈小舉辦九十五學年度上學期英語學習成果發表會，活動單元有生活英語、英語戲劇、

�� 歌唱等等，整體呈現小朋友的學習成果。

 2006.12.27 慈濟大學醫學資訊學系舉辦專題成果發表會，展出十三項結合醫療照護與電腦科技的

�� 學生創意作品，令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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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年｜表

 2006.01.15 馬來西亞吉隆坡慈濟教師聯誼會開辦「種子老師成長教室」，首屆課程有八十六位

�� 來自各中小學、安親班的校長、老師一起精進研習。

 2006.01.15 慈濟法國巴黎聯絡點舉辦首次歲末祝福，全體志工、慈青、會眾二百二十多人齊聚

�� 僑教中心，虔誠祈禱人心淨化、社會祥和、天下無災。

 2006.01.16 慈濟北加州分會在洛斯阿圖山麓市（Las Altos Hills）的山麓學院（Foothill College）

�� 史密斯維克劇院（Smith wick Theater）舉行一場「愛灑人間 擁抱蒼生」音樂會，

�� 希望喚起大家對驚世天災，有警世覺悟，並持續關懷受苦難人。

 2006.01.22 慈濟高雄分會將於農曆年後舉辦「蕙質蘭心外籍配偶職訓班」，是日邀請已報名的學員

�� 相見歡並圍爐，讓外籍配偶們體驗台灣的過年文化，以及台灣的人情味。

 2006.01.23 正修科技大學慈青社與國術社，於東光國小舉辦三天的「教育優先區中小學學生營隊

�� 活動」，透過環保、國術、靜思語等課程，培養孩子們感恩心與堅持學習的理念。

 2006.01.23 花蓮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慈警會）一行十人，帶著福慧珍粥、素泡麵等物資，

�� 前往天祥派出所、合歡山派出所關懷值班員警。

 2006.01.27 慈濟加拿大分會參加多倫多一年一度慶祝中國年活動，於台灣展示區設攤參展。該區

�� 主辦單位台灣駐多倫多經濟文化辦事處特將主題「美麗台灣」改成「美善台灣」。

 2006.02.02 馬來西亞新山聯絡處從大年初五至元宵節，十一天舉辦八場新春感恩祈福晚會，約有

�� 九百七十八位民眾參加。

 2006.02.05 響應證嚴上人推動「感恩、尊重、愛」，新竹慈濟志工一百多人分成五組，展開

�� 愛灑社區活動，以口說好話結善緣，走入社區送祝福。

 2006.02.05 澳州聖誕島舉辦第一次新春祝福茶會。

 2006.02.05 慈濟泰國分會開設「泰籍感恩戶慈少種子養成班」正式開課。

 2006.02.05 桃園慈濟志工參與桃鶯社區「守護健康、守護愛」新春健行，與社區民眾共二百多人

�� 沿路談笑健行兼淨山。

 2006.02.05 加拿大渥太華慈濟人參與加京華人僑社舉辦的春節聯歡會，分享慈濟人文志業，

�� 並義賣點心，製作手工燈籠、花籃，向大眾推廣環保意識。

 2006.02.07 靜思文化出版社參加第十四屆台北國際書展，慈青同學擔任服務員，與民眾分享慈濟人文。

 2006.02.08 「2006年大專教師靜思研習營」在靜思精舍展開為期三天活動，來自台灣北、中、

�� 南、東各地大專院校近兩百位教職員參加。

 2006.02.08 為期四天的「2006年北宜花慈青生活禮儀學習營」於慈濟板橋園區展開，共有二百四十三位

�� 同學精進共修。

 2006.02.10 《經典》雜誌榮獲第三十屆金鼎獎之最佳人文類雜誌、最佳專題報導、最佳攝影、

�� 最佳專欄寫作等四個獎項。

 2006.02.11 慈濟亞庇聯絡處新春感恩祝福晚會，三百三十位不同種族、宗教的會眾及志工齊聚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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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12 慈濟高雄分會於岡山園區開辦「蕙質蘭心外籍配偶成長班」正式開課，協助外籍夫妻

�� 學習謀生技能。

 2006.02.12 慈濟加拿大分會元宵迎春祝福晚會，以音樂手語劇詮釋《三十七助道品》經文要義，

�� 溫哥華林程滿師姊分享婆媳轉苦為甘，祖孫三代一同做志工。

 2006.02.12 南非約堡慈濟人舉辦「歲末感恩、新春祈福」活動，三百多位華人朋友及數十位非裔

�� 朋友出席盛會。

 2006.02.13 慈濟大學新加坡社教推廣中心舉辦第二梯次「海外真善美花道師資精進研習營」，

�� 來自新加坡、馬六甲、吉隆坡和檳城的二十七位花蓮種子老師展開五天研習。

 2006.02.15 慈濟傳播文化基金會在印尼雅加達成立大愛電視無線台，於第59UHF頻道二十四小時

�� 播映，節目全部用印尼語發音或配音。2月15日試播。

 2006.02.18 「慈青慈懿會暨學長會輔導員研習營」在花蓮靜思堂展開兩天研習活動。來自台灣、

�� 美國及紐西蘭慈懿會、學長會，海內外六百一十二位慈青輔導員相互交流傳承經驗。

 2006.02.19 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在警察專科學校舉辦「慈警親子運動會」，歡樂競賽，

�� 人人有獎，呈現真善美的慈濟人文。

 2006.02.20 桃園中壢志工在華勛國小舉辦三週二十四場生命教育課程，邀請全校師生參與。

�� 首次上課分享截肢者韋齊的故事，並讓同學體驗沒有手指的生活感受。

 2006.02.21 《經典》雜誌在花蓮靜思堂展出台灣知名女畫家梁丹丰畫作《這雙明眸——慈濟世界

�� 之旅》，展期至三月五日止。

 2006.02.25 桃園縣平鎮市湧豐、湧光、湧安三個里在祥安國小聯合舉辦愛灑人間社區茶會。

 2006.02.25 慈濟南非德本聯絡處舉辦第九屆黑人志工研習會。

 2006.02.25 吉隆坡慈濟志工走訪七間小學舉行大愛媽媽說明會，獲校方熱烈回應，隨後受邀

�� 上當地電台介紹，亦陸續接獲校長、老師及家長報名參加。

 2006.02.26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委員慈誠培訓，有二十位志工報名受訓。

