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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預言，末法時期世間將
淪落為污濁眾生的世界。然
而，2500年後的今日，已是
五濁惡世的時代。



有一法門無量義
疾令菩薩成菩提
自本來今最真諦
萬物性相本空寂
只因眾生虛妄計
六趣輪迴苦難離



佛典說，眾生有病，需要法
來醫治；特別是人心之病，
妙藥就是引導人人啟動愛心
，運用佛法好好醫治 ，天下
方能太平。



人間需要佛法

1969年靜思精舍落成使用，

首次舉辦佛七法會，證嚴

上人親自主持，此後十九

年每年舉辦，以農曆三月

二十四日為圓滿日。



人間需要佛法

證嚴上人親自教導弟子們，行

住坐臥、語默動靜，都能顯示

內心是否在修行。心如果記得，

行動就會如規如矩;若要堅定菩

薩心志，威儀必定要固守。



人間需要佛法
上人教弟子背經文、四書外，

也教導課誦與法器。包括如何

執引磬、木魚，如何在唱誦同

時執法器不中斷，如何擔任維

那、悅眾起音引導大眾進退威

儀等，反覆教授並加以修正。



佛法生活化(由外而內)
四威儀 (慈濟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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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抽菸、不吸毒、不嚼檳榔
七、不賭博、不投機取巧
八、孝順父母、調和聲色
九、遵守交通規則
十、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
前五項為佛教五大根本戒，後五項則為上人針對現代社會發展的特殊
形態，所提出的生活要求。



佛陀宣說第一義
普令一切復無疑
所發慈悲明不虛
諸眾菩薩應修習
一聞能持一切法
令諸眾生得大益



上人傳心燈三願：
淨化人心
社會祥和
天下無災



斯經譬如一種子
百千萬億從它生
千億種子復又生
展轉乃至無盡量
一法能生無量義
無量義者一法生
一句一偈能得聞
百千萬億能通達



花東少女被賣
1986年花蓮慈院啟業，東
部醫護人員缺乏，加上當
時花東少女雛妓問題嚴重
，上人為要提供東部少女
讀書機會，讓原住民少女
有一技之長，有謀生的能
力，決定興辦護專，培育
醫護人才。



上人說
我要提供東部原住民少女讀書機會。
我要培養原住民少女一技之長，
有謀生能力。

社會的希望在教育



1989年成立慈濟護專

證嚴上人有鑑於東部醫
療人才招募不易，為了
培育出具有慈悲為懷的
護理人，歷經千辛萬苦
在花蓮成立慈濟護專。

證嚴上人的一念初心「為了解決東部地區原住民少女就學就業問

題」萌念興辦教育。對家境清寒的學生，每月可領取慈濟補助金

額，還有生活補助，讓他們能安心就學。



1989年成立慈濟護專

上人創校目的，就是要照
顧東部原住民少女，讓他
們有讀書機會。上人不只
讓她們讀書，還提供生活
費，畢業後，有謀生能力
，就能為社會貢獻一己之
力。



林純霞老師帶學生服務 捐血

林純霞老師是慈濟護
專第一屆班導師，帶
領學生到部落服務，
讓學生接受到偏鄉地
區的種種苦相。1990
年慈院榮民伯伯動手
術，帶著護專同學挽
袖捐血。



第一位原住民女博士
現職慈濟大學護理系副
教授的怡懋‧蘇米（漢
名：陳怡懋），慈濟護
專二專部第三屆公費學
生，太魯閣族第一位女
博士。常到家鄉，文蘭
部落，提供醫療服務。
是慈濟教育深根東部，
化育良才的典範見證。



第一位原住民女博士

本身是太魯閣族的怡懋‧
蘇米，正好象徵慈濟護專
開辦的初衷，希望解決東
部地區原住民少女的升學
、就業問題，並為慈濟醫
院挹注充足的在地人力。



古花妹服務關山慈院
照顧部落
古花妹（布農族）天
主教徒，慈濟護專五
專部第二屆畢業，服
務關山慈院照顧部落
族人。2011年《水懺
》入經藏，觀苦相更
知福。



古花妹服務關山慈院
照顧部落
在關山醫院服務超過
二十年的古花妹(右)
，深覺護理不是一定
限於醫院內，可以走
入需要者的家裡，甚
至是心裡，真正提供
暖心的服務。



