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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保和島所見所聞

今天是馬尼拉志工在保和島的最後一

天。連日來馬不停蹄的奔走，沒人喊累，衹

希望能多爲災民做點事，讓他們感到有人在

關心他們。 

瑪莉亞是一位兩個孩子的媽媽，從前

在馬尼拉工作，主人是慈濟人。她看到志工

們前來，馬上認出是慈濟。她很高興和感恩

志工前來關懷。她和兩個孩子住在一間三四

平方米的木造鐵皮屋，一邊是睡覺的地方，

一邊是廚房。颱風吹走了她家的屋頂和部份

牆壁，全家人衹好搬到廚房去住。但是，她

非常感恩他們的三輪車還在，也感恩全家平

安。志工問她，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她説

最需要屋頂和木材。再問如果有材料了，她

怎麽修呢？這時，她悲從中來流出大颗大颗

的眼淚… 

瑪莉亞的鄰居是一位八十多歲的阿公。

他兩平方米的家衹剩下三分之一的屋頂。無

依無靠的阿公身無分文，現在連睡覺的地方

都沒了… 。 

保和島多數人務農，近年來觀光業發

達，帶來許多商機和工作機會。Loboc 的居

民有一半人口是土風舞舞者。河岸兩旁幾乎

都是靠觀光業維生的居民。大水將觀光船、

水上餐廳全都沖翻了，有些沒翻覆的也都損

壞了。居民們頓時失了工作，家也沖垮了，

怎麽辦呢？ 

有一位單親媽，去年一個月內相繼失

去父親和一個孩子，又遇到了風災。志工去

訪視時，她帶我們去看她的家。東倒面歪的

房子已變形，颱風吹倒的樹橫在屋前，周圍

都是沉積物。回憶起颱風夜，她驚魂未定，

掩面哭了起來。沒有了家，政府衹補助了

一千一百元和一個月的大米。志工問她現在

住哪裏？她説住在姊姊家。又問， 姊姊家沒

受損失嗎？她回答，姊姊家還有一半屋頂，

如果沒下雨還是可以住的… 

在我們走訪保和島的四天，這樣的例

子到處都是，屋子全毀，沒有生計，居民們

生性純樸，面對災難不知道該怎麼應變，衹

會逆來順受…，他們不敢想以後的生活怎麽

過？ 志工們深入各災區，看到災民的慘狀，

心中也是在滴血。他們的明天在哪裡？這麽

大的災情必需集眾人的愛心，慷慨解囊幫助

災民… 

寫到這裡，剛好看到一段證嚴法師的開

示，雖然針對的是疫情，但是疫情和災難都

是人類的共業，氣候變遷使得佛教所説的大

三災：水、風、火；小三災：瘟疫、飢饉'、

刀兵劫(戰爭)齊現，一次比一次嚴重。希望讀

者能耐心看完：

「過去的共惡業需要現在的共善念。在

線上安撫人心，在線上警悟人心 。在空前的

大時代，人人都要大覺悟！全球疫情嚴峻，

需要人人關懷天下，用愛來開路、用情來鋪

路，用長情大愛來做好嚴格的防疫。 面對這

波非人可擋的疫情，大時代需明大是非、大

無明需要大智慧，驚世的災難、要有警世的

覺悟。我們應該要知道，是人類的無明惹來

這波疫情。 

病從口入，病毒感染是從人類吃動物

開始，人和動物形成食物鏈，食物鏈造成病

毒鏈，散播成疫病大流行。被殺的動物成為

反撲的幽靈，這就是眾生共業。過去的共惡

業，需要現在的共善念。所以要大力宣導茹

素，呼籲人人發揮完整的愛，愛人物、愛動

物、愛一切物命。 這時候要停聽看，停止密

集集眾，聽天下的災疫，看現在的慘狀。現

在很多國家都封鎖國門，封鎖集眾場所。可

見這波實在是非同小可。現在是非覺悟不可

的時代，我們要雙手投降求懺悔，也要雙手

合十道感恩；懺悔曾經難免貪瞋癡，感恩現

在平安能醒悟，消除無明。 

佛菩薩來人間的一大事因緣，就是要

教菩薩法。現在世間有難，菩薩就要投入人

群去救拔眾生苦。關心苦難、真誠付出就是

一股正氣；正氣能帶來祥和，使社會地方平

安。我們要發揮愛心，就地造福、庇蔭當

地。 現在此時正是需要佛法的時刻。開啟

大愛的心門，讓自己的心與菩薩道相通，就

能快速地淡化這波疫情。期待人人在手機

裡、在電腦裡，節錄師父說的話，傳給你的

親人、你的朋友、你的會員，在線上安撫人

心，在線上警悟人心，讓更多的人知道――

茹素，是消弭災疫唯一的良方妙藥！」

恭錄自 證嚴法師辛丑夏秋大疫大教育：

志工們深入災區，爲的是帶給災民一絲溫

暖，了解災民的需要，文宣組所拍攝的畫面

都是真實的，報導災民實况從人性的真善美

爲出發點。希望讀者們閲讀後能發揮您的大

愛，惟有社會安定，人心安寧，才有個人家

庭的安和樂利。

文經總會青年服務團訂期舉辦
新春獻愛迎旺寅線上音樂晚會

參加演出十二位歌手簡介﹝一﹞
菲華文經總會訊：本會為迎接農曆壬寅

虎年，特聯合菲華青年服務團總團部於二月

一日﹝星期二﹞下午八時在ZOOM雲端視頻

主持「新春獻愛迎旺寅」春節線上音樂欣賞

晚會，邀請僑社十二位名歌手參加演出，增

添新年熱鬧氣氛。

茲將參加演出歌手簡介如下：

一、林旭瑩﹝Yolly Monzon Chan﹞：

