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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分會二十周年慶活動 

 
十月春暖花開是個光輝燦爛的月份，也是慈濟紐西蘭分會成立滿二十年的日子。分會於2000
年正式成立，20年來師兄師姊募心募愛，一步一腳印走入社區，灑播大愛。 
 
分會二十周年慶，全體志工將分會裡裡外外，仔細的整理一遍，準備迎接下一個20年。志工
協力整理花圃。書軒、香積勤打掃。男眾志工搭鷹架，修繕靜思堂。人文真善美志工也多次
舉行籌備會議，忙著找資料寫文案，準備拍攝回顧影片，以及佈置人文靜態展。

 
10月10日溫馨座談

 
上午以朝山展開二十周年慶活動序幕，二十八位志工虔誠頂禮。接著以早課、薰法香洗滌心
靈。感恩德宸師父分享「大事記‧大數據」一生無量、無量一生。感恩德澍師父分享「增益
造福，弭災難」。 
 
眾人引頸期盼〈上人雲端行腳到紐西蘭的家〉，由王萍師姊引導，向上人介紹分會的環境。
紐西蘭正值春天，靜思堂前盛開的櫻花樹，映襯著清澈的藍天，三位師兄以毛利戰舞迎接。
上人稱許的說：「環境很好喔！」 
 
可愛的靜思中文班小朋友，在老師和班媽媽的陪伴下，向師公上人問好。靜思書軒志工恭迎
上人，張麗珠師姊為上人導覽周年慶的人文靜態展。「蔬食有夠讚」香積廚房志工發願用好
吃的蔬食料理，接引更多人吃素。環保志工平日以雙手守護大地，環保愛地球，今天這雙手
熱情揮舞，和敬愛的上人打招呼。 
 
眾人隨著上人的腳步，回到佛堂入坐。溫馨座談由引言人李俞慧師姊開場，她勇於承擔第一
次主持，雖然非常緊張仍順利完成任務。 
 



 
◎基督城強震勘災  
張文德師兄回首當年。 莫忘那一人，江淑英師姊和同修杜克先生，牽起分會基督城地震賑災
因緣。也牽線和奧克蘭民防局建立了賑災合作平台。感恩淑英師姊及同修開啟紐西蘭分會與
政府單位的因緣，直至今日仍是紐西蘭及本會的大護法。今日雖不克出席，但他們一直很愛
上人、很護持慈濟四大志業，紐西蘭分會非常感恩這兩位大菩薩。 
 
◎基督城賑災溫馨故事   
劉錦修師姊娓娓敘說賑災的溫馨故事。救世軍基督城地區負責人查爾士先生說：慈濟的慈悲
與大愛，和救世軍的基督精神十分相似。唯有信、望、愛，才能讓世界美好，而慈濟人帶給
大家的就是這個。 
 
還有兩位工作人員佩和史蒂芬兩位女士，被慈濟人文所感動，覺得慈濟人很有愛心，願意幫
助災民。因此向志工要求留下掛在十字架旁的，基督城強震兩張海報。新布來頓區警官萊馬
陸先生，對慈濟人發放現值卡始終有些顧慮，從第一次發放時，就常在現場巡邏，很關心志
工的安危。  
 
2011年基督城大地震，震出了許多當地的菩薩，他們與奧克蘭的志工們一起賑災發放。其中
的倪玉華師姊，除了做素食午餐給受災學生吃，關懷震後的貧苦家庭，定期送食物包，還參
與頒發新芽獎助學金。6年多來基督城迪爾塔之家，為災民每週一次供應熱的素食晚餐，她
也用心付出，而且總是心懷感恩。今年即將受證，發願會做個勇於承擔，樂於配合的靜思弟
子，菩薩道上殷勤精進。 
 
◎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分會相應措施  
中生代謝鎰鍾師兄、新生代凃皓中師兄分享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分會的相應措施。今年初，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發燒，在三月份紐西蘭政府為了防止疫情的傳播，實施鎖國政策，限
制人們外出行動。感恩本會提供六千片口罩，及江淑英師姊捐贈的防護物資。 
 
