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歡喜菩薩行

社團法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
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報導

本會創立至今已31年時間，於72

年5月30日原名為「信徹寺蓮池慈濟

會」，96年向內政部正式立案，更

名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102

年5月20日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登記

更名為『社團法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

會』。

今年2月23日社團法人台灣信徹

蓮池功德會召開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

會，並於大會中將102年度來自各界

善心人士的捐款帳務及會務整理做報

告外，亦請會員表決103年度的工作

計畫及收支預算，讓本會業務在未來

的一年能順利推動進行，當天出席人

數共118位達98%，長官及顧問出席踴

躍，代表著本會於社福界的努力受到

各界的肯定，在會後舉辦一年一度的

「新春圍爐」，宴請每位貴賓、會

員、及志工，並祝福大家103年度吉

祥如意，事事順心。

今年本會志工3月20日於青少年

婦幼館接受「志願服務績優銅牌獎」

(中央獎勵)表揚，志工服務時數累積

達3000小時以上，本會榮獲獎勵志工

黃修林、黃周錦、蔡玉燕、詹密、侯

黃妹、曾徐秀蘭等六人由社會局副局

長葉玉如頒發獎牌及獎狀。

◎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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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本會志工，於青少年婦

幼館接受服務累積達3000小時

以上之「志願服務績優銅牌獎

及獎狀」(中央獎勵)。

用功獎 全年服務達300小時以上優良志工

全年度共修達60次以上

特別獎

(新增會員人數達10人以上)計8位勸募委員接受表揚

志願服務績優銅牌獎

會員大會-頒獎



提案討論
案由一：提報追認本會更名為「社團法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內容事宜暨組織

        章程中第一條本會名稱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修正為「社團法人

        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提案人：理監事會）

說  明：1.本會於102年5月20日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登記更名為社團法人台灣信 

          徹蓮池功德會。

        2.本會於102年6月13日檢送信蓮功字(102)第040號函報知內政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提請通過「社團法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102年度會務報告、收支決算

        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提案人：理

        監事會）（大會手冊第34～40頁）

依  據：本會章程辦理。

說  明：1.本案經103年1月26日，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並提請大

          會追認。

        2.102年度財務收支決算表。（大會手冊第32～33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提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103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

        案人：理監事會）

依  據：本會章程辦理。

說  明：103年度工作計畫草案。（大會手冊第42～47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提請審議「社團法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103年度收支預算草案及工作

        人員待遇表。（提案人：理監事會）

依  據：本會章程辦理。

說  明：103年度收支預算表及工作人員待遇表草案（大會手冊第48～50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提報追認本會人事異動內容事宜。

說　明：由於林芳宇幹事於11月1日起正式離職，本案經102年11月17日(第三屆第

        六次理監事會)通過，由副秘書長陳慧如轉任幹事，由劉怡君擔任副秘書

        長一職，提報會員大會議決，轉陳內政部報備。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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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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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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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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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從去年102年10月承接前鎮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法印樂齡學堂)起，由

醫療組志工們擔任據點的業務執行工作至今，社會局長青中心於今年3月7日針對

102年度業務做第一次的據點評鑑，由中心的委員吳宗仁委員、郭忠信委員、黃

昭蓉委員擔任評審，恭喜本會榮獲評鑑「優等」。

目前本會「前鎮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在「關懷訪視」此項業務，針對65歲

以上老人關懷訪視共高達257件，訪視志工出席人次高達465人次，並再將個案分

為「電話問安」50件，每月固定「家庭關懷訪視」22件，並從中鼓勵老菩薩們回

功德會參加「法印樂齡學堂」目前共有42位學員。

前鎮區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活動

103.3.31於長青中心由社會局謝琍琍副局長

頒發本會據點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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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預防高齡者因為腦力、骨骼、肌肉、末稍神經的快速退化，在課程中除動

態體適能教學外，於靜態教學中精心設計各種不同的肢體運用課程，期待藉由課

程，幫助學員們能更健康、更有活力。

   講師:崔俊玲老師

講師:薛詔妤老師

老菩薩們學員學習編織魚、甜密家庭、毛巾狗、筆筒等

1－3月

1－2月

3月

毛巾狗DIY-編織魚

DIY-筆筒DIY-甜密家庭

活力YES—身心活化體適能

就是愛創作—環保DIY

樂動希望—烏克麗麗音樂教學

講師:蔡秋姝老師

動態教學―由崔老師帶領體適能及律動教學

28

歡喜菩薩行



【法印樂齡學堂】4-6月課表

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前鎮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團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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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鎮區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據點

