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面媒體 

 

慈濟期刊部——志為人文，守護道德 

定期出版《慈濟月刊》、《慈濟日文月刊》、《慈濟英文雙月刊》以及不定期「專

書」出版。 

 

■《慈濟月刊》： 

每月一日出版實體紙本約五萬餘本，發行全球二十七國，免費贈閱。2019 年發行

第 626～637 期，共十二期，總計 682,120 冊。 

 

發刊五十二年，《慈濟月刊》堅持且致力的，就是提升人的生命價值觀。因為，

影響社會發展最關鍵的，是人心——人心向善，社會向上提升；人心向惡，社會

向下沈淪。我們記錄的是善良歷史，是臺灣五十年來無數平凡善良小人物，用最

單純的心，貢獻一己所能、奉獻社會的善心善行。而「為淨化心靈作活水、為祥

和社會作砥柱、為聞聲救苦作耳目」，是我們持續不變的目標。 

 

《慈濟月刊》紙本發行目前遍及全球二十七個國家，這些支出沒有廣告贊助，只

為提供人人正面生命價值觀、激盪出善的行動力，為社會營造溫柔的心靈工程，

創造向上、向善的動力。 

 

基於落實環保理念，減緩地球暖化，自 2007 年 4 月 1 日起同時發行電子書，以逐

步減低紙本發行量。目前數位閱讀《慈濟月刊》方式有：PDF 檔、透過「靜思電

子閱讀器」下載 Epub 檔等電子書。 

        

        

 

 

 

 

 

 



■《慈濟日文月刊》： 

1996 年 5 月創刊，主要精選中文《慈濟月刊》文章翻譯成日文。另外，也製作日

文版基金會簡介、配合靜思文化的出版品，翻譯為日文書籍。而協助日文翻譯者

多為七十五歲以上的銀髮族志工，每週於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舉行共修。 

     

     

   

 

■《慈濟英文雙月刊》： 

創刊於 1994 年春，以慈濟理念、活動與感人故事為報導重點，只要是真善美的人

事物，都是報導的題材。 

       
 

 

 

2019 年慈濟期刊部出版統計 

刊物 期／冊 全年發行總本數 

《慈濟月刊》 12 期 682,120 

《慈濟日文月刊》 12 期 9,570 

《慈濟英文雙月刊》 6 期 45,150 

2018 年中文《慈濟月刊》合訂本 12 期 170 套 



出版部 

【平面出版】 

 

一、醫普童書──「蟲蟲快閃」系列 

以蟲蟲的視角出發──同時也是愛的視角， 

將科普知識、衛生教育轉化成生動有趣的故事繪本。 

2019 出版 3 本： 

《恙蟲特攻隊》、《鋏蠓大爺的告白》、《頭蝨王國》 

   

 

 

二、慈濟道侶檀施會「檀施文庫」 

2019 出版 6 本： 

《逆齡攻略──快速解開「不老」機密智》 

2019年 1月出版 

四大逆齡攻略 三大抗老處方 數不盡的活力好所在 

「壽量寶藏」新思維 顛覆你的銀髮想像 

證嚴法師開示《法華經．如來壽量品》談及「佛壽無量」，應

機開啟「壽量寶藏」新思維，鼓勵年長志工莫被歲數束縛，要

以年輕五十歲的精神毅力，創造無窮的法身慧命。 

 

 

《智者大師──東土釋迦》（檀施文庫版） 

2019年 3月出版 

智者大師開創「教觀雙美」之天台宗，彰顯《法華經》之「一

乘」圓妙義理，此為大師之「大智」！其畢生「皆為佛法、為

國土、為眾生」，乃是大師之「大悲」！ 

智者大師智悲雙運之修行與風範，實可令後世佛弟子們借鏡、

效法。無怪乎近代高僧印光大師讚道：「支那弘道無二人」！ 

 

 

 

 



