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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就是福
感恩平安無事日
珍惜健康有用時



小鳥振翅滅山火
有一片森林乾旱起火了，有一隻叫
歡喜首的小鳥不忍心，展開翅膀沾
海水，用滴滴的水來滅火，在山海
之間不知來回了幾千次，真誠懇切
的悲心，感動了天人，天人就降下
大雨，熄滅了林火。

鳥 (歡喜首) 可以發菩提心，人只
要啟動愛心就不難。」



募小錢傳大愛

以愛以善破千災

人人盡微薄之力，

希望能感動龍天護法，

度過此次疫情災難!



行善要及時 救命要救急

「救命要救急」！以魚兒做比
喻，魚兒已命在旦夕，若時
間拖太長了，就算給牠再多
的水，也發揮不了效用、救
不了命啊！



一般人常常覺得自己所擁有

太少永遠不滿足，也吝於布

施。若不肯及時幫助遇到困

難逆境的人，往往會造成無

法彌補悔恨。

行善貴在及時、誠意、貴在

量力而為，也貴在隨緣布施



靜思語

布施不是有錢人的

專利，而是有心人

的參與。



天長地久有時盡，人的
生命又有多少時間? 

必定要很積極、很精進
甚至要分秒必爭。

藥師經P1082



拜訪清惠及明聰家



清惠及明聰2020年授證



護持鐘鼓 火車意外

印度疫情 防疫茶

素食餐盒 疫苗

共1400多人次菩薩響應

六度裡面，布施列在第一
有布施心，較容易入道。



邀約護持鐘鼓

護持鐘鼓是護法護教護菩薩

也是宣揚慈濟宗門與靜思法脈

請購回來可放家裡，也可以

轉放各靜思堂。總價58000

分12期每月是4833。





心中的想法與您分享

精舍就如自己心靈的家
每個月能為家分擔、分
憂解勞、是子女應做的
事。



感恩多位家人到書軒護持鐘鼓
總價58000，如個人分12期每
月是4833，也可以邀約多人護
持，隨分隨力就好，不可勉強
喔！
我們用接龍方式，以善引善
如滿58000元就再從新接龍
感恩有您~



鐘鼓訂購 已圓滿15組

1游惠敏 2郭秀琴 3李佳珍 4李采均
5蕭美雲 6邱敏嘉(三峽) 7張桂滿
8王徐阿秀(王天仁母親) 9愛心菩薩
10愛心菩薩 11蔡三郎
12星期一讀書會 13星期四讀書會
14星期一&四讀書會(1)
15星期一&四讀書會(2)
共325位人次一起參加！



募心募愛20210402(二)火車意外

證嚴法師呼籲：

這一次火車意外，劫難很大，
希望大家「將心比心，無緣大
慈，同體大悲。」

讓我們帶動會員捐款，發揮愛
心。



20210402太魯閣列車意外事故



愛生更多愛 善生更多善

20210404看到訊息開
始邀約至0427日共401
位菩薩一起參加！



募心募愛 印度疫情專案
20210507看到訊息【大愛共伴造福行善】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籠罩全球，放眼世
界，東南亞最嚴重的國家--印度，因重
症者多，醫療院所缺乏氧氣、資源、人
力，甚而一床難求，無法接收病患。透
過國際新聞，我們看到眾多人，因醫
療缺乏而死亡，來不及與親人告別
；也有大街上排列長長的大體，等
著被火化或埋葬。



募心募愛 印度疫情專案



募心募愛之簡訊

證嚴上人呼籲此次印度疫情嚴重
醫療物資缺乏！我們無法親手遍
佈施，但可以用捐錢點滴匯合起
來做疫情發放，所以慈濟有(大
愛共伴 造福行善)專案！祈願人
人發揮完整的愛，齋戒茹素，愛
護天地萬物。邀請您一起響應！



愛生更多愛 善生更多善

20210507看到訊息開始
邀約至0523共204位菩
薩一起參加！



募防疫茶您可參加嗎？

20210613
您好，感恩您!

慈警窗口美惠師姊每日煮防疫
茶給兩個派出所員警喝，以前
煮（清冠1號）都是她結緣，現
在改煮（本草飲）費用就比較
高，一起幫忙好嗎？目前只邀
約幾位，請問您方便嗎？



1施修正*** 2郭秀琴***

3林明聰 4莊清惠

5林正陽 6李佳珍

7林鑫余 8邱敏嘉

9邱楊秋綠 10張桂滿

10正一補習班

12林容蒂闔家



13陳碧蓮 14曾美玉

15李金益 16蕭美雲

17劉慧敏 18林金花

19陳伯中 20陳冠宏

21陳威任 22陳素茸

23陳昭蓮 24施家姊妹



此次防疫茶包善款共27位參

加，募25000元，感恩所有

參與的人，有您們真好!

