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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慈濟功德會，秉承佛陀「無緣

大慈、同體大悲」之心念，服膺

上印下順上人「為佛教、為眾生」之志

節，從事濟貧教富之志業。

因此，我們的理想是：以慈悲喜捨

之心，起救苦救難之行，予樂拔苦，締

造清新潔淨之慈濟世界。

我們的方法是：以理事圓融之智

慧，力邀天下善士，同耕一方福田；勤

植萬蕊心蓮，同造愛的社會。

我們的工作是：集慈善、醫療、教

育與人文四大志業於一爐。

而我們的精神是誠、正、信、實。

我們深信眾生平等，人人具有佛性，只要

能從慈門入，必能一窺佛門的莊嚴美妙殿

堂；只要能從善門入，富者施之，必能得

福而樂；貧者受之，必能得救而安。

人生無常，生命隨日俱逝，我們應

該把握難得的人生，造善因、得善果，

才不致有深入寶山，空手而回之憾。

慈濟委員以智慧相結合，以愛心

相扶持，以殊勝之因緣攜手闊步於菩薩

道上。

我們的委員，因為能夠「以佛心

為己心」，故一眼觀時千眼觀；能夠

「以師志為己志」，故一手動時千手

動，聞聲救苦，即時解難，何異於觀世

音菩薩之千手千眼。

「一月普現千江水，千江水月一月

攝」，佛陀以慈眼視眾生，法雨普施，

故千山競秀，何等慈悲！又何等智慧！

凡我慈濟委員都應以正信、正念，

力行慈濟善道，以實際之參與，體悟生

老病死、成住壞空之真諦，群策群力，

共創慈濟志業於千秋，同傳美譽於世

代，給自己留下人生美好的回憶，讓子

孫以今天我們所做的為榮。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

來世果，今生做者是。」人身難得今已

得，在菩薩道上，我們應該勇猛精進，

讓愛心充滿我們的社會，讓我們的社會

有善的循環，這才是福慧雙修、正信、

正念的佛門弟子。

願與所有的慈濟人共勉之。

慈濟志言

一、不殺生

二、不偷盜

三、不邪淫    

四、不妄語

五、不飲酒

六、不抽菸、不吸毒、不嚼檳榔

七、不賭博、不投機取巧

八、孝順父母、調和聲色

九、遵守交通規則

十、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

  1.Do not kill

  2.Do not steal

  3.Do not fornicate

  4.Do not lie

  5.Do not drink alcohol    

  6.Do not smoke, use drugs, 

     or chew betel nuts

  7.Do not gamble or speculate

  8.Respect your parents and 

     be moderate in speech and attitude

  9.Follow the traffic regulations

10.Do not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or 

     demonstrations

慈濟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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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觀音山四度淨山　集眾力剷垃圾瀑布

15 ▎梅雨釀災淹家園　共伴伸援佛法契心

16 ▎水漫厄國曼納比　本土志工挺身勘災

17 ▎湖南洪災志工助　菩薩湧出共度難關

18 ▎《慈濟》月刊五十年　啟眾善念菩薩成林

20 ▎滿納海新校啟用　專為敘童量身打造

21 ▎獅子山洪災援助　機構合作賑濟災民

22 ▎颶風襲美水淹城　全美志工合心送愛

24 ▎墨國九月連強震　善緣和合逐戶踏勘

26 ▎加州林火毀家園　發放物資溫暖入心

27 ▎孔蕩大愛村落成　居民安住儒德長傳

28 ▎減災校舍震無損　教育堡壘世代守護

30 ▎首屆慈濟醫學會　創新研發體現人文

31 ▎連續暴雨淹檳城　全馬聚力齊心賑災

32 ▎葡國久旱野火起　首度勘災誠情鋪路

33 ▎強震颱風侵菲國　在地力量互助解難

036 ▎人人齊力為救災　專業研習為防災

046 ▎慈濟減災希望工程　重建校舍防患未然

060 ▎厄國接連豪雨成災　當地志工勇於承擔

066 ▎美洲風災火災連連　志工跨國跨地奔波

075 ▎墨國強震毀家園　善緣匯聚助賑災

084 ▎合作研發壓力布　造福燒燙傷患者

091 ▎慈濟科大創意研發　強化學生技術實作

100 ▎地球降溫刻不容緩　三管齊下帶動共行

110 ▎「降低社區災害風險與災後復原」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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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知與共識，只是缺乏共行。其實要將環保落實在人人的行動上，並

不困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素食。

素食，不僅可以減少大量汙染與資源消耗，也能培養慈悲心。況

且，飼養大量的動物，要耗費的飲水與穀物相當驚人，加上動物排泄物

含大量溫室氣體，加速地球暖化。人類為了滿足口欲，把動物圈養在狹

窄的空間，讓牠們失去自由；一旦發生傳染病，就大規模撲殺，實在很

殘酷，也很悲哀。

現在是佛陀說的五濁惡世，戰爭、疾疫、氣候異常等，實來自

於人心的貪、瞋、癡、慢、疑等五毒。惡濁時代，也是覺醒的時

刻；善念能夠淨化五濁，人心淨化，慈悲不殺生，地球才能

健康，生靈才能免於恐懼、自在生活。

善和惡在拔河，如果人人心念向善，化戾氣為和氣，

共同行善造福，就能減少天災人禍。

▍學習佛之四智 回歸清淨本性

天下眾生共生息，因緣會遇、接觸苦難，就要趕快

啟動。人人不要罣礙自己付出多少，也不要求回報，

只要安心歡喜和無限祝福。

從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

性智，回歸到大圓鏡智，在每一天

的生活中落實佛法，就像走在回家

的路上，回歸真如本性。修行必

定要歷經長時間的淬煉，如果將

道理視為理所當然，就不會感到

有所困難。

發弘誓願持四安樂行 

學佛四智成大圓鏡智

慈
濟行願半世紀，從「竹筒歲月」開始，克勤、克儉、克難一路走

來；從少數人到隊伍浩蕩長，如今慈善腳步履及全球九十幾個國

家，精神理念始終如一—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

「發心立願付出，面對種種考驗，要不忘初衷—誠心誓願度眾

生，正心誓願斷煩惱，信心誓願學法門，實心誓願成佛道。有真誠的信

心，法才能入心，恆持正確的方向，腳踏實地付出，再辛苦也無怨無

悔。付出無所求，安心自在，這就是「大慈無悔愛無量，大悲無怨願無

量，大喜無憂樂無量，大捨無求恩無量」。

不要輕視善小而不為，人人的小善會合起來，粒米成籮、滴水成

河，這分愛的能量不只能幫助一個人、一個家庭，甚至可以關懷整個社

會、天下眾生。每天發心愛人、助人，和眾生結好緣，造福、積福，才

會更有福。

▍茹素培養慈悲 善念淨化惡濁

2017年歐洲地區異常寒冷，許多敘利亞難民過境的巴爾幹半島天寒

地凍，棲身在帳篷裡的難民們實在苦不堪言。

少數人的心態不調，引發整個國家長年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

可見，我們要加強淨化人心—不只保護自己的身心，也要保護社會人

人的身和心；守護心地與大地，才能減少天災與人禍。

氣候極端、災難不斷，與人類生活方式密切相關。慈濟連續多年參

加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的周邊會議，發現各國都有減少開發、節能減碳

證嚴上人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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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安樂行—諂誑、虛妄、嫉妒，會障礙智慧與慈悲；誠意、正向、

實在，才能讓眾生信賴。心常住法中，了解無常、苦、空，付出之後無所

執著，輕安自在。

誓願安樂行—立四弘誓願，度一切眾生、斷無盡煩惱、學無量法

門，這條菩薩道造得寬、鋪得平、走得長，體會到心路風光，就能體會

佛的智慧。不只自己走得到，也希望眾生同行菩薩道，得到安樂。

修行路上，心境寂靜，歡喜甘願，才能引導人人心中有法，不受紛

紛擾擾汙染。眾生安穩，離苦得樂，就是諸佛菩薩的心向。

▍去除無明煩惱 增長慧命資糧

志為人間菩薩，要發四弘誓願，度眾生、斷煩惱、學法

門、成佛道。要度眾生，就必須入人群；在人群中體會生、

老、病、死之苦，了解苦從何來，就能珍惜自身之福，精進

付出。

聽法，不僅要將法銘刻於心、信受奉行，用佛陀的甘

露法藥去除煩惱無明，還要傳法。聞法、說法，於己，長

養慧命；於人，廣結法緣，守護眾生。聞法、傳法，心

都是法，才能鞏固信根，不會被無明風一吹就倒。

生命長短無人能知，但我們能掌握自我

生命的寬度與深度。來生是隨著煩惱

緣或聞法緣而來？端看此生。殷勤

撒播善的種子，不斷用法水滋潤慧

命、累積愛的能量，來生才能乘願

而來聞法，續行菩薩道。

（彙整自2017年《慈濟月刊‧無盡藏》）

因此，雖然忙碌，心要常常處在真理之中，學習佛的四智：

成所作智—不受境界及欲念所牽引，而是轉識為智。

妙觀察智—用心思惟，不該做的不去做，該做的認真規劃執行，

利益人群。

平等性智—眾生平等，無論遠近，發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的精神，也要感恩人人一起來成就共同的志向，把愛普及在人間。

大圓鏡智—諸法明了，境界清楚，回歸清淨的本性。

▍弘誓願安樂行 惜分秒諸事成

在濁惡世間弘揚大乘法，障礙必然很多；《法華經‧安樂行品》

中，文殊菩薩向佛請教，要用什麼方法才能避免這重重困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若有菩薩，於後惡世，無怖

畏心，欲說是經，應入行處，及親近處。常離國王，及國王子、大臣官

長，兇險戲者，及旃陀羅、外道梵志⋯⋯」佛陀教育弟子謹慎於交友，

謹慎在該處、不該處的環境，謹慎在該去、不該去的地方。鞏固心志，

堪得忍耐，學習預防與避離偏差，守護初發心。

腳踏實地修行，不仗勢與攀緣，守好健康的心態，遠離「諸惡邪

見」，親近「善友知識」。什麼樣的人是善知識？《大般涅槃經‧師子

吼菩薩品》有云：「善知識者，若有能說信、戒、多聞、布施、智慧，

令人受行，是名菩薩善知識也。」善知識聞法精進，同時身體力行，歡

喜布施，並引導人心向善，相互之間恭敬尊重。

面對險惡的環境，如何保護道心、不要退失？善修安樂心，奉持身

安樂行、口安樂行、意安樂行、誓願安樂行四種安樂行：

身安樂行—清淨自心，遠離諸惡。避開危險的境界，不受毀謗或

惡行所影響或障礙；也要自我警惕，謹言慎行，精進前行。

口安樂行—沒有經過思考，話說得太快，傷人也傷己；不空過

時間，不說無饒益的言語，句句勸善，事事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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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

以
謙
卑
的
身
形
面
對
人
群
，

傳
遞
感
恩
、
尊
重
、
愛
；

足
跡
所
到
之
處
，
人
心
安
樂
、
災
難
遠
離
。

攝影者：李世清 回目錄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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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市觀音山最高處硬漢嶺是

