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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正信實為大地		慈悲喜捨為和風」	
	

冬去春來，萬象更新！走過2019年，感恩的是台灣平安無災，

但全球卻是災難頻傳，包含非洲大水、澳洲大火，還有年底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全球擴散，更令大家惶惶不安。	
	

2019年，上人呼籲「莫忘那一年」，也是政府和社會各界共

同提昇「防災教育」的一年，無論在減災備災或教育展覽等，

慈濟人都非常用心，以實際行動推廣防災教育，包含完成苗
栗兩所減災希望工程的援建、慈濟論壇的舉辦、防災特展等。	
	

而在2020年元月，緊接著進行全台弱勢家庭的圍爐發放、高
雄靜思堂獲得環境教育基地認證，並與台南市政府簽訂慈善

防災、環保公益的共善合作備忘錄等，每一步人道援助行動，

都是為台灣、為全球增添一份愛心祝福與挹注慈悲能量，希

望人人平安，家家幸福。	
	

為了感恩慈濟志工長年來的無私付出，證嚴上人不辭辛勞兩

度行腳全台，親自主持歲末祝福，對所有愛心奉獻的志工與
善心人士，表達感恩與虔誠祝福。「誠正信實為大地		慈悲

喜捨為和風」，是證嚴上人送給大家在2020年的心靈方向。	
	

用感恩心送走過去，用虔誠心祝福未來。面對2020年，全球

科學家提出警訊，現在全球已面臨「氣候急難」（Climate	

Emergency）！雖然大小三災不斷襲擊而來，但是我們堅信，

只要持續發揮慈悲愛心能量，人類一定能找到與地球共生息
的行動解方，讓世界永續、讓人類平安！	

前⾔言 



社區關懷落實：	
慈濟是救災人員和受災戶的堅強後盾		

花蓮市鬧區於10月12日15時42分發生火災，居住在附近的慈
濟志工16時前即抵達現場。附近熱心店家紛紛提供物資協助
物資補給，包括飲用水、麵包、便當、口罩，志工與民眾通
力合作，適時補位，成為災損現場管制區之外的第二線服務
與關懷。	
 	
執行長顏博文得知消息後，也立即前往現場關懷與慰問受災
戶，顏執行長表示，慈濟落實社區關懷，在於平常社區發生
意外事件，得知消息後立即通報慈濟防災協調機制，並協助
救援人員之熱食、飲用品供應及隨時配合救災單位要求做第
二線後勤供應與關懷的支援單位。	
 	
慈濟基金會社工更逐一了解受災民眾是否有暫時安置需求，
經與里幹事瞭解後得知無須安置，後續慈濟將持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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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起點：	
減災希望工程苗栗造橋國中啟用		
「慈心建屋、濟世渡眾、學子的笑容、築屋的心、愛如此寬宏、我
感恩的心、如潮洶湧」，一首由造橋國中校長林育伸創作的歌曲、
全校師合唱的〈築心雋永〉響起，唱出心中對全球慈濟捐款者的感
謝之意，慈濟協助援建學校教學大樓，讓孩子們有安全舒適又美麗
的環境，以此揭開慈濟援建苗栗縣「減災希望工程」造橋國中校舍
捐贈啟用儀式序幕。		
	
	
	
	
	
	
	
	
	
	

苗栗縣長徐耀昌感恩慈濟為苗栗教育奉獻心力，讓學子在堅固的教
室安心學習，援建過程中，慈濟志工協助學校辦理品格教育獎座、
奉茶等活動，將慈濟人文精神融合在學生日常生活與課程。期許未
來能持續扎根慈濟人文教育精神，讓慈濟援建的大愛永續不墜。相
信在新的校舍裡，「築心雋永、大愛恆在」，在愛的校園裡，希望
無窮。	
	
苗栗縣造橋國中於1966年8月創校，50餘年來，辦學認真，注重學生
品德、學業與健康的均衡發展。然而，學校位處山坡地，排水效果
差，每遇大雨便造成水土流失，長期下來，老舊校舍備受摧折，亟
待及早重建，以保障全體師生的安全。慈濟自2014年起，推動減災
希望工程，即秉持「教育不能等」的理念，希望打造安全無虞的學
習空間，讓孩子們在友善的環境中快樂學習成長，同時也達到防災、
減災、避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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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起點～減災希望⼯工程 



