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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春季，慈濟基金會首次出版慈善季報，與您分享我們的現在、過去一季和未來，
並以重點、公開的方式邀請您共同參與。	
		
今年是921大地震二十周年，莫拉克風災十周年，八七水災六十周年，證嚴	上人特別
呼籲「莫忘那一年」，用善行帶動，穩定社會民心，未來世代子孫才能幸福。	
		
為此，我們今年以「防災教育年」為方向，推出「莫忘那一年」系列活動，包含：	
	
5月起到8月期間，我們將在花蓮、北區、中區、南區等各地全台灣靜思堂以及台北香
堤大道、板橋火車站、台中草悟道和火車站等地舉辦特展，並在慈濟苗栗園區啟用
「防災教育中心」，透過回顧重大災難，帶動社會和年輕世代防災教育的觀念，敬邀
您闔家參與。	
	
9月，我們將在台北舉辦「第五屆慈濟全球論壇」，以「防災、賑災和永續發展」為
題，邀約全球及台灣防賑災方面的學者專家進行交流，共同研究探討人類永續平安的
未來。	
		
今年，還會出版專書，統整慈濟寶貴的賑災經驗與防災做法，以期「智慧防災，面對
未來」！	
		
防災在前，賑災在後。當災難發生時，全臺靜思堂第一時間啟動守護社區的良能，學
校更是發揮避難中心的功能。四年多來，我們在花蓮、臺東、屏東、苗栗等縣市針對
危險校舍共援建二十六所「減災希望工程」，目前僅剩五所學校工程持續進行中。	
	
我們重視年輕人的創意，期待以「慈濟」做為年輕人窺探公益的一扇窗，共同關注社
會問題、思考解決方案、攜手合作推動讓社會更美好的慈善行動！	
		
因此今年我們推動「青年雲湧計畫」，透過慈濟青年聯誼會與「FUN大視野‧想向未
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靜思勤行鼓隊」等，讓力量加成，以創意鼓動慈善、
推動環保、帶動愛心，讓臺灣、讓世界更美好。	
		
在慈善服務方面，我們強調「全人、全家、全心關懷」，除了對弱勢家庭的照護外，
還提供學子每學期獎助學金，讓他們能順利完成教育學業。許多學子勵志向上以及許
多志工用生命陪伴生命的真實故事，我們透過「如常」紀錄片忠實呈現，邀請大家      
6月28日到全台電影院，為他們加油打氣。	
		
國際慈善的腳步我們也不曾停歇，東非三國颶風侵襲，立即啟動賑災行動，以及非洲
其他的慈善服務、未來教育希望助學、緬甸、寮國和越南各項援助計劃等也持續進行。	
		
全球善行都因為有您的支持和點滴愛心善款，才能讓大愛遍滿人間。	
再次感恩您的善心與支持！	
		
來自春天的季報，讓我們彼此祝福：四季平安，人人健康！	

永續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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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0206 震出希望						
 
時至今日，花蓮有感地震間歇震著，每一次晃動，都深刻地攪動記憶的儲存
槽，浮現的是去年0206的心靈陰影。	
 
◎通過考題，「我過關了」	
	
杜霈盈，憶起這一年 ~ 	
那一夜，單親的他帶著三歲女兒，	
住家傢俱全倒，門被倒下的傢俱堵住，	
手緊抱著女兒，閃過幾秒空白思緒，	
不知何來的力氣，移開障礙物後衝到樓下，	
呆站在馬路…「不知過了多久，只記得路上人聲鼎沸； 
一位路人告訴我到中華國小吧！	
那裡有慈濟志工發放水及熱食。」	
一路走向中華國小，度過了二星期的災民生活。	
 	
在收容中心，霈盈認識了慈濟志工廖奕慈，志工得知霈盈的狀況，巧妙安排
自己的女兒江宜潔及孫子與霈盈認識，由於年齡相仿，很快成了朋友。志工
廖奕慈與其女，兩人走入霈盈的家庭與生活，展開一年看似稀鬆平常的生活
陪伴。「一通電話，問候有沒有在家；宜潔會帶著兒子，出現在霈盈家門口。
我們不談傷心事，女兒多了玩伴，宜潔也教我做起網拍的兼差，生活多了好
多新能量。」	