《節氣聞思修》 

2019年 5月出版 

從一年初始的「立春」，到嚴風凜冽的「大寒」，24個節氣，

猶如行菩薩道的 24個境界。 

以心為田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以法為資糧，施法水、

修雜草、除習氣、結善緣……種下一顆顆好願的種子，用心感

受四季輪轉、殷勤精進的心地風光。 

 

 

《六祖惠能──禪源曹溪》（檀施文庫版） 

2019年 7月出版 

「本來無一物」，直指吾人自性無染；「不思善、不思惡」點撥

眾生本來面目。 

一介樵夫繼承法衣，白刃臨頸亦如春風。六祖惠能曹溪說法，

觀機逗教、以心傳心，終得「一花開五葉」，展開中國禪宗璀

璨史頁！ 

 

 

《莫忘那些年那些事》 

2019年 9月出版 

佛經所示「地、水、火、風」四大災難，一幕幕在人間真實上

演。過去，傷痛及災後奮起的印象，是否還存在容易遺忘的「人

腦記憶庫」中？證嚴法師苦口婆心喚醒大眾，「莫忘那一年，

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念！」因為災難離我們不遠，只要欲望

縱馳，它還會發生！ 

「莫忘」是為了將忍痛的教訓記住，將美善的力量發揚，將人  

        與人之間的「真情故事」說予新生一代，將愛傳下去！。 

 

《回家》 

每年有千千萬萬慈濟人，如候鳥般克服重重困難，只為返

心靈故鄉；去來之間自有一條隱形的線，稱之為愛，領著

他們一次又一次「回家」。 

 

 

 

 

 

 

 

 

 



三、「水月系列」叢書 

2019 出版 2 本： 

《我的人生我來柔──郁方的幸福進行曲》 

缺而又圓的親情是麵粉，不向命運低頭是催發， 

考驗挫折為力道，人生學習為度量， 

調入青澀漸純熟的歲月，揉捻出香甜不傷胃的好味道。 

 

 

 

 

 

《心清如水──阮清水戀戀果凍花》 

來自越南的阮清水，二十歲嫁來臺灣，一心想賺錢回娘家，生

活中，婆媳、夫妻、親子問題不斷糾結，讓她有「不如歸去」

的感慨，直到一個偶然的因緣，她開始學習做環保，認養獨居

老人便當…… 

如今更自許為果凍花教學志工，不僅傳授製作方法，也分享解

決人生煩惱的體悟。 

 

 

四、「傳家系列」叢書 

2019 出版 4 本： 

《清吟人生的歌──李彩琴作品集》 

一篇篇憂歡的生命故事，經歲月的揉撚， 

粗礪的命運已現圓潤光華， 

將他們拾綴成一串念珠掛在心上， 

伴我以清韻歌聲，朗朗行進人間路。 

──李彩琴 

 

 

《My Road to Happiness: Memoir of a Former US Tzu Chi 

CEO》（原書中文版《捨得歡喜──葛濟捨和孫慈喜的喜捨人

生》） 

葛濟捨一生扮演過四種角色身分，醫師、實業家、理財規畫師、

慈濟志工，「四樣不同的工作，就像經歷四段不同的生命。雖

然經歷不同的領域與挑戰，但每一樣挑戰都是興致勃勃去面

對，每一階段都是寶貴的生命體驗。」 

 

 

 

 



《心寬世紀──時代女性黃蔡寬的故事》 

一九一九年出生的她， 

走過日治，歷經二戰，在命運波折中昂首前行， 

百年歲月，淬煉出這位時代女性精彩的一生。 

「人生不就像種菜一樣嘛！當初退的每一步， 

都是為了這一刻能夠大步往前，享受另一種生命的豐收。」──

黃蔡寬 

 

 

《一念花開──郭寶瑛作品集》 

往事一幕幕在眼前閃過， 

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有它存在的意義； 

一切都是那麼自然， 

來自不同軌跡的生命在此交會， 

撞擊出火花，互道祝福後回歸原點。 

我心裏充滿感恩…… 

 

