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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微光 

紀錄志業分享與志策會報告~再寫德運輪 

撰文 台北 林淑真 8400 

 

四月十八日慈發處北部社工室副主任徐瑞琼，首次在志業分享會上，報告在台北

港船員落難的慈善關懷個案。四月二十一日，關懷團隊再度受邀，在志策會上做

線上分享。 

 

徐瑞琼說：「在中美洲貝里斯註冊的德運號貨輪。因為中國籍的船東積欠薪資，

船員被迫困守在船上。」 

 

二 O 一九年十月，德運號貨輪在台北港卸貨之後，就停在港邊兩年，礙於防疫

的規定無法下船，船員就如同被囚禁在海上監獄一樣。船上一共有八名船員，兩

名中國及六名緬甸籍。 

 

誠如航港局張德榮主任，四月十五日在基隆靜思堂為慈濟頒獎的典禮上所說：「因

為這艘船是登記貝里斯的外國籍船、船員也是外國人，公部門根本無從管轄、也

難介入行使公權力。」 

 

雖經幾個單位的協調，都沒有辦法解決船員薪資、以及船員對船東憤恨不平的情

緒。 

 

張主任說：「在束手無策下、我們求助於慈濟基金會。」 

 

徐瑞琼表示：「二 O 二一年九月底，透過航港局的提報，由慈濟北區淡水團隊，

展開一連串『誠』與『情』，以及『有法度』的關懷。 

 

「愛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議。」徐瑞琼說。 

 

◎台北港轉運信根立  

 

關懷志工陳麗雯透過連線分享，說；「自二 O 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進入台北港起，

到今年一月十六日，我們分別送走一名大陸籍與六名緬甸籍船員回到家鄉。甚至

又因緣聚會，因緬甸籍船長奈奈翁的關係，另外又援救了，在公海上遇難的十位

船員性命。」 

 

「為期 113 天、共 18 次的關懷互動，就好像與船員們，共同演繹了一齣 18 集的



2 
 

偶像劇。」陳麗雯笑說；「是我們與德運輪『偶然』相遇，共同開拍的偶『相聚』。」 

 

陳麗雯記得：「經慈濟社工與社區組長的安排，我和志工蔣慶文、康春德、邱春

瑩、葉美慧，周明鴻等人，第一次來到台北港最邊陲的港口，看到一個個船員，

都是愁眉苦臉、忿忿不平的表情。」 

 

陳麗雯感覺到：「已經在海上，為薪資抗爭兩年未果的船員，好奇的看著帶來食

物的我們，必然也懷疑，這些人，能為他們做什麼？能為他們爭取到應有的權益

嗎？」 

 

如同參加國際賑災一樣，志工帶著賑災物資和外套去關懷，發現他們兩年來，飽

受海風催殘，連內衣褲都破了。幾天後，團隊除了帶去嶄新內衣褲，還有，師兄

姊整理出來的，讓船員能保暖的冬衣及毛毯。 

 

適逢中秋，船員手拿慈濟人特別送去的月餅和柚子，看著天上的一輪明月，思鄉

之情，油然而生，河南籍的劉新根說：「實在太感動了！居然還能在這裡過節。」 

 

他們小心翼翼的剝開柚子，很珍惜的，只吃一點點，生怕一下吃光，就又見不著

柚子了。  

 

「此後，每個周三，在台北港務局技正周子軒的陪伴下，船員可以特別下船來到

岸邊，與慈濟志工會面。為了能和緬甸船員有效的溝通，曾領隊到緬甸賑災的黃

秋良師兄，找到回歸台灣的緬甸資深華語老師蘇金國，承擔起翻譯任務。」 

 

因為語言的隔閡，陳麗雯主動與大陸河南籍船員劉新根加微信。透過交流，知道

他家鄉有 91 歲老奶奶，和獨力扶養他長大的老父親，正遭受河南百年難遇的洪

澇災害。 

 

問明了劉新根老家的地址，陳麗雯即刻請託上海慈濟窗口邱玉芬，連繫河南志工

劉俊玲。很快的，劉俊玲在河南救災發放結束的第二天，就帶著豐盛的物資，往

返開車十多小時，去到劉新根的家鄉南陽關懷。 

 