南丁格爾奬居家護理師

楊秀花，投入護理服務
超過十七年，三年前，
從臨床照護轉換跑道成
為居家護理師，協助因
中風、車禍、疾病而導
致身體癱瘓的重症、慢
性病患者，出院後長達
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醫療
照護。



南丁格爾奬居家護理師

花蓮慈院健康醫學中心
居家護理師、太魯閣族
人楊秀花(左六)，也是
慈濟護專校友，走入社
區為花東地區居家病友
的健康把關，2014年獲
得第三屆十大南丁格爾
績優奉獻獎肯定。



師鐸奬羅淑芬

2019年獲師鐸奬的羅淑
芬，曾是班上倒數第3
名，在護理工作找到成
就後，攻讀臺大博士，
回到花蓮帶領偏鄉護理
系學生，走進部落找回
自信。



師鐸奬羅淑芬

原住民媳婦羅淑芬老師
，帶著學生了解臨床病
患需求，長期推動偏山
假日部落教室，讓學生
將知識化為實際行動，
帶學生深入原鄉部落服
務，走出教室，實際服
務困難的人。



護專學生路過車禍現場
2014年3月10日慈濟護
專學生在路上遇到車
禍現場，二位女學生
安撫傷者情緒，二位
男學生當場指揮交通
，直到救護車抵達，
才離開現場。讓在場
的民眾看到社會溫暖
的一面。



教育志業獎助生人數(至2022年3月底)

慈濟大學 843人
慈濟科技大學 2428人
(原住民1969人 獎助生459人)

兩所大學總計 3271人

社會的希望在教育



菩薩安住於實相
所發慈悲明不虛
於眾生所能拔苦
苦既拔已復說法



扛起生命的重量

1994創立慈濟醫學院
校訓：慈悲喜捨
慈－是「予樂」，大慈者無悔
悲－是「人苦我悲的憐憫」，
大悲者無怨。
喜－是「輕安喜樂」，大喜者
無憂。
捨－是「無所求的付出」，大
捨者無求。



佛陀問病圖

希望人人平常都要培養慈
悲心，都能體會佛陀大慈
、大悲、大喜、大捨的四
無量心，以及悲天憫人，
濟世救苦的仁懷。



扛起生命的重量

慈濟大學醫學系學生即將
進入醫院臨床實習，誠摯
地宣讀誓言，誓願成為能
獲得病人與家屬信賴的良
醫人醫。承擔起救人的使
命，用心、用愛的付出，
守護生命、守護愛。

慈濟醫學院於2000年8月，改名為「慈濟大學」。



扛起生命的重量

花蓮慈濟醫院為慈濟大
學六年級醫學系學生舉
辦醫學倫理共識營；由
證嚴上人親自為醫學生
掛上聽診器，象徵大家
將承擔起守護民眾健康
的重責大任。



八仙塵爆
2015年6月27日臺灣八仙樂
園塵爆意外近500人傷亡，
志工動員到各醫院慰問傷患
與家屬，累計一千多人次。

當年慈濟大學醫學系六年級
13位實習醫學生，把握學生
生涯最後一個暑假，自願到
臺北慈院為塵爆傷者換藥。



為COVID-19疫情研發
快篩試劑
2020年5月慈濟大學、臺
北慈濟醫院、中研院合作
開發出新冠肺炎IgM/IgG 
雙抗體檢測試劑，十分鐘
就可驗出初、中、後期感
染者。



為COVID-19疫情
研發本草飲
上人的智慧和研發團隊的
努力，持續研發出一系列
凈斯本草系列產品；經基
礎研究，證明能有效清除
體內病毒，達到提升免疫
力的效果。



醫學生支援施打
COVID-19疫苗
慈濟大學醫學系學生在施
打完疫苗現場，協助進行
衛教宣導，除了讓打疫苗
者安心外，也可學以致用
，共同為守護全民健康奉
獻心力。



令諸眾生受快樂
三世諸佛所共護
無有眾魔能得入
一切邪見難壞敗



復古就是創新
自1989年慈濟護專創校開學
，至2000年7月，完成了幼
稚園、小學、中學、大學、
研究所之全程、全面、全人
的「完全化教育」，並於海
內外設立幼兒園、小學、中
學，開展社會教育推廣，落
實活到老，學到老的社會教
育。