 

五、「地球村系列」叢書 

2019 出版 1 本： 

《種在星月下的種子──土耳其慈濟援助敘利亞難民紀實》 

敘利亞內戰至今已第九年，逾五百六十萬人逃離家園，其中兒

童占了半數。基於人道與區域穩定考量，土耳其陸續接納超過

三百六十萬敘利亞難民；面對戰爭帶來種種問題，誰忍袖手旁

觀？ 

 

 

 

 

六、「口述歷史系列」叢書 

2019 出版 1 本： 

《曙光──臺東慈濟志工口述歷史》 

本書藉由十二位臺東慈濟志工做訪視的歷程與經驗，勾繪出半

世紀來慈濟志業與社會脈動的交會，如曙光敞亮暗角，也為貧

窮家庭帶來希望的曙光。 

 

 

 

 

 

 

 



七、「高僧傳」系列叢書（出版部編輯、經典雜誌出版） 

本叢書含括了中、日、韓等國乃至南傳等佛教史上的知名高僧，內容包括高僧的

生平、傳承及主要思想或重要經典簡介。讀者不僅可以讀到歷代高僧的智慧與悲

心，亦可一覽相關的佛教史地、典籍與思想。 

2019 年出版 6 本精裝版： 

《智者大師──東土釋迦》《憨山德清──佛祖之標榜》 

《六祖惠能──禪源曹溪》《蕅益智旭──地藏之孤臣》 

《元曉大師──海東菩薩》《空海大師──即身成佛》 

   

   

 

 

2019 出版部出版統計 

出版品 期/冊/輯 全年發行總本數 

叢書(新出版+再刷) 14 冊 33,900 

慈濟道侶檀施會 

「檀施文庫」 

(新出版+再刷) 

10 冊 323,000 

「高僧傳」叢書 

(新出版+再刷) 
7 冊 17,000 

 

 

 

 

 

 



外文編譯部 

 

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媒介，藉由製作有英文字幕的節目與影片在電視與新媒體平

台播出、錄製英文發音影片、以及發行英文出版品，期能讓不同種族文化的人感

受大愛無疆界的精神。 

 

 

1. 影音媒體 

 

上人開示與大愛台各類型節目、戲劇、新媒體平台影片等等的英文字幕翻譯；人

文志業中心與大愛電視簡介、節目、以及花蓮本會與其他志業體專案英文發音影

片的製作；外語紀錄片(地球證詞)的字幕英翻中等等。期待透過翻譯，讓文字、聲

音、影像跨越種族、宗教、文化、語言的隔閡，讓更多人認識慈濟，並將美善訊

息與世界各地的人分享。 

 

   

 

   

 

   



 

   

 

   

 

   

 

   

 



   

 

   

 

   

 

   

 



   

 

   

 

 

 

 

2. 人文志業中心英文網站與英文 YouTube 頻道 

 

人文志業中心英文網站與英文 YouTube 頻道於 2019 年 4 月正式上線，匯集人文志

業中心產製的英文影音和平面的所有內容。英文網站和英文 YouTube 頻道上的內

容，除了不定期更新最新完成的影片和文章，全英文的介面，也方便外籍人士快

速瀏覽有興趣的影片和文章，了解慈濟最新脈動。 

 

人文志業中心英文網站 http://tzuchiculture.org/ 

http://tzuchiculture.org/


 



人文志業中心英文 YouTube 頻道 https://tinyurl.com/y4mhhm9e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q=https%3A%2F%2Ftinyurl.com%2Fy4mhhm9e&v=j6B0qhA13R0&event=video_description&redir_token=K-mTypRVoOGARn6F8tfYJRM6fAd8MTU4NjQxNzA4MEAxNTg2MzMwNjgw


經典雜誌 

 