新芽逆境勤向學		鼓勵弱勢學子成長	
「教育是孩子未來的希望，是淨化人心、導正社會的利器，
同時也是協助弱勢家庭脫離貧困的跳板」。慈濟長期關懷全
臺弱勢家庭，落實慈善全人的長情陪伴，五十多年來持續協
助弱勢家庭學子安心就學，鼓勵學子用心向學、積極學習、
提升自信、看見自己的優點。2019年全臺舉辦29場「新芽獎
學金」表揚頒獎活動，約有九千位弱勢學子獲獎。	
 	
「以愛為基礎、以品德為優先」的前提下，設立「慈濟新芽
獎學金」，包括「全勤、孝悌、進步、學習領域、特殊表現」
等五個獎項，期待藉由得獎鼓勵，見證孩子們奮發向上的努
力，啟發更多處於逆境的學子，帶動家長重視教育，進而培
育出能為社會奉獻大愛與關懷的良才，截至今年(2019年)得
獎人次已近七萬名學子受惠。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表示，慈濟舉辦的新芽獎學金，特
別重視孩子們的品格教育，在獎項方面有別於一般，例如孝
悌獎的設置是希望對社會傳遞孝道，另外在其他學習領域或
特殊貢獻，慈濟也都給予肯定，這也是年年舉辦新芽獎學、
鼓勵弱勢學子最具意義及特色之處，他也祝福每一位得獎的
同學能持續去努力，為將來成就之後再回饋社會，形成最美
的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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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科建教班三年級蕭同學連續八年接受表揚，家中經濟重擔全落在
罹患鼻咽癌四期的父親身上，母親則因脊椎、膝蓋受傷而略為行動不
便，在外人看似愁雲慘霧的家庭環境，蕭父樂觀開朗的性子卻以身教
影響著孩子，不被困境打倒，因此全家凝聚向上的力量，蕭同學與哥
哥、弟妹們從不感到自卑，反而更覺得要努力，不讓父母擔心，也很
為自己規劃將來。	
	

蕭同學目前於某知名飯店工作實習，薪水雖微薄，但開始覺得自己有
能力幫忙分擔家計，同時學業上能兼顧且符合自己理想中學習興趣，
認為生活過得很踏實，蕭家連同她四個孩子都獲得新芽獎學金表揚，
導師徐安誼也送她背包給予鼓勵：「雖然身上的擔子很重，但妳仍能
背負起來，證明妳很有能力，要繼續加油」。	

`12

國立大學體育系四年級的林同學，年幼時父親往生，母親離家，三兄
弟由阿嬤照顧，慈濟志工從讀幼稚園時開始關懷，至今已達17年之久，
林同學說：「慈濟師姑、師伯們代替了我的父母，更充滿我的童年許
多時光，很多的第一次都是慈濟志工帶我們去的」。慈濟志工從洗碗、
擦桌、洗衣、打掃開始教，為他們打下良好生活習慣基礎，並提供上
學所需文具、參考書等，逐漸長大且找到自己未來志向，是朝著體育
發展時，還幫忙提供相關訓練所需的體育周邊設備、器材，看著林同
學從小到大的志工曾美惠直言：「我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來看待」。	
	

知道林同學喜歡運動，2013年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特地邀請長跑好手
「林義傑」與當時新芽獲獎學子分享勉勵，頒獎典禮結束後，林義傑
還給他建議及鼓勵，林同學說：「真正促使我堅持的是身旁所有人對
我的期待，別人都沒有放棄我，那我就沒有放棄的權利，這想法一直
讓我走到今天」。在愛的環境下長大的林同學也積極回饋社會，在校
參與服務性社團回饋社會，寒暑假也回高中母校，協助老師訓練田徑
隊的學弟妹們，未來期許自己能考上教職，再回到偏鄉中小學，幫助
像他一樣的弱勢學子，將大家對他的愛回饋社會及有需要的人。	

5



彩繪生命-慈善聯合美展	

「中區「彩繪生命」慈善美展，今年已邁入第六年，是大愛
記錄之展，更是生命交會之展！慈濟臺中靜思堂於2019年10月
6日至2020年1月13日，舉辦「彩繪生命慈善聯合美展」，共展
出50件作品，所有參展畫作都是善與愛的關懷作品。	
	
