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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慈善理念與實踐

依來法師

一、前言

佛教的慈善事業早在印度佛陀時代就開始了，佛陀說法 49 年，

教化眾生，建立講堂，接受僧俗七眾弟子皈依佛教，倡導五戒十善，

開始教化人心的工作，以種種法門示教利喜，所做的就是利益眾生

的公益事業，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慈善家。

世尊曾為生病的均頭比丘擦拭身體；為雙眼失明的阿那律縫補

衣服；為信眾開示慈悲喜捨以獲得現生的安樂；為僧團大眾講說無

常無我的人生實相；為波斯匿王等講說治理國家的方法；佛陀甚至

為盜賊惡人講述布施、持戒、因果業報的道理，感化他們改邪歸正

重新做人。所以，佛陀為三界導師，四生慈父。

歷代佛弟子遵循佛陀教化而行，弘法利生，自利利他，舉凡設

立義學、植樹造林、墾荒闢田、鑿井施水、修橋舖路、興建水利、

施粥施棺、經營碾磑、急難救助、設佛圖戶、長生庫、無盡藏院、

悲田養病坊等，所謂「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以「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關懷眾生的心，積極參與社會工作和慈善福利的事業，

體現佛教慈悲觀的具體實踐。《般若經》云：菩薩因眾生而生大悲

心，因大悲心而長養菩提，因菩提而成就佛道。因此，「上求下化，

拔苦與樂」是佛教「慈悲」的精神以及菩薩行的必要條件。

佛光山的慈善工作發展極早，星雲大師 1950 年駐錫宜蘭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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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到監獄輔導；1963 年興建高雄壽山寺後，隨即成立監獄教化組，

展開監所教化的工作；1964 年創設「慈善堂」，益發積極投入慈善

救濟、醫療義診、育幼養老等社會福利工作。可見佛光山的慈善事

業，遠早於 1967 開山年的歷史。星雲大師自開山以來，即訂「以慈

善福利社會」為四大宗旨之一，先後創辦救濟院、養老院、育幼院、

診所、雲水醫院、公墓等，多少的誠心，多少的奉獻，點點滴滴，

血淚的輸誠；片片依依，馨香的祝福。1

佛光山落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從「給」的精神成就人間佛教的弘法方向與目標。慈善救濟不是究

竟，麵包、物資是一時的，而非永久，根本要從教育著手，最終必

然朝向心靈浄化來做。大師堅持佛教不同於一般慈善團體，不能只

從事救濟工作，應以文教弘法為重。「慈善人人能做，並非佛教的

專業，所以佛光山以隨喜而做：文教淨化人心，並非人人能做，但

這是佛教的根本，是究竟解救人心的慈善事業，所以佛光山以文教

為弘法的根本」。2 大師認為，慈善濟世雖然能夠拯救肉身生命，但

金錢的救濟是一時，不能熄滅貪瞋痴三毒；唯有佛法的真理弘傳，

才能淨化心靈，拯救法身慧命，使人斷除煩惱而增長智慧，追求安

樂，這才是最徹底的慈善救濟。3

最好的慈善事業就是文教兼容，以文化、教育培養人才，宣揚

人間佛教的精神，從思想見解上改造人心，提升社會的道德水平，

改善國民的生活品質。人間佛教的慈善，救急不救貧；人間佛教的

1.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遠見出版，2005年，頁
238。

2.同註 1，頁 278 
3.星雲大師：〈佛教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上冊，
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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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就是弘法。救濟人心才是最大的慈善，而不是只有物質、金

