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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團體青年組織的宗教性與結構關係：以慈濟與

慈青為例 

 

1992 年台灣佛教慈濟基金會的青年組織「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成立，為

慈濟眾多的志工團體之一。為了順利與確切地達成慈青聯誼會之宗旨，在成立之

初，隨即有「慈誠懿德會」的設立，慈誠懿德會的成員皆為慈濟委員與慈誠，擔

任陪伴、輔導慈青的角色。此外，因歷屆慈青相繼畢業，於 1997 年也成立「慈

青學長會」，畢業慈青學長依自身曾經為慈青的經驗，繼續陪伴、輔導在學慈青。

在組織架構上，慈誠懿德會與慈青學長會為協助慈青聯誼會運作的主要人力組

織；在實際運作上，慈誠委員（師姑師伯）、慈青學長（學長學姊）與慈青三者

實為緊密連結的大家庭成員，在「家」的氛圍下，陪伴與支持慈青聯誼會的發展。

慈濟對於慈青聯誼會除了人力資源的投注以外，也有相當的物力資源協助慈青聯

誼會的運作，尤其於慈青寒暑假的營隊活動，包括：活動場地、器材設備、各類

物資等。慈青聯誼會由於慈濟基金會之人力、物力、有形、無形資源的投注與支

持，得以成立並發展為至今的規模。本章第一節即是討論慈青聯誼會於整體慈濟

基金會組織架構中的定位，以及兩者的互動支持程度，另也觀察到慈濟委員慈誠

與慈青的實際互動關係與問題。將討論慈濟與慈青的結構關係與互動程度如何影

響慈青聯誼會之發展與應對世俗化之情況。而第二節主要探討，慈青聯誼會社團

化的發展，以及慈青與慈濟互動關係的演進。慈青聯誼會十五年的發展，畢業慈

青成為慈濟委員慈誠或回歸慈濟志業體工作，展現慈青為慈濟傳承者的趨勢。並

進一步探討慈青對於慈濟的反饋模式，將提供青年參與者於成年之後持續參與宗

教組織的管道，同時保留住參與者，使組織得以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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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慈濟基金會與慈青聯誼會的關係 

一、組織架構與互動關係 

（一）慈青聯誼會之成立 

    佛教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正式成立於 1992 年，然而在此之前，就陸續有許

多青年接觸慈濟的活動，而後究竟是什麼因素促成慈濟的青年組織「慈青聯誼會」

之成立？以下參考慈青網站資料，作詳細的介紹與說明：5 

民國六十三年，也就是佛教慈濟克難功德會成立的第八年，花蓮師專的學生

率先參與精舍發放的工作。在此之後，更有許多的大專青年零星的到慈濟靜思精

舍參訪。直到民國七十八年，。  

    當時已經是「慈濟委員」，並考上清大統計研究所的張子貴，是慈青的主要

推動者之一，憑藉一股「為善競爭」的精神，主動積極地將慈濟人文帶入校園。

除了課餘時間逢人即介紹「慈濟」以外，更積極的推動委員間的聯誼，加強大家

對慈濟志業的認識。同時也定期舉辦共修活動，交換彼此的經驗與心得，許多的

教授、研究生等，藉此活動而與慈濟結緣。 

    於是在七十八年十二月份，張子貴辦了第一次回慈濟靜思精舍參訪，清大、

交大學生約莫三十人參加。就在地利、人和的情況下，當時這批學生開始積極舉

辦慈濟茶會、共修等活動，並進一步安排慈濟參訪、配合委員訪貧、及洽詢回慈

濟醫院當志工的機會。  

    八十年暑假是慈青重大的轉捩點。一次回靜思精舍參訪的活動中，一位大學

生蔡宗宏，在參觀慈濟志業體之後，認為在醫院擔任志工，藉由病人的示現，可

讓人體認生命無常，促使人們反省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是個十分有益於同學的活

動。經由蔡宗宏的提出，大專院校的同學因而有機會組隊到慈濟醫院當義工。於

八十年六月底辦了第一梯大專青年義工隊，由清大、交大共二十四人參加。同年

                                                 
5 參考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網站：http://student.tzuchi.net/student.nsf 之「慈青簡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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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亦有台大三十餘位同學加入義工行列。  

    由於同學對於義工隊反應熱烈、收獲頗多，於是在八月底加辦一梯。此項醫

院服務的活動，使得更多的學子從「做」中實際體會慈濟人文與精神，並發願為

淨化人心盡一份力。至此，證嚴法師將義工隊正名為志工隊，說明「志工」乃志

願工作者，需抱持歡喜、感恩心，盡一己之力，全心為他人付出，無怨無悔。經

由志工隊的參與，更讓諸多的青年學子，深深的體悟到，慈濟一貫稟持「當願眾

生得離苦，不為己身求安樂」的胸懷。 

    八十年九月八日，十多所大專院校同學，集聚於台北分會互相認識、經驗交

流，一連串「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籌組活動，緊鑼密鼓的進行著。除了大家口

耳相傳外，也藉由文宣刊物匯整各校慈青活動、彼此交流推展經驗及活動狀況，

並加強對慈濟的了解。  

    八十一年二月十五、十六日，由宗教室主辦了「大專青年幹部訓練－－慈濟

之旅」，有全國十二所大專院校學生參加。證嚴法師以「日日是好日」及「過秒

關」的踏實、積極人生態度，勉勵同學。在座談時間內，各校幹部暢談該校慈濟

因緣以及發展現況，希望今後能朝人力資源整合邁進。會中亦擬定慈濟大專青年

聯誼會的組織章程、成立流程、進度等。至此，聯誼會的成立已指日可待。 

    經過了許多人共同的努力，八十一年五月三十一日慈濟大專青年於台北分會

舉辦「成立大會」，共四十多所學校，一百七十多位同學參加。證嚴法師正式遴

選精舍常住師父－德恂法師為聯誼會指導師父，宗教室負責行政協調，並輔導會

務運作。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正式成立。  

    基於讓更多青年學子有機會瞭解慈濟在做些什麼，進而接引更多有心加入的

人，故決定於八十一學年度寒假起（八十二年），舉辦第一屆慈青冬令營。此次

冬令營共二梯約一百五十人參加，開慈青營隊之先河。在營隊結束之後，推選交

通大學潘勁成為第一屆總幹事，台灣大學邱定彬為北區副總幹事，東海大學熊毅

為中區副總幹事。至此，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邁入組織化運作的時代，會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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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為蓬勃、迅速。而後因參與慈青聯誼會成員不斷增加，組織擴大，因組織實際

