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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佛教慈濟功德會從 1966 年成立發展至 2014 年，已有 48 年的歷史。吸引台
灣與全球各地民眾加入，成為慈濟人。
筆者相當好奇，這些人的人格特質究竟為何？其對宗教信仰抱持著什麼樣的
態度？另外，在貧富差距懸殊的現代社會中，他們本身的社會、經濟地位居於金
字塔的那個區段？為解決上述疑惑，從宗教社會及心理兩個面向切入，採取質化
與量化並重的研究方法, 蒐集資料並一窺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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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ddhism Tzu Chi was established in 1966, and it has developed until today .
It had attracted many peoples to join became Tzu Chi committee in Taiwan and all
over world.
I am very curious, What’s character of the Tzu Chi committee in their soul?
What kind of religious attitude’s in their belief?

In addition, what’s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they live in modern Taiwan society class?

For resolving these

problems, I use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pproach to get data. In this
paper, I also tak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se
questions.

Keywords: Tzu Chi , Tzu Chi committee, Charisma, karma

1

壹、前言
一、慈濟研究與問題
台灣慈濟功德會是新興宗教團體，開創了佛教的「慈濟宗」，從台灣跨足大
陸，甚至在全球各地開展「四大志業、八大法印」1的弘法工作。慈濟人穿著青
天白日的慈濟服，即時出現於災難、殯喪、社區資源回收、中小學課堂、醫院、
貧窮人家、獨居老人等現場，形塑了慈濟對「人間佛教」的實踐形象。
這些現象引起宗教學界的關注，從不同學科領域理解「慈濟現象」；慈濟研
究變成當代台灣宗教學界的「顯學」之一。宗教學者嘗試記錄分析，人間佛教理
念對慈濟現象的影響；(游祥洲，1996：38-39；盧蕙馨，1992：1-30；1994a：1-29；
1994b：1-31；2004b：3；林宜璇，1996：1；張維安，1996：183-216)或是對慈濟
國內、國際脤災救助的再詮釋。(張四明等，2012.1：32-41；蔡侑霖，2010.9：278-293；
安德瑞，2009.3：193-220；盧蕙馨，2009a；2009b；金子昭，2010.12)
宗教社會學者關注的是，慈濟功德會委員在社會脈絡中，助人行為的理解
(verstehen)與解釋(explain)；(丁仁傑，1999；邱定彬，2000：11) 或是對慈濟宗教
團體的社會福利實踐的描述與解讀。(王順民，1991；1993)公共行政及社會領域
研究者也在意，慈濟是宗教性非營利組織，想理解其成員在組織建構、組織運作、
對組織認同及其共同有的組織文化。(蕭志明，2010；賴豐福，2009；陳世慧，2005；
丁仁傑，1997；蕭武桐，1996：40；Chen，1990)
慈濟的建構來自於證嚴師父的思想與魅力，她像塊磁鐵般，吸引台灣諸多百
姓成為她的會員或委員，使得慈濟組織由小變大，委員由少增多，都與她的魅力
有密切關連。她體悟佛經與儒家經典後創造的《靜思語錄》
，也成為研究的主題，
認為靜思語是她的中心思想，既是慈濟人共同信守的價值體系，也嘗試對台灣社
會產生影響。(盧蕙馨，2004b：3；Flood，1999：143；高信疆，1989：3-9)
由於慈濟投入台灣社區環保工作甚多，也由社區中培養其會員，進而從會員
培訓慈濟委員，因此有關慈濟資源回收、社區環保等議題的研究甚多。(陳慧劍，
1988；陳蕙民，1994；邱定彬，2000：1；張維安，1995、1996；許庭彰，2002；
黃昱凱等，2012.12：9-26；釋昭慧，2012.10：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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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的四項志業是慈善、醫療、教育與人文工作；另外，加上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志工、
環境保護等四個項目，與前述四項志業合稱「八大法印」。
2

慈濟志業從 1966 年到 2006 年2四十年的發展，做出了太虛大師所說的人間佛
教的道理，證嚴師父不但是現代佛教的詮釋者，也是人間佛教理念的實行家。(游
祥洲，1996：39)然而，慈濟的志業也和證嚴師父對《無量義經》的理解與再詮
關有密切關連，她用淺顯的語言詮釋《無量義經》
，強化信眾對慈濟的認同。(證
嚴，2011；周柔含，2010.12：151-179；何日生，2012.10：87-127)
在這些研究當中，甚少研究探索台灣地區百姓為何會成為慈濟功德會中的慈
濟委員、慈誠隊員，這兩類人是慈濟組織的核心，沒有他們向台灣地區百姓常態
型的吸收會員、功德款，也就不可能建構慈濟龐大的宗教事業體。
證嚴師父固然是一位解讀宗教經典、觀察社會困境、提出宗教願景的宗教領
袖，其領袖魅力(charisma)是吸引百姓成為會員，甚至加入慈濟成為委員的重要因
素。然而，我們非常好奇，到底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他們是在什麼情境下進入慈
濟？他們具備了那些社會經濟地位、人格特質與宗教態度為何？讓他們從一般平
凡的百姓，投入證嚴師父所說的「宗教志業」
，成為慈濟的「宗教志工」3。他們
對證嚴師父的理念認同程度為何？認同的具體內容又為何？這些問題的解答，嘗
試彌補過去慈濟學研究中的空白，讓我們深入理解慈濟人外在條件及內在的宗教
情感、特質。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了對慈濟委員及慈誠隊員深入理解，於 2009 年 3 月 13 日至 4 月 9
日間，前往台北市士林地區慈濟功德會基層組織，前後進行五場焦點團體訪談，
分別訪談 33 名資深的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附表 1.)
從第一場的訪談問題規劃後，再從訪談資料規劃第二場的訪談問題，依此類
推，前後規劃了五次的訪談題綱。在這些訪談題綱引導下，士林地區的慈濟委員
與慈誠隊員表達他們對加入慈濟組織的緣份，對證嚴師父的領袖魅力認同，自己
內在的人格特質，及既有的宗教信仰體系的看法。筆者再將這些焦點團體訪談資
料，轉化成問卷問題，於 2010 年春天，在台北關渡慈濟園區對慈濟委員與慈誠
2

游祥洲的研究是敘述 1966 年到 1995 年，三十年的慈濟活動，本研究承繼此概念，認為證嚴師
父這四十年來並沒有脫離人間佛教的詮釋與實踐，她承續了太虛大師的僧俗平等理念，以身作則
實踐人間佛教的慈善修行法則，並用平易近人的語詞闡述艱澀的佛理，強調理性佛教的現實主
義，拋棄接近巫的佛教儀式與法術。(游祥洲，1996：39)
3
在慈濟組織中，宗教志工是指全心全意投入慈濟四大志業、八大法印的人。慈濟志工必需放下
自己身邊的事務，在慈濟總管理處一聲號令下，立即動員救災、恤貧、撫孤。和其它的非營利組
織志工依其空餘時間才投入志工活動明顯不同。因此，慈濟志工在災難出現時，都可以做有效率
的志工動員。
3

隊員進行問卷調查，發放 120 份問卷，回收 90 份，有效問卷 81 份。(附表 2.)以
下將就上述問題與資料，做宗教社會與宗教心理兩個面向的分析。

貳、加入慈濟的「因緣」
一、慈濟基層組織的建構
慈濟功德會的志工可以分為榮譽董事4、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及會員四類。
至 2011 年為止，台灣地區已經招收慈濟委員 42,569 名，慈誠隊員 24,627 名5，他
們是該組織的中堅幹部。
慈濟委員得負責招收會員，向會員固定每個月募款，金額從一百元到數千元
不等，至少有 40 位以上的會員，才有資格成為慈濟委員。成為委員後，投入慈
濟功德會的各項慈善救災志業。
至於慈誠隊員在 1989 年成立後，以招收男性為主。主要原因在於，慈濟功
德會證嚴師父理解，招收慈濟委員時，如果其先生或父親支持她們，夫妻或家人
共同投入慈濟功德會，將可化解慈濟委員的諸多壓力。另外，慈濟功德會的救災
濟貧環保活動，也需要諸多的男性人力資源承擔體力工作。基於這些理由，證嚴
師父思考在慈濟委員之外，培訓委員的先生或父親成為慈濟隊員。
擔任慈誠隊員與慈濟委員雷同，需要培訓一年，經其他慈誠隊員推薦，通過
分隊長或大隊長的工作考核及遵守「慈濟十戒」6等條件。通過考核者，就可投
入資源回收的駕駛、垃圾分類、緊急救災、基礎建設的工作。也和慈濟委員共同
參與對會員或一般民眾家屬往生時的唸佛工作。
在慈濟功德會的組織分工中，由於 1996 年賀伯颱風動員緩不濟急，慈濟高
層乃於 1997 年將組織大幅度的調整，從原有以委員、隊員人脈為主軸的小組組
織，轉化成以社區為核心的組織建構。從此，慈濟委員、慈誠隊員乃得以深入社
區，投入各項慈濟事業工作。他們以政府的行政區域劃分單位，例如台北市士林
區的慈濟委員及慈誠隊員就設立了「士林地區慈濟基金會合心組組隊」，由慈濟
4