   《經典》雜誌於 1998 年創刊，是一本堅持理想，又不媚流俗的雜誌；它是把知

性、感性、理性與靈性放在一起熔鑄，再建構而成的一本雜誌，裡頭要表達的訊

息是大愛與感恩、關懷與尊重、真誠與美善。 

   《經典》也不只在辦一本雜誌，把它當做一項跨世紀的文化工程辦，這是我們

辦這本雜誌的初發心與理想點。 

   《經典》雜誌不僅要回顧天地萬物過去精彩的表現，也要記錄它們現在無悔的

付出，讓大家能從中學習對生命的尊重；對天地的感恩與對萬物的關愛。萬物並

生方是美，天地和諧才是善，《經典》裡頭的每一個字都有生命的躍動；每一張照

片都有心血的灌溉；每一頁篇章都有大愛的力量。  

 

經典雜誌 2019 年發行 12 期雜誌 

246 期 (2019.01) 247 期 (2019.02) 248 期 (2019.03) 249 期 (2019.04) 

    

中國佛窟巡禮 台灣路之初 野豬 傣族—雲南西雙版納 

250 期 (2019.05) 251 期 (2019.06) 252 期 (2019.07) 253 期 (2019.08) 

    

山椒魚 莫三比克-風災過後的遙遠重生路 馬來西亞--土生華人 伐木之外 

254 期 (2019.09) 255 期 (2019.10) 256 期 (2019.11) 257 期 (2019.12) 

    

東沙環礁 防堵、排水-韌性城市 大海 島嶼 叢林 零廢棄的實踐 



2019 年經典專書出版內容： 

 

● 篳路台灣：島嶼歷史行道（探索系列） 

出版日期：2019. 01／初版一刷 

作者：經典雜誌編著 

 

路，是人們移動時踩踏、站立之處，不僅具備政治、經濟、軍事等功能，從路的

性質與設計，更能一窺造路者的意圖，以及當下的時代背景與技術條件。古時，

尚未開發的台灣曾被視為瘴癘之地，但在先人們前仆後繼、篳路藍縷地的開闢下，

終於為台灣走出一條條的道路，不只暢通全島，也刻劃了島嶼的歷史足跡。從區

域型的淡蘭古道、金包里大路，到縱貫全台的官道、理蕃道與鐵道，一條條交織

於島嶼地表的路與徑，有些久不聞人跡，有些則以不同的形貌，繼續鮮明地同時

存在，台灣人的記憶與生活裡。 

過去幾年，《經典》出版了有關台灣自然山川與人文道路的專書：二○○八年的《台

灣脈動：省道的逐夢與築路》，依循著十一條省道，探討區域發展與人文脈絡；二

○○九年《川流台灣：福爾摩沙水經注》，順著十三條河流，傾聽發生在河與人之

間的美麗與哀愁；二○一一年《台灣山國誌：70%國土再認識》，述說了台灣山林

的大小事。 

二○一七年，《經典》嘗試以「道」再出發，深入了解發生在這些道路上的故事：

隱身在山林間的原住民獵道、漢人拓墾台灣的海道與河道、沈葆楨為開山撫番而

開闢的官道、日本人為了開採檜木、運送甘蔗而分別建立起的森鐵、糖鐵……。

以老照片、現場攝影與田野踏查為經、學者和文史工作者的觀點為緯，共同勾勒

出舊道路的前世今生。而今系列報導輯成《篳路台灣：島嶼歷史行道》一書，嘗

試從台灣過去種種道途的履跡，尋索台灣未來的成功之道。 

行銷對象：關注台灣史地、風土等相關議題的成年讀者。 

 

 

 

 

 

 

 

 

 



● 幸福路上（人文系列） 

出版日期：2019. 03／初版一刷 

作者：黃丁寧 

 