運作之需求，逐步分區，除了原先的北區、中區之外，再劃分為桃園區、新竹區、

雲嘉區、台南區、高雄區、屏東區、花蓮區、台東區，共十區。各區大專院校的

慈青社也相繼成立。 

由慈青聯誼會的成立過程可知，最初是由大專院校學生（曾接觸慈濟或已是

慈濟成員）於校園中主動發起舉辦慈濟茶會、共修等活動，藉活動使學校學生認

識慈濟。慈濟基金會隨即給予全力支持與協助，最初發起的學生與慈濟基金會共

同舉辦參訪花蓮慈濟靜思精舍的活動，讓更多學生實際到花蓮認識慈濟志業與人

文。而這群參訪的學生有所收穫而再提出到慈濟醫院當義工的方案，慈濟基金會

亦隨即舉行「大專青年義（志）工隊」。參加參訪活動或義工隊的各大專院校青

年逐步增加，青年們共同籌組「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的想法逐漸醞釀，慈濟基

金會亦扮演將想法化為實際計畫的角色，主辦青年幹部訓練與各項籌組會議，聚

集各校青年，凝聚共識，而後慈青聯誼會終於成立。所以，慈青聯誼會最初得以

成立並隨即快速擴及全台的發展，與青年本身的主動積極性，慈濟基金會的支持

協助性，以及兩者之間緊密的互動聯繫性，有密切關係。同時我們也觀察到，慈

青未成立前，即運用「營隊」模式，例如舉辦參訪、義工隊、幹部訓練等，讓各

校青年藉由參與營隊認識慈濟並相互學習。慈青聯誼會成立之後，隨即舉行第一

屆慈青冬令營，往後每年寒暑假慈青皆會定期舉行各項營隊活動，確立慈青之「營

隊」運作模式。另一運作模式「社團」，以下章節將有介紹與討論。 

 

慈青形成之歷史沿革整理如下： 

時間 大事記 

1966 年 「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成立。 

1974 年 花蓮師專的學生參與精舍發放的工作。 

1989 年 清大研究生張子貴將慈濟人文帶入校園，並舉辦第一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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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靜思精舍（慈濟發源地）參訪。 

1991 年 6 月 舉辦第一梯大專青年義工隊（青年擔任慈濟醫院志工），由

清大、交大共二十四位同學參加。 

1991 年 7 月 亦有台大三十餘位同學加入醫院志工行列。 

1991 年 9 月 十多所大專院校同學，集聚於台北分會，進行「慈濟大專

青年聯誼會」籌組活動。 

1992 年 2 月 由慈濟宗教室主辦了「大專青年幹部訓練－－慈濟之旅」，

全國十二所大專院校學生參加。 

1992 年 5 月 31 日 慈濟大專青年於台北分會舉辦「成立大會」，共四十多所學

校，一百七十多位同學參加。  

1993 年寒假起 舉辦第一屆慈青冬令營。此次冬令營共二梯約一百五十人

參加，開慈青營隊之先河。 

1993 年以後 慈青聯誼會劃分為「北區」、「中區」，而後因參與成員不斷

增加，逐步劃分為十區，邁入組織化運作的時代。 

 

（二）慈青聯誼會之宗旨 

    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之成立宗旨為：秉持佛陀『慈悲喜捨』的精神，以啟 

發良知、發揮良能、培養健全的現代青年為宗旨。6由慈青聯誼會會歌也明示了 

組織宗旨： 

 

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會歌 

 

      陽光普照  山河大地  法雨滋潤  十方世界  

                                                 
6 此參考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組織章程之第一章第一節（90 年 3 月的版本）。但組織章程持續修 

訂中，目前尚無確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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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生命功能  藉事鍊心 散發出慈濟的光  

      尊重生命  廣結善緣  調和聲色  理直氣和 

      事圓理圓人圓   慈悲的心  實踐出生命的愛  

      我們是慈青的菩薩   肩負著佛陀的使命  

      我們是慈青的菩薩   傳承慈濟歷史的腳步 

 

此外，證嚴法師於慈青聯誼會成立之時，曾以「慈青悲智行，聯誼啓慧根」這句

話來勉勵青年學子，證嚴法師希望慈青的所作所為，都存乎「悲」心，用以「智」

慧；彼此之間、相互扶持（聯誼），以達佛性的增長（啓慧根）。7 

    總結以上得知，慈青聯誼會的組織宗旨為教育青年做人處世的道理，如：尊

重生命、廣結善緣、調和聲色、理直氣和、事圓理圓人圓等，以培養健全的青年。

同時也希望提升青年的精神層次、宗教情操，以佛教的精神教育青年，啟發青年

的良知、良能，期待青年能秉持佛陀『慈悲喜捨』的精神，對外為善助人、利益

人群；對內肩負佛陀的使命、傳承慈濟歷史的腳步。 

    故慈青聯誼會平時於各校社團活動、志工服務活動或寒暑假的營隊活動，皆

依循此組織宗旨目標而企劃設計相關課程活動，有其宗教性，包含：佛教精神、

慈濟理念等，不同於其他非宗教性的青年團體或社團所舉行的活動。另慈青聯誼

會的宗旨，也顯示慈青的最終使命為傳承佛教與慈濟歷史，亦即慈濟大專青年的

角色，並非僅停留大專生涯階段，待慈青畢業之後，期許慈青轉換角色成為慈濟

成員，繼續肩負佛陀使命與薪傳慈濟志業。 

（三）慈濟與慈青的關係 

    慈濟基金會（主體組織）與慈青聯誼會（分支組織）的關係如下： 

 

 

                                                 
7 參考陳裕文，2003，《非營利組織青年志工訓練之研究：以佛教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為例》，國

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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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慈濟基金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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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慈濟基金會秘書處 