慈濟榮譽董事需捐款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給慈濟功德會，用此款項興建慈濟醫院、護專、醫學
院、紀念堂或其它慈善事業，他們的名字被雕刻在相關的建築物的紀念碑上，是屬於台灣地區社
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階層。富有人家每個成員都可以擔任董事；也有貧窮人家以借貸方式，來成
就自己或家人擔任董事。(丁仁傑，1999：110-112)
5
根據《2012 年慈濟年鑑》統計資料，至 2011 年為止，海外地區則有慈濟委員 7,671 名，慈誠隊
員是 2,754 名。(慈濟功德會，2012：630-631)
6
「慈濟十戒」
：1.不殺生，慈悲喜捨。2.不偷盜，誠正信實。3.不邪淫，夫妻守分。4.不妄語，
口吐蓮花。5.不飲酒，身心輕安。6.不嚼檳榔戒煙酒。7.不可賭博勿投機。8.孝順父母聲色柔。9.
交通規則切遵守。10.關心政治不介入。(慈濟功德會，1995：446-451)
4

基金會宗教處直接領導。在合心組隊下面，分為由慈濟委員組成的合心組及和氣
組，其下再設立互愛組、協力組；及慈誠隊員組成的合心隊與和氣隊，其下再設
協力隊與互愛隊。以整個社區為組織動員的範圍，面臨重大災難時，由宗教處下
達指令，快速救災。(賴豐福，2009：54-61)
二、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投入慈濟的因緣
過去的研究顯現出來，成為宗教團體組織的志工，當事者的人脈網絡、宗教
組織成員及媒體都可能扮演關鍵性的因素。有些研究以人脈網絡為主要因素，最
主要的是朋友、社區鄰居與同事的關係而加入志工；(Sills，1957)另外，部分研
究指出除了朋友或鄰居的人脈關係外，尚可能來自志工組織中的成員、顧客或雇
員及大眾媒體的影響而成為志工；(Gallup Organization，1987)或是個人的人際網
絡外，個人接收媒體廣告、個人對該組織的了解及組織創立者的推薦，而成為志
工。(Pearce，1993：67)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成為宗教團體志工不外乎人脈因素、大眾媒體因素及
宗教組織成員因素。至於慈濟功德會吸引百姓成為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的因素，
根據過去的研究，來自挨家挨戶傳單發送、經由認識的人面對面溝通形式的社會
網絡方式，占 86.8%絕對的比重。至於透過面對面散發傳單的公共空間方式加入
慈濟，也只有 2.6%；透過大眾媒體成為慈濟志工的只有 10.5%。而人際網絡最主
要是以親戚占 51.5%，朋友占 18.1%，同事占 16.6%，鄰居占 13.6%。(丁仁傑，1999：
139-143)
成為慈濟功德會的主要幹部成因相當複雜7，筆者的研究發現，一般百姓加
入慈濟，成為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的人脈考量，深受家人、資深慈濟委員或慈誠
隊員及慈濟功德會中的證嚴師父等三個因素的影響；此外，也有來自對慈濟功德
會的思想認同、媒體形象及透過媒體理解的思想等因素。(圖 1.)

7

根據過去的研究顯示，加入慈濟功德會的因素，主要在於個人的修行成長、景仰上人、舒壓、
家人鼓勵、追求友誼與自我了解、公民責任感與無常宗教觀、利他、慈善宗教觀、人情網絡、喜
歡佛法教義等因素。其中，人家鼓勵及人情網絡分別占 13.64%與 7.19%的因子負荷量。(賴豊福，
2009：42)
5

圖 1.加入慈濟志工的人脈及媒體因素
在 5 分量表的級距中，台灣住民會成為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來自對慈濟使命
的認同，得 4.8 分8，得分最高，象徵慈濟四大志業、八大法印獲得慈濟人的高度
9

認同，是他們加入慈濟的主要因素。其次，對證嚴師父的景仰 ，得 4.4 分；對證
嚴師父的著作、演講認同，也有 4.1 分的高度認同。這三者都是由證嚴師父的理
念出發，形同慈濟人對證嚴師父理念的高度認同。至於在人脈網絡上，一般百姓
因為家人的因素而成為慈濟人，得 3.9 分；其次，為資深的慈濟委員及慈誠隊員
的推薦，得分 3.7 分10；來自慈濟功德會證嚴師父的影響，也有 3.5 分。 (圖 1.)
8

慈濟功德會運用大眾媒體的報紙、自己刊行《慈濟月刊》，宣揚其理念，讓資深的慈濟委員或
慈誠隊員，用此媒介向一般大眾招募會員：
「那時很想參加比較優雅的活動，讓心靈有個寄託。
民國 80 年有報紙報導慈濟醫院已經在營運，那時我想證嚴師父有辦法蓋醫院，我們夫妻就一起
到花蓮去看看，回來之後就到關渡慈濟功德會。」(訪談編碼 007)「我擔任會員已經很多年了，
約在 20 年前，看到《慈濟月刊》證嚴師父曾經說：『最好的修行就是廣結善緣』
，看到廣結善緣
四個字我就很歡喜。有次參加慈濟舉辦的幸福人生講座，聽到紀媽咪的演講，我居然哭得很莫名
奇妙，回去後我跟師姊說：
『師姐說我的因緣到了。』她帶我回花蓮打佛七、唸《法華經》
，那時
我也是滿心歡喜。當時我一直想要改掉愛亂買衣服的壞習慣，證嚴師父知道了邀請我擔任委員，
並且穿上柔和忍辱衣，在回程的路上，也有很多師姐跟我說……，回去後第二天，我就開始招募
會員……。」(訪談編碼 008)顯示證嚴師父理解運用現代媒體行銷慈濟，吸收新的慈濟會員。
9
受訪的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對證嚴師父理念的認同度皆高，一致指出：「證嚴師父的理念非常
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有錢出錢，有力出力。在我還沒有接觸過慈濟前，也沒有接受過佛法，
但是一聽到慈濟就感覺很喜歡，這是個因緣。」(訪談編碼 003)「會進來慈濟都是認同證嚴師父
的理念。我體會到『要改變別人，不如改變自己』，當婚姻關係無法改變時，那就先改變自己，
果然家庭關係也就會改變了。」(訪談編碼 002)；「對證嚴師父的理念很認同，有句話說：
『捨就
得』，很早我就回去花蓮幫忙醫院折宣傳單，醫院裡要抽 O 型的血，我去抽血才發現我的血壓很
高，因為我有捨，才知道自己血壓這麼高。還有『做就對了』
，不要去計較……。」(訪談編碼
001)；
「證嚴師父一直在講正信，不講神通或迷信，她的思考模式也超越一般世俗人的思考，人
傷我悲。我在醫院擔任志工、關懷獨居長者已有 10 年，因為我自己沒有生小孩，我想要去了解，
跟老人接觸也很多，體認到老了並不可怕，身體健康才是重要的。」(訪談編碼 008)。
10
在慈濟功德會的招募慈濟委員和慈誠隊員，「人脈因素」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最主要的人脈來
自於原有的資深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某位慈濟委員接受訪問時指出：「民國 65 年就知道有慈
濟，過了二年（67 年）後才正式加入。當時在台北的臨濟寺認識慈濟 001 號委員三重靜林師姐，
到她家看過證嚴師父後，才加入慈濟。證嚴師父來台北時都會住在師姐家，雖然有其他許多師姐
擁有別墅，但是證嚴師父都沒有去住……。」(訪談編碼 004) 另一位慈濟委員指出：「……之後
6