分會當時不但捐助防疫物資，給奧克蘭各社區的醫生、護士、家醫、牙醫、老人院。還發放
食物包，幫助受疫情影響的學生家庭，解決缺乏食物的困境。 起初擔心紐西蘭人沒有習慣戴
口罩，所以用心的選用花色美麗的棉布，加上有大愛感恩科技的口罩濾片。沒想到，愛心布
口罩在社區志工點推出後，結果大受歡迎。  
 
大愛無國界，急難救助金幫助了12個國家，共71位打工者。其中有位來自中國的楊小姐，曾
在四川汶川地震時，受到慈濟人的救助。沒想到12年後，在紐西蘭受困於疫情，又受到慈濟
人的幫忙。近來紐西蘭又受到第二波疫情的襲擊，大家擔心這群打工族，不知能否平安度
過。於是分會利用電話、電郵發出關懷的訊息，所幸得到的回音都是平安，並感恩慈濟人的
雪中送炭。



 
◎全家一起做慈濟  
資深志工林振隆師兄，與同修郭惠如師姊， 還有才華揚溢的三個兒子，跟著父母的腳步，用
音樂傳播大愛 。2002年看到《父母恩重難報經》的演繹，師兄淚流不止，這大概是他成年
之後，很深刻很少有的經驗。之前雖然和慈濟有一些接觸，但是從此之後，決定要全心投入
慈濟志工行列。振隆師兄表示：「感恩父母的以身示教，他們樂於付出的精神，影響了我。
我也以身作則，和我的孩子們一起歡喜付出。感恩我的家人願意配合，20多年來，讓我可以
全心意的付出。」 
 
「很感恩慈濟提供這方福田，讓我們有機會融入當地走入社區，這是很有意義的事。」郭惠
如師姊很歡喜能和師兄一起在社區志工點服務，烹調素食餐點給老人家們享用。她說：「我
們20多年前，因為認同慈濟付出的精神，所以加入當志工，如今做志工，已經成為我們生活
的一部分。」 
 
◎我愛慈濟人  
85歲的Val女士，當年因為先生中風而定期參加東區中風協會的聚會活動，才有機會認識慈
濟。 回想那個時候慈濟人不請自來，爲中風者提供服務，如今已有20年了。總是面帶笑容
的志工，讓她真的很感動，志工點不能沒有慈濟人，她說：成為會員是老人家對慈濟最直接
的支持與認同。 
 
◎靜思語照亮黑暗、關懷受刑人  
鄧雪燕師姊因為女兒就讀靜思中文班，從此與慈濟結緣。她中、粵、英語流利，是愛灑活動
主持人的最佳人選。雪燕師姊從2014年開始，到曼依頓監獄和受刑人分享靜思語，智慧的法
語啟發人的善念。有人因此開始每天寫信，向得罪過的人一一道歉，心靈也因真心懺悔而得
到了平靜。 
 
◎社區推素  
分會在志工點16年之間，推素十萬六千多餐，張麗禎師姊分享當時如何推廣素食。2003年
發生SARS疫情「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上人呼籲吃素是最好的對治良方。於是2004年
志工們就在奧克蘭東區社區關懷協會志工點，開始推廣素食。第一次的印象很重要，志工大
展身手做了許多口味的三明治，讓老人家們吃得很歡喜。16年來，志工的付出讓長者們很感
動，紛紛加入愛心會員支持慈濟。  
 
中區的志工點是從2012年開始推素，剛提出的時候，受到飲食習慣不同的毛利老人家的質
疑，素食午餐到底好不好吃呢？志工說：「請給我們四次的機會。」經過一個月的體驗，大
家非常滿意，也很驚訝！素食也可以有這麼多的變化，於是每週一次的聚會午餐，就答應從
葷轉素，到現在也已經7年多了。 
 
 

 