由組織架構圖可知，慈青聯誼會與委員、慈誠隊、教師聯誼會、人醫會等，

同屬於慈濟基金會的各功能志工組織，各個組織之間的關係為平行的，只是因各

自身分與功能的不同而分別成立各類志工組織。例如，教師聯誼會的成員，身分

皆為教師，發揮教育的功能；而人醫會的成員皆為醫護人員，從事醫療義診等；

慈青聯誼會的成員為大專青年，以青年影響青年的方式帶動青年。此外，需特別

注意的是，慈濟基金會的志工組織中，「委員」8與「慈誠隊」9為兩大主力組織，

委員與慈誠為最核心的成員，秉承證嚴法師「為佛教、為眾生」的志願，及「以

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的師訓，從事濟貧教富的志業。同時，委員與慈誠

隊員也扮演各類組織中的聯繫、協調角色。如前所述，教師聯誼會、人醫會、慈

青聯誼會等這些因慈濟會務推展，衍生而出的外圍組織，乍看之下似乎是各司其

職、各自運作，但透過慈濟的核心成員──委員及慈誠隊員居中聯繫，卻能環環

相扣、相輔相成，凝聚成一股力量，完成志業的使命──淨化人心、祥和社會。10 

    因此，慈青聯誼會與慈濟基金會的實際互動關係，即是透過委員與慈誠隊員

居中聯繫、協助慈青聯誼會的發展。尤其慈青聯誼會是由大專青年所組成的組

織，有「青年」尚未發展成熟的特性，加以組織成立宗旨，即是期望教育、啟發

青年的良知良能，引領其投入為善助人的志業，所以需要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的

陪伴輔導。「慈誠懿德會」乃因應慈青聯誼會而成立，由委員與慈誠隊員所組成，

受證嚴法師所託，負擔起陪伴與帶動慈青的使命，在與慈青的互動過程中，傳遞

慈濟精神與使命，同時輔導協助慈青會務的推動。除此之外，由於歷年來於大專

                                                 

8 慈濟委員（包含男眾、女眾）的任務包括：一、勸募善款，發揮慈悲喜捨予樂拔苦的精神；二、

訪查、複查低收入戶；三、慰問急難災戶病患。此外，委員尚須參與所屬地區分會各項活動及會

議。至於協助推動本會會務，則更是責無旁貸之事（參考慈濟網站）。 

9 慈誠隊的成員來自社會各階層的男眾，可說是慈濟的護法金剛。慈誠隊除了負責慈濟基金會本

會、分支會、聯絡處勤務（包括：佈置場地、指揮交通等），以及擔任慈濟醫院志工，參與支援

慈濟各項活動，協助募款與推動各項志業（參考慈濟網站）。 
10 參考慈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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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畢業的慈青人數不斷累積增加，於 1997 年「慈青學長會」也隨之成立。學

長會參與的成員皆為畢業的慈青，也就是說當一位慈青於大專院校畢業後，由「慈

青」的角色轉換為「慈青學長」，能繼續參與學長會與慈濟的活動。而慈青學長

的重要功能即是輔導陪伴在學的慈青學弟學妹。 

由原先的「全球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組織架構圖」，可清楚地觀察到「慈誠

懿德會」、「慈青學長會」與「慈青聯誼會」的關係。 

 

 

 

 

 

 

 

 

 

 

 

 

 

 

 

 

 

 

 

 

 

 

 

 

 

 

 

圖 3-1-2 全球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組織架構圖 

各區慈青社 

（2006年為止全省計有145所學校有慈青活動，正式

成立慈青社社團學校計有80所） 

上證下嚴上人 

慈濟基金會 

宗教處 

指導師父團隊 

各國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 

 

（目前為止，全球計有馬來西

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

中國、土耳其、日本、澳洲、

南非、賴索托、紐西蘭、美國、

巴拉圭、阿根廷、多明尼加、

加拿大、英國等國家有慈青活

動。各國依其實際狀況或有分

區或進入校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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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慈濟基金會宗教處 

 

由組織架構圖顯示，加以參考慈青聯誼會組織章程的說明可知：證嚴法師為慈 

青聯誼會之導師。證嚴法師遴選若干名精舍師父為聯誼會之指導師父，輔導聯誼 

會之運作。聯誼會置召集人壹人，由總管理中心宗教處主任兼之，同時宗教處輔 

導協助聯誼會之運作。「慈誠懿德會」與「慈青學長會」為陪伴輔導「慈青聯誼 

會」的組織團隊。慈青聯誼會依各區會務之推展，得於北、桃園、新竹、中、嘉 

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蓮等各區因地制宜成立各區聯誼會。各區聯誼

會架構下又包含各校慈青社。 

    慈誠懿德會（簡稱慈懿會）與慈青學長會（簡稱學長會）除了輔導各區慈青

聯誼會的運作方向，協助各區會務推動之外，在各校慈青社的實際運作，慈誠委

員與學長學姊也投入大量人力，陪伴關懷在學慈青。慈懿會的慈誠委員與慈青學

長們，會親自參與慈青的會議、社團課程、各項活動。尤其在志工活動方面，由

於慈濟委員慈誠本身即已投入當地的志工服務多年，有較多的經驗與資源，在慈

青社與服務的機構或對象之間扮演溝通聯繫的角色，帶領慈青一起投入志工活

動。此外，例如從事關懷長者的志工服務活動，由於慈青社的成員，有些是剛加

入社團的大一新生、有些也可能未曾有志工服務的經驗，慈誠委員會從中帶引慈

青關懷長者，或由慈誠委員與長者親切真誠的互動，慈青無形中也學習到志工服

務的精神與方法。由此可知，慈誠委員與學長學姊對於慈青而言，不僅是有形的

人力資源，也是無形的精神資糧，藉由慈誠委員與學長學姊的言教、身教，在與

慈青的互動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啟發與影響慈青。此外，由於證嚴法師期許慈誠

委員能以帶自己孩子的心去關懷陪伴慈青孩子，慈誠委員也都如此自許與實踐，

慈青感受到慈誠委員給予的愛與關心，會主動稱呼慈誠委員為「爸爸、媽媽」或

「師姑、師伯」，彼此互動關係宛如一家人，在「家」的氛圍下，相互關愛、感

恩、學習等無形的資源也不斷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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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青聯誼會與各校慈青社，由於有慈濟委員慈誠與學長學姊的輔導陪伴，使