登山客的熱門景點，卻鮮少

有人注意到邊坡上，堆著相當於

四個標準游泳池面積的「垃圾瀑

布」。4至9月間，在慈濟志工的號

召下，與民間團體、社區民眾及山

友四度協力淨山，共動員近四千人

次，清出七千二百五十包、總重約

二十六公噸的垃圾，還給山林原有

的清淨面貌。

淨山與掃街、淨灘不同之處在

於高低落差，志工自風櫃斗湖步道

入口進入，要到標高六百一十六公

尺的硬漢嶺，須走過全長約一點四

公里的石階，接著下到陡峭斜坡，

以繩索穩定身形，再將已與樹根、

藤蔓、雜草盤根錯節在一起的垃圾

挖掘出來分類、裝袋，並以人龍方

式接力傳遞上步道，然後邀約路過

的山友，順路帶兩包「伴手禮」下

山，讓慈濟環保車載運。

證嚴上人透過新聞畫面了解淨

山過程，內心滿是感恩與讚歎，同

時剴切地指出，解鈴還須繫鈴人，

環保不單是垃圾分類與回收，是和

全球氣候、大地環境息息相關的大

學問，除了有共知、共識，更要共

行，這是人人的責任。

今
年最強梅雨鋒面於6月1至4

日在臺灣北、中、南部降下

短延時強降雨，造成淹水、土石崩

落、道路中斷等災情。2日起，臺

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彰化縣、

南投縣及雲林縣等地慈濟志工，

陸續投入訪視、清掃、熱食發放

等賑災行動，截至30日，共動員

逾六千人次，關懷一千二百九十

戶家庭。

重災區基隆市基金一路208巷

口周遭，淹水一度高達兩公尺，

水退後，獨留住家滿屋泥濘。5日

的清掃工作因逢上班日，動員的

三百八十八位志工平均年齡逾六十

歲，他們深入社區大樓的地下室，

在空氣不佳、昏暗的空間，靠著微

弱照明，剷起黏稠淤泥，再一桶接

著一桶往上搬；猶有甚者，須承受

泥漿濺到眼睛，或被異物刺傷的風

險。即使疲累難堪，仍是難行能

行，堅持陪鄉親恢復家園。

事後，證嚴上人透過網路會

議聆聽前線志工分享，人人都說：

「我們真歡喜，我們安心。」上人

既不捨又歡喜地表示，人間菩薩六

度萬行，他們已經身體力行了，雖

然很累，但聞法千日用在一朝，這

時候佛法最是實用，這便是菩薩最

精進的真實道場。

觀音山四度淨山
集眾力剷垃圾瀑布

梅雨釀災淹家園
共伴伸援佛法契心

攝影／李國禎

攝影／廖嘉南 攝影／王祝明

攝影／李國禎攝影／李國禎

攝影／廖嘉南 攝影／王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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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
瓜多西部地區4月初豪雨成

災，其中曼納比省逾十個縣市

受災。慈濟基金會委請本土志工先

行勘災，爾後出動賑災團隊，陸續

在該省重災區展開「以工代賑」清

掃環境，總計一萬七千九百多人次

參與，並發放祝福金，幫助二千零

九十八戶受災家庭。

災情傳出時，承擔該國關懷

工作的慈濟美國總會團隊正在臺

灣，於是請本土志工珍妮弗‧瑞

茲（Jenyffer Ruiz）先行勘災，並

即時回報資訊，以利賑災方針擬

定。慈濟賑災團成員4月23日起分

批抵達重災區，24、29日先後在

聖塔安娜（Santa Ana）、維和港

（Portoviejo）啟動以工代賑；又考

量災民家當付諸流水，在5月3、4日

依家庭人口數，進行祝福金發放，

解災民生活燃眉之急。

賑災期間，珍妮弗等本土志工是

慈濟志工強而有力的後盾，從翻譯到

協調，無事不包，即使急難援助告一

段落，賑災團隊離開，仍持續對政府

增補的受災名單，以及未能出席發放

的受災戶，進行後續家訪並處理發放

相關事宜，確保災民得到援助，充分

展現慈濟人道援助精神。

水漫厄國曼納比
本土志工挺身勘災

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中
國大陸湖南省6月下旬遭遇連

續暴雨，引發嚴重洪災。長沙

慈濟志工7月2日成立「慈濟湖南長

沙防賑災協調中心」展開援助，並

將關懷重點放在長沙縣榔梨鎮及寧

鄉縣灰湯鎮，依照災況，發放生活

用品、助學金與肥料等物資，為災

民安身、安學、安生活。

榔梨鎮金托村居民以務農為

主，當中有不少是自外地遷居的佃

農。大水覆沒菜園也沖毀以簡易材

料搭建的屋篷，志工為了幫助菜

農恢復生產，又不傷害大地，選購

優質的有機肥料，並於7月30日發

放一百八十五點五噸肥料，共幫助

二百六十五戶農家。

8月11日起，志工轉往灰湯鎮

進行兩梯次的入戶訪視，關懷近

七百戶家庭，其中先為二十一位小

學至大學的學子發放助學金，讓他

們能順利就學，後於12月初為貧困

家庭發放冬令物資。此外，在賑災

初期，志工也為榔梨鎮和黃興鎮

災民提供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

慧床）四百六十一張、環保毛毯

四百四十五條，讓家具全毀，只能

席地而睡或寄宿他人家中的災民，

多一分安穩與溫暖。

湖南洪災志工助
菩薩湧出共度難關

攝影／陳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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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濟》雜誌發行屆滿五十年，發

行總量估計逾七千五百萬本，

並隨著科技演進，延伸至電子書與

網路平臺。內容刊載全球慈濟志工

推動志業的真實美善故事，以及證

嚴上人的弘法足跡，是慈濟與會員

之間的橋梁，更是啟發大眾愛心的

珍貴酵母。

創刊號於1967年7月20日發行，

負起「徵信」之責，每月在徵信頁

中呈現樂捐與受救濟者名單；1968年

4月開始，半月刊改版為月刊，並逐

步增加篇幅、強化內容，再於1973年

8月起，從報紙型式改為雜誌型態；

1988年9月號，編輯團隊廣為徵文，

以更多濟貧扶困的實證與回響，取

代徵信名單，更顯見善款妥善運用

於慈善與其他志業的成果。

證嚴上人曾言：「一分一毫

點滴不漏，就是『正』。唯有做

到『正』，才能取信於人，廣招來

眾。」在臺灣，月刊是慈濟人招募

會員，接引新志工的最佳媒介；在

海外，則是慈濟人的精神食糧，也

讓身為拓荒者的他們推展志業有跡

可循，進而加速深耕當地。

創刊半個世紀，最初為徵信

而辦的《慈濟》雜誌，不僅記錄臺

灣本島的美善事蹟，隨著慈濟全球

化，也擴及報導海外行善足跡，而

其本質一如發刊獻詞所述：「我們

絕不浪費一字一行，說那無益於

人、無利於世的話，今後也絕不違

背主旨與用意，去做那無關潛移

默化，無關 『慈悲』『濟世』 的

事。」

《慈濟》月刊五十年
啟眾善念菩薩成林

《

攝影／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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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余自成

慈
濟基金會向土耳其納林艾薩

公司承租大樓，作為滿納海

學校（Al Manahel School）一至五校

的校舍，2017年8月9日在蘇丹加濟

市（Sultangazi）市長阿里‧烏斯拉

曼（Ali Uslanmaz）見證下，由基金

會副執行長劉效成及業主艾罕納林

（Ayhan Narin）簽署租賃協議，並

於9月25日正式啟用。

慈濟自2015年起，在敘利亞籍

主麻（Cuma）教授，以及蘇丹加

濟市政府、教育局的支持下，陸續

開辦六所滿納海學校，協助敘利亞

難民兒童就學。過去，各校皆是向

土國學校借用教室上課，在時間調

配、課程安排等較難自主，實非長

久之計。

為了讓孩子們安心上課學習，

慈濟志工四處奔走，終於有業主願意

出租大樓，作為滿納海學校新校舍。

這是土國第一所完全以敘利亞母語教

學的私立學校，三千多名難民學生，

在此迎接嶄新的學習階段。

「不要讓還在逃難中的孩子，

對人類懷有仇恨的種子，而是要讓他

們心中存有愛與感恩的種子。」證嚴

上人強調，慈濟幫助敘利亞難民孩子

安心上學，目標是讓他們接受良好教

育，打好愛與感恩的基礎，未來才會

以真誠的愛面對人間。 獅
子山共和國首都自由城及周

邊地區，8月1 4日因暴雨引

發大規模洪水及土石流，造成一千

多人喪生或失蹤，約六千人流離失

所。該國多年來歷經內戰、天災及

疫病肆虐，百廢待舉，亟需國際援

助。災後，慈濟基金會自19日起與

天主教明愛基金會自由城分會、希

利國際救濟基金會及蘭頤基金會合

作，由慈濟提供臺灣援外大米，於

雷鎮、克林敦及盧美利等重災區設

點，為災民供應熱食，截至10月中

旬，總計提供超過十五萬人次。

此外，考量當地居民直接以手

抓食，容易病從口入，遂由臺灣運

送一萬套環保餐具。9月中旬，來自

美國、臺灣等地的慈濟志工至該國

協助發放之餘，也前往災區慰訪居

民，並走訪收容中心及孤兒院等民

間慈善機構，提供捐助。

另一方面，針對伊波拉疫情的

援助行動不因水患賑濟而停頓，除

了持續為伊波拉遺孤、殘疾人士等

弱勢族群，發放大米、毛毯之外，

並由馬來西亞實業家林觀年發心援

捐一百一十一床病床予十一家醫

療院所。花蓮慈濟醫院也與獅子山

三四軍事醫院簽署意向書，就新興

傳染病臨床研究等醫學技術進行合

作與交流，並協助培育人才，透過

慈善醫療合作，共同為新興傳染病

防治盡心力。

滿納海新校啟用
專為敘童量身打造

獅子山洪災援助
機構合作賑濟災民

攝影／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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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級颶風哈維（Harvey）於8

月25、 30日兩度登陸美國德

州，在一週之內降下逾一千二百毫

米雨量，超過一年的平均雨量，為

美國有史以來帶來最多降雨量的熱

帶氣旋，造成沿海城鎮與大休士頓

地區淹水，是該州繼1961年卡拉颶風

（Carla）後，所遭遇的最強烈風暴。

因受災區域廣大、災情嚴重，美國各

州慈濟志工紛紛會聚德州救災。

慈濟賑災團隊在人力、物力

有限的狀況下，由各分會執行長帶

隊各自發揮專長，分頭進行勘災發

放，以重災區及弱勢移民與低收入

戶群聚的社區為關懷重點，包括大

休士頓地區的列治文、羅森堡、迪

金森、綠點、華頓，以及颶風登陸

時首當其衝的波蒙特、亞瑟港及

洛克港等地，並自9月9日起展開發

放，為災民送上現值卡、毛毯等物

資；16日開始結合德州當地的醫療

志工，提供義診服務。

此外，當撤離至達拉斯的居民陸

續返家之際，慈濟達拉斯分會受市府

緊急災難管理中心請託，協助無力返

鄉的災民購買車票，也持續關懷選擇

颶風襲美水淹城

全美志工合心送愛
落腳達拉斯的七十多戶災民。

在哈維颶風侵襲美國本土，相

隔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五級颶風艾

瑪（Irma）挾帶狂風暴雨橫掃加勒比

海地區後，9月10日由美國佛羅里達

州登陸，在該州西南部造成災情。20

日，瑪莉亞颶風（Maria）又在多明

尼加、美屬波多黎各等地造成重大災

情。在此期間，鄰國墨西哥分別於

7、19日遭芮氏規模7以上強震襲擊。

除了荷屬聖馬丁、多明尼加

等地慈濟志工就地動員，援助風

災災民之外，美國慈濟團隊在進

行德州哈維風災賑災之際，亦組隊

分別前往佛州及墨西哥協助賑災。

其中，哈維、艾瑪風災急難救助行

動於11月下旬結束，累計發放一萬

三千八百六十二戶，幫助約四萬

人，其間創下美國慈濟單場發放戶

數最多、動員志工人數最多等多項

紀錄。

10月中旬，美國及中南美洲多國

六百多位慈濟志工返臺參與精進研習

營。證嚴上人於開營前夕，與美國各

分支會執行長及核心幹部座談，對於

全美慈濟志工一個多月來一連串的救

災行動，讚歎大家是在人間道場真精

進，同時期勉志工在急難救助時期

「擴大愛」，把對災民的愛與關懷普

遍地撒播出去之後，緊接著要「拉長

情」，珍惜每一分力量，積極接引、

廣招人間菩薩。

攝影／陳欣悅 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攝影／黃友彬 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攝影／黃友彬 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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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西哥南部恰帕斯州（Chiapas）

