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鷲山「普仁心 愛飛揚」
「你不能來，我送去給你」

巡迴52校園頒贈普仁獎

疫情擋不住小太陽光芒
第10屆全國普仁獎 愛心專車全台跑透透

全
國普仁獎已經舉辦了十屆，

十年的歲月讓我們看到普

仁小太陽的持續成長，也看到他

們在社會各個角落散發的光輝，

為此靈鷲山慈善基金會特別譜寫

了「普仁心 愛飛揚」這首歌，用

來彰顯小太陽不屈不撓的堅定意

志。

心道法師說：「浪有高有低，

海水依舊是海水；人生有苦有

樂，心依舊是心。」人生的跌宕

起伏是生命的考驗與歷練，最重

要的還是我們的本心，只要懷著

感恩的心，用正面、積極、樂觀

的態度，擁抱愛心、堅持願力，

總能守得雲開見日出。希望透過

普仁獎，讓大家共同來集氣，一

起發光發亮，讓這個世界不再孤

單，幸福有個駐足的地方，愛心

永不散場。

今 年 初 爆 發 的 新 冠 肺 炎

（COVID-19）疫情，對我們的生

活造成極大的衝擊，許多的集會

活動隨之停辦或延期，全國普仁

獎頒獎典禮也在日益嚴峻的疫情

考量下，不得不決定取消，然而

這個散播滿滿正能量的活動，實

在不應該就此抹滅，小太陽的榮

耀也應該被大家看見，因此，今

年的頒獎典禮改由慈善基金會同

仁，開著普仁小太陽專車巡迴全

島，前往各校頒發，邀請校長、

推薦老師及學生家長一起分享小

太陽獲獎的榮耀，同時也在各地

廣發新聞稿，散播小太陽的光與

熱，溫暖社會大眾的心。

過去我們依靠人類的智慧與

近代的科學發展，總覺得人定勝

天，沒有什麼是人類做不到的，

因此急速開發地球資源，建立物

資文明，起高樓建華廈，四處遊

山玩水，品珍饈嘗美味，肆意

第17屆地區獎

第10屆全國獎專刊

歡樂，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富足

生活，卻也無情地傷害了地球萬

物，忘了應該要和大自然和諧相

處，與地球上的其他生靈和平共

存。這次的疫情逼得大家不得不

守在家裡，重新學習保持潔淨、

均衡飲食、適度運動的健康生

活，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讓我

們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慎

重界定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良好的品德，是人與人之間

相處的重要基礎，又何嘗不是人

與自然相處的準則呢！且讓我們

一起正向看待疫情的磨難，積極

因應、樂觀以待，並且用愛心關

懷、珍惜一切，以願力堅持善待

周遭的人與物，希望在疫情平息

之後，人類與地球能夠有一個新

的開始，和諧相處、和平共存！

搶先視聽 

「普仁心 愛飛揚」

請掃QRcode

今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第

10屆全國普仁獎頒獎典禮

一再延期，甚至從兩天變一天，

而濃縮成半天，最後還是擔憂疫

情群聚忍痛停辦。防疫固然重

要，慈善基金會牽掛是如何才能

回應小太陽殷切期待，彰顯難能

可貴的榮耀感，希望能為小朋友

留下一些珍貴的回憶。

心道法師說:「美好的品德帶

來尊貴美好的生命」，我們所在

乎堅持的，是想守護小太陽尊貴

美好的生命，啟動「剎那永恆的

生命轉捩」，被人看見、被人肯

定、被愛與關懷。於是這次的頒

獎典禮轉變了型態，「既然你們

不能來，那就由我們去找你」，

因而展開了《普仁心 愛飛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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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愛心專車全台巡迴。

這次巡迴全國52所學校，每

個地區的學校都有不同教育理

念，風土人情皆不一樣，但是大

家都有共同的「不可思議」！竟

然會有一個獎助學金的授獎單

位，只為了鼓勵孩子，特地跑遍

全國，到各個學校頒獎，就為了

跟他說一句:「你很棒！」肯定他

的不平凡的平凡。

台灣是一個充滿愛的地方，

走到哪總能感受滿滿人情味及良

善，人們總是用著自己所能做的

方式關懷這個社會，無論彰化花

農無償贊助康乃馨，校長請人摘

山蕉贈送，學生阿公阿嬤採收自

家種的蓮霧表示感念，以及同學

們的熱烈迎賓表演，都讓大家印

象深刻，各區志工師兄姐全程陪

伴與接送，甚至自掏腰包加碼禮

物鼓勵小太陽們，都使人感動不

已，因為大家的慈悲心，讓善愛

得以循環，讓愛持續飛揚。

觀看《普仁心 愛飛揚》影片

請掃QRcode

全台巡迴影片

普仁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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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校3年獲全國普仁獎殊榮
推廣品德教育有成 特頒成效卓越獎座