錢的提供。真的慈善，其內容、精神是很深的。因為錢財、物資的

慈善布施會有用盡、用壞的一天；以佛法布施他人，能讓他今生今

世受用無盡，甚至來生還是可以受用。4

所謂「救急不救窮」，人心貧窮的問題才是一切問題的源頭。

四明尊者知禮大師認為，推動家庭倫理，孝養父母、和睦鄰里，夫

妻相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世間善美的慈善，《四明尊者

教行錄》云：「孝養所親，世間慈善。」人類社會的倫常維持，人

心的謙和柔軟，孝養恭敬，就是慈善的最高體現。《大智度論》更

闡釋說：「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中生苦；大慈以喜樂因

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

（簡稱佛光山慈悲基金會）就是本著佛陀慈悲濟世的本懷而籌組的。

佛光山慈悲基金會致力慈善工作的推動，從幼有所育、老有所

養、病有所醫、老有所終，到疾病醫療，甚至往生的骨灰安厝等。

在安養方面，有宜蘭蘭陽仁愛之家、佛光山佛光精舍，提供老者清

淨安樂，頤養天年的生活環境；在醫療照顧方面，雲水義診的足跡

遍及全台；在往生方面，佛光山萬壽園、美國西來寺玫瑰陵、澳洲

靈山塔，皆為往生者做最後的安排。使其一生從生、老、病、死，

都可以在佛光淨土中圓滿完成。

近幾年，台灣乃至世界各地接連發生水災、地震、颱風、空難

等災難，佛光山慈悲基金會聯合了國際佛光會，進行災區救援、心

靈療傷、災後重建，奉獻時間、財力，為災民祈福祝禱、運輸糧食

衣物、協助重建家園。台灣 921 大地震後，佛光人整整陪伴災民走

4.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高雄：佛光文化，2016年，頁 292。



135

過 10 多個年頭，讓受到嚴重創傷的災民找到存在的價值，除了培養

新的就業能力，更找到活下去的勇氣。

此外，佛光人還響應捐血助人、淨灘淨山、家庭普照、關懷助

念，甚至為考生加油、開導監獄收容人、擔任義工服務等，把慈善

公益的實踐視為生活的一部分，行善是自然而然的事，如同「貧女

一燈」故事所揭示的，行善不是等有錢才做，而是從做好事、說好

話、存好心做起，是一項持續不斷的進行式。

因為學佛而行佛，將佛法融入在生活中，所以人人能行善，可

以財施、法施、無畏施。佛光山行善不標榜、不大肆宣傳，對於疾

病治療、災害救濟、貧民救助等，皆視為理所當然。不僅如此，為

展現佛陀教化世間的本懷，更將慈善工作從濟貧、扶貧到脫貧，有

層次地體現實踐佛法淨化、提升人心的真義。

二、培育人才的慈善事業

（一）社會教化

承前所言，「救急不救窮」是慈善社會工作的態度，因為「送

他麵包，不如教他烘焙麵包的技術」，教人學會如何以正確的技能

謀生。因此深層意義的幫助，是給人教育，幫助原本缺乏資源或中

斷教育的人學習，讓他們進入社會時能正面貢獻，成為有用之人。

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自 1996 年起，陸續捐資興建或贊助了

100 餘所中國大陸偏遠地區的希望中小學，讓教育深入窮鄉僻壤而

教澤流長；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亦贊助尼泊爾佛教青年會 Chandra 

Shakyam 等人，在當地興建佛教小學；致贈孟加拉難民營教育基金；

雲水行動圖書館 2007 年創立以來，50 輛雲水書車深入偏遠學校，

讓圖書館走進鄉野村落，創造書香社會。

人間佛教的慈善理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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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星雲大師「讓巴西佛教本土化」的指示，巴西的佛光人深

入貧民窟、走進育幼院、探訪老人院、醫院、殘障院，從事慈善救濟，

10 多年如一日，幾乎巴西所有窮困的地方與機構都有佛光人蹤跡，

救濟米糧的總數有數百噸之多，捐贈的禦寒衣物不計其數。2003 年，

有感於貧民區的孩童若沒有接受正面教育、學習一技之長，將來可

能誤入歧途，男孩成為毒販的工具，女孩子成為未婚媽媽；因此，

佛光山如來寺在聖保羅市 Cotia 村推動「如來之子」教育計畫，除

教導禪修、合唱、樂器、道德教育與語言課程學習之外，更組織足

球隊，開設木工、水電、做麵包等技能課程，讓他們遠離毒品，脫

離犯罪與貧窮，解決巴西最嚴重的青少年問題。

2004 年，「如來之子」計畫獲得貧民區 Cruzeiro 足球協會的協

天龍隊直排輪舞龍讓南非總統祖瑪（中）驚歎不已。（黃郁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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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成立佛光足球隊，特別培訓 16 歲以上菁英隊對外參賽。2016 年，