復古就是創新

追求時髦流行，讓人容易迷失自我。制服，是團體精神與氣
質的展現，也便於大眾辨識團體的職務。學校幫孩子舖個規
矩之道，把人生方向確立。



復古就是創新

慈濟學校是以「慈悲喜捨
」為校訓，以「尊重生命
、肯定人性」為宗旨；以
「品德教育、生活教育、
全人教育」為目標，不僅
重視專業教育，更重視啟
發人的「良能」。



全人教育



品德教育
孝道，教導孩子孝順父母，
也讓孩子透過幫爸爸媽媽洗
腳，增進親子情感互動，學
習以行動感恩。



生活教育
教導孩子奉茶，啟發感恩
心。從插花課程，學子體
驗一花一世界，提昇人文
精神及審美觀念。



生活教育

行、住、坐、臥四威儀的
養成，也就是「行如風，
坐如鐘，立如松，臥如弓
」。 另外，食的威儀是
在日常生活中養成「龍口
含珠、鳳頭飲水」的習慣
，吃飯有「龍鳳來朝」的
貴氣及文雅。



生活教育
環保教育從小扎根，
讓孩子將學校所學的
資源回收分類，帶回
家庭落實生活中。



南非孩童 vs
南非學生穿上制服

來自南非的林琪蘿(左)，
小學就讀慈濟在南非援建
的「慈濟第一小學」。
2013年，林琪蘿(左)如願
到慈濟大學就讀，說得一
口流利的中文，並投身慈
濟行善十多年，這就是教
育的力量。



無常無我與苦空
諸法四相不思議
法性法相本空寂
不出不沒不來去



1998年9月20日起連續
六天，喬治颶風直撲
中美洲海岸，造成多
明尼加嚴重災害。

多明尼加垃圾山蓋學校

據官方統計：有28萬戶房屋全倒或半倒、10多萬人無家可歸。12

月5日慈濟人第一次到多明尼加賑災，看到堆積如山、臭氣四溢、

蚊蠅滿天飛的垃圾山。



慈濟志工歷經半年多的
奔走、接洽，垃圾山已
被夷平了，並規畫興建
學校。

多明尼加垃圾山蓋學校

2000年9月5日學校開學了，是多明尼加慈濟人實踐教育扎根的開始，

設立獎學金、推行靜思語教學、長期關懷以及定期義診，都是長期

耕耘的道路。



印尼紅溪河蓋學校

2002年1月下旬的一場
洪水為印尼雅加達紅溪
河帶來災難，慈濟人除
賑災、義診，更進一步
的抽水、清掃、消毒、
義診、興建大愛村的「
五管齊下」，積極地進
行清河行動。



2003年7月，第一期大
愛村啟用。規畫設有學
校、義診中心、活動中
心、老人院、商店、市
場等，及供住民學習一
技之長的職訓所。

印尼紅溪河蓋學校

大愛村內有大愛中小學，招生對象以村民的子女為主。慈濟國小

是全印尼第一所（唯一一所）天天免費提供小學生牛奶的學校。



甚深無上大乘義
真大慈悲信不虛
以是因緣成菩提
安樂人文多利益



大愛讓世界亮起來

慈濟人文肩負的使命
為心靈淨化作活水
為祥和社會作砥柱
為聞聲救苦作耳目
為顛狂荒亂作正念



大愛讓世界亮起來

1998年元旦，大愛臺創
臺開播，上人慈示：「
大愛電視臺不只是媒體
，更是傳法的平臺，而
且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
，要科技傳法。」報真
導正、傳遞美善的初發
心永遠不變！



大愛讓世界亮起來

1998年1月1日，大愛電
視臺開播典禮暨新春祈
福晚會，中正紀念堂廣
場齊聚四萬多位來自海
內外的慈濟人與民眾，
共同見證臺灣社會與慈
濟的重大事記。



科技傳法

在「Fun大視野 想向未
來」活動中，慈善基金
會顏博文執行長，利用
雲端線上勉勵參賽的團
隊。

自2017年起，慈濟推出「Fun大視野 想向未來」青年創新推動計

畫，作為許多年輕社會創新夥伴的後盾，不但提供培力課程模組

，並連結各方人脈網絡與資源，打造全面的公益孵化加速平臺。



雲端連線

2019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引發全球大
流行疫情，無法群聚，
慈濟的大型精進日及各
項活動，改用雲端連線
方式，或是分散在各個
社區道場，保持安全距
離，同步精進。



習性不同眾生欲
種種說法方便力
開權顯實應根機
心佛眾生無差異



破浪而出

蔡天勝年輕時沉迷於賭博
、毒品，讓父母傷心難過
，更讓自己一步步走入黑
暗深淵而無力自救，迷失
方向，直到進入監獄，獄
警隨手送來《了凡四訓》
及《慈濟月刊》，意外地
改變他的心念，開啟人生
另一扇窗。