為
感謝歷年來積極推薦優秀學

生參加普仁獎甄選，努力推

動品德教育的模範學校，特就連

續三年獲獎的學校，於地區普仁

獎頒獎典禮中公開表揚，並致贈

「推動品德教育楷模」感謝狀，

2019學年度共計60所學校獲獎；

另針對累計三次獲得全國普仁獎

殊榮的學校，則於全國普仁獎頒

獎典禮中公開表揚，並致贈「推

動品德教育成效卓越」獎座，本

屆共計9所學校獲獎，今年因疫情

關係，改為利用全台巡迴時間，

親送到得獎學校。

由
靈鷲山開山住持心道法師創

辦的普仁獎，主要是表揚品

德優良，具有「正面、積極、樂

觀、愛心、願力」五德的學子。

18年來，共表揚7,727位地區獎及

388位全國獎得主，2020年共有9

位得獎學生更上層樓，獲得總統

教育獎肯定。

普仁小太陽的生命故事讓人動

容，他們共同的特徵是「用很深

刻的言行，很樸實、很認真的做

份內該做的事情。更難得的是，

在困難的環境之下，還有一顆向

上的心、還有一顆不但渴望被

愛，也會去愛人的心！」

「推動品德教育成效卓越」

 獲贈獎座學校名單

2020總統教育獎 普仁小太陽得獎名單

「推動品德教育楷模」獲贈感謝狀學校名單

  遴選地區                  得  獎  學  校

  台北區 中山國小、木柵國中、北投國中、石牌國中、明德國中、

  敦化國小、萬福國小、萬興國小、實踐國中

  新北A區 五股國小、五股國中、仁愛國小、正義國小、永福國小、

  忠孝國中、後埔國小、泰山國中、集美國小

  新北B區 昌隆國小、興南國小

  新北C區 育林國小

  桃園區 果林國小、幸福國中、山頂國小、大溪國中、大成國中、

  龜山國中

  新竹區 富禮國中

  台中區 三和國小、上楓國小、太平區太平國小、文光國小、

  北勢國中、四箴國中、外埔國中、平等國小、光明國中、

  光復國中(小)、協和國小、宜欣國小、海墘國小、

  神岡國小、新盛國小、萬和國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嘉義區 嘉義國中

  台南區 石門國小、新市國中、瑞峰國小

  高屏區 竹後國小、前金國中、梓官國中、博愛國小、龍華國中

  澎湖區 大池國小、山水國小、中山國小、望安國小、鳥嶼國中、

  湖西國小

   遴選地區  得  獎  學  校            全國獎得獎屆別

   基隆區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7.8.10

   基隆區 基隆市立武崙國小 8.9.10

   基隆區 基隆市立南榮國小 7.9.10

   台北區 台北市立新民國中 2.3.10

   新北C區 新北市立鶯歌國中 6.9.10

   台南區 台南市立青草國小 6.7.10

   台東區 台東縣立寶桑國中 2.3.10

   澎湖區 澎湖縣立文光國中 5.6.10

   連江區 連江縣立介壽國(中)小 3.8.10

縣市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普仁獎得獎學年度

基隆市 楊博崴 基隆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2018地區獎

基隆市 葉以欣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2019地區獎

新北市 周沛辰 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 第7屆全國獎

    2016~2019地區獎

桃園市 田韋恩 桃園市立大成國民中學 2018地區獎

台南市 張雅娟 台南市立南化國民中學 2019地區獎

金門縣 吳芸婷 金門縣立金湖國民中學 第7屆全國獎

    2015~2018地區獎

基隆市 洪立杰 基隆市信義區月眉國民小學 2018~2019地區獎

桃園市 簡冠禾 桃園市大溪區田心國民小學 2019地區獎

金門縣 許名詠 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 2019地區獎

✽去年已獲贈感謝狀及獎座的180所學校，今年重新歸零計算。

普仁之光

小太陽獲總統教育獎
2020年9位得獎生更上層樓 得到總統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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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屆全國獎 林沁霖 (高雄中正高中新生,畢業於前金國中)

