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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心道法師於西元 1984 年創立靈鷲山無生道場，提倡「慈悲與禪」的實

踐宗風，教育信眾要以般若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照見自己澄淨的本心，

以菩提心來利益眾生，獲得心靈的寧靜與滿足。除透過「平安禪」引導人

心，轉化社會，積極推展「寧靜運動」外，並積極投入生命關懷服務，於

西元 1993 年再創立靈鷲山慈善基金會，致力於以慈悲智慧造福人間，本著

心道法師「用關心、愛心、慈悲心來服務社會」的理念為宗旨，以守護心

靈、互助共濟的精神，陸續開展普仁獎學金、急難救助、孤老慰訪、愛心

學童、緬甸華校輔導、海外醫療義診與衛教宣導，及重大災難賑濟等服務，

落實心道法師「生命服務生命，生命奉獻生命」的期許。 

2018 至 2020 年間，基金會服務團隊一秉平台透明化、責信清楚化、

運作制度化、夥伴共榮化的

工作原則，環繞著生命教育、

生命關懷、生命服務三大主

軸，推動各項服務工作，更

致力推展服務合作平台，由

基金會負責規劃及行政支

援工作，結合聯盟夥伴，廣

納專業能量，攜手提供優質

到位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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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董事會成員與服務團隊         

董事會 

職稱 姓名 簡歷 

董事長 性月法師 
靈鷲山慈善院 院長 

靈鷲山普仁奬全球推行委員會 召集人 

董事 周芳如 良瑋集團 董事長 

董事 林智敏 前台灣中外製藥(股)公司開發處 總經理 

董事 侯蔡雪吟 台灣製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曾真鳳 長榮航空機場本部桃園機場辦事處 經理 

董事 黃秀敏 太陽光能/長陽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褚柏顯 林口長庚心臟內科系 主任 

董事 蔡高忠 虹冠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蔡瑞頒 蔡瑞頒診所 負責人 

董事 顏妙桂 
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教授 

董事 鄭阿善 靈鷲山護法會 執行理事 

監察人 常樂法師 靈鷲山佛教教團 宗委會執行宗委 

服務團隊 

執行長 蔡高忠 專員 邱雪如 專員 吳享隆 

副執行長 陳世人 專員 呂健宇 專員 陳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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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仁之友 

慈善基金自 2019 年開始募集普仁之友，「普仁」是靈鷲山開山大和尚

心道法師的別名，有「普遍仁慈」及「普遍的仁子」之義，「普仁之友」

的意義即在於期望社會大眾能本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幫助

弱勢族群，讓社會遍佈胸懷仁心的「仁子」，成為散播愛與希望的種子。 

透過每一位普仁之友，每人每年定額捐助新台幣 5 萬元，並且持續

捐助 9 年的承諾，靈鷲山慈善基金會得以有持續而穩定的經費預算，積極

開展生命教育、生命關懷、生命服務的慈善志業。第一屆 100 位普仁之友

已圓滿募集，應各方要求並自 2021 年開始接受第二屆普仁之友報名。 

為了感謝普仁之友的鼎力

支持，基金會特別引用心道師父

法扇的意象，設計製作 18K 金的

專屬紀念徽章，在普仁之友圓滿

第一年捐款時，致贈給普仁之友

惠存留念，這份意義深重、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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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價值的紀念品，不僅僅代表著一份榮耀，更希望能讓善德永傳、愛心

廣佈，使互助與分享的精神永留人間。 

 

 

 

 

 

 

 

 

 

 

歷年合作夥伴 

秉持著服務平台的理念，以及夥伴共榮化的工作原則，這些年來我們

持續與台灣健康服務協會、長庚醫院、福智義診團、台灣口腔照護協會、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及 Joy Foundation Nepal 保持合作，同時伴隨服務

計畫的開展，陸續與萬芳醫院、Lashio Social Welfare Association、

Myanmar Liver Foundation、Mudita Volunteer Team、Zee Zar Yeik 

Elder Care Center 等國內外組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結合各自的專長，

一起為社會服務盡心。 

 

 

 

 

     台灣健康服務協會                 長庚醫院國際志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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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口腔照護協會                   福智義診團 

            萬芳醫院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 

 

 

 

 

 

 

      Joy Foundation Nepal        Lashio Social Welfare Association 
 
 

 Mudita Volunteer Team    Myanmar Liver Foundation     Zee Zar Yeik 

Elder Ca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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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命教育 

一、普仁獎 

基金會自 2003 年開始，在全台各地逐步推動普仁獎，藉由嚴謹用心的

甄選過程，發掘、表揚具備優良品德而家境清寒的中小學生，不僅肯定、

鼓勵這些難能可貴的孩子，更進一步希望藉著推動這份愛與希望，讓現代

的孩子們有可以學習的品德生活典範，18 年來陸續在全台灣 17 個地區，

獎勵了 8,744 位學生，並從 2016 年起，完整涵蓋澎湖、金門、馬祖等離島

地區。 

2010 年基金會開辦全國普仁獎，從地區得獎者中擇優甄選全國普仁獎

得主，給予公開表揚，同時舉辦兩天一夜的生活營，帶領得獎學生參訪、

聯誼，擴大視野。2015 年起大幅增加全國獎名額及獎學金，迄今已表揚了

448 位學生。 

為提昇普仁獎在教育界的知名度及參與度，除增加媒體的曝光度外，

2018 年特別參照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第三期五年計劃」，自第 16 屆

地區獎開始，針對符合連續 3 年有學生獲獎的學校，在地區頒奬典禮中致

贈『推動品德教育楷模獎』，目前累計有 311 所學校獲獎；累計三次獲得全

國普仁獎的學校，則從第 9 屆全國獎開始，致贈『推動品德教育成效卓越』

獎座，感謝學校積極推動品德教育，並樹立品德教育的楷模，目前累計有

20 所學校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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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好的效率，普仁獎不定期針對優化普仁家訪志工

組織、提升學校推廣率、提高全國普仁獎師長出席率，以及如何形塑普

仁獎成為獎助學金的金字招牌等主題，透過普仁共識會議，與地區普仁

幹部進行討論並達成共識，從而轉化成具體的可行性方案。 

 

 由基金會統一加強各區家訪志工研習內容，廣邀退休師長、推薦老師及青年團參與 

 

 

 

 

 

 

 

 

 

 

 

 為吸引更多新緣加入普仁志工行列，基金會於 2018 年 5 月建置「093 普仁粉絲團」

同時開放地區指派人員共同編輯維護，以利地區經營及豐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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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學校推廣率，除簡化普仁獎報名表填寫內容及增加媒體廣宣外，

並將「正面、積極、樂觀、愛心、願力」五德精神，做為普仁獎的評選

重點，同時為強化普仁獎的形象，特別委請第８屆全國獎小太陽黃鈺琦

設計「五德之星」吉祥物，廣泛運用在普仁獎相關結緣品及活動廣宣，

深獲各界好評。 

 

 

 

 

 

 

 

 

 

 

 

 

 

 為鼓勵學校師長多推薦學生參與甄選，由基金會統一設計規劃結緣品供

地區申請運用，並請地區依規定適時致贈推薦老師及僅入圍初選學生。

同時為協助地區普仁獎推廣並能有效利用資源，針對推薦老師結緣品及

僅入圍初選學生結緣品，由基金會贊助 80%費用，地區僅需自付 20%

費用。 

 