如來之子足球隊為了表達感恩之情，遠至佛光山尋根，並與亞洲數

國進行 9 場友誼賽。巴西當地政府、警方及社福人員，盛讚此計畫

使得貧民區的犯罪問題幾乎銷聲匿跡。

在非洲大陸，佛光山南非南華寺為了協助南非偏鄉貧困家庭的

女孩，能有翻轉生命的機會，2014 年在星雲大師的慈諭下成立了天

龍隊。天龍隊除了直排輪舞龍、直排輪敦煌飛天、藏傳金剛舞、中

國大鼓、非洲鼓和人間音緣等藝術課程外，還安排有電腦、中文等

學科，期給學員多方面的學習和發展機會，提升成長向上的自信。

這些女孩在南非及台灣完成訓練課程後，多次走向舞台，展現生命

的光采，可說成功翻轉命運的最佳印證，並達到以體育、音樂、舞

蹈弘揚佛法的善巧方便。

2016 年 6 月 18 日，星雲大師與南華寺天龍隊、巴西如來之子

相見歡。「師父，您為什麼要為我們做這麼多好事？」大師答：「因

為我們是一家人，對家人的好是永遠的。」並勉勵他們：「人生要

訂一個目標，並朝著目標前進。」大師勉勵如來之子要以球王比利

為目標，天龍隊的直排輪可再發展更多新的特色，「這都必須經過

無數艱辛的歷程，要確保自己有恆心毅力通過種種考驗」。

（二）公益教化

1992 年成立的國際佛光會，在世界近 70 個國家展開全面性的

人道關懷，不僅扮演著社會和諧的安定力量，更以非政府組織的國

際社團在各地推動文化、教育、慈善等淨化人心的活動。

為了開拓青年國際視野，深化生命價值，體驗多元文化，建立

正確的人生觀，國際佛光會青年總團自 2007 年起，結合世界各國的

人間佛教的慈善理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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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與資源，於第三國家展開義工服務，秉持「菩薩心．青年力」

的一貫信念，落實在地深耕化，進行公益服務，截至目前，已有數

百位青年化為行動，把愛傳遞到世界每個角落。

除了台灣的資源，國際佛光會青年總團更積極結合當地非營利

事業組織，如國際佛光會印度德里協會以及佛光山印度德里文教中

心，透過共同舉辦國際公益服務，不但增加兩國民間公益單位的交

流，更為台灣做了最好的國民外交。

2009 年至今，心心相「印」～印度國際公益之旅，在菩提伽耶、

新德里、瓦拉那西、加爾幹、Etawa、賤民村等地，舉辦了夏令營、

文化交流、教育生活活動，共計服務達一萬人次。位於菩提伽耶的

Pancasila Public School 小學，其創辦人兼校長 Anuruddha Bhante 表

示，佛光山不僅在菩提伽耶設立育幼院及佛學院，佛光青年團更是

直接走入他創設的學校，他感到十分欣慰，對佛青將佛法融入遊戲

及活動中的創意更讚譽有嘉。

另外，2007 至 2016 年間，佛光會慈悲基金會與佛光青年總團

於菲律賓的白沙灣 boracay、垃圾山、貧民區 boracay719、GK 社區、

Hospicio de SanJose、tondo 公立學校、Pangarap foundation 等地舉辦

夏令營（青少年教育生活營）、文化參訪、社區老人關懷、場實習

參訪、文化參訪，共計服務 1 千人次。

2007 年，太平洋南端的巴布新幾內亞，也有佛光人公益教化的

足跡，於當地舉辦教育生活營，服務人次達 1,420 人。佛光青年以

輕鬆活潑唱歌遊戲等，教導小朋友認識牙齒衛生保健常識，慈悲基

金會特別贈送每位小朋友一套牙刷、牙膏，每個孩子都如獲至寶，

愛不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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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寺安心的慈善事業