第7屆全國獎 李思垚 (台南成功大學電機系新生,畢業於基隆中山高中)

我
已經受到靈鷲山的幫

助四年了，還記得

第一次聽到靈鷲山是在國

小五年級時，當時爸爸檢

查出癌症，一時之間家中

亂了方寸，唯一的支柱沒

了，使得我們家徬徨又無

助。不過，很慶幸的是在

這段過程中，讓我看見了

人性的溫暖。有許多人聽

聞了我們的家境都十分熱

心地幫助我們，像是學校

老師、鄰居或社會上許多

社會團體等。而我第一次

的申請資格就是國小的老

師、主任和校長共同為我

爭取的，我很謝謝他們在

我人生的旅程中，幫助我

照亮那段黑暗的道路。

今年是我申請靈鷲山獎

學金的最後一年，當時第

一次的家訪，是由一位莊

師兄和其他家訪志工一同

到我家。記得那一天他們

拎著兩三袋的物資，全部

免費送給我們，卻不求任

何回報。他們還幫我們一

家四口拍了張全家福，甚

至製成相框送給我們。

在今年的頒獎典禮上，

風格似乎變得比較精緻。

而且在大家合唱「仰望星

空」時，心底有股感動油

然而升，回想過去的幾

年，受到靈鷲山和無數來

自四面八方的人的幫助。

在一片和諧的歌聲中，覺

得人生其實沒有那麼糟

糕，不必總是怨天尤人，

最
初認識靈鷲山是因

為跟著哥哥去參加

頒獎典禮，那時小六的我

才驚覺原來社會上還有許

多不向命運低頭的小太陽

們。到了國中，我也申請

了靈鷲山普仁獎學金，家

訪的志工阿姨和叔叔都非

常親切。小時候的我覺得

能拿到獎學金只是因為家

境不好，但是我錯了，能

拿到靈鷲山普仁獎學金

是因為能克服生活中的逆

境，保有善良的品格，正

所謂出淤泥而不染，才是

獲獎的標準。因為靈鷲山

的幫助，讓我覺得社會上

還有許多溫暖，自己的命

第十屆全國普仁獎得獎名單

 NO.   遴選地區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NO.   遴選地區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1     基隆區 鄭藝豪 基隆市立南榮國小

2     基隆區 林沂錡 基隆市立中正國中

3     基隆區 林尹珊 基隆市立武崙國小

4     基隆區 賴芸榛 基隆市立中山高中附設國中

5     台北區 高捷桓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6     台北區 張宗亦 臺北市立重慶國中

7     台北區 陳冠芸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8     台北區 林庠語 臺北市立西松高中附設國中

9     新北A區 許惠晴 新北市立鄧公國小

10     新北A區 詹鎬宇 新北市立泰山國小

11     新北A區 蕭靖諺 新北市立更寮國小

12     新北A區 張家綺 新北市立明志國中

13     新北A區 謝宇婷 新北市立大觀國中

14     新北A區 吳葦庭 新北市立光榮國中

15     新北B區 蕭慈瑩 新北市立中和國中

16     新北B區 張鈞翔 新北市立貢寮國中

17     新北B區 林昕曄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8     新北B區 黃俊傑 新北市立光華國小