 

 

 

 

 

 

 

 

 

 

 

 

 

 

 每年均設計不同的推薦老師結緣品，包括：原木手機座、星光寶盒、

品德教育推廣工具、涼感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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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五德之星」吉祥物設計成年輕人喜愛的防疫包、口罩套及手機氣囊支架 

 

 各區依計劃執行 2018 學年度普仁獎的結果，反應在報名及得獎人數，

雙雙創了歷史新高，其中針對在 103 至 107 年期間，有參與普仁獎且

連續三年獲獎的學校，邀請當地教育局處長官，在地區頒奬典禮中頒發

『推動品德教育楷模獎』，總計有 180 所學校獲獎，不僅提昇普仁獎的

高度及廣度，更讓靈鷲山與教育界有了更深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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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區獎典禮中頒發『推動品德教育楷模獎』，大幅提昇學校推廣率及師長出席率 

 
 
 
 
 
 
 
 
 
 
 
 
 
 
 
 
 
 
 

 回歸教育本質，邀請教育主管機關擔任普仁獎頒獎典禮主賓 

 

 

 

 

 

 

 

 

 

 

 

 
 

 大會手冊改版並增加學生自述內容及校長姓名，且以銅板紙精美印刷以利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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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師長出席率，自第 9 屆全國獎開始，針對遠道而來的師長，安排

前一天入住福容飯店，由基金會統籌規劃參訪行程，大幅提升師長出席

意願，同時邀請地區普仁幹部全程陪同接待，頒獎典禮現場座無虛席，

當天參與人員近 500 人。活動結束後，邀請師長及貴賓一同在福容飯店

餐敍，並恭請心道師父蒞臨現場與大家互動聯誼，讓師長們更瞭解師父

創立普仁獎的用心。 

 

 

 

 

 

 

 

 

 

 

 

 

 

 

 

 

 

 

 

 

 

   
 
 
 
 
 
 
 
 
 
 
 
 
 
 

 第 9 屆全國頒獎典禮以熱鬧有趣又寓教於樂的互動方式讓現場更加溫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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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區普仁獎推行委員會依章程規定於 2019 年 5 月重新改組，基金會於

6 月份完成聘書製作及寄發，並委請地區指導法師頒聘。 

 
 

 第 10 屆全國普仁獎頒獎典禮因受疫情影響，取消集中頒獎形式，改為

「普仁心 愛飛揚」巡迴專案，以小太陽愛心專車巡迴全台各校頒獎及

贈送學校防疫物資，為期近一個月的時間環島造訪了 52 所學校，除了

讓師長更認識普仁獎外，也大大提昇媒體曝光度及在教育界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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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仁獎辦理年度 
(地區/全國屆別) 

2017學年度

(15/8) 

2018學年度 

(16/9) 

2019學年度

(17/10) 

2020學年度

(18/11) 

媒體露出統計 
發稿 

則數 

見刊 

則數 

發稿 

則數 

見刊 

則數 

發稿 

則數 

見刊 

則數 

發稿 

則數 

見刊 

則數 

地區普仁獎 
(第 15~18屆) 

15 72 15 126 15 150 12 337 

全國普仁獎 
(第 8~11屆) 

1 12 6 46 12 158 2 48 

小  計 16 90 21 172 27 308 14 385 

 

 

 因第 10 屆全台巡迴媒體效益延伸，普仁獎各區的媒體關注度倍增並創新高。 

2020 學年度普仁獎媒體見刊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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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仁獎已舉辦 18 年，在靈鷲山各地信眾的積極支持與努力下，普仁獎

頒發已經遍及全台各地，為加強形塑普仁獎成為獎助學金的金字招牌，

需要一首具有正能量、能夠代表普仁獎推動優良品德精神的主題歌曲，

2019 年基金會特別譜寫了普仁之歌--「普仁心 愛飛揚」，預計在深具

意義的第 10 屆全國普仁獎頒獎典禮中發表，這首歌曲由蔡高忠執行長

親自填詞，並加上心道師父的法語，特別委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研究生

鍾金暹及李清揚譜曲，充分彰顯普仁獎正面、積極、樂觀、愛心、願力

的向上精神，並於 2020 年初完成錄音，其後雖因疫情影響而未能如願

發表，但已在第 10 屆全台巡迴頒獎的影片中先使用「普仁心 愛飛揚」

配樂，藉以加深大家對普仁之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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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仁專刊從 2018 學年度起，隨著各區寄發學校普仁獎通知公文時一併

附上，近 3,000 份的發行數，有效提昇普仁獎的推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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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專刊內容已依發行對象調整，以呈現普仁獎的品德教育成果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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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7 月發行 3,000 份專刊，讓教育單位更了解普仁獎的用心及對孩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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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緬甸華校輔導 

基金會經由緬甸臘戌弄曼大善園寺沙彌學院的連結，於 2016 年底結合

國內長期致力緬甸華校教育的服務團隊及優質的退休師資，前往緬甸臘戌

地區，以駐校輔導方式協助華校加強校務經營能力與教學能量，持續推動

華語教學，傳承中華文化。 

(一) 接續 2017 年在臘戌地區的兩期服務，2018 年先後於 3/12~4/2 及

9/15~10/3 組團前往臘戌弄曼的果菁、果盟、果益、光明、和平堂及

以馬內利等 6 所華文學校，進行課堂觀察與教學輔導、示範教學及師

資培訓課程。 

服務學校 服務日期 幼教課程 小學課程 中學課程 小計 

果菁學校 
3/15~16 3 7 --- 10 

9/17~19 5 13  18 

果盟學校 
3/20~21 2 7 1 10 

9/20~21 2 7  9 

以馬內利 
3/22 1 2 --- 3 

9/24 1 2  3 

光明小學 
3/19 1 3 --- 4 

9/24 1 2  3 

果益小學 3/22 1 2 --- 3 

和平堂 9/25  4  4 

合計 (場次)  17 49 1 67 

 兩梯次服務，共動員教師志工 10 人次，先後以 13 天時間，完成課堂觀察

與教學輔導 67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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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學現場了解華校教師的教學情況，並在課後即時進行輔導對談。 

 

服務學校 

3/15~30 
進階師資培訓 

9/17~10/2 
教師精進研習 

9/17~21 
校務主管研習 

結業人數 研習時數 結業人數 研習時數 結業人數 研習時數 

果菁學校 22 512 14 328 6 60 

果盟學校 8 188 10 230 7 66 

以馬內利 1 26 4 80 1 10 

光明小學 1 24 1 24   

果益小學 1 20   2 16 

和平堂   6 142 1 8 

合 計  33 770 35 804 17 160 

 接續先前的基礎師資培訓，再規劃進階培訓與精進研習，同時也開辦校務

主管研習課程，讓偏鄉華校的教師也能有進修成長的機會。 



- 20 - 

 

 