當陳麗雯把河南慈濟志工，關懷家人的回傳照片，及時發給劉新根時。 

 

「小劉當下感動得哭了，」陳麗雯說：「他直呼：『你們慈濟真是神通廣大！這麼

偏僻的鄉下，竟然這麼快就找到了，太厲害了！』」 

 

父親還拜託河南志工轉達：「趕快回家，錢不要了，只要人回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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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根說：「這個團體好像和以前來過的，都不一樣。」 

 

從此劉新根信根建立，為志工後續關懷，起了很大的作用。 

 

◎誠與情的關懷 

 

團隊與船員設立 line 群組，方便與所有船員們交流。知道有人缺藥，下次去就送

藥；食物有短缺，就送食物。聽說冰箱是故障不堪使用的，黃秋良就透過管道，

找到環保站二手冰箱送去。 

 

每週三志工從八里環保站，拿取香積媽媽用心做的素食便當，以及船員所需物

資。到了船邊，一聲么喝：「愛心便當來囉！」立即帶給船員大大的溫暖。 

 

環保站志工種植的有機新鮮蔬果，填滿冰箱，船員們頓時覺得生活有了保障。 

 

陳麗雯說：「抗爭無解的船員，我們沒有辦法幫他們，去解決法律相關的薪資求

償問題，但是我們可以讓他們感受到媽媽的愛。」 

 

關懷團隊同時也另設群組，以便隨時討論如何做後續的關懷和幫助。志工們已經

把這些船員視為自己的家人了。 

 

陳麗雯說：「每週三成為船員們的慈濟日，船員期待著藍天白雲的出現。一次次

的有求必應，見證慈濟人真誠的大愛。」 

 

「很快的，原來船員們臉上的愁容消失了，取代的是他們發自內心的、信任的歡

喜笑容。」 勤於聞法的陳麗雯認為：「先付出，船員的苦難雖尚未拔除，但順緣

『復為說法』的時機已到。」 

 

「當我們知道船員有皮膚病，就幫他買藥。從他們傳出來的照片，想到可能是因

為艙房髒亂所引起，於是購買了漂白水等清潔用品，鼓勵船長領導大家勞動起

來，教導他們如何大掃除。」 

 

看到艙房變得亮麗，船員原來低落的情緒都高亢起來了。 

 

接著，團隊透過雲端播放的影片，和師兄姐的心靈分享，指引船員正確的人生方

向，啟發他們再接再厲做環保。船員開始將船上的礦泉水瓶，壓縮分類，以便志

工去時進行環保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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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輸環保救地球的概念，志工們也鼓勵船員戒菸、不喝酒。 

 

◎出離的關鍵在茹素、靜思語 

 

陳麗雯說：「之前由於久滯未歸，致令劉新根多年女友失望求去，讓劉新根希望

幻滅，曾經他跳海獲救。又聽聞家鄉遭遇土石流水患，走失的父親與奶奶生死未

卜，他再度崩潰，萬念俱灰下，再度想尋死求解脫，幸而被留意著他的同伴勸阻

未遂。」 

 

所幸後來得知父親和奶奶已經平安返家，父親還透露好消息；「慈濟人去關懷後，

女朋友也回心轉意，正等著他回家。」 

 

再度燃起希望的劉新根，著急的向陳麗雯求救：「為什麼我申請回家的案子屢被

退件？」 

 

陳麗雯告訴他：「如果希望自己能有貴人相助，就要先成為眾生的貴人，從現在

開始素食，和眾生結好緣，或許你的貴人就會出現。」 

 

第二天，陳麗雯就接到劉新根發來的訊息，說他已經不再吃肉了。 

 

上海回台的王淑慧知道劉新根的鬱卒，特從永和帶了前一晚，才難得請到的簡體

字«無量義經»和慈濟書籍來送他。 

 

王淑慧拉著劉新根的手說：「我的兒子在蘇州，疫情兩年都在大陸。今天是我的

生日，你就來當我的孩子，陪媽媽過生日好嗎？」 

 

從小因母親早逝，失去母愛的劉新根，聽了立刻很激動的呼喚：「媽媽！生日快

樂！」 

 

在海天見證下，劉新根當眾發願：「等我回去了，一定要當河南省南陽的第一粒

慈濟的種子。」 

 

