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

第四屆慈濟論壇

真情伴星月

佛教慈濟與伊斯蘭在土耳其的相遇與相融過程
The Real Sentiments in Turkey

The Buddhist Foundation Tzu Chi and Islamism in 
Turkey – Encounter and Compatibility

胡光中
慈濟基金會土耳其負責人

Mr. Faisal Hu,
CEO of Tzu Chi, Turkey Branch

摘要

當世界充斥著戰爭，滿布煙硝味，而聯合國亦宣布今年（2016年）世界上難民

人數已達到六千五百萬人，比 2015年多了五百萬人，是二次大戰後的歷史新高；

面對那些曾經擁有美好生活，但今天卻一無所有的難民們，我們能做些什麼？ 

1999年 8月 17日，土耳其發生世紀強震，45秒內造成一萬六千人往生，六十

萬人無家可歸。遠在臺灣的慈濟在地震後的第三天就派遣了四人小組到達土耳

其，四個月內幫助土耳其蓋了 300戶的大愛屋，並致贈 200頂的帳篷。因為尊重

穆斯林，慈濟宗教處謝景貴主任問我若帳篷上的慈濟 logo 有「佛教」兩個字，住

在裡面的災民會不會心裡有絲毫的不舒服？於是我們連夜趕工做出新的 logo──

臺灣慈濟基金會，為了尊重、體恤災民，設身處地為災民著想，體現出真正的人

道精神。 

1999年的 11月，第一次見到證嚴上人，我問上人：「幾個月的接觸，感覺慈

濟是一個非常好的團體，但慈濟是發源於佛教的團體，而土耳其是一個信仰伊斯

蘭教的國家，如何能夠把慈濟精神帶到土耳其呢？ 」

上人回答： 

「把人所造成的隔閡，如膚色、國籍、宗教都去掉，心中只剩下一個字──愛

即可。

宗教是『大同小異』，什麼是『大同小異』？宗教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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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過往的觀念佛教徒是吃齋念佛念經，上人解釋什麼是『經』？經是道，道

是路，路是給人走的，慈濟人實現行經，並融合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世界各

地只要有災難的地方就看得到藍天白雲，走在最前做到最後。 」

2012年敘利亞難民開始逃亡到土耳其，至今有將近 300萬敘利亞難民滯留在土

耳其；2014年慈濟人在伊斯坦堡的蘇丹加濟市深入難民家庭訪問，針對不同的需

要給予協助，發放物資及購物卡及現金，發放前尊重穆斯林以唸誦《古蘭經》開

始，受到感動的災民將剛領到的購物卡投入竹筒中，回捐給慈濟去幫助更需要的

人，並說就算將來他的生活改善不在受助名單中，但也希望每一次都能來協助發

放活動，體會這心靈的饗宴。 

2015年 1月慈濟滿納海中小學一校成立，短短一年內，在土耳其政府協助下開

立二校、三校，學生數目增加到 2400人，學生每天上課前在操場背一段聖訓才進

教室，課餘時間背誦《古蘭經》比賽，在滿納海讀書的孩子們，並沒有因為慈濟

的幫助成為佛教徒，反而成為更虔誠的穆斯林，他們沒有忘記慈濟人的愛，他們

心中愛的種子早己發芽，2016年南臺灣發生地震時，臺東發生風災時，他們主動

捐款表達他們對臺灣的感恩與關懷。

Abstract

While wars are out breaking in several countries, the United Nations revealed that in year 2016 
the number of  refugees in the world has reached 65 million people which is five million people 
more than that in 2015 and is the historical high number after the World War II. Facing those 
refugees who once had a good life but have lost everything today, what can we do for them?

On August 17, 1999, a record strong earthquake hit Turkey which resulted in 16,000 deaths 
and 600,000 people homeless within 45 seconds. Taiwan Tzu Chi Foundation which is far away 
from Turkey sent a four-member team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he earthquake to Turkey to provide 
assistance. 300 Da-Ai (means Great Love in Chinese) houses and 200 large tents were built within 
four months. Taking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the victims into consideration, Hsieh Ching-kui – 
the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ffairs of  Tzu Chi - cross checked with me whether 
the victims living in the shelters will have any discomfort if  the Tzu Chi logo has the wording of  
“Buddhist" included as the standard way of  printing? Through his thorough consideration, we 
worked overnight to come up with a new logo – Taiwan Tzu Chi Foundation. This is the way Tzu 
Chi realizes true humanity with respect & compassion for victims by putting ourselves in their 
shoes. 