今年參展作者共五位，在他們生命困頓之際，遇到慈濟因緣，
在慈濟志工陪伴之下，身心安頓，同時學習用藝術創作，找
到心靈出口，為生命增添不同色彩；一幅普通的畫作，可以
欣賞筆觸與畫風之美，而一幅「慈善美展」所展出的畫作，
意象呈現的背後，總有著令人省思、感恩與感動的用心所在。	
	
陳女士，四年多前因腦瘤而影響人生步調，45歲的他，歷經三
次大手術，六次小手術，生活因病而有所變異。面臨病痛之
苦，曾徬徨無奈，但在志工陪伴鼓勵下，憶起自幼有繪畫天
賦，並重拾學生時期的畫筆，即使因病左眼失明，身體無法
平衡自主，作畫辛苦，但她仍努力克服。	如今，他透過雙手
畫出人生的色彩，也期盼鼓勵所有受困者能走出傷病，勇敢
面對人生！如現場展示的畫作－以筆當成復健的手杖，彩繪
生命，畫出人間好風光。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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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大視野‧想向未來」	
青年創新推動計畫	

「第二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2019年三月正式啟動後，共吸引
全臺218組團隊提案，最終錄取10組隊伍，並正式對外分享實踐
成果，讓各界給予審視、交流及研討，期許同為臺灣及世界提
升向上力量。錄取10組團隊將進入計畫培育模組系統中「孵化」
與「加速」，經歷約十個月密集業師會面、專業培力課程，及
多方人脈資源鏈結與陪伴下，輔助這群關注社會公益的青年團
隊，落實創意計畫，持續執行公益計畫的每個步驟，希冀為世
界挹注更多正向影響力。	
	
針對臺灣和全球所面臨的社會、環境與經濟問題，慈濟基金會
連結聯合國在2015年所發布的「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擬定
慈濟未來發展的六大友善願景目標，包含友善希望、友善生命、
友善社區、友善環境、友善地球、友善國際議題；而青年公益
提案關注議題領域亦相當廣泛，包括慈善創新、醫療照護、教
育創新、災害防救創新、環境保護、食糧供應創新、青銀共創、
循環經濟、地方創生／社區營造等。慈濟走過半世紀，希望藉
外部觀點與力量，搭起與年輕人的橋樑，建立與青年溝通的管
道，讓更多年輕人可以重新認識慈濟，進而成為慈濟之友，同
時加入讓世界變得更好的行列，達到雙贏、共好目標。	
	

＊想了解更多：10組團隊分享	https://reurl.cc/gvXX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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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首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高雄靜思堂獲認證	

在2020年慈濟「環保三十」之際，迎來行政院環保署給予肯定，對高
雄靜思堂整體園區評估後，獲得全臺第一座認證為「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的會所，1月3日在慈濟基金會執行顏博文長、環保署環境試驗
所所長蕭慧娟、高市環保局代理局長吳家安等人共同見證下，正式
揭牌運作。	

 	

歷經兩年多籌備，高雄靜思堂在2019年12月12日通過行政院環保署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2020年適逢慈濟推動環保三十周年之際，
位於高雄市河堤南路的靜思堂，除了慈濟的慈善、醫療、教育、人
文的四大志業展覽之外，在環境教育上更規劃三個環境教育館，有
「氣候變遷館」、「低碳生活館」及「慈悲科技館」，讓學生及民
眾充份了解與自身息息相關的環保議題。	
 	

高雄靜思堂緊鄰運河與河堤公園，由一所老舊的夾板工廠變身而成，
從廣場到建築物本身皆為綠建築與省水省電的環保工法所打造，大
愛廣場地面以連鎖磚堆砌而成、將雨水集中、把可用水儲存使用，
點滴不浪費。靜思堂場域內，在「氣候變遷館」，能了解與關心氣
候變遷影響地球的事實；在「低碳生活館」則以互動的方式，學習
如何從日常生活中改變自己，實踐「低碳生活」；「慈悲科技館」
可以看到多年來，慈濟在國內外許多災難當中，為賑災行動所研發
出各種的救災工具及設備，這些救災利器稱為「慈悲科技」，慈悲
科技也回收寶特瓶再製為衣物、生活用品，不只製程低碳，更能協
助救援工作，也在平日生活創造環保善循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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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府與慈濟簽訂共善MOU共同推
動慈善防災、環保生態	