（一）安定人心

身體有病痛可以上醫院救治，心靈煩惱甚至苦痛的時候，寺院

道場就是心靈醫療的場所。人們來到寺院聽經聞法，或者參與課程、

活動、服務，得到心靈藥方而心開意解，從煩惱深重走向清心自在，

可以說，佛教寺院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慈善。因此建寺安心，為萬千

眾生作得度因緣，寺院存在的社會意義和功能，不容等閒視之。

寺院道場同時也是維護社會正義的因果法庭，是啟發道德良知

的教育學校，具有穩定家庭和不同族群之間的力量，是安定民心的

場所。單靠政治、法律和軍警這種外在的法治，不夠維持社會倫理

道德和安寧；如果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明白善惡因果報應，由內

心產生自治的力量，才是安定社會的最佳管理。

因此，建造佛寺，等於建設一所可以終生學習的學校，度眾萬

千，是功德極大的慈善社會事業。許多華人移民海外，語言不通，

生活習慣不同，面對求職、法律與經濟方面的種種壓力時，寺院能

予以精神安住的力量，他們來到寺院，既可參加各種有益身心的活

動，得到人群互動的經驗和生命知識，同時結交善友，獲得幫助，

寺院於此發揮了教化社會安定人心的功能。

以慈善為方便，文教為根本。佛光山海外道場附設中華學校近

百所，讓海外華人以及當地人民得以學習中文，認識中華文化；非

洲南華寺的南華教育中心自 2005 年始，成立電腦培訓班，是當地第

一所由非營利宗教團體所成立的電腦教學中心，直至 2016 年止，共

計 2,500 位學生受益，幫助他們在當地有就業的機會；台灣近年來

社會多有紛亂，台北道場舉辦「生耕致富系列講座」、台中惠中寺

人間佛教的慈善理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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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未來與希望」系列講座、南台別院舉辦「化世益人系列講座」，

開放民眾免費聽講，以推動「正向的力量」為主軸，透過講座論壇，

激發出對社會裨益的深度思考，反應佳評如潮，多年來成為當地重

要的文教盛事，發揮寺院學校化的功能。

由此可見，寺院發揮安定人心的功能，是社會最大的心靈醫療

站，是最人性的慈善救濟。

（二）穩定社會

《廣弘明集》云：「但以諸佛大慈善權方便，啟疏往咎導引精

靈。因立悔罪之儀，布以自新之道，既往難復，覆水之喻可知，來

過易救，捕浣之方須列。」佛教生命平等及慈悲社會的另一種體現，

是針對監獄裡的收容人提供生命方向的諮詢，以及重新建立收容人

的人生觀，幫助他們認識自身的錯誤，導正行為，在接受正確的道

德觀、價值觀之後，重塑自我，重新出發，展現新生命。

1953 年開始，星雲大師即到宜蘭監獄布教，1972 年正式受聘為

監獄教誨師，也是法務部第一位監獄教誨師。1963 年，佛光山成立

監獄教化組與派下道場合作，至全台各矯正機關擔任監獄教化的工

作。目前共有 110 位社輔布教師，在全台各地 52 個矯正機關與附設

監所輔導收容人。

佛光山慈悲基金會亦不定期舉辦全國性佛學會考、三皈五戒、

抄經、藝文創作等活動，給予收容人正向的力量，展開生命嶄新的

一頁。正因為監獄教化工作的成效卓著，1993 年佛光山應法務部邀

請，派布教師駐錫於台南明德戒治分監，每天 24 小時與收容人生活

在一起，是全國獨一無二的特例。

根據法務部統計，佛教對煙毒犯採取宗教教誨，對收容人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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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開示，勒戒成效很大。煙毒戒治的再犯率非常高，但接受過監獄

教化課程的煙毒收容人，確實地降低了再犯率，顯著提升煙毒戒治

的成效，這證明透過宗教信仰，可以強化收容人抵抗使用毒品的意

志力；透過佛教教理和修持的教導，能夠幫助煙毒收容人遠離毒品

的誘惑。

佛光山監獄教化的工作，不僅在台灣持續進行，美國、澳洲、

紐西蘭、菲律賓的監獄，都有佛光人擔任布教師，為海外地區提供

亞裔收容人宗教教誨協助。佛光山監獄教化工作，猶如地藏菩薩走

入黑暗的世界，給予光明再現的希望。

此外，佛光山正視當代問題的嚴重性，與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

人間佛教的慈善理念與實踐

佛光山慈悲基金會於雲林第二監獄舉辦浴佛法會，收容人依序排隊，虔誠浴佛。
（陳璿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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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主辦的「生命教育十堂課」，並擴大帶動「一社區一蓮花」，

