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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一體受苦　百體同受苦

2016年颱風尼伯特、莫蘭蒂及梅姬造成台東嚴重災害。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秉持「一體受苦，百體同受苦」的信仰精神，由教會與社會委員會、原住

民宣教委員會，會同台東的東部中會、布農中會、東部排灣中會、東美中會、

Pinuyumayan族群區會，以及太魯閣中會、中部布農中會、排灣中會、賽德克

族群區會、原住民社區發展中心、台南神學院、台中大專中心、台中原住民

大專中心、高雄大專中心、高雄原住民大專中心等，並聯合非營利組織，包

括：TSP+愛在後花園、台灣心義工團、點亮台灣團隊、效力志工團、周世倫

導演，以及政府單位：總統蔡英文、副總統陳建仁、立委劉櫂豪、高潞．以

用．巴魕剌、陳瑩、鄭天財等合力救災，特別選擇經濟弱勢家庭進行家屋重建

工程，讓受災居民有家可以住。

從2016年7月起至2017年2月，運用國內外愛心捐款，重建修繕家屋。此次

重建特色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中會、族群區會與非營利組織團體、政府

單位等共同完成。我們非常感謝這段時間各方的同心協力，願主保守台灣成為

祂所賜福的國家。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

林芳仲

 

林芳仲牧師（左一）、教社幹事林偉聯牧師（右一）前

往台東太麻里阿公的家祝賀（林佳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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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災情實況
 

尼伯特颱風

2016年第一個登陸台灣的強烈颱風尼伯特造成台東諸多人員、財產及家園

受到損傷。7月8日凌晨，尼伯特自台東縣太麻里鄉登陸，東部沿岸和南台灣遭

豪雨侵襲，台東最大陣風破紀錄到達17級，吹垮店家招牌、屋頂、房舍門窗、

巨型廣告等，總計損失達20億元。

遭受強風吹襲掉落物品砸傷上百人，所幸台東地區無人死亡。但許多家屋

毀損，造成居民雖非無家可歸，卻多住在破損家園。適逢風雨時節，許多家庭

難以遮風避雨，遭摧毀的住家多為弱勢家庭的屋瓦或鐵皮屋，少有建照合乎政

府補助標準。農業損失不計其數，使得以務農為主的台東人災後頓失生計，重

建能力必然有限。故以此呼籲各界共同關心，協助災民家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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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蘭蒂颱風

甫遭尼伯特颱風襲擊的台東，許多地方修繕未果，9月14日又有一個強烈

颱風莫蘭蒂來襲。

被譽為「棒球的故鄉」的台東縣延平鄉紅葉村在9月15日清晨遭土石流侵

襲，上百名村民緊急撤離，所幸無人傷亡。大武鄉大竹村愛國蒲部落9月15日

下午同樣遭受土石流侵襲。

香蘭地區因海浪沖破提防，新香蘭緊急撤村。

在經歷尼伯特與莫蘭蒂二大強颱之後，9月27日又有中度颱風梅姬於花蓮

登陸，暴風半徑籠罩全台。2016年對於後花園台東，著實是艱苦的一年。

左上：土石流淹沒紅葉村部分家屋（張明興牧師提供）

左下：正興教會屋頂急待修繕（正興教會提供）

右：愛國蒲部落土石流（伊雅斯.蜀萊萊牧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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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援工作