漢 頓聯絡處



◎漢彌頓聯絡處  
十位志工包車北上，到分會參與上人的連線溫馨座談。蕭立邦師兄分享漢彌頓的熱食關懷和
社區環保。熱食關懷已實行了21年。每個月為社區低收入戶及遊民提供素的熱食午餐，每次
人數約80位。大約提供了兩萬多餐。感恩志工們的用心體貼，提供的素食餐點色香味俱全，
吃的飽足零負擔。志工們溫暖的笑容是甜點。 
 
兒童中文班老師分享靜思語啟發孩子的善念。教學相長，自己也收穫滿滿。歡喜承擔培育菩
提種子的責任，發願見習培訓，接引身邊的人，一起同行菩薩道。 
 
-陳美麗師姊兒童班的教學課程，聯絡處師兄師姊也共同參與，讓孩子們有機會參與環保植
樹淨公園、敬老院關懷、熱食發放以及經藏演繹等活動，藉以啟發孩子的善念，悲憫中學習
付出。上人教導活到老學到老，美麗師姊樂於長期浸潤在靜思法海之中。因此每周參加會所
的讀書會，期待透過愛的接力，以愛守護希望、守護慧命。 
 
-2003年周嘉珍師姊的兩個孩子陸續進入了漢彌頓慈濟兒童中文班學習。藉由陪讀過程，體
會慈濟人文。受到師兄師姊的邀約，承擔了教學工作，與大家一起陪伴孩子們在紐西蘭紮
根。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兒童班的正常上課，目前改用網路線上教學。感恩一路同行的老師、
師兄師姊們、家長及學生們，大家互相陪伴一起成長！ 
 
-劉佩音師姊來自馬來西亞，是漢彌頓兒童中文班的助教。自2015年認識了另一半林偉澤師
兄，而開始與慈濟有很多的接觸，了解慈濟是一個落實四大志業的佛教團體。身為幼教老師
的她，工作環境裡有許多來自不同地區的華裔移民，佩音師姊已於今年開始參加見習，期許
自己有信心、有毅力接引這群夥伴。 
 
-中文班學生家長彭壯興師兄的四個兒子，中文學習和品格教育都是在慈濟大家庭學習成
長。2009年開始在漢彌頓兒童中文班，這裡最特別的是允許家長陪同孩子一起上課。狀興師
兄因老師教學認真而感動的加入慈濟，並接受邀約承擔淨地植樹的聯絡工作，轉眼已經八年
了。他深深感受到慈濟就像一個大家庭的溫馨。 
 
-中文班畢業學生高若芸師姊是周嘉珍師姊的女兒，五歲開始參加中文班，受到靜思語十二
年的薰陶，為人群服務成為她大學畢業後的工作目標。目前在心理健康基金會任職，負責大
眾傳播和公共關係相關事務。能為人群服務和幫助他人，讓她感到十分歡喜。 
 
◎發心立願  
今年即將受證委員的黃嫣后師姊發心立願，要結好緣，接引更多的人吃素行善。感恩上人給
予機會，走入慈濟種福田。目前全球冠狀病毒疫情，上人苦口婆心要慈濟人素食，一定要勸
素，素食是最基本的慈悲心，嫣后師姊代表今年即將受證的慈誠委員，將遵從上人的慈示和
教誨。身為香積組的志工， 她會更加用心，將學到的素食料理分享給親朋好友。同時也會在
社區募心募愛，勸募會員，招募更多的菩薩來做志工。 
 
◎感恩前人開路  
紐西蘭分會第一任執行長宋篤志師兄，因年事已高，不便連線相聚同慶。分會從沒忘記這位
可親的老人家，回台灣總會把握機會登門請安問好。當天資深志工陳美玉師姊也代表分會，
向上人回報宋師伯的近況。 
 
「以粽繩串連隊組合心， 以感恩尊重法親關懷， 以募心募愛菩薩招生， 以清淨大愛耕耘社
區」 師姊師兄一起向上人發願，發揮粽串精神，繼續在紐西蘭勤耕福田。 
 
◎上人開示  
紐西蘭雖然如天堂般平安，但是要「做起來屯」，菩薩招生，好的訊息多，造福多，福氣
大，就會更平安。菩薩一定要招生，不是自力更生而已。如果只有一片農場，再怎麼種，都
只有一畝。 
 
