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起當年，師公創辦信徹禪寺、

蓮池慈濟會，每天為了苦難的眾生奔

波，也因此感動了許多發心菩薩志工

加入這培福、植福的工作，不知不覺

至今已經邁入30年了。

從最早護持信徹禪寺的呂金盞師

姑及陳秀梅師姑們發起每月第三星期

日共修水懺法會，將經費收入做為建

寺基金，另外以供養三寶的名目集資

做為每月寺院的花費；接著信徒們

又發起每人每月100元的會費機制，

由大師父的帶領讓這些善款集中，發

揮更大的力量，來贊助有緣的眾生，

就在這樣的因緣會聚下，成立了志工

隊。

又因應時代的變遷，蓮池慈濟會

於96年正式立案更名為「台灣信徹蓮

池功德會」，也讓信眾志工們接受社

會局的指導，學習基礎及特殊訓練

課程，正式立案成立「第147隊祥和

團隊」，目前立案志工共有358人之

多。

這六年來感恩有這群發心的志工

菩薩們的參與，讓本寺及本會的菩薩

道，愈走愈好，愈走愈歡喜，愈走愈

有意義；因為來到信徹寺及功德會學

習的志工，一者可先學習佛法(讀佛

學研讀班)，二者再將所學習的佛法

義理，回饋於眾生身上，並感同佛陀

教理及如何將十方善款用來利益眾

生，悲濟身受苦難的眾生，故這條志

工菩薩行上，我與大家相知相隨、同

願同行，內心總是充滿著感恩，感恩

大家的發心，才能成就這30年來的菩

薩道侶。

從立案至今 一靜 一直擔任本會

志工團團長一職，感恩所有志工們的

參與與支持，心想各位發心志工真是

厲害，當今天若要服務的活動是屬於

教內教外寺院服務推動，大伙們馬上

扮演成香積、行堂、香燈、法務、引

導、知客服務、交通機動、寮房、環

保、插花及佈置等不同領域的志工；

若是參與功德會業務，大伙們馬上又

成為訪視志工、親善大使、救濟發放

等慈悲心的志工，總覺得來到信徹這

個福田地，大家可以學習當佛法的志

工，這是功德會最引以為傲的事了。

有些志工會說：「師父，我愈來

愈老了，寺裡志工愈來愈多，不差我

一人，我可以不來了」。我往往都會

告訴他說，大家都很重要，自己修行

自己得道，大家要發願，一直當佛陀

的志工，直到最後我不能做的那一天

為止，永不退失的菩提心。共勉之！

◎ 一靜法師

感恩有您
就讓我們不退菩提心  直到成佛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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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菩薩行

個案訪視組
用愛心

關懷每個眾生

優良事蹟：

1.�師兄平日上班，家中有要升大學的孩子

要關照，卻能安排假日參與個案訪視。

2.�無論組員的連絡、載送及訪視記錄的繕

寫皆不辭辛勞一手承擔。

3.�對案主更是耐心鼓勵，給予精神上的支

持，實為盡職、敬業的優良志工。

                             101.10.10

優良事蹟：

1.師兄是一位新進的個案訪視組員。

2.訪談時態度和藹可親，視案家如同親人般。

3.�除每月固定到案家關懷外，並不定時的以電

話詢問案主的健康情形及生活狀況。

4.�並為案主兩個孫子組裝電腦，使他們在學習

上無障礙，幫助其迅速成長。

5.�司機兼記錄，師兄對於訪視的熱忱、愛心，

盡職不畏辛苦的表現，值得讚嘆。

                                 101.10.10

優良志工：醫療組 莊俊雄

推薦者：陳秀卿 常務理事

優良志工：醫療組 白俊男

推薦者：陳秀卿 常務理事

101年度．蓮池志工‧風雲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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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事蹟：