前面三項因素都與證嚴師父有關，她透過媒體形塑慈濟良好的形象，也透過
媒體宣揚慈濟志業，得到台灣百姓的高度認同，成為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後三
項因素則與家庭的原級團體，鄰居、證嚴法師等次級團體成員的人脈關係有關，
不少慈濟人也在這些人脈背景下加入了慈濟功德會。換言之，這些人脈與、媒體
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構成台灣住民願意成為慈濟功德會的慈濟委員、慈誠隊
員的主要因素。如果只看人脈因素，無法解讀慈濟功德會招募慈濟委員與慈誠隊
員的現象；反之，忽略宗教領袖魅力，或是宗教領袖利用大眾媒體宣揚慈濟理念
的影響力，也無法理解慈濟功德會龐大志工群的建立。

參、慈濟委員、慈誠隊員的社會、經濟地位
慈濟功德會從台灣社會吸收上層階級、中產階級與下層階級的群眾，成為它
的榮譽董事、慈濟委員、慈誠隊員或會員。榮譽董事大部分以上層階級為主，其
社會、經濟地位皆高；當然也有少數例外的個案，在《慈濟年鑑》中都會特別說
明，少數社會、經濟地位不高的中下階層，為了認同慈濟理念，改變自己家人的
福報，貸款、借錢籌足新台幣一百萬元，奉獻給慈濟，成為榮譽董事。(丁仁傑，
1999：111-112)然而，畢竟這只是少數，大多數的榮譽董事都屬於台灣社會的高
收入階級。慈濟這樣的作為，無非是宣揚榮譽董事來自不同的階級，而非富人的
專利；具有濃厚的宣揚佛法的意味。
一、慈濟委員、慈誠隊員的月收入
至於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他們屬於那一個階級，根據過去的研究，並沒有清
楚的說明。本研究發現，以月收入來看，台北士林地區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的經
濟地位，多數是中產階級以上的民眾，少數則是中下階級。

因為公公往生，有慈濟師姊前來助念，後來家裡請歐巴桑來打掃，她也是慈濟委員，她向我募款，
我捐款給她，後來因為手邊工作放下後，自己擁有較多的時間，更想要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騙人
的，所以跟她說，只要慈濟有活動，我就會去參加，因此加入慈濟。」 (訪談編碼 002) ；另一
位慈濟委員指出：
「在 92 年那時，朋友介紹我們去參加慈濟的歲末祝福活動，證嚴師父開示後，
我想對慈濟有更深的了解。歲末祝福活動結束後，有招募新會員，抱著好奇心去問，所以加入慈
濟擔任志工的工作……。」(訪談編碼 006)；尚有一位慈濟委員回憶自己加入慈濟的心路歷程指
出：
「民國 72 年 4 月進來，那時在文昌國小打太極，有個歐巴桑當時依靠在欄杆旁，我邀請她一
起打太極，可是她說不行。打完太極後，我前去關心她，她說她的腳不方便。後來我們聊到花蓮
有位證嚴師父，她平時都在救濟大眾，她問我要不要參加？我說好，之後就去參加。回來後，她
打電話問我要不要做善事，她說每個月捐贈 100 元，我也找人來湊錢，因為當時家中從事製作衣
服，時常有客人進出，才二、三天的時間，我就湊到 6,000 元，我將錢交給阿乖師姐，後來阿乖
師姐找我當慈濟委員，但是被我推辭了。在民國 76 年受了五戒，想要做更多的善事，就到慈濟
擔任委員。」上述幾個慈濟委員，都是受到資深慈濟委員的影響，在緊密的人脈網絡中，因緣際
會加入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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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的月收入百分比圖
4 萬元以上占 49.3%，這應屬於中產階級的收入；3-4 萬元占 15.5%、2 萬-3
萬元占 12.7%、1 萬-2 萬元占 15.5%、1 萬元以下占 7%，這些人應屬於中下階級
的收入。(圖 2.)
二、慈濟委員、慈誠隊員的職業別
由此數字顯現，慈濟功德會的慈濟委員與慈誠委員並不如一般人的刻板印
象，認為都是屬於「有錢、有閒」的階級。只有大約一半以上的委員或隊員，月
收入在 4 萬元以上，他們的職業別以商人、家庭主婦、退休人員及軍公教為主軸。
商人占 34.6%、家庭主婦占 14.8%、退休人員占 13.6%及軍公教占 8.6%。(圖 3.)
這些人投入慈濟擔任委員或隊員的時間，相較於其它行業較具彈性，才能滿足證
嚴師父要求慈濟委員、慈誠隊員擔任志工的高標準要求。

圖 3.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的職業別百分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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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濟委員、慈誠隊員的年齡層
擔任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人生閱歷較為豐富，以中、老年人占大宗。過去
的研究顯現，慈誠隊員 40 歲以上占 78%、40 歲以上占 22%；慈濟委員 40 歲以上
占 95%、40 歲以上占 5%。(康樂、簡惠美，1995：90)本研究顯現出類似的情況，
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年齡層在 40-49 歲者，占 29.6%；50-59 歲者，占 37%；60
歲以上者，占 23.5%，中老年人的慈濟人，合計占 90.1%。其餘 7.4%為 30-39 歲，
2.5%為 20-29 歲，是屬於年輕的慈濟人。(圖 4.)

圖 4.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各年齡層百分比圖
四、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的學歷
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以中老年人居多，其學歷呈現常態分佈的現象，專科畢
業者占總調查人數 28.4%，人數最多；其次，高中(職)占 27.2%，再來為大學占
19.8%，國中以下占 17.3%，研究所以上占 4.9%。(圖 5.)
由上述資料看來，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大多數皆受過基本國民教育，擁有基
本的理性，足以判定是非，也能接受證嚴師父人間佛教論述。投身於其門下，為
慈濟功德會效勞。

圖 5.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的學歷百分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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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證嚴師父理念的認同
台灣地區百姓會加入慈濟功德會成為慈濟委員和慈誠隊員，關鍵的因素之一
是對證嚴師父理念的認同。
證嚴師父受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影響甚鉅，印順法師為其剃度時，勉勵她「為
佛教、為眾生」
，證嚴師父深受佛教的《法華經》
、
《無量義經》及儒教的《論語》
等三本經典影響甚多。(潘瑄，2004)
證嚴師父對經典的體悟及當代社會的困境，重新對太虛大師、印順法師創造
的人間佛教詮釋，開展出她的《靜思語錄》，用極為淺顯的白話文，說明慈濟功
德會的願景，也打動部分台灣民眾內在的善念，出錢、出力跟隨她投入慈濟功德
會的各項志業。
本研究從焦點團體訪談中，歸納出證嚴師父對慈濟委員及慈誠隊員較具影響
力的「話語」，發現她(他)們極高度認同證嚴師父提出的「宣教」、「志工組織與
運作」、
「因果輪迴」及「募款與修行」等四項主張。
一、宣教
在宣教部分，慈濟人對證嚴師父提出來的「挨家挨戶按門鈴即愛灑人間」得
4.2 分、「志工即是行上人的佛法」得 4.6 分、「慈濟委員必須募集 40 戶會員」得
4 分、「誠正信實的價值觀」得 4.8 分、「上人對弟子開示」4.7 分、「現在為末法
時代，應招募志工拯救心靈」得 4.6 分與「天下無災難」得 4.8 分，都在 4 分以
上的高度認同，甚至高達 4.8 分接近滿分的程度。(圖 6.)
在這些主張中，1990 年之後，台灣地區民眾欲加入慈濟成為慈濟委員條件
11
越趨嚴格，他得先成為會員在社區服務投入慈濟志工 ，經過一段時間後，再由