慈青組織的活動或課程更具特殊性，並協助組織將其抽象的宗旨化為具體的落

實。就如「志工服務」活動，慈誠委員能帶領陪伴慈青一同服務他人，並且在服

務的過程中，慈青由委員慈誠與學長學姊的身教言教，潛移默化地學習以佛陀「慈

悲喜捨」的精神與慈濟「付出無所求並感恩」的理念去服務別人，亦即慈誠委員

與學長學姊是慈青的學習對象，並且藉由委員慈誠與學長姊具體的志工服務之態

度與方式，讓慈青學習具「宗教性」或「宗教情懷」的志工服務行為，同時漸進

地達到提升青年服務精神與宗教情操。故慈青社舉行的志工服務活動就不同於一

般的服務性社團，更具宗教精神與意涵。此外，慈誠委員與學長學姊又扮演慈青

組織之「爸媽兄姊」的角色，使慈青組織具有「家」的氛圍與展現其特殊性，不

同於僅有「青年」成員的組織或社團。慈懿會與學長會不僅是慈青聯誼會的實質

人力資源組織，同時也使慈青組織展現其「宗教性」與「家」的氛圍之特殊性。 

慈濟基金會對於慈青聯誼會除了人力資源的支持，也有物力資源的協助。慈

青聯誼會暨各區聯誼會行政費用之支出，專款項以定期、定額補助之方式辦理。

其他各項專案性活動，得備有具有活動計劃專案呈報總管理中心宗教處，轉呈指

導師父核可後核撥經費。11而各校慈青社的經費為獨立運作，主要經費來源為社

員的社費（各校慈青社訂定，通常為200元），以及學校對於社團的補助款。此

外，慈青寒暑假舉辦的營隊活動，除了學員繳交的活動費外（如：四天三夜慈青

生活營的活動費為900元），不足處也由基金會協助。物力資源還包括：營隊場

地、設備、器材等的借用。除了有形的物力資源，慈青聯誼會擁有慈濟人文（文

化）豐富的無形資源，涵括：宗教信仰、證嚴法師的法語、靜思文化的書籍、音

樂等，皆是慈青社團或營隊活動的重要取材與資源。 

    慈青聯誼會處於世俗化的脈絡下，由於有慈濟基金會人力物力資源的支持與

協助，使慈青得以舉辦較具宗教性或家的感覺之社團課程與營隊活動，並藉由活

                                                 
11參考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組織章程之第六章（90年3月的版本）。 



  
 

31

動吸引青年的參與，使慈青聯誼會由成立至今，成員人數增長至一定程度，組織

漸趨穩定健全的規模，於宗教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二、互動關係所面臨的問題 

    慈青聯誼會成立至今已十五年，組織運作發展的過程中，也逐步產生一些實

際具體的問題，就慈青受訪者的敘述以及筆者的觀察，以下將一一探究這些問題。 

 

（一）慈誠委員與慈青的互動關係各區存在差異性 

    由訪談資料與筆者的觀察，發現慈懿會的慈誠委員與慈青的實際互動關係，

各區呈現不同的情況，將可能導致各區慈青發展的差異，如以下訪談資料所示： 

 

師姑師伯與慈青的互動關係，各區差異很大。不要說北區、中區有很大的差

異，就連北區自己的各小區12也有極大不同的差異。每一區的爸爸媽媽陪伴

慈青的態度或者是支持的程度是不太一樣的，例如說：我在大安區，大安區

就是很幸福的區，爸爸媽媽會給慈青很大的空間，就是同時在陪伴但也給你

很大的空間，也會願意給你建議，可是他們是…有點類似跟慈青是平行的，

而不是像有些區的師姑師伯有時候可能會主導，就是師姑師伯「希望」慈青

能怎樣…，當然，師姑師伯都是會希望慈青可以怎樣…，但是這個希望的程

度是有差別的。……有些區的師姑師伯可能忙於慈濟的其他志業，較照顧不

到慈青，但有些區的師姑師伯又會很介入慈青的運作，每一區的差異性很

大。上人希望慈懿會的師姑師伯可以陪伴慈青，可是「陪伴」兩個字的定義

很寬廣，你去跟慈青說應該要怎麼做也是「陪伴」；然後你去跟慈青說，你

們討論完再來跟師姑師伯說，再來做最後的 check 就好，這也是「陪伴」，

程度就是不一樣。（訪談記錄 C2
13） 

 

    由此可知，各區慈懿會慈誠委員陪伴慈青的程度，初步推估可能分為三種層

次：一為介入、主導較多；二為中等的程度，給慈青較大的空間；三為彼此的互

動關係較為疏遠。因而各區慈誠委員與慈青的互動關係有很大的差異，各區慈青

的發展狀況與成長程度也會有極大的差異。由此觀察可知，慈誠委員與慈青的陪

伴關係包含「與人的互動程度」以及「對事的介入程度」。第一種層次的陪伴關

係為，慈誠委員與慈青有緊密的互動關係，但慈誠委員對於慈青組織事務運作介

入較多，例如：慈青籌備一個活動，慈誠委員可能從活動宗旨至具體的活動流程

                                                 
12 北區慈青聯誼會又分為北一 A、北一 B、北二、北三、北四區，共五個小區。 
13 C2 為受訪者編號，受訪者基本資料請參考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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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容，都有所主導與建議，將可能使慈青組織缺乏自主性，慈青失去學習成長

的機會，同時慈青的構想與創思可能也會有所掩蓋。青年於組織中無自主發揮的

空間，也可能間接導致成員的流失。相形之下，第二層次的陪伴關係，慈誠委員

與慈青，「人」的互動方面依然有緊密的關係，但於慈青「事務」方面，慈誠委

員則給慈青較大的空間，讓慈青自主運作、籌畫各類活動，若活動宗旨與大方向

不偏離慈濟主軸理念，慈誠委員皆支持慈青的想法與作為。此種陪伴程度使青年

於慈青組織中有自主發揮的空間，同時也營造「無壓力」之家的氛圍，將可能吸

引青年加入或留住已參與慈青組織的成員。第三層次的陪伴關係，慈誠委員與慈

青在於「人」與「事」的互動關係都較疏離與鬆散，關係程度的薄弱，將可能間

接導致慈青運作方式或活動策劃偏離組織宗旨，亦無法建立「家」的溫馨感覺，

可能使成員逐漸流失。 

 

