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 2

永久性安置基地永續社區之發展

南亞大海嘯斯里蘭卡重建之路~

漢班托塔大愛村永續社區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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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曾被喻為印度洋上的珍珠，斯里蘭卡歷
經西方殖民、種族衝突以及長達30年的
內戰使國家紛爭不斷，發展停頓，國力
衰退。

• 2004年12月26日，南亞發生規模九點零
的地震，引發大海嘯。

•距離震央約1600公里的斯里蘭卡，共三
萬多人喪生、數十萬人受災，各種基礎
設施和經濟活動也受到重創。2



斯里蘭卡百
分之七十的
海岸線（紅
色部份），
25行政區中
有超過12區
受災在海嘯
發生時遭到
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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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倫坡

漢班托塔



•緣起~
慈濟基金會在災後第四天（2004年12月
30日）就抵達斯里蘭卡南部重災區漢班
托塔（Hambantota），提供緊急醫療、
搭建帳棚讓災民安身。並旋即展開長期
的援建計劃。

在三年多中，兩期大愛村工程興建了
649戶大愛屋、國立慈濟中學、職訓所
、醫療所、集會中心等機能完整的社區
。4



海嘯期間，慈濟在漢班托塔一共援建了
300頂大愛帳棚，安頓了超過1200人。

慈濟在漢班托塔及附近多個城鎮舉辦了
11場大小型物資發放，累積發放大米
1145噸，共嘉惠了近4萬戶，約15萬人
。

5



慈濟醫療團隊在漢班托塔設立的臨時醫
療站，一個多月內總計看診超過二萬七
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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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里蘭卡慈濟大愛村

(Tzu Chi Great Lov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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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村內居民們安居樂業，雖然是不
同宗教、種族，但大家彼此尊重、相
處融洽且和樂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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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慈濟中學

（National Tzu Chi School）
2008年1月5日正式啟用。

設有23間一般教室，另外也設有電腦室
、圖書館、實驗室、音樂室、體育場等

設有8個級別（國中：Grade 6 – 10；高
中： Grade 11 – 13）
2011學年，學生總人數共 749位；教師
總人數為 3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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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慈濟中學座落在大愛村最高點，俯視
著整個大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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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中學的設備完善，環境舒適，讓學
生安心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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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職訓所（Tzu Chi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er）

2008年4月7日開始啟用，截止2011年
，共提供283位學生各種職業培訓課程

目前設有6種課程： 機械車床課程、電
腦課程、烘培課程、縫紉課程、 電單車
機械課程及焊接課程。

2011年的學生總人數共87位；教師總人
數為 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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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職訓所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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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醫療所

（Tzu Chi Clinic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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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務是婦孺診療所，照顧大愛村內
婦女產前産後的檢查、諮詢與關懷。

為年齡在五歲以下孩童注射預防針，健
康成長記錄。也為村民提供衛教如傳染
病預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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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過後的延續~
海嘯的大因緣下，賑災活動號召不少當
地的發心志工，海嘯發生4個月後，慈
濟漢班托塔辦事處成立，任職的都是當
時參與海嘯賑災的當地志工。

直到今天，當其他國際救援組織撤離之
後，慈濟仍持續在斯里蘭卡進行長期關
懷，陪伴貧苦民眾邁向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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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過後的延續~
在2005年成立的辦事處，除了在當時給
予災民急難救助，也幫忙沒有被海嘯影
響的貧困居民，開啟濟貧個案，將慈善
志業落實在本土。

持續至今，慈濟在斯里蘭卡已經援助了
231戶家庭。目前，平均每個月有70多
宗個案（漢班托塔48個案，可倫坡28個
案），長期關懷從不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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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慈濟志工們定期前往斯里蘭卡，
帶動當地志工進行訪視工作，從中引導
當地志工們掌握訪視理念和技巧，更重
要的是傳承慈濟精神與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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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視過程中，新加坡志工的經驗分享
和引導，讓當地志工從中見苦知福，感
動之餘也啓發人人的善念，進而帶動更
多的當地志工加入大愛的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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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慈濟志業之發展~
斯里蘭卡人民普遍貧窮。國內生產總值
（GDP）只有2068美元。

斯里蘭卡國內醫療諮詢雖免費，但若需
要特別藥物，病人需要自付。

國立綜合醫院，醫療設備較為匱乏，醫
護人員短缺，尤其是外科醫師。因此造
成病患需要冗長的等待，加上貧窮，致
使小病變成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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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慈濟志業之發展~
斯里蘭卡總統的胞弟，目前也是總統幕
僚長的巴素先生，自2005年慈濟的海嘯
賑災計劃推行就積極協助慈濟，也非常
認同慈濟。

2009年，巴素先生的引薦之下，慈濟首
度往漢班托塔以外的地方辦活動，來到
距離首都可倫坡較近的地方舉辦大型義
診，嘉惠當地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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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慈濟志業之發展~
在來自新馬的義診團隊的用心規劃之下
，從2009年8月起至2011年3月，慈濟
先後在首都可倫坡較近的地區舉辦了4
次大型義診。

