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行品



佛陀2500多年前覺悟，
2500多年後，

慈濟力行菩薩道來完成。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1943年起，

盟軍開始猛炸臺灣。1945年，當時

證嚴上人八歲，在一次躲空襲之後

走出防空洞，看到死傷哀嚎遍野。

聽到大人哭喊：「觀音媽為什麼沒

有保佑我們?」一位老人回應：

「不是觀音媽沒保佑，是我們沒聽

話。」年幼的上人腦海裡深印：

「觀音媽很慈悲，擔心眾生造了很

多業。」

為什麼人要自相殘殺?



1958年證嚴上人的父親中風猝

逝。上人深深體悟到生命就在

呼吸間，深思：「生命到底所

為何來?人死後到底往何處去？」

思惟追尋生命的源頭。

那年上人二十一歲，在慈雲寺

禮拜《梁皇寶懺》，領悟萬般

帶不去，唯有業隨身，追尋今

後人生要如何「活」，決心追

求佛法。

痛失慈父



上人曾問慈雲寺修道法師：「什

麼樣的女人最幸福？」修道法師

只回答：「提得起菜籃的女人最

幸福。」上人卻認為女人不只是

提菜籃，要化小愛為大愛，要提

起天下的大菜籃。

1960年上人棄俗離家，隨修道法

師到臺東鹿野，ㄧ僧ㄧ俗在花東

一帶苦修講學三年。

化小愛為大愛



法身大士 慈悲菩薩
其心禪寂 常在三昧
恬安淡泊 無為無欲
顛倒亂想 不復得入



1963年上人皈依印順導師並受

戒後，回到在花蓮秀林鄉普明

寺後方不到四坪的小木屋清修。

屋內無水無電，必須挑水運柴。

身無長物，心無罣礙，日日禮

拜、抄寫《法華經》，每月燃

臂供佛一次，以此至誠，報佛

恩、父母恩、天地眾生恩。

小木屋潛修法華



靜寂清澄 志玄虛漠
守之不動 億百千劫
無量法門 悉現在前
得大智慧 通達諸法



1966年初春，上人與弟子到

鳳林鄉一家診所探病，在診

所門口看到一灘血跡，原來

是一位原住民婦女難產，竟

因繳不起8000元保證金遭診

所拒收。上人此刻明白，

「錢」如果用得恰當，就可

以救人。

鳳林的一攤血

只因沒有8千元，流了這麼多血，她還能

活下去嗎？



從鳳林回普明寺沒幾天，三位修

女來傳福音，與上人談人生與宗

教。修女說，天主教的博愛廣泛

落實在社會上，在世界各地都有

濟貧救苦的設施，修女問上人：

「佛教為社會做了什麼事呢﹖」

上人生起信心，決意要喚起人心

善念，聚集眾人力量，深入民間

濟貧救病，期許人人觀世音，個

個彌陀佛，及時為人解苦難。

人人觀世音



曉了分別 性相真實
有無長短 明現顯白
無礙辯才 常轉法輪
微渧先墮 以淹欲塵



1966年5月14日﹙農曆閏三月二

十四日﹚，「佛教克難慈濟功

德會」成立。當時，證嚴上人

和幾位弟子還住在小木屋，過

著簡單清苦的修行生活，常住

師父們秉持自力更生的志節，

不接受供養，靠著做手工維生

，在辛苦中還要去幫助別人。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當時縫製嬰兒鞋為生計主力。嬰

兒鞋一雙四元，師徒六人每人每

天縫一雙，一天就有二十四元收

入，一個月就有七百二十元。加

上號召三十位家庭主婦，每人日

存五毛錢，一個月也能累積四百

五十元。合計慈善濟貧工作就從

這每月的一千一百七十元，微小

但深刻地開始了。



一粒米中藏日月
半升鍋裡煮山河

上人堅持絕不能讓任何一個

參加發放的人餓肚子回去。

已經沒有米了，煮粥的鍋子

裡只得再多加幾瓢水，清清

的粥湯，映出周邊的景色。



扇解脫風 除世熱惱
致法清涼 用灑無明
洪注大乘 潤漬眾生
布善種子 遍功德田



1967年，上人的第一鏟，為失明

長者李阿拋找地建屋，這是第一

間慈濟屋。

首次為貧戶建屋



貧跟病就像是雙胞胎

上人有一次去看個案，在壽豐鄉

下，屋子裡面又黑又窄，竹床上

躺一個人，一隻老鼠正在啃他的

腳。原來這案主因為工作受傷，

壓傷頸椎，只有頭能動肩膀以下

都沒有知覺，已經五六年了，家

裡有錢醫到沒錢。



上人發現，個案愈救愈多，很多個

案是因病而拖垮了家庭，慈善跟醫

療一定要結合，決定做義診。



普令一切 發菩提心
無量大悲 救苦眾生



設立義診所

1972年9月10日，由德慈師父的養母黃阿奶提供花蓮市仁愛街廿八

號一樓，成立「慈濟功德會附設貧民施醫義診所」。往後義診免費

醫療持續15年，這段期間服務貧病超過14萬人次。



開啟巡廻義診
義診所成立後，雇用遊覽車到玉里、光復、

鳳林、壽豐、吉安等地展開巡迴義診，有花

蓮醫院醫師同行義診及日用食品贈貧。



陳玉匙本身是經營石礦董事長，由於工作上

的關係，不小心左腳被石頭給壓傷，當時為

了保全這隻腳，堅持不願鋸掉。沒想七年下

來，用盡家產醫治，還是無法治好，不僅變

殘疾更身無分文，左腳繼續潰爛。本會從

1978年開始濟助他，數度幫他住院治療，還

送他到高雄裝義肢，共花費四萬多元。協助

他站起來，自力更生。

到高雄裝義肢



王清火曾是礦工，但因罹患肺病，1971年成

為慈濟長期照顧戶。1979年，十一歲的兒子

王石進遊戲中昏厥，由本會義診所吳鴻儀醫

師診斷疑似心臟病。花蓮沒有心臟專科醫師，

本會安排他到林口長庚醫院開刀。前後一切

都由臺北數位委員奔走照料。終於，王小弟

開心手術一切順利，心臟病痊癒並恢復健康。

到臺北開心臟



是諸眾生 真善知識
是諸眾生 大良福田



再不蓋醫院就來不及了！

臺北能，花蓮不能!