劉新根的素食行動，也在船員之間起了示範。 

 

◎什麼都不缺，只要一本靜思語 

 

緬甸船員一直鬱鬱寡歡，尤其奈奈翁船長，家鄉妻子為了生活已經賣掉房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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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夜失眠，每天都還要抽好幾包菸。劉新根告訴陳麗雯：「看到緬甸船員，晚上

經常會偷偷流淚。」 

 

陳麗雯想著：「該如何讓船員轉念，才不會如此自憐自艾？」 

 

正好慈濟購買的大量疫苗在募款，於是她準備了素材，請船員幫忙製作愛心手工

皂義賣捐疫苗造福。 

 

陳麗雯開心的說：「當這八位船員全都走出房門，一面聽著『一家人』這首歌曲，

一面合力分工完成愛心手工皂。原來都沒有什麼交集的的八個人，竟然在一、二 

個禮拜一起做手工皂當中，交織為一條心，成為一家人了。」 

 

雖然有機會造福，緬甸船員仍無法放下對薪資的執著。遊子心，像承載著貨輪的

大海一樣，隨著風向、時而搖盪、時而浮沉，時而洶湧、時而靜止無定性。 

 

有一次慈濟日關懷，團隊和船員圍繞大圈圈，在徐徐和風中，陳麗雯帶動「一家

人」手語歌曲，並引導船員分享。緬甸一位年輕船員，才含著淚，代表其他人表

達了沉埋許久的心聲。 

 

「因為我們都是家裡的經濟支柱，家鄉的政變和疫情肆虐令人憂心，家裡需要我

們的薪資。兩年來被船東拋棄受苦這件事，我們約定了，自己受苦就夠了，誰都

不要告訴家人，讓家人擔心。」 

 

船員的心是如此的苦，陳麗雯決定：「從小劉開始，讓小劉抄寫心經 108 遍。想

不到小劉三天就抄完，還能背誦。」 

 

團隊們共識說：「那我們就讓所有人抄寫靜思語，給他們筆記本，每周一句精思

語抄寫 20 遍。到下一個周三，除了繳交作業，每一位都要分享心得。」 

 

抄了兩週後，靜思語轉化心念的奇蹟效應出現了。 

 

船員們終於學習到感恩，他們一致說：「感謝在我們人生最困頓的時候，慈濟讓

我們心裡得到平靜。」 

 

更讓團隊驚喜的，他們都說：「我們不再恨船東了，原來時時刻刻都念著要打他，

現在我們決定原諒他了。」 

 

船長還說；「我真心原諒船東了，甚至我還要祝福他、謝謝他。因為船東，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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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慈濟，而有了改變。靜思語讓自己解冤釋結。」 

 

Nay Myo Htut 感動哽咽的說：「在生命最低潮、感到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得到慈

濟的幫助，感恩佛法與靜思語，讓我們的身心有出路。還幫助我們安定下來，脫

離之前困頓與艱苦的心境……」  

 

「從原諒的那一刻起，」陳麗雯說：「他們心中就寧靜下來，而且緬甸船員還多

抄寫了，為了幫小劉的歸鄉祝福。」 

 

甚至在緬甸船員回家前，詢問他們有沒有想要的禮物，船員居然說：「慈濟給我

們的，已經讓我們很滿足了，如果可以，我們只想要«靜思語»這本書。」 

 

«靜思語»上人的法語已經深深烙印在船員心中。陳麗雯還說：「他們抄寫靜思語

為日常，從台北港到防疫旅館，甚至回到家鄉，都一直持續著。」 

 

◎有法有愛 精進不孤單 

 

劉新根離去前，凝望著海天一色的台灣美景，一再表示感恩：「假如沒有和慈濟

結緣，現在的我都不曉得會是什麼樣子呢！」 

 

德運輪船員是很有福的，一個八個人的慈善個案，關懷陪伴的團隊，由前所未有

的跨區志工組成，包括淡水、北投、士林、松山、中永和、新店等社區。 

 

對著十幾位來送別的志工，劉新根百感交集：「想到要回家，還真是依依不捨。」

劉新根滿滿的感動在心中圍繞。 

 

「總不能讓他領不到薪資，就空手回去結婚吧？」志工們挖空心思，要為長期未

領薪資的劉新根準備伴手禮。 

 

