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德品

五毛錢的力量走向全世界



五毛錢的力量

菜市場的五毛
錢要救人，要
提醒自己天天
做好事。

1966年，上人率領四位弟子、兩位老菩薩及三十位婦女，在普明

寺正式成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



無量義經佛宅來
去到一切眾生心
住諸菩薩所行處
十大功德潤蒼生



1967年，上人擔憂失明
長者李阿拋看不見，還
在茅草屋裡生火，火舌
上下跳躍，險象環生，
可能釀成祝融，因此幫
他找地建屋，花費四千
二百元，這是第一間慈
濟屋。

五毛錢流到苦難的地方



老人李阿拋孤苦伶仃，住在用蘆葦桿編成的茅草屋裡
，每月僅靠政府一百元救濟金過活。上人去探望時，
他正蹲在屋角生火，面前擺著三塊磚，磚上是一口舊
鍋子；火舌上下跳躍，可謂險象環生。慈濟除每月補
助老人兩百元生活費外，還在南華(位於花蓮吉安鄉)
為他興建空心磚砌水泥的房子。57年3月李阿拋往生
，由另一位孤寡老人廖火搬入居住。南華建房是慈濟
為孤苦老人建房之始，之後零星建房依然繼續。



學校：246所
永久屋：21,565間
教堂：7間
佛堂寺院：4間
清真寺：9間
兒童機構：15間
養護機構：159間
醫療機構：8間
公共設施：19,213座

全球援建暨整建項目統計
(至2022年3月31日止)



1969年中秋夜，臺東
卑南大南村火災，燒
毀房屋148戶，死亡
42人。上人聞訊後，
親率委員前往，這是
慈濟第一次發放。

大南村火災



9月26日中秋節當天，艾爾西颱風來襲。
夜裡十一點多卑南鄉大南村因一點餘燼
而釀禍。當時慈濟功德會甫成立第三年
，還稱為「克難慈濟功德會」，一切皆
數克難時期。上人胸懷蒼生，想到天氣
漸寒，僥倖逃生的人又身無長物，於是
展開救濟。



上人親率七位委員南下勘
災時，因山洪暴發，墳地
流失，一時屍骨、棺木，
到處曝露，慘不忍睹。
這是慈濟首次大規模救濟
行動，發放救濟金、衣服
，以兩萬元購置毛毯賑濟
一百四十八戶災民。



歷年社會救助概況(至2022年3月22日)

提報件數：277,753件
長期救助戶次：2,208,852戶
居家關懷：2,129,973戶
急難補助：358,621件
助學補助：100,145人
新芽獎學金：85,303人
居家環境改善：8,631件
災害關懷戶數：73,648戶



開啟貧中之富

高愛師姊為了要捐錢給上
人蓋醫院，應徵清潔工，
每天去掃華江橋，掃了幾
年，累積了三十萬，然後
捐了一間病房。



1982年受證慈濟委員的高愛
師姊(右)，法號靜睦。早年
她推著二輪車，沿路叫賣水
果，不管做得再辛苦，還是
一心一意想要賺錢，為的是
要布施。高愛以堅定的信念
，改變家庭關係，成就八位
榮董，持續發揮生命良能，
這就是富足的人生。