其他的資深委員推薦，受訓一年必須募集 40 戶會員，才能受證為委員12。因此，
11

擔任慈濟委員前的準備工作為社區服務及培訓，受訪的慈濟委員指出：
「這六年來我都接培訓
見習。進來的會員、社區志工要參加我們的活動。培訓之前要先見習，見習要一年，見習前還要
擔任社區志工，會員進來後從事活動，再請他來上課就是見習，見習一年他有興趣就參加培訓，
培訓第一個工作就是募款。」「培訓時要募款，像佛陀托缽一樣，訓練人際關係，要跟人家結善
緣、講慈濟，一年後才有評估。一定要接受培訓，因為理念要取得共識。你要先從會員做起，再
來擔任社區志工，然後再見習、培訓，這過程都是有階段性。」「美雄還沒培訓、見習前，就到
菜市場募款。25 戶以上的會員就是培訓，一年後認證時要有 40 戶以上。40 戶是基本戶。有擔任
會員的機會，每個月都會到他家裡關櫰。」(訪談編碼 002)；
「如何拿碗、走路、洗手、互動、說
話等教育課程訓練，藉由見習、培訓理念才不會有所偏差。大家相互勉勵，同一時段一起接受培
訓，就會變成同班同學。」
「我們有宗教室，宗教室有統一教材，課程分為靜態與動態，培訓到
最後要尋根，回花蓮住三天過團體生活。」(訪談編碼 008)
12
根據受訪的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的回憶，約於民國 80 年至 81 年間，加入慈濟的會眾越來越多，
慈濟功德會上層乃要求欲成為慈濟委員者，得經過各項門檻：
「民國 81 年時要 1 年 4 次，現在是
10

向周遭鄰居募款，成為慈濟委員的先決條件，這也是慈濟功德款逐年累積的主要
因素。
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高度認同證嚴師父主張「挨家挨戶按門鈴」，把慈濟的
愛分享給社區住戶，變成慈濟人的日常工作。這是證嚴師父從「耶穌基督後期聖
徒教會」的宣教士在台灣地區鍥而不捨傳教所得來的靈感，她要求委員與隊員，
應該積極主動，在所住的社區裡廣結善緣，發揮慈濟的影響力，招募新的會員。
招募新會員變成是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在佛教末法時代的重要工作，它與招收
40 戶會員的基本門檻相互呼應，既賦予了招募會員的宗教合理解釋，也讓慈濟
人收功德款有了強烈的宗教使命感。

圖 6.認同證嚴師父的宣教理念
二、志工組織與運作
在志工組織與運作部分，「志工對災民『膚慰』13」得 4.7 分、「志工彼此平
等心對待」得 4.6 分、「志工組織落實到社區」得 4.7 分、「社區志工都要投入協
力組」得 4.5 分、「志工在社區服務可提高工作效率」得 4.4 分、「志工付出收穫

一年 12 次，課程又分為靜態與動態，總共要上 24 次。」(訪談編碼 002)；「80 年以後才有培訓
課程。」(訪談編碼 004)；
「民國 80 年以後，有預約人間淨土，上人要我們參加佛教團體，要我
們了解菩薩人間化，佛教生活化，讓大家都可以作菩薩。菩薩人間化的意思就是，要侍奉家中的
父母，佛教生活化的意思則是，教我們如何拿碗、筷子等等。」(訪談編碼 007)
13
所謂「膚慰」是慈濟獨創的用語，慈濟委員經常在災難現場，用雙手擁抱受害家屬或受難者的
身體，用身體肌膚的接觸，表達感同深受的情懷與安慰。這樣的舉動，往往在災難的第一時間，
能夠安撫受害家屬或受難者的心靈，讓他們不會產生孤苦無依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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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多」得 4.6 分與「志工無資深資淺之分」得 4.6 分。上述都在 4 分以上的高度
認同，有 4.7 分接近滿分的程度。(圖 7.)

圖 7.認同證嚴師父對志工組織與運作理念
慈濟委員身為女性，具有強烈的母性特質，受證嚴師父的影響在災難、意外
現場，社區中住民的往生靈堂，及前往貧苦人家訪視、慰問，皆以同理心，對其
家屬進行「膚慰」。在慈濟功德會的理念中，用女性膚慰受難者及其眷屬，是跨
越族群、宗教、性別、年齡藩籬的大愛表現。她們接受慈濟的「普天之下，沒有
我不能愛的人」理念14，快速抵達現場，以膚慰表現出「菩薩」救苦救難的情懷。
在證嚴師父的眼中，慈濟委員的作為已經接近在世的「活菩薩」。
為了落實本地救災的效率，慈濟功德會於 1996 年將組織重整，由傳統人脈
跨地區組織成小組的取向，轉型為在地社區建構小組的方式。剛開始，慈濟委員
或慈誠隊員不能接受此重大轉變，因為他們必需重新投入社區建構新的人脈。逐
漸地，他們接受了證嚴師父的看法，把慈濟精神帶給社區中的鄰居，既可升高組
15
織動員投入各項慈善活動的效率，也擴張了慈濟的版圖 。

14

「普天三無」是指：普天下，沒有我不愛的人；普天下，沒有我不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沒有
我不原諒的人。這三個概念是慈濟功德會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投入救災、濟貧、助念的基本理念。
15
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事後回憶證嚴師父組織變革的主張，認為因緣、時機相當重要：
「證嚴師
父很早就有這樣的概念，剛好那時也抓到適當的機緣與時間點。在賀伯颱風時，師兄、師姐在社
區裡幫忙，但是社區裡的人卻只站在那邊看，大家有那種自掃門前雪的觀念，所以證嚴師父希望
大家能夠共同關懷自己的社區，這樣才能進而關懷到整個社會，藉這樣的機會推動落實社區工
作，這是我個人的看法……。組織改革後，在社區裡的動員能力變得容易，慈濟對救災的反應更
快速，效果在 921 大地震時立即顯現出來。」(訪談編碼 016)；
「組織變革，慈濟人投入社區關懷
比較方便，既縮短時間與行程，也增加了關懷的機會……。在慈善的訪視變得很方便，因為都在
自己的社區當中，走幾步路就到了。」(訪談編碼 017)
12

對慈濟委員和慈誠隊員而言，渡過了短期的陣痛，在社區裡重新結交新的會
員朋友，也從中培訓新的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儘管他們身為資深委員、隊員，
接受證嚴師父佛教平等觀的諄諄教誨，鼓勵他們放下身段，和資淺委員或隊員共
同投入慈善工作。這是慈濟功德會的「同心圓」16概念，無論經歷資深、資淺，
都在慈濟運動場中行走，大家像個同心圓中的個體，地位平等，投入各項慈濟工
作；證嚴師父用此說服基層組織中的委員和隊員。
三、因果輪迴的詮釋
在因果輪迴部分，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高度認同證嚴師父對佛教「因果輪迴」
的詮釋。在「志工彼此為『法親』，緣分生生世世」，得 4.4 分、「志工即是活菩
薩」
，得 4.2 分、
「越多人投入志工即是大愛」
，得 4.5 分及「看到他人的苦難更要
惜福」
，得 4.7 分。得分都在 4 分以上的高度認同，甚至高達 4.7 分接近滿分的程
度。(圖 8.)

圖 8.認同證嚴師父的因果輪迴詮釋
證嚴師父對慈濟人透過大眾媒體及面對面的親身傳播兩種方式開示，慈濟人
非常樂於觀看大愛電視台的《靜思如水》與《人間菩薩》兩個節目講話，及每年

16

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非常熟悉「同心圓」理論，他們認為慈濟人的志工工作就好像是：
「運動
場中運作，每個慈濟人在圓型的運動場行走，沒有資深、資淺之別，只要大家有心都是慈濟人。」
(訪談編碼 018)；另外，部分慈濟人認為，證嚴師父的同心圓理論符合佛教的平等觀：
「佛教說眾
生平等，生活周匝行菩薩道要有平等觀。如果在道場沒有平等觀，擁有資深、資淺的觀念，那會
妨礙許多事情，也很難引進新的菩薩。證嚴師父強調，在運動場中沒有分前、後，當你進來時，
遶過一圈後面還是會有人進來，因此沒有誰在前、誰在後的問題。」(訪談編碼 016)；
「證嚴師父
要我們學習當個飽滿的稻穗要低頭，在同心圓中，大家的地位都是平等的，運作事情時要有窗口
找人，大家都是平等的。」(訪談編碼 017)
13