難得遇到上人歲末祝福期間，劉新根和其他船員，都從志工手上喜獲第一個大

禮—―就是上人贈與的「福慧紅包」。 

 

陳麗雯首先想到：「給小劉一個實用的大行李箱！」 

 

八里社區組長與師兄姐立刻買了各式各樣的台灣土產與紀念品，裝得滿滿的一行

李箱，讓小劉帶回去給長輩報平安。 

 

知道小劉已經通過申請可以回家，陳麗雯在群組報告：「團隊中身為長榮航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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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師總教練葉燈憲師兄，航行出國前特為小劉準備的，婚禮上好全套新郎裝備，

連領帶、鞋、襪都一應具全了。」 

 

陳麗雯說：「燈憲師兄細心的請小劉先試穿。」當劉新根試穿好，出現在艙房外

的時候，一身西裝筆挺，瀟灑英挺的快樂模樣，讓船員和團隊師兄姐一致拍手叫

好，讚聲連連，也直誇燈憲師兄的精準慧眼。 

 

大家同時為他準備盤纏，陳美羿老師與筆耕隊夥伴小聚時，也及時號召，隨喜集

結了祝福大紅包。林淑真師姐也為小劉的婚禮，準備了宴請親友的喜糖和提親伴

手禮。 

 

結果。大行李箱裝了滿滿的慈濟家人的愛。 

 

劉新根的順利歸家，引起各地海港船員的震撼。也讓港務局官員鬆了一口氣。回

家轉運途中，劉新根在防疫旅館ㄧ樣依教奉行。茹素、研讀陳麗雯與王淑慧媽媽，

一起為他準備的法寶—«慈濟月刊»、簡體版«靜思語»，«無量義經»，還有一本簡

體版«行願半世紀»。 

 

劉新根回復寫航海日記的習慣，又每天把用素食餐飲照片、以及用心體會的讀書

心得，書寫一篇篇文稿，傳給他敬愛的麗雯姐姐和美羿老師，而美羿老師更把他

的好文采，恭呈上人並發表在筆耕群組。 

 

劉新根不忍還在受苦的緬甸團員，不斷勸說他們：「回家鄉真的很好、ㄧ定要放

下一切，趕快回家。」 

 

◎捨鉅額高薪，寧做微光螢火蟲 

 

無法扭轉緬甸船員的執著，腦筋靈活的陳麗雯又想到一計，她說：「我準備了畫

冊和筆，讓船員畫他們的家人。」 

 

為了要關懷船員家鄉的家人，志工多次詢問家鄉地址，都不得要領，因為他們擔

心家人會發現他們的隱瞞事實而傷痛。 

 

想不到透過繪畫，船員不斷畫出家園、畫出親愛的家人與自己的心情。作畫當中，

逐漸勾勒起與家人共聚的幸福畫面。 

 

陳麗雯說：「有一天，船長終於表達他們要回家的決定，並且還回覆小劉，他們

都要跟小劉一樣，參加『慈濟會員』。」 



8 
 

 

「好事多磨，當他們送出回家申請文件時，德運輪居然被賣掉了，新船東因為疫

情找不到船員，提出每天 100 元美金的鉅額薪資吸引船員留下，這變化讓航港局

周技正與基金會社工瑞瓊師姐很是擔心。」 

 

陳麗雯於是詢問船長，奈奈翁用很堅定的眼神與語氣，用英文告訴陳麗雯：「we 

all come home! (我們要回家)」事後又寫了一封信表達所有船員的心情。 

 

陳麗雯說：「原來他們覺得，如果接受新船東的巨額薪資，就會對不起慈濟人對

他們的苦心幫助。」 

 

「他們做出最正確的決定，雖然損失了很多薪水，但他們認為慈濟人更多的愛與

支持，是金錢買不到的。」 

 

船長還說：「我們要在 證嚴上人的指導下，做一個發光發熱的小螢火蟲。」 

 

船員們在最後獲得入台境許可時，滿心歡喜地來到八里環保站，感恩香積媽媽的

美味素食便當：也特地來到重建後的大愛台莊嚴殿堂前，虔誠許下心願，「我們

一定還會再回來！」 

 

◎終需一別 天地原有情 

 