19     新北B區 李佳茵 新北市立雙溪高中附設國中

20     新北C區 詹安諾 新北市立育林國小

 NO.   遴選地區   學生姓名        學校名稱

21     新北C區 陳鈺媗 新北市立安溪國中

22     新北C區 顧妘溱 新北市立龍埔國小

23     新北C區 林官逸 新北市立鶯歌國中

24     桃園區 魏維明 桃園市立龍潭國小

25     桃園區 葉子霓 桃園市立大成國中

26     桃園區 盧靖紋 桃園市立田心國小

27     桃園區 吳宥達 桃園市立龜山國中

28     桃園區 楊翎琳 桃園市立大成國小

29     新竹區 邱佳豪 新竹縣立尖石國中

30     台中區 張宇臻 臺中市立宜欣國小

3     台中區 林俞晴 臺中市立神圳國中

32     台中區 羅儀榕 臺中市立豐原國小

33     台中區 柯琳云 臺中市立大安國中

34     台中區 胡育瑄 臺中市立光明國中

35     台中區 謝廷奇 臺中市立外埔國小

36     台中區 蘇俐淇 臺中市立新成國小

37     台中區 沈崇安 臺中市立桐林國小

38     嘉義區 陳妍妤 嘉義市立南興國中

39     嘉義區 歐妤柔 嘉義市立世賢國小

40     台南區 郭莉宥 臺南市立青草國小

41     台南區 蔡仁杰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附設國中

42     台南區 芎昱竹 臺南市立太子國中

43     台南區 風玟辰 臺南市立太子國中

44     台南區 邱佩怡 臺南市立金城國中

45     高屏區 李宜樺 高雄市立杉林國中

46     高屏區 郭書翰 屏東縣立佳冬國中

47     高屏區 江珮妍 高雄市立旗山國小

48     高屏區 林沁霖 高雄市立前金國中

49     高屏區 董靜儀 高雄市立苓雅國中

50     宜蘭區 游語楨 宜蘭縣立冬山國中

51     宜蘭區 黃智壕 宜蘭縣立中華國中

52     花蓮區 簡玉秀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

53     台東區 蕭遠 臺東縣立寶桑國中

54     澎湖區 陳權坤 澎湖縣立成功國小

55     澎湖區 朱秀鈴 澎湖縣立文光國中

56     澎湖區 蔡佩蓁 澎湖縣立志清國中

57     澎湖區 洪妘溱 澎湖縣立西嶼國中

58     連江區 錢羽涵 連江縣立介壽國(中)小

59     金門區 陳庭玉 金門縣立多年國小

你們是最安穩的靠山 伴我成長

受普仁獎激勵 我考上國立大學

而是要充實每一天。

最後，我很感謝靈鷲

山、教過我的老師不論是

國中或國小的、曾經幫助

過我的人以及我的母親，

在這一段最艱苦的時間裡

陪伴我、照顧我，成為我

最安穩的靠山。希望在未

來，不管是出社會或求學

階段，都能有機會成為靈

鷲山幫助別人的一份子。

運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背後有這麼多人支持著

我，我有什麼理由讓自己

墮落呢？之後我開始認真

讀書，雖然沒有補習，但

是每次段考我都維持全校

前三名，到國三的時候，

我竟然還獲得了靈鷲山全

國普仁獎，我知道這個獎

得來不易，它肯定了我在

逆境中仍然奮發向上的努

力。

我帶著這份支持與肯

定在高中繼續努力，我知

道讀書可以讓我翻轉人

生，走出逆境，最後我考

上了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我能考上成大電

機，是因為我相信自己做

得到，而靈鷲山給了我這

份自信，從此我不再凝視

著黑暗面，而是轉過頭來

享受太陽的溫暖，我也立

志，以後要幫助處於逆境

的小孩，就像靈鷲山幫助

我一樣，把這份溫暖繼續

傳下去。

第6屆全國普仁獎小太

陽謝竣元，目前就讀於

高雄師範大學，想知

道更多的故事，請掃

QRcode，觀看今年最新

影片「與

逆境對決

的勇者」。

小太陽影片



4 普仁之愛

十
年前，我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與花蓮區普仁

獎推行委員會的羅忠群會長結緣，感恩羅會長

愛護莘莘學子們的愛心與願力，和他一起加入家訪

志工的行列。

由於花蓮縣地理狹長的特殊性，自北邊的秀林鄉

起，至南端的富里鄉止，開車需花費2.5個小時。因

此，每回家訪志工探訪的車程都需要仔細安排。從

家訪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些小太陽雖然

身處於困頓的環境，但是他們仍保有一顆積極、正

向與向善的心，即使自己的資源有限，仍然願意主

動付出一己之力，盡力關懷同學與體貼家人；甚至

在家中他們更是家長們的重要家務幫手，小小年紀

懂得惜福與孝順家人，在逆境中努力前進。這種積

極、樂觀且向上的精神，正是我們心道師父所提倡

「普仁品、心太陽」的宗旨。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位小學老師，每回家訪完畢

後，我會把這些小太陽的故事分享給班上的同學，

希望同學也可以效法小太陽們的精神，認真生活、

積極進取並珍惜目前擁有的一切。誠如師父所言：

「善緣是可以延伸」之前的家訪機緣讓我們有緣齊

聚一堂，現在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善緣的精神，如同

佛法般傳遞下去，讓更多的志工朋友和我們一起來

探訪小太陽們的故事。

十年家訪志工 讓善緣延伸下去
小太陽故事太勵志 蔡佩蓉老師當教材分享給班上學生

2019年度十年資深志工表揚名單
(各區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序)