回到花蓮「靜思精舍」接受證嚴師父的耳提面命。
證嚴師父在談佛教的因果輪迴與志工行徑關係時，都把志工投入慈濟工作當
作累積善因，逐以成為今生的活菩薩17。不僅如此，在證嚴師父看來，今世在慈
濟結下的「法緣」，慈濟人彼此像是因佛法而成為親人，比血緣還親的法緣，因
為血緣只有一輩子，而法緣卻能夠不斷輪迴，生生世世在一起。證嚴師父擘畫未
來世界的理想藍圖，讓慈濟人在現世社會中，努力投入慈濟志業，希望來生和證
18
嚴師父再次相聚 。

證嚴師父鼓勵慈濟人投入國內、外的救災活動，讓慈濟人目睹災難現場後，
反思施比受更有福。慈濟人要感恩受災者，讓他們有機會理解人世間的無常，進
一步肯定救災工作是一種大愛，而確認自己身在福中，更應該惜福，創造更多的
福氣給需要的人。
慈濟人孕育在台灣華人宗教文化中，本就有「因果輪迴」的看法，認為「一
個人為善為惡，會影響後代子孫的幸福」，或是一個人「為善為惡會影響下輩子
的命運」。(瞿海源，2002：54)甚至也有現世的「積德行善」，足以成佛成仙的價
值體系。(張家麟，2011：237-280)證嚴師父把這兩種觀念融合，而開創出積德行
善不再是來世成佛、成仙，而是可以在今世成為活菩薩的價值觀。這種想法既有
傳統的因果輪迴觀，也加速了輪迴的腳步，不用等到來世成佛，慈濟人努力行四
項志業、八大法印的善行義舉，在證嚴師父眼裡已經足以成為當代的「環保菩

17

慈濟人認為，證嚴師父的志業就是菩薩事業：
「幫助別人就是活菩薩……。慈濟脤災都是及時、
務實、重點、尊重、感恩。慈濟是佛教團體，也是教育團體、修行團體，不管在那裡救災，一定
會先尊重當地的宗教。像在斯里蘭卡 26 日發生災難，29 日我們所有的物資就集結，重點是在重
災區，我們把物資直接送給災民，除了要感恩之外，還要 90 度躹躬對他們說謝謝，他們讓我們
知道，我們是很幸福，要惜福與知福。我在斯理蘭卡賑災中，看到人生的無常，更覺得一定要把
握當下。他們受到災害後，每個人的表情都差不多，而我們的作為可以讓他們稍微比較安心，讓
他們有力量自己再站起來。」(訪談編碼 022)從國內、外救災的過程中，反思自己更應該：
「見福、
知福、惜福，再造福。」(訪談編碼 027)從災難的現場體會出，慈濟志業的重要性。
18
慈濟委員接受證嚴師父的論述，生生世世與證嚴師父、師兄姊結緣成為法親：
「證嚴師父說：
『家屬是一生一世，法親是生生世世』
，所以慈濟人的因緣比家人更深。」(訪談編碼 018)「今天
我們之所以是法親，跟證嚴師父結法緣，是因為過去佛陀在說法時指出，當時我們跟證嚴師父一
起發願，要行生生世世行菩薩道。當時在法華會上發願的說法者來到慈濟世界變成行道眾，慈濟
談的是行，我們是從《法華經》
、
《無量義經》的觀點去行經。證嚴師父接受《法華經》
、
《無量易
經》
、
《四書》
（談中國道德）和《梁皇寶懺》
（談因果）這四本書的影響，認為過去已經發願了，
那麼生生世世都要成為行道眾。我自己是這樣實踐，很多的慈濟人也是如此認為，我們都發願要
生生世世跟隨著證嚴師父。從此，我們清楚生命的價值在哪裡，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藉著證嚴師
父讓我們可以結善緣；善用我們的身體與價值，把握當下。有慈濟的因緣就要趕快去做善事，很
多人認為，等到退休後再加入慈濟就好，但是我認為那是不行的，因為那時候恐怕體力已經無法
負荷志工的工作。」(訪談編碼 022)
14

薩」
、
「愛心菩薩」
、
「骨髓菩薩」
、
「捐款菩薩」
、
「便當菩薩」
、
「救災菩薩」
、
「照顧
獨居老人菩薩」。證嚴師父的理念，將傳統華人宗教的善念激發出來，讓台灣地
區認同此善念的百姓，投身到慈濟行列中，成為她口中的菩薩。
四、募款與修行
在募款與修行的調查顯示，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高度認同證嚴師父的想法，
「既要唸經更要行經」，得 4.5 分、「募款即實行佛經的道理」，得 4.3 分、「募款
即募心」
，得 4.5 分、
「救人即拯救心靈」
，得 4.4 分、
「讓家人認識上人的法」
，得
4.5 分、
「志業、事業與家業並進」
，得 4.5 分。得分都在 4 分以上的高度認同，甚
至達 4.5 分接近高程度認同。(圖 9.)

圖 9.認同證嚴師父對募款與修行的主張
慈濟功德會是獲得全台百姓最多「宗教善款」的團體之一，最主要的原因在
19
於，證嚴師父教導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把募款當作的修行法門 。慈濟功德會從

善門進入佛法，如果想要成為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必需代表證嚴師父、慈濟，
向週遭的社區鄰居、親友募款，得到他們的認同與支持，認為募款就是募心的工
作。如果遇到突發性的大災難，則動員慈濟人到各街頭、市場募款。證嚴師父把

19

慈濟法師為了實踐她對人間佛教的理解，從三十位左右的會員跟隨她開始，發展至今，成為
龐大的宗教組織事業體，帶領慈濟委員在全台、大陸與全球，向會員募功德款，完成她的理想。
她認為，慈濟人努力招募會員，募功德款就是一種修行：
「加入慈濟是對的，從不了解到實際運
作，這並不是在喊口號，都是跟著證嚴師父的腳步在做。募來的善款都是專款專用。像環保的錢
就使用在大愛台。國內募款的錢使用在國內，國外募款的錢就使用在國外，不會將錢隨便花掉，
一分一角都是使用在刀口上。上人出門都坐車也沒有出國過，證嚴師父錢用在需要幫助的人身
上。慈誠委員為什麼會越來越多，因為認同慈濟的理念。」(訪談編碼 006)；
「過去勸募時，因為
以前我整個人給人的感覺就是充滿了殺氣，所以自己籌款較快，但是回過頭來看我，大家就覺得
我的容貌變得很慈悲。……我的企業經營理念也是來自慈濟……。對證嚴師父來說，一輩子為佛
教、眾生而做，我們跟隨證嚴師父的腳步，只要聽到有人需要幫忙，絕對義不容辭地幫助他人。」
(訪談編碼 022)
15

募款的工作，當作實行佛法的道理，對慈濟人而言，募款猶如「行經」20。在證
嚴師父看來，
「行(佛)經」比「唸(佛)經」來得重要，而行經就是深入社區，吸收
會員，向會員募款。讓會員與社會大眾認同慈濟募的款項，是使用在救災、濟貧、
蓋醫院等善行義舉。募款不僅止於金錢的捐贈，而是讓一般大眾理解慈濟的作
為，進而認同慈濟，心甘情願從口袋中按月、定期付款給慈濟功德會；或是認同
慈濟功德會赴國內、外救災的臨行性捐款的作為。
除此之外，慈濟功德會證嚴師父鼓勵家人共同投入慈濟事業；既照顧家庭，
也照顧事業，讓家業與事業齊頭並進。家人同修可以化解慈濟委員投入慈濟志工
行列的阻力，當家庭中的女性成員(太太)為慈濟人時，得到先生的支持認可，對
慈濟而言，既可保住慈濟委員長期留在團體中，又可讓先生也變成慈誠隊員，增
加慈濟的人力資源與財源。因此，可以發現慈濟功德會成員中，不少夫妻檔或是
親子檔。由於慈濟將傳統的家庭「人脈」轉化為慈濟組織的基礎，因此它必須提
出家業與志業並重的訴求，讓參與慈濟的家庭，有健全的家庭，才有可能「行有
餘力」投入慈濟志業21。
證嚴師父對人間佛教的再詮釋，從她的主張內容、論述方式、肢體語言、講
話語調，深深吸引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她具有宗教領袖「卡理斯瑪」(charisma)
的魅力。(Weber，1964；盧蕙馨，1999：52-53)她透過大眾媒體大愛電視台、面對
面親身傳播與慈濟人見面。慈濟人長期耳濡目染證嚴師父的「講經弘法」，高度
的認同證嚴師父，而凝聚她(他)與證嚴師父的師徒情感，認為他們所做所為，都
是在行人間菩薩道。