2017年9月7日，發生芮氏規模

8.4強震，相隔不到兩週，中部普埃

布拉州（Puebla）19日又發生芮氏規

模7.1地震，造成墨西哥市多棟樓房

倒塌，人員嚴重傷亡。於此同時，美

國德州哈維颶風賑災行動雖然仍在進

行，考量墨西哥慈濟志工人力單薄，

需要更多人力投入，慈濟全球志工總

督導黃思賢等人亦即刻調整任務，

於24日從美國轉往墨西哥勘災。10月

初，慈濟基金會臺灣本會職工呂宗

翰、何郁郁及慈濟美國總會職工包逸

涵等人抵達墨國後，接續籌劃賑災事

務，並透過當地社區領袖塔妮、崔妮

等人邀約居民投入複查工作，協助核

實受災戶名單及資料。

前勘團隊謹記證嚴上人教導，

以誠意與他人互動，面對人事考驗，

在本土志工引領下，於錯綜複雜的

街道中探訪受災鄉親，足跡踏及墨

西哥城的霍奇米科（Xochimilco）、

墨國九月連強震
善緣和合逐戶踏勘

特拉瓦克（Tlahuac）兩市，以及

莫雷洛斯州（M o r e l o s）的德拉

奇（Tlaquiltenango）、札卡特派

（Zacatepec）、荷呼特拉（Jojutla）

等三市，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一步

一步深入災區訪視，盡力做到「不重

複、不遺漏」，將援助對象落實在最

需要幫助的受災鄉親。

此外，賑災物資在駐墨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餵食基金會及當地人

士等多方協助下，終於在發放前全數

到位。12月7至16日，慈濟於墨西哥

城及莫雷洛斯州共進行九場發放，將

物資卡、毛毯送到災民手上，幫助一

萬餘戶，期間並舉辦八場義診，服務

約四千五百人次。2018年1月中旬，

美國慈濟團隊再度前往墨國，於墨西

哥市克約亞岡進行發放及義診，圓滿

急難階段的援助工作。

賑災期間，除了臺灣、美國

的慈濟志工及本會職工相繼投入災

區，陸續有來自阿根廷、厄瓜多、

巴拉圭、巴西等中南美洲，甚有遠

從丹麥而來共十三個國家地區的慈

濟志工到墨國進行賑災工作。慈濟

志工的無私付出，感動了當地志工

與家人，其中十四人皈依證嚴上

人。上人勉勵墨西哥弟子，就地發

揮愛的能量，落實在最需要的人身

上，造福當地。

攝影／黃筱哲 攝影／岑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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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9至12月為美國加州林火發

生的高峰期，2017年仍不例

外，10月8日起在強勁風勢及乾燥天

氣助長下，北加州林火從零星的幾個

起火點，不斷擴大，火勢波及納帕

（Napa）、索諾馬（Sonoma）等八

個郡，超過十萬人被迫撤離，約八千

棟建築遭焚毀，四十多人罹難，為加

州有史以來生命、財產損失最嚴重

的林火事件。其中又以聖塔羅莎市

（Santa Rosa）災情最嚴重。

北加州慈濟志工於第一時間

展開援助，提供熱食、毛毯及淨斯

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等物資，

予庇護所的災民與救災人員，並自

14日起於聖塔羅莎、納帕等地的社

區救助中心駐點，為災民發放現值

卡。其中，聖塔羅莎社區救助中心

於12月9日關閉，慈濟北加州分會

是唯一在社區救助中心內駐守到最

後一日的NGO團體。在此其間，志

工亦分別在尤開雅（Ukiah）、明

湖（Clear Lake）等地區進行賑濟。

總計急難援助階段，慈濟共幫助

一千四百三十二戶家庭。

而正當北加州災民可陸續返回

家園之際，南加州洛杉磯、聖地牙哥

等地於12月初又出現另一波林火。其

中，被命名為托馬斯大火（Thomas 

fire）的林火，焚燒面積達十一萬

四千公頃，成為有紀錄以來範圍最大

的林火。慈濟美國總會於10日啟動援

助計畫，將慈濟愛滿地聯絡處規劃為

臨時收容中心，並於12至16日於洛杉

磯縣西爾瑪區（Sylmar）救助中心發

放現值卡，並提供毛毯、香積飯及清

潔用品等物資，而後又分別在文圖拉

縣及聖地牙哥縣兩地發放，直至12月

底幫助約三百一十戶家庭，在新年之

前為災民送上溫暖。

加州林火毀家園
發放物資溫暖入心

慈
濟基金會於2017年9月28日在

中國大陸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

板湖鎮舉行孔蕩大愛村暨孔氏宗祠

落成典禮，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及慈

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教育

志業執行長蔡炳坤等人代表揭牌，

現場包括政府領導、孔氏子弟和慈

濟志工共逾千人，共同見證。

2016年6月23日，孔蕩村多數

房屋遭龍捲風吹毀，慈濟志工除了

急難發放、長期濟助之外，並於12

月28日展開永久住宅援建工程。

歷時八個多月，共完成八十一棟永

久住宅，依照每戶人口數，分成一

口、三至四口、五口以上等三種空

間規畫，供二百八十二戶村民入

住，並建有孔氏宗祠、幼兒園及活

動中心。 

落成典禮當日，在宗祠前舉行

祭孔大典，由孔氏後裔代表擔任主

祭，與祭者遵循古制，身著漢服行

禮祭拜孔子，一旁有板湖中心小學

學生誦讀《論語》；禮成後，志工

逐戶獻上祝福禮，並陪村民一起貼

春聯，共同感受入厝的喜悅。證嚴

上人亦透過祝福信，期待人人能在

此安居樂業，而傳統文化精髓與孔

子仁愛精神也能在此延續傳承。

孔蕩大愛村落成
居民安住儒德長傳

攝影／顧寅春

攝影／孫文憲 攝影／蔣國安



28 29

重
要
足
跡

51

回目錄回目錄

慈
濟基金會「減災希望工程」於2017年相繼啟用臺東、

高雄、花蓮共十六校，為逾七千五百位學子提供安

全的求學環境。減災希望工程始於2014年，援助屏東、高

雄、臺東、花蓮、苗栗等縣市計二十六所學校興建新校

舍，其中屏東五校工程於2016年啟用，花蓮、苗栗五校工

程持續進行中。

天災的威力非人力可抵禦，但是多一分預防與準備，

就能減少一分災損。以「減災」為目標的希望工程，其精神

與原則延續自「九二一希望工程」，設計方向以「安全、務

實、環保及融合族群特色」為宗旨，讓師生在兼具穩固與人

文氣息的校園中上課外，亦提供社區居民在災害發生時有一

處安全的避難場所。

花蓮援建工程中，玉里國中、化仁國中、國風國中、

中原國小、佳民國小及明義國小，於10月24日在國風國中舉

行校舍捐贈暨聯合啟用典禮。三個多月後，花蓮近海便發生

芮氏規模6.26極淺層地震，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統計，全臺

災損學校有一百七十八所，以花蓮四十八所最多，災損情形

也最嚴重。

慈濟志工於震後走訪明義國小，由校長陪同了解校園狀

況。該校設於1933年，現有校舍多半為1961年舊建築，耐震係

數不足，且缺乏大型集會空間。因此，慈濟援建的新校舍包

含一間演藝廳、二十三間普通教室、二十三間個別音樂練習

教室、六間合奏教室與一間舞蹈室。地震發生當下，留校值

班的替代役男緊急前往新校舍避難；事後校方檢視災損，新

校舍完好無缺，舊校舍的地面與牆壁則出現明顯龜裂痕跡。

新校舍安然通過劇震考驗，一如證嚴上人的初衷，讓

代代學子都能安心求學，災難發生時，則是社會大眾能安

心的避難所，所以寧為防災而重建，不能等到災難發生才

不得不做。

減災校舍震無損
教育堡壘世代守護

攝影／蕭寂興

攝影／顏霖沼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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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首屆慈濟

醫學年會於2017年10月14日至

15日在花蓮舉行，以「創新研發、

人性關懷」為主題，藉由慈濟醫療

與教育志業同仁不同的視野與感

受，透過研究整合及學術交流，以

造福有病痛的人。

慈濟醫療志業自1972年在花蓮

市仁愛街義診所開始，慈濟醫院已

邁入第三十二年，各院區各科別

於穩定中發展，但仍須不斷精進，

提升臨床與研究水準，並體現醫

療人文。此次年會安排議程有專題

演講、民眾教育講座、論文口頭發

表、討論式海報等項目，內容豐

富，議題紮實。

年會期間雖遇大雨而影響交

通，但與會者熱情不減，逾三百人

陸續抵達。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

中、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偉均到場

發表主題演講，分享最新醫療政

策，並感恩與勉勵所有慈濟醫事人

員，要更用心投入醫療專業，守

護民眾健康。大會特別設計獎項

鼓勵護理、醫技與年輕醫師投入

研究行列，另為民眾進行衛教講

座，邀請十一位醫師就豐富的臨

床經驗，深入淺出為民眾介紹醫

學常識，提供治療及保健之道，

提升健康意識。

首屆慈濟醫學會
創新研發體現人文

馬
來西亞檳城在丹瑞（Damrey）

颱風外圍雲系的影響下，自

2017年11月4日下午起，連續降雨十八

小時，造成全檳八成地區發生水患，

受災區域涵蓋威省及檳島，近六千人

被迫撤離到收容中心避難。位在檳城

的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於5日清晨成

立賑災協調中心，整合各地災情並協

調人力、物資，以威省的北海、大山

腳及檳島的亞依淡為關懷重點，展開

食物發放、環境清掃及義診服務。

災後，全馬慈濟各據點啟動募心

募款，援助水患災民。另一方面，慈

濟馬六甲分會、雪隆分會及吉打分

會，配合馬來西亞分會需求，調度賑

災物資之外，並支援人力投入災區協

力清掃，幫助部分受災醫院、學校與

無法獨力清掃的弱勢家庭復原；亦有

十二位新加坡慈濟志工跨國伸援。

11日，慈濟志工展開安心關懷行

動，前往各災區挨家挨戶訪視，致贈

祝福禮，同時記錄受災程度，進行發

放造冊；18日起動員全馬超過二千人

次志工，逐戶致贈現值卡，依每戶成

員人數多寡分別提供馬幣一千、二千

及三千的應急金，累計至12月1日，

共發放六千三百四十三戶。此次賑

災累計動員志工八千四百二十一人

次，是慈濟在馬來西亞繼2015年初洪

患之後，規模最大的援助行動。

連續暴雨淹檳城
全馬聚力齊心賑災

攝影／朱婕萍

攝影／林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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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萄牙2017年遭逢2005年來最乾