 客製化的研習課程，讓偏鄉華校老師有機會一起進修成長，有效凝聚大家

的向心力，也激發持續投入教育工作的熱忱。最後的大合照則為臘戌弄曼

地區兩年四期的服務劃下圓滿的句點！ 
 

(二) 2019 年結束臘戌地區兩年四期服務計畫後，轉往東枝地區服務，分別

於 3/12~4/2 及 8/13~9/2 組團到東宜明德、東宜光華、熱水塘明德、

皎脈崇華及仰光明德等校，辦理駐校輔導及師資培訓課程，就幼教、

語文、數學等三大領域進行輔導，並依據個別學校需求，提供電腦文

書編輯、兵乓球教學等課程。同時也捐贈二手筆電、各項球類器材等，

充實各校教學設備，並捐款協助東宜明德學校更新全校課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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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服務學校 參加人數 
專題演講

場次 

觀課輔導

場次 

示範教學

場次 

專案課程

場次 

3/12 

| 

4/2 

東宜明德 8 2 28 6 8 

熱水塘明德 3 1 10 2 6 

皎脈崇華 10 2 24 12 4 

仰光明德 11 2 16 2 6 

小 計 32 7 78 22 24 

8/13 

| 

9/2 

仰光明德 11 1 9 2 4 

東宜明德 8 

11 

9 

15 10 熱水塘明德 2 2 

東宜光華 13 6 

小 計 34 12 26 17 14 

 2019 年東枝地區華文學校服務情形統計 
 

   

   

 入班觀課與課後的即時個別輔導，是教師們一致公認收穫最大的服務。 

  
 專題演講是針對教育理念與校務發展所做的提綱契領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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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老師們的需求進行的示範教學，讓偏鄉教師體會活潑有趣的教學方式。 

   

   
 

  

 

 

 

 捐贈二手筆電、教具、球具，並附帶電腦、乒乓球教學，還有全面更新的課桌椅，     

   特別吸引偏鄉小孩的注意力，也讓他們直接感受到服務帶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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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兩期 43 天的服務，嘉惠了東枝、仰光 5 所華校及仰光聖化佛堂附設學校。 

(三) 2019 年 7/29~8/11 另應邀組團前往緬北撣邦南坎地區辦理幼教師資

培訓課程，共有 8 校 51 位教師參加，惜因緬北地區民族武裝力量騷亂

影響，於 8/4 提前結束培訓課程，志工團轉往臘戌弄曼大善園寺沙彌

學院，協助帶領幼稚班小沙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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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彌生活教養 

心道法師深知短暫的援助只能救急不救窮，因此希望經由長期的教育

方式，讓和平種子深耕及散播出去，將無形的靈性教育與有形的社會服務

合而為一，透過提供生活、教育、職訓、公眾醫療、社區農場等一連串多

元且有計畫的建設，將佛法與緬甸臘戌弄曼在地社區整體營造及社會互助

服務結合，協助當地居民自給自足，讓緬甸成為落實【愛與和平地球家】

理念的第一個實踐據點。 

秉持「教育翻轉命運」的理念，2015 年起基金會配合教團計畫，協助

募款支持在緬甸北部臘戌的興學計畫，為緬甸失學兒童提供一個受教育的

機會，希望透過教育讓學童脫離貧困循環的宿命。 

     弄曼大善園寺沙彌學院綠玉寶富貴殿      沙彌生活教養專案 DM 

 

 沙彌學院陸續收養 300 餘位學生，2020 年 3 月因新冠肺炎爆發，遵行緬甸政府

規定讓沙彌離校返家，7 月份疫情趨緩時，優先進行巴利班復課教學，目前有

80 位沙彌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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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會除發想設計傳單、海報，透過各項活動及人脈關係向十方善信介

紹沙彌生活教養專案外，並在教團每年盛大舉辦的水陸空大法會期間，

擺設攤位展示弄曼沙彌學院教育學習的成果，同時規畫輕鬆活潑的互動

式遊戲，邀請大眾認識弄曼計畫、護持沙彌學院。 
 

               2018 水陸攤位主題 ~ 愛心無國界 用教育翻轉命運 

 

 

 

 

 

 

 

  蒐集緬甸風情結緣品與捐款護持信眾結緣 

 

   製作多款紀念明信片， 

提供信眾傳遞善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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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水陸攤位主題 ~ 緣聚樂施 愛在弄曼 

 

 

 

 

 

 

 

 

 

 

 

 

 

 透過觸控螢幕信眾可以查詢捐款資料，並  

下載檔案留念。 
 

 2020 水陸攤位主題 ~ 一念善心 萬緣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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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受到疫情影響，許多海外功德主無法蒞臨水陸現場，特別透過

網路呈現沙彌學院近況。 

 

 

 

 

 

 

 

 

 

 

 

 每年春節定期寄送賀卡關懷捐款人，並製作海報介紹專案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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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命關懷 

一、愛心學童 

基金會以夥伴共榮，建構與慈善公益單位團隊合作的平台模式，開展

各項《愛心學童》服務專案，2017 年結合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從新北市

貢寮地區開始，由學校提報需求、世界和平會社工訪查核實、基金會確立

開案，每月提供愛心食物包及助學金，幫助學童免於挨餓、安心就學。 

2018 至 2020 三年來除持續執行愛心食物包及助學金方案外，也陸續

延展服務範圍到基隆、台北等地區，並因應都會區的特性，發展愛心早餐

專案；同時搭配愛心專案，適時引領受助學童參與社會服務、公益活動，

開拓視野，建立自信，搭起良善的互助循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新北市 

貢寮區 

貢寮國小 貢寮國小 
貢寮國小 

貢寮國中 貢寮國中 

基隆市  
正濱國小 

和平國小 

 
和平國小 

台北市   
東園國小 

  
延平國小 

受助人數 13 人 26 人 38 人 

總經費 15 萬 30 萬  37.5 萬 

 2019 年開始結合基隆區、台北區普仁會資源，逐步開展愛心學童關懷專案，

並與世界和平會一起推出《嗶悠遊 送愛心》台北捷運限量悠遊卡，贈送熱心

捐款護持專案的教團信眾及長庚醫院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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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貢寮國小           基隆市正濱國小          基隆市和平國小 

 每月定期分送的愛心食物，內容包括白米、麵條、食用油、罐頭、奶粉、餅乾等，

讓學童在家可獲得均衡充足的營養。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國小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國小 

 都會地區的愛心早餐專案，由店家每天早上將餐食送到學校交給輔導

老師，受助學童再向老師領取，以保護學童的個人隱私。 

 

 

 

▲ 2018 年、2019 年邀請學童參與「鷲一起愛地球~植樹、淨灘活動」及「相鷲

種樹愛地球」活動，響應新北市政府造樹、造林、綠美化計畫，透過行動將

愛地球的理念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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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基金會攜手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長庚醫院社工處，舉辦「愛心

學童逛動物園，參訪世界宗教博物館」活動，帶領愛心早餐專案學童暢遊，

增廣見聞，寓教於樂，也悄悄讓愛地球與愛生命的種子在小朋友心中發芽。 

二、社會關懷 

(一) 白米贊普 

   基金會長期配合靈鷲山佛教教團，運用每年水陸空大法會募得的平安米、

調理鹽、食用油等贊普供品，結合地方政府

捐助慈善團體及低收入戶，三年來捐助的物

資包括白米 18.6萬公斤、食用油 12,620 桶，

及麵條、米粉、醬油、罐頭等，受助對象超

過 120 個團體、12,000 戶以上。 
 

 

 

 

 

 

 

 每年水陸空大法會期間捐贈白米、食用油等物資給在地社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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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捐贈住警器及警示燈 