菩薩招生，一接觸就有緣，不管他投入多久。菩薩招生，要有竹筒歲月的精神。天天行善，
小善累積，凡夫成菩薩。怎麼樣讓他付出？我們要做得好，第一天他投入-歡喜，再做第二
天-歡喜，就會投入。所以見人就要說慈濟。每個人都有一片心地，心田要佈善種子。我們
發一個心，就可以一生無量。要度他到天堂。你們那邊(紐西蘭)就是天堂，天堂不稀奇，要
超越。 
 
「上人 我愛您！」溫馨座談結束前，志工圍在鏡頭前，和上人分享慶生蛋糕，想師之情以科
技網路，化幻為真，緊緊相繫。 
 



 
 10月11日線上感恩會 

 
感恩《幸福人生講座-心寬念純，美善人生》講師蔡青兒師姊，在台灣時間清晨五點半，於
人文志業中心靜思書軒連線分享，暢談做慈濟的心得。她和紐西蘭法親的因緣很深，2004年
分會設立靜思書軒，身為營運長的她也親自來紐指導。 
 
當天線上活動，以影片在youtube播放，有： 
‧    人文靜態展導覽 
‧    感恩音樂會 
‧    「感恩有您」的志工身影回顧 
‧    「回首當年」回顧影片 
‧    資深志工心得分享影片 
 
感恩嘉賓的祝賀：花蓮精舍德瑝師父、駐奧克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劉永健先生、 奧克
蘭市議員莎朗女士 ( Sharon Stewart )、歐塔拉及帕帕托伊托伊地區董事會主席蘿圖‧富麗 (
Lotu Fuli/Otara&Papatoetoe Local Board ) 、曼努考警察總部亞裔事務負責人曾穗鳴警官 (
Justin Zeng /Counties Manukau Police )、 曼努考區域衛生局的促進亞裔人口健康部門 (
Counties Manukau District Health Board)凱蒂 ( Kitty Ko )  、實業家羅德‧杜克先生 ( Rod
Duke│Briscoes Group Limited ) 前奧克蘭市長約翰‧班克斯先生 ( John Banks )，蒙戴爾物
流公司約翰‧薩根先生 ( John Sagen│ Mondial Logistics )、奧克蘭社區關懷協會。 
 
漢彌頓聯絡處蕭立邦師兄感恩在二十周年慶的日子裡，有機會在雲端親近上人，上人的法語
需要用心體會才能深入，上人開示，弟子由「行」來證悟，讓慧命成長。 
 
謝鎰鍾師兄分享承擔連線重責的心得，感恩音控三人組 (謝鎰鍾、凃皓中、舒翊)，利用下班
後的時間，準備連線工作。雖然器材、人員都不足，但在拼拼湊湊之下，大家全力以赴，也
從中學習獲益良多。這難得的經驗不論優缺好壞，都是下一次上場的重要養分。 
 
紐西蘭分會20年來，落實深耕社區小有成績，但如何在天堂國度把佛法帶入主流社會，人間
菩薩招生劉錦修師姊分享上人對紐西蘭分會的慈示，這將是分會下一個20年的方向，每一位
師兄師姊在聞法上要更精進，挑起傳法人的責任，把上人的法入心入行，將佛法傳揚在這個
基督教的國家。



  
社區食物包及食物券發放-10月3日 

 
當天艷陽高照，因為是在戶外發放，兩位負責核對資料的黎明霞師姊和呂玲惠師姊，除了戴
口罩，還有遮陽帽和太陽眼鏡，這樣坐在太陽強光下工作一個半小時，真的不說幸福，也
難！ 
 
發放流程大致和上次相同，不同的是安排現場問卷調查，讓民眾選擇心目中前三名的受歡迎
食品。分會依據問卷結果調整食物包內容，期待發放符合人心。志工一一詢問來領取食物包
的民眾，出乎意料之外最受歡迎的竟然是白米，而義大利麵條敬陪末座。 
 