慈濟志工謝明和與陳
昭夫妻，在自家門口
擺攤賣水煎包，夫妻
省吃儉用，已圓滿二
十多個榮董。

貧中之富典範



夫妻倆加入慈濟，水煎包的內餡由葷轉素
。兩個人的年紀，現在都八十歲以上，真
的是很不簡單，從一念善心開始，夫妻省
吃儉用，目標就是跟著上人行善做好事。



老委員的智慧

我不識字，我用畫畫的
方式記錄，每一筆功德
款都清清楚楚。



九十一歲的張金葉不識字，當年為了
籌建醫院勸募善款，靠著純樸的智慧
募款募心，自創圖畫式資料及募款紀
錄，為慈濟大愛行旅寫下一章傳奇。



第一功德難思議
道源功德由信起
是經能令諸菩薩
未發心者能發心



開啟富中之富

1983年本會為籌募花蓮慈
濟醫院建院基金，首次舉
辦大型義賣活動，各界善
心人士捐贈珍寶、書畫，

場面熱烈感人。

1979年，證嚴上人宣布要興建慈濟醫院，但是知名度不高，1983年首場

籌募建院基金義賣在空軍官兵活動中心(介壽堂)舉辦，吸引許多善心人

士共襄盛舉。



開啟富中之富

除各界善心人士捐贈書
畫及珍寶，並有影視紅
星熱心加入義賣。藝人
小英哥主持義賣觀音畫
像。

這場義賣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現場民眾穿流不息，特別是下午兩點鐘

的拍賣會，當時頗富盛名的張瑠瓊、李佩菁、彎彎等十二位藝人都來護持。



開啟富中之富

1994年3月10日慈濟榮董會
與慈友會，發起「珍情畫
意，擁抱蒼生」喜捨 珠寶
、字畫義賣助人活動，在
新光美術館展開，義賣收
入將捐給慈濟慈善事業。



開啟富中之富

3月12日、13日下午，在
新光美術館內眾善雲集，
一場「為善競爭」愛拍賣
會，為「捨」與「得」之
間產生的善的循環與愛傳
承，烙下歷史的見證。



開啟富中之富

人說「富貴學道難」，
對大部分人來說，捨金
錢容易，捐精神心力較
難，但慈友會成員和榮
董們都做到了。

活動的原始構想起於李佳穎、李憶慧師姊。原本只是計畫在「慈友會」

舉辦一場跳蚤市場，將會員們的名牌服飾「資源回收」義賣。兩人靈機

一動，何不籌辦一場珠寶拍賣？公佈後，獲得企業家夫人們熱烈響應。



愛鋪滿地

新型冠狀病毒（COVID-
19）疫情延燒，2021年
5月31日，慈濟宣布捐
贈BNT疫苗共五百萬劑
。因為疫苗是要搶救生
命的，上人說，雖然不
知道錢在哪裡，但知道
愛在哪裡！



愛鋪滿地

慈濟從無到有，用愛鋪
路，行願半世紀，轉眼
步入五十六周年，上人
提到「火金姑（螢火蟲
）」，一小點的微光或
許無法照亮暗室，但集
合許許多多的螢火蟲，
可以解除千年暗室。