建立五和世界。「生命教育十堂課」包括：從天災看環保、從人禍

看和平、從人我看情感、從因果看護生、從電玩看正當休閒、從霸

凌看校園安全、從幫派看逆轉人生、從吸毒看健康人生、從服務看

未來與希望、行三好生活創造幸福人生等，皆是中學生在校園最切

身的問題。2016 年成績豐碩，共計 210 場，160 多所學校、10 萬人

次學生參與，佛光人發心到學校，傳達生命教育的理念，給學生正

確的觀念，普遍受到好評。

「慈善救濟雖然重要，但教育文化更重要。」佛光山 1967 年在

大樹鄉開山至今，常常舉辦各種文化教育活動，如兒童歡樂藝術節、

福慧家園、社區學苑研習班、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人間福報》

讀報教育等，甚至前往屏東原住民部落設立原住民兒童圖書館及部

落教室、各地道場成立「夜光天使」點燈專案，協助弱勢學童的課

後輔導。

尤其八八風災後，星雲大師感於許多學校教學設備、圖書不足，

亟需修復，繼上述文教推展活動之後，指示「深耕文化．百年樹人」

計畫三部曲，即圖書贈送、改善硬體設備與圖書館環境等計畫，捐

贈給普門中學、大樹國中、溪埔國中、大樹國小、溪埔國小、水寮

國小、興田國小、龍目國小、小坪國小、九曲國小等學校；並提供

佛光山各項資源，結合學校舉辦各種成長營，拓展孩童的學習；讓

學子前往佛光山海內外的大學就讀或交流，與世界接軌。

四、福利社會的慈善事業

（一）育幼養老

兒童是國家社會未來的棟梁，青少年身心健全的發展，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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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希望。在現代充滿聲色、暴力和感官刺激誘惑的環境下，提

供兒童青少年淨化身心、開發心靈的學習環境和機會，是幫助青少

年成長的重要工作之一。1950 年星雲大師於雷音寺弘法時，便開始

了育幼事業，當時辦有托兒所和幼稚園。1970 年，佛光山開山後第

三年，大慈育幼院正式成立，收容失怙幼童，不分地域國籍， 1974

年院舍落成，成為佛教界第一所收容國際失怙兒童之育幼院；2001

年更結合社區，成立了「大慈育成中心」，舉辦佛光山生命教育探

索課程，提供成長中的兒童及青少年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協助弱

勢家庭的孩子學習，拓展視野，自信樂觀。

佛光山開山之初，經濟非常拮据，當時社會環境貧乏，常有人

把襁褓中的孩子遺棄在山門口，有的孩子被遺棄在車站、菜市場，

經警察轉送進來，大師總不猶豫的收養，後因收容的孩童愈來愈多，

因此成立佛光山大慈育幼院，而這些沒有姓氏的孩子，便以大師的

俗姓「李」為姓。大師說：「要給孩子們一個溫馨、安定的樂園快

樂生活，除了讓孩子衣食無缺外，更要讓孩子感受到佛光山所有法

師與老師、信徒們的珍惜疼愛，讓孩子有尊嚴也有自信，他們是佛

光山的王子、公主。」

星雲大師一向的理念，行善最重要的是給人尊嚴。大師更提到：

(1) 不可哭窮，不可以院童為號召，博取社會人士的同情，做金

錢的贊助。

(2) 不可給人領養，以防孩子再受到遺棄，傷害心靈。

(3) 孩子須衣著整潔，不可穿破舊衣服，要有禮貌、勤奮。

(4) 生活教育上，要開設創意、藝術、文化、心靈成長課程，陶

冶孩子性情。

(5) 孩童就學，同樣繳學費，能讀書者，可培養讀大學、研究所，

人間佛教的慈善理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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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則培養一技之長，回到社會能成家立業。