 2006.02.26 慈濟亞庇聯絡處兒童精進班開課，邀請父母與孩子一起成長。

 2006.02.28 檳城慈濟志工應邀在英保達公司舉辦愛灑人間茶會，與一百八十位員工分享慈濟志工與人文。

 2006.03.04 為期三天的「2006年新馬企業家靜思生活營」在花蓮舉行，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地

�� 企業家八十人來台參加。

 2006.03.04 高雄縣六龜鄉荖濃國小舉辦「九十四年度第二學期慈濟人文活動」，慈濟教聯會老師、

�� 大愛媽媽透過活潑有趣的行動劇，引導孩子認識環保。

 2006.03.04 中華民國駐約堡辦事處舉辦英文記者招待會，向南非民眾介紹佛教。約堡慈濟志工

�� 應邀出席介紹慈濟志業與人文。

 2006.03.05 澳洲墨爾本慈青響應一年一度「全澳清潔日」，邀集一百一十位年輕人參與St. Kilda beach

�� 淨灘。

人文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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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3.05 彰化兒童精進班慰訪「內政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關懷老人家。

 2006.03.05 台中分會兒童精進班勇氣班的小朋友與家長，今前往瑪麗亞教養院關懷身心障礙院生，

�� 陪伴到戶外散步並幫忙餵食。

 2006.03.10 慈濟基金會於關渡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舉辦「台灣心家族--預約『感恩．尊重 ．愛』感恩

�� 茶會」，邀全省十七個縣市文化局代表參加。

 2006.03.11 慈濟台東聯絡處舉辦兒童生活營，共有一百二十人報名參加。

 2006.03.11 2006年度首梯次「大愛引航列車-靜思語教學巡迴研討會」，首場在板橋後埔國小舉行，

�� 一百三十位中小學老師前來觀摩交流。

 2006.03.12 台北樹林啟智街環保站啟用，社區鄰里及志工近百人熱烈響應資源回收。

 2006.03.12 慈濟榮董黃華德舉辦「榮董環保知性之旅」活動，邀請北區一百多位榮董到內湖環保站

�� 參與回收分類，親身體驗做環保。

 2006.03.12 慈濟台中分會豐原社區兒童班及青少班，近七百位學員與家長參與社區淨街活動，

�� 學習分類回收做環保。

 2006.03.12 慈濟新加坡分會在靜思堂前廣場舉辦資源回收活動，帶動社區民眾學習生活環保。

 2006.03.12 台北中正區河堤國小、忠義國小兩個新環保點啟用。

 2006.03.16 屏東及高雄教聯會結合社區大愛媽媽，在屏東長興國小進行靜思語教學活動，全校

�� 六百多位師生熱烈參與。

 2006.03.18 慈濟基金會與各縣市文化局合作推動「感恩、尊重、愛」人文巡迴講座，首場今於

�� 南投縣文化局展開，邀請口足畫家謝坤山分享自己成長的心路歷程。

 2006.03.23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在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展開四天活動，慈濟志工動員上百人

�� 服務參賽選手。

 2006.03.25 花蓮區慈濟教聯會首辦「親子成長班」正式開課。

 2006.03.25 銘傳大學四十九周年校慶暨園遊會，慈青社設攤義賣環保餐具，並在校園設置資源回收點，

�� 宣導垃圾分類觀念。

 2006.03.29 高雄慈濟志工、慈青、大愛媽媽等一行四十餘人，今在高雄縣甲仙國小舉辦「好山、

�� 好水、環保慈濟行」活動，與偏遠地區小朋友們分享環保觀念。

 2006.03.31 美國亞特蘭大人文學校今在喬治亞州雲境公園（Cloudland State Park）展開三天兩夜親子營活動。

 2006.04.02 慈濟高雄岡山志業園區「蕙質蘭心外籍配偶成長班」今舉辦戶外教學活動，一百五十多位學員

�� 參訪柳橋環保站，實際學習環保生活及分類回收。

 2006.04.07 菲律賓分會首次舉辦「大學清寒生生活營」，活動為期三天，共有六十九位由分會

�� 扶持上大學的清寒學生參加。

 2006.04.09 馬來西亞吉隆坡七所大專院校慈青共五十三位，今到斯里八打靈（Sri Petalin）大城堡

�� 組屋做環保，清掃環境、回收垃圾，並挨家逐戶向居民宣導資源回收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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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4.09 馬來西亞馬六甲兒童精進班戶外教學活動，分別帶領小朋友探訪照顧戶，關懷老人院、