透過來自總會與各地中會、各大專中心動員的救災行動，希望能帶給居民

安慰，讓台東人知道他們不孤單。

尼伯特颱風的救援工作

2016年7月9日上午，負責長老教會救災工作的教會與社會委員會，即由主

委鄭國忠牧師率領二位教社幹事林偉聯牧師及Omi Wilang牧師搭乘火車前往災

區勘災，會同PCT總會議長Sudu Tada舒度．大達牧師於台東更生教會召開應

變會議，各教社部長除報告各地災情也商討如何進行救援工作，決定由總會統

籌，並成立災後救援指揮中心，第二天移往「原住民社區發展中心」（以下簡

稱「原社」）。

7月11日起每日上午在原社舉辦志工訓練，由救災指揮中心分配任務，大

專中心及中會皆動員牧長及教會青年前往各部落協助清理家園。

太魯閣教會拿難．達道牧師每天5點不到就起床，拿著電鋸，協助救援中

心處理難度較高的任務，除了到長青安養中心及知本恩典小站協助拆鐵皮屋，

自己還到偏遠地區尋找需要幫助的人。高雄大專陳麗華牧師、高雄原住民大專

里安牧師帶隊，有9位學生，共一台福音車11日中午到原社報到。協助卑南族

阿里擺部落及台東市區3戶及富岡地

區1戶弱勢家庭清理。

台中大專中心蔡恆偉傳道率領學

生到石山、新園、阿里擺部落及都蘭

糖廠後面，幫忙弱勢家庭清理家園、

路樹及壓壞的水塔。

布農中會議長伊布‧坎普丹牧師

與師丈，帶著中野教會12位青年參與教社常委劉世春牧師主理志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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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救災的行列。分兩組被派遣到知本和香

蘭地區，幫助人清掃道路及民宅堆積如山的

垃圾、瓦礫和樹枝。 

太魯閣中會Cihaw牧師驅車前往思漥撒爾

教會與眾牧長會合，前往台東當一日清潔志

工。思漥撒爾教會林慧玲牧師和師丈Yudaw帶

隊在知本原社的恩典小站救災。從南加州來

的6位台福教會老師，正好在思漥撒爾教會短

宣，也隨同前往初鹿教會協助救災。

7月11日至15日參與救災之志工總人數

167名，其中男性98名、女性69名。

在此記錄並感謝協助單位：太魯閣中

會、東美中會、布農中會、排灣中會、台中

大專中心、高雄大專中心、高雄原住民大專

中心、彰化中會草湖教會、賽德克族群區

會、花蓮原住民大專中心、台中原住民大專

中心、嘉義南門教會信徒、新生命小組教會

信徒、真理堂信徒、新竹聖經書院同工、台南神學院、台南台福伯特利教會、

青年事工委員會、大韓耶穌教長老會（PCK）。

大韓耶穌教長老會宣教師鄭安珍（右一）、

孫明洛牧師（左一）協助救災

中野教會青年志工救災

太魯閣中會志工協助初鹿教會會友處理雞舍的倒木（Cihaw牧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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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東美中會呂詩瑩牧師帶13名志工清理加路蘭部落
2. 高雄原住民大專中心、高雄大專中心Lian牧師、陳
麗華牧師帶6名志工，協助台坂部落、台東教會清
理家園

3. 思漥撒爾教會師丈鐵工、木工、水電樣樣精通
4. 台南神學院Vavauni帶領志工6名協助香蘭部落達
努瑪克

5. 彰化中會草湖教會王右軍牧師帶4名志工協助清理
家園

6. 排灣中會李再祥牧師帶領9名志工協助香蘭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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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蘭蒂颱風的救援