破浪而出

蔡天勝在獄中，因為書籍而受
到啟發，出獄後，慈濟志工都
不當他是異類、不因為他是更
生人而給與異樣眼光，反而用
愛與包容接納他，逐漸堅定了
他從善的心志。過程中他依然
不斷在犯錯，能夠恆持走在正
確道路上，正是周圍的人不斷
地分享給他慈濟四神湯－知足
、感恩、善解、包容。



破浪而出

蔡天勝以自身為例，走入
監獄中演講，配合反毒宣
導，就是希望自己能像當
初別人給他溫暖一般，做
錯了，就是痛定思痛的懺
悔，慈濟人永遠會張開雙
手懷抱每一個迷途知返的
人。



慈濟志工走入監獄

慈濟志工定期走入監獄關懷
受刑人，引導他們觀看大愛
臺，期在黑暗的角落點一盞
明燈，淨化他們的心靈，希
望他們能走上正道，出獄後
能夠重返社會。



法譬如水能洗垢
若井若池若江河
溪渠大海悉能洗
洗垢法水亦如是



好話繞全球

1989年，經由文化界的
高信疆先生及一群慈濟
志工的努力，第一次將
上人的平日開示，以語
錄的方式彙輯成冊，並
經證嚴上人定名為「靜
思語」。



好話繞全球

《靜思語》以二十三種
語言版本發行全球，用
最淺顯易懂的語言，闡
述人生道理，影響人心
深遠。



尤振卿，是第一位將《靜
思語》融入教學的老師。
三十二年來近於嚴苛的教
學方式，師生私下都稱他
希特勒。

老師不是希特勒

1989年，轉變教導方式，把上人所講的話，抄寫起來，更自創布

袋戲靜思語教學。1994年自掏腰包出版班刊，1997年編輯《靜思

語》至桃園分享，1999年中風，仍抱病到全國各地及海外推廣。



《靜思語》就是傳家寶，
老師愛用、孩子受用，在
靜思語中轉變人生。尤振
卿老師的用心，雖然孩子
很調皮，只要他用方法，
就把這一群調皮的孩子降
伏得伏伏貼貼。

老師不是希特勒



靜思語 救了我一生
有一天，上人打開一封沒有署名、從中部寄來的信
。信上寫道：「您知道嗎？師父您救了我，因為我
正在等時機，準備去搶劫合作社，在門口等著等著
，眼睛瞄來瞄去，突然看到摩托車上有一本《靜思
語》，隨手打開看到一句『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
做壞事不能多我一人。』我的心裡很震撼，好像被
電到一樣，當下驚醒，就打消了搶劫念頭。我也很
感恩，如果搶劫得手，不代表就沒事，因為還是會
被追回來；如果沒有得手，馬上就會鋃鐺入獄。」



品書會
《靜思法髓妙蓮華》是慈濟
的行經之路，是法華真實法
，水懺-要懺悔，法華經-要
虔誠。上人希望人人都要參
與品書會，法入心，將此風
氣帶起來。遍地開花的「品
書會」，可以用視訊、家庭
式、小組茶會…等方式。



印尼大愛臺

大愛臺透過全球衛星，將
新聞、戲劇、親子、科普
、醫療、環保、人文等不
同類型，傳到印尼大愛臺
2007年開播，有一億多條
線觀看。



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

1990年8月23日上人應吳尊
賢文教公益基金會邀請，
於臺中新民商工演講。上
人鼓勵聽眾：「用鼓掌的
雙手做環保」，資源回收
再利用，減少垃圾，讓垃
圾變黃金、黃金變愛心。



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

三十幾年來，慈濟
的環保志業從雙手
到千手、萬手、萬
萬手，環保行動遍
及全球。



水性是一水各異
法性如是無差別
水雖不同俱能洗
洗淨煩惱滌習氣
佛轉法輪四真諦
諸法本來是空寂



環保志工-環保毛毯
全球19個國家，超過11萬
名環保志工，回收寶特瓶
製作超過110萬件毛毯，
援助44個國家與地區。



賑災用的環保毛毯

環保毛毯能在海內外賑
災時實際幫助到人，這
對很多環保志工來說，
不只是促進經濟循環，
更是一個讓彼此感動的
心靈循環！



壓力衣
八仙塵爆後，上人考量
燒燙傷患者復健的舒適
度與效果，大愛感恩科
技也與陽光基金會、國
智經編共同開發出了更
舒適的機能性壓力衣。
上人親自了解壓力衣的
舒適度。