20

「……在慈濟修行，第一是做環保……；第二是募款。我第一次募款是在美國，當時台灣大
地震，我捧著募款箱子站在街頭上募款，有人不捐想錢就算了，居然還會把募款箱打掉……。那
時我有個念頭，為什麼我要捧著箱子跟人家一塊錢一塊錢的要，心裡想不如自己投下去更
快，……，但是我發現這樣是不對的，福田是要大家一起種，有這事情就大家一起來完成。像慈
濟醫院要建立時，寧可要台灣人來成立台灣人的醫院，有句話說：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很多人想知道來世今生，預知來世果，今生者是，就在寫來生的劇本，證嚴師父告訴我們，要結
好人緣，今生就要好好地寫。」(訪談編碼 030)
21
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同意證嚴師父對志工的主張，認為投入慈濟志業必需有所捨得，當慈濟
有需求時，就應該挺身而出。所以不少慈濟人為了全心投入志工事業，他的工作時間較具彈性，
或是從公家機關退休下來，也有全職的家庭主婦，這些行業別的台灣慈濟人，就可能做出證嚴師
父的要求。儘管她認為，事業、志業並重，但是慈濟人還是以慈濟的志業為主：「身為慈濟人，
對慈濟的號召，投入救災工作，就得將工作、事情盡量排開。上人說，要事業、家業顧好，再來
做志業。但是，如果有很重要的慈濟公事，也是可以衡量暫時擱置家庭的事。」(訪談編碼 007)；
「事業、家業並重。」(訪談編碼 002)；
「我覺得全家人幾乎都是慈濟人。在事業、志業、家業都
要並進，讓我的家庭覺得更幸福。每天做完社區的活動後，我都會跟想孩子共同分享。」(訪談
編碼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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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論述宗教領袖的「卡理斯瑪」，認為他與生俱來異於常人的天賦，能預
知未來，不受限於社會體制和權威，改變世人對問題的看法和應對的態度。
(Weber，1978：245)筆者以為，宗教領袖可以展現不同類型的魅力，部分領袖擅
長於「講經弘法」得到信徒的青睞，少數領袖以「道德修行」影響信徒的行徑，
也有領袖以「宗教靈驗」吸引信徒跟隨，更有領袖長於展演「宗教儀式」招來信
徒參與，當然也有領袖運用現代的「宗教組織管理能力」發展他的宗教事業。(張
家麟，2008：127-128)至於法師的領袖魅力和韋伯論述的領袖魅力不完全相同，
她的魅力來自「講經弘法」；尤其她以特殊的女性個人特質，透過講經弘法論述
人間佛教理念的過程中，激發了台灣地區百姓對她的認同，因而加入慈濟功德會
22

。而她這種特殊的天賦與部分宗教領袖強調的「神秘主義」(mysticism)、「奧秘

主義」23 (occultism)大不相同。
24

伍、慈濟人的人格特質 與宗教態度
一、人格特質
25
過去的研究很少涉入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的人格 特質，彼此非常好奇，台

灣百姓加入慈濟功德會的慈濟人，到底他們具備什麼樣的人格特質傾向，才願意
跟隨證嚴師父，共同創造當代慈濟現象。
一般心理學研究將人格特質分為五個面向：開放性(Openness)、勤勉正直性

22

慈濟人對證嚴師父的肢體語言充滿了景仰，一舉手一投足，在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心目中，
幾乎都達到佛的境界：「跟隨證嚴師父主要是學習她的德性、風範，上人的蓮花指，很優雅、很
飄逸，連走路的姿態都非常輕盈。」(訪談編碼 008)；慈濟人回憶和證嚴師父共同訪貧過程：
「有
一次，我們跟著證嚴師父一起到桃園看一位老伯伯，走在田園間的道路上，大家的鞋子都沾滿泥
土，但是，證嚴師父腳上的鞋，卻一點泥土都沒有。」(訪談編碼 004)經過泥濘的道路，來到了
那戶人家，慈濟人發現證嚴師父的鞋子一塵不染，嘖嘖稱奇證嚴師父的步履，說她猶如蓮花一樣
的輕盈。
23
「神秘主義」是指信仰者被神的聲音、形象所感動，信仰者在與神互動過程中，充滿了震撼
與感動的心情。
「奧秘主義」經常是指，宗教領袖在被神附體之後，展現出異於信仰者的超能力。
證嚴師父從人間佛教出發，已經不談看到神形象或聽到神話語，出現內心感動的活動；也不會像
慈濟人訴說，她被神附體的超能力的活動。因此，在證嚴師父的作為中，脫離神秘主義與奧秘主
義甚遠。
24
) ｢人格｣定義為：｢個人心理與生理體系之動態組織，以對環境作適應之調適｣(Allport，1937)，
因此其認為討論人格應該理解個體的心理體系、生理體系及兩者之間的互動，對環境認知後，做
出的個人回應。
25
在人格的研究中，又可分為憂鬱人格(王郁琮，2014.3：97-130；陳美琴，2014.1：39-60；邱善
筠等，2014.4：73-80)、幸福快樂人格(吳毓慧等，2014.3：3-14；翁菁甫，2014.3：31-34；黃國俊，
2013.10：16-25)、感恩人格(高旭繁，2013.6：165-214；薛人華，2010.8：94-103；洪冬桂，2009.7：
293-301)及利他人格(王璞，2012.12：193-225；趙芝良等，2011.7：99-111)等幾個面向的研究，幾
乎都屬於心理學、教育心理學及社會心理學的研究範疇。在本研究中，假想慈濟人具有利他人格
與快樂人格的特質，從事問卷調查。而這兩個人格特質是接近「親和」與「開放」的人格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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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親和性(Agreeableness)及情緒穩定性
(Emotional Stability)。(Costa & McCrae, 1986)慈濟人的人格特質從深度訪談中，可
以理解比較接近親和、開放這兩個面向，筆者將它操作化為「助人是快樂的事
」
、
「對社會有責任感」
、
「自己是充滿愛心的人」
、
「人應該回饋社會」及「取之社
會用之社會的感恩心」等幾個細項。
本研究發現，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在上述細項中的得分都非常高。分別為：
「助人是快樂的事」，得 4.7 分；「對社會有責任感」，得 4.6 分；「自己是充滿愛
心的人」
，得 4.4 分；
「人應該回饋社會」
，得 4.6 分，及「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感
恩心」，得 4.7 分。(圖 10.)

圖 10.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的人格特質平均數圖
從這麼高的分數可以看出，慈濟人的「利他」人格，他們樂於助人，尤其在
幫助苦難中的災民、窮人與哀傷的家屬。慈濟人在「給予」的過程，自我鍛鍊修
行，感恩這些人給他們機會付出，他們也認為這是一種福報。
不僅如此，慈濟人認為「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乃是宗教的本質與責任，所
以當他們向會員大量募款是一種修行，而非丟臉的事情。他們把募得的款項，努
力回饋社會，承擔社會的責任，這就是跟隨證嚴師父學習佛法獲得的「快樂」與
「幸福」感受。
二、宗教態度
證嚴師父雖然以人間佛教的理念創立了慈濟功德會，但是卻也把傳統華夏文
化中淵遠流長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價值體系與佛教的「因果輪迴」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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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動了台灣地區百姓，投入慈濟志工的行列。
多數的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的宗教信仰也以佛教為主27，他們對佛教積德行

善可以成佛的「因果輪迴觀」28，早就烙印在心中，當證嚴師父提出這種論述時，
就容易得到慈濟人的共鳴。
本研究將佛教的六道輪迴與《易經》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兩項概念，操
作化為幾個細項，分別為：
「為善、為惡影響後代子孫幸福」
，得 4.4 分；
「為善、
為惡影響下輩子命運」
，得 4.4 分；「相信因果輪迴」，得 4.5 分；「誠心誠意禮佛
可得庇祐」
，得 3.9 分；
「行善即積功德」
，得 4.2 分；
「助人即行善」
，得 4.5 分；
「參
與志工會有福報」
，得 3.9 分和「參與志工家人有福報」
，得 3.9 分。 (圖 11.)這些
分數都屬高程度的認同。