這⼀一年年，您們過得好嗎？ 

 「慈濟志工以一種再自然不過的生活陪伴，無
聲無息地貼近身邊，讓我有肩靠的安全感。」
他回想起的都是溫暖。霈盈在心態上有很大的
轉變，他說有許多正能量，從他內心的小小流
動而奔流至全身心。	

一年了，霈盈回頭看，原來「身過、心也過」。	
想起這一年，他仍覺得感恩，「雖然人事已非，但風景依在。」	
	
所謂的「風景」，是體會「人與人之間」的好因緣，看到人間好風景。泰戈爾
曾說：「儘管走過去，不必逗留著採鮮花來保存，因為一路上，花自然會繼續
開放。」霈盈說這份上天給他的考題與試煉，「我應該及格、過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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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越走越近了 
	

「那一夜，我坐在客廳，幸好換了位置，否則一定是在瓦礫中了。」彭寶芸回
憶著當時「一秒間與一輩子」的無常。當隔壁的白金大樓塌下後，壓垮了彭寶
芸家一大面牆。他喚著睡覺中的先生、孩子衝下樓，踩著瓦礪堆，全家衝出門。
「門外左鄰右舍歇斯底里的尖叫著。」這個聲音到現在，仍在他耳邊迴盪著。	
 	
「家」確定回不了。全家暫時到收容中心安頓後，開始找尋棲身處，短短一個
多月，他形容，「猶如遊牧般換了四家民宿。」全家一邊遊牧，一邊找租屋，
就在除夕前一天，寶芸租到了房子，「別人放假過農曆年，我們則是用過年整
理那老舊不堪的租屋。」三月初搬進了租屋處。全家如同浮萍般的生活，暫時
抓到了著地的細根。	
 	
申請危房補助是漫漫長路，程序繁瑣。寶芸幾乎每天騎著摩托車，回到殘破不
堪的「家」，尋找一定要把家重建回來的力量。他告訴自己，「家，要自己重
建，沒有努力一點，沒有『家』可回去。」	
 	
一年多來，慈濟志工一直陪在他身邊，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理性」角色，申
請重建的程序，難免讓他情緒複雜，志工的陪伴讓她免於情感辦事，一步步向
前走，他說：「慈濟志工麗卿的步步陪伴，讓我多了冷靜思考，多了清晰頭腦
幫忙。」災後，他一直都不願快速清理家中破碎的瓦礫，志工看在眼裡，知道
他「想用自己的雙手，慢慢清走已有20年感情的一磚一瓦。」這樣的心境，是
無法清理悲傷的。於是說服他「這樣進度太慢了，破碎的家要清乾淨，心才能
跟著靜。」於是去年五月底，30多位慈濟志工把瓦礫清理後，寶芸「心裡的碎
片」也隨之清掉。	
 	
0206周年前夕，他很興奮的告訴慈濟志工，申請補助已完成審核了。這一年寶
芸體會到要通過人生的荊棘，唯一的辦法，就是迅速跨過那叢叢的荊棘。 

◎驚與醒之間	
 
新的一年，開啟扉頁。證嚴上人曾呼籲「驚世的災難，要有警世的
覺悟。」雖然「天災」，我們也許無法預測；但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這些一時受災的鄉親，以自己身心靈重建之路，見證「人性美善的
『正向』力量，也可以快速通過考驗，震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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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守護弱勢家庭	

為更貼近照顧戶個別需求，減輕舟車往返提重物的負擔，2019年以「慈善
物資卡」，讓照顧戶至鄰近全聯福利中心選購需要的用品，若無法領取志
工也會親送到家。
	

物資卡使用後調查發現，開卡率高達	94％（截至3/31統計），購買品項類別
相當多元，營養品、嬰兒用品、寵物用品都名列其中，亦針對尚未開卡原
因進行瞭解，主要以獨居長者或身障者為主；為此，慈濟志工後續則個別
進行協助，針對照顧戶與志工進行問卷調查與回饋，近九成人員對物資卡
表達滿意，可見能以此方式選購貼切的物資需求，是未來可續辦的方向。
	