緬甸船員終於也將踏上歸途了。因防疫規定，船員必須在下船 12 小時內出境完

成。 

 

陳麗雯說：「當天晚上七點去到台北港接他們，岸邊是一片漆黑，只見一個個船

員胸前，別著發光的手做螢火蟲，從船上緩緩走下階梯。」 

 

「想著上人所說的螢火蟲，真的就看著六隻螢火蟲的微光，將要從台北港，飛往

各地去發光了。」 

 

團隊們也同劉新根回家一樣，為他們張羅了靜思產品及各種生活所需、還有盤

纏。送行志工蘇金國、葉燈憲、邱春瑩、賴雲新，嚴寶雲、陳麗雯等人，從晚上

七點開始的陪伴，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四點半，送他們到達桃園機場出境為止。 

 

當中通過台北港的檢查與防疫清消，和醫院的核酸檢測。依規定，無法申請防疫

旅館，因此全員必須在八里環保站待到凌晨三點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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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雯說：「回到環保站已是晚上 11 點了。救災經驗豐富的康春德師兄夫婦與組

長邱春瑩，早已備好熱騰騰的火鍋，等著大家的到來。」 

 

吃飽喝足了，該如何撐到天亮？ 

 

陳麗雯說：「非常感恩 78 歲的蘇金國師兄，把握時間，在他們即將離開前，與所

有船員探討佛陀所說法、在在印證佛法的慈濟故事。同時也開放團隊線上一起分

享，真是法輪常轉到黎明啊！」 

 

寬闊的台北港碼頭，德運貨輪靠著的岸邊長道，疫情中冷冷清清，只有每個禮拜

一次的熱情志工，與受難船員的溫馨聚會。 

 

陳麗雯說，「這裡經常有東北季風，有一段時間常常下雨，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彷彿也疼惜著苦難眾生。」 

 

好幾次烏雲密佈，細雨夾雜著大風，氣象預報將有大雨，甚至上午還是大雨滂沱

的情況，然而當志工決定還是如約前往時，天空竟是奇蹟似的轉晴。 

 

「慈悲的老天爺，還曾等到我們關懷結束了，才放任風雨交加。最困難的情況只

有兩次大風吹，吹到有師姊都小感冒了。」 

 

有時天空遍佈的烏雲中還會透出亮光，似乎在告訴團隊志工：「宇宙永遠會照亮

世界，大家儘管安心去關懷撫慰，給這些漂浮在海上的游子，多一些愛。」 

 

蒼天有好生之德，人類豈能不時時懷抱感恩敬重之心？ 

 

◎「緬甸叩臺灣，跨國神救援」補述 

 

陳麗雯回想：「從小劉到全部緬甸船員們，能夠順利回家，全靠政府民眾一條心。

大家用愛接力。從台灣到上海乃至緬甸，每一個階段都有慈濟家人無縫接軌的愛

的接力。」 

 

團隊們用心，用身形傳遞上人的法，讓船員有很正確的方向。每一位船員，都期

許自己是發揮微光的螢火蟲。 

 

「所以才回家約一周，德運輪船長奈奈翁有一位朋友，是另一艘順航號貨輪的船

長，在外海遇難，第一時間想到的，竟是向慈濟求救。結果運用了海陸空愛的接

力，聯繫了海巡署，及時到公海搭救了船員順利脫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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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雯形容：「這事件就如同『德運輪』愛的故事之番外篇。」 

 

這個不可思議的故事，曾被期刊部葉子豪以「緬甸叩臺灣，跨國神救援」為題，

神速快筆及時撰文留史。 

 

其中救援的關鍵人物葉燈憲，也在志業分享會上連線分享，他說：一月中接到蘇

金國老師傳來告急求救訊息，說「船快沉了！怎麼辦？」 

 

「當時我剛從國外值勤回來，住在防疫旅館，」蘇燈憲說：「不管是航空或海上

遇難，首要沉穩鎮定。我立刻從手機 APP 查詢海圖，果然有這一艘船，資訊和

蘇老師所說的完全吻合。」 

 

資料齊全，下一個步驟就是趕快報案搶救。葉燈憲很快的從電腦查到，海巡署在

兩年前新設的的報案電話是「118」。 

 

打通海巡署電話，葉燈憲清楚的答覆接線人員的一一詢問。 

 