台東縣延平鄉紅葉村、桃源村成土石流災區，9月15日清晨，大批村民緊

急撤離，安置在桃源國小，並於隔日撤到武陵部落。巴喜告教會凱方‧達斯努

南牧師按布農中會教社部指示，第一時間即在教會成立「安置中心」，以收容

不便長途跋涉的年長者。同時又增加了一個安置地點為布農文教基金會。

除了布農中會巴喜告教會設收容安置中心之外，前來關心的機關團體有：

1919急難救助中心、慈濟基金會煮三餐、紅十字會提供睡袋。台東城市生命泉

教會張信一牧師立即送來20個椰子墊。

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以紅葉教會為據點，除了協助布農中會募集物

資、與公部門協調救災事宜，9月20日起更一連6天招募超過300名志工協助清

理遭土石流入侵的第1、2鄰，非教會界志工包括「心．愛在後花園」、「台灣

心」、「効力志工團」等單位則由周世倫導演負責招募與編組，以巴喜告教會

為據點。為了讓紅葉國小學童順利返校上課，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布農中會教

社部長魯傌夫牧師的號召下，志工隊長由利稻教會卡法司牧師、副隊長由打琥

牧師擔任，17位布中牧傳會牧者於9月20日前往紅葉國小與國軍及其他志工一

同清除土石，還有3位牧者協助接通

水管。之後在葉教會張明興牧師與

1、2鄰28戶災民協調之下，逐一進

入使用高壓清洗機、鏟子等工具進

行清理室內土石。

9月27日，多名南投布農族的牧

者和長老翻山越嶺，於凌晨2點將救

災金和30大箱蔬菜、3大包生活用品

送抵紅葉教會，為布農中會教社部

對抗中颱梅姬儲糧。

熱心的陳家民先生，看見遭受土石流威脅的紅葉部落，隨即在台北發布籌

募物資及二手家具的消息，獲得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力協助，張郁慧副局長也

聯繫台灣智慧光網派工程車協助物資運送。

探勘隊討論救災步驟（林佳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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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軍協助清理紅葉部落主要道路（周世倫導演
提供）

2. 愛國蒲部落居民安置在愛國蒲分校（伊雅斯．
蜀萊萊牧師提供）

3. 布農中會牧長每天輪流排班救災（里安牧師提
供）

4. 布農中會到紅葉部落協助救災
5. 中布中會送新鮮蔬果到紅葉部落
6. 布農中會巴喜告教會成立莫蘭蒂風災安置中心
（伊布．坎普丹牧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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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關募款

公關募款

台東遭受強颱尼伯特重創，災後21天仍

滿目瘡痍。林芳仲牧師表示，每個災戶約需

10萬台幣就可以重建家園，預計籌募3千4百

萬元，為300戶弱勢家庭重建家園，將救災資

源投入在最需要的人身上。長期關懷偏鄉部

落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及中華基督教救助協

會2016年7月29日發起募款活動，將善款用於

300戶弱勢家庭的家園重建。

活動上播放蕭敬騰、曾國城、戴愛玲、

范逸臣、金智娟（娃娃）、瑤瑤（郭書瑤）

等人呼籲VCR，希望社會關注這個議題。倪子鈞（小馬）也呼籲大眾用三天

兩夜的時間到台東「微旅行、做公益」，協助台東的商家及旅遊業振興起來，

或是當志工貢獻心力，希望能將盼望帶給台東人民。

紅果子群英會余湘董事長與紀寶如女士、臺北文創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前原民台長馬紹‧阿紀及立法委員吳秉叡、劉櫂豪、陳瑩、高潞‧以用‧巴

魕剌、鄭天財等人，及藝人張惠妹、蕭敬騰、玖壹壹、戴愛玲、范逸臣、

A-LIN、魏如萱（娃娃）、吳慷仁、李崗導演、王偉忠、路斯明、沈文程、鄭

進一、賀一航、瑤瑤（郭書瑤）、倪子鈞（小馬）、陳建寧、盧學叡⋯⋯等都

共襄盛舉，呼籲台灣民眾共同關心、一起參與台東部落家園的重建工作。

總會也呼籲各教會於9月4日主日發起「每人100元，重建台東新家園」行

動。位在離島澎湖的高雄中會七美教會響應行動，將主日禮拜奉獻轉給「尼伯

特風災救援重建」專戶。遠在英國的宣教師鍾淑惠牧師，也邀請當地的基督徒

台北建成扶輪社捐贈80萬元作為家屋重建
計畫經費。（教社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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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信徒踴躍奉獻。當然長期