 自 2017 年起，因應偏鄉弱勢族群需求，每年持續捐贈住宅火警警報器

累計 5,000 顆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優先安裝在平溪、雙溪、貢寮區的

獨居長者、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高風險家庭等，守護住宅安全。依

據消防局提供資料顯示，2020 年因安裝住警器而成功救援的事故即有

49 件。 

 

 

 

 

 

 

 

 

 

 

 2020 年捐贈 200 組 LED 太陽能爆閃警示燈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安裝

在汐止、瑞芳、平溪、雙溪、貢寮、金山、萬里、石門等 8 個行政區，

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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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兒童消防夏令營 

2018 年 8 月配合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協辦暑期兒童消防夏令營「夏日

饗宴－發爾麵 How Fun」活動，分兩梯次在靈鷲山無生道場及聖山寺

舉行，從幼稚園大班到國小六年級的 350 位孩子學習消防知識及遇到

危險時的因應方式，同時參訪靈鷲山聖山風景，徜徉於山海中的林蔭

樹間，體驗不同於日常的山間風光，享受森林浴洗禮的同時，也學習

心道法師慈悲及突破困難的精神，讓寓教於樂的兒童消防營不只有趣

更添知性及文化性。 

 

 

 

 

 

(四) 急難救助 

基金會自成立以來，即接受民眾主動申請或各地分院、講堂轉介急難

救助案，秉持救急不救窮原則，補助現金協助案家暫度眼前難關，並

協助媒合政府社會福利資源。2018~2020 年共計接受 30 件申請案，

核定補助 13 件。 

(五) 長者關懷 

由教團新莊中港中心組織志工開展老弱關懷服務，定時探訪新北市貢

寮、雙溪、平溪等地區獨居年長者或低收入戶家中年長者，透過訪視

問安、生活用品捐贈、心靈照顧、居家清潔打掃服務、急難救助及就

醫服務等，帶給長者安定的被關懷感，並舉辦歲末關懷聯誼，讓社區

內的年長者共聚一堂，在寒冬之際倍感社會的溫情關懷。三年來每年

均探訪 170 餘戶，服務 1,000 餘人次。 

 

http://www.hsint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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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遍仁慈 

秉持匯聚十方善緣，結合專業夥伴，提供適切服務的平台理念，基金

會在推展各項服務時，也會適時透過專案捐贈方式，協助優質的慈善

機構開展服務計畫，藉由協同合作的力量，擴大「普遍仁慈」的關懷

面向，讓更多的弱勢族群獲得照顧。 

2020 年 5 月 9 日下午，蔡高忠執行長特別前往花蓮縣光復鄉拜會基督

教信望愛少年學園，除感謝他們照顧去年考上高雄師範大學運動競技

系的第 6 屆全國普仁獎小太陽謝竣元外，並對其無私的奉獻表達敬意

且致贈新台幣 20 萬元設立「離園關懷基金」，協助少年學園持續照顧

年滿 18 歲依法必須離開學園卻尚在就學或工作尚未穩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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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生命服務 

一、重大災難賑濟 

基金會本著靈鷲山地球一家的理念，在重大災難緊急階段提供及時、

適切的協助；在勘災與詳細的評估之後擬定計畫，協助災區各項重建工作。

自 1998 年起，從 921 地震、南亞海嘯、緬甸納吉斯風災、四川地震、八

八水災、海地震災、日本海嘯，到近年的尼泊爾地震、緬甸水災、台南地

震、尼伯特風災等，基金會都透過點燈祈福、誦經迴向、捐助物資、緊急

醫療、環境清理、民宅與飲水系統重建、孤兒安置、安家助學及心靈撫慰

等行動，盡力參與救援行動。近三年來執行國內外重大災難救援成果如下： 

(一) 2018.2.6 花蓮地震 

 發佈地球平安  花蓮祈福關懷

訊息，籲請信眾誦持普門品與

大悲咒迴向祈福，由駐地法師

每日陸續迴向，總計迴向經咒

如下表： 

普門品 阿彌陀經 心經 金剛經 水懺 普賢行願品 

18,698 8 401 45 10 4 

大悲咒 彌陀聖號 觀音聖號 文殊心咒 

104,296 19,216 1,006,32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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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1 前往花蓮勘查災情，評估後續援助方案，並前往主要災區“雲

門翠堤大樓”慰問第一線救災人員、國軍官兵、媒體駐守人員等，致贈

九宮八卦及祈福平安袋，關懷救援人員出入平安。另由法師帶領志工前

往花蓮縣立體育館收容中心及中華國小安置中心撫慰災民，致贈大悲咒

小卡、祈福平安袋等，同時以心靈及芳香療法舒緩災民家眷、救護人員

及志工緊張壓力，傳遞慈悲力量，安定心靈。 

 

 

 

 

 

 

 4/29 靈鷲山安排 12 位法師，代表教團參與消災祈福暨超薦大法會，並

由 14 位志工配合花蓮縣政府民政處，支援大法會接待引導工作；同時

贊助大法會部分經費及平安壽桃 3,000 個，贈送法會參加人員；4/30

接受花蓮縣政府表揚及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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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10.21 普悠瑪翻覆事故 

 事發當晚即在聖山寺點燈，為意外傷亡民眾迴向

祈福，並發起募經祈福活動，祈願亡者安靈，傷

者遠離驚恐、身心安定。總計一個月期間募經迴

向如下表： 

普門品 阿彌陀經 心經 地藏經 金剛經 藥師經 水懺 大悲懺 

6,530 4,350 833 70 40 52 1 49 

大悲咒 彌陀聖號 觀音聖號 往生咒 楞嚴咒 藥師咒 六字大明咒 

932,330 2,775,689 24,668 108 108 108 3,000 

 10/22 上午準備佛水及九宮八卦卡，前往宜蘭四個院區關懷受傷民眾；

下午由 6 位法師帶領宜蘭地區信眾，前往蘇澳榮總為亡者讚經，結束後

家屬捧著各家牌位至新馬車站引魂，法師以九宮八卦、佛水賜福結緣。 

 

 

 

 

 

 

 

 

 

 

 

 10/24 拜會宜蘭縣政府民政處游宏隆處長，協商辦理法會祈福縣境平安

事宜，隨後並前往新馬車站法會預定地勘查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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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 由中國佛教會、世界華僧總會指導，宜蘭縣供佛齋僧功德會主

辦，在事發現場舉行「平安路祭、千人點燈獻花祈福」大法會，邀請高

僧灑淨、持誦《地藏經》回向，靈鷲山佛教教團當家法師常存法師帶領

東區護法會 90 位「大悲行者」，走在新馬車站鐵道上，為傷亡者念〈大

悲咒〉祈福，基金會提供 500 份酥油燈、鮮花和粉紅色汽球，讓現場民

眾為普悠瑪事件點燈獻花，盼集氣回向，讓亡者得度、眾生安詳、冥陽

兩利，所求滿願。 

 

 

 

 

 

▲ 普渡、點燈、獻花，獻上一份虔誠的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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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0.3 新冠肺炎(COVID-19)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於 3/3 結合新北市貢寮區公所、衛生所、派出所，

辦理「安心防疫，守護貢寮」專案，將募集到的防疫物資捐贈給學校及

福隆在地機關團體，並在聖山寺金佛殿為地方祈福祝禱。 

 