義診主要項目為手術，包括外科，眼科
，牙科及內科等，四次義診共嘉惠了近
萬名病患，為醫療貧瘠的斯里蘭卡民眾
提供醫療及人道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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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場大型義診的現場皆人滿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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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慈濟志業之發展~
義診中，新馬醫療團隊以無私付出的精
神，認真、用心及謙卑的態度，帶動當
地志工一起投入服務病患，從中吸引及
鼓舞了許多斯里蘭卡當地志工陸續加入
服務行列，將大愛精神深深扎根。

而自2010年開始，義診的地點逐步推向
斯里蘭卡的首府可倫坡，期望透過義診
工作順勢啟發首都的愛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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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慈濟志業之發展~
大型義診能順利進行，除了新馬醫療團
隊陣容的堅強，當地志工也發揮了極大
的功能。義診的前置作業如交通安排、
宣導、場地設置、與斯里蘭卡衛生局和
醫院的溝通和協調等工作，皆需要當地
志工的承擔。

每次的承擔都如就地培訓，而經過多次
的努力耕耘，當地志工隊伍逐漸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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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志工在義診現場擔任翻譯志工，為
醫護人員和病患搭起溝通的橋梁，協助
將病患所說的僧伽羅語翻譯成英語，再
以僧伽羅語將醫師的話轉述給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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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次投入的經驗，當地志工勇於承
擔義診中許多崗位，例如引導和關懷病
患，是義診中不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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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四次的大型義診，慈濟不只為斯里
蘭卡的民眾治療身體上的病痛，更啓發
及接引當地近百位的醫護人員一同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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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業當地化~
2004年年底，慈濟因南亞海嘯因緣來到
窮鄉僻壤的漢班托塔，煞費苦心將志業
落地深耕於當地。2008年，透過義診及
訪視雙軌並行，再逐步將志業觸角延伸
至相隔六小時車程的首都可倫坡。

新加坡分會志工“一步一腳印”將慈濟志
業開拓在可倫坡與漢班托塔兩地，如今
兩個據點共約有近百位慈濟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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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業當地化~
漢班托塔和可倫坡兩地的志工皆用心投
入及把握因緣在各種活動中付出。每個
月，兩地志工分別有不一樣的志工活動
，例如：機構關懷、資源回收、耕種及
維持大愛村的環境等。

每個活動都是由當地志工自行規劃，讓
志工們能透過付出和投入中累積經驗及
學習，自力更生進而帶動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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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倫坡本土志工每月固定到維多利亞殘
智障療養院為院友服務， 從付出中帶動
更多的志工齊來投入慈濟。

37



大愛村的居民固定每幾個月就會一起維
護大愛村的環境，例如：修剪樹木、鋤
草和打掃遊樂園，期待人人一起愛護大
愛村，讓居住的環境更為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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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村村民及志工利用下班時間到慈濟
漢班托塔辦公室耕種蔬菜水果，待收成
時大家歡喜將蔬果摘下，再將之送給大
愛村內生活較為困苦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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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班托塔的志工每個月皆進行資源回收
工作，也在附近的商店中設立了17個環
保回收點，身體力行來愛護地球，提倡
民眾的環保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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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班托塔及可倫坡分別舉辦慈濟浴佛典禮
，儀式簡單且莊嚴，眾人虔誠浴佛，從中
大家感受到慈濟人文之美，法喜滿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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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在大愛村與可倫坡兩地，舉辦歲末祝
福，凝聚當地志工，會員與照顧戶，一起
祈願來年風調雨順，人人平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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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呼籲全球慈濟人為日本祈福募愛的
同時，斯里蘭卡也同步啟動募心募款活動
。除了在義診現場募款，漢市志工分為兩
梯次進行募款。雖然募得的錢不是很多，
但人人心中的愛，被啟發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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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業當地化~
當地慈濟志工們的發心付出與投入，也
陸陸續續接引了愈來愈多的有緣人。義
診、訪視活動與機構關懷雖然重要，然
而，法脈傳承及深入慈濟精神理念的分
享和交流須緊緊配合活動。

因此，新加坡分會志工們平均每一個半
月，將前往可倫坡與漢班托塔持續及同
步帶動兩個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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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聯誼及交流會中有慈濟法脈相傳、
恭聽 上人開示、慈濟經驗傳承及分享慈
濟志業的點點滴滴，也有當地志工的心
得分享，從中提升大家的理念與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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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斯里蘭卡為極度貧窮的國家，濟貧雖有
很大的福田，然而，農業社會的國情與
民族性，加上文化與宗教法門的差異，
造成菩薩招生的志業推動有相當的困難
度。如今，篳路藍縷，以啟山林。七年
前的慈濟大愛種子落地之後，至今雖然
未見蔚為叢林，然已看到契而不捨之後
新芽綻放的希望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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