大慈院訓「尊師重道我應該，不怕辛苦自己來」，孩子全方位

學習，一點一滴成長。大師一句「人活著要有尊嚴，又有品格、有

品德，給人接受的人」，引導院童培養榮譽心與成就感，個個身心

健康、勤勞、禮貌，充滿自信，懂得感恩。如同院童樂怡君說：「如

果沒有師公的關懷，沒有大慈育幼院，我不知道流落何方？不知家

在哪裡？更別說到澳洲留學了！佛光山是我永遠的家，感恩師公給

我安定的避風港！」朱倚諒是泰雅族人，他說：「有家真好！師公

的精神影響了我。感激佛光山給了我一個安定的家，我才為能為社

會公益事業服務。」

育幼之外，佛光山在養老方面也多有建樹。1967 年，佛光山從

基督教董鴻烈先生手中接辦宜蘭「仁愛救濟院」，改名為「蘭陽仁

大慈育幼院的小公主與小王子於佛光山福慧家園共修會上，獻唱歌曲，悅耳的歌
聲令人印象深刻。（張彬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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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家」，收容孤苦無依的老人；1998 年開辦全台首創的老人日托

班福壽學院，招收宜蘭市區鄰近鄉鎮老人，舉辦如社區大學般的教

學活動，藉由群體的生活和宗教的關懷，讓這些在子女上班之後，

無人陪伴的年老長者，有健康充實的老年生活。宜蘭仁愛之家至今

已有 50 年歷史，共照顧了 1,600 位長者。

1974 年，佛光山成立佛光精舍，主要對象為佛光山徒眾的父母，

以及對佛門有貢獻的長者大德，使其晚年可以在清淨的佛門聖地安

住。1995 年，佛光山與高雄縣政府合作，以公辦民營的方式成立松

鶴樓（老人公寓），專為銀髮族長者提供一個清靜、優雅、舒適、

學習的生活環境，因成效良好，獲行政院評比為優等。

（二）醫療救貧

為嘉惠低受收入戶有機會接受完善的醫療照顧，早在 1964 年，

星雲大師就組織了醫療團義診，後於 1976 年設置「佛光診所」，

2003 年更名為「佛光聯合門診」，成為全民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診所內聘有專業中西醫專科師，掌理診療業務及義診服務。佛光山

慈悲基金會則每週定期前往醫院關懷患者。1987 年擴大組織、服務

範圍，更名為雲水醫院，以佛光山各分別院為據點，弘法義診車為

醫院，深入偏遠地區，服務更多民眾。雲水醫院的箱型醫療車，載

有法師、醫師、護士、醫藥、器材，每週巡迴各縣市，定時到各地

山區偏遠鄉村小鎮義診醫療；每輛醫療車的隨行法師在看病之餘，

還為病患心理輔導、解答生活疑難。33 年來，受惠的病患不計其

數。

海外部分，1997 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理事李雲中、巴拉圭

佛光協會督導宋永金，在巴拉圭建立一所完全免費的慈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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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佛光康寧醫院，結合更多力量，帶領當地僑胞從事各項慈善活

動。開創至今，已舉辦無數捐贈食物、愛心豆漿、輪椅、棺木等慈

善救濟。至 2016 年為止，巴拉圭康寧醫院早產兒保溫箱共救活了

7,721 名嬰兒。

此外，巴拉圭盛產黃豆，價格低廉，但是民眾不會食用，李

雲中想到豆漿有豐富的植物蛋白，可以替代牛奶，於是從台灣進口

268 台豆漿機，其中 62 台和天主教社工隊合作，幫助高巴拉拿省 5

萬窮苦民眾免於飢餓，206 台則贈與巴拉圭總統夫人葛蘿莉亞，分

布巴拉圭全國，幫助 20 萬貧困的百姓免受飢餓之苦。由於第一夫人

全力推動巴拉圭人民飲用豆漿及食用黃豆副食品，功效彰顯，獲得

國際佛光會巴拉圭華人慈善基金會設立愛心食堂，定期供應食物予貧民兒童。
（趙慎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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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正視，任命葛蘿莉亞為該機構特派親善大使，