海巡署人員告訴他；「這是屬於馬祖的管轄區域，長官您是哪裡的長 

官？」 

 

「我不是長官，我是慈濟志工。」 

 

「喔、志工先生，我馬上幫您轉到馬祖海巡署。」 

 

大約過了數十秒，真正的馬祖長官打來電話了，再確認了一次船名和船隻所在經

緯度，無線電戶號等資料。 

 

長官很快地說：「您放心！我們一定會立刻處理，」隨即又客氣的問：「請問您

是哪個單位的長官？現在人在哪裡？」 

 

葉燈憲再一次表示：「我不是哪個單位的長官，我在防疫旅館，我是慈濟的志工。」 

 

掛斷電話，葉燈憲心有所感，「感恩有福為慈濟人，如上人所教導，我們一定要

時時把握因緣。」 

 

當晚十一點，葉燈憲接獲馬祖長官來電，告知：「所有船員都得救了，也都送到

馬祖做防疫隔離了。」又告訴他：「這艘船拖到外海就已經沉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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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雯說：「從上午十點多，接到奈奈翁船長的緊急呼救，由於燈憲師兄通報迅

速、資料完整，加快了救援時間。只半天時間，人員已經被安全救出。」 

 

知道訊息的志工無不欣喜若狂。順航號沉入大海，從此成為歷史。 

 

陳麗雯說：「這是開飛機的機長，救了開船的船長。在陸地上的大家，都是超級

啦啦隊。」 

 

「因緣要及時把喔，一定要成為別人身邊的一隻螢火蟲，能夠讓別人在黑暗中成

為他們的貴人。」葉燈憲再度強調。 

 

◎持續發光的螢火蟲 ，合和互協一條心 

 

在台北港就已參加上海法華經讀書會的劉新根，回到家鄉，立即成為慈濟會員，

並主動參與環保與讀書會。」 

 

回到河南的劉新根，捎來婚禮照片，陳麗雯訝異的問他：「你怎麼沒有穿那一套

帥帥的西裝呢！」 

 

「上繳了！」 

 

 「怎麼啦？」 

 

「因為回到老家後，父親見了大為歡喜，一試，尺寸也適中，就很高興的對我說

『噯呀！這就是準備要給我穿去提親的吧！』」小劉這麼說。 

 

「想到靜思語；『行善行孝不能等』，劉新根自己也覺得尷尬，說：「第一時間就

上繳了！」而他自己就在當地買了另一套「當然沒那麼派頭」的衣服當新郎了。 

 

新郎倌說：「還好我曾經在船上試穿兩次過癮了！」他依然開心。 

 

    

劉新根還丟回來一個難題，劉父擔心他若出去跑船，再遇到同樣的船東，那劉家

豈不「無後」了？ 

 

他說：「父親就告誡我，沒有傳宗接代，就不准外出工作。」他無奈的問：「姊姊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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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雯說：「我的靈方妙藥無它，就是茹素、抄寫心經和靜思語。」 

 

為了完成老奶奶與老父親的任務，劉新根於是邀新媳婦，也一樣虔誠的照做。 

 

想不到半個月不到，彼岸就傳來了好消息。 

 

在河南連線的劉新根和愛人陳雪，也透過連線感恩上人，向上人和所有慈濟人報

平安。 

 

他說：「感恩台灣—上海—嘉定—許昌—南陽家人，一路走來對我的關懷和陪伴。

經過慈濟人，也感恩港務局和移民署、NGO 等單位，才得以平安的返回家鄉。」 

 

「慈濟家人從裡到外給了我很大的成長。從內而言，我學習到積極溝通：閱讀靜

思語和慈濟月刊與誦經，撫平了心靈的創傷。對外來說，提供我衣食住行各物資

需求，讓我度過人生的一大難關。」 

 

「如果沒有上人創辦慈濟，會有千千萬萬和我一樣，遭受人生重大傷痛挫折的

人，將跌落萬丈深淵。」 

 

劉新根再度重申：「我會緊跟南陽慈濟師兄姐腳步，就如上人開示『做一隻小小

螢火蟲，』，早日發揮自己的良知良能，將無私的大愛傳遞出去。」 

 