第二功德難思議
一法能生百千義
百千義中復又生
如是輾轉無量義
一理能徹萬理徹
一法能攝萬法攝
一言半句勤誦習
通達無量微妙理



緬甸人口有百分之七十五
在農村，2008年納吉斯熱
帶氣旋登陸緬甸，摧毀了
許多農民一輩子的心血。
慈濟人，為受災農民帶去

了稻種，也帶去了希望。

全球五毛錢一生無量



稻種發放儀式上，烏丁

屯聽到了「竹筒歲月」

積少成多助人的故事，

開始帶動「日存一把

米」。

農民烏丁屯(U Thein Tun)每日煮飯前會抓一把米存在撲滿內行善，烏丁

屯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宣導「日存一把米」，幫助需要的鄉親，帶

動善效應，把這份福氣傳下去。

粒米成籮 滴水成河



一粒穀種啟悲心，一念善心
播希望，「米撲滿」精神，
在每天家中煮飯時，抓起一
把米存入另一個容器，這個
容器裡的米就可以幫助其他
需要的人。



至2021年，緬甸有226村響應，招募超過5萬戶村民響應「米
撲滿」，每月可收集約4000公斤大米，救濟約250戶貧戶。



第三功德難思議
自在度人顯願力
雖有煩憂無煩惱
雖有生死無畏懼
百八重病常相纏
悲憫眾生不顧己
譬如船師身有病
若有堅舟猶度人



慈
濟
非
洲
十
國

馬拉威

莫三比克

史瓦帝尼
賴索托 南非

辛巴威

波札那

納米比亞

尚比亞獅子山



五毛錢開啟窮人的富有

非洲有五十五個國
家，因貧窮、戰亂
或全球暖化、極端
氣候的災難，面臨
糧食危機。

臺灣愛心大米與非洲貧戶結緣始於2011年，至2020年，援助超過五百萬人次
的民眾能及時溫飽，每包米袋印有｢LOVE FROM TAIWAN｣，傳遞臺灣的愛心。



五毛錢開啟窮人的富有

慈濟在非洲深耕二十多
年，救濟貧病苦難，從
南非往北關懷至賴索托
、史瓦帝尼、莫三比克
、辛巴威等國家，且已
帶動在地志工成為慈善
的主力。



敘利亞自2011年爆
發內戰後，許多國
民紛紛逃往土耳其
、約旦等鄰近國家
。慈濟人在當地將
愛心送到了難民手
中。

2015年1月23日，土耳其慈濟志工與政府合作，於蘇丹加濟市成立滿納海中小
學，為難民孩童提供助學金就學。聯合敘利亞的教師，撫慰戰爭陰影下受創
的幼小心靈，使他們不再失學，顛沛黯淡的人生燃起了光明希望。
2018年5月土耳其教育部，正式認證滿納海國際學校。



當地慈濟志工運用「竹筒歲月」故事，鼓勵滿納海中小學的敘利亞學童存零錢
行善，讓孩子學習到以善回報善，即便力量雖小，仍願意主動捐出零錢，幫助
其他受難的人。

心中有愛，沒有仇
恨。要以愛帶動滿
納海中小學的孩子
，成為促進人間和
平的種子。



臺灣花蓮於2018年2月6
日發生芮氏規模6.0強震
，造成建物倒塌、路面
龜裂與人員傷亡。土耳
其滿納海學校展開募心
募愛，學生發心捐款，
援助花蓮地震災民。



翻轉恨轉愛

滿納海學童阿里將珍藏三年的一歐

元，捐給臺灣買疫苗，阿里還寫一

封信「這一歐元對我很重要，因為

它是一個美好記憶，但不會比有需

要的人珍貴。」因為慈濟教會他們

愛與分享。



五毛錢的真諦，慈濟走遍
128個國家地區，就是愛
與善的循環。如同螢火蟲
在黑暗中帶來善良的光明
與希望。



第四功德難思議
諸佛念護於一身
雖未自度能度他
與諸菩薩為道侶
譬如國王新王子
稚小國事難領理
但為臣民所崇敬
王后愛重常共語



亞細亞的孤兒

泰北當地多為叢山
峻嶺、地質貧瘠、
交通不便、秋夏多
雨、冬季苦旱，難
胞定居於此，生活
清苦。

1949年至1954年，第二次國共戰爭，從中國雲南、廣西、貴州出征的少年，
輾轉流離國境數個山頭，故鄉回不去，異鄉難立足，且沒有身分。



沒有優良師資是泰北教
育的一大隱憂。醫療也
是嚴重缺乏，整個泰北
地區皆屬瘧疾區，結核
病亦常見。孩子長期營
養不良，缺乏蛋白質、
維生素，長得個子矮小
瘦弱、黧黑。

這一群不受泰國政府承認的難民，活動區域也受限於貧瘠的大山中。除了
生活困難，第二代身份也不被認同，第三代教育更是問題。

亞細亞的孤兒



上人說：
該做就是
應該要做！

1994年1月29日，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章孝嚴先生，來到花蓮靜思精舍會
見證嚴上人，期慈濟能伸援長年滯留在泰國北部的難民老兵。



1994年，慈濟基金會從臺灣到泰北勘察，1995年展開「泰北三年扶困計畫」
，包括興建大愛村、改良農業技術、認養安養院、關懷貧戶、提供助學金等
；隨著扶困計畫進入尾聲，同步開展慧命工程，籌辦清邁慈濟學校。

實地勘查後，慈濟研
擬「泰北三年扶困計
畫」。希望改善難胞
的生活環境與提昇學
童教育品質，進而達
到自力更生的最終目
的。

亞細亞的孤兒



第五功德難思議
持誦書寫刻不離
剎那恆持長相應
眾生信服得歡喜
雖未遠離凡夫事
猶能示現大菩提
譬如龍子生七日
即能興雲與降雨



定期慰訪熱水
塘、帕黨兩所
安養院，提供
安養金。

亞細亞的孤兒



亞細亞的孤兒

泰北三年扶困計畫中，慈濟每年請農技

專家前來舉辦農業講習，並致贈茶樹、

果樹苗。位於清萊邊境的翠峰茶莊是當

年輔導最成功的個案，如今不僅擁有兩

處茶園，每年更生產約十二噸茶業，成

為泰北數一數二的製茶廠。



1998年曼谷志工陳世忠，帶著村民
砍竹子，把竹節打通釘在山壁上當
水管，從山上引水下來，然後剖開
竹子充當鋼筋做路基，分六段施工
，歷經兩個多月，全長1300公尺的
「回賀大愛之路」，終於完工。

