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無量 福無量 慧無量

慈濟西雅圖支會
勸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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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張立甲（誠安）

1998 Boston 慈青
2002 受證慈誠、Indiana
2003 SARS因緣發願茹素生生世世
2014 搬到西雅圖
科技業專案經理
現任人文真善美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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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精髓

上人為我們開了最佳的防疫藥方，末學稱為
「淨因三要」 ，每天都要做的三件事

1.薫法、讀書會、精進
2.茹素、及勸素
3.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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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勸素49天呢？
《地藏菩薩本願經科注》
【若能更為身死之後。七七日內。廣造眾善。能使
是諸眾生。永離惡趣。得生人天。受勝妙樂。現在
眷屬。利益無量。】

亦是就是對六道眾生最大的祝福，完成49天的約定
才真是
「福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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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

如果角色互換?

人每天吃到肚子二億條生命，
現今世上有70億人，如果眾生
反過來能夠主宰人命，只需要
35天，地球上就沒有人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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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球共生息,與眾生擔共業

https://balkangreenenergynews.com/air-pollution-sharply-
falls-worldwide-on-covid-19-lockd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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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球共生息,與眾生擔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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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球共生息,與眾生擔共業
這陣子大家是否也
都心靜下來在線上
共修聞法?

並且誠心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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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遇到的問題?
➢ 我的朋友是無神論
➢ 我的朋友都是慈濟人, 大多都已經在吃素. 
➢ 我不知道要跟誰勸素?
➢ 要怎麼跟人開口?
➢ 我自己都沒有吃素怎麼能勸素?
➢ 吃素不營養，長輩無法接受!

➢ 我被卡在同溫層?  勸素問卷調查 三萬人
➢ 上人說才30,000?

9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以科技傳法)

1. 勸素步驟
2. 素食代言人 (中英文勸素版本)
3. 西雅圖素食力相簿
4. 廣邀志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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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勸素步驟
勸素 update 3/4/2020（我們必須做的是「安心」）
雖著西雅圖疫情又暴增感染、死亡人數、學校關閉，西雅圖的大公司開始同意員工
在家上班。人文學校停止上課，慈濟會所暫時關閉 (會不會有人想進來禮佛，求心
安？）。 驚慌不安的人們要如何能「安心」

3/1 勸素啟動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付出一份力，我和玉如相同的做法都是一
個一個送簡訊或打電話問候（未茹素者, 破同溫層），把上人最近告訴我們
的法，用白話的方式轉達給朋友，讓驚惶的心也暫有依靠，而素食，更是不分宗教
共同認同的具體付出方法。（我們現在有再多的錢也買不到口罩及防護衣，財產是
五家共有）

過一個禮拜後，再次關心，如果有機會復為說法，把一些新的訊息再做傳達。你會
發現有很多加碼的響應者。

找出您的素食代言人 11



2. 素食代言人 (英文勸素版本)
［素食代言人］已有多位菩薩在自
己的臉書或者是IG等陸續響應，末
學提供以下中英文內容，提供給願
意參與的菩薩。

素食代言人英文版script！提供給各
位師兄師姐使用，只是範本大家可
以自行用自己想說的話貼上。
Translated by Alice

Seeking: Vegetarianism Spokespeople
Action: Post the text below alongside 
a picture of your veggie meal on 
Facebook. We want to promote 
vegetarianism by taking our own 
action first!

If you use IG more, please refer to the 
post our Tzu Ching Alumni, Qihang, 
made.

Going Veggie~
I am joining Seattle Tzu Chi's "Infinite 
Vegetarianism, Infinite Blessings" 

campaign.

From 3/1 till 4/19, we are collecting 
people's pledges for the number of 
vegetarian meals they would like to 
commit to for a cycle Of 49 
days.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pledge 
to eat more veggie meals in your day? 
This is for your health, for the wellness 
of our world, and also a blessing 
towards resolving the coronavirus.

No number is too small—a week, a 
month, or even one veggie meal a day 
can make a difference! Please also 
share this campaign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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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素食代言人 (中文勸素版本)
（中文版）
徵求：素食代言人
Action:只要把以下文字加上一張照片（您做的素菜）貼在臉書上
，以行動代言、推廣素食。如圖

用IG的人可參考慈青學姐淇航在北京為我們做的範本。如圖

我吃素～
響應西雅圖慈濟「素無量，福無量」活動。

面對這波疫情，西雅圖支會自3/1-4/19推動勸素活動，人人齋戒茹
素，期盼疫情早日平息，大家平安！

一天一餐素、一週一日素、初一十五素、天天吃素，都隨喜您的
發願，(無論哪一天開始素食以49天為期）讓我們發願茹素，讓疫
情早日緩解，人人平安健康。

邀您也一起素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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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素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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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雅圖素食力相簿 180 as of 3/26

https://photos.app.goo.gl/aCWGubtegfYqH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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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廣邀志工投入 (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

1. 廣傳,保持話題溫度, via 線上會議, LINE, FB, IG, 分享照片以及故事.
2. 找人幫忙翻譯成英文, 讓大家都能共同投入.
3. 慈青製作數位海報, IG 每日推出不同設計, 邀請其他慈青社, 線上

Angela 媽媽素食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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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廣邀志工投入 (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
邀請其他慈青社響應(OSU/UCSD), 線上Angela 媽媽素食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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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廣邀志工投入 (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
妙法善用善法妙用, 勸素善法之
線上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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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能人傳人、亦能一人傳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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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超級傳播者!!
無神論者起慈心,一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俠義心腸，
聽到我們介紹有這個活動，馬上說你們還欠多少我來幫
你們募, 一週內四處聯絡朋友及同事: 一日一素食, 
為疫情出一份心力的簡單口號，
成功在幾天之內募到2000多餐五十多人.