旱夏季，6至10月間頻繁發生

森林大火，根據歐盟應急管理服務處

統計，野火焚燒近五十二萬公頃林

地，相當十九個臺北市面積。慈濟基

金會二度接獲駐葡萄牙臺北經濟文化

中心代表王樂生來函，並於12月初派

遣美國、法國及英國等地共五位志工

前往實地勘災。這是慈濟第一次踏上

葡萄牙展開人道援助工作。

慈濟接獲駐葡國代表來函時，

考量當地沒有志工，而歐洲志工人力

偏少，加上對民情、災況等均不甚了

解，遂無法第一時間派員勘災。證嚴

上人叮囑本會職工，沒有因緣的國度

也應用心聯繫、等待因緣，並強調慈

濟有時救災是做在最前，也有急難後

災民仍需幫助而做在最後。

11月底，美國、法國及英國等地

志工至臺灣參加營隊，並表示願赴葡

國勘災。勘災團12月5至9日走訪大佩

德羅岡（Pedrogao Grande）、唐德拉

（Tondela）、瓦澤拉（Vouzela）等

重災區，發現災民多是自耕農，林

火不只燒毀家園，更把賴以為生的農

場、農具、穀倉、牲畜等燒毀殆盡，

重建之日遙遙無期。

其中四位團員25日到花蓮靜思

精舍，報告所見所聞。上人感恩團

隊的辛苦，並與眾人討論急難慰問

金及環保毛毯的發放相關事宜，以

利在2018年初確實幫助災民。

葡國久旱野火起
首度勘災誠情鋪路

菲
律賓中部萊特省是2013年海燕

颱風的重災區，慈濟志工不曾

中斷地關懷、陪伴，帶動許多居民投

入志工行列。2017年7月6日，萊特省

發生芮氏規模6.5淺層地震，震央雖然

在卡南加鎮（Kananga），鄰近的奧

莫克市也感受到地震的威力。7日，

奧莫克本土志工前往災區勘災後，即

刻將災情回報給慈濟菲律賓分會評

估，並在隔天進行第一場發放。急

難發放於7月下旬告一段落，幫助逾

二千戶家庭，奧莫克本土志工持續陪

伴受災鄉親。

9月，慈濟為卡南加鎮黎剎里

（Rizal）、希羅杜甘里（Hiloctogan）

的災民搭建簡易屋，於11月5日舉行

交屋儀式，居民義賣農產品或捐出竹

筒善款，幫助同樣飽受震災之苦的墨

西哥災民，跨國送愛。

12月16日，輕度颱風啟德（Kai-

tak）重創中部地區，奧莫克逾千戶慈

濟簡易屋遭大水淹沒；帕洛鎮簡易屋

的居民主動伸援，為災民烹煮熱食。

此外，慈濟菲律賓分會啟動「以工代

賑」帶動居民清掃，包括馬尼拉、馬

利僅那、獨魯萬等地本土志工，以及

卡南加鎮居民亦前往支援。奧莫克的

華商為災區這股互助的力量所感動，

援捐災民所需生活物資，護持慈濟為

受災家庭發放。

證嚴上人在12月29日的志工早會

上，提及菲律賓的援助工作，以及凱

莎娜、海燕等風災援助因緣所帶動的

善循環，表示慈濟人的長情大愛，不

只在急難的時候付出，而且是長期陪

伴，讓受助者感受到慈濟人的誠懇；

慈濟人要再幫助遠方的人，他們也願

意響應投入，開始發揮長情大愛。只

要引發「愛」的一念心，人人皆可成

為菩薩，合力拉拔、陪伴苦難人。

強震颱風侵菲國
在地力量互助解難

攝影／鄭龍

攝影／李佳美 攝影／李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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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災難來臨時，不是一個人或

少數人能夠解決，而是需要匯集人

人愛的能量，才能化解人世間的種

種不調和。

6月初，首波梅雨鋒面帶來嚴

重災情，尤以雨勢最集中的臺北巿

內湖區、新北巿金山區、基隆巿，

以及雲林縣大埤鄉最為嚴重，造成

許多社區、住家淹水。慈濟志工災

後即刻動員，除了提供熱食、物資

外，也與國軍、居民及社會愛心人

士一起投入受災地區的清掃工作。

國軍支援救災以救急為主，原

則上是不能進入民宅或私人土地進

行清運，因此進入受災戶屋內、地

下室清理及搬運受損雜物的工作，

便由志工一肩擔起。由於率先投入

清理的志工，多半是女性委員，且

許多志工年紀偏大，每每在搬運大

型家具時，總是很吃力，好不容易

搬到屋外時，多已耗盡體力，此刻

能有年輕力壯的國軍接力清運，不

僅能讓志工鬆一口氣，還能加快受

災戶復原家園的速度。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的年輕學子

也加入志工行列，排成一列，依序

將受災戶地下室堆積的淤泥運送到

屋外；慈濟志工陳岳良也帶著公司

 6月梅雨重創北臺灣，造成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嚴重淹水，慈

濟志工與國軍同心協力，一起把淤泥抬出地下室清除，協助受災

鄉親恢復家園。攝影／廖嘉南

慈濟志工前往因6月梅雨慘遭淹水的民宅協助清掃，志工一鏟鏟清

除淤泥。攝影／王祝明

人人齊力為救災

專業研習為防災

臺灣受到全球暖化及聖嬰現象

影響，使得2017年年初暖冬乾旱，6

月間「致災性梅雨」轟炸全臺，緊接

著尼莎、海棠雙颱肆虐，導致人命傷

亡、房屋毀損，公共運輸交通、農業

等均受到不小損失。面對極端氣候所

發出的警訊，不論乾旱、驟雨或暴

風，所帶來的毀滅性災難，人畜都無

法生存。因此，證嚴上人不斷呼籲，

平常要戒慎虔誠，提高警覺。

天災無情，眾人出力助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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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惠看在眼裡，感動不已地向志工

道謝：「非常感謝慈濟所有的師兄

姊，謝謝你們帶來這麼美好的禮

物，我代表鄉親謝謝你們。」

救災如救火，絕對是要分秒

必爭，但光靠一人之力無以成事，

還須集眾人之力，因此無論海內外

救難現場，慈濟配合政府、救難人

員行動，並與民間慈善團體同心協

力，幫助受災受難的人。

的更生人員工加入清掃工作。在滿

滿的人群裡，不乏左右鄰居相助的

身影，其中不可或缺的便是社區守

護者—鄰里長。

誰家有需要，問里長最清楚；

志工都知道救災時一定要有里長的

陪伴。此次大水過後，有些里長主

動通報慈濟，請求支援受災鄉親清

理家園，也有一些是志工自行了解

災情，再邀請里長共同發放、打

掃。因為志工平時落實社區關懷，

清楚哪裡容易淹水，所以會主動通

報里長，請里長陪伴救災。

剛開完刀不久的基隆市安樂

區外寮里里長吳芊汝，在路旁一站

就是好幾個小時，一下子幫志工調

整打掃路線，一下子回應里民的

詢問，全然不顧脊椎傷口還在復原

中。她豪爽地向志工說：「為了要

照顧鄉親、早日整理家園，這些都

不算什麼。」

擴音器是村、里長的救災利

器，受災鄉親只要聽到村、里長廣

播的熟悉聲音，都會安心不少。

「慈濟的便當來了，熱騰騰的，趕

快來領喔！」6月4日在雲林大埤鄉

西鎮村老村長唐文卿從擴音器中重

覆廣播，通知受災鄉親前來領取志

工準備的熱食便當。

唐文卿連任七任、做了近三十

年的村長，災後考慮到村民全心打

掃泥濘的家園，沒有餘力準備午

餐，即刻請求慈濟提供四百份便

當。除了發送便當，他也全程跟著

志工挨家挨戶家訪，他說：「慈濟

很照顧我們，做得很好！」

7月底尼莎、海棠雙颱過境，豪

大雨讓屏東林邊、佳冬、枋寮一帶淹

水嚴重。災後，屏東慈濟志工透過村

里長的協助，和國軍共同投入救災，

陪伴鄉親一起清掃家園，而志工除了

提供熱食，也趕緊安排家訪，關懷受

災鄉親並提供即時的幫助。

在屏東縣三地門鄉，一百多

位居民撤離到收容所多日，離開

家時只帶著簡單的生活用品，沒

想到尼莎颱風過後，海棠颱風緊

接而來，讓他們開始出現物資短

缺的情形。發現到鄉親的需要，

志工趕緊提供生活用品及麵包，

還貼心問候鄉親的健康。鄉長歸

6月致災性梅雨重創北臺灣，慈濟展開

援助行動，有志工帶著自家公司的更生

人員工一起投入，攜手齊力幫助受災鄉

親。攝影／周慧文

尼莎、海棠雙颱過境，造成屏東縣佳冬鄉嚴重淹水，慈濟志工在

國軍的協助下，以水陸兩用裝甲車載運熱食便當進災區，提供受

困鄉親一餐溫飽。攝影／楊玉琴

慈濟除了天災援助外，當人禍

意外發生後，志工亦啟動社區關懷

機制，就近給予受災者協助。2017年

度，慈濟共動員志工二萬零八十五

人次，投入全臺火災、風災、水

災、車禍等計二百七十三件災害

急難事件的災後援助，關懷受災戶

四千七百零六戶次。

其中，2月間一輛載著賞櫻遊客

的遊覽車翻覆，不只三十三條寶貴

生命喪失，更是臺灣國道交通史上

傷亡最慘重的交通事故；7月，臺北

陽明山仰德大道發生預拌混泥土車

下山失控，連續撞擊車輛及民宅的

連環車禍，令人怵目驚心。

2月13日晚間，國道五號南港系

統交流道處發生一起遊覽車翻覆意

外，訊息傳出後，志工趕至車禍現

人禍無常，發揮社區互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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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時間內出現在現場，提供支援

服務，這要歸功於「社區志工」制

度的推動。

場，提供薑茶、麵包給救難人員，

並為往生者助念。隔日一早，在臺

北第二殯儀館設置慈濟的服務臺與

醫務站，志工陸續趕到助念關懷，

從八點半開始，每小時為一梯次，

原本預定每梯次六十人，但第一梯

次就來了一百多人，下午更來了

二百多人，為往生者祈福，願亡者

靈安、家屬心安。

慈濟志工黃秋良在車禍發生後，

即刻掌握志工關懷機制的運作，他

表示：「昨晚（2/13）十點多知道消

息，三十五位志工到現場陪伴，凌晨

三點多繼續助念；昨晚十一點多，志

工到醫院陪伴家屬。大體運到殯儀館

時，即準備麵包、熱食、薑茶。」

「每次有災難，師兄師姊動

作都很快速就到達第一現線，每次

都很有默契，慈濟救災經驗很豐

富。」臺北市社會局副局長黃清高

對志工即時掌握災情，並快速啟動

關懷，表示讚歎。他看到志工隨時

提供薑茶、熱食予家屬，相信家屬

看到志工來了，心也會安定許多。

7月19日仰德大道的車禍，志

工接到消息後，第一時間也是啟動

社區關懷機制，志工帶著包子及礦

泉水趕往現場關心，並慰問受損民

宅的住戶。另外，動員人力到各家

醫院，協助與陪伴傷者家屬，並到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振興

醫院為亡者助念，安撫家屬傷痛的

心。

北區慈濟志工為車禍奔忙，

而中區志工亦投入關懷一場氣爆意

外。7月18日，臺中市逢甲商圈一家

餐廳發生氣爆意外，波及鄰近店家

及路人，造成十六人傷亡，西屯區

慈濟志工立即啟動社區關懷機制，

分別前往醫院慰問受傷民眾，同時

也前往現場關懷，準備餐飲供救災

人員補充體力及慰問辛勞。

此外，志工與當地里長、鄰長

達成共識，由鄰長先收集受到氣爆

波及的屋主、房客的受災情形，協

助安排臨時安置所，再由慈濟持續

關心，直到災民恢復日常生活。

除了重大車禍、火災、氣爆等

意外，慈濟人的身影分布全臺各角

落，只要哪裡有災害，哪裡需要慈

濟人，接獲訊息就會立刻動員。能

臺中市逢甲商圈發生氣爆，現場滿目瘡

痍，慈濟志工獲訊立刻前往現場關懷，

並送茶水給警消人員。攝影／廖碧玉

國道五號發生遊覽車翻覆重大車禍，慈

濟志工獲訊動員關懷，在臺北市第二殯

儀館為往生者助念，同時陪伴在家屬身

旁，給予膚慰與幫助。攝影／陳清漢

志工回饋社區、落實社區，長

年來與社區密切互動，熟知社區人

力物力資源，遇到緊急災難，才能

掌握災情、蒐集資訊、快速回報，

普遍而落實地發揮救援的最高效

率。身為志工後盾的基金會同仁，

在提升防災、救災的能力與效率方

面，也一樣必須同步精進。

每當災難發生時，基金會同

仁做為前線志工的後援，必須臨機

應變，隨時調度人力，協調救援物

資，並與相關單位互動接洽。然

而，近幾年災難不斷、變化難測，

為了因應當前災難的複雜性，以及

難以捉摸、詭變多端的災況，甚至

複合型災難的衝擊，促使同仁須不

斷地自我提升，以應對突如其來的

考驗。

慈濟基金會於2016年下半年

起，著手規劃防災研習課程，第一

階段選在2017年4月28日於花蓮靜

思精舍舉辦同仁的教育訓練，各處

室功能代表共六十人與會，研議作

業流程、模擬災害應變，以優化運

作辦法和標準作業流程。宗教處同

仁呂學正是防災研習規劃的人員之

一，他強調這次研習不同以往，是

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從同仁到志

防災研習，內部運作再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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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系列完整的教育訓練，或許