由於義診所僅能治療感冒、長期營養

失調、輕微高血壓等病症，遇有重病

仍需急送臺北醫治。

花蓮一定要蓋醫院，因為生命無價！



1983年2月5日在國福里建地，慈

濟醫院第一次動土，當時勸募了

三年，累積不到三千萬的善款，

建院預算是八億元。

該地因軍方要徵收土地，不能建，

只得另覓他地。上人說：「我沒

有錢，只有命一條，我把我的生

命捐出來，無論如何都要完成建

院!」

地在哪、錢在哪、醫生在哪

圖說：1984年花蓮慈院第二次動土，

上人見動土典禮舉行，緊咬下唇，

憂欣含淚。



是諸眾生 不請之師
是諸眾生 安隱樂處



1983年11月6日在臺北空軍官兵活動中心，為籌募建院基金，首次

舉辦大型義賣活動。圖為主持人李季準以及歌手李佩菁義賣國語

辭典。

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
心蓮萬蕊造慈濟世界

為籌募花蓮慈濟醫院建院基金，

所有慈濟委員不辭辛勞，奔走勸

募，啟發眾人萌生慈悲喜捨之心；

有大企業家慨捐鉅款，也有勞工

民眾捐獻血汗錢，或捐金飾、珠

寶、字畫、骨董響應義賣。



1984年4月24日慈濟醫院第

二次順利動土。發起建院

四年多來，歷經波折，過

程可謂心血累累，淚痕斑

斑，此時只募到一億四千

多萬，資金的壓力隨著動

土推上最高點……

願有多大 力就有多大



1986年，歷經千辛萬苦，醫

院終於蓋好了，卻沒有醫師

願意來花蓮。

臺大醫院為鼓勵年輕醫師到

花蓮任職，比照去沙地阿拉

伯，服務兩年後回臺大可升

任主治醫師，陳英和及張耀

仁兩位醫師率先前來，為慈

濟醫院外科奠定基礎。

建院難 覓才更難



救處護處 大依止處
處處為眾生大導師



全臺七間慈院—
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

繼花蓮慈濟醫院，花蓮玉里、臺

東關山、嘉義大林、臺北新店、

臺中潭子以及斗六慈濟醫院，先

後完成。由點而線而面，「慈濟

醫療普遍化」透過義診下鄉，從

城市到鄉村，山之巔、水之涯，

開展全臺醫療網絡。



玉里慈院 關山慈院

玉里慈濟醫院於1999年3月啟業，隔年，關山慈濟醫院也隨著成立，

自此，臺九線上長達二百一十六公里的花東縱谷段，在起點、中

間點、終點端，各有一家慈濟醫院，守護著狹長花東縱谷居民與

遊客的健康。



大林慈院
上人有感於人文醫療的重要性，

也瞭解到雲林、嘉義、臺南三縣

醫療資源嚴重缺乏，因此萌念在

當地興建醫院，以方便該地區的

病患獲得醫療的就近性。

1998年6月28日，大林鎮公所邀請各機關團體，舉辦了一場盛大的

愛心義賣園遊會，期望幫助慈濟順利完成大林醫院的建設。大林

鎮鎮長林金敏敲響愛心鑼。



從大片蔗田變成龐大醫療園

區，集證嚴上人悲願、眾人

愛心所建造的大林慈濟綜合

醫院2000年8月13日啟業。。

大林慈院



當時大臺北地區的醫療資源

大都集中在臺北市，新北市

偏遠地區急重傷病患仍需轉

往臺北市，而臺灣北區的慈

濟志工們多年來投入與護持

慈濟志業，慈濟醫療志業落

腳新北市，也是對北區慈濟

人最誠摯的回饋。

2005年5月8日臺北慈濟醫院

在新店啟業。

臺北慈濟醫院



臺中慈濟醫院於2007年元

月8日正式啟業，與東、南、

北部的慈濟醫院連結，慈

濟醫療志業網絡自此完整

建構。

臺中慈濟醫院



2019年元月5日，經營逾

十五年的斗六慈濟診所正

式升格為斗六慈濟醫院。

雲林縣是全臺灣老年人口

第二多，落實居家護理、

居家復健等長照服務，同

時把醫療人文帶進純樸居

民的家裡、心裡。