共同參與救災行動的日本基督教

團也奉獻400萬日幣，以及長期關

心台灣的海外台灣人教會紛紛來

電關心，並實際捐款支持此一行

動。

教會之外，台灣民眾也是愛心充滿。總統蔡英文

在黃健庭縣長陪同下到重建工地現場替所有投入重建

的義工朋友加油打氣，個人也慷慨解囊，並呼籲黨政

部門共同關心協助。幾位台東當地的立委也捲起衣袖

擔任一日志工，並發揮其影響力拍攝勸募廣告，呼籲

全國民眾共同響應。靠著全體國人的愛心，秉持同擔

苦難的精神，各界捐款不斷湧入，我們共得到1,632筆

捐款，59筆物資捐贈，總金額新台幣18,788,980元。

值得一提的是，台北市信誼幼兒園大班的小朋友

成為此次年紀最小的捐款人。

林芳仲牧師致贈獎牌給紅果子群英會余湘董事長

（林佳靜攝）

蔡英文總統蒞臨家屋重建工地聽取

簡報，並慰勞重建志工

花蓮海星高中原舞團師生、藝人、企業家及立委代

表為台東部落家屋重建募款（林佳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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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基督教團請安函

捐款收入

台湾基督長老教会
総幹事 林芳仲 先生


主の御名を賛美致します。

９月中旬と下旬の二度にわたって強い台風が台湾を襲い、その結果、各地に大きな被害

をもたらしたことが報告されています。特に、下旬に台湾を襲った台風の際には、この秋

に予定されている 派遣のボランティア・ワーカーとエマオ仙台・石巻スタッフとのリ

トリート会場の下見及び会議内容の打ち合わせのため、日本基督教団の飯島信幹事が台湾

を訪れていたこともあり、身をもって台風被害の状況を知ることが出来ました。
私たち日本基督教団は、二度にわたり被災した台湾基督長老教会及び信徒の皆様に心か

らのお見舞い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お見舞い金 万円をお送りします。


どうか、歴史の主なる神様が、一日も早い復興を導いて下さることを祈ります。

主に在って。


年 月 日


日本基督教団議 長 石橋秀雄

                                総幹事 長崎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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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建工作

為了規劃重建工作，我們設定計畫目標，建立分工架構與流程。

計畫目標

• 對象：中低收入受災戶，或本會

認定急需救助對象約300戶。

• 條件：須為現住住家，排除工

寮、資材室。

• 優先順序：以餐風露宿情況、家

庭成員多，無替代違建戶列為最

優先。

重建團隊組織架構

災戶通報：當地教會、世界展望會、家扶中心等

公關募款：唐吉軻德電影、磐石傳播、宸葳影藝、台東立委、公眾人物

行政財務：宣教基金會、原住民社區發展中心

工程團隊：台灣心義工團、愛在後花園

協力單位：台北效力志工團、劉櫂豪立委服務處、各大善心團體／廠商

指導單位：衛福部

後續關懷：當地教會

尼伯特風災家屋重建計畫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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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申請者的居住地來看，災情最嚴重的台東市區以及太麻里鄉申請人數最

多，台東縣一共收到205戶申請，考慮其嚴重性及其他救援團體的合作，部分

個案以轉介或退件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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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當災民或工作團隊填妥家屋重建申請表，就依照以下流程進行：

申請或通報：災戶及社福團體填寫申請表

受理：原住民社區發展中心

實勘評估：審查小組（含援建代表）

測量／鑑價：工程團隊

下料：原社中心/協力廠商

施工：工程團隊

驗收：審查小組

結案：宣教基金會

工程團隊介紹

長時間與災民共同討論家屋重建計畫，陪伴災民度過艱辛日子的就是工程

團隊。

社團法人台灣心義工團

【編按】台灣心義工團是每個禮拜五晚上從台北搭乘巴士出發，禮拜六清晨六

點到達台東災區便開始動工的團隊。犧牲自己的周末假期，一心一意投入救災

工作。每次任務出動80位左右義工在4個工作天就蓋好一棟三房二廳造價60萬

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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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貧困家庭修建一個舒適安全的家是我們的責任。