愛是有感染力的，田女士感受到物資來自許多人的愛心，因此也拿出部分食品，回贈給其他
需要幫助的家庭。和媽媽一起來領物資的男孩，小聲的問媽媽：我們可以捐錢嗎？媽媽隨即
拿出身上的零錢，全數交給兒子投入愛心箱。雖然母子倆戴著口罩遮住了半張臉，但微笑的
眼睛已彎成了一道彩虹。  
 
慈濟感恩戶賽拉和丈夫艾萊帕塔也一起到分會領取物資。打零工的收入讓艾萊帕塔目前只能
走一步算一步，他無奈的低著頭表示感恩慈濟的照顧。當天賽拉帶著竹筒回到分會，雖然目
前生活不易，但是發揮愛心不是有錢人的專利。  
 
當天發放34戶、224人受惠、49份食物包、食物券$2055。

 
社區食物包及食物券發放-10月17日 

 
◎疫情更新  
10月8日奧克蘭和紐西蘭其他地區的疫情警報等級降至一級， 政府不強制但建議居民外出戴
口罩。紐西蘭邊境仍未開放，入境的公民須自行付費在指定的檢疫隔離地點二個星期，並接
受檢測，不可擅自離開，否則將被起訴。 
 
◎戶外發放 
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靜思中文班開學了。這一次食物包/食物券發放因此改在下午一點三十
分到三點舉行。 當天疫情狀態是一級警戒，聚集人數限制比較寬鬆，分會22位志工主動戴
上口罩，仍在報到前，請大家淨手消毒、量體溫、手機掃描登錄官方疫情追蹤系統，但不要
求前來領取物資的社區居民一定要戴口罩。 
 
有鑑於上次發放的時候，在烈陽下光線刺眼，讓志工們核對資料不易。這次搭起帳篷遮陽，
志工不用瞇著眼睛，可以輕鬆的看名單。因疫情減輕，政府規定的聚會限制，從十人放寬為



五十人。所以17日當天就看到全家老小一起前來領物資的畫面。馬修斯和太太波利西亞自備
購物袋，帶著三個小孩前來。領到物資後，開心的和志工在草坪上輕鬆聊天，好溫馨喔！ 
 
梅賽德斯女士感恩慈濟的幫助，她表示會善用食物券，買需要的而不是想要的。 麥可欣女士
拿出身上的零錢投竹筒，當場感恩的響應愛心。 
 
尤塞拉尼先生因為孩子就讀梅菲德爾小學而得知慈濟發放的訊息。今天是他第三次領取物
資。「謝謝你們的分享，愛灑播放的影片都深深觸動我的心，尤其是今天影片裡的孩子說：
『如果我們愛動物，為什麼還要吃它們呢？』雖然我沒辦法馬上做出改變，但會多吃蔬菜，
減少對肉類的需求。」 
 
根據10月3日現場問卷調查，大家最喜歡白米，而義大利麵則排名最後。這次的食物包內容
調整為：罐頭類(烤豆通粉、 蕃茄、 綜合水果)、 早餐麥片、牙刷、 衛生紙、 白米。 當天
發放41戶、320人受惠、67份食物包、食物券$3135。

  
社區食物包及食物券發放-10月31日 

 
◎雨中發放  
今年紐西蘭冬天雨水不豐，導致奧克蘭乾旱缺水。10月31日的發放，突然下起滂沱大雨，志
工趕快把食物包搬到屋簷下。 並搭起帳篷，讓排隊領物資的人不會被淋濕。雖然下雨，但防
疫把關不鬆懈。志工仔細完成三步驟：淨手、量額溫、登錄防疫網站。  
 
推廣環保落實在發放之中。分會鼓勵大家自備購物袋來領物資，也得到了許多的迴響。許多
人有備而來之外，也有人是把物資放到車上之後，馬上歸還分會準備的購物袋。 發放要如何
做，才可以更符合本地人的需求呢？感恩大家填表提供意見，收集數據做為參考。 
 