In November 1999, I first met Master Cheng Yen and asked the Master, “I feel Tzu Chi is a 
very good group after our interactions the past few months; nevertheless, Tzu Chi is a Budd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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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while Turkey is an Islamic country. How can we bring the Tzu Chi spirit to 
Turkey?” 

The Master replied:

"It can be done without problem by disregarding the gaps caused by people such as skin color, 
nationality, religion and leaving just one word in our hearts - love.”

All religions are actually very much the same. What does it mean? Religion is the philosophy 
of  life and guideline of  our daily activities. The common impression in the past is that Buddhists 
are vegetarian, and that they chant and read the sutras. The Master explained what is 'Sutras'? 
Sutras point out a path for us, and the path is meant to be walked on. Tzu Chi volunteers put the 
Dharma teachings into practice and respect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As long as there is a disaster 
in any place in the world, one can see Tzu Chi volunteers in their blue shirt and white trousers; 
they are always the first group to arrive and the last to leave.

From 2012, Syrian refugees began to flee to Turkey. Until now, there are nearly three million 
Syrian refugees in Turkey. In 2014, Tzu Chi volunteers in Sultangazi city in Istanbul made in-
depth visits to the refugee families to provide assistance by distributing supplies as well as shopping 
cards and cash. Meanwhile, before the distributions, Tzu Chi volunteers would arrange for 
recitation of  the Quran as a respect to Muslims. The victims who were moved by this arrangement 
put the shopping card which was just received into the bamboo bank to let Tzu Chi help people 
in more need and mentioned that, even if  their situation improve in the future and they are no 
longer included in the “list to be assisted”, they still would like to help out at every distribution 
to experience this spiritual feast.

In January 2015, Tzu Chi Menahel School was established. One year after,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Turkey government, the Second and Third branches were established with a total 
enrollment of  2,400 students. In each school day, before the classes, the students will gather at the 
playground to recite one session of  scripture and attend the competition of  reciting the Quran 
after the school hour. The children did not convert to Buddhism because of  Tzu Chi but have 
instead become more devout Muslims. Nevertheless, they did not forget the love from Tzu Chi and 
seeded it in their hearts and germinated. When the earthquake hit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and 
the typhoon devastated Taitung this year, they initiated the donations by themselves to show their 
gratitude and concern for Taiwan.

This is how Tzu Chi volunteers realize the spirit of  “great mercy even to strangers and great 
compassion for all”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religious environments. 

Keyword: Refugee, Syria, Turkey, Islamic, Buddhism, Muslim, Religion, Menahel, Great Lo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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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世界充滿戰爭，遍地狼煙時，聯合國宣布今年 (2016年 )世界上難民人數已達

到六千五百萬人，比 2015年多了五百萬人，是二次大戰後的歷史新高；面對那些

曾經擁有生活中一切美好但今天卻什麼也沒有的難民們，我們能做些什麼？這些

難民與我們原本都互不相識，但是本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發揮廣

闊無邊的「愛」，不因宗教、種族、國度等等而有差別時，慈濟人與難民結了緣。

證嚴法師告訴弟子們：「各個宗教所倡導的慈悲、大愛、仁愛、博愛，無不都

是要表達那一分廣大無邊的愛，因此，不管是什麼樣的宗教，所需要的就是這個

『愛』字。」

事實上，信仰的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或者是東正教等等，名稱

雖然不同，但是真實的人性，善與愛是共同的，愛的本質是同樣的，慈濟稱它為

大愛，而這個大愛最佳的體現就在「無緣大慈」，雖是無緣，但是不忍眾生受苦

難，有一個共同的志願要去幫助他，雖然跟你與我無關，可是我們也有那種切膚

之痛，人傷我痛，傷在他的身上，可是痛在我的心，這就是「同體大悲」。

1999年 8月 17日，土耳其發生了世紀大地震，四十五秒內造成一萬六千人死亡，

六十萬人無家可歸，看著電視螢幕上不斷跳動的數字，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看到

各個國家的救援隊伍相繼到達土耳其，獨不見臺灣的援救隊伍，想到臺灣錢淹腳

目，為何卻又這麼缺乏愛心 ? 不禁提筆投書聯合報：

救援土耳其，臺灣在哪 ? 