慈濟最早採用物資卡(券)，於2005年與沃爾瑪公司(Wal-Mart Stores, Inc.)美
國卡崔娜颶風，經過多次流程改善，已於全球超過十個國家地區使用；而
在臺灣則是於2018年8月中南部水災急難救助時首次發放「慈善物資卡」。	

臺灣慈善 

歲末年終，新春歲首，是我們舉辦歲末祝福與冬令發放的時節。 
2018年末與2019年初，全臺 44 處社區道場歡喜舉辦「冬令圍爐發放，以多
元活潑又充滿喜氣、健康豐富的圍爐相款待，共計席開1,480桌，6,711戶參
與圍爐，另外16,688戶則由志工逐戶拜訪親送年節物資，讓照顧戶感受到
家的溫暖。	
 	
每年的圍爐活動，許多志工與社會人士都各顯身手，把握行善機會，為照
顧戶服務，照顧戶也帶來積蓄整年的竹筒，加入植福行列，圍爐活動處處
涵融聚善念與造福緣的精神。同時首次以慈善物資卡取代物資包，讓個案
可前往合作的超市採購所需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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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公益實踐計畫 463 個團隊投入創意	關注社會公益		

臺灣慈善 

「青年人的活力與創意將是改變未來的力量。」以「年輕人」的視
野看世界，為公益「孵化」，提供年輕人所需要的支持與舞臺，讓
青年投身公益並關注慈善議題，同時讓青年發揮創意與熱情，認識
未來趨勢、發現問題並思考解方，壯大青年改變世界的行動力！	
 	

鼓勵年輕朋友投身公益並關注慈善議題，	鼓舞青年投注公益，在
2017年開始推出「Fun大視野	想向未來」青年創新推動計畫，我們提
供資源，打造社會創新-公益孵化培育之平台，結合專家、學者的輔
導，提供入選團隊專業技能及媒體曝光等資源，提升入選團隊在社
會的能見度與支持度，讓青年公益計畫更容易付諸實現，為世界加
入更多正向影響力。	
 	

由慈濟基金會主辦的第二屆「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公益實踐
計畫」，共吸引兩百多個團體作品報名參賽，經過產業界與學術界
專業評審決議後，最終錄取了十個團體，後續將串聯更多社會資源、
專業師資，輔助這群關注社會公益的青年團隊，落實執行創意計畫，
讓年輕世代運用其觀點與力量，讓世界共善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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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一直都在》	
志工落實社區關懷˙讓社區鄰里好安心	

第一季臺灣災害意外事件，全臺各地急難援助膚慰，共計
關懷58件，關懷260戶次、應急慰問金53戶，志工投入逾
884人次。

我們秉持「只要一方有災、慈濟關懷就在」的精神，關懷
鄰里，相互互助，膚慰民眾，承擔救災人員的後盾。	

臺灣慈善 6



跋涉200多公里	 
圓百歲爺爺的生日願望	

臺灣慈善 

兩百多公里，從花蓮到臺東最南端的
達仁鄉，為了完成宋爺爺的心願，社
工與花蓮慈濟醫院醫師，一早從花蓮
啟程與臺東慈濟志工會合，再前往臺
九線上的爺爺家，爺爺看到花蓮慈濟
醫院王智賢醫師、胡申言醫師來到家
中開心不已。	

	

爺爺未婚獨居，唯一的姊姊去年
往生，只剩下臺北的姪女常有往
來。到海邊走走時，架起筆電給
爺爺另一個驚喜—跟姪女視訊，
爺爺開心直說：「我看到她囉！
看得很清楚！這一生今天是最難
得的一天。」		

獨居人瑞宋爺爺百歲生日前夕「許
願」：希望與慈濟志工一起度過、想
出門走走，看看平時照顧他的醫師，
生日前夕，慈濟志工一次幫爺爺達成
三個願望，再給爺爺小驚喜：與在臺
北的姪女視訊和看海。	