短時間難以見其成效，但卻是為了

長期永續而考量設計的。

緊接著在5月20、27、28日分

別於高雄、花蓮、臺中、桃園及新

店靜思堂舉辦國內防賑災研習會，

著重加強志工的防災、賑災理念，

並了解熟習合心防災協調中心之運

作，建立鄰近區防賑災互助及跨區

支援之默契。同時，模擬災難發生

時，前線志工如何動員及回報訊息

給本會，而本會在分析、掌握情資

後，如何布達、調度前線人力。

慈善是慈濟的根本，自1966年

起，從未在臺灣的重大災難援助中缺

席，1991年更跨越國界馳援海外，迅

速累積海內外救災經驗，發展出一套

救災的理念原則。但仍有不足，2016

年「0206臺南地震」後，上人更是殷

切叮囑救災工作一定要精益求精，更

有效率、精確地反應訊息。

「臺南那次救災，訊息出現落

差，一來本會沒有掌握全面情資，

二來志工跟著媒體報導走，結果只

專注在維冠大樓現場。我們不是救

難人員，不可能進入搶救現場，只

能在旁支援，結果人一多，沒事做

慈濟基金會防賑災研習會，5月間在全臺各地開辦，透過功能分

組、實務模擬等研習討論，凝聚急難援助共識，提升救災效應。

攝影／謝佳成

慈濟與健行科技大學合辦空拍教育訓練

營，發起人毛正氣博士（中）與執行長辦

公室王運敬（左）、宗教處同仁討論防救

災機制等；另外，國防大學教授蔡明達

（右），也是慈濟防賑災資訊平臺計畫主

持人，同席提供意見。攝影／江展楠

區別 日期 地點 志工 同仁

志業體 4月28日(五) 靜思精舍 ＿ 65

東區 5月20日(六) 花蓮靜思堂 133 37

南區 5月20日(六) 高雄靜思堂 224 49

中區 5月27日(六) 臺中靜思堂 610 75

桃竹區 5月28日(日) 桃園靜思堂 545 28

北區 5月28日(日) 新店靜思堂 560 43

合計 2,072 297

2017年度慈濟基金會防災研習活動人數一覽表

資料提供：慈善志業發展處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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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2017年，天下災難頻傳，但

在苦難中總可以看到有愛心的人，

不惜辛勞、時間、甚至危險，投入

救災工作。在12月27日志工早會中，

上人慨嘆地球也是物質，一樣逃不

過「成住壞空」的定律，因為已慢

慢被破壞，大小災難才會不斷。

「世間真的苦難偏多，所以需

要人人愛的能量集合起來，因為光

是一人成不了事，要他、你、我，

集眾人之力一起來做才會有能量，

這就是『大愛共伴有情天』，而且

人人都是寸步鋪路，從內心發出

真誠的感情，投入苦難的環境中付

出。」

志工不認識受災人，只知道

有人受苦受難，就想去幫助他們。

在上人心中，如此即是心靈真誠的

愛，亦為人生最美的事，「同樣生

在天蓋之下、地載之上，每個人都

要關心天下事，哪裡有需要，就

發揮力量去付出，從跨出第一步開

始，用寸寸愛鋪展寸寸道路，『寸

步鋪路護大地』，彼此心靈有共同

的平臺，人人共伴，世間才會祥

和。」（彙編／顏婉婷）

共伴能量，用愛鋪路化祥和

就空閒在那裡，但是周圍的次重災

區卻沒有人關心⋯⋯」基金會慈善

志業發展處主任呂芳川認為，臺南

賑災對慈濟是一大警惕，卻也是重

新學習的開始。

此外，上人期許能夠將科技帶

入救災系統，讓志工能更安全、安心

地救災；專精大氣暨海洋物理科學的

博士毛正氣便力邀多位專家一起投入

救災資訊系統整合的研發。促使慈

濟於9月1至3日與健行科技大學合辦

「無人飛行載具勘災與資料處理研習

營」，以本會防災總指揮中心成員，

及具備空拍、急難救助經驗的志工為

主要受訓人員，約五十人參加。

災難的發生，從勘災、造冊、

提供熱食、福慧床、生活包，以及

醫院慰問、傷者關心，乃至到殯儀

館安撫家屬，不論是在災區或街頭

巷尾，都可見志工穿梭其中。急難

救助不是搶快，而是盡可能的周

全，上人亦常叮囑志工：「慈濟

救災，不是走在前頭，就是做在最

後，步步都要嚴謹慎重。」

「不論是空拍機研習活動，

或是官方提供衛星圖資，都是為了

能全方位掌握災情狀況，才有辦法

提升我們的勘災、救災效率。」呂

芳川認為，慈濟志工密布全臺，一

旦有災難發生，便會主動關心，若

災情偏小，可由社區主導；但若像

九二一地震、莫拉克颱風等級的災

難，本會應完整掌控情資，以免危

及志工人身安全而造成遺憾。

2017年臺灣災害
援助統計數據

中區 南區

東區

尼莎與海棠颱風事件

海棠颱風

尼莎颱風

關懷

12戶
慰問

2,482戶
志工動員

5,535人次

花蓮縣豐濱鄉凌天航空直升機
墜落意外

關懷

3戶
慰問

3戶
志工動員

418人次

北區

北區國道五號遊覽車翻覆意外事件
關懷

32戶
慰問

45戶
志工動員

3,292人次

台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三段
連環車禍意外事件

關懷

3戶
慰問

10戶
志工動員

137人次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民宅火災事件

關懷

37戶
慰問

41戶
志工動員

100人次

桃園市桃園區雙龍街8巷
民宅火災事件

關懷

2戶
慰問

2戶
志工動員

76人次

6月豪雨
關懷

1,292戶
慰問

426戶
志工動員

6,552人次

澎湖花嶼漁船乘客落海意外事件

關懷

1戶
慰問

2戶
志工動員

74人次

新竹香山國道3號南下108K處5車
追撞車禍意外事件

關懷

5戶
慰問

6戶
志工動員

201人次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餐廳
火災事件

關懷

10戶
慰問

13戶
志工動員

66人次

新竹縣湖口鄉昇陽光電廠
火災事件

關懷

1戶
慰問

1戶
志工動員

135人次

高雄市國道一號岡山交流道
阿羅哈客運車禍意外事件

關懷

3戶
慰問

19戶
志工動員

95人次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護理之家
火警意外事件

關懷

29戶
慰問

131戶
志工動員

12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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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減災希望工程」，

第一步始於屏東縣；其因緣是上人於

2012年行腳到當地，與在場慈濟志工

談及中國大陸汶川大地震，發生時間

正巧是中午，許多孩子因為校舍倒塌

而不幸喪生，或從此傷殘。當時，有

位志工表示自己孫子就讀的學校，校

舍年久老舊，水泥牆面剝落、鋼筋裸

露，很擔心萬一發生地震；這段對

話令上人掛念於心。

慈濟減災希望工程

重建校舍防患未然

「慈濟援建減災希望工程，既

不為應酬，也不為名利，什麼目的

都沒有，只求代代學子都能安心求

學，平安無災難。」證嚴上人於2017

年9月25日的同仁會務報告時，有感

而言慈濟是應社會所需而自動投入

心力、人力、物力，成就利益人間

之事，援建穩固的校舍。

臺灣地震頻繁，然而許多學校

面臨校舍老舊、鋼筋裸露、磚瓦剝

離等狀況，等待補助款項緩不濟急

而無力補強、重建，加上學校更是

災後的社區避難場所，建築安全令

人堪憂。慈濟基金會自2014年起推動

危樓校園無保障　防災重建新校舍

慈濟基金會自2014年起啟動「減災希望工程」，協助援建屏東、臺東、高雄、

花蓮、苗栗共二十六所學校校舍。圖為花蓮六所學校聯合動土典禮，花蓮縣政

府教育處劉美珍處長（左一）、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左二）、花蓮

市民代表韓林梅（右一）等人共同執鏟動土。攝影／劉鴻榮

「減災希望工程」，協助五縣巿計

二十六所中小學校援建校舍，以維

護師生及居民安全。

該項工程繼屏東縣五所學校於

2016年啟用後，臺東縣九所學校及

高雄市一所學校分別於本年度5月5

日、7月14日竣工啟用，花蓮縣六所

學校亦於10月24日舉辦聯合啟用典

禮，正式投入教學，提供學子一個

具有安全穩固、人文采風的求學環

境。另花蓮縣三民國中尚待校方與

縣府的建照請領及學生安排等手續

完備，而苗栗縣四所學校已於2018年

3月31及4月2日舉行動土奠基典禮。

花蓮縣國風國中原校舍建在沼澤地上，部分建物逐年下沉，加上

地震頻傳，牆面出現傾斜龜裂，雖曾補強，但整體安全仍堪慮。

慈濟採先建後拆，新校舍主體建築完工，師生能有安全環境上課

後，始拆除舊校舍並進行綠化。攝影／謝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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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上人又與屏東縣長曹啟

鴻會談莫拉克風災重建事宜時，聽

到縣長提及對老舊教室的擔憂，遂

指示慈濟基金會營建處同仁到屏東

實地勘察，並在短時間內促成援建

合作案；接下來又有臺東、苗栗等

縣市首長、校長前來，請求慈濟援

助老舊校舍修繕或重建。

至於花蓮縣的減災希望工程，

則是慈濟基金會主動詢問花蓮縣政

府，表達因為不忍師生在老舊危險

的校舍裡上課，希望在災難發生前

做好預防、減少生命的損傷。如創

校四十九年的國風國中，建在填平

的稻田與沼澤地上，軟弱地層帶來

更大危機，歷年沉陷量累積已超過

二十公分，單從建築外觀就能看

出高低落差，加上校舍逐年加蓋的

「老背少」建築，十分危險。

早年建設的校舍耐震力不足，

從地方到中央都非常清楚，然而如

何把握有限的經費進行改造，著實

讓各方傷透腦筋。2016年2月22日，

臺東九校聯合動土典禮中，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署長黃子騰即表

示以教育部一年五十三億新臺幣的

經費，分配給二十二縣市上萬棟校

舍，資源相當匱乏；慈濟的援建，

讓臺東老舊校舍的更新，縮短了六

年的工期。

慈濟減災希望工程與縣市政府

合作，迄今分別在屏東、高雄、臺

東、花蓮、苗栗等地，進行二十六

所學校援建；這是慈濟繼「九二一

希望工程」後，最大的校園援建計

畫。

本年度啟用的十六所援建學

校，分別是臺東縣的桃源國中、知

本國中、關山國中、康樂國小、復

興國小、鹿野國小、馬蘭國小、

光明國小、建和國小，以及高雄

巿杉林國中，和花蓮縣的明義國

小、中原國小、佳民國小、玉里國

中、國風國中、化仁國中；斥資逾

二十四億新臺幣，援建教室、體育

館、圖書館等硬體設施。

這些學校有些位於市區、有

些地處偏鄉，都是多年前就已經被

認定為需要改建的危險教室，但如

果依照縣市政府的預算編列優先順

序，得排隊等待十年以上，而減災

希望工程經由縝密規劃，使得工程

快速完成並發揮功能。

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2017年報告中指

出，全臺中小學待補強校舍仍逾二千多

棟；在未補強前，師生只能在老舊、危

險的校舍中上課。攝影／鍾繐如

慈濟確定接手重建後，以師生

安全為第一考量，從設計到施工，

無一不是仔細斟酌，為照顧硬體品

質，一批專業的慈濟建築委員作為

無給職顧問，定期走訪學校，確保

施工內容與設計圖相符，並協助解

決施工期間遭遇的難題。

此外，為了避免影響學生學

習，不干擾學校運作，動土、啟用

儀式均採取聯合方式，擇在其中一

所學校舉行。施工期間，包括舊校

舍拆除工作，則考量師生安全，並

以不造成社區困擾為前題，安排在

7、8月暑假期間進行。

臺東縣建和國小的校地原有鋪

設連鎖磚，本著惜福愛物的心，拆

除前先將連鎖磚以人力回收，待校

舍完工後再鋪回。各所校園內的樹

木也都力求完整保存，必要時則進

行移植他處。

在拆除及重建的過程中，為維

持學校及社區的正常運作，及增進

學生家長對於重建校舍必要性之理

解並給予支持，慈濟志工也舉辦多

場說明會，並邀請縣市政府教育處

官員到鄰里說明重建的必要性，逐

一化解疑問。

師生在等待動工前也為校園環

力求圓滿細斟酌　環節處處細考量

環保、珍惜物命是慈濟人文理念，同樣落實在減災希望工程的校園

裡，臺東縣建和國小在慈濟志工與學生的共同努力下，將連鎖磚逐一

拆除回收，待新校舍完成後再重新鋪回，展現新風采。攝影／劉玫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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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努力，例如花蓮縣國風國中師生