「八月十七日凌晨三點 , 忽然在一陣陣櫃子的搖晃聲中被驚醒，睜眼一看 , 整

個世界好像都在上下左右不停地晃動 , 抱著太太和孩子在那致命的四十五秒鐘裡

唸著『萬物非主 , 唯有真主 』 , 幾乎已經可以確定子一定會倒了⋯⋯緊接而來的

大停電 , 使伊斯坦堡整個陷入一片漆黑 , 帶著家人開著車子往空地上跑 , 途中見男

女老少全上了街 , 除了可看到他們眼中的驚恐外，似乎大家都在慶幸自己逃過了

一劫 , 誰想得到呢 ?

四十五秒內會造成至今一萬三千人的死亡 , 五千人的失蹤？五天過去了 , 路邊

的咖啡廳不再放音樂 , 取而代之是清真寺叫喚人們替那些逝去的人做追悼禮 , 電視

新聞不停播放傷亡的人數 , 從五百人到三千到六千到目前一萬多 , 心情真是跌到了

谷底 。

土國政府救援工具不夠，有些稍偏遠的地方 , 根本已經放棄救援的行動 , 倒塌

的大樓前坐著那些已欲哭無淚的人們 , 無懼於那陣陣的屍臭 , 因為那是他們的親人

啊 ! 直到看新聞 , 有一男士地震後九十六小時奇蹟似地存活 , 突然驚覺 , 一萬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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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人裡 , 有很多人並不是當場走的 , 而是在那漫長等待救援中 , 慢慢 望而去 ! 

至今為止，多國政府已派救援部隊及物資運送到土國 ，而我們臺灣呢 ? ⋯⋯」

當時我並不知道慈濟人已經在土耳其，遠在臺灣的慈濟在地震後的第三天就派

遣了四人小組到達土耳其；土耳其地震，讓一向對佛教有強烈偏見的我，竟然能

與慈濟共結一分善緣，當然，這分善緣得來不易，與慈濟第一次接觸，內心並不

十分願意與慈濟合作，但經過多次的深思與觀察，我發現，慈濟所談的大愛是無

關宗教的。於是摒棄因為對宗教的認識不夠而產生的誤解，終於敞開心扉，接受

遠道而來的慈濟愛。

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之後，四個月內慈濟幫助土耳其蓋了三百戶的大愛屋，當

設計圖到了證嚴法師的手中時，他指著設計圖的一個角落，問說這奇怪的建築物

是什麼？有人告訴他這是清真寺，清真寺是穆斯林做禮拜的地方；接著他問：做

禮拜？每個人都需要做禮拜嗎？若是每個人都需要做禮拜，為什麼不把清真寺擺

在大愛村的中間呢？日後，我們所建的大愛村正中央都有一個廣場，清真寺就在

那裡。

其間因為發生第二次的地震，我們又做了兩百頂的帳篷；因為尊重穆斯林，宗

教處謝景貴師兄問我若帳篷上的慈濟 logo 有佛教，住在裡面的災民會不會心裡有

絲毫的不舒服？我回答他也許會，之後大家連夜趕工做出新的 logo -臺灣慈濟基

金會（TAIWAN TZUCHI FOUNDATION )。從那一次的經驗裡，我體驗到了，為了

尊重災民，為了體恤災民，為了設身處地為災民而想，慈濟體現了真正的人道精

神。

1999年的 11月，第一次見到證嚴法師，我問上人：幾個月的接觸，感覺慈濟

是一個非常好的團體，但慈濟是發源於佛教的團體，而土耳其是一個信仰伊斯蘭

教的國家，如何能夠把慈濟精神帶到土耳其呢？上人回答：「把人心裡面自己所

造成的隔閡如膚色、國籍、宗教都去掉，心中只剩下一個字──愛即可，那就可

以傳播慈濟的精神。」

這令我想到伊斯蘭教也處處講到愛，真主阿拉的九十九個名字裡面有一個字

叫做「      」-wadud - 意思就是大愛，極致的愛；伊斯蘭教相信真主造人，在人

的身上都可以找到一些形容真主名字的特徵，比如說仁慈、高貴、光明、愛、寬

恕⋯⋯這些特徵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表現出來雖不及真主阿拉的億萬分之一，

但若是我們把任何其中一項特徵發揮到極致的時候，在我們的世界裡就是一個偉

大的人，慈濟人的愛應該就是這樣，若把愛發揮到了極致，無時無刻不愛，無地

無處不愛，以愛來處事待人，這世界將會更美好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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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的觀念裡，以為佛教是吃齋念佛念經敲木魚而已，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