圖 11. 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的信仰態度平均數圖
由此可見，證嚴師父對傳統中華文化中的積德行善觀，發揮淋漓盡致，使慈
濟委員及慈誠隊員高度相信會有來生，他們今生的慈濟志業，不但庇蔭自己，也
庇護了家人。今生助人的作為，將影響了自己下輩子的命運和今後子孫的幸福。
26

華人對積德行善的看法來自《易‧文言》
，最早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不善之家，必有
餘殃」來詮釋易經中的〈坤卦‧初六〉的「履霜，堅冰至」爻辭，說明人行善、作惡，其吉凶後
果全是自己日積月累的行為鑄成。這項論述類似佛教的「因果報應」
，及儒教的「積德累仁」。
27
經由調查資料顯示，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高達 91.4%的人是佛教徒，而信仰道教與基督教，則
各占 2.47%。
「證嚴師父從來沒有限制慈濟的會員只能信仰佛教，也有跨宗教的會員。她認為，
菩薩迎來舉，世間很苦，當你遇到挫敗、痛苦或想不開，那麼她就會來回收……。慈濟有舉辦菩
薩大招生，證嚴師父要普度眾生，所以要打開菩薩門，讓需要的人都可以進來……有緣的話，那
麼就會進來。」(訪談編碼 018)
28
佛教的因果輪迴中的六道輪迴，認為人在世間，種善因，足以累積善果，則可進入天道、人
間道、修羅道；種惡因，則將嚐惡果，則墮入畜牲道、惡鬼道、地獄道。
19

或許全球大多數非營利志工組織的動員效率不如營利組織、國家組織，然而慈濟
功德會可能是個異例。它能夠快速動員救災，除了組織在地化的因素外，最主要
的原因在於證嚴師父洞悉台灣地區百姓具有相當高程度的因果輪迴，積德行善的
宗教態度與信仰價值觀，這才是慈濟功德會運作的真正內在動機。

陸、結論
本研究運用台北士林區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的焦點團體訪談及問卷調查等
兩項質化、量化並陳的資料蒐集方法，討論台灣地區百姓加入慈濟的因緣、慈濟
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慈濟人長期認同該組織的主要因素在於認同證嚴師父講經弘
法的魅力等問題。這些幾乎和過去的研究高度的吻合，然而，也有一些異於過去
研究的新發現。
例如台灣地區百姓投入慈濟志業的人脈因素，以家人、社區中的鄰居為主
軸，而媒體因素顯現出來，慈濟的平面媒體、大眾媒體、人間電視台長期播放證
嚴師父的講話、影片或傳播證嚴師父論述的文章，是吸引百姓進入慈濟的主要因
素。這和過去含糊的指出，宗教志工人脈網絡或媒體網絡因素稍顯不同。此外，
本研究也發現了慈濟委員或慈誠隊員是屬於中產階級以上的民眾，他們月收入在
4 萬元以上占最多數，職業別以商人、家庭主婦、退休人士及軍公教為主軸，他
們是屬於相對有錢有閒的階級，學歷也在專科以上，容易接收證嚴師父的人間佛
教思想中理性的論述。
一般研究都以指出慈濟功德會的建構與證嚴師父的魅力有密切關連，本研究
也將此論述當作研究假設，具體指出慈濟人認同法師魅力的具體內涵，包括她所
提出的種種宣教作為、在地組織建構與運作、生生世世都要投入慈濟志業及把募
款當作修行。換言之，證嚴師父的宗教領魅力來自信徒對她在人間佛教的認同，
她是屬於「講經弘法型」的領袖魅力。
本研究也把心理學中的人格概念引入，探討慈濟人的人格特質，初步發現，
慈濟人是屬利他性格、助人性格及對社會有責任感性格較強的一群宗教人士，而
這也是台灣重要的宗教人文資產，使台灣社會成為全球愛心島的典範。本研究更
好奇的是，慈濟人的宗教態度內涵，固然證嚴師父有因果輪迴理念，得到慈濟人
的高度認同，但是傳統華人社會長期孕育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及行善積德庇蔭自
己及家人、子孫的思想，慈濟人在此價值體系中高度認同。證嚴師父所創見的慈
濟功德會能夠快速動員救災，可能與其在地化組織及華人此項積德行善、因果輪
20

迴的宗教態度有密切關連。
至於慈濟人加入慈濟的動機、加入慈濟功德會後的主觀感受、宗教推廣、宗
教捐獻、對慈濟使命的認同、組織運作的滿意度等議題，都非常適合學界長期關
注這些慈濟發展現象，礙於篇幅，本文暫且擱置不論。

附表
附表 1.訪談對象：士林地區慈濟委員及慈誠隊員名單
時間

2009.3.13

2009.3.20

2009.3.27

2009.4.2

場次

第一場座談

第二場座談

第三場座談

第四場座談

21

訪談對象

訪談編碼

方○○

001

柯○○

002

廖○○

003

黃○○

004

郭○○

005

林○○

006

簡○○

007

游○○

008

楊○○

009

謝○○

010

宋○○

011

林○○

012

曹○○

013

賴○○

014

楊○○

015

蘇○○

016

鍾○○

017

童○○

018

羅○○

019

賴○○

020

王○○

021

林○○

022

賴○○

023

楊○○

024

簡○○

025

劉○○

026

童○○

027

2009.4.9

第五場座談

張○○

028

陳○○

029

李○○

030

凌○○

031

吳○○

032

劉○○

03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附表 2.問卷發放、回收表
問卷

份數

回收率

發放問卷

120

100%

回收問卷

90

75%

有效問卷

81

67.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2

參考書目
Chen, Sheng Jen 1990, Understanding The Buddhist Tzu-Chi Association—Acultural
Approach. L.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osta, P.T. & McCrae R.R., 1986 , Personality stabi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sychology, Clincial Psychology Review, 6, pp.407-423.
Flood, Gavin, 1999. Beyond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Religion. N.Y.:
Cassell.
Gallup Organization, 1987, The Gallup Study of Public Awareness and Involvement
with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 Princeton, NJ.: Gallup Organization.
Pearce, J., 1993, Volunteers: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Unpaid Workers . New
York, NY: Routledge.
Sills, D. L., 1957, The Volunteers: Means and Ends in a National Organization .
Glenccoe, IL: Free Press.
Weber, M, 1964,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eacon Press.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uenther R and Claus W, (ed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丁仁傑，1997，《現代社會中佛教組織的制度化及其有關問題之探討：以臺灣佛
教慈濟功德會的發展為例》，佛光山第一屆宗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論文集。
丁仁傑，1999，
《社會脈絡中的助人行為：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
，台北：
聯經。
王 璞，2012.12，〈佛教友誼觀之人類學闡釋〉，《圓光佛學學報》，第 20 期，頁
193-225。
王郁琮，2014.3，
〈臺灣青少年異質性憂鬱發展軌跡之性別差異及與違常行為之關
係〉，《中華心理衛生學刊》，第 27 卷 1 期，頁 97-130。
王順民，1991，《宗教福利思想與福利服務之探究：以慈濟功德會與台灣基督長
老教會為例》，台中：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論文。
安德瑞，2009.3，〈宗教慈善與災害重建：以九二一賑災爲例〉，《民俗曲藝》
，第
163 期，頁 193-220。
江燦騰，1989，《人間淨土的追尋》，台北：稻鄉。
何日生，2012.10，
〈無量義經與上人—試論慈濟宗門之開展與修行〉
，
《法印學報》
，
23