為偏遠地區弱勢兒童營造一所寬敞明亮的課輔教室是我們的心願。

我們的義工來自各行各業，有水電師父、土木承包商、學生、家庭主婦、

也有退休老師、教授、軍人、廚師、醫護理人員、更有未成年的小朋友（負責

清潔打掃、洗碗）。

每個修建工程我們有輪值的負責人，專責連繫屋主細心的講解房屋的坐向

及內部裝潢還有家電設備使用，也會貼心的為每個個案做專屬且符合他們習慣

居住、宗教信仰或特殊格局的種種需求。尤其房屋的建材我們使用穩固耐震且

抗強風的鋼骨結構，所有材料更必須具備耐用、安全、防火和美觀。至於必備

的家具及家電我們會在網路上徵求募集。

我們利用二週的休假日營建一個個案。每個參與的義工必須繳納自己出團

行程的伙食、住宿、保險及交通費用。施工現場我們有專業人員帶領施工，工

作中工安人員會確實要求全程戴上安全帽、切割工作時務必有護目鏡、手套或

屋頂施工一定要繫緊安全帶。我們更自備廚房費心的烹煮料理餵飽每個參加的

義工。

我們幫助的個案訊息來至社工通報、報章媒體報導、村里長投訴或政府部

門的知會。受助個案必須是弱勢家庭、低收入戶、火災或房屋因天災破壞，無

經濟能力自行修繕的家庭。

台灣心志工團與愛在後花園志工隊為台東金峰鄉嘉蘭部落李弟兄蓋新家（林佳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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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是我們目前最大的問題。每個月我們必須使用大約120萬的建材和居

住的必要設備、營建二間家屋。但我們深信台灣人的同胞愛⋯⋯會源源不絕而

來⋯⋯

台灣心義工團的宗旨：台灣心希望、築夢一個家。

【心】愛在後花園志工隊

【編按】從個案發掘、清理家園、災民陪伴、連結資源、運送物資到房屋修

繕，每一個過程都貼心照顧災民，實際了解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案，每天往來台

9線及台11線超過百公里的救援團隊。

「TSP＋愛在後花園」團隊自尼伯特風災後，持續關懷台東地區獨居老人

以及弱勢家庭，還為他們修繕因風災受損的房屋。團員中也有來自台東其他鄉

鎮的原住民青年。

我們每一個足跡踏實的深入不被看見的角落，身體力行的付出及無私的奉

獻不是拿來討拍刷存在感，TSP＋重建每一次都刷出不同色彩的感動。我們沒

有強大背景的金援，有的是熱血。烈陽下用有限的資源修復，湊齊愛分享後的

物資，讓受災者短暫不再挨餓。

沒有無謂色彩及差異性，我們只做「對」的事情。因為我們就是TSP＋！

總統蔡英文與愛在後花園志工（翻攝自蔡英文總統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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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建故事

重建台東新家園   為阿公阿嬤築起溫暖的家

在大溪開設液晶面板周邊零件工廠的老闆尤瑞豊在風災期間籌組了「台灣

心義工團」，號召來自四面八方的志工，包括木工組、廚房組、水電組、鐵工

組，在短時間內就將台灣人的力量凝聚起來。他還記得，當團員盧立偉勸Ina

（阿美語：媽媽）說，要幫她蓋漂亮的房子，Ina不理他。後來等我們把鋼架

立起來的時候，她就很高興的拿掃把來幫忙打掃，還屋前屋後一直串門子。把

鑰匙交給Ina的一剎那，Ina感動得說不出話來，連眼淚都流出來了。

另一位受災戶潘小姐，當林牧師與志工隊前往勘察時，發現潘小姐的妹妹

及表弟所住的房子，因颱風造成住家屋頂掀開，室內漏水，家具毀損，土造牆

受風雨破損，不堪居住，就自行搭建帆布避風雨，急需協助。台灣心義工團二

話不說，就幫潘小姐在舊家的土角厝旁，興建三房一廳一衛浴的新屋，所有的

家具也是透過網路的熱心民眾捐贈。當志工老師傅將新家鑰匙交給她時，她感

謝所有志工團隊說，「有你們真好，我們才有家可以住。我真的很感動，有你

們帶領，台灣會更好！」

左邊是潘小姐的土角厝，右邊是志工所蓋的新家（林佳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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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伯特颱風重創台東後，來自全國各地的台灣心義工團、點亮台灣團隊、