 

 

 

 

 

 結合靈鷲山佛教教團與世界宗教博物館代表，於 3/10 將募集的酒精、

洗手乳、擦手紙等防疫物資，送到新北市永和區公所、永和分局及附近

中小學校，並結緣靈鷲山開山住持心道法師加持的「安心御守」，關懷

地方，共同守護學子健康，祈願疫情早日平息。 

 

 

 

 

 

 

 

 

 

 

 

 

https://www.mwr.org.tw/
https://www.hsint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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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酒精、洗手乳及擦手紙等防疫物資，關懷地方、守護學子。 

 結合 Joy Foundation Nepal 及蜜勒日巴禪修中心，於 4/30 在尼泊爾

Sankhu 地區發送食物包，幫助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沒有收入的貧

苦民眾，共計捐助 300 戶，總經費尼幣 77 萬元，約合美金 6,900 元。

每戶一份食物包，內容如下： 

1. Rice 30 kg = Rs 1650      2. Cooking Oil 2 liter = Rs 300 

3. Salt 2 packets = Rs 50       4. Dal (lentil) 3 kg = Rs 300 

5. Soap 4 pieces = Rs 120       6. Sugar 2 kg = Rs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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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khu 地區發放情形及當地政府致贈的感謝函。 

 結合教團緬甸護法會及生命和平大學籌備處，5/21 在緬甸勃固省發送

食物包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民眾，共有 10 個村 1,200 戶受益，

每戶一份食物包，包括：米 12.34 公斤、鹽 0.8 公斤、洋蔥 1.5 公斤、

馬鈴薯 1.5 公斤、油 1 公升、泡麵 10 包、餅乾 1 包；另捐助緬幣 830

萬元給勃固省政府採購新冠肺炎檢驗試劑。 
 

 

 

 

 

 

 

 

 

 勃固地區發放

情形及省政府

致贈的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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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義診 

本著地球一家的理念，基金會多方結合長庚醫院國際志工團、台灣口

腔照護協會、福智義診團、萬芳醫院等專業組織，自 2016 年起組團前往緬

北撣邦臘戌等地，開展醫療義診、衛教宣導及培訓口腔衛教指導員等服務，

並捐贈胃鏡等醫療設備，協助提升緬北醫療能量，照護貧苦民眾。此外，

也結合緬甸當地 NPO 組織，了解真正的需求，2019 年起在仰光、勃固及

伊洛瓦底地區考察新的服務據點，投入各項義診服務、人員培訓課程、衛

教宣導以及醫療儀器設備捐贈等，提升醫療水平，希望讓生命獲得更週全

的照護。 

 2018、2019 年長庚紀念醫院及台灣口腔照護協會在緬甸服務地點 

伊洛瓦底省 

Ayeyarwady Division 

Maubin Township 

北撣邦，臘戌 

Northern Shan State,Lashio 

1. Lashio Township 

2. Naung Mon Village 

勃固省 

Bago Division 

Tharrawaddy Township 

仰光省 

Yangon Division 

1. Bahan Township 

2. Sauchaung Township 

3. South Dagon Tow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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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長庚紀念醫院長期合作：2018、2019 年 10 月份，先後組團前往緬

甸進行 2 次服務，並在 2019 年開展新的嘗試，與當地 NPO 組織

Myanmar Liver Foundation 合作，在仰光周邊地區實地訪查，並與在

地醫療慈善機構合作，提供當地民眾醫療義診服務與衛教宣導，同時

為開展健康促進社區進行規劃。2020 年因受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影響，故暫停服務。 

合作夥伴 服務日期 服務地點 
診治 

（人） 

衛教宣導

（人） 

長庚紀念醫院 

國際醫療志工團 

2018/11/18～19 

2018/11/20～21 

2018/11/22 

北撣邦，臘戌 

(Northern Shan State,Lashio) 

 1. Saydadoca 寺院 

 2. 社會福利會 

 3. 弄曼大善園寺 

854 474 

2018/11/23 
仰光省(Yangon Division) 

Bahan Township, 仰光大善園寺 
14 14 

2019/10/06 

伊洛瓦底省(Ayeyarwady Division) 

Maubin Township,Myanmar Liver 

Foundation branch 

68 62 

2019/10/07 

2019/10/09 

2019/10/11 

仰光省(Yangon Division) 

 1. Sauchaung Township, Than Sitt 

Charity Clinic 

 2. South Dagon Township, B.K.Kee 

Foundation 

 3. Bahan Township, 仰光大善園寺 

71 81 

2019/10/08 

勃固省(Bago Division) 

Tharrawaddy Township,Myanmar Liver 

Foundation branch 

128 20 

 
合計 1,135 651 

 長庚紀念醫院（國際醫療志工團）義診及衛教宣導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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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長庚國際醫療志工團在臘戌地區進行義診及衛教宣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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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長庚國際醫療志工團在仰光地區進行義診及衛教宣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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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台灣口腔照護協會(TOCA)長期合作：2018、2019 年先後前往緬甸

進行 3 次服務，2019 年並開展新的計畫，辦理口腔衛教指導員培訓，

對象包括大學生及老人機構主要照顧者，並協助他們進入社區、學校

進行口腔衛教宣導。2020 年因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

故暫停服務。 

合作夥伴 服務日期 服務地點 
診治 

（人） 

衛教宣導

（人） 

台灣口腔 

照護協會 

(TOCA) 

2018/05/06～07 

2018/05/08～09 

北撣邦，臘戌 

(Northern Shan State, Lashio) 

 1. 弄曼大善園寺 

 2. 社會福利會 

669 693 

2019/06/09～11 

北撣邦，臘戌 

(Northern Shan State, Lashio) 

弄曼大善園寺 

308 366 

 合計 977 1,059 

2018/05/06～07 

2018/05/08～09 

口腔衛教指導員培訓（弄曼大善園寺） 

初階培訓課程及實作 10 位教師結訓 

進階培訓課程 4 位教師結訓 

2019/05/31～

06/02 

口腔衛教指導員培訓（University of East Yangon) 

初階培訓課程及實作 18 位大學生結訓 

2019/12/20~22 
口腔衛教指導員培訓（Zee Zar Yeik 老人機構） 

特殊需求者指導員培訓課程及實作 9 位主要照顧者結訓 

 台灣口腔照護協會（TOCA）義診、衛教宣導及口腔衛教指導員培訓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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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灣口腔照護協會（TOCA）在臘戌進行義診與衛教宣導 

 2018～2019 年在緬甸北撣邦弄曼大善園寺為比丘及教師做口腔衛教指

導員培訓課程及實作，再由結訓

教師在平日進入各班對沙彌加強

口腔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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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與 University of East Yangon 大學生合作，開辦口腔衛教指導

員培訓課程，讓大學生將 3 天所學到的口腔保健內容，製作成衛教宣導

海報，18 位同學分成 6 組，就 6 個題目上台教學，當作結訓考題。11

月再規劃一場口腔衛教宣導，請結訓學生到緬甸學校及社區進行衛教宣

導，完成前測、衛教宣導、實作、檢查、後測等全套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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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底與當地老人機構 (Zee Zar Yeik) 合作，培訓機構內的主要照