慈濟志工準備了壽麵、紅蛋、蛋糕，大家同聲為老爺爺唱〈生日快
樂歌〉祝壽，宋爺爺在吹熄「100」的蠟燭前許了	3 個願望，一願國
運昌隆，二願大家身體健康，三願明年生日要請大家吃飯，貼心的
爺爺不忘將紅蛋與長期關心他的臺東縣森永派出所分享，感恩他們
不定時前來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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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慈濟基金會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簽訂災防科技合作協
議，以平臺系統整合中央部會災情資料與應用資訊，共同提升民
間防救災能量，為社會大眾的生活環境安全把關，災時發揮重點
直接的救災策略。	

災害情資網平臺合作	 
提升民間防救災能量	

臺灣慈善 

善用科技、結合網路，以及整合大數據判讀的「災害情資網」，
可以提供防災、備災、賑災情資上的管理與研判需求，由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陳宏宇、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
代表簽約，象徵政府與民間團體共同攜手合作，未來針對防救災
的人員培訓，也會提供進一步專業交流。 
 
運用這套系統，也將結合慈濟志工、照顧戶及全臺各地分支會所、
環保教育站等基礎資料，提供賑災行動地圖，做為關懷行動的因
應策略與規劃降低風險，做好充分的備災與救災，以及因應防災
和災後援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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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個案	 3,423件	

長期濟助	 30,289戶次	
居家關懷	 36,757戶次	
急難補助	 3,202件	
居住環境改善	44件	

1、歲末年終新春歲首之際，全臺44處社區道場，舉辦
「冬令圍爐發放活動」，此次冬令發放在臺灣地區首次
以慈善物資卡取代物資包，讓個案可前往合作的超市採
購所需生活用品，共嘉惠23,399戶長期關懷家庭。 
	
2、第一季臺灣災害意外事件，全臺各地急難援助膚慰，
共計關懷58件，關懷260戶次、應急慰問金53戶，志工
投入逾884人次。	
 
3、因應時代變遷，臺灣社會家庭型態朝多元發展，加
上少子化與人口老化問題，家庭支持系統與因應能力逐
漸式微，本會慈善關懷，以「家庭」為單位，透過全人、
全家、全面、全程關懷陪伴模式，依著訪視工作中看見
的需求，直接、務實、即時提供照顧，如長期經濟扶助、
居家關懷、急難補助、房屋修繕、獎助學金等等，以期
提升家庭功能，全方位守護弱勢家庭。 
 

✪第一季慈善關懷數據如下：	

第一季慈善重點成果	

統計至2019/03/31止

臺灣慈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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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中旬，強烈熱帶氣旋「伊代」重創東非，巨風豪雨由
沿海登陸深入內陸國度，局部地區累積雨量達一千毫米，	
引爆山洪、土石流，水壩潰堤淹漫。	
 
莫三比克、辛巴威、馬拉威受影響居民近三百萬，莫三比克全國
進入緊急狀態。貧困國度，災後更加蹣跚難行，偏遠重災區路斷
缺糧，非洲四國慈濟志工第一時間前往勘災，克服交通困難，將
糧食、生活物資運抵民眾手中，災後復建長路，志工陪伴前行。	

國際慈善 
伊代風災	馳援東非三國	

居民災後處境如何？需要哪些幫助？	
	

洪水及土石流造成災區交通、通訊、水電等基礎設施遭摧毀，災區的居民面臨飢餓、
傳染病威脅，亟需糧食、乾淨用水、防疫醫療藥品等。莫三比克重災區更因農地、
農作毀壞，未來3個月將面臨糧食短缺，需盡快復耕。	

慈濟基金會救援狀況如何？	
	

南非 、莫三比克 、辛巴戚 、馬拉威本地志工，第一時間展開勘災 、賑濟行動，	
海外慈濟志工陸續前往會合，籌辦大型賑災。目前全球有55個國家地區慈濟會眾共
同募心募款馳援。	
	

✪援助統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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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國家 馬拉威 莫三比克 辛巴威

 援助概況 ✪-糧食援助：
1,338戶
✪援建房屋：
已完成31間
預計共56間

✪勘災階段大米發放：
553戶
✪糧食生活包
10,285戶
✪建材農作包：
8,560戶

✪糧食生活包：
3,699戶
✪預計援助
1 間學校修繕

掃描QR	Code	了解更多	
	“愛援東非 大愛無國界”	