在佛堂的愛灑，仍然保持適當的距離，鄧雪燕師姊一遍又一遍的和大家細說分享。愛灑內容
著重於素食推廣，劉錦修師姊和雪燕師姊每次細心挑選不同的影片素材，希望用溫和漸進的
方式，啟發人人的慈悲心，鼓勵大家轉葷為素。      
 
今天塞莎女士滿臉笑容的送愛心竹筒回娘家了。她抱歉的表示，竹筒還沒裝滿，但是想盡快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她開心的說：手心向下的感覺，真的很幸福。 蒂莉莎女士帶著孩子特维
塔前來領物資，小男孩有些怕生，但仍克服不安的情緒，親自把竹筒交給了志工。 
 
小男生勞倫斯是一個有愛心的小朋友。他主動告訴師姊：「我想要捐錢。」於是他回到車上
向媽媽表達自己的想法，經媽媽的同意後，拿了零錢，快步的走回愛心箱，投下自己的一份
心意。勞倫斯小小年紀說到做到，讓志工很佩服！ 
 
社區居民實踐後回饋：很開心！小錢可以行善，而且也不會影響生活。 四次發放總共募得愛
心捐款$103.20。  
 
◎用心貼心 
感動付諸行動，大家拿起筆，把心裡的話寫出來。「謝謝你們幫助我。」 穿著島民服裝的女
士， 在感恩留言版寫下這一句話。雖然每次都是寫相同的話，但都是來自她的真心。大愛無
國界，沒有宗教的藩籬。在感恩留言版上，最常見的一句話：「上帝祝福你！」 
 
傾盆的大雨，感恩戶兩手提著物資寸步難行。志工的雨傘適時出現，幫忙大家順利上車。因
雨勢太大，擋雨的帳篷不敵大雨、帳篷內也下起小雨。感恩戶說：「太貼心了，謝謝你
們。」明明大家的頭髮和衣服都被雨淋濕，但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微笑。相信這一段溫馨的



雨中接送情，會永遠保留在你我美好的記憶裡。 
  
◎感恩有您 
每次發放結束，工作團隊聚在一起，分享當天的狀況，檢討應改進的部分，以便適時做出調
整。譬如：為落實環保於發放中。分會鼓勵大家自備購物袋來裝物資。許多人有備而來，也
有人是把物資放到車上之後，馬上歸還分會準備的購物袋。大家都很認同和響應。還有建議
在愛心回饋區除了愛心箱可以投放零錢之外，另外旁邊增設一個食物回捐的塑膠箱，鼓勵大
家發揮愛心，手心向下。 
 
感恩菩薩道上，有您同行！不論烈日或下雨天，志工齊力克服變數。就像分會的那兩頂小帳
篷，能伸能縮。平日縮小自己，當有需要的時候，努力張開臂膀為他人遮陽擋雨。  
 
食物包內容為：罐頭類(烤豆通粉、 蕃茄、 綜合水果)、 早餐麥片、牙刷、 衛生紙、 白米。
當天發放77戶605人受惠、123份食物包、食物券$5565。  
 
四次發放，總共發放紐幣$18,882.50 。發放187戶，受惠人數1,410人，食物包295份/紐幣
$5,787.50 ，食物券紐幣$13,095。

 
 基督城迪爾塔之家歲末食物包發放  

 
今年因為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關係，迪爾塔之家對低收入戶暫停供應熱食。但慈濟志工一直
掛念著這一群貧困的人，很早就開始籌畫歲末發放的名單、日期和訂貨細節。因為近日境外
帶入的確診病例增多，基督城志工為避免奧克蘭志工多人搭飛機南下，勇於承擔全部的食物
包發放工作。
 
10月26 日志工王萍師姊從奧克蘭飛往基督城，和七位當地志工會合，一起舉辦歲末食物包
發放活動。 食物包提貨打包，當地志工駕輕就熟。有：義大利麵、即食調味飯、茶包、巧克
力飲品、即食湯粉、花生醬、早餐玉米片、餅乾、糖、油、燕麥、牙膏、肥皂、洗髮精等二
十二項。 
 