斗六慈濟醫院



能為生盲作眼目
為顛狂慌亂做正念



1987年花蓮慈院剛啟業一年多，在修車廠當學徒的林傳欽意外被

大理石壓傷，送來急診時他下半身幾乎都粉碎內臟器官外露且沾

滿砂石，讓人怵目驚心。為了活命，醫師不得不一截一截往上切

除，最後雙腿齊截，只剩上半身。經過這麼多磨難，林傳欽不只

活下來了，而且還成了家，靠著巧手卡通造型氣球技藝維生。



阿吉伯是一位僵直性脊椎炎患者，當時頸椎一、二節旋轉脫位，一

再延誤治療，造成頭墜舌伸，危及生命。2001年簡瑞騰醫師歷經一

連串的挑戰，兩個月後，終於讓阿吉伯可以下床，順利出院。後來

阿吉伯在志工的鼓勵下拿起彩筆，以僅剩的模糊視力，描繪出充滿

童趣的畫作，醫院幫阿吉伯辦了場畫展義賣，一圓助人的夢。



（第一遍）
大醫王 分別病相
曉了藥性 隨病授藥
大船師 運載群生
渡生死河 置涅槃岸



2003年6月菲律賓連體嬰(慈愛、慈恩)在菲律賓慈濟志工陪同下，

第一次來到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接受分割手術。這是花蓮慈院首

例連體嬰分割手術，是慈濟醫療邁向國際的新紀元。姊妹倆術後

一次次來臺複診、追蹤，隨著時間的流逝，如今她們已經是亭亭

玉立的十八歲少女了，翻轉人生，走入貧民區付出。



身軀對折，蜷縮椅上，十餘年醫療罔效，緊閉的心拒絕世界，

說不出口的心願——只希望能「平躺在床上」。

當時三十一歲的楊曉東，2013年自廈門的跨海來到花蓮慈院接受

治療，歷經五次艱難手術及復健，原本彎駝的他終可挺直腰桿、

昂首闊步，楊曉東終於微笑抬頭，一步一步看見自己的人生。



來自中國大陸廈門的陳團治，因為患有「極重度先天性膝反曲」，

雙腿從膝蓋部位向前反轉呈現「Ｌ型」，陳團治從小僅能以雙膝

著地、勉強用膝窩行走。2013年12月，陳團治來到花蓮慈院接受

骨科部陳英和醫師手術治療。經過十個月的醫療計畫，團隊不僅

讓陳團治可以「腳踏實地」邁步向前，更反轉了她的人生！



（第二遍）
大醫王 分別病相
曉了藥性 隨病授藥
大船師 運載群生
渡生死河 置涅槃岸



身高186公分體重將近170公斤的李世偉(中)，因脊髓膿瘍造成下

半身癱瘓，被鄰近醫療院所判定他終身癱瘓，所以一躺九個月。

基隆訪視志工將他送至臺北慈院，經過好幾個月的醫療照顧，順

利減重出院。而後，不但投入環保、當起義診志工，甚至戒菸戒

酒，翻轉原本的形象。



2017年，做油漆工的曾有德，因工作不慎從四樓高處墮落，顏面

粉碎性骨折。經慈院搶救，將破碎成二十三片的臉，用一百零八

根骨釘拼整還原，住了一個月的加護病房、一個月普通病房。

曾有德感恩上人與臺北慈院醫護跨科、跨團隊搶救生命，決心戒

除菸酒，化感動為行動，於2019年培訓受證。



二十一歲的菲律賓女孩瑞珍脊椎旋轉側彎達一百四十度，右側突

起為旋至背後的肋骨，變形嚴重壓迫內臟，情況日益嚴重，卻因

家貧無力就醫。瑞珍2017年在臺北慈院曾效祖醫師團隊為她完成

脊椎矯正手術，歷經兩次手術，將側彎矯治為六十度。康復後，

瑞珍可以穿長褲，不再駝背，走長路程也不會氣喘了。



救人一命，無損己身
1992年，罹患血癌的旅美留學

生溫文玲，因無法自美國及日

本骨髓資料庫找到合適的骨髓，

於是返國推動非親屬造血幹細

胞移植合法化，為同病相憐的

華人同胞求一線生機。1993年

元月，帶著病痛的她來到花蓮，

拜見證嚴上人，敦請慈濟協助

血液病患，建構臺灣骨髓資料

庫。

攸關人命，只要有一絲希望，

我一定願意去做。



救人一命，無損己身
1993年5月立法院通過「人體器

官移植條例」修正案，開放非

親屬間的骨髓捐贈。證嚴上人