TSP＋愛在後花園、愛無限團隊、周世倫導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社幹

事林偉聯牧師及立委劉櫂豪等人通力合作，經過二個禮拜，利用週末假日，約

三天時間，神速般地完成台東富源Ina及太麻里阿公的家屋重建。尼伯特風災

後第134天，志工團已修繕、重建完成超過七十戶家屋。

發現太麻里阿公的是TSP團長劉妍希。尼伯特風災兩個月後，有人跟她說

山上有位住在帳蓬裡的阿公極需要幫忙。沒想到阿公家的地址連導航系統都找

不到，她就滿山遍野的尋找。這位獨居在太麻里山上的73歲阿公黃順和，平

日靠著7千元的老農津貼，在自家門前種野菜維生。尼伯特來襲那夜，狂風暴

雨，整個屋頂都塌了，阿公嚇得往後門跑，結果絆倒在地，在驚慌中他忍痛跑

到屋外的廁所裡，就這樣躲了四天。靠著剩餘的食物，在帳蓬裡住了一個多

月。劉妍希找到阿公後，帶著TSP團隊為阿公搭了一座棚，募了一個不會漏水

的帳篷，這樣阿公又睡了兩個多月，阿公特地在帳蓬上寫下感謝的話。志工團

為阿公搭建二房一廳的家，屋內有床、廚具、冰箱、沙發及電視，都是各地愛

心募集而來。11月19日下午5時，台灣心義工團、點亮台灣、TSP心愛在後花

園及愛無限團隊等70位愛心志工，在家屋重建專案管理人盧立偉的現場督工

下，趕在太陽下山前完工，為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和村的阿公舉行家屋重建入厝

贈鑰儀式。當晚，阿公和志工團在星空下一起享用愛宴，彼此述說著令人感動

的故事。

台東愛在後花園修膳志工家屋重建前置作業：將鋼骨結構組合，處理水電配置、

鐵工浪板、灌漿（台灣心義工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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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金峰鄉李弟兄家屋重建感恩禮拜   將愛注入嘉蘭部落