（二）慈青組織架構修改與人事調動所產生的問題 

源於2003年，證嚴法師提出「立體琉璃同心圓」的組織架構概念，「立 

體琉璃同心圓，菩提林立同根生，隊組合心耕福田，慧根深植菩薩道。」成為慈

濟志工「四合一架構」的精神內蘊；而依功能職責（同時也依行政區），則分「合

心」、「和氣」、「互愛」、「協力」四個組隊。14因此，慈濟基金會委員組織

與慈誠隊組織架構依此變更，由原本委員與慈誠隊員依其人際網絡而分組，現則

更改為依各自居住的行政區分組，以此促進委員與慈誠緊密結合，共同落實社

區，以推展「當地」的慈濟會務。15 

    慈青聯誼會也隨慈濟委員、慈誠隊組織架構更改而有所變動，以原先的組織

架構（參考圖 3-1-2）為基礎，2006 年 9 月組織架構正式更新（參考附錄三）。新

的組織架構將所有慈濟志工依所屬行政區分組，使志工能落實社區，就近推展當

地的慈濟會務。例如：原先輔導台大慈青社的慈濟慈誠委員可能來自台北各區，

如今實施新的組織架構，志工必須回歸落實社區，所以轉換為一批大安區（台大

所屬的行政區）的慈誠委員來輔導台大慈青，人事的調動使得委員慈成與慈青雙

                                                 
14 參考潘煊，2004，《證嚴法師琉璃同心圓》，台北：天下遠見，頁 427。 
15 非本文探討的主題，詳細資料可參考 2003 年之後出版的《證嚴上人衲履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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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皆須重新調適。 

 

台大就歷經了當師姑師伯要落實社區的時候，師姑師伯是整個換，影響很

大，原來陪伴台大慈青的爸爸媽媽是已經陪伴了十幾年，那整體的師姑師伯

一換，使我們那一年的慈青傳承產生斷層，……當師姑師伯的調動，人一動

就會影響到事，例如本來的師姑師伯在陪伴慈青已十幾年，有固定的模式，

可是當人一動，兩群人要重新適應彼此，去建立岀一套新的默契來，我覺得

在那個過程裡面，只要有一點點沒有處理好，就會有人受傷。（訪談記錄 C2） 

 

由此可知，組織架構的變更，必須經歷人事調動的過渡期，某些學校慈青社在歷

經慈濟慈誠委員的調動，而產生組織運作之新的人事溝通協調問題，於互動的過

程中若不夠圓融契合，將可能導致成員的流失。 

另由於慈濟委員慈誠組織架構落實社區之後，社區會務、活動增多，委員與

慈誠因忙碌於其他志業與會務，而可能無暇或忽略陪伴輔導慈青這個部分。有鑑

於此，慈青聯誼會於 2006 年組織架構的更改，更提出「三合一」的概念，也就

是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包括慈青慈懿會、慈青學長會、慈青大專青年，三者合而

為一體，團隊運作，彼此關懷，稱之為「三合一」，強調三個組織的團結合一，

以利推動慈青會務。慈青主動分享會務訊息，同步讓慈青學長會、慈青慈懿會瞭

解。慈青學長落實校園關懷，主動跟隨慈懿會落實社區工作，成為慈懿會生力軍。

慈青慈懿會積極參與慈青會議、活動，關懷慈青生活教育，並帶動慈青學長，投

入關懷慈青行列。16需特別注意的是，此「三合一」架構理念，增強「慈青學長」

的角色功能，因慈懿會的委員與慈誠同時也承擔繁重的社區各項會務，陪伴慈青

的部分則可仰賴慈青學長，委員慈誠能帶動慈青學長一同來陪伴關懷慈青，使慈

青學長成為慈懿會的生力軍。然而，慈青「三合一」的架構理念，是組織的理想

與願景，但實際執行層面，卻發現畢業慈青學長回歸落實社區的可行性、學長流

失的問題、以及學長本身所面臨的問題，以下將做進一步的討論。 

 

（三）畢業慈青學長面臨的問題 

首先討論到「慈青學長流失」的問題。歷年來畢業的慈青，很有可能因繼續

升學或就業的地點與原先就讀大學的地點不同，而不再繼續參與慈青或慈濟的活

動。例如：某位慈青原先就讀於台北地區的學校，畢業之後到台中工作，因對於

                                                 
16 佛教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組織架構現況（2006.9.15），請參考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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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區學校的慈青社不熟，也不認識當地的慈濟師姑師伯，又忙碌於事業等因

素，而不再繼續參與慈青的活動。就筆者初步的觀察，許多畢業的慈青至其他地

區展開新生活，時常因缺乏人際關係網絡或管道，而很難再繼續參與慈濟活動。

雖然慈青學長會已察覺到這分面的問題，努力建立大四即將畢業的慈青之聯絡網

路，同時也舉辦各類活動邀請畢業的慈青參與。然而因變動的主體仍是畢業慈青

學長本身，除非變動至其他地區的學長，本身「主動積極」地繼續參與慈濟活動，

否則在實際運作上，慈青學長會很難接獲訊息並聯繫上調動至該區的慈青學長。

因此，慈青學長流失的情況是顯而易見的。畢業慈青學長流失，使慈青學長會的

成員人數無法增長，使學長陪伴慈青的人力資源有限，而很難達到慈青三合一的

組織架構理想。 

另外，就算是繼續參與慈濟活動、陪伴在學慈青的畢業慈青學長，也可能因

正值人生轉換的過渡階段，例如面臨研究所之課業繁重、或事業剛起步、或成家

立業等問題，其花費於陪伴慈青的心力與時間，某些時候就會呈現「心有餘而力

不足」的狀況，其陪伴慈青的時間與品質將有所侷限與落差。 

    雖然，近幾年來慈濟對於畢業的慈青學長賦予更深的使命，期待學長能成為

慈誠懿德會的生力軍，成為陪伴慈青的重要角色。然而，畢業慈青的流失，以及

學長因處人生過渡不穩定階段，使其投入陪伴慈青的時間與心力有限，這些都是

值得慈青組織正視與反思的問題。 

 

 

第二節  慈青聯誼會的發展 

    接下來討論，慈青聯誼會從成立至今已近十五年的發展情況。明顯可見的是

慈青「社團化」的發展，與慈青逐漸成為慈濟傳承者的趨勢。 

一、慈青「社團化」的發展 

    慈青聯誼會成立之初，證嚴法師即期待慈青能成為校園的一股清流。由慈青

聯誼會的簡介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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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青的會徽是「雙手捧著慈濟心燈」，涵義就是希望身著「藍天白雲」制服