臺南市政府與慈濟基金會於1月12日在臺南靜思堂簽訂合
作備忘錄，以地方環保生態教育推廣，建立慈善關懷及防
災合作機制、公益人文等政策計畫為目標，積極推動跨界
合作，打造幸福、健康、永續、充滿愛心的宜居城市，由
臺南市政府黃偉哲市長、慈濟基金會顏博文執行長共同簽
訂，盼為更美好的社會一起努力。	
 	
市長黃偉哲表示，照顧百姓、幫助弱勢是政府責無旁貸的
責任，但社福制度的標準無法符合每個人的需求，需要與
民間一起合作，慈濟是臺灣深植人心的一股力量，讓民眾
心裡有依靠，慈善擴及全世界，慈濟與市府共同發揮一加
一大於二的力量，讓民眾可以感受到社會的溫暖，使關懷
更到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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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弱勢深耕慈善	冬令發放感恩圍爐	
歲末年終之際，慈濟基金會在全臺各地舉辦43場次「2020
年冬令發放暨圍爐活動」，志工獻上來自全球慈濟人溫暖
祝福，持續用愛陪伴、用心關懷逾2萬1千戶的弱勢家庭，
一起歡喜迎新年。	
	

超過半世紀以來，慈濟在海內外照顧孤老病苦的腳步未曾
停歇，慈濟志工發放活動及內容亦因地制宜、與時俱進調
整。繼2019年慈濟首次結合全聯超市通路，以「慈善物資
卡」取代過往約5公斤的物資包發放方式，獲得高接受度，
因此2020年將持續辦理。	
	
	
	
	
	
	
	
	
	

依家庭口數多寡進行、發放，讓慈濟照顧戶能自行前往超
市購買生活必需品，「慈善物資卡」也設定不能購買菸酒，
讓照顧戶能獲得實質需求。除了物資卡，也準備淨斯榖粉、
味噌香積麵與福慧珍粥作為春節祝福禮，祝福照顧戶家庭
人人闔家平安。	
	

慈濟自1969年2月9日於花蓮辦理第一次冬令發放後，年年
於歲末年終，陪伴孤老無依者及貧困苦難者，度過溫馨年
節。部分場次也結合義剪、健康諮詢、衛教宣導等，讓照
顧戶過個健康平安年；另外，無法前往參與現場活動的照
顧戶，則另外安排慈濟志工或社工送上物資及關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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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慈濟環保三十年，元旦日海內外10個國家地區，近500名慈
濟青年與志工們齊聚花蓮七星潭舉行「2020愛曙光，護海洋」活動，
大家彎下腰用雙手淨化美麗海岸，千手淨灘為慈濟環保30揭開序幕；
最後共清出170袋，總重373.2公斤的垃圾。透過淨灘，減少廢棄物進
入大海的機會；透過親身參與，還原海灘的美貌。在2020年第一天，
以日常的行動與實踐作為祝福；祝福地球愈來愈美麗。藉此行動，
希望喚醒大家落實環保5R，	Reduce（減少）、Reuse（重複使用）、
Repair（維修）、Refuse（拒用）、Recycle（回收），一起守護海洋，
愛護地球。	
 	

不少親子同行淨灘的身影，	徐先生帶著家人一起來淨灘，他說這個
活動讓孩子們學習了解環保和愛護地球的重要，尤其選在元旦這天
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對孩子而言是最棒的記憶。來自莫三比克的青
年，手持夾子和垃圾袋，在台灣體驗環保淨灘，了解到環保愛地球
的重要，用身體力行一同守護環境。垃圾減量問題刻不容援，證嚴
法師呼籲慈濟的環保之道，落實在心靈、身體、大地上，期盼大眾
一同響應，用行動守護地球。	
	
	
	
	
	
	
	
	
	