邀約慈濟志工，一起在拆除校舍後

的空地撒下三萬顆油菜花籽，如同

年年孕育校友的過程，只要用心播

種栽培，就必有豐富的收穫；油菜

花收成時，師生還邀約慈濟志工一

起享用。臺東縣學校則在志工的帶

動下，與師生們一起彩繪圍籬，並

寫上靜思語，讓原本單調的鐵片圍

牆更添活潑。

臺東縣關山國中是這次援建項

目中量體最大的學校，工程期間，

一年級學生得借用關山工商的教

室，其他師生則在專科教室及隔間

的體育館內上課。基金會、工程單

位全面配合學校需求，提供必要協

助，在完善的協調下，學校課務得

以順暢運作。

除了校園環境的營造，志工也

積極將品德教育、環保茹素、慈善

人文等帶進各個校園，不只硬體建

設穩固，期待孩子心靈美善也能提

升，懂得惜福、感恩、付出助人。

臺東縣復興、康樂兩所小學，

自工程啟動後，志工便定期前往校

園，帶動靜思語說故事、竹筒撲滿

進校園、慈濟大學傳播人文體驗營

等十多項活動，一年多來能明顯感

受孩子們的改變。隨著校舍硬體即

將完工，志工帶著師生一起寫感恩

卡，並親自向工程人員道感謝，讓

勞工朋友們既感動又開心。

花蓮縣化仁國中師生不僅僅認

同慈濟茹素的理念，基於回饋社區

與關懷弱勢，配合技藝專班成果展

的機會，製作愛心蔬食便當，讓學

生一展長才，並在志工、師長的陪

同下，送到社區長者的手上，讓環

保茹素、社區慈善的人文精神在校

園裡推展開來。

「 安 全 、 環 保 、 機 能 、 人

文」，是慈濟建設的四大原則，而減

災希望工程的援建目的是災害預防，

因此格外注重防震係數及功能，更全

面採用筏式基礎構造，強化地基防震

功能。此外，考量通風與日照，朝向

綠建築設計規劃，並設置雨水回收系

統，作為灌溉與清洗廁所之用。

以花蓮縣玉里國中多功能活動中

心為例，建築師黃建興指出，學校鄰

近鐵路，噪音一直是個困擾，於是轉

移體育館座落的方向，讓舞臺側面可

以屏蔽噪音也能擋強風；而南北向大

面積開窗，屋頂也設計天窗，利用熱

對流的方式加速散熱，就算不裝冷氣

也不會感到悶熱。

另外，玉里國中距離玉里地

震斷層帶不到七百公尺，教學區的

四棟大樓皆已經過補強或重建，耐

震係數符合標準值，但使用超過

三十年的體育館卻是老舊不堪，耐

震係數只剩下零點七四，低於標準

值一。更令人擔心的是，這裡是玉

里鎮的緊急避難中心之一，若遇危

急，該如何發揮功能？

慈濟接手重建後，不只改善建

打造安全新校園　環保人文均兼具

慈濟援建工程品質要

求嚴格，除了基金會

營建處同仁外，還有

一群無給職的建築委

員，定期前往學校勘

查進度，特別針對樑

柱鋼筋捆紮方式、施

工環節等仔細勘查。

攝影／鄭啟聰

臺東縣知本國中培育出不少舉重的優秀選手，一改過往的克難練

習場地，慈濟協助打造專門的舉重場館，取名「夢翔館」。不僅

針對舉重選手的訓練需求做規畫，二樓設置學生宿舍，支持選手

們施展身手，讓夢想起飛。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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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嚴上人常說：「當災難發生

時，醫院、學校絕對不能倒！」因

為醫院是救人的地方，學校是避難

的場所，而且學校安穩才能避免教

育斷層。為了讓孩子安心求學，校

園建築的安全性、穩固性顯得格外

重要。

慈濟減災希望工程興工後，已

成功通過多次地震考驗，包括2016年

2月6日發生的高雄美濃地震，屏東縣

部分地區震度五級，援建的五所學校

均安然無恙。花蓮六校舉行聯合啟用

典禮後不到四個月，遇上2018年2月6

日花蓮地震，各校舍挺過震度七級強

震，其中留宿明義國小舊校舍的替代

役男，更在地震發生後，搬到新校舍

中避難，確保安全。

慈濟在臺灣的慈善腳步，不曾

間斷地走過半世紀；早期多以災後

的救災工作為主，如今慈善理念朝

向防災、減災更勝救災，推動慈濟

減災希望工程即是最主要的執行項

目之一。透過安全、環保的建築能

防範於未然，降底災害帶來的危險

與傷害，更讓學童開心地在嶄新的

校園裡安心學習、成長。（彙編／

顏婉婷）

慈善步履半世紀　打造安全學習殿堂

教室」，改建為「技藝教學大樓」，

設有烹飪教室、烘焙教室、樂舞教

室、辦公室，以及客座講師休息室等

多功能硬體設施，配合校方近年著力

發展的多元社團，提供學生學習技藝

的優質空間。

而鄰近靜思精舍的花蓮縣佳民

國小，校內清一色是原住民學生，

為傳承部落文化，開設織布課程，

原先並無專門教室，只能在廚房空

間上課。完工後的校舍，除了慈濟

建築特有的灰色洗石子鋪面外，建

築師黃建興考量地方文化，增添了

太魯閣族慣用的黑、紅、米三個色

系，在塔樓拼貼「祖靈之眼」的馬

賽克圖騰，並規劃織布教室等專有

學習空間，讓孩子在祖靈守護的校

園裡編織希望的未來。

築物過往不通風、吵雜的缺點，鋼筋

密度、耐震品質均達最高標準，除了

能作為籃球隊、田徑隊的訓練空間，

也設有重訓室、管樂團辦公室外，更

能勝任社區緊急避難中心的角色。

馬蘭國小是臺東縣最迫切需要

改建的學校，最老舊的教室建於1968

年，之後陸續加蓋，整體耐震係數

極低；外表雖有重新裝修，內部毀

損卻相當嚴重，鋼筋裸露在外，壁

面處處斑駁。

校方商請在地建築師林坤層設

計，但重建經費約九千多萬，縣府

財政吃緊，預估三年後才能發包；

直到慈濟接手，加速重建進度，2017

年5月，包括教室、行政辦公室、廚

房與視聽教室的教學大樓已重建完

成啟用。

由於馬蘭國小校園位於市中心，

學校腹地空間不多，建築物保留原本

前庭的設計，教室走廊與樓梯特別寬

敞，下課時學生可在走廊或是到兩側

延伸出去的弧形陽臺活動。

除了興建一般教室，也會針對

學校重點發展而建設。例如臺東縣知

本國中，是臺灣栽培舉重選手的搖

籃，先前的練習空間及宿舍都是利用

近五十年歷史的舊教室改建。慈濟協

助援建的舉重練習空間含有舒適的宿

舍、完善的重訓室及舉重地板，學校

將它取名為「夢翔館」，如今也成為

縣內舉重比賽的舉辦場地。

高雄巿杉林國中的「美音教室」

建於1979年，因甲仙等大小地震造成

結構受損，經鑑定耐震度不足，宜拆

除重建。慈濟補助經費，拆除「美音

慈濟打造「減災希望工程」，除了興建一般教室，也會針對學校重

點發展而建設。明義國小以藝術才能教育為特色，設立音樂班、國

樂班、舞蹈班等，培養對藝術有天分、有興趣的孩子，因此新校舍

裡有挑高的舞蹈教室。攝影／顏霖沼

除了硬體校舍的援建外，慈濟也非常重

視孩子的品德教育，志工走入校舍推廣

靜思語，宣導孝順、環保、感恩、知足

等觀念，甚至帶領孩子寫感恩卡，向工

程人員道感謝。攝影／羅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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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諸多老舊校舍經政府評估安全堪慮，慈濟為

學子安全考量，經與地方政府會勘並提報中央主

管機關確認後整建，推動校園「救災、減災、防

災」機制，此即為「減災希望工程」。

花蓮６所 屏東５所

高雄１所

慈濟減災希望工程
分布圖

佳民國小

明義國小

中原國小玉里國中

仁化國中

佳民國小

明義國小

中原國小玉里國中

仁化國中

佳民國小 高泰國中

明義國小 內埔國中

中原國小 公正國中玉里國中 枋寮高中

仁化國中 里港國中

杉林國中 高泰國中

內埔國中

公正國中

里港國中

杉林國中 高泰國中

高雄縣

屏東縣
內埔國中

公正國中

里港國中

杉林國中

枋寮高中枋寮高中

國風國中國風國中國風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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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國小

鹿野國小

復興國小

馬蘭國小

關山國中

建和國小

康樂國小

桃源國中

臺東９所

鹿野國小

建和國小

桃源國中 鹿野國小

建和國小

桃源國中

屏東縣 簡要歷程
2014/02/13簽約〉2014/10/27聯合動土〉2016/03/12聯合啟用

枋寮高中、高泰國中、內埔國中、里港國中、公正國中

慈濟減災希望工程簡要歷程

五所

5所

9所

6所

1所

4所

援建學校

臺東縣 簡要歷程
2015/05/07簽約〉2016/02/22聯合動土〉2017/05/05聯合啟用

桃源國中、知本國中、關山國中、康樂國小、復興國小、
鹿野國小、馬蘭國小、光明國小、建和國小

援建學校

花蓮縣 簡要歷程
2015/06/01簽約〉2016/02/19聯合動土〉2017/10/24聯合啟用

玉里國中、化仁國中、國風國中、中原國小、佳民國小、
明義國小

援建學校

高雄巿 簡要歷程
2016/06/07動土〉2017/07/14啟用

杉林國中

援建學校

苗栗縣 簡要歷程
2016/06/08簽約〉2018/03/31、04/02動土

後龍國中、造橋國中、公館國中、苑裡高中

援建學校

預計2018年工程 一所：三民國中

馬蘭國小康樂國小 馬蘭國小康樂國小

光明國小 復興國小光明國小 復興國小

關山國中關山國中

知本國中知本國中知本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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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颶風於8月25、30日兩度登