亞細亞的孤兒



上人指示：要讓他們能落
籍，才能生根於當地。經
多方奔走，終於拿到了身
分證，從此翻轉了他們的
命運，不再是沒有根的孤
兒。

亞細亞的孤兒



王端正副總等
人向上人報告
泰北三年扶困
計畫的進行。

亞細亞的孤兒



第六功德不思議
生死煩惱盡遠離
能斷一切苦與厄
與佛如來無差異
雖未得住不動地
慧能斷惑能攝理
譬如王子雖稚小
能理國事號羣僚



唯有教育
才能翻轉
他們的人生

清邁慈濟學校

更催生了慈濟在海外興辦第一間學校「清邁慈濟學校」，該校屬於泰國學
制的普通學校，採中泰文雙語教學，提供泰籍和華裔中小學生就讀，2002
年動土興建，2005年小學部開學，中學部也在2008年開班。



清邁慈濟學校以高
品質的教育環境、
美善的慈濟教育人
文，並融合泰國傳
統禮節的特色。

學生人數逐年增加，甚至吸引泰國道德中心。自2005年起，不斷派遣教育
界、醫療界人士前往臺灣觀摩與學習，期能重振泰國民眾的道德文化。



清邁慈濟學校校友至2019年出路統計：
理 工 51人
法 商 84人
文 教 74人
醫 護 13人
工 作 37人
畢業人數 259人

共四屆畢業校友，連同高中畢業直接工作的職業
包括：教師、工程師、農業、設計師、建築師、自行開業、
旅遊業、軍人、翻譯、基金會員工、護理師、動畫師、攝影
師、助理律師等。



第七功德不思議
六波羅蜜顯神奇
愛灑人間大悲意
令諸眾苦皆得離
無生法忍斷煩惱
隨緣度化登七地
譬如猛將除王怨
怨既滅已王歡喜



莫拉克風災

2009年中度颱風莫拉克
侵襲臺灣，兩天內降下
約一整年破紀錄的驚人
雨量，帶來惡水重創南
臺灣和東臺灣河岸、山
區、低窪等敏感地區。

2009年8月7日，中度颱風莫拉克從臺灣東部登陸。8月8日起，南投、嘉義、
臺南、高雄、屏東與臺東等地區出現水災、土石流、坡地崩塌、橋梁斷裂、
河海堤損毀、交通中斷及農業災害。
。



莫拉克風災

這場風災是臺灣世紀大
水患，奪走眾多家庭安
身立命的生活環境，許
多人在這場災難當中失
去家園及摯親，也承受
著難以忘卻的傷痛。



莫拉克風災

位於高雄縣甲仙鄉小林
村部落，遭大雨造成獻
肚山崩塌向下滑動的土
石流大口吞噬，慘遭滅
村計462人遭土石活埋
。



第一時刻，慈濟志工
立刻展開五合一賑災
「慰問、勘災、發放
、清掃與義診」。

莫拉克風災

上人明確訂出救災行動為三大階段 -緊急救難期、中期、長期復建工程。六
大目標「安身、安心、安居、安學、安生、山林安養生息。」要為鄉親建立
永久安身立命的家，一來可讓災民安住，二來可讓受傷的山林休養生息。