活動

本會長期服務弱勢家庭，在接觸

過程中，深入了解家庭背景，發現因

經濟、環境、教育等因素，無力來教

導子女的課業問題及其它課程學習，

尤其弱勢家庭之子女在成長過程中，

較缺乏自信心，對自己的人格特質及

未來興趣培養也缺乏討論。

本會「兒童課後照顧輔導班」已

邁入第七年，今年於2月17日起每星

期一至四晚上七點半至九點正式開

課，目前學員從國中二年級至國小一

年級共計18位，由於混齡班級，今年

的老師陣容特別強大，由莊舟守常務

帶領葉麗翡、董蓮玉、柯玉瓊、洪桂

雲、洪秀珍、陳芳鵲、曾富國等共七

位專業的老師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替

代役男約十八名的高學歷輔導老師，

以及本會優質的兒少組志工及實習社

工共計約二十八人參與此課輔業務。

本會除了課輔之餘，莊常務、勝

美常務會帶領兒少組志工們到學員家

中家訪，進一步了解學員家庭狀況及

學習情形，使老師能在課輔班教學中

對孩子做短、中、長期的規劃，讓學

生於學習中能展現出個人特質並增加

自信。感謝老師、志工、教育局替代

役男的發心與協助，讓這群孩子們能

於課堂中快樂的學習。

「 多 元 教育 快 樂 學習」

▲ 課輔班學員上課情形，由老師、

志工、替代役男一對一的輔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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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印青少年管樂團 活動

為讓弱勢家庭孩子學習更多元的文化與藝術，本會法印青少年管樂團自102

年成立以來至今已達50人，成員穩定的成長中，由於很多家長期待小菩薩可以更

早學習到打擊樂器，故本會再增設「打擊組第二軍」，讓更多孩童從小接觸音

樂，陶冶身心的氣息。

法印青少年管樂團－打擊組

法印青少年管樂團打繫組第二軍  報名表

學員姓名 家長姓名

出生年月日 電話

就讀學校：　　        年級： 手機

地址

第二軍招生
中

上課地點：社團法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3F打擊教室

上課日期：即日起每週三下午1:30~3:00

報名資格：國小一年級～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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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福馬迎春齊納福~

「別人大年初二有娘家可回，我

們哪都去不了！覺得滿失落的。」這

是姐妹們的心聲，有鑑於此，為讓本

據點成為姐妹們的「第二娘家」，彼

此可相互扶持，亦讓弱勢、單親的新

移民家庭藉此活動，感受這份溫暖，

從去年起就特別為姐妹們舉辦此大年

初二回娘家活動，以填補農曆年間姐

妹們無娘家可回的缺憾。

今年為延續著去年同樣讓姐妹們

有娘家可回，舉辦「~2014福馬迎春

齊納福~大年初二新移民姐妹新春圍

爐回娘家活動」，活動內容有團圓圍

爐、歡樂歌唱比賽、發紅包等活動，

感謝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的支

持，與本會理事長及二位外配組常

務帶領此次活動共計約148人(14桌)

參與，對象為新移民姐妹及其家屬，

前鎮區林玉魁區長及社會局張乃千局

長、謝琍琍副局長、移民署第一服務

站游主任等長官蒞臨參與，並代表我

們高雄的母親陳菊市長發紅包給回娘

家的姐妹們，讓此活動更添過年的喜

氣，理事長天瀅法師也發給每一位姐

妹及家屬紅包，讓他們能過好年並給

予祝福也將好運帶給他們，期待姐妹

們家庭和樂、平安、吉祥。

大年初二新移民姐妹新春圍爐回娘家活動

據點

活動
前鎮區新移民社區服務

2月1日新移民姐妹大年初二回娘家活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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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辦理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

「把心綻放長伴左右」

為紓解家庭照顧壓力，並推動

「長期照顧產業發展」，本會感謝高

雄市政府民政局蔡柏英副座支持肯

定，並媒合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祥和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經費贊助，