看到《慈濟月刊》裡的一篇文章說──〈行經，鋪路〉—─

「經者，道也；道者，路也，『慈濟宗門』就是要走入人群，行經鋪路；若只

是講佛法、論道理，卻不知『門』在哪裡，要如何去鋪路？慈濟成立四十一年來，

愛的足跡走到哪裡，路就鋪到哪裡。所有慈濟人都是鋪路人，都有鋪路的使命。」

（恭錄自 -《慈濟月刊》484期 -P.115）

上人解釋什麼是「經」？經是道，道是路，路是給人走的，慈濟人實現行經，

並融合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世界各地只要有災難的地方就看得到藍天白雲，

走在最前做到最後。為何要融合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因為上人說「宗教」是什

麼？「宗」就是人生的宗旨，「教」是生活的教育。不論是信佛教、基督教、天

主教、道教，甚至完全沒有信仰的人，都離不開做人的宗旨和規範。人生的宗旨

說起來很深奧，但其實很簡單！只是很多人對人生非常迷惘，不知道生從何來？

死往何去？更迷惘的是在這一生當中，不知道要如何做人？做人的目標與價值在

哪裡？所以，我們應該要教育他們明白人生的宗旨以及如何生活？這就是宗教，

在人的本性中都有愛。假如每個人都懂得做人的道理，並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那麼人生就會很祥和，世間就會很太平！

2012年開始，敘利亞難民開始逃亡到土耳其，至今有將近三百萬敘利亞難民滯

留在土耳其；2014年在街頭看到一個沒有穿鞋的孩子，慈濟人不忍，希望能夠幫

這些難民一些生活物資的補助；同年七月，慈濟人在伊斯坦堡的蘇丹加濟市深入

難民家庭訪問，歷經千辛萬苦，很多家庭原本對慈濟人並不信任，加上伊斯蘭教

戒律森嚴，有時家中只有女性，慈濟志工們只能在門外或是樓梯間登記家訪表，

經過歸檔造冊，依據每一家每一戶不同的狀況以及不同的需要給予協助，發放物

資及購物卡及現金，發放前尊重穆斯林以唸誦《古蘭經》開始，之後志工排成一

列，以雙手奉上購物卡或物資並向敘利亞難民道感恩，感恩有他們讓我們有機會

付出。

在一次的發放裡，發生了一件令現場所有志工都非常感動的事，那一次敘利

亞志工主麻老師對現場民眾說，「你們相信一塊錢可以開啟天堂的路嗎 ?你們知

道幫助我們的臺灣慈濟人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嗎 ?他們知道團結的力量大，所以

每個人捐出一塊錢、兩塊錢，集合起來幫助我們敘利亞人。現在我領悟到《古蘭

經》上的啟示──我們在樂善好施上要彼此學習、濟貧幫困中應互相勉勵，你們

應當分捨自己所得的美品，誰以善債借給真主，真主將多倍償還他本息──當你

捨得了一些東西幫助別人時，真主阿拉會因為你的捨得而給你答謝，並給你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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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多倍的東西。現在在你們之中，有人已經領取過一次或多次的幫助，但是

我們的鄰居還有很多人沒有受到過幫助；有人願意打開自己的心，奉獻一點點來

幫助他們嗎？願意的人請舉手 ! (現場馬上有超過一半的民眾舉手 )現在現場的人

將近一百五十人，只要每人捐十里拉，集合起來便會有一千五百里拉，你們知道

這樣可以多幫助多少家庭嗎 ?可以幫助十五個家庭！」

隨後便有一位民眾站起來，捐出來第一份的十里拉，當主麻老師（mr.cuma高

興地舉著這位民眾的手，進行愛心捐款時，接二連三的民眾拿著大小不等的金額

──十里拉、二十里拉、五里拉，還有銅板給我們，還有一位婦人拿著美金一元

跟一些銅板也來捐獻，甚至好幾位小朋友拿著一個銅板來放在我們的手心上，所

有的慈濟志工激動得眼眶含著淚，不停地道謝 !