陸美國德州，重創大休士頓市與

臨近沿海城鎮。9月間，美洲地區

又接連遭艾瑪、瑪莉亞等颶風侵

襲。（圖片／慈濟賑災團提供）

9月7日，墨西哥南部發生芮氏

規模8.4強震，相隔不到兩週，

19日中部又發生7.1地震，造成

三百多人罹難，以墨西哥市傷

亡人數最多。（圖片／慈濟賑

災團提供）

4月上旬，厄瓜多因豪雨全國七個

省分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其中以

曼納比省災情最為嚴重。（攝影

／鄭維元）

美國加州北部10月8日發生森林

大火，火勢波及納帕、索諾馬等

八個郡，逾兩萬人撤離；12月上

旬，南部林火肆虐，文圖拉、洛

杉磯及聖地牙哥等地進入緊急狀

態。（攝影／劉昇平）

6月及10月，在高溫、強風助長

下，葡萄牙中部及北部接連發生

森林大火，燒燬面積約五十二萬

公頃，為該國歷年來最嚴重的天

災。（攝影／鄭龍）

8月14日，獅子山共和國首都自

由城及周邊地區，因暴雨引發大

規模洪水及土石流，造成一千多

人喪生或失蹤。（圖片／慈濟美

國總會提供）

7月6日，菲律賓萊特省發生芮

氏規模6.5地震，震央卡南加鎮

及附近的奧莫克市遭重創。

12月16日，啟德颱風侵襲菲律

賓中南部，引發洪水及土石流。

（攝影／Chad Kevin Dizon）

馬來西亞檳城自11月4日下午

起，連續降雨十八個小時，約

八成地區發生水患，近六千人

被迫撤離至收容中心避難。

（攝影／林思源）

厄瓜多

水患

菲律賓
中部地震

+
啟德颱風

馬來西亞

檳城水災

獅子山

共和國

土石流

葡萄牙

林火

哈維
+

艾瑪颶風

美國加州

林火

墨西哥

地震

大愛共伴地球村
宏觀天下苦難偏多  長情互助聚善弭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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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

維和港縣

聖塔安娜縣

曼納比省

祕魯

哥倫比亞

南美洲哥倫比亞、厄瓜多及祕

魯等國沿海地區，自2016年底起連續

數月屢遭大雨侵襲，相繼發生洪水

與土石流。2017年4月1日，厄瓜多因

豪雨導致七個省分宣布進入緊急狀

態，其中曼納比省（Manabi）於7至

9日再傳水患災情，影響所及超過十

個縣市。厄國2016年地震造成的損傷

尚在復原之際，又遭逢洪災，重建

之路雪上加霜。

慈濟與厄瓜多結緣於2016年地震

賑災，從急難救助至中長期援建，

關懷不曾中斷。當厄瓜多傳出水患

災情後，承擔該國關懷工作的慈濟

美國總會團隊正在臺灣參加海外會

務報告活動，由於當地尚無慈濟志

工，於是聯絡在地震賑災時擔任

慈濟團隊翻譯人員的珍妮弗‧瑞茲

（Jenyffer Ruiz），委請她在慈濟志

工抵達前，先前往災區勘查。

珍妮弗自參與地震賑災後，持

續協助慈濟在厄瓜多推動援建教堂

的計畫，而當她承接水患勘災任務

初始，一度懷疑自己能否取信於災

區鄉親及地方官員，並代表慈濟進

行勘災，但思及慈濟志工在震災之

初，也是在人生地不熟的狀況下，

義無反顧至厄瓜多災區賑災，因此

鼓起勇氣，邀約同在強震後結識的

波里斯‧加西亞（Boris Garcia）等人

一同前往洪災最嚴重的曼納比省聖

塔安娜縣（Santa Ana）及維和港縣

（Portoviejo）勘災。

聖塔安娜縣及維和港縣因維和

港河（Rio Portoviejo）暴漲，約有

三千戶受災，尤以聖塔安娜最為嚴

重，全縣有七成的地區淹水。珍妮

弗等人自10日展開勘災，六天內三

度前往災區，一邊走訪，一邊將災

區資訊回報給慈濟志工，並且考量

聖塔安娜居民多數以務農為生，農

作物毀損造成經濟來源短缺，加上

中央政府急難救助顧問盧賓‧羅德

里格斯（Ruben Rodriguez）表示，聖

塔安娜並無足夠人力清理環境，因

而提出短期「以工代賑」的援助方

案，一方面提供代賑金紓解災民生

活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亦可加速環

境的復原速度，以避免爆發傳染病

疫情。

慈濟美國總會行政秘書室副

主任葛舉賢、紐約分會執行長張宗

慈濟美國總會行政秘書室副主任葛舉賢（左三）及紐約分會執行

長張宗義（左四），與厄瓜多本土志工珍妮弗‧瑞茲（左二）會

合後，一同前往水患重災區聖塔安娜縣，拜會縣長費爾南多（左

一），商討以工代賑事宜。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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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達納幼兒園、馬努爾小學（Escuela 

de Educacion Basica Manuel J Calle 

No 183）、聖塔安娜中學（Unidad 

educativa Fiscal Santa Ana）等校，清

除校園淤積的汙泥。

另一方面，慈濟志工也爭取

時間持續與當地政府討論如何相互

配合，擴大以工代賑的規模及清掃

範圍，協助居民盡快恢復原有的生

活軌道，同時開始深入社區進行家

訪，了解災民的生活狀況，並傾聽

他們訴說心中的焦慮與煩惱。而參

與訪視的還有來自卡諾亞鎮的居

民，他們曾是地震災民，對於水患

災民的苦，感同身受，以同理心來

膚慰、鼓勵鄉親。

29日，慈濟以工代賑進入第六

天，適逢連續假期，參與以工代賑

的鄉親人數大幅增加，每日人數約

三千人。賑災團隊將清掃行動拓展

至維和港縣皮斯洛伊區（Pisloy），

此區是該縣一處貧窮社區，水災造

成農作及牲畜損失，房屋遭土石流

入侵，參與清理的受災居民領到代

賑金，得以購置食物、生活用品與

其他物資，三天計有二千七百多人

次獲得幫助。

5月2日，賑災團在聖塔安娜進

行最後一天以工代賑，市容恢復整

潔，災民一掃水患後留下來的陰

霾，當地學校在大家齊心協力的清

掃之下，也如期開學。居民在以工

義結束在臺灣的會務報告後，兩人

隨即啟程返美，抵達美國後稍作整

裝，22日即與三位職工組成先遣團

隊搭機前往厄瓜多，連同阿根廷、

巴拉圭、巴西、瓜地馬拉、多明尼

加、加拿大及美國等地逾三十位慈

濟志工，與珍妮弗、波里斯會合，

一起投入賑濟工作。除此以外，六

位厄瓜多臺僑得知慈濟在該國賑

災，也主動加入援助行列。

隨著時間過去，雖然大部分

災區積水已退，但許多街道及房舍

仍淤積大量的爛泥與汙水，並且

開始滋生蚊蟲，環境衛生堪慮。24

日，慈濟在聖塔安娜啟動「以工代

賑」，先後於羅達納（Lodana）、

拉多羅若薩（La Dolorosa）等社區，

以每人每天發放美金十五元的代賑

金，邀請居民清掃環境。縣府則提

供口罩、手套、掃把、鏟子與手推

車等工具，並出動卡車將集中在街

道上的垃圾、淤泥清走後，再派出

水車清洗路面及進行消毒。

參與以工代賑的居民來來回回地

清掃巷弄、街道，同時也走入鄉親的

住家，協助孤老、殘疾者清除家中厚

重的爛泥，響應慈濟志工「親幫親、

鄰幫鄰」的呼籲，鄰里間相互扶持。

由於5月初即將開學，學校亦是此次

以工代賑清掃的重點之一。慈濟志工

帶領以工代賑鄉親，陸續協助羅達納

學校（Unidad Educativa Lodana）、

慈濟於聖塔安娜縣進行「以工代賑」，帶動鄉親清理環境。由於5

月初即將開學，慈濟志工與鄉親前往聖塔安娜中學，協助清除校

園中堆積的汙泥。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慈濟賑災團連續九天在聖塔安娜縣進行以工代賑，帶動居民清掃

環境，恢復市容與生機。居民特地製作海報，在圓緣活動中，向

慈濟表達感恩。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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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如期展開。災民出示政府依造冊

名單所發出的慈濟祝福金領取單，

由志工逐一核實資料後，發予憑證

券，並請災民自翌日起至縣府兌換

填寫完成的信用合作社提款單，再

至合作社提領現金。賑災團隊為讓

聖塔安娜的災民在隔天能順利換取

提款單，並且在維和港的第二場祝

福金發放能直接以提款單發出，當

晚在旅館連夜完成二千多張提款單

的填寫工作。

5月4日，慈濟志工以不到兩個

小時的時間，完成在維和港皮斯洛

伊區的祝福金發放，為期兩週的賑

災行動至此告一段落。珍妮弗、波

里斯等人在賑災團隊離開厄瓜多

後，仍持續針對政府增補的受災名

單以及未能出席發放的受災戶，進

行家訪並處理發放相關事宜，確保

災民得到適當的援助，兩縣總計有

二千零九十八戶領取祝福金。

近兩週的時間，美洲慈濟志

工接力投入厄瓜多水患災區賑災，

帶動災民振作起來，穩定他們的生

活，也穩定他們的心，不分施與

受，一起為恢復家園努力，同時啟

發善的循環，讓災民在受助之餘，

將愛化為行動，幫助其他鄉親。

（彙編／陳宜淨）

代賑的圓緣活動上，將感動化為

一張張畫作及卡片，感恩慈濟志工

的陪伴與援助；志工也以「竹筒歲

月」故事，鼓勵人人成為助人者，

獲得鄉親熱烈響應。

慈濟於聖塔安娜及維和港兩

地共進行九天的以工代賑，總計一

萬七千九百多人次參與災區清理工

作，而除了提供代賑金之外，考量

災民家當付諸流水，而當地政府無

法做全面性的物資援助。為解災民

生活急需，慈濟決定依每戶家庭人

口數發給美金三百元至一千元不等

的祝福金。

然而，經過評估及計算，發放總

金額將超出美金九十萬元，當地金融

單位從未有如此高額

的現金進出，雖然志工

事前已告知有大量現

金的需求，但在領款

當日仍受限於提領金

額而遭遇困難，此時

離發放已不到二十四

小時。志工連夜向臺

灣花蓮本會回報，商

議是否延期發放，幾經

討論與溝通後，在證嚴

上人指示下，決定沿

用菲律賓2013年海燕

颱風賑災發放以「憑

證券」的方式代替現

金。本會職工緊急調

出當時的圖樣檔案並進

行改版設計，完成後隨

即提供給賑災團隊在當

地印製，讓發放的進行有了轉機。

5月3日一早，慈濟志工與聖塔

安娜縣府團隊在縣府辦公室會合，

趕印祝福金憑證券，並在縣長的協

助下，邀請當地信用合作社主管前

來協商，共同研議存提賑災款項的

相關事宜。同一時間，有別於發放

前置作業的急如星火，另一組慈濟

志工則在聖塔安娜教堂舉行浴佛典

禮，參與的災民不分老少虔誠祈

願，以簡單的佛教儀式，讓心沉澱

下來，感受不同的宗教人文，場面

莊嚴、祥和。

發放活動幾經周折，終於在

眾人同心協力下，於浴佛典禮結束

5月3日，慈濟賑災團於聖塔安娜教堂舉

辦浴佛暨發放活動，邀請災民體驗不同

的宗教人文。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賑災團隊5月4日於維和港皮斯洛伊區進行第二場祝福金發