	
＊回顧一九九○年證嚴法師受邀至台中新民工商演講，心疼所見滿街垃圾，遂於演講末，

勉眾人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慈濟環保三十年在全球十七個國家地區，有五百三十一
個環保站，九千八百七十五個環保點，總計十多萬環保志工。自一九九五年至二○一八年，
光是紙類回收總重就相當於二十年生的大樹二千八百萬棵，慈濟環保減碳效益二十多年來

累計減碳量相當於一萬零五百多座大安森林公園。

2020愛迎曙光「手」護海洋		
10國青年千手護大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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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祝福專題分享			

`12

感恩2019年的平安，迎接2020吉祥平安福慧年，	
在點燃心燈的當下，祈願天下無災難，�

人人善用生命做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靜思精舍師父帶來上人的祝福與感恩，	

虔誠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是平安吉祥的福慧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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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個案	 13,628件	

長期濟助	 115,557戶次	

居家關懷	 145,395戶次	

急難補助	 13,913件	

居住環境改善	 298件	

助學補助	 7053件	

1、2019年1-12月	臺灣災害意外事件，各地急難援助膚慰，
慈濟關懷全臺共計248件，關懷1,420戶次、應急慰問金
282戶，志工投入逾6,739人次
	
2、慈濟慈善個案關懷，以「家庭」為主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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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務實、即時提供照顧，如長期濟助、居家
關懷、急難補助、房屋修繕、獎助學金等，以期提升家庭
功能，全方位守護弱勢家庭，2019年1-12月慈善個案關懷
累計數據彙整如下:

✪第四季慈善關懷累積數據如下：	

第四季慈善重點成果		

統計至2019/12/31止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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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柬埔寨義診	
在大林慈濟醫院林名男副院長、慈濟志工陳金發帶隊下，共
有來自台北、花蓮、台中、大林、玉里慈濟醫院，以及台灣
慈濟人醫會成員、後勤慈濟志工等，前往柬埔寨與其他國家
的慈濟醫療團隊，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
與柬埔寨，逾120人的慈濟柬埔寨義診與發放關懷團，11月1
日至3日，在柬埔寨馬德望省(Battambang)進行為期3天的義
診，共超過3千多人次獲得醫療協助。	

寮國水患發放	當地村民樂當志工	

寮國在2019年8月下旬的雨季中，因豪雨泛濫成災，慈濟基
金會於9月中旬派員前往勘災，確認寮國南部六省四十七縣
災情嚴重，計有十六萬多個家庭受災。11月30日至12月4日
與12月11日至17日分別展開水患的兩次發放。發放團來自馬
來西亞、柬埔寨、泰國、越南、緬甸、臺灣等六國志工團隊，
秉持感恩、尊重、愛之精神，將物資親送到村民手上，讓村
民接受來自全球的祝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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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慈濟環保	力行零廢	
	2019年12月2日至13日，聯合國氣候變遷第二十五屆會議（簡

稱COP25）於西班牙馬德里召開。作為聯合國氣候大會的觀
察員，慈濟分享在世界各地受氣候災難影響所進行的慈善人
道援助，同時也展示許多新開發的環保產品，例如把咖啡杯、
便當盒的紙和塑料分離，再加工製成衛生紙和連鎖磚，以及
新型環保餐具和塑料木，創造零廢的循環經濟，期待為解決
環境汙染和應對氣候變遷盡一份力，透過科技讓大眾看到減
碳的好方法。	
 	
慈濟邁入環保30周年，拜科技之賜，將回收的資源再次循環
使用，製成環保毛毯、衣物、餐具及生活用品等。環境保護
不僅是口號，更需要人人共知共識與共行，傳達除了回收，
更要少用、到不用的理念，減少對地球資源的耗用，才是讓
地球環境永續的普世價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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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水患		膚慰關懷	鼓舞人心	

2019年12月中旬，馬來西亞受東北季風影響，降下大量豪雨，
九個縣都傳出水患災情，位於柔州東部的哥打丁宜水患成災，
低窪地區道路和屋子都浸泡在水中，受災民眾無家可歸，被
安置在十九個收容中心。在當地村長的協助下，慈濟志工前
往關心並舉行發放，給予一百一十四戶家庭需要的援助與撫
慰，過程簡單卻很溫馨。帶給村民們不止是金錢物資的援助，
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鼓勵，期許村民們承接這份愛更加努力
地生活。	