顧者，協助他們好好照顧機構內老人的口腔衛生，讓老人健康而有尊嚴

地活下去。 

 

 

 口腔衛教指導員培訓成效： 

 

 

 

 

 

 

▲結訓教師在弄曼大善園寺針對沙彌進行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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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訓教師 3 人前往緬甸伊洛瓦底省 Maubin Township 偏鄉學校協助 TOCA 及馬偕

醫院舉辦義診活動，口腔衛教宣導 740 人。 

 

 

 

 

 

 

 

 

 

 

 

 

 

▲ 2019 年底結訓的大學生針對高中生進行口腔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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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大學生交流，詢問衛教宣導時有遇到什麼問題，進行分享交流。 

(三) 與萬芳醫院合作進行醫療援助：在緬甸北撣邦臘戌長期的義診服務，

發現大部分民眾有消化道相關疾病，但臘戌地區胃鏡設備只有三部，

也沒有腸胃專科醫師。2018 年協助萬芳醫院捐贈一部胃鏡設備給當地

民間慈善機構緬甸臘戌社會福利會，並陸續選派 3 團醫療人員前往臘

戌看診、培訓專業醫師及交流相關技術，逐步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萬芳醫院人員拜訪緬甸北撣邦臘戌當地醫師、中央醫院及私人醫院，了解

當地醫療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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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3 日上午在臘戌市政廳舉行胃鏡設備捐贈典禮，恒明師代表教團出席，

並代表基金會於典禮中捐贈美金 1,000 元，贊助臘戌社會福利會的慈善服務，臘戌市

各界代表 300 餘人出席觀禮，場面簡單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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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在臘戌社會福利會開始胃鏡教學門診，萬芳醫院每季派一位腸胃科

醫師前往進行手術教學，並運用胃鏡檢查影片教導臘戌地區醫師檢視及判斷；

另亦測試遠距醫療會診作業。 

(四) 建立緬甸在地合作夥伴關係：與 Myanmar Liver Foundation 合作，

除贊助經費協助採購肝炎疫苗，並透過該會接觸緬甸在地醫療組織，

尋求合作方案。 

捐贈 Myanmar Liver Foundation 200 人用  

肝炎疫苗（600 劑，折合美金 2,700 元）。 



- 53 - 

 與台灣口腔照護協會拜會 Myanmar 

Liver Foundation 理事長 Dr. Khin 

Pyone Kyi，透過她幫忙連結，拜訪

Myanmar Dental Association 理事長

Dr.Thein Kyu，規劃開展牙醫的相關

服務合作，希望建立全緬甸第一個

口腔保健示範據點。 

 

 偕同長庚紀念醫院國際志工團與Myanmar Liver Foundation在2019年展開合作，

更了解當地醫療需求，長庚醫院決定捐贈 5 台行動超音波協助 Myanmar Liver 

Foundation 開展肝炎防致工作。 

 協助接待緬甸私人醫院參訪團拜訪長庚醫院，介紹長庚在緬甸的醫療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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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甸當地合作單位及媒體幫忙推廣台灣醫療服務合作報導 

 

 基金會與合作夥伴在緬甸服務期間，也會適時拜會駐緬甸辦事處，此為

2019 年辦事處張大使接見萬芳醫院一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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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20 年因受新冠肺炎影響，無法出團前往海外進行服務，故衍伸過去

製作全緬文衛教宣導海報理念，與台灣口腔照護協會(TOCA)利用時間

製作 2 個緬文版口腔衛教宣導主題影片（貝氏刷牙法及牙線操作），為

日後開展服務做好準備。 

 貝氏刷牙法教學影片 

 牙線操作教學影片 

 近幾年分別與長庚醫院及 TOCA 製作的全緬文版衛教宣導海報 



- 56 - 

三、經咒 APP 

秉持教團「慈悲與禪」宗風，提倡世界和平與地球一家理念，特企劃

製作經咒銀行 APP，便利十方善信誦經持咒，紀錄平日修持的資糧，

適時迴向祈福地球平安，世界和平。同時在國內外發生重大災難時，

藉此平台邀約民眾共同持誦經咒，為不幸罹難傷亡的人及辛苦的救災

人員祈福。 

▲ 經咒銀行 APP 可自設經咒，並有存入、祈福、調撥及參加活動等功能。 

 

 

 

 

 

 

 

 

▲ 為便利推廣，特別製作註冊及操作說明供大眾觀看 ～ https://reurl.cc/qm2M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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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9 年正式上架後，啟動的募經成果： 

 

 

 

 

 

 

 

 

 

 

 

 

 

 

 

 

 

 

 

 

 

 

 

 

募經活動結束後在聖山寺金佛殿禮請法師迴向 ▲ 

2019 募經祈福 2019 大悲咒募集行動 正念化解新型冠狀病毒 

黎巴嫩貝魯特大爆炸 愛琴地區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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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向更好的經咒銀行 APP 2.0 

彙整經咒銀行實際運用經驗，於 2020 年 6 月啟動 APP 2.0 升級改版，

新增推播及群組功能，以便適時傳送訊息，並讓使用者在參與國內外

重大災難與慈善公益事件的整體性募經活動外，可以發起群組，進行

私人募經活動，讓募經與迴向更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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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願 

靈鷲山慈善基金會秉持心道法師「生命服務生命、生命奉獻生命」的

提示，致力於匯聚社會資源、動員志工能量，投入生命教育、生命關懷與

生命服務的工作。第九屆董事會三年服務期間，除延續既有的弱勢關懷、

災難賑濟與普仁獎學金等工作，持續協助教團推展緬甸弄曼沙彌生活教養

專案外，並積極開展愛心學童、普遍仁慈、海外義診及華文教育輔導等服

務，也陸續與海內外專業團體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協力推動慈善事業，

目的即在於沒有分別心的對待、珍惜每個善緣，希望經由大家的共同努力，

給多災的世界帶來光亮與溫暖，祈願 ~ 

 

世界和平 

地球平安 

老幼皆有所養 

互助與分享的精神永留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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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大事記（2018~2020） 

日期 活動摘要 

2018/1/10 於台北講堂召開「2018 普仁獎全球推行委員會第一次例行會議」。 

2018/1/18 訪視貧童脫困專案貢寮國小及福連國小扶助學生。 

2018/2/9 

2/9~11 派員勘查 0206 花蓮地震災情，並偕同駐地法師與花蓮地區信

眾，前往小巨蛋及中華國小等 2 處災民收容所撫慰災民，同時捐贈保

暖毛毯給花蓮縣政府。 

2018/3/12 
3/12~4/2 前往緬甸臘戌弄曼地區辦理「華文學校進階師資培育及教師

增能計畫」，協助當地華校培育師資，提升教學能量。 

2018/3/17 
3/17~18 舉辦「第 8 屆全國普仁獎 Fun 心營」，帶領得獎學生參訪無

生道場，並於聖山寺辦理點亮真心晚會，共有 32 位學生參加。 

2018/3/18 
上午於福隆福容飯店芙蓉廳舉辦「第 8 屆全國普仁獎頒獎典禮」，邀請

教育部林騰蛟常務次長蒞臨頒獎，共有 52 位學生獲獎。 

2018/3/18 
下午假福容飯店召開第九屆第一次董事會議，推舉性月法師擔任基金會

董事長。 

2018/3/22 訪視貧童脫困專案貢寮國小及福連國小扶助學生。 

2018/4/3 捐贈桃園市私立大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白米 100 包、沙拉油 100 桶。 