心動要馬上行動, 有一位人緣很好的師姐, 從事幼兒教育, 
在知心相契聽到勸素食分享, 大為感動, 馬上邀請親朋好友
家人學生家長響應,一天之內就募到2000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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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素傳千里, 勇猛跑第一

志工吳麗卿，目前人在台灣
響應西雅圖 「素無量、福無量」
加碼直接上街向里長，鄰居勸素，
因為是人文真善美志工，還把里
長發心吃素的畫面錄下來。
把
好「素」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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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代言人 1

已經無數的人會當
下響應,在自己的臉
書上成為我們的素
食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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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代言人 2

慈青學姊，找回那
一份初發心，畢業
兩年後，遠居他鄉
因為這個活動的因
緣能夠再回到多素，
也當起代言人向家
人朋友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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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代言人 3

因為這次的疫情衝
擊, 很會拍照的志工
石秀鳳除了每天照
相留下紀錄之外，
更每天讀靜思語反
思這次的災難帶給
人類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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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代言人 4   S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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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為自己及眾生做的選擇」
這張照片中的人您我都不認識，HR manager, 住在南投。
他正在吃的素便當是他過去這週的連續第三個素午餐。

三天前我聯絡上Sandy，二十多年前唸書時代的朋友，已經茹素30多年，非常有善根，早在2/11看到
我臉書上推動念大悲咒回向受疫災眾生，她默默的做這件事，直到三天前我邀請她擔任我們活動的素食
代言人，她才告訴我在做念經回向這件事。真的很令人感動。

Sandy 的部分工作是每天幫這位主管外買便當，以往多是雞腿飯類葷食，
當天答應勸素後，先跟主管說我今天幫你訂素食便當好嗎？主管說好。

後來有機會Sandy向主管及同事勸素後，
主管即答應響應。

善念總有起點、但需輕啟，
您為自己或眾生轉葷為素所做的選擇
makes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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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不可能

1. 我先生一定不可能吃素
(Rich)!

2. 習慣肉食的回教家庭!
3. 家中習慣吃酒肉的長輩!
4. Toyota 汽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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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不度

活動第三周，是否該勸的都已經勸了? 沒有人可以勸了?

FB friend request, 鄰居, 
你的美容師或美髮師, 小學老師
甚至是失散多年的朋友
或老鄰居?  都可以趁這個
時候聯絡感情，
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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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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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素遇境界時別忘了

金剛經：
身懐金剛寶，才真的能壞一切而不為一切所壞。

上人所賜：
柔和忍辱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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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勸素）十地心靈風光
「歡喜地」我們要發心、立願，我們聽聞佛法之後，從內心起了歡喜心，內心歡喜才能發心。我們要藉福修福，要再與人人結好緣、種好因。

「離垢地」凡夫就是反反覆覆，「發心容易，恆心難」。不要受到人我是非擾亂了我們行菩薩道。

「發光地」我們無明遮蓋了我們的心，只要我們將這個無明隔離掉，心清淨，自然就智慧能夠啟發起來。從外面的境界，迴光返照於我們自己。所以
我們要依法為師，自然我們的智慧、慧命就不斷成長。分別是非，這叫做「發光地」

「焰慧地」發菩薩心是這麼多人能夠同時響應。我們能夠更無量無數的好事，就是這個光明不只是自照，還能照人；我們自己的內心很清楚，我們還
能開導別人，就如燈光，向內自照，還能向外照耀，這叫做「焰慧地」。

「難勝地」那就是難行能行, 克服困難，惡劣的境界，我們用堅定的心與它拉拔，用多一點力就拉贏了，所以這叫做「難勝地」。

「現前地」我們若克服過後，困難的過去，就是平坦的道路

「遠行地」這個路若是平坦，我們就要加緊腳步向前走，方向對準，我們就要勤精進，不能懈怠，心要不動，向前前進，道心不動搖。

「不動地」道心堅定、不為煩惱所動

「善慧地」福與慧要雙修。善就是福，為善要殷勤，就是造福人群。慧，就是智慧，所以菩薩要到達了福慧兩具，所以叫做「善慧地」。

「法雲地」就是已經到達了，周圍境界無礙。走在雲中，並沒有障礙，

登十地的菩薩，還帶有一點少分的無明，因為還有一點點，那就是如雲遮住時，雖然你走近是沒有障礙，但是看過去，還是無法看到前面，所以叫做
「登十地菩薩，尚帶少分有漏思惑」。 上人 晨語開示

如能在十地中洗禮修行，會更確定自己走在菩薩道上修行, 得慧無量 31



讓我們從「歡喜地」開始
發心、立願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