在會場的顏博文執行長、讚嘆關懷團隊說：「能做的都做了，很高興船員都安穩

的回到自己的國家。也祝福劉新根師兄的下一代。」 

 

德懷師父讚嘆：「慈濟大愛無邊，上人靜思語法力無邊。」 

 

林碧玉副執行長也祝福：「小劉做慈濟，也要把小孩子培養成慈濟人。」 

 

德懷師父肯定：「原在上海的慈雯(陳麗雯)性活潑，在台灣與社區家人共同努力

做慈善，是用真誠的愛去付出。」 

 

德懷師父又說：「淡水團隊的付出，能夠讓人感受到那一份真誠和辛苦，必是長

年滋潤在上人的法，才能夠做出來的。」 

 

◎靜思語法力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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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的改變，陪同關懷和協助最多的周子軒技正感受最深。 

 

周子軒說：「尤其是船長改變最大。不但在最後把嚴重的抽菸和酗酒惡習都改掉，

變得個性溫和，甚至要離開時，把自己僅有的錢，都分給其他年輕船員帶回家了。」 

 

船長說：「年輕船員的家庭都很辛苦，又沒拿到薪資，我能夠賺錢的機會比他們

多。」 

 

陳麗雯說：「奈奈翁船長回到家鄉後，就號召緬甸船員在線上參加讀書會。並且

捐出愛心竹筒。」 

 

「他知道家鄉有一苦難的口腔癌患者，就帶著家人，捲起袖子捐血，還號召德運

輪與順航號船員響應捐款救急。」 

 

「最後透過無縫接軌關懷的緬甸志工顧敏姿等人，協助提報給緬甸慈濟負責人，

讓大家一起來幫助這個家庭離苦得樂。」 

 

「同時，」陳麗雯表示：「每一位緬甸船員，都主動分享他們全家團圓的畫面。

家家戶戶門口都張貼了大大的一張春聯。」 

 

船員說：「這漂亮的靜思語春聯，是你們送給我的最好的禮物，我把它貼在門口，

也把慈濟的祝福，送給每一位上門來的親友。」 

 

在德運輪事件的關懷，居功甚偉的蘇金國老師分享：「此次通過德運輪和順航號

緬甸受難船員，可以見證上人的法，是足夠讓我們面對受難的人，化解他們心中

的仇恨和怨恨，並引導他們度過難關的。」 

 

蘇老師又說：「這一次緬甸船員何其有幸，能夠接觸到上人的靜思語。因為靜思

語帶給了他們希望。」 (註：蘇金國將靜思語翻譯成緬甸語，已有兩本問世，第

三本也即將出版。) 

 

始終關懷團隊，陪伴分享的蔣慶文師兄說：「感恩德運輪的船員，能夠在社區合

和互協共同努力下。才有辦法達成這一次圓滿的任務。」 

 

王端正執行長，肯定慈濟慈善的愛，讓手心向下的人，翻轉為手心向上的菩薩。 

 

愛將一直傳播出去。由一生無量。點點微光匯聚，將成照耀世界的巨大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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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耕團隊 林淑真 2022/04/24 完稿 

 

陳美羿註： 

感恩淑真，把德運輪和順航號的救援，再做一次的完整的報導。四月十五日在基

隆靜思堂，航港局頒獎給慈濟，感恩慈濟志工對兩艘船船員的關懷和救援。 

 

淑真的文章越寫越好，感恩她的努力和用心。更感恩上人，因為慈濟才有這許多

動人的故事；也讓我們有寫作的題材和機會。請志工們仔細閱讀，學習報導的寫

作技巧。感恩！ 

………………………………………………… 

 

高明智註: 

本文記錄詳實，文筆流暢，更重要是內容真實，感人。有非常多的法呈現在其中，

要用心體會，並以此為典範，學習這些人間菩薩度人的信願行與妙智慧。 

 

法華心香讀書會在 20220316 當天上午，歡喜說慈濟單元，邀請到陳麗雯師姊，

葉燈憲師兄，蘇金國師兄三位現身說法，有精彩的影音記錄，大家可以參考。 

奈普敦智慧平台的連結 

https://www.neptune-it.com/lotus-sutra-learning-seminar/200220316-n07 

 

 

https://www.neptune-it.com/lotus-sutra-learning-seminar/200220316-n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