1.�每月訪視案主認真負責，態度良好，服務熱心。

具有團隊精神，合作態度良好，默默耕耘。

2.�擔任本會監事，參加理監事會出席率高，熱心支

持會務推行。志工培訓出席踴躍，足為表率。

3.�去年曾數次對獨居年老體弱案主楊先生〈已往

生〉之住家，幫忙清理打掃，其愛心與善行令人

敬佩。

4.�本會辦理之各項活動，熱心參與，不辭辛勞，負

責盡職，圓滿達成任務。

5.�每星期固定一次，排班輪值櫃檯服務，每次三小

時，服務利人信念可佳。

�����������������������������������101.10.18

優良事蹟：

1.�本寺與本會舉辦各項法會或活動，負責插花美化

莊嚴會場，表現良好，成效卓著。插花是一項具

專業的工作，須有藝術眼光、耐性、恆心。並非

每位志工都能勝任。

2.�每月訪視案主認真負責，態度良好，服務熱心。

具有團隊精神，合作態度良好，默默耕耘。

3.�本會辦理之各項活動，熱心參與，不辭辛勞，負

責盡職，圓滿達成任務。

                                      101.10.18

優良志工：醫療組 方河光

推薦者：吳正軍 常務理事

優良志工：醫療組 顏陳梅香

推薦者：吳正軍 常務理事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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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菩薩行

優良事蹟：

1.�寶美師姐訪視個案多年，是個資深認真的志

工。

2.�每次與組長配合訪視個案與案家互動良好，

細心陪伴。

                                    101.10.31
優良志工：兒少組 郭寶美

推薦者：李勝美 常務理事

優良事蹟：

1.�每月一次個案訪視，均能與組長、組員配合

完成任務。

2.�和同組的其他組員也培養良好默契，表現良

好。

3.以慈悲愛心，對待案家。

                                   101.10.31
優良志工：兒少組 陳韻惠

推薦者：李勝美 常務理事

優良事蹟：

1.��循循善誘輔導案家，給予案子女希望、理

想。

2.熱心公益，認真負責。�

3.�佛弟子慈悲為懷、智慧導向，值得學習，故

給予表揚。

���������������������������������101.10.22

                                       
優良志工：兒少組 曾麗雀

推薦者：莊舟守 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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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事蹟：

1.�工作之餘開車帶領志工訪視，循循善誘輔導

案家，提升兒少子女有希望、有理想。

2.�熱心公益認真負責。佛弟子慈悲為懷、智慧

導向，值得學習故給予表揚。�

                                  101.10.22

優良事蹟：

玉秀與玉娟為倆姐妹，同時到本會當志

工，無論發心、布施，都不落人後，據點輪

值、活動支援都有相當付出。

最近倆姐妹同時發心認領一個較為弱勢的個

案，倆姐妹認真去幫忙、指導，讓案主非常

感動，值得推薦。

                                 101.10.20

優良事蹟：

玉娟師姐在外配組內，屬一位開朗、活

力的志工，是組內的調節劑，深受志工們的

讚許，非但發心工作，同時偶爾又參加節目

的演出，難得。

近幾個月來又接領個案訪視，深入案家教導

案主的生活種種，深得案主歡迎，是位優秀

的志工。

�������������������������������101.10.20

                             

優良志工：兒少組 李景貽

推薦者：莊舟守 常務理事

優良志工：外配組 許玉秀

推薦者：黃修林 常務理事

優良志工：外配組 許玉娟

推薦者：黃修林 常務理事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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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菩薩行

優良事蹟：

美鳳師姐對個案都以慈悲為出發，傾聽

案主需求並予尊重，以同理心去安撫鼓勵，

是位很用心的志工。

����������������������������101.10.20�������������������

�����������������������������

優良事蹟：

麗玉師姐無論在個案訪視與據點課業輔

導，都很用心、認真、盡力把工作圓滿。

                                  101.10.20

優良志工：外配組 陳美鳳

推薦者：吳福勸 常務理事

優良志工：外配組 林麗玉

推薦者：吳福勸 常務理事

智者不時時見到自己的美

 而是處處看到別人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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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事蹟：

1.�年輕有為，工作之餘關懷高風險家庭，指導

兒少案主學業，伴陪他度過青澀的歲月。

2.認真負責，熱心公益。

3.�佛弟子慈悲為懷、智慧導向，故值得學習給

予表揚。

                                  101.10.22

優良事蹟：

1.�退而不休關懷高風險家庭，輔導案家的生活

習性有所改善，提升親職的功能。

2.認真負責，熱心公益。

3.�佛弟子慈悲為懷、智慧導向，值得學習故給

予表揚。

                                   101.10.22

兒少親善大使
用愛心、耐心
陪伴兒童成長

優良志工：朱美紅

推薦者：莊舟守 常務理事

優良志工：崔俊玲

推薦者：莊舟守 常務理事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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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菩薩行