風災後，高鐵提供免
費運輸，從北中南運
送一批又一批前往救
災的志工及社會大眾
。

莫拉克風災



北區志工帶著清掃
工具，趕至屏東幫
助受災鄉親清理家
園。

莫拉克風災

慈濟志工「走在最前，做到最後」，為災區鄉親奉上熱食、應急金、膚慰關
懷，並配合各地警消人員，協助受災民眾的撤離，和受災民眾共度艱難時刻。



「愛，一直都在」，
林邊車站泥沙淤積嚴
重，慈濟志工參與清
除掃；過程中，有人
不慎跌坐土泥，眾人
一同朝著跌坐者伸出
手來扶持。

莫拉克風災



賴松勇師兄協助災民
清理家園後，雙手沾
滿了汙泥，謙卑的向
一起參與打掃的民眾
合十道感恩。

莫拉克風災



第八功德不思議
種種方便令發心
信心既發令勇猛
守之不動令堅定
若人不信有罪福
依經奉行令信服
堅固戒忍行檀度
無上菩提淨國土



為了趕在農曆年前讓
鄉親入住，八十八天
蓋好大愛屋，施工團
隊不分日夜，搶晴天
、戰雨天，二十四小
時分班趕工。

杉林大愛園區

杉林大愛園區在 2009年11月15日動土，其實在之前早已啟動「以工代賑」，
受災鄉民來蓋自己的家，也是讓他們有工作、有收入，能維持家庭生計。參
與以工代賑的人次，高達3萬6703人次。



八十八天蓋好大愛
屋，慈濟投入十一
萬人次以上志工。

杉林大愛園區

慈濟人跟上人同心在一起，上人一句話，弟子使命必達，而且也是真心希望
鄉親能夠早日入住，所以整個動員了起來。慈濟在六個地區，援建1280戶永
久屋，其中高雄杉林大愛園區，就建了1006戶。



2009年，第一期工程；2011年，第二期工程。
完成：永久住宅1002戶、小學1所、教堂兩間、教室六棟、

耆老中心6棟、活動中心1棟。

杉林大愛園區



鄉親入住永久住宅，慈濟為每一戶
準備88項入住禮，從流理檯、家電
、衣櫥、家具，還有鍋碗瓢盆等日
常生活用品等一應俱全，就是希望

鄉親能在大愛園區展開新生活。

杉林大愛園區



尊重鄉親的信仰和
需求，園區內特地
興建了教堂。基督
復臨安息日會杉林
重生教會，教友們
進行禮拜。

杉林大愛園區

慈濟在園區內規畫三座教堂，讓原住民能保有原本的宗教信仰和歸屬感。教
堂矗立在饒富慈濟風格、佛教蓮花圖騰的園區內，其大愛精神超越宗教隔閡。



杉林慈濟大愛園區內，
專屬的「民族大愛國民
小學」重建，對受災鄉
親來說，彷彿是那所被
莫拉克風災毀滅的民族
小學，重生於眼前。

杉林大愛園區

民族大愛小學位於杉林大愛園區南側，占地約兩公頃，設有十二間一般教室、
六間功能教室、幼稚園、圖書館、校史館、操場、籃球場及停車場等；採鋼
骨結構、綠建築及水資源回收，校園保留大面積綠地與植栽。



第九功德難思議
願力得登善慧地
辯才無礙得清淨
宿業重障一時滅
次第莊嚴波羅蜜



入大總持精進力
極苦眾生令解脫
善滿十方遍各地
如法修行得道果



慈濟旗誌

慈濟大旗上的慈濟會
徽，整體為蓮花意象
，中間是代表慈航普
渡的法船，外圍再以
象徵八正道的八辦花
瓣襯托。



慈濟旗誌

慈濟自1991年援助孟
加拉水患，揭開國際
賑災的序幕，迄今援
助128個國家地區。

慈濟於海內外各大小賑災發放現場，都會升起慈濟旗誌，屹立飄搖著，就像
慈航般，給了災民鄉親希望，也帶給慈濟人無比的信心、毅力和勇氣。



慈濟旗誌

飄洋過海



冰天雪地翻山越嶺

慈濟旗誌



走到極苦

慈濟旗誌

賑災發放



第十功德難思議
凡夫地時弘誓願
厚集善根益一切
洪潤枯涸演法義
眾生有病法藥醫
慈被眾生恩澤潤
道跡漸登法雲地

大愛無國界
有歷史的宗教，都值得人類保護，互相學習、尊重。



1993年劉素美師姊開始在

印尼做慈濟，小小的種子

，今擴展到全印尼，四大

志業齊備，在十八個城市

設有聯絡點分支處。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號稱「雅加達黑色心臟」的印尼紅溪河，是污染最嚴重的河川。2002年1月
下旬一場洪水災難，引來了慈濟國際救援小組，除了賑災、義診，更進一步
地五管齊下，積極進行清河行動，帶給紅溪河沿岸居民新的生活希望。