回收寶特瓶做的環保筆

慈濟人參與在西班牙召開的
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所帶
去展示的環保筆是用回收寶
特瓶做的，還能像手電筒一
樣有照明功能，看見的人都
很好奇；得知這是回收再製
的物品，更是讚歎。



福慧床

2010年夏天，巴基斯坦
遭遇世紀水患，慈濟勘
災團從災區傳回的影像
，僅出生15天的女嬰夏
娜隨著父母住在簡陋的
帳篷裡席地而睡，這一
幕映入證嚴上人眼中，
十分不忍。



福慧床

慈濟志工經過三年的努力，並
多次請教證嚴上人的指導，終
於研發出這款融合慈悲與大愛
的「淨斯多功能福慧床」。拉
開是一張單人床，折起來是椅
子，還可「提」著走，可隨時
因應災區的需要，讓災民在驚
惶之餘，身心也能暫得歇憩。



福慧床

2013年推出成熟、量產的第三版
福慧床，重量十五公斤，卻可承
重一百五十公斤，尺寸、強度都
符合一般單人床的標準，摺疊之
後約是「一卡皮箱」的大小，無
須組裝，十秒即可展開，不論運
送、收納都非常方便，可快速送
給有需要的災民。



代謝不住 念念生滅
文辭是一 眾生解異
法性無差 眾生四相
文理真正 尊無過上



科技傳法走上聯合國
慈濟持續把佛教的精神理念
帶至聯合國平臺，與合作的
宗教組織分享慈濟五十多年
來的經驗，讓世人了解慈濟
與證嚴法師是如何感召各年
齡層志工深入社區，以宗教
情懷為基礎，致力於氣候、
糧食、難民、信仰、蔬食、
環境、女性等的慈悲善行。



科技傳法走上聯合國
慈濟基金會獲聯合國多元信
仰顧問委員會(IATF)任命為
其信仰組織評議會(MFAC)聯
合主席之一，自2022年1月1
日生效，為期兩年，為人權
、和平、永續發展等議題盡
心力。

慈濟致力於宣揚宗教情懷的大愛精神及行動，帶動共知、共識與
共行，以人道救援、氣候變遷及環保、青年公益、婦女慈善參與
等議題為主軸，由慈濟美國總會執行長曾慈慧代表發言。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國大會(COP25)

慈濟基金會由臺灣、美國、
德國及馬來西亞等地職工與
志工計十人組成代表團，出
席2019年12月2至13日在西班
牙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
框架公約第二十五次締約國
會議（UNFCCC COP25）」。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國大會(COP25)

除參與周邊會議、設攤
推廣慈濟環保及淨斯人
間科技產品、與其他團
體交流外，並召開六場
記者會、主辦一場分論
壇，倡導蔬食環保、低
碳生活等理念。



大林慈濟醫院林名男副院長在周邊會議上，以
醫療科學的角度分享臺灣的慈濟醫院關心民眾
的飲食習慣與疾病之間的治療，更透過不斷的
研究發現：蔬食能降低三高等慢性疾病的得病
率。慈濟醫院也非常注重環境保護，除了節能
減碳、在可回收的醫療物品上也盡力分類，打
造綠能醫院。自己身上穿的衣服、鞋子、到背
包，都是回收再利用的產品。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國大會(COP25)
淨斯人間研發長蔡思一
以「零垃圾循環概念」
進行發表，並展示不易
回收而常被丟棄的塑料
、紙容器、紡織品，所
研發出的環保磚塊、再
生衛生紙、用廢棄紡織
品製作的塑木等，創造
「零廢」的循環經濟。



一生無量 無量一生
佛法廣演 眾生普應
如是甚深 無上大乘
菩薩當修 無量義經

無量義經



科技傳法
從花蓮靜思精舍，透
過網路科技傳法，日
不落的慈濟世界，各
國慈濟人在全球不同
的國家聞法精進。



雲端連線

COVID-19疫情自2020
年1月開始至今，全
球疫情尚未平息。各
國慈濟人跟上人、精
舍師父及全球慈濟人
利用雲端連線，視訊
拜年並分享。



大愛臺傳法

上人開示：「感恩
大愛臺，讓我輕輕
的一句話，可以無
秒差地讓全世界都
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