優良事蹟：

老師的專長是數學，卻是一般學生最

弱的學科，老師平日發心輔導，據點課後

輔導班的新移民及弱勢家庭學童，暑假期

間更針對平日課業跟不上進度的孩子加強

輔導，其用心令人感動。

                               101.10.31

優良事蹟：

新移民姐妹阿如（小名）與功德會的

師父們很有緣，「社區服務據點」的工作

很多，阿如很歡喜的承擔，做個快樂的志

工。�

                               101.10.31

外配服務據點
緣份

讓你我在這裡相遇

優良志工：葉麗翡

推薦者：天瀅法師

優良志工：阮氏絨

推薦者：天瀅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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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事蹟：

長期發心協助環境清潔工作，默默發心

從不邀功，是難能可貴的志工。

��������������������������101.10.31

                                      

優良事蹟：

默默地當一樓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侍

者，讓菩薩容光煥發，無比莊嚴，化度更多

有情眾生，功不唐捐。

��������������������������101.10.31�

                                      

寺院服務組
用歡喜心
    莊嚴殿堂

優良志工：史秀盆

推薦者：天瀅法師

優良志工：洪謝足枝

推薦者：天瀅法師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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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菩薩行

優良事蹟：

每個月固定水懺法會的典座工作，非常辛苦，美春、美麗兩位師姐，幫

忙師父承擔起來，讓師父無後顧之憂，能好好地、放心地在大殿誦經禮

懺，所以功不可沒。

推薦者：天瀅法師

法會活動支援組
盡心盡力付出
  使法會圓滿順利

優良志工：莊陳美麗 優良志工：陳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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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
101年度志工團大會

提 案 討 論

提案一：    報告本會101年度志工團工作計劃執行狀況。  

（提案人：秘書處）

決  議： 配合功德會101年工作計畫，順利圓滿完成。

提案二： 討論志工團服裝事宜。（提案人：秘書處） 

說  明：   由於多數志工表示夏季穿著白長褲諸多不便， 

建議是否全年度都穿著黑長褲。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  討論本會102年度志工團工作計劃。

        （提案人：秘書處）

決  議： 配合功德會年度工作計畫執行。

提案四：   志工聯誼為年度工作計劃之一，請志工推廌適當

地點及活動以方便明年度聯誼會之參考。

        （提案人：秘書處）

決  議： 金廈之旅。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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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菩薩行

101年度高雄市政府頒發志願服務獎章，本會志工

共計46人獲頒銀質徽章獎，28人獲頒銅質徽

章獎。

表揚101年度各組優良志工，感謝志工團．團長一靜法師贊助禮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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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服務時數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1 1830 康秀芳 KANG,SHIU-FANG 女

2 2375 莊舟守 CHUANG,CHOU-SHOU 女

3 3891 蕭碧珠 SHIAO,BIH-JU 女

4 2925 侯黃妹 HO,HUANG-MEI 女

5 2707 黃周錦 HUANG,ZHOU-JIN 女

6 2673 曾徐秀蘭 ZENG XU,XIU-LAN 女

7 2657 蔡玉燕 SHAI,YU-YEN 女

8 2662 黃修林 HUANG,XIU-LIN 男

9 2516 陳慧如 CHEN,HUEY-RU 女

10 2470 陳秀卿 CHEN,HSIU-CHING 女

11 2433 陳王琴 CHEN WANG,CHIN 女

12 2267 黃林味 HUANG, LIN-WEI 女

13 1632 陳葉碧珠 CHEN YEH,PI-CHU 女

14 2146 周士清 JHOU,SHIH-CING 男

15 2006 李王秀花 LI WANG,SIOU-HUA 女

16 1982 洪春金 HONG,CHUN-CHIN 女

17 1959 黃美雲 HUANG,MEI-YUN 女

18 1914 劉麗珠 LIOU,LI-JHU 女

19 1804 李正宗 LI,CHENG-CHUNG 男

20 1770 陳楊滿 CHEN YANG,MAN 女

21 1715 周淑雲 JHOU,SHU-YUN 女

22 1705 吳正軍 WU,JHENG-JYUN 男

1 0 1年度本會榮獲高雄市
志願服務銀質—人員名單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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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菩薩行