再度與優質的聖功醫院團隊，一同合

辦此次長照班課程。並順利於3月9日

開課，預計5月25日結業，共計118小

時（含學科70小時、回覆示教10小時

及術科實習38小時）培訓優秀合格之

長期照顧服務員，使其在學科、技能

及品德方面均能稱職，以投身長期照

顧工作行列。今年參加的學員有新移

民、弱勢族群、中低收及低收入戶等

共30人。

為使培訓學習達到最佳狀態，本

會由張玉靜社工、蕭碧珠副秘書長、

柯昱辰幹事擔任起報到及課堂協助之

角色，讓所有學員能夠順利考上證

照。更希望經由課程培訓後的姐妹家

庭，能以此一技之長，投身於長期照

顧產業，增加家庭收入，早日脫貧。

高雄市私立祥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捐助長照班課程經費

開營典禮，感謝長官及貴賓對本會的肯定學員上課情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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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今年度再度開設新移民姐妹

「縫出心希望」服飾修改基礎技能培

力坊，是以培養新移民婦女第二專

長，教導新移民姐妹從基礎的量身到

修改的一套課程，讓姐妹們能學習到

衣服衣服修改的實務操作。

招收對象以新移民姐妹主，今年

有15人姐妹報名，感恩美香老師、麗

卿助理老師、秀鈴助理老師、足枝助

理老師、以及麗珍師姐、維珍師姐、

淑雲師姐擔任行政助理，相信由這群

經驗長達30年以上的資深講師群們的

一一指導，必定可以讓學員們在最短

的時間內，學習到修改衣服的技巧。

此課程從3月12日起，每週三下

午1:30~5:30，共計12節課，內容有

「測量技巧」，「車縫器保養與操

作」、「衣服修改實務操作及打版實

作」，並於課程最後教導學員做「市

場的分析與評估」，讓學員能夠初步

了解修改衣服的市場，並自我設定目

標，持續學習進階課程，讓修改衣服

的技巧能更加成熟。

新移民培力新移民姐妹

「縫出心希望」~修改衣服基礎技能培力工作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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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貞搭機前先去探視病床上
的張男，淚眼道別。

103.3.3高素貞-自由時報報導

現年61歲的高素貞是馬來西亞

人，雙親早逝的她原與姊姊相依為

命，84年從故鄉嫁到屏東，尚未入

籍，沒想到丈夫卻於隔年自殺。高婦

頓時失去依靠，過著無國籍身分，幸

好靠一名丈夫認識的張姓友人接濟，

才免於流浪街頭。

高素貞表示，在台灣舉目無親的

她，本想在適當時機向移民單位說明

自身處境，但是因為這名經常照顧她

的獨居張姓友人，3年前罹患嚴重肺

病，她覺得自己必須留在身邊照顧以

償還恩情。雖然對方67歲尤其收入有

限，仍經常接濟她，張男與子女沒有

往來，她不想過問原因，只知道以張

男病況，若她坐牢或遣送回國，將無

人照顧張男。

後因張男病情惡化，無國籍身分

的高素貞束手無策，醫護人員勸她勇

敢面對法律才能解決問題，她只好鼓

馬國婦女在台十八年無國籍  

獲信徹禪寺與志工協助返鄉
〔轉載自由時報 記者李立法／屏東報導〕

起勇氣就近到移民署高雄服務站自

首。站主任游光燦表示，由於高婦逾

期停留長達18年，馬國駐台辦事處不

願核發新護照，高婦身分無法獲得

台、馬兩國承認，形同「人球」，暫

時安置信徹禪寺，另行專案處理。

本會理事長天瀅法師與秘書長一

靜法師、同情高婦遭遇，於是設法找

到張男失聯多年的兒子，動之以情，

順利說服兒子將重病父親接回，了卻

張男心願，高素貞也才真正卸下心中

重擔。高婦去年在該寺擔任志工報答

兩位師父恩情，等移民署經多方協調

後，最近為高婦取得旅行文件，讓她

得以返國與姊姊重聚。

一靜法師送行前專程接高婦到屏

東向病床上的張男道別，高素貞潸然

淚下，縱然萬般不捨，仍抱著感恩的

心情踏上歸途。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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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研讀班開學典禮