�� 殘智障院，及到義診中心及資源回收站服務。

 2006.04.18 馬來西亞大愛媽媽成長班學員，首次在馬六甲慈濟幼教中心週會上為小朋友講演故事，

�� 啟發孩童善念。

 2006.04.22 響應世界地球日，高雄三民區慈濟人帶動社區民眾掃街，清理金山環保站周圍區域，

�� 並舉辦環保創意DIY「二手衣物惜福義賣會」。

 2006.04.27 慶祝慈濟四十周年，慈濟人文志業中心首度和康軒文教合作，推出童書《地球的孩子》，

�� 將大愛電視台影集改編出版，敘述三十個勇敢生命的故事。

 2006.04.29 花蓮慈濟人慶祝佛誕節，今明兩天分別在鳳林客家文物館及光復鄉洪華公園舉辦

�� 社區浴佛活動，吸引社區會眾近七百人歡喜來參加。

 2006.04.30 慶祝慈濟四十周年，慈濟醫療志業二十周年，靜思文化與時報出版攜手於誠品書店

�� 信義旗鑑店舉辦新書發表會，介紹四本醫療叢書：《人醫仁醫》、《清水之愛》、

�� 《大愛相髓》、《Great Love as a Running Water》——清水之愛英文版；並由慈濟醫療團隊

�� 與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見證慈濟醫療發展的艱辛與成果。

 2006.05.01 慈濟亞庇聯絡處利用五一勞動節假日，舉辦「虔誠齋戒月」素食招待社區民眾，

�� 推廣齋戒素食。

 2006.05.03 慈濟印尼分會首次在加里曼丹島的山口洋市（Singkawang）舉辦愛灑人間社區茶會。

�� 副市長Raymundus Saeran應邀出席，當地民眾兩百多人與會。

 2006.05.05 《經典》雜誌第八十八期「南亞大地震」專題，攝影記者安培淂(Alberto Buzzola)，

�� 獲2006年亞洲卓越編輯獎中文雜誌類最佳新聞照片獎。

 2006.05.06 慈濟美國總會志工參與洛杉磯河之友（Friends of Los Angles）發起的「臺美人傳統週--

�� 清掃洛杉磯河」活動。

 2006.05.07 慈濟美國亞特蘭大聯絡處舉辦慈濟四十周年暨亞特蘭大聯絡處十周年慶祝會，以及

�� 人文學校結業典禮。

 2006.05.07 慈濟加拿大分會參與溫哥華市第九屆華埠清潔運動，與一百多位各族裔志工及社區團體、

�� 僑社一起掃街，提昇華埠街道清潔。

 2006.05.07 慈濟高雄岡山園區舉辦「見證慈悲、深耕人文」教育週的闖關活動，包括橋頭社區

�� 親子成長班、青少年成長班，及蕙質蘭心外籍配偶成長班等共兩百位學員，扶老攜幼

�� 歡喜來參加。

 2006.05.11 慈濟屏東分會與長興國小合辦「五月馨情，大愛感恩」慶祝母親節活動，學童向母親

�� 奉茶、叩頭謝恩，場面感人。

 2006.05.11 高雄楠梓莒光國小慶祝母親節，邀請慈濟大愛媽媽演出靜思劇場「免費帳單」，傳達

�� 父母對孩子不求回報的愛，引導孩子們懂得飲水思源。

人文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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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5.13 慈濟紐西蘭分會靜思語中文班舉辦教學成果發表會，小朋友以中文話劇表達對母親及

�� 師長的教誨養育之恩。

 2006.05.14 慈濟加拿大分會以淨灘、掃街慶祝母親節，不少人帶母親及子女同行，度過有意義的一天。

 2006.05.19 台東慈濟志工製作三千個素粽，分送縣內十幾個社福團體及警政單位，分享溫馨端午節。

 2006.05.19 新竹地區慈濟社區志工製作愛心粽，於端午節前夕向當地警消人員致敬。

 2006.05.20 馬六甲麻坡市議會與南方廢料處理公司合辦「推動環保醒覺運動」，邀請慈濟志工

�� 到場示範環保手工製作，以及宣導環保意識。

 2006.05.20 美國舊金山「第二屆亞洲傳統文化街會」開鑼，慈濟志工設攤位義賣及介紹慈濟志業，

�� 並承擔街會外圍的交通護安任務。

 2006.05.20 成立十三年的高雄中山大學慈青社，首次舉辦學長學姊回娘家活動，邀請歷屆慈青

�� 分享志工經驗。

 2006.05.20 美國北加州慈濟少年團舉辦雙親節活動，小朋友親手作點心孝敬父母。

 2006.05.21 五月是感恩的季節，吉隆坡三所大專學院慈青攜手合作，為慈少班課程設計了一系列

�� 親子活動，讓急於高飛的慈少們，找回與父母依偎的溫度。

 2006.05.21 馬六甲及吉隆坡分會「靜思語教學種子老師成長教室」，第一期培訓課程圓滿，舉行

�� 結業典禮。

 2006.05.21 馬來西亞巴生首屆親子成長班及快樂兒童精進班，今天舉辦課外教學，一百三十位

�� 小朋友及家長，前往慈濟巴生聯絡處，學習環保常識及資源回收。

 2006.05.22 台北德明技術學院師生一百多人，配合本學期「勞動教育」課程，舉辦一日環保體驗營，

�� 前來內湖慈濟園區環保站，學習資源回收分類。

 2006.05.24 台北市私立東山高中和慈濟大學合辦三天兩夜的「生命教育體驗營」，帶領同學認識

�� 慈濟人文，啟發生命的意義。

 2006.05.26 慶祝端午節，花蓮碧雲莊社區的慈濟志工們製作一千三百個素粽，與慈濟小學慈幼社的

�� 師生們一起送愛，與感恩戶和社區志工分享。

 2006.05.27 慈濟馬來西亞大山腳聯絡處舉辦齋戒月供齋活動，並備辦素食晚宴與社區民眾結緣，

�� 藉以推廣「心素食儀」運動。

 2006.05.28 慈濟與西門國小合辦「親子體驗營」，共有一百零二位新移民子女、家長、社區人士

�� 報名參加。

 2006.05.28 台北海山區慈濟志工前往板橋市金門街關懷獨居的九十歲阿嬤，為她翻修屋頂，

�� 解決雨天漏水的困擾。

 2006.05.29 為解決南亞地區貧窮問題，加拿大「世界夥伴行」（World Partnership Walk）在史丹利公園的

�� 林百文園（Lumberman's Arch）舉行募款活動，慈濟加拿大分會共襄盛舉，表演

�� 手語歌及中國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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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5.29 高雄左營區慈濟人動員數十位社區志工包粽子，分送左營各警察局、派出所、消防隊，

�� 以及長期照顧戶，祝福端午佳節平安吉祥。

 2006.06.03 嘉義市府首次與慈濟基金會合作，為一百四十八位年滿十八歲的青年舉行「成年禮」

�� 活動，家長牽著孩子通過「智慧門」，孩子則向父母奉茶、跪恩。

 2006.06.03 慈濟基金會與台中縣文化局合作舉辦的「感恩．尊重．愛」人文巡迴講座，邀請人文

�� 歌手殷正洋與大家談幸福。

 2006.06.03 慈濟與台南縣文化局、善化鎮立圖書館合作舉辦「感恩．尊重．愛」人文巡迴講座，

�� 邀歌仔戲名角唐美雲與作家陳豔秋感性對談「戲說人生——扮好人間舞台的角色」。

 2006.06.03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與紐約《世界日報》合辦的「西域記風塵」(Journey To The West)全美