人生歲月何其短暫，世間事詭變多端，這些無不是因人心受萬花世界塵垢所覆蓋，

迷失清純本性。作者將古今以來，在人間、時間、空間之間，隨處可見可聞的茶

餘飯後平凡事，重新來一番領會，幸福路上，有幸與讀者分享。 

作者黃丁霖 Philip Huang，曾任南非司麥樂公司負責人、南非慈濟基金會負責人、英

國福聚公司負責人、英國慈濟基金會負責人。現任英國 TZU(London) Ltd.公司負責

人、香港 Juang Yuh Media Ltd. 傳媒公司負責人、上海慈濟基金會志工。 

 

●為我們的城市打拚：慈濟援助厄瓜多以工代賑紀實（關懷系列） 

出版日期：2019. 06／初版一刷 

作者：慈濟基金會文史處 

 

2016 年 4 月，厄瓜多發生芮氏規模 7.8 的強震，造成超過六百人往生，逾七千棟

房屋倒塌，二十多萬名鄉親受災，急待國際提供人道援助。慈濟在獲知訊息後，

迅即組成勘災團前往勘災與發放。面對殘垣破瓦，慈濟推動以工代賑──讓坐困

愁城的災民，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家園。平均每場都有上千人的以工代賑活動，

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讓受災鄉親與家園得以重新站起。地震後，慈濟在

厄瓜多的陪伴未曾間斷，隔年 4 月，厄瓜多又遭水患，慈濟再次投入救濟，更帶

動當地居民一起投入救災。雖然信仰或有不同，但內心的大愛與慈悲是相同的。

本書為慈濟基金會文史處針對厄瓜多地震、水患後賑災、以工代賑等相關報導總

整理，採中/西文對照。 

 



● 昏迷六十天，從遺忘到重生的奇蹟（醫療人文系列） 

出版日期：2019.06／初版一刷 

作者: 經典雜誌編著 

  

無情的車禍導致青年劉文成顱內出血昏迷不醒，大林慈濟醫院陳金城醫師以妙手

醫術，喚醒了沉睡的他，也為整個家庭帶來重新開始的希望！ 

 

●  古地新機：東非伊代風災後（關懷系列） 

出版日期：2019.06／初版一刷 

作者：黃世澤 等 

 

  

一場世紀大水患，喚醒了五十五個國家慈濟志工的愛心滙聚，為受災民眾發放米

糧、種子、工具包，送給孩子書包、文具……如今，中長期援助包括蓋大愛屋、

援建學校的規畫已經啟動，但願這股慈悲與愛的力量，能夠照亮這片歷經磨難與

傷痛的土地！ 

 

 

 

 

 

 

 

 

 

 



● 上窮碧落下凡塵[增修版]（人文系列） 

出版日期：2019.07 初版一刷  

作者：王本榮 

 

本書是虔慈濟大學校長王本榮對自然以及人間各種現象的自問自答，字裡行間呈

現了醫師科學家描述現象有憑有據的理性，也流露了知識份子關懷天地萬物溫情

暖心的感性。本書初版旨在探討個人在無窮無盡之時間與空間中的定位，出版後

獲得許多迴響。而增修版則將全書觀點提升為全體人類視野，透過更為寬廣高遠

的書寫，祈願人間更美，世間會更好。 

 

● 福爾摩沙拾遺：歐美的台灣初體驗 1622-1895（發現系列） 

出版日期：2019.07 初版一刷  

作者：藍柏(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 

 

在浩如煙海的歷史長河，披瀝出台灣與世界各角落相關涉的歷史鉤沉，藉由一系

列源自十七至十九世紀間西方世界，而與台灣的文化、宗教、政經發展有過影響

的人物書寫，透由不同角度的側記勾勒，提供非比以往的歷史觀點，讓台灣這塊

土地的歷史承載與積澱更加豐厚。 

十七年前，經典與 Lambert 合作出版《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我們嘗試將

十六到十九世紀來過台灣的探險者、軍人與傳教士等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俄文、荷文等，在其國家書寫與出版的關於台灣的見聞片段，或是從書商或是舊