大、中學分別畢業於嘉南中學和拉薩大學電

腦研究系。她在菲律濱和其他亞洲國家學習

烹飪藝術並參加烹飪和糕點研討會。熱愛唱

歌的她，於一九八九至九九三年是菲律濱中

華基督教會UECP “The Symphony” 歌唱團

的成員。

一九九四年加入菲華培青學會屬下培青

合唱團，並參與該合唱團一九九七年和二零

一二年大型演唱會等演出。她也參加嘉南校

友合唱團為慶祝嘉南中學創校七十及七十五

週年「頌揚主恩，明光照耀」音樂會演出。

她同時也嘉南中學校友嘉鍾隊Hope Alumni 

Handbell Choir的團員。接著，於二零零零年

起成為菲律濱中華基督教會成人合唱團的活

躍成員。

林旭瑩也曾經參加菲律濱中華基督教

八十週年紀念音樂會：費利克斯•門德爾松 

Felix Mendelssohn的「讚美之歌Lobgesang」、

八十五週年紀念音樂會：沃爾夫岡•阿馬

德烏斯•莫扎特 (Wolfang Amadeus Mozart) 

的「讚美上主Laudate Dominum」 和 九十 

週年音樂會：費利克斯•門德爾松 (Fel ix 

Mendelssohn)關於聖保羅的「Rise Up Arise」

清唱劇。她目前兼職做蛋糕設計師。

二 、 吳 黎 黎 ﹝ R a e n e l l e  E a n  N g o -

Tanganco﹞：是一位資深歌手

，以演繹中國古典歌劇歌曲而聞名於華

人社區。在她年僅十六歲的時候，曾代表菲

律濱與來自世界各地四十名年齡十四至廿二

歲的選手參加二零一二年中國北京《水立方

杯》海外華裔青少年中文歌

曲大賽榮獲銅牌。她從小學

至中學經常代表學校參加無

數當地的歌唱比賽，包括菲

華文總總會屬下海天社所舉

辦的國語歌唱比賽，也屢屢

獲得第一名。

吳黎黎中學畢業於菲律

濱中正學院，大學以最大優

越magna cum laude成績畢業

馬尼拉亞典耀大學，榮獲管

理系學士學位。

她也是僑社與公司舉辦

的慶典活動，以及華裔婚禮

的專業歌手。在業餘時間，

她喜歡與老公Lyonel一起錄

製《拼車翻唱流行歌曲》影

片。

三 、 莊 永 堅 ﹝ J i m m y 

Chung﹞：是一位多才多藝

的表演者、歌手、畫家和教

師。他自幼就參加過無數比

賽，並獲得各種獎項。他擁

有廣泛的音樂領域 ─ 從古典音樂、音樂劇到

流行音樂。他在菲律濱聖道頓瑪斯大學音樂

學院副院長 Eugene Delos Santos 教授的指導下

學習了聲樂。

目前，他的指導老師是該音樂學院校友

花腔女高音王彥文老師。

作為一位獨唱歌手，他多年來不斷贏得

多項榮譽，包括在二零一七年榮獲《水立方

杯》海外華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賽菲律濱賽

區成年組冠軍，並代表菲律濱參加在中國北

京舉行的總決賽。同年，他也獲得了由菲律

濱各宗親會聯合會舉辦的國語歌唱比賽的冠

軍。他於二零一九年參加在中國福建泉州歌

唱比賽中獲得亞軍。

莊永堅也曾經參加了慶祝菲律濱德國

月的“Paco Park Presents”以及“Harana Para 

Kay Rizal：Awit ng Puso, Himig ng Pag-ibig”音

樂晚會演出。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廿二日仍

在百閣公園Paco Park舉辦其首場個人音樂會

“Jimmy Erinje Chung, A Broad Way”。

四、施彬怡﹝Hannah Janelle Sy﹞：於二

零一七年開始進入獨唱領域，此後參加不少

歌唱比賽並獲得各種獎項。其中包括在二零

一九年《唱歌拼輸贏》閩南歌PK賽國內海選

入圍前三名，並代表國家赴中國福建泉州參

加總決賽。最近，她參加由菲華文經總會舉

辦的「雙十節線上華語歌唱比賽」榮獲成年

組第一名。

她目前正在馬尼拉亞典耀大學主修管理

學專業和副修市場營銷與中國研究專業，並

即將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除此之外，熱愛

舞台的她自二零一七年也開始擔任壽宴、婚

禮、公司慶典活動等的節目主持人兼歌手。

隨著當前的大流行，彬怡還開設了一家

線上雜貨店 Ideal Choice.PH，該店提供各種食

品﹝點心、牛排、葡萄酒、醃肉等﹞。

施彬怡也經常在線上直播和各種小型活

動表演，希望以節目主持人和歌手的身份在

娛樂行業不斷成長，並期待在該行業塑造自

己的職業生涯。

屆時歡迎大家，

此 次 春 節 慶 典 活 動 將 通 過 Z O O M 在

線舉行，視頻ID號碼 : 8508501919; 密碼 : 

cny2022，屆時歡迎大家上網觀賞，共度新春

佳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