這也是聯合國 FAO 機構成立 60 年來，第一位有著第一夫人身分的

親善大使，不但是巴拉圭全國的榮耀，也是佛光山慈善事業的一大

成果。

（三）護智中心

隨著科技文明的轉變，人們遭遇的生活、生命問題有所不同，

老人失智，就是現代社會亟需面對的問題。失智症發病多為 65 歲以

上老人，但 50 歲後就可能進入風險期，面對社會高齡化，失智症人

口恐將逐年增加，佛光山慈悲基金會於 2010 年成立「護智中心」，

積極投入失智症的宣導、篩檢研究等相關工作。

慈悲基金會以美國路易華盛頓大學阿茲罕默氏研究中心發展出

來的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與教學光碟（簡稱為ＡＤ 8），供大眾

進行篩檢並做研究，亦在各地舉辦預防失智症宣導講座及篩檢課程，

及早發現失智症患者，減少更多家庭的遺憾。護智中心還邀集全台

各大醫院專科醫師，在台灣舉辦百場講座，教導民眾了解失智症及

其預防方法並進行篩檢，足跡遍及各縣市，甚至遠赴香港、北京、

關島、美國、加拿大等地，作預防失智專題講座。

（四）友愛服務

佛光山是菩薩道場，主張佛光人要「先入世後出世，先度生後

度死，先生活後生死，先縮小後擴大」，舉凡教育、文化、慈善、

醫療等各種利生的事業，都積極參與，特別對鰥寡孤獨者給予救濟

關懷。

佛光山慈悲基金會、國際佛光會各地協會經常舉辦「獨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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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報‧藝文│第五期

148

關懷活動」，帶領長者團康遊樂，給予精神鼓勵和安慰；亦不定期

到獨居長者家中為其清理環境、協助沐浴、修剪指甲、義診，或致

贈生活物品。

在海外，佛光山澳洲中天寺會載送獨居長者外出購物，或是踏

青旅遊，不僅提供物質的服務，更慰藉其心靈的空虛；西來寺有「重

陽敬老孝親活動」；國際佛光會東京協會舉辦「佛光敬老音樂會」，

免費招待老人欣賞音樂演出；澳洲昆士蘭的「友愛服務隊」，定期

帶領老人做團康和益智活動；巴西里約佛光會濟助痲瘋病院；溫哥

華協會義賣水仙花，協助加拿大防癌協會籌募基金；南非南華寺、

約堡、巴拉圭、菲律賓等地的佛光協會，都在各地發起輪椅捐贈，

受惠者數以萬計。可以說，佛光山的友愛關懷遍及全球。

佛光山慈悲基金會結合新北市政府，在三峽金光明寺辦理「幸福千歲宴」，將近
600名獨居長者一起同樂。（吳新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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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內外賑災

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全球時有天災人禍發生。慈悲基金會自

1991 年開始，與國際佛光會合作，將慈善救濟工作延伸至全球各地，

賑濟諸如印度、泰北、中南半島、非洲、日本、大陸等地震、風災、

水災皆不遺餘力。可以說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有佛光人的身影。

1. 莫拉克八八風災

佛光山遵循星雲大師的指示，急難救災，要尊重受難者的文化，

以尊嚴待之，不可以透過救濟勉強對方信仰佛教，也不能趁虛而入，

硬要別人接受賑災團體的想法和做法。5 莫拉克八八風災發生後，佛

光山在最短的時間內，動員 3 萬人次以上義工，供應 20 萬個以上便

當、衣物 10 萬件、衛生用品 20 萬包、外傷藥膏 45,000 瓶、抗生素

逾 10 萬粒賑災，並於佛光山福慧家園安頓那瑪夏上千位基督徒災

民，尊重其生活習性及信仰，除了提供足夠的物資之外，還設有祈

禱室，讓牧師、修女們帶領他們禱告，安定他們的心。一位神父來

探視災民，離開時到佛前感謝：「謝謝佛陀，讓我們完成了上帝的

旨意。」台灣資深媒體人陳文茜，看到佛光山為災民所做的一切，

說：「地會老，天會荒，只有佛光山是人間最真誠最有情，溫暖了

災民！」

賑災不是一時，災後，佛光山慈悲基金會重回各災區，積極協

助災民重建家園，比如協助受災社區婦女開發特色農產品，並結合

人間福報「福報購」販售，讓他們從工作中拾回自信；成立高雄市

桃源、那瑪夏，屏東霧台、長治等 4 所圖書館，補助學生就讀普門

5.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高雄：佛光文化，2016年，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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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定期舉辦三好棒球營、籃球營等營隊，引進多元教育活動，