貨市場艱辛的找出，結輯出版，填補了台灣近代史的諸多空白。而再次與 Lambert

合作的《福爾摩沙拾遺》，則是由 Lambert 陸續分訪自十八世紀以降，對台灣的發

展與經營有著影響的西方人士其後代與家鄉。藉由在地化的研究，呈現這些西方

歷史人物的文化背景。經由採訪專家、蒐集歷史照片、結合史料、古地圖及相關



藝術品，乃至他們的後代遺緒，來回應他們在台灣歷史曾經扮演的角色，並從中

發掘鮮為人知的幽微史事。 

生為台灣人，應知台灣事。對於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知祖先之所從來，知祖

先及土地曾經過往，除了透過大歷史的書寫，經由不同角度、人物的側記勾勒，

或也能提供不同以往的歷史觀點，讓這塊土地的歷史承載與積澱更加豐厚，這是

《經典》關懷台灣、推出《福爾摩沙拾遺》的初衷。 

 

●  戲看人生：真人實事，唯有生命可以改變生命（其他系列） 

出版日期：2019.07 初版一刷  

編撰：林幸惠、胡毋意  資料提供：大愛電視台戲劇一部、戲劇二部 

    

真人真事改編的大愛劇場，總是以人性真善美為戲劇骨幹，加上不同人物的個性

和成長環境，構成整齣在不同空間卻又跨越時代、人人獨有的「大藏經」。陪伴無

數人走過二十年，近四百齣真人實事、深刻的生命故事，不僅感動了觀眾，也感

動了扮演真人實事的演員，更感動了再次展演人生的真實「本尊」。人生不能重來，

但美善的生命故事，可以透過戲劇傳誦不絕。大愛劇場，透過戲劇演譯真實人生，

關照生命的幽暗與光明；由戲看人生，讓真實生命故事，影響改變更多的生命─

─長情如縷，大愛人生。 

  

●  人生因利他而豐富：一位外科醫師的行醫路（人文系列） 

出版日期：2019.12／初版一刷 

主述：張耀仁  撰文：稅素芃 

 

台北慈濟醫院副院長張耀仁，暨是外科聖手，並以醫療傳遞溫度。從微創手術到

乳癌權威，他既是醫師，也是老師，卻願意花更多的時間，走入鄉間、投入義診、

傳承後輩以「利他」寫下生命劇本的主旋律。 



●  覺無常：九二一地震二十周年 慈濟志工口述歷史（九二一口述歷史系列） 

出版日期：2019.12／初版一刷 

作者：慈濟基金會文史處 編撰 

 

二十年前的九二一地震，雖早已事過境遷，但人世間的大災難，總有說不盡的刻

骨銘心。證嚴法師一再勉勵「莫忘那一年、那些人、那些事、那一念心。」才能

催生九二一口述歷史專書，記錄下蕭惠特、羅明憲、洪武正、劉明燦、林大壹、

高麗雪、溫春蘆、陳忠厚、施秀盼、王金福、林雪珠等多位慈濟志工參與賑災的

種種事蹟。透過志工分享九二一救災故事，盼讀者體悟唯有善念匯聚共耕福田，

社會才能祥和；讓人更懂得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行事才能心安理得，有了

這分心，才能發揮大愛，讓社會更良善。 

 

 

 

 

 

2019 年出版統計 

刊物 期/冊 全年發行總本數 

經典雜誌 12 期 162,500 本 

發現系列 1 本 3,000 本 

探索系列 1 本 2,000 本 

人文系列專書 4 本 14,000 本 

慈醫健康系列 1 本 1,000 本 

醫療人文系列 3 本 6,000 本 

關懷系列 2 本 7,600 本 

九二一口述歷史系列 1 本 1,000 本 

其他系列 1 本 10,000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