23 1690 紀淑惠 CHI,SHU-HUI 女

24 1656 謝陳金葉 HSIEH CHEN,CHIN-YEH 女

25 1560 莊洪信 CHUANG HUNG,HSIN 男

26 1529 陳錦鶴 CHEN,JIN-HE 女

27 1485 陳秀鈴 CHEN,SIOU-LING 女

28 1484 蔡惠美 TSAI,HUI-MEI 女

29 1439 史秀盆 SHIH,SIOU-PEN 女

30 1423 陳梅香 CHEN,MEI-HSIANG 女

31 1411 蔡素珠 CAI,SU-JHU 女

32 1348 郭寶美 KUO,PAO-MEI 女

33 1349 陳光妹 CHEN,GUANG-MEI 女

34 1297 張林勤 JHANG,LIN-CIN 女

35 1249 黃陳文里 HUANG CHEN,WEN-LI 女

36 1185 柯昱辰 KE,YU-CHEN 女

37 1166 鮑銀花 PAO,YIN-HUA 女

38 1138 江清柳 CHIANG,CHING-LIU 女

39 1134 陳  甘 CHEN,GAN 女

40 1115 柯錦雲 KE,CHIN-YUN 女

41 1092 黃曾瑞珠 HUANG TSENG, 女

42 1057 涂見成 TU,CHIEN-CHENG 男

43 1044 林鳳戀 LIN,FENG-LIEN 女

44 1015 蔡王秋英 TSAI WANG,CHIU-YING 女

45 1255 周錦綉 CHOU,CHIN-HSIU 女

46 1033 劉威成 LIU,WEI-CHENG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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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服務時數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1 572 林秀麗 LIN,HSIU-LI 女

2 1142 王銂鈿 WANG,CHOU-TIEN 男

3 595 吳陳美菊 WU CHEN,MEI-CHU 女

4 1014 白玉珠 BAI,YU-ZHU 女

5 973 蔡淑卿 TSAI,SHU-CHING 女

6 917 張許麗卿 CHANG HSU,LEE-CHING 女

7 684 侯淑女 HOU,SHU-NU 女

8 633 曾素珠 TSENG,SU-CHU 女

9 755 蔡銘恭 TSAI,MING-GONG 男

10 739 陳王春娥 CHEN WANG,CHUN-O 女

11 731 蕭壹裁 SHAU,YI-TSAI 女

12 684 林同其 LIN,TUNG-CHI 男

13 652 黃朝明 HUNG,CHAOMING 男

14 641 鄭素蘭 CHENG,SU-LAN 女

15 614 朱美紅 CHU,MEI-HUNG 女

16 608 林麗勤 LIN,LI-CHIN 女

17 611 鄭雪金 CHENG,HSUEH-CHIN 女

18 587 陳美春 CHEN,MEI-CHUN 女

19 603 許鄭錦珠 HSU CHENG,CHING- CHU 女

20 562 莊  敏 CHUANG MIN 女

21 593 莊陳美麗 CHUAG CHEN,MEI-LI 女

22 576 薛秀春 HSUEH,HSIU-CHUN 女

23 548 陳郭秀碧 CHEN KUO,HSIU-PI 女

24 544 馮姜鳳珠 FENG CHING,FENG-CHU 女

25 535 高麗娟 KAO,LI-CHUAN 女

26 527 李洪碧玉 LEE HUNG,PI-YU 女

27 512 吳玫津 WU,MEI-CHEN 女

28 503 林怡萱 LIN,YI-HSUAN 女

1 0 1年度本會榮獲高雄市
志願服務銅質—人員名單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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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菩薩行

歡迎社團法人彰化
志願服務協會蒞臨本會參訪

101年12月1日，社團法人彰化志願服務協會一行三十三人，晚上5：30至

本會志工團進行交流觀摩，本會志工準備素齋及精彩表演節目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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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社團法人彰化
志願服務協會蒞臨本會參訪