伊波拉曾肆虐		
慈善為獅子山帶來希望	
2014年，獅子山共和國爆發伊波拉病毒，在西非造成重大疫情，
慈濟美國總會與希利國際救濟基金會、自由城天主教明愛會合
作，展開救援發放，一直到現在，不間斷。2019年雨季釀災，
8月2日，首都自由城（Freetown）發生嚴重水患，上萬人受影
響。慈濟基金會與當地慈善單位合作，於11月中旬展開「水患
暨扶困發放」善行。因應在非洲獅子山的現行環境，慈濟基金
會製作了志工背心上，各有慈濟、明愛會、希利基金會、蘭頤
基金會的會徽，來自不同背景的基金會，秉持著共同一念心，
期待以感恩尊重愛的軟實力，溫暖貧困災民的心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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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慈濟人文青年中心	
開幕典禮暨開放日	

新加坡慈濟設立全球第一間人文青年中心，於11月30日舉
行開幕典禮暨開放日，掀開嶄新的一頁。青年中心是新加

坡慈濟的新嘗試，提供完善設備和公共空間，邀請專業合

作夥伴進駐，共同打造一站式青年公益平臺，並透過各類

項目，包括工作坊、瑜伽、創客教育等接引年輕人，從中
培養正向價值觀。同時也實踐「青銀共創，老幼共營」，

讓長者與年輕人互動，開啟青銀對話。希望能在青年社群

帶來良善的影響，藉由多元用途的空間與設備，結合夥伴

團體的專業，開設合作專案，協助青年完成夢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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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近日衛福部發布訊息，為落
實疫情防護，由於車站及大眾運輸工具等屬公眾使用且多為密
閉空間，長時間且近距可能增加呼吸道傳染病之傳播風險，民
眾仍不能掉以輕心，呼籲避免前往人潮聚集之處，人人做好自
我防護；本會也於各道場、分支會點及環保站持續落實防疫工
作，確實執行「量體溫、戴口罩、勤洗手」之措施，請大家出
入時，也做好自我防護，人人自愛、愛人，讓生活能早日恢復
常態。	
	
我們也透過大愛台、網站、社區志工群組宣導防疫措施，並提
醒人人落實自我健康管理，鼓勵茹素。同時，利用媒體及通訊
管道及提醒人人，無事不出門，若需出門則叮嚀勤洗手，在公
共場合戴口罩等行動措施。	
	
期盼人人戒慎虔誠，同心共濟弭災疫。	
慈濟基金會關心您	
＊主題報導：https://reurl.cc/Gk8YGy	

正確洗手，戴口罩防止飛沬傳染，
做好自我防護，遠離病毒威脅。（摘自大愛台影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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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寮國南部九月水患前置勘災團自	
	             臺灣出發抵達災區								 
�
◎10/28 馬來西亞峇株巴轄峇眼及柏實萊	
	             區風災援助，發放慰問金及物資	�
	
	             於美國德州達拉斯及李察遜市龍	
	             捲風災民服務中心進行關懷及發	
	             放毛毯		
	
◎10/30 美國加州山林火災，至收容中心	
	             關懷及發放毛毯	 
 
◎11/01 柬埔寨馬德望義診暨大米發放於1 
              至3日進行		
 
◎11/03 菲律賓圖魯南地震，至馬基拉拉	
											鎮發放物資	 
 
◎11/04 厄瓜多卡諾亞教堂捐贈啟用典禮	 
              辛巴威物資發放及水井維修活動 
 
◎11/05 菲律賓圖魯南地震，勘災團拜會	
	            鎮長並勘查房屋、學校受損情形	 
 
◎11/17 印尼北雅加達卡馬爾•穆阿拉村扶	
											困援建房屋交接儀式		
 
◎11/20 墨西哥第八梯次義診團20至25日	
											舉行		
	
◎11/21 約旦冬令發放行程，臺灣團隊出	
	             發，並於約旦進行志工培訓、冬 
              令發放及歲末祝福，12/1返臺	 
	