感恩師兄師姊對警消的疼愛

我會用心的請他們喝本草飲

用心的愛護他們，感恩不盡!





20210627募素食餐盒

榮董合心紀師姊，在[募素
食餐盒，送給需要的醫護人
員]，醫學雜誌發表茹素會降
低73%發生重症比例，醫護人
員很辛苦，素食相對很重要!



素食餐盒



您好，此次募素食餐盒，感

恩一線醫護人員，募款截止

共60位參加，募得104000元

感恩有您!

20210630(三)下午15:51已經匯
交北區榮董財務黃淑美師姊!



台灣平安 你我他

慈濟基金會採購疫苗即將運
回台灣，｛救人如救火｝可
以讓更多人受惠，尤其是學
生可以及時免費打到疫苗，
儘快讓學子們可以回歸到學
校正常的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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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他可以發揮螞蟻雄兵的力
量，讓愛再循環，是否可以把
您本來要打疫苗的預算，再回
捐出去，讓這一份愛可以撒播
在寶島台灣這塊土地上，種愛
於他人，疫有情、苗有愛。



捐款項目：電子書(國內慈善)

手機(全球共善)，皆請留言捐

疫苗。感恩慷慨布施自種福田

廣結善緣 敬邀您一同共襄盛

舉讓愛傳出去。

第一波募款(20210723~0828)

共291位參加



小女兒捐出計畫獎金的愛心



第二波募款活動
敬愛的菩薩家人
平安吉祥:
0913(一)的慈濟慈善基金會分享中
最後上人慈示有提到疫苗的募款之
數目，要幾十億可是目前只有十多
一點點億而已，數目還差很遠，她
老人家不敢要求靜思弟子們，反過
來要求精舍的出家弟子們每天
要投一元至十元不等來幫助疫
苗。



上人説:聞善快快響應叫善人，
自己的福增長，住的地方就平安
多造褔有褔的地方災難就消弭。

我們要盤點生命，看看自己到今
天是否有盡心盡力把握因緣在付
出；盤點自己的生命，我們還要
再付出，因為我們在台灣太有福
了，享福太多了。



因此我們要大膽站出來邀約
天下善士再一次為疫苗而募
愛請全國菩薩們 [濟劑愛心]

邀約大家只要一天存一杯咖
啡的錢，積少成多來共善護
持疫苗的大愛！



第二波募款活動

20210913(一)截至
1001(六) N0(292~459)

共168位響應



疫苗募款 溫馨分享(1)

與上人差二歲，委員號1328的(郁芬
師姊)，沒有用智慧型手機但每次有
募款活動我都打電話告訴她。
針對這次 BNT疫苗募款與會員分享: 
AZ、莫德納，範圍不包括12到
18歲，上人很慈悲，沒有分別心，
為了讓這些孩子們 能夠健康快樂活
潑的成長，採購五百萬濟BNT疫苗!



因為孩子保護好，才能健康活
潑成長，孩子出問題，家庭社
會不平安。這麼多錢不會從天
上掉下來，不得不募款，來了
很不好意思，但台灣愛心大家
一起來，才能渡難關!
就這樣~~~~



第一波募到49位，

共58300元!

第二波募到60位，

共50900元!



其中很法喜的事~
她的一位同學，家住中和，聽到
師姊分享，把兒子給的生活費
30000元都捐出，師姊問她，這
樣生活怎麼辦? 她說還有一個兒
子在日本，會寄錢回來，不用擔
心，師姊很感動，因距離較遠，
讓同學直接請認識的中和慈誠師
兄幫忙繳交。
也跟這位同學說:下次見面要跟
妳頂禮哦! 



募6000元給18000
師姊的會員從抽屜拿6000元出來，說要
以公司的名義捐，寫好之後又拿
12000出來，說家人六位名字也要寫，於
是他本人寫4000，其他５位家人每人
1200共6000，這樣就16000，另外
2000想想，竟然寫朋友的名字；台灣
愛心人士很多，除了自己發心 ，又
直接以朋友名字捐，真讓人感動!