發放安排單向動線，以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淨手、戴口罩」是
2020年的新衛生好習慣。基督城志工李薇師姊負責第分發口罩，為大家的健康安全把關。家
住在迪爾塔之家對面的李薇師姊，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善來菩薩。「做好事，不分種族和宗教
信仰。」兩年多前，知道慈濟在這裡提供熱食，她認同慈濟理念，就自動加入了志工的行
列。 
 
感恩戶從基督城不同地區，風塵僕僕的趕來迪爾塔之家。從他們憔悴的面容看得出今年的日
子，比往年還不好過。他們多數是九年前基督城強震的受災戶。因年紀大或病痛，沒有工作
能力，只能靠著社會福利和慈善資助勉強過日子。老人家無依無靠，獨自面對病苦無常，連
一個說話的對象也沒有。 
 
「口罩要這樣戴好喔！」倪玉華師姊分享口罩的正確使用方式。什麼是個人防疫物資？窮困
讓他們在疫病的面前毫無選擇。口罩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奢侈品，很多人從沒戴過。「我很



想你們。」伊莉莎白和王萍師姊很投緣，雖然一年才見一次，但總有聊不完的話題。為了保
持社交距離，不能和往常一樣的擁抱問候，伊麗莎白很失望，王萍師姊趕快用手肘觸碰代替
擁抱，老人家才開心的笑了。 
 
美國籍志工羅夫師兄負責報到核對，迅速確實的效率，讓發放流程順暢不打結。<一天一餐
素>請加入消弭Covid-19疫情的素食活動。林貝兒師姊謙稱自己的英文能力有限，但願意為
推素而跨出舒適圈，邀約災民響應消弭疫情素食活動。獲得災民踴躍簽名熱烈支持素食活
動。沈沈的食物包代表深深的祝福。張益源師兄和同修陳碧月師姊，提起食物包輕輕的放在
感恩戶的手中，「感恩、尊重、愛」基督城志工做到了。  
 
「這是你們給我的福慧紅包，我一直帶在身上，是我的寶貝喔！」馬丁一臉神祕的拿出他的
護身寶物。「謝謝你們，從來沒有忘記我們。」多年來，志工持續的付出。馬丁感恩上人，
感念慈濟，隨身帶著福慧紅包，他調皮的問志工：「你們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我可以解釋給
你聽喔！」 
 
「好久不見！我結婚了！你們看我的婚戒！ 」大家好像親友團般的歡喜，也紛紛送上真摯的
祝福。「我的幸福願和你們一起分享，實在太想念你們了！」相對新娘子的大方，新郎則在
一旁靦腆的笑著，臉紅得像身上的那件紅色背心。 

 
「怎麼還沒來？」志工翹首引頸的看著門外。當84歲的喬治身影出現， 大家立刻一踴而上
的迎接，對他噓寒問暖。喬治滿臉幸福的接受如家人般的關懷。前一陣子喬治發生車禍受傷
了，因此無法負重出力。「什麼？還要騎腳踏車回去？」張益源師兄很不放心，趕緊幫忙把
食物包牢牢的固定綁好。老人家扶著牆，困難的跨上腳踏車踉蹌起步離去，看著他孤獨的背
影，志工心裡好不捨。 
 
礙於疫情期間聚會人數的限制，目前只可以在50人以內。志工和迪爾塔之家協商，他們答應
協助控管進場人數，如此將可望在11月恢復一周一次的供餐活動。今天的發放像是37戶老友
們和志工的聚會，雖然沒有熱食，也不能坐下聊聊天，但能見上一面，問一聲好，大家都很
滿足了。  
 
發放當天是紐西蘭的勞動節。感恩迪爾塔之家工作人員，在公眾假期撥空協助發放。王萍師
姊代表分會致贈結緣品表達謝意。大家同心協力完成發放！總共發放40戶，食物包4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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