協助偏鄉子弟扭轉未來，讓家長能夠專心重建家園，達到文化、經

濟、教化三相交融的最大效益。災民們感於佛光人的奉獻，於農曆

春節期間，舉辦「攜手同圓─原鄉歌舞暨農特產品展售會」，展

現不被天災擊敗，努力堅強的生命韌性。 

2. 紐西蘭南島大地震

紐西蘭南島佛光山在最快時間內，除了金錢的贊助之外，並供

應熱食兩週，共有 3,496 名災民享用；提供醫療及清潔用品、網路

上線等服務，另設立臨時辦公室，協助警政署查詢資料、文件翻譯、

海報製作等相關救援工作。

3. 日本 311 東北大地震

9 級的大地震，連帶引發海嘯、火災及核能發電廠輻射外洩之

四重災難，星雲大師聞訊，立即致電關心災情，指示各分別院道場

為災民祈福，為亡者超薦。在國際佛光會及各界團體的響應下，募

集到高達四百公噸的救援物資送往災區各避難所，有超過 45 個單位

受惠。並贈送災區學子電腦及提供援助金三年，讓他們可以到佛光、

南華大學就讀。

4. 四合一救災

秉持以慈善福利社會的精神，2007 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在

馬來西亞成立「佛光災難緊急救援隊」，並由大馬內政部部長拿督

李志亮擔任顧問。「國際佛光會馬來西亞協會災難緊急救援隊」是

第一支佛教團體的救護隊，自 2010 年 10 月 30 日開始，階段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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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高處救援、擔架救援、心肺復甦術以及傷口包紮等培訓。

所謂四合一救災，即是：

〈1〉救援隊：前往災區配合政府救災。

〈2〉醫療隊：如發生地震需要骨科醫師；水災需要皮膚科醫師

及外敷藥膏的準備；大災難則須備屍袋。

〈3〉民生物資、物品的供應。

〈4〉人道關懷。災後第二年會有自殺潮的問題，必須要為災民

做心靈重建，協助恢復家園，陪他們走出心中的陰影，重建自己。

五、結語

人間佛教的慈善布施，不分宗教，不分地區，沒有特別的目的，

人間佛教的慈善理念與實踐

四合一救援總隊前往山區，發放捐贈物資給尼泊爾大地震災民。（陳昱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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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企圖心。佛光山以慈善為方便，文教為根本，不僅樹立教育、

文化、正見、修持、智慧的形象，並發揚宗教的精神，以慈善事業

拯濟眾生色身，以教育改變人生，根除煩惱。可以說，佛光山的慈

善不只是慈善的工作，更是教化的功能展現。星雲大師曾如此闡述

慈善理念：「佛教最大的功能，乃在於透過文化教育來傳播佛法淨

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甚至透過佛法義理來開啓智慧，使人了解

生命的真諦。從而解脫煩惱，獲得心靈的昇華，這才是佛教的本懷，

也是佛教可貴之處。」6

《法華義疏》云：「慈悲即拔苦與樂。」星雲大師亦云：「慈

悲是淨化的愛、昇華的愛，是無私而充滿智慧的服務濟助，是不求

回報的布施奉獻，是成就對方的一種願心，集合了愛心、智慧、願

力、布施，就是慈悲。」

佛陀教化人心的本懷，是解決根本的苦難，以佛法淨化人心的

貪瞋痴三毒；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杜絕世間不斷發生的天災人禍。7

因此，只有福利救濟不夠究竟，那會造成人們的懶惰、社會的腐敗，

必須要有佛教，倡導普世的生命價值，強調犧牲奉獻的意義，教導

眾生從行善積福中漸次提升生命的層次。

佛教的慈善若沒有大善知識指導，只是人間的善行，不是究竟。

從人道的慈善，轉入不求回報的菩薩發心，合乎佛心，合乎人間的

需要，回歸佛陀的精神，才是根本慈善之道。

6.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遠見出版，2005年，頁 277-278。
7.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高雄：佛光文化，2016年，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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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眾生淨化身心，提升生命價值，才是真正的慈悲。
（如地法師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