�� 巡迴攝影展開幕。

 2006.06.03 慈濟教師聯誼會「大愛引航」靜思語巡迴教學來到台北市東新國小，研討主題包括

�� 加強人文教育、生命教育，落實心靈環保。

 2006.06.04 慈濟台南靜思堂舉行印順導師圓寂週年追思會，及「法影一世紀」影像展。

 2006.06.04 馬六甲分會舉辦靜思語講故事觀摩賽，包括慈濟幼教中心、安親班、兒童班、親子

�� 成長班、慈少、大愛媽媽及其他幼兒園，共有十一組隊伍一百六十六人參賽。

 2006.06.04 台北縣三峽區慈濟兒童精進班邀請脊椎損傷的林育帆先生，與小菩薩們分享自己重新

�� 振作人生的心路歷程。

 2006.06.04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在中央公園(Central Park)舉辦愛灑人間社區茶會，並設攤宣導

�� 骨髓捐贈。

 2006.06.04 馬來西亞關丹聯絡處志工應邀前往彭亨洲雲冰佛教會，向國民服務員分享慈濟志業

�� 與人文。

 2006.06.05 北區大愛媽媽應邀為板橋國光國小六年級應屆畢業生舉辦圓緣活動。

 2006.06.06 泰國慈濟人應邀到曼谷彭世洛府大學舉辦愛灑人間活動，與五千五百名入學新生分享

�� 慈濟人文。

 2006.06.10 慈濟馬來西亞古晉聯絡處於民達華社區天后宮舉辦社區聯誼會，向民眾介紹慈濟志業與人文。

 2006.06.10 慈濟高雄分會小港社區親子成長班九個月的課程圓滿結束，舉辦結業圓緣典禮。

 2006.06.11 慈濟基金會台南縣麻豆社區親子成長營結訓，上百名親子在攻站遊戲中呈現「慈濟

�� 四神湯」知足、感恩、善解、包容的學習成果。

 2006.06.11 慈濟加拿大渥太華聯絡處今天在駐加拿大代表官邸怡楓園舉行茶會，介紹慈濟志業和

�� 人文給加國朋友，並邀請政府有關社福單位，以及社工服務人士參加。

 2006.06.11 慈濟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舉辦「慈少雙親節感恩茶會」。

 2006.06.11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感恩戶人文班」開學典禮暨優秀生頒獎典禮，共有二十八位

�� 優秀生獲頒獎學金和獎狀。

人文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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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6.11 慈濟菲律賓分會為大學清寒生開辦的「大學生人文班」，第二年度正式開課，每月

�� 聚會一次，以慈濟人文培養學生們的自信心及正確的價值觀。

 2006.06.12 慈濟台中分會志工及社區大愛媽媽應邀為台中市松竹國小應屆畢業生舉辦一場

�� 「感恩．尊重．愛」生命教育活動。

 2006.06.12 台北市內湖區慈警會慶祝警察節，在內湖分局舉辦愛灑人間活動，向人民保姆致意，

�� 並邀請李嘉富醫師分享抒解壓力的方法。

 2006.06.14 大愛電視台與美國加州互動衛星電視平台（S.T.U.B SATertainment USA, Inc.）締約合作，

�� 「π·TV」成為大愛電視在美國的第五個衛星平台。

 2006.06.15 慶祝警察節，慈警會志工前往基隆各分局、派出所為警察量血壓，並奉上茶和點心，

�� 感恩人民保姆的辛勞。

 2006.06.15 慈濟紐西蘭分會在中區的Royal Oak Stroke Club舉辦社區愛灑人間活動，向社區居民介紹

�� 慈濟志業與人文。

 2006.06.16 「2006年快樂兒童精進班幹部研習營」在板橋志業園區展開三天活動，來自大陸、香港、

�� 泰國、印尼，以及台灣全省共五百多人，齊聚交流觀摩，分享教案與心得。

 2006.06.16 屏東慈濟人應邀為長興國小應屆畢業班生舉辦大愛感恩活動。

 2006.06.16 慈濟美國喜瑞都聯絡處在藝術中心（Performing Art Center）舉辦「社區慈濟之夜」，

�� 邀請市政單位主管、學區校長、定期探訪的老人院代表以及社區居民，前來分享

�� 慈濟志業與人文。

 2006.06.17 慈濟吉隆坡鴻圖園共修處舉辦愛灑人間茶會，向社區民眾介紹慈濟志業與人文。

 2006.06.17 慈濟馬六甲分會首次舉辦「社區親子班」，四十位來自馬六甲峇章區的家長及孩子報名參加。

 2006.06.17 慈濟嘉義聯絡處在和睦國小舉辨愛灑人間活動，社區民眾一百八十餘人應邀前來分享

�� 慈濟志業與人文。

 2006.06.18 慈濟北區人醫會與桃園支會志工合作，前往關懷桃園少年輔育院，為三百二十多名同學

�� 舉辦「健康人文營」。

 2006.06.19 新加坡慈濟教聯會今天在顏永成小學舉辦一場「靜思語教學與研討會」，吸引八十六位

�� 中小學老師出席，回響熱烈。

 2006.06.20 屏東慈濟人在海豐國小進行的「晨光靜思語教學」一年期滿，舉辦圓緣結業典禮。

 2006.06.22 馬來西亞斗湖中華小學環保日，慈濟志工應邀分享回收物資源分類及創意再生。

 2006.06.22 為期四天三夜的「慈濟全美親子人文營」首次於聖迪瑪斯慈濟園區舉行，來自全美

�� 各地的家長與孩子約一百人報名參加。

 2006.06.23 慈濟菲律賓分會第三期大愛媽媽成長班開課，一百六十多人報名參加。

 2006.06.24 慈濟加拿大分會參與在溫哥華舉行的「2006年世界和平論壇」，負責提供24日大會素食中餐，

�� 分享茶道、花道、慈濟人文之美；並於28日主辦座談會，向與會市長及代表們介紹慈濟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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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24 印尼慈青為金卡蓮慈濟中小學的小六及國三生，舉辦二天一夜的兒童成長營。