去年，尼伯特風災吹垮了台東金峰鄉嘉蘭部落李弟兄的鐵皮屋，在「台灣

心義工團」與「心愛在後花園志工隊」齊心努力下，終於趕在今年寒冷的春雨

季節完工。2017年3月5日上午10時，東部排灣中會嘉蘭教會徐秋榮牧師特別帶

領部落弟兄姊妹前來，為李弟兄的新居落成舉行感恩禮拜。

李弟兄和弟弟曾在台中打零工，但常常無法如期領到工資，後來兄弟們決

定回到家鄉謀生，李弟兄就與弟弟合力蓋了一間鐵皮屋住了下來。去年，尼伯

特風災吹垮了他的房子，也讓他失去能夠遮風避雨的窩。李弟兄曾有過一段婚

姻，後來領養了一個身心障

礙的孩子，但因為日子實在

不好過，只好將孩子託妹妹

照顧。

負責本次建案的台灣心

義工團李志強老師表示，其

實「心愛在後花園」志工

隊很早就來關心，教會原本

想為李弟兄爭取永久屋居

住，等了三個月，可惜沒有

成功。TSP志工隊劉妍希表

示，當初發現李大哥住在會

滴水的鐵皮屋裡，屋外擺放

幾個水盆承接雨水，當作露天澡堂。等了那麼久，卻都沒有怨言。如今這個家

已經注入許多人的愛，她相信透過愛的分享，這個部落也會愈來愈有愛。

嘉蘭部落頭目林長老在感恩禮拜前，特別解說一段部落遷徙的歷史。徐秋

榮牧師則作見證說：「這個房子是李弟兄的母親禱告來的。」他說，「建造一

個家庭非常不容易，有人努力了五、六十年都還看不到一間房子，有些人的房

子則是父母留下的。今天這個房子，不用花一毛錢，是上帝賜下的，也是媽媽

嘉蘭教會徐秋榮牧師（右一）帶領教會弟兄姊妹參加李

弟兄的新居落成感恩禮拜，台灣心義工團來自瑞士的小

義工代表贈鑰（林佳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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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禱告，感動了教會、總會及志工們辛苦建造出來的。」他勉勵李弟兄，要

找回起初失落的信仰，遵行上帝的誡命，學習將愛分享給別人。

最後在徐牧師祝禱下，李弟兄眼眶含著淚，與眾人一同吟唱排灣族聖詩，

感謝上帝恩典。接著由台灣心義工團的瑞士小義工代表贈鑰，完成交屋儀式。

台灣心義工團理事長尤瑞豊表示，三個月之後義工團的關懷組將再回來訪視屋

主在新家生活的狀況，檢查房屋結構與水電設備是否正常。他也承諾，將來有

關部落的建案，也會多留意原住民族文化，不只要讓屋主住得舒適，也要讓他

們住在自己熟悉的信仰生活裡。

財務使用情況

總會教社主委鄭國忠牧師、東美中會議長林碧玉牧師、東美中會總幹事王景正牧師、原社主

任給籟牧師及總會教社幹事林偉聯牧師慰問受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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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感恩時刻

當台東上萬屋頂被強風摧毀，災民嘆息著風雨的無情，看似家毀人傷前途

無望時，卻讓我們又看見，義工們在烈日下揮汗爬上屋頂，秉著上主給每一個

人的憐憫心腸，為災民盡心建屋，這無非是苦難中最美的景象。

對救災單位來說，每一次的災情都不相同，雖有過去經驗可供參考，仍然

不忘每次都有再學習的機會。救災可說是一趟信仰之旅，用信心與愛心面對眼

前的困境，並帶給災民真實的盼望。

從工作上獻上感恩；災後第一時間，東部各中會教社部立即動員投入救災

工作，不管是清理家園、物資運送或是交通往返都出入平安。後續得到各界支

持，到陸續完成房屋修繕與重建，整個過程都得到上主的保守。此外，工作中

認識許多愛心充滿的好伙伴，是這次任務最大的收穫。

從經費上獻上感恩；此次救災從零開始，一點一滴募款，並投入上千萬的

重建工程，到最後仍然有餘，這過程如同五餅二魚的神蹟體驗。感謝各地方教

會宣傳分享，藝人朋友與立法委員拍攝影片，鼓勵全民共同關心，更是讓我們

倍覺溫暖。甚至陸續完工後，還能將足夠的款項捐給長期關注弱勢家庭居住改

善的台灣心義工團。

此外，土地正義的問題在災區同樣上演，無論是土地所有權、使用限制都

困擾著救援重建工作。幸好透過各界奔走，使原本無法領取補助或是沒有營建

許可的受災戶得償所願。救助政策也該不斷地檢討反省，不時看到政府救助政

策與災民實際需求的落差，往往也是災民與政府部門爭執所在，民間捐贈熱情

之餘也難以顧及公平性，這些都有待進步。

以賽亞書第61章4節：「他們要重修古時的廢址，興建往日的荒場；他們

要建造倒塌已久的城邑。」這是上主應許以色列人的話語，讓家園殘破的以色

列人重新燃起希望；如今也在台東風災家屋重建的工作上，再次得到見證。為

此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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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帥的背影是志工（林佳靜攝）

因為有您的支持，

建造了在地的希望！

我們帶著感恩的心，邀請您

與居民一起繼續邁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