第 2 期，頁 87-127。
何日生，2013，《2012 年慈濟年鑑》，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金會。
吳毓慧等，2014.3，
〈身心活化機能活動對慢性精神分裂症住民之認知功能、淡漠
與憂鬱情緒的效果〉，《護理暨健康照護研究》，第 10 卷 1 期，頁 3-14。
周柔含，2010.12，
〈從無量義經談慈濟人文實踐〉
，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
，
第 10 期，頁 151-179。
林宜璇，1996，
《人間佛教與生活實踐—慈濟現象的社會學解析》
，國立清華大學
社會人類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邱定彬，2000，
《慈濟社區志工的發展及其意涵以嘉義慈濟組織為例》
，國立中正
大學社會福利研究所碩士論文。
邱善筠等，2014.4，〈中風病人憂鬱情緒及其相關因素探討—以南臺灣某醫院為
例〉，《中華職業醫學雜誌》
，第 21 期 2 卷，頁 73-80。
金子昭，2010.12，〈在人間世界中所推展的慈悲濟世行動—全球化時代中所開展
的菩薩網〉，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第 10 期，頁 1-19；21-43。
洪冬桂，2009.7，〈感恩與回饋〉，《普門學報》，第 52 期，頁 293-301。
翁菁甫，2014.3，
〈老人憂鬱與慢性阻塞性肺病〉
，
《台北市醫師公會會刊》
，第 58
卷 3 期，頁 31-34。
高旭繁，2013.6，
〈通往華人幸福之路：性格特質與文化價值的雙重作用〉
，
《本土
心理學研究》，第 39 期，頁 165-214。
法師著，高信疆譯，1989，〈法師靜思語〉編輯緣起〉，台北：九歌出版。
康樂、簡惠美，1995，
《信仰與社會：北臺灣的佛教團體》
，台北縣：台北縣立文
化中心。
張四明等，2012.1，
〈佛教慈濟基金會參與災變服務之研究〉
，
《研習論壇》
，第 133
期，頁 32-41。
張家麟，2008，〈宗教儀式與宗教領袖詮釋—以大甲鎮瀾宮的進香儀式變遷為
焦〉，《台灣宗教儀式與社會變遷》，台北：蘭臺出版。
張家麟，2011，〈善書的宗教信仰體系與社會穩定〉，《台灣宗教融合與在地化—
以民間宗教儀式為焦點》，台北：蘭臺出版。
張維安，1995，
〈佛教慈濟與資源回收〉
，
《生活世界觀點的社會學分析》
，發表於
「臺灣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24

張維安，1996，
〈佛教慈濟功德會與資源回收：日常實踐觀點的社會學分析〉
，收
於《台灣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許庭彰，2002，
《慈濟志工環境價值觀與環境行為之研究》
，國立花蓮師範學院生
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陳世慧，2005，《現代宗教的認同形式─以慈濟基金會為例》，東吳大學社會學
系碩士論文。
陳美琴，2014.1，
〈靈性讓人自由嗎？—探索大學生靈性及憂鬱之關係〉
，
《哲學與
文化》，第 41 卷 1 期，頁 39-60。
陳慧劍，1988，
《法師的慈濟世界—花蓮慈濟功德會的緣起與成長》
，台北：慈濟
文化中心。
陳蕙民，1994，〈資源回收與心靈環保〉
，手稿，頁 1-11。
游祥洲，1996，
〈人間佛教與慈濟志業〉
，
《慈濟月刊》
，第 354 期，慈濟傳播人文
志業基金會。
黃昱凱等，2012.12，〈以計畫行為理論探討民眾對慈善團體回收圖書報紙類資源
回收之行為意向〉，《文化事業與管理研究》
，第 10 期，頁 9-26。
黃國俊，2013.10，
〈從快樂論述到幸福指數〉
，
《主計月刊》
，第 694 期，頁 16-25。
慈濟功德會，1995，《慈濟年鑑》，慈濟出版社。
趙芝良等，2011.7，
〈志工工作參與動機、組織承諾與認真性休閒特質關係之研究
--以雲林縣義消隊為例〉，《工作與休閒學刊》，第 2 卷 2 期，頁 99-111。
潘 煊，2004，《法師琉璃同心圓》，台北：天下文化出版。
蔡侑霖，2010.9，
〈新自由主義的特洛伊木馬：慈濟大愛園區的個案分析〉
，
《社區
發展季刊》，131 期，頁 278-293。
盧蕙馨，1992，
〈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的道德意義〉
，山西大學「中國佛教思想與
文化」學術研討會。
盧蕙馨，1994a，
〈佛教慈濟功德會的兩性與空間之關係〉
，中研院民族所「空間、
家與社會」研討會論文。
盧蕙馨，1994b，〈佛教慈濟功德會「非寺廟中心」的現代佛教特性〉，寺廟與民
間文化研討會。
盧蕙馨，2004，
〈宗教研究的「神入」〉
，
《臺灣宗教研究》
，第 3 卷 1 期，頁 1-48。
盧蕙馨，2004b，
〈宗教敘事的培力—慈濟「善書」的形成分析〉
，
《新世紀宗教研
25

究》，第 2 卷 4 期。
盧蕙馨，2008，
〈慈悲之為跨性別倫理的宗教實踐〉
，收於《宗教文化與性別倫理》」
國際學術會議論文集，頁 595-630，台北：法界出版社。
盧蕙馨，2009，
〈宗教行動合作的現代契機─以慈濟在印尼的賑災為例〉
，發表於
「宗教多元主義與和平：伊斯蘭與其他宗教對話」研討會，12 月 5-6 日，政
治大學伊斯蘭文明與思想研究中心主辦。
盧蕙馨，2009，
〈流動的現代善書─解讀「靜思語」文化現象〉
，發表於「靜思語
二十年「生命教育家」研討會，9 月 28 日，台北，國家圖書館主辦。
盧蕙馨，2009a，〈宗教合作的倫理關懷與實踐〉(Ethical Concern and Practices in
Religious Cooperation)，發表於雅加達印尼大學，「紅溪河整治效應的整合研
究」（Toward Humanistic Approach Relocation）國際研討會，2 月 10-11 日。
盧蕙馨，2009b，〈慈濟的跨宗教合作經驗─「百川歸海」的譬喻和詮釋〉，發表
慈濟大學 6 月 13-14 日於「慈濟人間與宗教療癒」研討會。
盧蕙馨，2010，〈「靜思語」的文化解讀〉，收於《靜思語論文輯選》，50-72 頁，
花蓮：慈濟大學。
盧蕙馨，2010，
〈宗教行動合作的現代契機─以慈濟在印尼賑災的經驗為例〉
，收
於「宗教文化多元主義：包容、對話與和平」一書，頁 154-180，台北：希
泉出版社，11 月出版。
盧蕙馨，2010，〈慈濟的跨宗教合作經驗─「百川歸海」的譬喻和詮釋〉，《人文
社會科學學刊》，第 10 期，花蓮：慈濟大學。
盧蕙馨，2011，
〈言語道斷？─佛教女性研究的反思〉
，發表於「性別與人類學知
識研討會」，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盧蕙馨，2011，
〈慈濟環保運動的「新時代」意涵〉
，發表於「建國一百年宗教回
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北：台灣宗教學會主辦。
盧蕙馨，2011，
〈遺體的聖化，死亡的超越：慈濟大體捐贈的宗教文化現象〉
，
《生
死學研究》，第 11 期。
盧蕙馨，1999，
〈慈濟志工行善的人情脈絡〉
，初稿發表於「歷史上的慈善活動與
社會動力」學術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之歷史系與新亞書院合辦。
盧蕙馨，2012，〈宗教的會遇〉，收於「曙光初現」，許木柱、盧蕙馨、何縕琪主
編，頁 97-132，花蓮：慈濟大學。
盧蕙馨，2012，
〈慈濟老年志工生命轉化經驗探析〉
，發表於「宗教實踐與生命關
懷學術研討會」，花蓮：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主辦。
盧蕙馨，2012，〈「情以行道」的慈濟教化〉
，發表於「第二屆慈濟論壇─佛教與
26

慈善」，北京：慈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北京大學聯合主辦。
蕭志明，2010，《宗教的實踐與認同─慈濟功德會新竹分會的女性參與》，交通
大學碩士論文。
蕭武桐，1996，〈人間佛教與慈濟志業〉，《慈濟月刊》，第 354 期。
薛人華，2010.8，
〈知福、惜福、幸福--談感恩與教學〉
，
《教師之友》
，頁 94-103。
瞿海源，2002，《宗教與社會》
，台北：台大出版。
證 嚴，2011，《無量義經偈頌》，台北：慈濟文化。
釋昭慧，2012.10，
〈「行入」慈濟大藏經—以慈濟落實「社區倫理」的環保志業為
例〉，《法印學報》，第 2 期，頁 71-86。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