統計至2019/5/9止



志工結束發放走在路上，經過一所受損嚴重的小學-朱麗葉斯‧尼
雷爾小學，一位小男孩坐在瓦礫堆上，馬力歐就讀小學三年級，
眼神還帶著驚恐…	
	
志工：他來學校做什麼？	
馬力歐：「我想來上學。」	
	
從風災到現在，馬力歐說他覺得痛..他說「我想念學校……」	
他的志願是當護士，幫助更多人。孩子們很珍惜撿回的課本，	
攤在陽光下曬乾。學校牆上標語寫著，「O Seu Futuro Melhor 
Comeca Aqui！（葡語，意思為：你的美好未來從這裡開始）」	
然而，有些教室現在只剩掛著黑板的一面牆。	
	
三月底，莫三比克國家救難中心與聯合國已登記有三千多間教室
受災，近五萬間房屋全毀。不只是糧食與藥物，我們還需思索的
是受災民眾與孩子們長遠的未來。	

莫三比克～	
孩子曬書，「我想念學校」	

掃描QR	Code了解更多
“愛援東非 大愛無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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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雲端科技提高發放效率	

緬甸十天近五萬戶稻種發放		

國際慈善 

2015年勘災受損達	18萬畝，發放時間長達
近六個月，經過流程改善，並以科技輔助，
使用Ragic雲端資料庫系統，預先建立贈予
穀種的	4萬	7千多戶農民資料，在掃描祝
福卡上的條碼後，農民資料能出現， 
農民完成報到後，依自己的時間前往各地
農業部倉庫領取稻種，受助者領取稻種的
時間縮短了，讓志工們有更多時間與鄉親
們互動。

領到稻種的農民共同響應「日存一把米」運動；看著米撲滿裡匯
聚了滿滿的愛，農民們心靈富足。福種發放跨越種族、宗教，期
待緬甸復耕，風調雨順，農民豐收的笑臉。	

今年二月中，前往緬甸仰光省等四個省
邦	13個鄉鎮	588個村子發放稻種(福種)，
協助農民脫平解困，稻種稱為「福種」，
主要是希望將善的種子灑播在農民的心
田，這次發放結合了臺灣、馬來西亞、
約旦、緬甸約	400位志工，完成	4萬3千
戶發放，協助緬甸8萬公頃農地復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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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草根的環保經驗到當前國際議題　	

慈濟獲聯合國環境署核准	取得觀察員身分	

國際慈善 

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向聯合國環境署申請觀察員身份，於 
2019 年1 月 9 日核可。慈濟基金會將取得聯合國環境署會
議訊息，並且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相關重要及公共會議。另
外，慈濟基金會將依照聯合國環境署條約，於每年提供會
務報告。  
 
聯合國環境署會議觀察員責任及工作事項包括： 
1、以非政府組織角度，提供有效的環境保護落實方案，	
並且邀約政府或非政府組織互相合作及進行環境保護計畫。 
2、於大會時，提出環保相關之政策影響並且呼籲聯合國採
取對於環保的有效行動。 
	
聯合國環境保護署認可慈濟成立五十三年來，落實環保行
動，力行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之精神。故特核予「觀
察員」之身份，讓慈濟可於大會、重要會議中為環境保護
發聲，同時鼓勵與政府、非政府及信仰組織合作，目前已
有	514 個社會民間組織被認證，而慈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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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邀參與5/12全臺慈濟社區浴佛活動		62 場次 

•  花蓮靜思堂展覽「莫忘那一年」開展囉! 

•  暖心紀錄片《如常》 6/28 感動上映!  

在生命快走到盡頭時， 
您的遺憾是什麼？ 
他們最掛念的是無法繼續陪伴… 
	
「如常」紀錄了用生命陪伴生命的溫
暖，獨居又失智的美妹阿嬤、在部落
想讀護專卻困難重重的雅觀、家境辛
苦即將邁入臺大校園的進添，還有許
多說不完的人生故事，這是一部雙方
相互的陪伴，讓生命一同成長的真實
歷程。	
其實在被人遺忘的臺東角落，有一群
默默的人，默默的向困厄生命搏鬥
著…… 
 
6/28	暖心紀錄片《如常》， 
全臺感動上映! 
 