◎11/30 首日寮國水患賑災發放，嘉惠	
	             1,290戶	 

◎10/01 因應南方澳大橋斷橋事故， 
               1至4日於災害現場設置服務 
              中心，至醫院關懷傷者，並 
              為罹難者助念		
◎10/05  減災希望學校三民國中舉行 
               校舍捐贈暨啟用典禮		
◎10/06 慈濟臺中靜思堂自10月6日至 
               2020年01月13日舉辦「彩繪 
              生命慈善聯合美展」		
◎10/15 於花蓮德興運動公園參與108 
              年東區/北區災難醫療隊聯合 
              演練		
◎10/17 首批清修士授證儀式於靜思 
              精合舉行	 
◎10/19 2019年慈濟新芽獎學金頒獎 
              典禮首場於新店靜思堂舉行		
◎10/26 減災希望工程學校苗栗縣後 
              龍國中校舍援建落成啟用	
	
	             2019年慈濟新芽獎學金頒獎 
              典禮分別於臺中、南投、苗 
              栗、彰化、臺北、基隆、新 
              北、宜蘭及屏東等縣市舉行 
 	
◎10/27 於臺東縣長濱鄉老人會館提 
              供義診服務 
	
	             2019年慈濟新芽獎學金頒獎 
              典禮分別於雲林、嘉義、金 
              門、桃園、新竹、澎湖、台 
              南及高雄等縣市舉行		
◎11/2		共伴學堂成果發表於鳳林靜	
										思堂舉辦	

										

										減災希望工程苗栗縣造橋國	
										中啟用	

										

																2019年慈濟新芽獎學金頒獎	
										典禮於屏東舉行	

	

											靜思語三十周年音樂會，首	
										場在高雄登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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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靜思智慧語‧好話三十年」靜思	
											語三十周年分享會於中正紀念堂演	
											藝廳舉行		
◎11/09		彰化慈少班隊輔學員鹿港老街宣導	
											「加素」「減塑」愛無限		
◎11/10		與臺北市府合辦「莫忘那一年：	
												921大地震防災教育特展」，	
												於信義商圈香堤大道廣場展出	
◎11/12		2019年全臺首場慈濟歲末祝福感恩	
											會於桃園靜思堂舉行		
◎11/16	2019年慈濟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於花	
										蓮縣玉里舉行		
◎11/23	2019年慈濟新芽獎學金最終場於	
										花蓮靜思堂舉行，全臺共辦理29	
										場次		
◎11/24	北區慈濟人醫會定期前往新北市	
											雙溪區義診		
◎11/30	高雄靜思堂i郵箱啟用，為全臺首	
											座設立i郵箱的靜思堂	
◎12/05	「喚醒防災DNA」特展12/5於花	
											蓮靜思堂開展，展期至2020/4/26	
◎12/06	新竹靜思堂C級長照據點揭牌		
◎12/08	於臺北車站舉行「愛灑人間～外籍	
										移工義診暨健康關懷活動」		
◎12/11	舉行台中市大甲區東陽國小組合屋	
										教室啟用典禮		
◎12/14	「靜思智慧語‧好話三十年」音樂	
											人文響宴活動於花蓮靜思堂舉行		
◎12/15	「Fun	大視野‧想向未來－第二屆	
											青年公益實踐計畫」成果發表會在	
											臺北華山文創園區舉行	
											與人安基金會彰化平安站舉辦街友	
											義診、義剪活動		

◎12/01 澳洲墨爾本聯絡處首次舉行歲	
	             末祝福，邀請邦耶普森林大火	
	             災民參與	 
	
◎12/03 寮國水患賑災發放，本日進行	
	             四場發放	
		
◎12/07 慈濟美國總會三十周年慶7、8 
              日舉行全美精進營		
 
◎12/08 第25屆聯合國氣候變遷綱約國	
	             大會(COP25)12月2日起在西班	
	             牙馬德里舉行，慈濟以觀察員	
	             身分出席		
	
◎12/09 菲律賓北冕風災，9至12日於索	
	             索貢省及亞眉省勘災		
	
◎12/14 寮國水患賑災行動，於沙灣拿	
	             吉省發放稻米、稻種予受災鄉	
	             親		
	
◎12/17 寮國水患賑災行動進入第六天	
	             發放，於沙灣省發放大米與稻	
	             種，占巴薩省的物資運送抵達		
 
◎12/22 馬來西亞哥打丁宜水患勘災暨	
	             發放於18至22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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