話說10年前我的大哥生病時常進

出醫院，上人以及師父們常常到醫院

關心，我們家人深深的感受著師父用

心。我還記得有次我的大哥從樓上的

樓梯跌落樓下肋骨刺破脾臟，在醫院

加護病房醫生說要是出血沒止住，一

定就要開刀，那時因為我的大哥已經

是肝硬化末期如果開刀一定沒命，母

親不放棄趕緊打電話回寺裡告知師

父，恰巧當天寺裡有共修，在師父及

眾師兄姐的幫忙誦經回向後，隔天奇

蹟似的止血了。我的大哥一直說昨天

晚上有聽到很多人在誦經呢!神奇的

說明集眾之力會產生無比力量。

剛開始我對佛教是一知半解的，

藉由參加寺裡的佛學課程讓我對佛學

有進一步的了解。師父感謝您那些年

來的教導，把我這個小種子灌溉成小

苗，而就是因為有您們把我的”根”

種的非常堅固，所以風來了，我只會

彎腰不會倒。

話說2年前我遇到了人生的轉淚

點，就是離開業界開始出來創業。俗

◎ 理監事代表  朱美紅

話說的沒錯＜凡事起頭難＞真是沒

錯。真幸運的事發生在我的身上了，

一靜師父說上人同意讓我放一些食品

在寺裡販售。每當有法會時師父還會

幫忙宣傳，請各位師兄師姐如有要一

些供品可以在寺裡跟我購買。師父的

這些舉動讓我內心有著無限的感激，

感恩上蒼的安排，當我失意的時候，

我總會得到各位的關懷。

今後我不再徘徊，永遠抱著感恩

的心態，人生不外乎成敗，成功造就

我錢財，錢財乃人人所愛，失敗增長

我能耐，讓我見識到人生百態，感恩

這一切的存在，我將帶著永遠感恩的

心懷，邁向美好的未來！

師父我對您們的感激講不完，只

能以簡單的幾個字『感謝您』來作表

達，不過這簡單的字裡卻蘊含著無限

的感激! 以上是我簡單的述說，希望

能帶給每個人能進一步了解師父他們

是慈悲的、無私的貢獻，師父我們永

遠永遠愛您，放心我會跟著您的腳步

走下去！

以永遠感恩的心懷，邁向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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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師、各位同學，大家阿彌

陀佛：

韶光飛逝，歲月如梭，本期的佛

學班即將開始授課，猶記得當初因緣

際會參與佛學班，有幸和大家共聚一

堂修習佛法，彼此提攜精進，內心感

恩之情實非言語所能表達。感謝佛菩

薩賜與機緣，感恩同學們關懷扶持，

感恩天得法師引領開示佛法的真諦，

讓佛法能真正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滋

養生命，福澤眾人。

未接觸佛法前，面對困境總是負

面情緒居多，而接受佛法薰陶後，凡

事較能退一步，無形中心胸更為寬

廣，也較有包容的雅量與面對挑戰的

耐力。但是學佛的目的，不僅僅為自

己解決痛苦，更要為一切眾生排除苦

難，需進一步拿出積極的精神，來為

社會服務，使眾生皆能步上「離苦得

樂」的境地。如此一來，不僅僅學佛

的目的達成，學佛的任務亦同時完

成。

在學習的過程中，自己深深的體

悟到，佛法最重要的是要將它應用在

生活之中，去實踐它，在生活遇到不

如意的事情時，能夠心隨境轉，更可

以無入而不自得，豈不妙哉?回想以

往在處理人事物上，總是以”我”為

出發點，也因此產生了很多的對立，

◎ 理監事代表  柯國維

生活佛法化  佛法生活化

也因”我執”，貪、瞋、癡、慢、疑

這五毒心，一直伴隨著我們。現下每

當遇到瓶頸或一些無法釋懷的事，總

會思考著所學佛法中的一字一句，並

從中找到解決自己當下問題所能對應

的智慧。原來佛法不假外求，全然在

自己的心中！只要一句的佛法就能使

自己受用，也能將自己的經歷幫助更

多人，這樣我們的生活品質就會提

升，進而解脫自我的煩惱讓生命更加

茁壯，更加充實。

學佛並非在學的多寡，相反的在

放下自己多少，也不是問心外地獄在

哪？天堂在哪？吃素如何？做什麼事

情才算功德？末學資質愚魯，無法真

正體會，只有一些些的認知，要打敗

的敵人就自己，所以我以戰勝自己做

為一生努力的課題。

總之，學佛是一輩子的志業，必

須細水長流、持之以恆，願與大家繼

續在佛法殿堂中扶持共勉。在此祝福

大家法喜充滿、福慧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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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 佛學研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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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信徹蓮池功德會