2018/4/22 
協辦「第八屆泰國藤球友誼賽暨潑水節」，禮請靈鷲山富貴金佛至活動

現場供民眾膜拜祈福。 

2018/4/28 
於台北講堂舉辦「2018 年度普仁獎共識會議」，計有各區指導法師、

普仁獎推行委員會主委、普仁會長及重要幹部 24 人參加。 

2018/4/28 

4/28~29 靈鷲山常住法師應邀參與「全國寺廟團體聯合為花蓮消災祈

安暨 0206 震災超薦大法會」，基金會贊助 10 萬元、結緣壽桃 3,000

顆。法會期間另組織 14 位志工，投入法師接待與報到、引導等工作。 

2018/5/5 

5/5~13 與台灣口腔照護協會合作，組織牙醫義診團前往緬甸臘戌弄曼

大善園寺及臘戌社會福利會，為沙彌、比丘、教職員及居民義診，並進

行口腔衛教宣導及衛教宣導種子講師初階與進階培訓課程。 

2018/5/20 
結合教團相關單位於貢寮區龍門運動公園舉辦愛地球愛和平植樹淨灘

活動，並邀請貢寮國小貧童脫困專案受助學童 8 人一起參加。 

2018/6/19 

與萬芳醫院合作，於 6/19~22 組織第一次訪查團前往緬甸臘戌勘查捐

贈胃鏡設備位置及培訓當地醫師，拜會緬甸臘戌社會福利會及 Aung 

Hospital，並前往弄曼大善園寺辦理傳染疾病衛教宣導以及測試從緬甸

臘戌透過遠距醫療會診方案。 



- 61 - 

2018/8/8 

8/8~15 配合靈鷲山第 25 屆水陸空大法會，以「愛心無國界 用教育翻

轉命運」為主題，於桃園巨蛋體育館設攤介紹弄曼沙彌生活教養專案及

普仁獎活動，勸募善款支持基金會推動生命教育工作。 

2018/8/21 
與新北市消防局合辦 107 年度「夏日饗宴－發爾麵 How Fun」第 15

梯次（靈鷲山第 1 梯次），共有學童、家長及工作人員 283 人參加。 

2018/8/24 
與新北市消防局合辦 107 年度「夏日饗宴－發爾麵 How Fun」第 16

梯次（靈鷲山第 2 梯次），共有學童、家長及工作人員 288 人參加。 

2018/8/28 

與萬芳醫院合作，於 8/28~9/1 組織第二次訪查團，前往緬甸臘戌勘查

裝設胃鏡設備位置進度及培訓當地醫師，並拜會社會福利會創辦人 U 

Aung Than Htut 大將軍及私立醫院 Aung Hospital 院長 Dr. U Tin 

Aung，另前往弄曼大善園寺考察評估水質及辦理傳染疾病衛教宣導。 

2018/9/15 

於 9/15~10/3 再次籌組教育顧問團，前往緬甸臘戌弄曼地區辦理華文

學校教師精進研習及師資增能計畫，透過觀課輔導、精進師資培訓課程

及校務主管領導研習，協助提升教學能量、強化校務發展與教學領導。 

2018/928 
於宗博文化生活館召開「2018 普仁獎全球推行委員會第二次例行會

議」。 

2018/9/29 

配合教團於聖山寺舉行「秋季祭典暨圓滿施食法會」，捐贈 1,500 個住

宅火警警報器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將優先安裝在平溪、雙溪、貢寮區

的獨居長者、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高風險家庭等弱勢族群。 

2018/10/6 
於台北車站附近旺夥商務中心舉辦「2018 年普仁家訪志工專任講師種

子培訓營」，來自全台各地推薦幹部共計 23 人參加。 

2018/10/22 

與萬芳醫院合作，於 10/22~27 組織第三次訪查團前往緬甸臘戌勘查

裝設胃鏡設備房間裝潢進度，並培訓當地醫師及拜會社會福利會及

Aung Hospital，同時前往弄曼大善園寺辦理傳染疾病衛教宣導。 

2018/11/17 
與長庚醫院合作，於 11/17~24 組織義診團前往緬甸臘戌偏鄉社區，

辦理義診及衛教宣導。 

2018/12/27 召開第九屆第二次董事會議。 

2019/1/15 假台北講堂召開「2019 普仁獎全球推行委員會第一次例行會議」。 

2019/3/9 
3/9~10 舉辦「第 9 屆全國普仁獎 Fun 心營」，帶領得獎學生參訪無生

道場，並於聖山寺辦理點亮真心晚會，共有 37 位學生參加。 

2019/3/10 

上午於福隆福容飯店芙蓉廳舉辦「第 9 屆全國普仁獎頒獎典禮」，邀請

教育部范巽綠政務次長等蒞臨頒獎，共計 60 位學生獲獎，並結合教育

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第三期 5 年計畫」，請教育部范巽綠次長頒贈『推

動品德教育成效卓越』獎座給五年內獲全國獎累計達 3 次的得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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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10 下午假福容飯店召開第九屆第三次董事會議。 

2019/3/12 

於 3/12~4/2 前往緬甸東枝東宜地區及北撣邦皎脈地區辦理「2019 年

緬甸偏鄉華文學校駐校輔導計畫」，透過課堂觀察及教學輔導，協助提

升教師教學能力，並捐贈再生電腦，提升華校教學能量。 

2019/4/3 

引介萬芳醫院捐贈胃鏡設備，協助緬甸北撣邦臘戌社會福利會開展義診

服務，4/3 在臘戌市政廳舉辦「胃鏡設備捐贈典禮」，由萬芳醫院陳作

孝副院長代表捐贈，恒明法師代表慈善基金會捐贈 1,000 美金維護運

作經費，同時邀請外交部駐緬甸辦事處張水庸副參事出席觀禮。 

2019/5/4 
5/4 假台北講堂舉辦「2019 學年度普仁獎共識會議」，計有各區指導法

師、普仁獎推行委員會主委、普仁會長及重要幹部 20 人參加。 

2019/5/27 

與萬芳醫院合作，於 5/27~6/1 組織腸胃科醫療團第二次前往緬甸臘戌

社會福利會幫忙看診、技術交流及培訓當地醫師，同時前往弄曼大善園

寺沙彌學院辦理衛教宣導。 

2019/5/30 
與台灣口腔照護協會(TOCA)合作，於 5/30~6/3 前往緬甸仰光辦理口

腔衛教種子講師培訓，共有19位University of East Yangon學生參加。 

2019/6/8 

與台灣口腔照護協會合作，組織牙醫義診團於 6/8~18 前往緬甸臘戌弄

曼大善園寺，為沙彌、比丘及教職員義診及進行口腔衛教宣導，並邀請

2 位緬甸牙醫師參與義診。 

2019/6/23 

連續第３年捐助住宅火警警報器，守護新北市平溪、雙溪、貢寮等偏遠

鄉區的獨居長者、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高風險家庭等弱勢族群住宅

安全，6/23 在靈鷲山開山 36 週年慶典中，由新北市侯友宜市長代表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接受。 