慈濟基金會與印尼奴魯亞．

伊曼習經院緣起於2003年。

臺 灣援助印尼五萬噸白米，

透過慈濟印尼分會發放。慈

濟跨越宗教、種族和國界的

差異，讓佛教和伊斯蘭教共

譜和諧的愛心篇章。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1998年印尼奴魯亞．伊曼習經院成立，不收學費、且免費提供膳食與住宿，
吸引印尼各地的青少年前來，其中包括了許多貧苦人家的孩子或孤兒。



2003年10月開始，慈濟印尼分會

固定每月贈送五十噸白米，慈濟

人醫會也在習經院舉辦義診，照

顧院生健康，也協助興建新校舍

。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在2020年covid-19疫情大

爆發，印尼慈濟人在印尼

各地二十五個省發放防疫

用品，受惠單位共183個機

構，897家醫院及其他醫療

單位。2010年的人口記錄

佛教徒在印尼只有0.5%，

但是佛教慈濟為這次的疫

情募到十三億新臺幣。
雅加達慈濟靜思堂和慈濟醫院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印尼 大疫情 大因緣

防疫物資援助

醫療口罩 : 2,348,100個

測試劑 : 1,000,000個

N95口罩 : 40,220個

防護衣 :    90,901件

呼吸機 :       198臺

消毒劑 :    12,960升

消毒噴霧器 :   1,731個
至2020年5月27日



印尼 大疫情 大因緣

救援不分種族不分宗教，除防疫醫療物資支援發放，與政府軍

警單位合作，生活物資發放達三十五萬份。



印尼 大疫情 大因緣
疫情翻轉印尼民眾對慈濟人

的認識，慈濟印尼分會執行

長劉素美（慈含），因此獲

得2020年印尼金融雜誌

《Infobank》與《The 

Asian Post》頒發的「十大

傑出人物獎」，是歷年來首

位得獎的外籍人士。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伊斯蘭教徒胡光中，曾經獨

自在中東異鄉為異客，因緣

際會隻身前往利比亞求學、

成長，落腳於土耳其經商。

不凡的經歷，在接觸慈濟之

後，決心奉獻給苦難眾生，

尤其是飽經戰火摧殘的敘利

亞難民孩童。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2014年，流亡土耳其的敘國

難民人數已達百萬，處處可

見難民在路邊乞討，飢餓孩

童沿途翻找垃圾桶。令人鼻

酸的是，伊斯坦堡大街上，

到處可見兜售罐裝水、紙巾，

或是閒晃、踢球的孩子們，

長期處於失學情況。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胡光中同為慈濟志工的同修

周如意，發願要讓這些難民

孩子能上學讀書。夫婦倆逐

一探訪，找出450個家庭的

失學孩子，幫助他們回到學

校讀書。為這些失學孩童開

辦的學校，是土耳其全境第

一所難民學校，名為滿納海

（Manahal）。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1989年美國分會正式成立前

，美國慈濟志工已把關懷的

目光延伸至海外，1994年踏

出美國，關懷墨西哥提娃娜

（Tijuana）貧困社區，開

啟中南美洲關懷的新篇章。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墨西哥普埃布拉州於2017年

9月19日發生規模7.1強震，

許多老舊建築物倒塌，民眾

傷亡慘重。慈濟志工經過兩

個多月的勘災、訪視、造冊

，12個國家地區的志工暨醫

療團於12月3日出團，展開

發放與義診，為受災民眾送

上祝福。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2017年墨西國強震後，慈濟

人從臺灣、美國到墨西哥勘

災、賑災，在墨西哥待了三

個月，舉辦「以工代賑」及

現值卡發放、食物發放等，

感動了許多墨西哥人加入慈

濟做志工。後續，每年三次

繼續來墨西哥辦理慈善義診

。



不同宗教不同種族

赤貧的海地，社會動盪，始

終不曾停止。2010年1月12

日海地發生七級強震，二十

三萬人往生，慈濟美國總會

賑災先遣團赴海地鄰國多明

尼加設立賑災據點，趕製三

千個醫療包送往海地。十餘

年來，慈濟持續關懷著貧困

的海地人民，從未間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