確認「救人一命，無損己身」

後，「慈濟基金會骨髓捐贈資

料中心」終於在1993年10月正

式成立，全體慈濟人也同時展

開全臺造血幹細胞捐贈驗血活

動。



救人一命，無損己身

我願意

上人全省宣導「救人一命，無

損己身」的觀念。



能救他的人 只有妳

在臺灣平均每個月有300位病患，

申請造血幹細胞移植配對，

但，每個月平均只有30位病患

可以幸運獲得捐贈。

重生不是奇蹟，只要你願意，

就有機會救他一命，

救一個人，等於救一家人。



能救他的人 只有你

志工長期宣導造血幹細胞捐贈的正確知識，鼓勵民眾參加驗血建

檔。造血幹細胞中心定期舉辦捐贈者與受贈者相見歡。



能捨一切諸難捨 財寶妻子及國城
於法內外無所吝 頭目髓腦悉施人
奉持諸佛清淨戒 乃至失命不毀傷
若人刀杖來加害 惡口罵辱終不瞋
歷劫挫身不倦惰 晝夜攝心常在禪



化無用為大用

人生沒有所有權，只有使用

權。

在良醫的培育之中，擁有足

夠的大體作為解剖學學習教

材非常重要。1996年起慈濟

正式成立大體捐贈中心，提

倡「發揮生命使用權」的大

體捐贈觀念，帶動國內醫學

界遺體捐贈文化。



大體捐贈 遺愛人間

一般人的觀念，還無法接受死

後捐出遺體供解剖實習，但大

體老師的家屬卻坦然協助親人

完成最後的捐軀遺願。學生自

我期許，因大體老師的大愛而

受益良多，將會好好用功回報。



尊重生命 發揮良能

慈濟大學醫學系以「尊重生命，

發揮良能」為出發點，培育良

醫。慈大醫學生在「大體解剖

學」課程上，課程前舉行「啟

用感恩典禮」，課程結束後，

舉辦「入殮送靈安奉追思典

禮」，感謝大體老師及其家屬

大悲大捨的付出。



遍學一切眾道法 智慧深入眾生根
遍學一切眾道法 智慧深入眾生根



大體捐贈

大體捐贈者李鶴振是一個平凡的

公務員，罹患末期胰臟癌。在病

榻中的他，平靜詳和地說：「把

自己留給醫學院的學生。」他說:

「你們可以在我身上畫錯幾十刀、

幾百刀，將來千萬不能在病人身

上畫錯一刀。」



於如來地 堅固不動
安住願力 廣淨佛國



2001年元月中美洲薩爾瓦多發
生大地震，慈濟援建大愛屋。

全球永久屋援建

2002年元月印尼雅加達發生嚴重
水患，慈濟針對重災區紅溪河兩
岸居民興建大愛屋以安身立命。



2004年底印度洋大海嘯，慈濟在受創嚴重的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援建
649戶大愛村。傷亡最慘重的亞齊，至2009年，慈濟總計興建2,568
戶大愛屋，供災民居住。

全球永久屋援建



全球永久屋援建

2009年8月，臺灣莫拉克風災，因房屋遭受土石流、洪水等天然災
害破壞而流離失所的那瑪夏、桃源、茂林、甲仙、六龜等地區之災
民，慈濟在高雄杉林區建置大愛村，提供安全住宅及重建生活。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
全球計17個國家地區
總共建房21,565戶（不含工程中）

全球永久屋援建



全球援建學校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
全球計16個國家地區
總共援建246所學校



截至2022年4月1日止
志願捐贈人數為 41,010人
其中已捐贈人數為 1,096人
已捐贈者年齡從14歲到101歲

大體捐贈



截至2022年2月28日止
已登記志願捐贈者累計455,282人
移植案例數共 6,152例
受贈地區 31國家地區

骨髓幹細胞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