 提報地區            表揚名單

  台北區 陳愛珠  黃月花   廖碧霞  羅玉偵

  新北A區 張曌昱  陳金勸   陳義田  黃品心

  桃園區 王美珠  王赫三   何鑾英  李桃鈕

 周素如  徐秀馨   康來發  許麗美

 黃馨儀  謝林釧桂 謝權貴

  台中區 林東雄  陳秋香   馮世徵  楊惠珍

 鄒采芳

  澎湖區 張維仁  陳秋錦  魯惠良

志工招募：

凡認同「靈鷲山普仁獎」理念，

身心健康且具有服務熱忱，可參

與志工研習者。誠摯邀請關懷孩

子品德教育的退休教師及社工人

員，一起加入普仁志工的行列。

服務說明：

各區普仁獎約在每年9~12月期間

辦理，志工主要服務為家庭訪

視、活動協辦、行政作業等，實

際作業請依各區執行單位規劃安

排。

報名期間及方式：

每年9月~10月底，請洽靈鷲山全

省講堂中心或靈鷲山慈善基金會 

洽詢專線：

(02)8231-6789 分機2150

服務信箱：charity@ljm.org.tw

普仁獎甄選與獎勵
甄選對象： 國中、國小家境清寒、德行優良的學生，在困難環境中依舊樂觀不抱怨，期勉自

己努力用功以及感恩父母長輩的辛勞，更能主動幫助同學、愛護弱小動物，成為

同儕學習的模範。

獎勵方式： 

    初選：入圍者可獲贈獎品一份。

    複選： 由各縣市主辦單位辦理地區性公開表揚，頒發獎狀及獎學金新台幣5,000元。

    決選： 辦理全國性公開表揚，頒發獎狀及獎學金新台幣10,000元，主辦單位另將其得獎

事蹟製作成冊，以彰顯其優良品德。

甄選流程： 每年新學期開始～10/31止受理推薦，

報名簡章可至普仁獎官網下載。

推薦

（全國獎）

（地區獎）

初選

家庭
訪視

複選

決選

• 由學生本人填寫申請表中「同學篇」的各
項基本資料及問答，並自我評量生活中的
品德表現。

• 由推薦人填寫申請表中「推薦人篇」，說
明學生具體品德事蹟。

• 由主辦單位及社會賢達共同組成的評審委
員會進行申請資料的書面審核，甄選出初
選入圍名單。

• 對初選入圍的學生進行家庭訪視，進一步
瞭解學生，避免書面資料不足所造成的遺
珠之憾。

• 結合家訪資料進行複選，選出年度地區獎
勵學生及推薦全國獎勵學生。

• 舉辦地區性表揚活動，頒發獎狀及獎學金
新台幣5,000元給每位獲獎學生。

• 由主辦單位審定全國表揚學生，並舉辦全
國性表揚活動，頒發獎狀及獎學金新台幣
10,000元給每位獲獎學生。

•  將獲獎學生事蹟製作成冊，以彰顯其優良
品德。

《愛心捐款》護持普仁獎

普
仁獎第一份捐款，是當時才國小二年

級的曾郁原小朋友所捐贈，因為看到

普仁獎的報導，在媽媽的鼓勵下，將他剛剛

領到的獎學金捐了出來。歡迎您持續接力，

鼓勵孩子，續傳品德的美好馨香。您可透過

以下方式贊助普仁獎：

【銀行匯款】

銀行：永豐商銀西松分行

帳號：006-004-00216447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靈鷲山慈善基金會

(匯款後敬請來電確認) 02-82316789 #2150

【郵政劃撥】

帳號：17885784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靈鷲山慈善基金會

(請於劃撥單通訊欄註明「普仁獎」)

【網路捐款】

請至靈鷲山官網www.ljm.org.tw

點選「護持捐款」

【親至靈鷲山全球各講堂中心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