師姊這位被朋友感動了，有一
位生命中很感恩已經往生的好
朋友，師姊也用這位朋友及兒
子的名字捐款!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要記得學佛很重要的就是平常
心，用平常心對治所發生的事
情。沒有埋怨，只有感恩感謝
感恩所擁有的一切
感謝所沒有的一切
這樣人生的道路才能暢通無礙





疫苗募款 溫馨分享(2)
另外有位近70歲的曾美玉師姊不
識字但是很懂理，因眼睛動過五
次換眼角膜手術，所以近十年比
較少參加慈濟的活動，每次有募
款訊息，我一定也打電話告訴她
。這兩波的募款活動，告訴她上
人的用心及憂心，請她邀約親朋
好友。



她聽完電話之後，過一會，有位

久未見面淨空法師的弟子打電話
給她，趁機告訴有做好事的機會
！慈濟買疫苗，要五十億，現在
只募到十億多一點，還差近三十
多多億，之前已募一波，現在是
第二波募款，想邀您參加，這位
朋友馬上說好，佈施2000，讓她
好感動信心大增!



不可思議 開口就有

美玉師姊說，我給她電話
後她正在想到底要找誰呢?

這通電話就來了，這一定
是佛菩薩請她打來的，真
的是不可思議啊!



開口就有

收功德款時鼓起勇氣，告訴
自己，一定要說疫苗的事。

告訴會員說:不好意思，除

了收功德款，還有好事要報
你知！



會員說，儘管說；師姊說，因
為之前我們已經募過一次疫苗
款，不好意思問你，但這是好
事！慈濟買疫苗目前只募十億
多一點，還欠30多多億，想邀
您參加，這位會員馬上說好，
捐2萬後，還告訴師姊，以後有
任何的好事，儘管告訴我，不
用不好意思，我若不方便會告
訴妳；妳是善良慈悲的好人~



功德海有福！一滴水會乾，佈施
好像滴水在功德大海，可造福。
有捨有得，不想得，但在無形中
卻會讓你很自在歡喜。

師姊是一位簡單、講話很實在很
善良的人，回家後，開心到抱起
小狗親，歡喜好歡喜，但還是提
醒自己歡喜一下下就好，還要再
繼續做。



師姊本來很自卑，覺得
自己不識字，眼睛不好
身體也不好，這次的募
款，讓他從自卑，轉成
自信，原來自己還可發
揮!



第一波募到29位，

共14700元!

第二波募到18位

共36500元!



曾美玉師姊勇於勸募



鳳朝老師結緣之心經



這是鳳朝老師寫的心經，
許多師兄姊認養加裱框非
常莊嚴，全家捐疫苗共善
5000元，即可獲得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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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5倍劵小確幸變大幸福
(自由時報) 20210922倪銘均

行政院將發「五倍券
」，各部會、縣市政
府和店家，紛紛推出
加碼優惠。新冠疫情
重創許多行業，有人
失業有人減薪，而貧
困家庭更辛苦，可能
三餐不繼，甚至子女
被迫休學賺錢。



我們可以拿「五倍券」大吃一頓
、撐飽一下子，也可以讓弱勢家
庭溫飽好一陣子；五倍券可以買
更好的名牌慢跑鞋，也可以讓貧
苦孩子更換磨底破洞的布鞋；五
倍券可以更換新款手機，也可以
讓只有一支手機的家庭添購電腦
幫助孩子線上學習



「五倍券」捐給慈善團體，他
們會購買物資轉贈，一樣可以
復甦經濟，您的愛心會無限放
大，可能變成「五百倍券」；
慈濟購買五百萬劑疫苗，捐慈
濟買疫苗，提升整體防護力，
讓大家更快恢復日常，「捐疫
苗」這是在台灣獨有的機會。



2009年的「消費券」，2020年的
「三倍券」我都捐出；當時如果
拿來買東西，說不定東西放在家
裡「雲深不知處」，或是早就移
到資源回收桶。捐出去，行善助
人，就像一滴水滴進大海，這滴
水「永不乾涸」。



錢會花完，愛有漣漪！「五
倍券」是難得的「小確幸」
，我們可以讓它變成別人的
「大幸福」。

(作者為大愛電視新聞主播)



多位會員響應後說，

感恩告知訊息，讓他
們有布施行善的機會。



一想二做三成功

一等二看三落空



愛生更多愛 善生更多善

上人一直以來教導我
們一生無量，無量從
一生，讓善的循環源
源不絕。



祝福

善念時時生
慧命日日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