2019/7/29 

於 7/29~8/11 前往緬甸北撣邦南坎地區舉辦「2019 年緬甸華校幼兒

教育師資研習」，為當地華校培育專業幼教師資。因緬北地區民族武裝

力量騷亂影響，課程進行 3 天後被迫中斷，志工老師轉往臘戌弄曼大

善園寺，協助沙彌學院精進小沙彌教學。 

2019/8/7 

8/7~14 配合靈鷲山第 26 屆水陸空大法會，以「緣聚樂施 愛在弄慢」

為主題，於桃園巨蛋體育館設攤介紹弄曼沙彌生活教養專案及普仁獎活

動，勸募善款支持基金會推動生命教育工作。 

2019/8/13 

於 8/13~9/2 再次籌組教育顧問團，前往緬甸東枝東宜地區辦理「2019

年緬甸偏鄉華文學校師資研習暨駐校輔導計畫」，透過觀課輔導及基礎

師資培訓課程，協助當地華文學校培育師資，提升教學能量。 

2019/9/11 
假宗博文化生活館召開「2019 普仁獎全球推行委員會第二次例行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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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5 

與長庚醫院合作，結合 Myanmar Liver Foundation 於 10/5~12 前往

緬甸仰光 4 個地點進行義診服務及衛教宣導，並捐贈捐贈 2,700 美元

協助 Myanmar Liver Foundation 採購肝炎疫苗，推展肝炎防治計畫。 

2019/10/31 下午假宗博文化生活館召開第九屆第四次董事會議。 

2019/11/29 
11/29~12/6 前往弄曼沙彌學院及弄曼農場蒐集基本資料，並為 375

位沙彌拍攝個人半身照及生活照，建立沙彌完整學籍資料。 

2019/12/19 

與台灣口腔照護協會(TOCA)合作，於 12/19~23 前往緬甸仰光辦理特

殊口腔照護指導員培訓，培訓當地 Zee Zar Yeik 老人機構護士及主要

照顧者，並拜訪 Myanmar Dental Association 理事長。 

2020/1/14 

1/14~16 辦理「愛心早餐學童春節關懷」，分別訪視新北市貢寮國小、

基隆市和平國小、台北市延平國小、東園國小等 4 校 38 位學童，贈送

愛心物資及年菜，預祝學童新春佳節愉快。 

2020/1/16 
假永和生命和平大學籌備處會議室召開「2020 普仁獎全球推行委員會

第一次例行會議」。 

2020/3/3 
原訂於 3/3~28 前往緬甸撣邦當陽地區，進行華文學校駐校輔導服務，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被迫取消服務行程。 

2020/3/3 

配合教團於 3/3 結合新北市貢寮區公所、衛生所、派出所，辦理「安

心防疫，守護貢寮」專案，將募集到的防疫物資捐贈給學校及福隆在地

機關團體，並在聖山寺金佛殿為地方祈福祝禱。 

2020/3/10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辦理「守護心靈，安心防疫」專案，與宗博協力配

合教團，於 3 月 10 日將防疫物資分送永和區公所、永和分局及秀朗國

小、永和國小、頂溪國小、網溪國小、永平國小等學校，守護學子健康。 

2020/3/19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頒布「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辦公室同仁遵

行事項」及「防疫期間業務調整及因應措施」，同時完成重要業務檔案

備份及視訊會議系統建置與測試。 

2020/3/21 

與台灣口腔照護協會合作，組織牙醫義診團於 3/21~29 前往緬甸仰光

偏鄉孤兒院義診及口腔衛教宣導，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

延至 6 月辦理，後續因緬甸實施入境管制，決定取消辦理。 

2020/4/21 

「第 10 屆全國普仁獎頒獎典禮」，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取消 FUN 心

營活動，改為以「小太陽愛心專車」於 4/21 至 5/12 期間，走訪全台

52 所學校，頒發 53 位全國普仁小太陽獎狀及獎學金，離島 6 位得獎

學生，則將獎狀及?學金寄到學校，委請學校協助頒發。 

2020/4/21 
利用巡迴全台頒發全國普仁獎的機會，分別與 11 個地區普仁會主要幹

部進行 9 場共識會議，地區參與人數共計 4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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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30 

結合 Joy Foundation Nepal 及蜜勒日巴禪修中心，於 4/30 在尼泊爾

Sankhu 地區發送食物包，幫助 300 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沒有收

入的貧苦民眾，總經費尼幣 77 萬元，約合美金 6,900 元。 

2020/5/9 

蔡高忠執行長前往花蓮拜會基督教信望愛少年學園，致贈 20 萬元協助

設立「離園關懷基金」，照顧年滿 18 歲依法須離開學園，但尚在求學

或剛就業、尚未安頓好生活的離園生，提供關懷金或緊急紓困金。 

2020/5/21 

結合教團緬甸護法會及生命和平大學籌備處，於 5/21 在緬甸勃固省發

送食物包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民眾，共有 10 個村 1,200 戶受

益；另捐助緬幣 830 萬元給勃固省政府採購新冠肺炎檢驗試劑。 

2020/5/28 下午假宗博 7 樓宗鳴薈召開「第九屆第六次董事會議」。 

2020/6/16 

辦理「愛心早餐學童端午關懷」，於 6/16 訪視新北市貢寮國小、基隆

市和平國小；6/24 訪市台北市延平國小、東園國小，贈送端午愛心物

資、粽子香包及五德之星防疫口罩套，祝學童佳節愉快。 

2020/8/11 
與台灣口腔照護協會合作，於 8/11~12 前往花蓮拍攝緬語版口腔衛教

宣導短片，包括貝氏刷牙法及牙線操作等２個主題。 

2020/8/11 

陳世人副執行長代表基金會出席台灣亞洲激流基金會主辦之「台灣

NGO 在促進新南向政策援助計畫上的能量討論與政策建議」座談會，

分享在尼泊爾及緬甸的發展援助經驗。 

2020/8/18 

政大 EMBA 創業主班第二期班聯會代表一行近 20 人，由會長涂有平帶

領，於 8/18 來會拜訪，捐贈 70 萬元善款贊助推廣普仁獎，同時參訪

世界宗教博物館、體驗九分禪，並前往新北市分院供燈禮佛。 

2020/9/18 假宗博宗鳴薈召開「2020 普仁獎全球推行委員會第二次例行會議」。 

2020/9/27 

舉辦「愛心學童逛動物園參訪世界宗教博物館」活動，帶領愛心早餐專

案學童戶外體驗，增廣見聞，共有基隆和平國小、台北市延平國小、東

園國小三所學校 17 位學生參加，並由世界和平會志工協助帶領、長庚

醫院國際志工團協助隨團照護。 

2020/10/14 

捐贈 1,000 顆住警器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優先提供獨居長者、低收

入戶、身心障礙者等弱勢家庭安裝，另捐贈 200 組 LED 太陽能爆閃警

示燈給警察局，陸續安裝在汐止、瑞芳等新北市東北角 8 個行政區。 

2020/11/19 下午假宗博文化生活館召開第九屆第 7 次董事會議，改選第十屆董事。 

2020/12/9 

12/9~16 配合靈鷲山第 27 屆水陸空大法會，以「一念善心 萬緣祈福」

為主題，於桃園巨蛋體育館設攤介紹弄曼沙彌生活教養專案及普仁獎活

動，勸募善款支持基金會推動生命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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