101年12月1日，社團法人彰化志願服務協會一行三十三人，晚上5：30至

本會志工團進行交流觀摩，本會志工準備素齋及精彩表演節目歡迎。

101年度「世間有愛．寒冬暖」冬令脤濟--活動報導

結合大愛．發送祝福
為協助政府照顧弱勢民眾，落

實本會「慈善、教育、文化」的宗

旨，在每年年底的冬令時節，歷行

舉辦「世間有愛．寒冬送暖」賑濟

活動。希望秉持著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與支持、關懷與愛的伸展，讓貧

病老弱婦孺能獲得妥善的照顧並感

受到社會的溫情。

在活動中除了民生物資的發

放以外，也安排了中醫義診、推

拿、衛教諮詢、義剪、鬆筋舒壓

等項目，讓與會的民眾，可以調理

身體、舒解平日的生活壓力；有別

以往，此次特別設立二手衣專區，

感謝台北的會員專程從台北寄了

五十幾袋的二手衣，經本會志工分

類整理後分送給需要的民眾；另

外，準備素齋與民眾結緣，鼓勵民

眾吃素，用實際的行動珍惜、愛護

地球，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愛地�

球的理念，實質上提昇人類感恩生

命的教育意義。

特別感謝高雄市政府前鎮區公

所、鳳山區公所的鼎力相助，及本

會會員、志工，出錢出力的發心協

助，除了愛心捐款之外，更於百忙

之中撥空參與各項事前準備及活動

當日的發放工作。更值得一提的

是，活動當中擔任義診、義剪等各

項服務的醫師、護士、推拿師、美

髮師等都是本會會員，感謝大家的

愛心，共同圓滿這一年一度的賑濟

活動。

此次活動結合大眾愛的力量，

在寒冬中注入一股暖流，迎接嶄新

的2013。

◎ 編輯室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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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菩薩行

此次共計發放前鎮區351戶、鳳山區450戶，第三類低收入戶民眾，邊緣戶民眾200戶本會感恩戶69戶。

服務人數
衛教諮詢：120人

中醫義診：37人

推拿：81人

義剪：男生40人、女生56人

牛角鬆筋：160人

素粥結緣：1230份
22



感謝許智傑立委、鳳山區王嘉東區長、鳳山區公所社會課林秀芳課長、

前鎮區公所社會課郭淑娟課長，蒞臨本會參與賑濟活動

在活動接近尾聲之際，會長天得法師代表本會

一一感謝中醫師、推拿師、榮總護理師、美髮師

、天晴女性願景協會、佛衛電視台，感謝大家的

發心，與我們一同圓滿此次賑濟活動。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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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專題報導

午後，與明琛約在寺裡見面，

在約定的時間過後不久，只見一個

嬌小秀麗的人影出現在眼前，經由

芳宇師姐的介紹，終於見到明琛，

忍不住驚呼：好嬌小喔!真的，眼

前的明琛身材非常嬌小，看起來就

像國中生一般，只是那雙美麗的大

眼睛，除了深沉之外還流露著一股

羞怯與哀愁。我們在寺裡的一角坐

下，芳宇師姐熱心為我們沏了一杯

茶，在溫熱的茶香中，我靜靜看著

明琛，讓她的心情先慢慢沉澱，而

後，她平靜而緩慢地談起了她的先

生，於今年七月剛往生的她的摯

愛。

明琛的故鄉在越南，為了改善

家庭生活，七年前嫁來台灣當了台

灣媳婦，與婆婆住在一起，雖然婆

家並不富裕，先生為配管工人，工

作亦不很穩定，然聰明伶俐的明琛

深得婆婆疼愛，且育有一可愛的兒

子，目前就讀小二，為了家計，明

琛也在滷味店打工以增加家庭收

入。

今年二月，先生在毫無症狀的

情況下發現罹患了食道癌末期，如

同晴天霹靂般，讓明琛措手不及，

緊接著而來的一連串化療療程，住

院期間，明琛每天下班後就到醫院

陪伴、照顧先生，因為她不知道，

能夠與先生相處的時日還有多少?

「化療後，他不能吃東西，看

到食物非常想吃，有一次，無意中

吃了一些，發現竟然可以吞食，他

◎ 陳美鳳

什麼樣的情，可以終生不悔?

甚麼樣的婚約，可以終生懷念?