的慈青伙伴，能以清純的心、無染的愛，擔負起「校園和平工作者」使命，

讓慈濟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精神，成為校園內的一股清流。17 

    當時許多慈青因參與慈濟的活動有所啟發與收穫，為達成這樣的期許，慈青

們結合慈懿會的慈誠委員，開始於各自就讀的大學校園中，舉辦慈濟活動，籌組

慈青社事宜。除了慈青本身積極的推動，加以當時（十幾年前）大學生參與社團

的風氣仍十分興盛，種種因素促成各校慈青社相繼成立，迅速發展。慈濟基金會

宗教處提供的統計資料顯示，截至 2006 年 12 月止，全台共有 145 所大專院校有

慈青活動，其中 83 所已在學校中成立慈青社，大一至大四在學慈青人數為 3,375

人，圖 3-2-1 顯示詳細資料。此外，十五年來慈青也隨海外慈濟人的足跡，邁向

海外發展，2006 年全球在學的海外慈青統計人數為 1512 人。18 

慈青聯誼會十五年來，已呈現全面「社團化」發展的成熟型態，藉由學生社

團運作的模式，歷年來吸引許多大專青年加入慈青社成為慈濟青年。然而十幾年

的歷史演進，大專院校學生參與社團的風氣已有所改變。就筆者對於慈青社的初

步觀察，發現近四、五年來，某些學校慈青社逐漸面臨招生不易、幹部缺乏等問

題。而本研究最初的研究動機即是觀察到某些學校慈青社目前面臨的問題，於下

一章節將有詳細的討論。 

 

 

 

 

 

 

 

                                                 
17 參考慈濟網站。 
18 慈青人數統計資料來源為慈濟基金會宗教處，詳細資料請參考 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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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全省慈青社一覽表 

 

 

 

 

 

 

 

 

 

 

 

 

 

 

 

 

 

 

 

 

 
 

 

資料來源：慈濟基金會宗教處 

 

北區：（已成立 30 所，未成立 7所） 
台灣大學  政治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 台北大學 台灣海洋大學 台灣藝術大學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台北市立教

育大學 輔仁大學  東吳大學 淡江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台北醫學大學 世新大學 銘傳大學  實踐大學 真理

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  台北科技大學  台北護理學院 華夏技術學院 聖約翰科技大學  黎明技術學院 北台科學

技術學院  崇右企業管理專校 醒吾技術學院  龍華科技大學  陽明大學  中華技術學院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國防醫學院  康寧護理專科學校  耕莘護理專科學校  致理技術學院 景文技術學院 東南技術學院 警察專科學校 

桃園區：（已成立 9所，未成立 2所） 
中央大學 元智大學  中原大學  清雲科技大學  開南管理技術學院  
中央警察大學 長庚大學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   南亞技術學院  長庚
技術學院   萬能技術學院 

新竹區：（已成立 7所，未成立 3所） 
清華大學  中華大學  新竹教育大學  大華技術學院  元培科

技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 交通大學  玄奘大學  中國技術學院  
中華技術學院

中區：（已成立 13 所，未成立 14 所） 
中興大學  彰化師範大學  台中教育大學  東海大學  
逢甲大學  靜宜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南開技術學院 台中科技大學  中台科技

大學  台灣體育學院   聯合大學  大葉大學  暨南國
際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僑光技術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管理專校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台中護理專科
學校  修平技術學院  勤益技術學院  嶺東技術學院  
明道管理學院 台灣體育學院 台中技術學院 

雲嘉區：（已成立 3所，未成 5所） 
雲林科技大學  中正大學  嘉義大學民雄校區   嘉
義大學蘭潭校區  虎尾科技大學  稻江科技暨管理
學院 環球技術學院  南華大學 

台南區：（已成立 5所，未成立 12 所） 
成功大學  台南大學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台南科
技大學  長榮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遠東技術學院  
南台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學院  南榮技術學院 台
南藝術大學   致遠管理學院  敏惠護專  台南護專 
立德管理學院  興國管理學院  真理大學 

註：已成立之慈青社以粗體字標示，尚未成立以斜體字標示。2006 更新。 

高雄區：（已成立 5所，未成立 13 所） 
中山大學  義守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
學  實踐大學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 東方技術學院  高苑科技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大學  樹
人醫護專科學校  育英護校 

屏東區：（已成立 5所，未成立 2所） 
屏東教育大學  屏東科技大學  永達技術學院 
美和技術學院  大仁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
學校 中華醫事技術學院

台東區：（已成立 1

所）台東大學 北區

桃園區

新竹區

中區

雲嘉區

台南區

高雄區

屏東區

花蓮區

台東區

圖例

花蓮區： 

（已成立 5所，未成立 4所） 

東華大學  花蓮教育大學 

慈濟大學  慈濟技術學院 

宜蘭大學  蘭陽技術學院 

大漢技術學院  佛光大學 

 聖母醫護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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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慈青為慈濟的傳承者 

    慈青聯誼會的成立宗旨，即是希望能啟發青年的良知良能，培養健全的青

年。於整體社會而言，期待慈青成為社會上的有為青年；對慈濟組織來說，也期

望慈青能傳承佛陀法脈與慈濟精神。由以下的資料可知： 

 

證嚴法師對於慈青的開示：「未來的社會能否更好，就看你們這一代！不論

遇到什麼困難，把它當成磨鍊自己的考驗，提起勇氣突破難關，如此才能養

成堅毅的性格，成為社會的棟樑。走過三十年的慈濟路，雖然其間的艱辛難

以言喻，未來我仍要盡全力為眾生奉獻，……。但是，我一個人的力量太微

薄了，慈濟需要你們，眾生需要你們，希望大家不要畏懼困難，我們一起來

將娑婆世界建設成極樂淨土！」19 

 

2006 年證嚴法師正式提出「靜思法脈、慈濟宗門」，對於慈青也有深切的期許。 

 

證嚴法師對慈青的開示：「大家要愛惜自己，遵從靜思法脈的教育，照顧好

自己的形象，才能弘揚慈濟宗門，帶動其他的年輕人。但願人人挑起帶動世

界青年的責任，我的希望，世界的希望，都在你們的身上。」20 

 

另外，訪談慈濟委員與慈青，可知慈濟慈誠委員對於慈青同樣有所期待，慈青也

以此自許。 

 

慈青要有更大的眼光，是要去傳承。……慈青會畢業，畢業以後，慈青的角

色要去轉換，轉換為「慈誠」與「委員」，畢竟在慈濟志工所有角色裡的兩

大主幹是慈誠跟委員，加上所有的功能團體，環保志工、慈青、慈警……就

是一個立體琉璃同心圓，但它必須有主幹。所以慈青就是說，在學校完成了

學業，畢業以後就必須深入到慈誠委員，承擔起那一份真正的使命。（訪談

記錄 C14。C14 為慈濟委員） 

 