 2006.06.25 慈濟高雄岡山志業園區「2006年第一期外籍配偶成長班」舉辦結業典禮及學習成果展。

 2006.06.26 2006年第一梯次「慈濟大專青年心靈成長營」在花蓮靜思堂舉行，來自台北、宜蘭、

�� 花蓮等地的慈青，展開為期五天四夜的營隊活動。

 2006.06.27 美國南加州慈濟志工應邀參加Lynwood市Vista高中的畢業典禮，頒贈獎學金鼓勵

�� 改過自新學子，順利完成學業。

 2006.06.30 慈濟新加坡分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化中心演出音樂手語劇《浩翰父母恩》，兩天三場演出，

�� 吸引了三千一百四十多人前來觀賞。

 2006.06.30 馬來西亞慈濟志工在雙溪大年百盛購物中心（Parkson Ria Petani Parade）舉辦三天的

�� 靜思文化展，進行人間菩薩招生，廣邀民眾加入慈濟大愛行列。

 2006.07.01 慈濟與宜蘭縣文化局合辦的「感恩．尊重．愛」人文巡迴講座，邀請台灣首位全盲

�� 博士陳國詩，分享苦讀奮鬥史。

 2006.07.01 馬來西亞「2006年靜思語教學研習營」起跑，台灣教聯會老師今日抵達慈濟馬六甲分會，

�� 首先進行「2006年馬來西亞教育交流校長座談會」，分享靜思語教學及大愛媽媽

�� 走入校園的經驗。

 2006.07.01 慈濟嘉義聯絡處舉辦為期兩天的「暑期快樂兒童成長營」，當地社區國小三至六年級

�� 學童一百二十六人報名參加，學習生活行儀。

 2006.07.01 大愛電視台為國小中高年級同學舉辦的「第二屆電視體驗營」正式開跑。今年共有

�� 六梯次，每一梯次一百位學員。

 2006.07.01 吉隆坡慈濟志工應邀前往甲洞增江北區舉辦環保茶會，向居民宣導環保的理念和

�� 如何做資源回收。

 2006.07.01 美國休士頓慈濟人參訪達拉斯支會新會所，兩地志工交流聯誼。

 2006.07.02 台北板橋地區慈濟志工及社區民眾一百多人進行掃街，維護火車站週邊市容整潔。

 2006.07.02 慈濟馬六甲分會舉辦「2006年靜思語教學研習營」，台灣教聯會老師、大愛媽媽，

�� 以及四百位來自中南馬、東馬、新加坡的教育團隊，齊聚馬六甲分會靜思堂進行交流。

 2006.07.02 雲嘉南高屏東地區聯合舉辦的「2006慈濟大專青年心靈成長營」於花蓮靜思堂展開五天活動。

 2006.07.03 慈濟北區暑期社區營隊開跑，第一梯次在慈濟關渡園區舉行，一百多位國中生在

�� 四天三夜的活動中一起成長。

 2006.07.03 台灣、馬六甲三十多位的大愛媽媽齊聚慈濟馬六甲分會，交流靜思語教學經驗。

 2006.07.03 台灣大愛媽媽今明兩日拜訪馬六甲鼎華小學與培二小學，演出靜思語劇場，與全校師生

�� 及家長，分享活潑有趣的靜思語教學，迴響熱烈。

 2006.07.04 桃園龍潭方曙商工餐飲科建教生暑期訓練課程，邀請慈濟志工舉辦一場愛灑校園活動，

�� 以活潑生動的靜思語教學與攻站遊戲，帶給學生們豐富的心靈饗宴。

人文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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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7.04 台灣教聯會老師趁著「靜思語研習營」的因緣，在吉隆坡分會與一百四十位教師及

�� 社區志工進行交流。

 2006.07.05 「中國人殘疾藝術團」應邀來台巡迴表演，其中十一場由企業家贊助，回饋長期支持

�� 大愛台的環保志工及「大愛之友」，所有門票收入，捐贈慈濟傳播文化基金會。

 2006.07.06 慈濟大學第三屆傳播營展開五天活動，來自全省各地的高中生，透過課程認識

�� 大眾傳播工作的理論、實務與倫理。

 2006.07.06 慈濟三峽園區舉辦為期四天的慈少體驗營，讓小朋友學習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的