來自越南的明琛，就像其他嫁來台灣的女孩一樣，懷著憧憬，

懷著夢想，以為離開了越南，可以追尋到幸福，誰知，短短七

年，她的夢已然破碎……

不 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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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興，就與醫生商量，既然可

以吃東西了，是不是可以出院？」

明琛回想當時的情況：「後來醫生

就讓我們出院了，我先生一直以為

他會好起來的….」說到這裡，明

琛停了下來。

從大門射進來的光線照在明琛

臉上，一顆晶瑩的淚珠從明琛的眼

角滾落……。「我先生很疼我，都

會問我會不會太累?」明琛說。哪

一件事情記憶最深刻?我問她。明

琛眼睛亮了起來：「病發前一個

月，我先生突然說很想吃老婆親手

煮的菜」「妳沒有在煮菜嗎？」我

故意打斷話問她。

「都是我婆婆在煮!」明琛有

點不好意思地說。可見婆婆對她疼

愛有加，體諒她上班辛苦，而包辦

了廚房事務。

「我就去買食譜回來研究，一

天做一道菜給我先生吃，他很高

興！沒多久，就病發了!」明琛繼

續說。「這是我感到安慰的，終於

讓先生有吃到我親手煮的菜」

明琛的機伶讓自己減少了遺

憾，因為她覺得冥冥中似乎有某種

徵兆，在她先生提出想吃老婆親手

煮的菜之後，牽引著她立刻動手去

做菜，否則，她一定會很自責。

未滿三十歲的明琛，短暫的七

年婚姻，物質上雖算不上富裕，�

精神上卻是快樂的，在先生、婆婆

的呵護下，她覺得生活平靜而幸

福。失去了先生的依靠，現在家庭

收入僅剩明琛一人獨撐了，好在

由於明琛工作認真，深獲老闆的喜

愛，而樂觀的明琛，也在本會參加

電腦班、舞蹈才藝班以及鬆筋班等

課程，利用時間充實自己。擦乾眼

淚，她沒有時間躲在暗夜哭泣，因

為太陽明天依然會昇起，她有疼她

的婆婆、親愛的寶貝兒子，以及先

生給她的愛，支撐著在未來的道路

上繼續走下去。問她未來有何打

算，明琛停了一下，說：不知道，

就是這樣，把孩子好好帶大，其它

的，以後再說了！

什麼樣的情，可以終生不悔?�

甚麼樣的婚約，可以終生懷念?對

於明琛而言，這段婚姻，讓她更加

成熟，也讓她更加體悟生命的無常

與可貴，更重要的，先生的愛，將

陪伴她繼續奮鬥！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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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戶的回響

其實從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家就

開始在接受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的幫

助了，但是一直到我上了國中才真正

知道。每個月功德會都會派五六位師

姑去需要幫助的家庭探訪，而我們家

就是其中之一，從前我總認為每次師

姑來只是問一下家裡的情況，然後給

我們一個月的補助金就走了，但漸漸

發現，師姑來訪的一個小時，除了例

行性訪視外，還會問我們吃飽了沒？

最近功課怎樣？有需要什麼幫忙嗎？

這樣殷切的關心，有別於一般來探視

的慈善單位來了送救助金馬上要我們

簽一簽名就走的不同，我能感受到師

姑她們是真心在關心我們的，真心想

懂我們的。 

記得以前正值叛逆期不懂事時，

師姑知道了，並不會想要維持溫柔的

形象規勸我，反而以很嚴厲的口吻告

誡我說媽媽有多辛苦要我們要懂事聽

話……。 

今年三月十一日，媽媽病逝，在

處理喪事期間，功德會的師姑們，馬

上到屏東來看我們，不但致贈了慰問

金，還花了很長的時間為媽媽誦經，

就為了讓媽媽一路好走。媽媽快出殯

時，為了減輕媽媽因病去世的苦痛，

還二次來屏東，特地請法師還有多位

師姑為媽媽誦經，就為了不讓媽媽帶

著苦痛走，希望媽媽下輩子無病無

◎ 陳語昀

謝一路上的陪伴



傷，回程時又致贈了師姑、師伯們發

善心而樂捐的善款給我們，我的眼淚

馬上流下來。 

謝謝功德會的師姐、師伯們，在

我們最脆弱時無私的幫助我們，在我

們最無助時給了我們最溫暖的擁抱，

謝謝您們，我們現在還小無力回報，

但是我們會乖乖的聽外公、外婆、阿

姨、舅舅的話，會代替媽媽好好孝順

外公、外婆，會珍惜每一份善心的資

源，不會浪費亂花錢，會好好的讀

書，這是目前我們可以做得到的，請

您們放心喔！對於您們為我們付出的

一切一切，我們三個小孩一定會銘記

在心，感激不盡，謝謝您們。

以慈悲心對眾生

以平常心與智慧來處事

以感恩心對一切眾因緣和合

歡喜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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