志工團



本會醫療組全體志工們承接前鎮

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來，接受社會

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委託辦理關於65

歲以上老人個案訪視、電話問安、健

康促進與餐飲服務等四大面向，為讓

志工們對65歲以上老人福利與訪視

服務技巧更具專業，本會於2月25日

(星期二晚上7:30)舉辦今年度第一次

醫療組志工培訓，聘請黃靖淑督導擔

任。

目前關懷據點共分為七大組別進

行服務，此次培訓針對「個案訪視

組」，由靖淑督導教導訪視志工們一

同探討相關議題的定義及如何服務，

課程包含「老人的定義的解說」、

「個訪初訪單的填寫技巧」、「家系

圖的如何正確畫法」、「個案後續服

務技巧」等等，志工們互相討論並聽

取督導的講解，並學習正確的訪視技

巧，一一的修正自己的錯誤，並踴躍

詢問問題，督導為志工們分析問題，

並協助志工將初訪單填寫完整。督導

並開放每週一晚上於「昀喬社工師事

務所」讓志工們詢問相關問題。

醫療組

靖淑督導講解個案填寫技巧

志工認真的分析並適時提出問題

前鎮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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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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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配組

新移民家庭個案階段性評估訓練

今年度信徹蓮池功德會的外配組志工於103年3月21日上課，共有35位志

工接受在職訓練，並告知大家今年度我們外配組103年度服務方案重點介紹

提供家庭關懷訪視150戶、個案管理開案服務50戶 

提升新移民家庭功能、改善家庭處境。 

辦理「生活適應輔導班」、「數位華語學習班」 

多元技能培力計畫「手工服飾技藝修改班」 、「長期照顧服務員班」、

「經絡鬆筋班」、「法印舞蹈團」 

「照顧者支持團體」  

「大年初二姐妹回娘家」節慶（端午節）或社區宣導活動

「社區課業輔導班」、「到宅課業輔導服務」 

 課後照顧服務：「法印青少年管樂團」、「暑假品格教育成長營」 

103年服務目標

新移民關懷新移民、落實家戶關懷與個案輔導 

提升家庭照顧者與家庭功能、技能培力與運用發展 

強化社區參與

社工的任務

撰寫方案計畫與經費申請、發展與建立服務內容與服務模式 

資源開發與連接、資源整合與協調 

需求評估與服務方向確認（處遇計畫）、服務成效評估 

行政庶務工作

志工的任務

服務最強的後盾、協助落實服務內容 

提供豐富的生命經驗、與服務對象建立更紮實的服務關係 

陪伴、關懷、支援的主角、改變方向的引導、更多細緻的關懷 

服務成效從哪裡來？

有方向、有目標、有一致性、

有改變（資源、能力、態度、想法、行動…） 

有分類分級、因人（家庭）而異 

有期限、有底線、有規劃或計畫、有預防性（有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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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關注的方向是……

一、經濟安全 
收入與支出、財務狀況、金錢觀念、用錢習慣   

工作動機與意願、工作條件、生涯發展 

二、社會資源支持系統 　　

外在資源   

正式的：公或私部門的補助持續性、充足性、資格與階段性 

非正式的： 親友、社區、鄰里、志工、關係與影響力、可以幫助什麼 

內在資源 

個人：解決問題所需的知識、能力、態度 

家庭：忠誠度、同理心、支持度

三、家庭功能 

家人之間、代間關係、夫妻之間、親子之間、家庭照顧責任的分工 

四、基本生活 

 居住安全、穩定度、社區安全、鄰里關係、生活環境、生活空間、個人隱私、

互動空間…… 

身心健康、生活作息、健康與疾病照顧、飲食習慣、 精神狀況、暴力……

新移民生活適應：行動力、溝通能力、識字能力、文化適應、 身份認可……

五、子女發展 

適齡學習表現、學校生活適應、生涯規劃、品格與行為、人際關係 

親子互動、社會參與 

我的個案是哪一個燈？
紅燈：要很積極的服務 

黃燈：維持穩定的服務，協助他改變 

綠燈：很穩並很好，可以回饋社會 

我的個案可以在哪些方面更好？

我可以如何調整服務方向與內容？

慈善！大家都有更不一樣的做法
全球食物銀行、以食物券代替現金、改變想法比給錢更重要 

培育第二代、避免福利依賴、物資倉庫 

對話討論 合作默契 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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