�� 團隊精神。

 2006.07.07 第五屆桃園全國書展自7日至16日止，慈濟人參展擺設攤位，分享靜思文化好書，

�� 積極傳遞人文精神。

 2006.07.07 慈濟台北松山聯絡處舉辦社區茶會，邀請潘��與謝佳勳師姊，分享珍惜水資源，以及

�� 如何有效溝通的新觀念。

 2006.07.07 適逢全澳慈青十周年及黃金海岸慈濟社成立，全澳慈青於雪梨舉辦為期三天的「2006年

�� 紐澳慈青暨學長進階幹部訓練營」。

 2006.07.08 慈濟香港分會舉辦「慈濟四十周年慶感恩音樂茶會」，台灣男女高音歌唱家陳忠義先生、

�� 張杏月小姐，以及著名琵琶演奏家王正平教授應邀演出。

 2006.07.08 慈濟紐西蘭分會舉辦奧克蘭東南區「愛灑人間」活動，介紹慈濟志業與人文，廣邀

�� 社區民眾來做人間菩薩。

 2006.07.08 慈濟草屯聯絡處舉辦兩天青少年夏令營，課程以「感恩、尊重、愛」為主題，在遊戲中

�� �學習生活禮儀，引導學員懂得感恩惜福。

 2006.07.08 美國亞特蘭大市第十三屆亞洲文化節，慈濟志工設置靜態展，向民眾介紹慈濟志業與人文。

 2006.07.09 台北縣樹林市柑園國小慈濟環保站啟用。

 2006.07.09 慈濟菲律賓分會「2006-2007感恩戶人文班」開課，以慈濟人文課程，帶動中小學生

�� 學習好習慣。

 2006.07.09 吉隆坡快樂兒童精進班7月份主題是「勇敢」。小朋友用三角巾固定左手，體驗肢障者

�� 林忠明，只能用單一的右手完成日常生活所做的事。

 2006.07.09 馬六甲斗湖巴華中學四十周年校慶義賣會，斗湖慈濟志工應邀設置攤位，向全校師生

�� 宣導環保五化的新概念。

 2006.07.10 由高雄區慈青主辦的暑期社區營隊「菩提新芽成長營」，在新落成的高雄靜思堂展開

�� 三天的國中營活動；高中營自14日起舉行三天活動。

 2006.07.14 慈濟美國總會舉辦為期十二天的「2006年全美人文教育研習營」。台灣慈濟大學

�� 人文師資群專程前來授課，美加地區一百七十位種子學員，發願將茶道、花道、

�� 手語與素食推廣到美加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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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7.16 台北縣樹林地區第一期慈濟親子成長班，經過班媽媽們將近一年的陪伴學習，

�� 今日舉辦結業典禮，三十對親子開心圓緣。

 2006.07.16 慈濟馬六甲環保志工前往巴生三個環保站觀摩，以切磋如何帶動社區民眾做環保。

 2006.07.19 世新大學公布「2006傳播媒體風雲排行榜」，大愛電視台囊括「最公正客觀、最優質、

�� 對個人影響最大、對社會影響最大」等四項指標第一，在觀眾最常收看的電視頻道

�� 項目中則排名第六。

 2006.07.21 「2006年暑假靜思語教學種子老師研習營」在花蓮靜思堂展開四天活動。來自台灣及

�� 海外共三百四十三位的種子老師，利用暑假時間精進共修。

 2006.07.22 推廣心素食儀運動，台北「新店文山區香積研習營」開班，為期三個月十二堂課，

�� 吸引社區民眾八十餘人報名。

 2006.07.22 慈濟吉隆坡鴻圖園共修處舉辦社區環保茶會，向民眾解說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

�� 並介紹即將成立的環保站。

 2006.07.23 慈濟台南分會七月份慈濟人聯誼會，邀請張文郎師兄分享「慈濟情，緣宿命水——

�� 甘肅水窖」，提醒大家珍惜與感恩現在所擁有的水資源。

 2006.07.23 慈濟新加坡分會以「環保家庭化」為主題，舉辦第二次巴西立海灘淨灘活動，

�� 不少民眾舉家動員，從三歲到七十幾歲，共一百二十多人一起為保護環境而努力。

 2006.07.23 慈濟新加坡分會慈少班邀請慈濟人醫會醫護志工，前來教導基礎的急救常識和

�� 方法。

 2006.07.24 慈濟亞庇聯絡處在里卡士沙巴貿易中心舉辦親子EQ幸福人生講座，由台灣慈濟

�� 教聯會老師李玲惠主講《我不是笨小孩》，吸引三百五十位來賓入場聆聽。

 2006.07.26 教育部舉辦的「教育替代役男職前訓練」結訓典禮，邀請高雄慈濟志工前來舉辦「感恩、

�� 尊重、愛」愛灑人間晚會。

 2006.07.26 「二００六年暑假慈濟教師培訓研習營」在花蓮靜思堂舉行四天，來自全省三百八十六位

�� 校長及老師報名參加。

 2006.07.27 環保署舉辦的關懷環境形象改造「我與回收變臉」競賽頒獎典禮，大愛電視台以

�� 「垃在其中」、「綠色危機，綠色轉機」、「四大金拆」，囊括電視媒體項目前三名，

�� 以及七位同仁、九件作品獲得佳作。

 2006.07.28 適逢卡崔娜災後一周年，美國亞特蘭大慈濟人舉辦三天的「卡崔娜災區體驗營」，

�� 帶領慈青、慈少一起回溯慈濟人慈悲的腳印，啟發年輕學子的愛心。

 2006.07.28 慈濟大學舉辦四天三夜的快樂健康感恩營，來自全省的一百三十多位小朋友，

�� 快樂學習生活禮儀。

 2006.07.29 慈濟板橋區大愛媽媽應五股鄉明瑋精密電子公司邀請，為員工子女舉辦兩天的

�� 「快樂兒童成長營」。

人文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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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7.31 慈濟彰化分會首梯次「2006年暑期兒童生活智慧營」開營，共有一百九十五位小朋友，

�� 在六天五夜的營隊生活中快樂學習與成長。

 2006.08.04 慈濟美國總會舉辦三天的「2006全美慈善志業精進研習會」，共有來自全美各聯絡點

�� 一百六十六位代表參加。

 2006.08.13 慈濟為長期照顧戶學童舉辦三天兩夜的「二００六年快樂健康成長大愛營」，來自

�� 花蓮縣各地的一百一十位清寒中小學生免費報名參加。

 2006.08.20 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靜思語推動交流會」，來自台灣慈濟的教聯會老師李玲惠分享

�� 在台灣推動靜思語教學的成效。

 2006.08.22 雲林科技大學慈青社社長馬來西亞僑生林輝煌，榮獲「全國推動環保有功學校、

�� 教師、學生遴選活動」學生組特優獎。

 2006.09.01 《慈濟月刊》賴怡伶作品「留住澎湖自然之美?菊島吹拂環保風」，獲得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

�� 九十五年度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佳作。

 2006.09.03 慈濟新加坡分會以「為愛濟世，為仁濟人」為主題，舉辦第一屆新、馬、印人醫會交流會，

�� 二百二十四位來自三地的人醫會志工交流專業與人文經驗。

 2006.09.03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2006年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