                                                 
19參考慧善書苑編撰，1998，《證嚴上人衲履足跡一九九八年秋之卷》，台北：慈濟文化，頁 18。 
20參考釋徳凡編撰，2007，《證嚴上人衲履足跡二○○六年冬之卷》，台北：慈濟文化，頁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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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青對於慈濟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定位，是其他團體無可取代的，就是慈濟

未來的接班人，所謂接班人就是說，很有可能幾年以後，當慈濟現在的一些

委員，他們一定也是會輪替，因為人的生命總是有限，那這一群年輕人，他

慢慢地也會走向慈濟的委員之路，他也算是這個團體的接班人（訪談記錄

C1。C1 為慈青學長）。 

 

    慈青十五年來的發展，接引眾多的大專青年，歷年畢業慈青的累積人數勢必

逐年增加，慈濟對於畢業慈青的期許，由證嚴法師對於慈青的開示可知：「社會

上的每個角落都需要有人投入慈濟志業，在社區推動，這是『外護』；能回歸志

業體，有志一同來推動志業運作，就是『核心』。21因此，慈青畢業後就繼續於

所居住的社區就近參與慈濟活動，或回歸慈濟志業體工作，已成為慈青團體的自

我期待與一股氛圍，近幾年來逐漸展現慈青為慈濟傳承者的趨勢。所以，我們可

以由畢業慈青回歸慈濟志業體工作；以及畢業慈青繼續投入慈濟志業，從「慈青」

轉換角色成為「慈誠委員」這兩個具體指標，來觀察慈青的發展，以及慈青與慈

濟的關係。 

 

（一）畢業慈青任職於慈濟基金會   

    畢業慈青任職於慈濟基金會，回歸慈濟志業體工作，究竟是什麼情況與意

義，由以下資料可知。 

 

證嚴法師開示：「到了慈青這一代，幾乎都是社會菁英，是慈濟未來傳承的

命脈。慈青是慈濟的智慧人才庫，擁有各行各業的專才，應該培養他們的使

命感，投入慈濟四大志業。22 

 
C4：「慈濟很多人才都是來自於慈青。尤其像是慈誠委員的行列，還有包括

像是志業體的人，上人很希望慈青能夠回歸慈誠委員。」 

                                                 
21參考釋徳凡編撰，2006，《證嚴上人衲履足跡二○○六年秋之卷》，台北：慈濟文化，頁 332。 
22參考陳裕文，2003，《非營利組織青年志工訓練之研究：以佛教慈濟大專青年聯誼會為例》，國

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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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xx 爸（某位師伯）帶慈青，就是等著慈青去接任很多慈濟現在架構裡

面的幹部，他覺得當夠多的人在這個體制裡面的時候，很多的東西其實就會

因為他們曾經是慈青的背景而有所不同。」 

C4「像現在整個宗教處很多的成員也都是來自於慈青，而且宗教處又是決定

整個慈濟方向性（的處室）。」（訪談記錄 C3、C4） 

 

由圖 3-1-1 慈濟基金會組織架構圗可知，慈濟基金會主要包含：慈善、醫療、

教育、人文四大志業，各大志業都需要瞭解、認同慈濟並擁有專才的職工來共同

推動。慈濟大專青年幾乎都是社會菁英，慈濟組織期待慈青畢業後能任職於慈濟

基金會，投入慈濟四大志業。因此，慈青聯誼會是慈濟志業體人才的主要來源，

等於是慈濟基金會的人才資料庫。然而，畢業慈青任職於慈濟基金會的實際情況

又是如何？我們可以由以下統計資料得知。 

 

表 3-2-1  2003~2004 年任職於慈濟志業體之慈青學長人數調查表 

類別 2003 年人數 2004 年人數 備       註 

慈善志業體 43 60 (2003 年為本會各處室;2004 年含本會及分會各處室等) 

醫療志業體 31 53 
(含花蓮慈濟醫學中心、玉里及關山分院、骨髓幹細胞中

心、大林及新店慈濟醫院等) 

教育志業體 28 31 (含慈濟大學、技術學院、慈濟中小學等) 

文化志業體 23 32 (含大愛台、中英文期刊、靜思書軒、經典雜誌等) 

各分會同仁 5 併入前四項 (含各分會社服室、財務組等) 

海外志業體 18 併入前四項   

總計 148 176   

資料來源：慈濟基金會宗教處 

 

    雖因目前尚無法蒐集到「該年度畢業慈青任職於慈濟志業體的人數佔全體畢

業慈青人數的比例」以及「畢業慈青任職於慈濟志業體人數佔全體志業體員工數

的比例」等這方面較精確細緻的人數比例資料。但由以上人統計資料，可觀察到

目前已有上百位的慈青在畢業後選擇回歸任職於慈濟基金會各項志業體，並且人

數有逐年增加的趨勢。 



  
 

40

 

（二）畢業慈青成為慈誠委員 

    尚有另一群慈青，在畢業之後雖沒有回歸慈濟基金會工作，而是繼續升學或

從事於社會中的各行各業，但他們仍是繼續投入慈濟各項活動，進而加入慈濟的

核心成員—委員、慈誠隊員的行列，首先參與見習、培訓委員慈誠的課程，通過

考核方可授證為慈濟委員與慈誠隊員，傳承慈濟的志業。我們可以由 2003 年與

2004 年這方面的人數統計資料，瞭解實際情況。 

 

表 3-2-2  2003~2004 年慈青學長授證暨培訓人數累積分析表 

年份 
授證慈誠

委員 
授證委員 授證慈誠 培訓委員 培訓慈誠 合計 

2003 9 52 32 32 22 147 

2004 12 71 43 39 36 201 

增加人數 +3 +19 +11 +7 +14 +54 

資料來源：慈濟基金會宗教處 

 

    圖表說明 2003 年培訓誠慈的人數為 22 人，2004 年增加至 36 人；培訓委員

的部分也呈人數增加的趨勢。而 2003 年培訓慈誠通過考核，授證為慈誠隊員的

人數為 32 人，2004 年則增加至 43 人；授證為委員的人數也是遞增的。而因慈

誠隊員皆為男眾；委員則是男眾、女眾皆有，因此某些男士可能擁有雙重身分，

授證為慈誠隊員、也授證為委員，資料顯示 2003 年有 9 人，2004 年則增加至 12

人。然而，因歷年畢業的慈青，某些人可能是應屆畢業後就投入慈濟委員慈誠的

行列，但也有許多人是畢業後仍繼續參與慈濟活動，但直至多年後才參與見習、

培訓慈濟委員慈誠的課程而後授證，所以我們很難估量「該年度畢業慈青成為委

員慈誠的人數佔該屆全體畢業慈青人數的比例」。此外，也無歷年來畢業的慈青

人數統計資料，無法估計「歷年來畢業慈青成為慈濟委員慈誠人數佔所有畢業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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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人數的比例」。資料僅能顯示，截至 2004 年止，已有 201 位畢業的慈青學長