現在，每一次的發放，難民們學習慈濟的「竹筒歲月」，學習自己也付出，我

們感動於他們甚至將剛領到的購物卡投入竹筒之中，並告訴我們就算將來他也許

生活改善不會在受助的名單中，但也希望每一次都能來參加發放活動，體會這心

靈的饗宴。這一刻我們明白，愛是循環的，慈濟人不分宗教的付出的愛，啟發了

他們的心，讓他們願意無私地幫助自己的同胞。

2014年 11月嚴冬將至，慈濟人在蘇丹加濟市為難民們準備了一萬條毛毯，還

有很多生活物資，包括米、麵、豆子等等，發放中不時有人跑來，拿著毛毯，拿

著米、麵，希望換成現金。我們問：「你要現金做什麼呢？有毛毯可以禦寒，有

食物可以充飢，為什麼你們要錢呢？」他們回答：「我們的孩子已經好幾年沒有

受到教育，我們可以忍受飢餓，可以忍受寒冷，但是我們不能忍受我們的孩子未

來沒有知識。」這時我們才知道原來所有的敘利亞學校都是私立的，只有有錢的

人才可以將孩子送到那裡去讀書，因此，在蘇丹加濟市有將近四、五千個孩童是

無書可讀的，看到孩子在垃圾桶中撿食物，看到九歲的孩子還不會寫自己的名字，

看到孩子在窗前看著土耳其學童可以上下學。我們又開始家訪，開始登記這些孩

子的資料。

同一個時間，蘇丹加濟市市政府教育局局長亞伯拉罕先生（ibrahim demir）願

意跟慈濟合作，提供政府的學校為教學大樓，早上有土耳其學生上課，下午提供

給敘利亞學童讀書，由慈濟補助學童，教育局保證承認學歷，就這樣，在 2015

年 1月慈濟滿納海中小學一校成立了，取名「滿納海」為阿拉伯語沙漠中的泉源

的意思，期許學校有如在這沙漠之中帶給學童如泉源般的知識；成立初始，有

五百七十八位一到八年級的學生，同一年的五月，並收三百一十位補校生，這些

補校生年紀介於六 到十五歲之間，平常在打黑工，只能夠禮拜六、禮拜天到學校

學習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以及數學，但是補校生並沒有辦法得到學歷證明；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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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納海學校辦學優異的成績及模式傳遍整個土耳其，土耳其教育部副部長特別打

電話給蘇丹加濟市的市長阿里烏司蘭馬茲先生（Ali Uslamaz），他恭喜市長因為滿

納海創造了一個讓敘利亞難民學童上學的模式，而這個模式經過教育部討論後，

認為是一個可以解決難民學童就學最好的模式，教育部希望在 2016年以這個模式

創建一百八十所敘利亞暫時學校，至今，整個土耳其的確在 2016年以滿納海中小

學為模範，另外幫助了將近二十萬的學童就學。

2015年 7月底帶著主麻老師、教育局長及前副市長訪問慈濟，向上人報告的時

候，上人問到這三百多位讀補校的孩童，「為何不讓他們去讀書呢？」眾人哭著

向上人解釋，這些六歲到十五歲的孩子們因為必須負擔家計，每天打工十三個小

時只能上十三分鐘的廁所。上人不忍，希望我們也可以照顧到這些孩子們的未來，

讓他們去除心中的恨，重返校園。

經過短短一年，在土耳其政府協助下，慈濟至今在蘇丹加濟市已經開立二校及

三校，學生數目增加到二千三百八十四人，其中有二百一十三位之前打工的學生

在慈濟補助他們家計之後也回校上課，他們每天上課前在操場背一段聖訓才進教

室，課餘時間背誦《古蘭經》比賽，在滿納海讀書的孩子們，並 有因為慈濟的幫

助成為佛教徒，反而成為更虔誠的穆斯林。看著這些孩子告訴我們他們夢想將來

成為老師、工程師、醫生，當他們訴說著未來的夢想的時候，他們眼中散發著光

芒，而我們也夢想這些孩子們十年到二十年後，他們也許有能力幫助別人了，也

許他們不會忘記一群穿著藍天白雲的慈濟人曾經散播愛的種子在他們心中，也許

哪天愛的種子可以發芽長成大樹，可以結更多善的種子，幫助更多的人；沒想到

愛的循環來得那麼快，2016年南臺灣發生地震時，臺東發生風災時，這些孩子們

在校園發起「竹筒歲月」募款，並唸誦《古蘭經》為全臺灣祈福，他們主動捐款

表達對全球慈濟人以及臺灣人的感恩與關懷。

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宗教環境下，因為天災，因為人禍，讓慈濟在土耳其，以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與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相遇，以尊重為本，以互

信相融，讓穆斯林認識了慈濟，也讓慈濟了解了穆斯林，這一切都是因為一個字

──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