 2006.09.03 馬來西亞大山腳慈濟人文學校舉辦環保學習之旅，全校師生分成三組參與社區資源回收，

�� 學習正確垃圾分類。

 2006.09.08 馬來西亞亞庇市議會於太平洋購物中心舉辦兩天的環保物品展覽會及二手用品促銷會，

�� 慈濟亞庇聯絡處應邀參展，向民眾推廣環保理念。

 2006.09.09 由《經典》雜誌主辦、慈濟教聯會協辦的第十場「地球校園研習活動」，在關渡園區

�� 展開，研習主題豐富而多元，結合時事及最新議題，目的在推動終身教育，建立

�� 學習社會。

 2006.09.09 慈濟馬來西亞斗湖聯絡處應邀於仙本那佛教會舉辦愛灑人間茶會，向社區民眾介紹

�� 慈濟志業與人文。

 2006.09.09 慈濟加拿大蒙特婁聯絡點志工，應邀參加第七屆華埠清潔日，清掃唐人街四周環境。

 2006.09.10 吉隆坡慈少參訪巴生戒毒所（THE BOAZ FIELD），認識毒品對生命與家庭、社會的戕害。

 2006.09.10 慈濟馬來西亞古晉聯絡處舉辦第二次新進志工培訓課程，六十一人報名參加。

 2006.09.10 慈濟馬來西亞麻坡聯絡處舉辦環保新進志工培訓課程，五十六位環保志工參訪

�� 柔北區垃圾掩埋場，瞭解垃圾產生與處理。

 2006.09.15 義守大學服務教育組志工結合慈青社同學，前往高雄仁武八卦慈濟資源回收站

�� 觀摩學習，期將環保觀念落實在校園。

 2006.09.16 慈濟澳洲墨爾本聯絡處舉辦慈濟人文教育種子老師培訓課程。

 2006.09.17 慈濟馬來西亞斗湖聯絡處設立於新利百貨市場的資源回收站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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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9.23 慈濟岡山志業園區收集社區民眾提供的數十件古早農具，於園區合心樓陳設「鄉土

�� 民俗生活館」，是日起開放民眾參觀。

 2006.09.23 慈濟紐約分會舉辦「緊急災難防護計畫宣導講習會」，教導民眾如何防災與應變。

 2006.09.23 南非德本慈青與慈少在Addington小學舉辦「感恩．尊重．愛」一日人文營，課程主

�� 題為「尊師孝親」及「心靈環保」，共有一百二十位五到七年級學生參加。

 2006.09.28 廣電基金會公布「2006年第三季推薦優良電視節目」，大愛電視台之「大愛人物誌」、

�� 「大愛醫生館」獲文教類優良節目推薦。

 2006.09.30 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TIHAA）首次舉辦研習營，五十六位專業志工齊聚花蓮靜思精舍，

�� 針對國際賑災工作後勤作業系統，分享專業並傳承經驗。

 2006.09.30 慈濟美國華府分會在馬里蘭大學陶斯劇院(Tawes Theater)演出「父母恩重難報經」音樂手語劇，

�� 吸引上千名觀眾前往觀賞。

 2006.10.01 靜思書軒宜蘭店開幕，慈濟人熱鬧舞獅慶賀。

 2006.10.04 斯里蘭卡環境保護週，慈濟漢班托塔辦事處應邀參與漢班托塔海岸（UC Quarter）

�� 種植防護林，並提供二百株印度假苦楝(Kohomba)樹苗供大家種植。

 2006.10.10 「慈濟青少年籃球家族聯誼會」在慈濟板橋園區國議廳舉辦十三周年感恩會。

�� 來自各區共十一組約五百餘位的志工、教練、助教、學員、家長齊聚交流聯誼。

 2006.10.12 慈濟吉隆坡分會舉辦首次慈誠培訓。

 2006.10.12 台北市天母啟智學校首次校外環保教學，師生參訪士林區文林北路慈濟環保站，

�� 實地學習資源回收分類。

 2006.10.15 慈濟紐約分會在麻州人文學校舉辦「靜思茶道」人文講座。

 2006.10.15 印尼慈濟志工與金寶集團員工合作，首次走入社區推動環保、資源回收。

 2006.10.24 「聯合美以美全球佈道組織」的婦女部門 （United Methodist Woman）舉行董事會，

�� 邀請美國達拉斯慈濟人與會，向大家介紹慈濟志業與人文。

 2006.10.24 慈濟馬來西亞亞庇聯絡處首次舉辦訪視志工培訓課程。

 2006.10.25 台南區慈濟教師聯誼會在佳里鎮仁愛國小舉辦「教室裡的生命教育」靜思語教學研習。

 2006.10.26 第41屆電視金鐘獎公佈入圍名單，慈濟大愛電視台獲18項入圍。

 2006.10.28 《經典》雜誌主辦的「經典100攝影展」揭開序幕，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巡迴台北

�� 中正紀念堂、慈濟台中分會、慈濟高雄靜思堂展出。

 2006.10.28 慈濟「外語隊」志工台北中山聯絡處舉辦十五周年感恩會，合心幹事施啟智分享

�� 外語隊成立的因緣。

 2006.10.28 慈濟斯里蘭卡漢班托塔辦事處首次舉辦共修會，並訂定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定期共修。

 2006.10.29 慈濟新竹區「蕙質蘭心親子成長班」首次開班，志工陪伴外籍新娘認識中華文化、

�� 融入台灣社會。

人文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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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0.29 慈濟高雄分會靜思堂舉辦「經典100——發現、探索、人文、關懷系列影像展」，

�� 展期三十天。

 2006.10.29 由淡水、關渡、石牌、天母、劍潭五區慈濟人合辦的重陽敬老活動，在關渡園區

�� 熱鬧開鑼。現場並有北區人醫會為長者義診。

 2006.10.30 第五屆卓越新聞獎公布入圍名單，《經典》雜誌二項入圍「平面媒體類國際新聞

�� 報導獎」，大愛電視台一項入圍「電視類國際新聞報導獎」。

 2006.11.04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與銘傳大學傳播學院主辦的「第十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