成為培訓與授證的慈濟委員與慈誠。 

    由慈濟對於慈青的期許，以及畢業慈青任職於慈濟基金會以及成為慈濟核心

成員—委員慈誠的實際狀況可知，慈青聯誼會已逐步成為慈濟基金會的智慧人才

庫與實際傳承者。但是，因目前仍缺乏「人數比例」這方面的資料，僅能從現有

的人數資料去推估。統計資料顯示歷年全台灣大一至大四的「在學慈青」人數平

均約為三千多人，23歷年必定有一定數量的畢業慈青，然而截至 2004 年為止，

僅有 176 位畢業慈青任職於慈濟基金會；201 位畢業慈青培訓或授證詞寄委員慈

誠，可見「比例」仍是偏低的。此即反映前段探討的「畢業慈青流失」的問題。 

    然而，畢業慈青任職於慈濟基金會或成為慈濟慈誠委員，已逐漸呈現慈青成

為慈濟傳承者的具體現象，並逐步成為一股趨勢。同時也展現慈青的養成過程與

學習管道，慈青角色轉換模式如下圖所示： 

 

慈青→  畢業慈青學長→  慈誠委員或慈濟志業體職工 

慈青隨年齡增長，不可能始終扮演「慈青」角色，慈青聯誼會隸屬於慈濟基金會，

使畢業慈青能作角色轉換繼續參與慈濟志業與活動。歷年來上百位畢業慈青陸續

成為慈誠委員或任職於慈濟志業體，為慈青於慈濟組織之角色轉換與持續參與開

創一道路徑，供慈青學弟學妹學習，同時也回歸符合慈青聯誼會的組織宗旨－慈

青肩負傳承慈濟的使命。慈青於慈濟組織的角色轉換模式，亦使慈青於畢業之後

有繼續參與慈濟的管道可循而較不易流失。 

 

第三節  小結 

    本章主要探討佛教團體青年組織的宗教性與結構關係，以慈濟基金會與慈青

聯誼會組織宗旨之宗教性以及兩者結構互動關係為研究案例。首先追溯歷史淵源

                                                 
23 請參考 表 4-1-1 慈青人數統計資料。 



  
 

42

與組織成立原由，1966 年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成立，期間有一些大專青年陸續

接觸慈濟的活動，由青年與慈濟雙方面的促成，終於在 1992 年正式成立佛教慈

濟大專青年聯誼會。慈青聯誼會的組織宗旨為培養健全的現代青年，期望慈青成

為社會未來的棟樑，同時提升青年的宗教情操與使命，期望慈青成為慈濟的傳承

接棒者。為達成慈青聯誼會的組織宗旨，慈濟給予慈青各方面的協助與支持，包

含人力與物力資源。在人力資源方面，於慈青聯誼會成立之初，「慈誠懿徳會」

隨即組成，為慈濟輔導協助慈青聯誼會的主要人力組織，慈懿會的成員皆為慈濟

委員與慈誠，承擔陪伴與帶動慈青的志業。而隨歷年畢業的慈青人數不斷增加，

1997 年成立「慈青學長會」，為陪伴輔導在學慈青的另一重要人力組織。慈懿會

的慈誠委員與慈青學長，不僅協助各區慈青聯誼會的會務推動，也實際參與各校

慈青社的各項活動，帶領慈青投入志工活動，由慈誠委員與學長的身教言教中，

使慈青學習志工精神與提升宗教情懷。所以，慈誠委員與學長不僅是陪伴輔導慈

青的有形人力資源，也是無形的精神資糧。尤其，慈誠委員（慈青稱之為爸爸媽

媽或師姑師伯）、慈青學長（學長學姊）、慈青三者的互動關係宛如家人般的親近，

彼此關愛與感恩，共造慈濟大家庭。而在物力資源的部分，慈濟基金會支援慈青

聯誼會平日的行政費用，另外，寒暑假慈青營隊活動的經費，也由基金會協助補

足，物力資源還包含營隊場地、設備器材等的借用，以及無形的資源－慈濟人文。 

    然而，慈誠委員、慈青學長與慈青，成員之間的實際互動關係，我們也觀察

到一些問題。其一是慈誠委員與慈青互動的程度，各區差異很大；其二是隨組織

理念與架構的修改，人事調動所必須面臨的相互適應問題；其三為新的「三合一」

組織架構，也就是結合慈懿會、慈青學長會、慈青聯誼會三者，在陪伴慈青的層

面，更強調慈青學長的重要性，但畢業慈青流失的問題，以及繼續陪伴在學慈青

的學長們，也因身處人生轉換期而對於陪伴慈青產生心有餘而力不足的情況。以

上這些實際互動層面的問題，都有待慈懿會、學長會、慈青聯誼會共同正視與探

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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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青聯誼會成立至今將近十五年，具體的發展呈現於慈青社團化的走向，以

及慈青逐漸成為慈濟傳承者的趨勢，由實際的數據統計資料即可得知。雖然，慈

青以「社團」方式接引青年，於近幾年來漸漸面臨某些問題，但社團化的發展似

乎已成定局。另外，雖畢業的慈青回歸慈濟基金會工作或繼續成為慈誠委員的人

數「比例」仍然偏低，但人數卻也呈現逐年增加的趨勢。 

    總結以上，關於宗教團體與其青年組織的關係，於觀察慈濟與慈青的關係，

我們可以發現，慈濟基金會給予慈青聯誼會人力、物力資源的協助與支持；同時，

隨慈青聯誼會的發展，畢業的慈青逐步投入於慈濟各方面志業，慈青聯誼會反饋

成為慈濟基金會的人才資料庫，慈青成為慈濟的傳承者。慈濟基金會與慈青聯誼

會為相繼循環支持的互動關係。同時亦展現慈青於慈濟組織的角色轉換模式，並

使慈青能持續參與慈濟志業與活動。慈青聯誼會處於競爭的宗教市場中，兩者緊

密與互惠的結構關係與互動模式，提供青年參與者於成年之後持續參與宗教組織

的管道，同時保留住組織所培育的人才，組織得以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