邀約大家到電影院，感受	
「用生命陪伴生命」的人性溫情! 

第⼆二季 活動預告 

16



1/01     屏東鹽埔靜思堂舉辦慈濟居家照顧服務中心啟用儀式

1/03     雲林縣潮厝華德福實驗小學援建六間大愛教室啟用，助校度過老舊校
    舍重建期

1/05     與屏東縣政府同送暖，元月5、12、13、及26日展開送愛送暖送關懷
    到六鄉鎮

1/07     證嚴上人獲中正大學頒發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1/09     獲得聯合國環境署（UNEP）肯定，取得非政府組織觀察員身份

1/11     舉行厄瓜多曼納比省卡諾亞鎮教堂修女宿舍啟用儀式

1/13     臺灣冬令發放圍爐全臺辦理 44 場次圍爐，首次以慈善物資卡取代
    物資包。

1/14     第八屆中國公益節14、15日在北京舉行，慈濟獲獎

1/18     2019年救將!防救災體驗營18至20日於臺中靜思堂舉行
    捐臺南市教育局 28 間塑木簡易教室建材，運用在校舍重建工程過
    渡期

1/31     慈濟基金會永續報告書中英文版出刊

2/15     2019年救將！防救災體驗營北區場次自2月15至17日於新店靜思堂、
    三峽園區舉行

2/16     援助緬甸水患災民，16至25日進行稻種發放

2/17     慈濟與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共同為高雄收容所外藉移工義診
    屏東高樹慈濟大愛園區舉行莫拉克風災十周年感恩會

2/19     以「永續環境願景」為題材於臺灣燈會活動中推廣環保

臺灣慈善	 國際慈善	

春季慈善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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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1至3日於柬埔寨茶膠省泰格巴縣進行義診及大米發放

3/04     印尼分會援建巴路大愛一、二村，分別舉行動土典禮

3/05     南投縣竹山慈濟居家照顧服務中心啟用

3/09      9、10日於塞爾維亞難民營捐贈二手電腦幫助孩童學習
    彰化國道三號和美路段遊覽車翻覆意外事件關懷 

3/11     援助塞爾維亞難民營，發放一千床床墊
    第四屆聯合國環境大會11至15日在肯亞舉辦，慈濟分享環保理念與慈悲科技產品

3/16     16、17日為斯里蘭卡低收入戶進行大型發放

3/18      援助馬拉威伊代風災，進行援建房屋計畫，第一間房屋動土

3/25     25至26日為青海省玉樹雪災災民發放青稞炒麵、麵粉、食用油等生活物品，
    總重二百噸。

4/08     4至8日於非洲國家尚比亞進行首次關懷行程
    運送一萬二千六百條環保毛毯至莫三比克、辛巴威，援助伊代氣旋災民

4/09     於新港奉天宮設置大甲媽祖遶境合式醫療站

4/12     援助辛巴威伊代風災災民，於奇馬尼馬尼發放毛毯、淨水劑等物資
    至獅子山進行機構關懷，並發放五穀粉

4/16     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簽約合作，整合災害情資平台攜手防災應用

4/17     慈濟彰化靜思堂長照服務中心開幕

4/18     花蓮發生芮氏規模六點一級地震，慈濟成立「防災總指揮中心」掌握災況

4/20      響應世界地球日，20、21日分別於臺東、基隆、彰化等地參與淨灘，
    並於大安森林公園舉辦「蔬食‧無痕‧野餐日」活動

4/21     慈濟草屯聯絡處舉辦「走過二十，你好嗎？」大愛村住民感恩茶會
    援助莫三比克伊代風災，於馬騰甲村發放

4/25     慈濟臺南分會社區關懷據點啟用

4/26     援助莫三比克伊代風災，於提卡村進行首次建材農作包發放
    與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合作舉辦「感恩沐足」技訓家庭日關懷活動

臺灣慈善	 國際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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