�� 報導獎」舉行頒獎典禮，大愛電視「兩岸水世界」獲電視新聞報導獎。

 2006.11.05 馬來西亞「慈少一日精進」，孩子們親身體驗缺水之苦，學習珍惜水資源。

 2006.11.05 美西慈濟人與洛杉磯慈濟人文學校合作成立慈濟少年團，同時舉辦第一屆慈濟少年培訓課。

 2006.11.06 台北大安區慈濟志工連續五天，每日製作一萬個素食便當與民眾結緣，倡導齋戒素食，

�� 共同為社會祥和發個好願，祈禱天下無災難。

 2006.11.06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第一次「同心圓精進共修」，內容結合精進共修、讀書會、

�� 手語帶動等，近百名志工虔誠與會。

 2006.11.10 台東縣環保局在慈濟台東環保站舉辦「資源回收隨手做、二手寶貝大會師」活動。

 2006.11.12 宜蘭礁溪「慈濟親子成長營」慰訪天主教聖芳濟安老院，讓小朋友體會行孝不能等的

�� 真諦。

 2006.11.12 台北樹林地區慈濟志工前往柑園國小環保站，帶動師生家長一起做環保，並現場設站解說

�� 資源分類。

 2006.11.16 大愛電視台戲劇節目「草山春暉」，獲金鐘獎七項入圍。

 2006.11.16 「二００六年慈濟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在花蓮展開五天六夜共修活動。

�� 來自世界各國五百餘位海外慈濟人參與，其中三百二十三位受證慈濟委員，九十八位

�� 受證慈誠。

 2006.11.18 慈濟亞庇聯絡處舉辦四天的「沙巴原住民青少年健康營」，來自科尤露、布隆本、

�� 蘭巴達、哥打馬魯都、根地咬等地的貧困學童，從營隊課程互動中學會自愛愛人，

�� 奮發向上。

 2006.11.19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溫哥華慈青幹部一日精進研習營」。

 2006.11.20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共修會，近八十位師兄師姊齊聚於分會佛堂，虔誠禮拜《法華經序》。

 2006.11.21 慈濟新馬分會幹部一行九十人，返台參加「新馬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會」。

 2006.11.26 慈濟高雄分會首次為「外籍配偶蕙質蘭心成長班」學員暨家屬舉辦慈濟尋根之旅。

�� 共有十六個家庭三十七人參加。

 2006.11.26 慈濟印尼分會志工前往雅加達柏路益街Blok 10推動社區環保運動，鼓勵社區居民

�� 垃圾分類、回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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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01 慈濟馬六甲分會舉辦為期八天的「兒童假日營」活動，來自馬六甲各華小共二百零三名

�� 學童報名參加。

 2006.12.01 慈濟亞庇聯絡處舉辦為期三天的「第一屆沙巴亞庇慈少生活營」活動。

 2006.12.02 九十五年廣播電視小金鐘獎頒獎典禮，大愛電視台「地球的孩子」節目，楊裕明

�� 獲最佳導演（播）獎。

 2006.12.03 馬來西亞慈濟人醫會舉辦「愛的見證在人醫，守護法情續清流」聯誼茶會。

 2006.12.05 北港鎮北辰國小推廣品德教育，邀請慈濟大愛志工到校舉辦靜思茶會，全校師生

�� 體驗茶道精神，學習感恩、報恩。

 2006.12.06 歷經二年的籌備，宜蘭佛光大學慈青社今舉辦成立大會。

 2006.12.08 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為期三天的「第七屆新加坡慈青生活營」。

 2006.12.10 慈濟印尼分會舉辦藍天白雲志工授證，以及紅溪河划龍舟比賽、愛心大米發放。

 2006.12.10 慈濟馬來西亞斗湖聯絡處與國際獅子會合辦回收資源比賽及環保宣導。除了帶動更多

�� 民眾投入環保，此次回收資源所得將捐作慈濟慈善基金。

 2006.12.15 大愛電視台「地球的孩子」節目，獲廣電基金評選為「2006年度優良電視節目」。

 2006.12.15 慈濟大學吉隆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首次舉辦「親子智慧營」。

 2006.12.15 慈濟舉辦兩天的「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志業同仁精進研習營」，花蓮地區

�� 四大志業職工同仁八百多人齊聚共修。

 2006.12.20 慈濟屏東分會大愛媽媽三十多人參加屏東市民生國小耶誕節親子活動，用戲劇和

�� 手語歌表演、有獎徵答和傳遞心燈儀式，讓孩童學到感恩、知福、惜福。

 2006.12.20 花蓮慈濟志工前往花蓮分局為警員量血壓、作健康諮詢，表達關懷之意。

 2006.12.20 大愛電視於九十五年度電視金鐘獎勇奪四項大獎，戲劇節目連續劇最佳男主角獎：

�� 「流金歲月」李天柱、最佳女主角獎：「草山春暉」楊麗音、最佳美術設計：「明月

�� 照紅塵」劉基福，以及年度電視節目行銷獎：「草山春暉」。

 2006.12.22 慈濟豐原靜思堂舉行2006年全省第一場「社區歲末祝福」，志工以短劇呈現今年的主題：

�� 「心寬念純、美善人生」。

 2006.12.23 「二○○六年全球慈青日」，全球十個國家六百五十位慈濟青年齊聚花蓮共修，

�� 發願培養佛心，照顧己心，堅持力行師志，樹立人品典範。

 2006.12.24 慈濟基金會舉辦為期五天的「二○○六年南非暨賴索托幹部精進研習會」，志工利用

�� 耶誕節假期返台共修，深入瞭解「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使命。

 2006.12.25 2006年度第一場由證嚴上人主持的委員慈誠授證暨歲末祝福，在慈濟台東聯絡處舉行，

�� 甫落成的台東新會所同步啟用。

 2006.12.25 罹患惡性淋巴瘤的加拿大溫哥華慈青吳泰儀於花蓮慈濟醫院安詳往生，大體捐做

�� 病理解剖。翌日告別追思會上，加拿大慈青同學代替泰儀跪謝父母恩。

人文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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