放，讓災民直接領取信用合作社提款單。圖片／慈濟美國

總會提供



66

51

回目錄回目錄

專
題

66 67

據美國國家颶風中心（NHC）

定義大西洋颶風季為每年六月至

十二月，2017年大西洋地區總計有

十八個熱帶氣旋發展成為熱帶風

暴或颶風，其中有五個侵襲美國

本土。8月25日晚間，四級颶風哈

維（Harvey）由德州東南部聖體市

（Corpus Christi）觸及美國本土，之

後往回朝墨西哥灣移動，在吸收豐

沛水氣後，30日再度由休士頓東部

哈維颶風登陸美國德州，造成大休士頓市與沿海城鎮遭洪水圍

困，交通陷於癱瘓。圖為波蒙特市空拍災況。圖片／慈濟美國總

會提供

地區登陸，使該區一週之內傾洩逾

一千二百毫米雨量，超過一年的平均

總雨量，為美國有史以來帶來最多降

雨量的熱帶氣旋。連續數天的大量降

雨，再加上水庫不堪負荷開始洩洪，

造成德州沿海城鎮與大休士頓市約三

成的地區成為水鄉澤國，交通陷於癱

瘓，超過二千人被洪水圍困，三萬人

被迫撤離家園，這是德州繼1961年卡

拉颶風（Carla）後，所遭遇的最強

烈風暴。

颶風來臨前夕，位於休士頓的

慈濟德州分會，原計劃將會所做為

志工及會眾的避難所，但駐守會所

的志工等到25日傍晚6時左右，感

覺風雨未如預期強且尚無人登記入

住，便各自回家。豈料入夜後，傾

盆大雨連續不停，大水來勢洶洶，

慈濟志工受困在家中，無法外出，

只能透過電話、網路，彼此聯絡、

關懷並持續蒐集災情。

而同在德州的達拉斯、奧斯汀

等地因距離海岸約四百公里，相較

於臨海的休士頓來說，受到的風雨

影響較小。慈濟達拉斯分會一方面

作為慈濟賑災物資的結集中心，另

一方面也支援當地政府與緊急救難

救助組織（VOAD），提供毛毯給庇

護所的災民使用。

臺灣時間28日一早，慈濟花蓮

本會首次與慈濟美國總會、德州分

會、達拉斯分會進行電話會議，整

合災況訊息及協調賑災事宜。會議

中，美國慈濟志工以2005年卡崔娜

颶風的援助經驗，提出賑災物資整

備計畫，除了就地準備現值卡、毛

毯、醫療急救包之外，並與大型商

場洽談發電機的採購與調度，以備

不時之需；另考量災區停電、停水

的狀況，亦協請花蓮本會支援四公

噸香積飯運往美國救災。

臺美兩地翌日再度進行連線

會議。證嚴上人於會中向美國慈濟

志工表示，美國幅員廣大，但慈濟

人力太少，德州休士頓地區受災就

要動員各州志工支援，路途之遙如

同跨國，勉勵大家要在災難中啟發

智慧，要戒慎也要多懺悔，現在開

始積極精進。面對如此大面積的災

害，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在洪水尚

未消退前，大家要密切聯繫、周詳

規劃，一旦水退趕緊動員。

休士頓

德  州

迪金森市

華頓市

波蒙特市

亞瑟港

慈濟德州分會

法蒂瑪越裔社區、清心越裔社區、

聖約翰越裔社區、列治文、

羅森堡、綠點區

墨西哥灣

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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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慈濟德州分會執行

長黃太山及副執行長熊士民等人趁

著雨勢稍歇，分別以涉水接駁、繞

路而行的方式，由住家前往會所，

著手準備救災。30日，休士頓地區

雨勢終於停歇，只要未被撤離並且

能夠出門的當地志工陸續至會所會

合，針對賑災規劃進行共識。而慈

濟德州分會近年來接引不少亞裔居

民成為慈濟會員或社區志工，此次

也邀請他們參與賑災，成為慈濟關

懷受災亞裔居民的重要助力。

於此同時，慈濟美國總會團

隊一等到休士頓機場開放，隨即分

批搭機至德州支援，後續芝加哥、

紐約、華府、新澤西及北加州等慈

濟分支會的核心團隊亦先後赴德州

協助賑災，更有慈濟志工遠從夏威

夷、加拿大到德州助緣。

全美慈濟志工傾力相援，利用

9月初美國勞工節假期進行街頭募心

募款。原本美國慈濟志工計劃在9至

10月間，於德州、加州舉辦巡迴慈

善音樂會，邀請中國殘疾人藝術團

到美國演出包括「千手觀音」等經

典表演。不料在藝術團抵美後，卻

遇上哈維風災，休士頓場次在救災

為重的考量下緊急取消，慈濟德州

分會為此召開記者會，說明退票方

式與賑災計畫，同時邀請大眾讓自

己成為千手觀音，將門票的費用轉

為賑災基金，共同幫助災民。中國

殘疾人藝術團愛心不落人後，將兩

場在達拉斯的演出改為義演，捐出

收入護持慈濟賑災，還特別撥空前

往庇護所關懷災民。

各界的愛心接連湧入，全球各

地慈濟據點亦紛紛共襄盛舉，為賑

災作後盾。此外，曾受到慈濟援助

的厄瓜多卡諾亞鎮居民，聽聞美國

德州遭颶風重創，自行製作募款箱

在社區中勸募，以此回饋美國慈濟

志工自2016年強震後，一路地陪伴、

關懷。

各界匯愛   八方馳援

慈濟達拉斯分會接獲急難救助組織訊息，請求提供毛毯給庇護所

的災民使用。慈濟志工合力將會所中的環保毛毯搬運上車，準備

送往庇護所。攝影／吳鵬飛

全美慈濟志工齊心協力動員賑災，利用9月初美國勞工節假期進行街

頭募心募款，匯集點滴愛心馳援災民。圖片／慈濟北加州分會提供

慈濟對於美國本土災害的急

難援助，通常與紅十字會合作，然

而此次受災區域遼闊，紅十字會的

援助行動尚處於提供庇護及搜救階

段，無法提供受災名單。慈濟德州

分會於9月1日成立服務中心，接受

災民求助，並委請休士頓華僑文

教中心、中華文化中心等亞裔機構

協助登記。除此以外，慈濟賑災團

隊在人力、物力有限的狀況下，由

各分會執行長帶隊各自發揮專長，

分頭進行勘災發放，以重災區及弱

鋪路救濟   愛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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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移民與低收入戶群聚的社區為關

懷重點，包括大休士頓地區的列治

文、羅森堡、迪金森、綠點、華

頓，以及颶風登陸時首當其衝的波

蒙特、亞瑟港及洛克港等地。

在此期間，美國慈濟志工也

仿效臺灣慈濟志工「安心關懷」經

驗，走訪德州分會周邊的越南裔社

區，以及華裔群聚的糖城（Sugar 

Land）、凱蒂市（Katy）社區，一方

面關懷受災法親，一方面邀約社區

居民加入助人行列，共同發揮鄰里

互助的力量。

 經過連日勘災後，慈濟賑災團

隊於9日起展開現值卡發放，為災民

提供應急金，再搭配毛毯、香積飯

及醫療包等物資。另外，美國慈濟

醫療基金會為支援德州賑災義診，

出動一部大愛醫療巡迴車，由加州

以三天兩夜的時間，駛抵德州休士

頓，自16日起加入發放活動，結合

德州當地的醫療志工為災民服務。

災後，受困求救人數眾多，警

消人員不眠不休地投入救援，雖然

當中有人自身也是受災戶仍堅守崗

位，同時得面對龐大的救災任務與

家園復建的壓力，身心俱疲。慈濟

志工在關懷受災居民之餘，也發放

現值卡給受災的警消人員，為他們

打氣。

9月中旬，慈濟賑災團隊將勘

災腳步轉往休士頓市，在休士頓紅

十字會人員帶領下，前往位於休士

頓市東北部的梅薩（Mesa）地區勘

災。該區人口以墨西哥裔及非洲裔

居民居多，並且大多為經濟弱勢，

由於有治安上的疑慮，災後苦等不

到外來援助。慈濟志工連續數日來

回探訪該社區，在熟悉當地環境

的社區青年與教會協助下，完成受

災戶普查及造冊工作，於29日發放

一千三百多戶。

在美國慈濟志工忙著賑災發

放之時，慈青團隊則透過網路號召

青年志工，參與耶穌基督後期聖徒

教會（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等志願團體的社區

清掃服務，協助受災戶清理住家。

而當撤離至達拉斯的居民陸

續返家，達拉斯大型庇護所隨之陸

續關閉。慈濟達拉斯分會接到市府

緊急災難管理中心請託，希望協助

無力返鄉的災民購買車票。雙方一

同拜訪巴士業者進行協商，最後業

者決定全數吸收購買車票的款項，

幫助一百多位災民順利返鄉。10月

初，市府再度通知慈濟，有八十七戶

災民無力返鄉重建家園，選擇落腳達

拉斯重新出發，雖由市府提供短期住

所，但急需經濟上的援助。慈濟志工

接續關懷，前往災民棲身的公寓逐戶

拜訪，送上現值卡、毛毯，並於感恩

節前夕致贈食品及生活物資，祝福他

們順利展開新生活。

位於德州休士頓市東北部的梅薩地區，超過九成受災，亟需外界

援助。慈濟賑災團於9月29日前往發放現值卡，關懷受災居民。圖

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大水逐漸退去後，慈濟志工參與其他志

願團體的社區清掃服務，協助休士頓市

受災戶清理住家。圖片／慈濟美國總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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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哈維、艾瑪風災的後續情

形，美國慈濟志工考量先前發放期

間，部分災區仍有許多居民避難他地

尚未返鄉，或未接到發放通知或不克

到場領取，出席率未達五成，加上返

臺精進共修行程在即，因此決定將哈

維、艾瑪風災的急難發放先告一段

落，稍待時日，等候更多的居民返鄉

後，再進行另一波發放。

正當美國慈濟志工整裝準備

9月間，美洲地區氣候不調，颶

風接踵而至，在哈維颶風侵襲美國

本土，相隔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五

級颶風艾瑪（Irma）挾帶狂風暴雨橫

掃加勒比海地區後，又朝美國佛羅

里達州前進。

位於加勒比海地區北部的聖馬丁

島（St. Martin），九成以上房屋被摧

毀，災情嚴重。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

朱細芳一家，雖然自身也受災，仍帶

動員工與當地華人投入救災，為災民

發放麵包、熱食，並提供大米給熱食

站與臨近會所的災民。此外，加拿大

北多倫多聯絡點負責人朱少玲是朱細

芳的姊姊，在得知島上缺乏乾淨水源

後，隨即調度簡易淨水器與生活衛生

包送往荷屬聖馬丁。

而隨著艾瑪颶風步步進逼美

國本土，佛羅里達州及相鄰的喬治

亞州上百萬居民緊急撤離家園。邁

阿密慈濟志工於8日前往艾芙葛雷

高中，支援紅十字會庇護所的登記

作業及備餐。10日，艾瑪颶風由佛

羅里達州礁島群登陸，在該州西南

部造成災情。在此期間，鄰國墨西

哥亦不平靜，該國南部的恰帕斯州

（Chiapas）7日發生芮氏規模8.4強

震，造成近百人喪生；不意19日中

部普埃布拉州（Puebla）又發生芮氏

規模7.1的強震，災情更為慘重。

美國慈濟志工雖然正忙於哈維

颶風的發放，卻也掛心艾瑪颶風及

墨西哥地震所造成災情。正在德州

支援哈維颶風賑災的慈濟新澤西分

會執行長陳佳昇等人，臨危受命，

在完成華頓市首場發放後，返回新

澤西稍作休息，於21日動身前往邁

阿密與當地志工會合，進行艾瑪颶

風勘災及賑災工作。24日，慈濟全

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等人在參與休

士頓賑災後，也即刻調整任務，轉

往墨國勘災。

然而，在慈濟即將展開佛州艾

瑪莉亞颶風於9月下旬侵襲中南美洲及加

勒比島國，造成嚴重災情，多明尼加慈

濟志工前往雷蒙聖塔拿勘災後，於10月8

日為災民發放大米、清潔用具及生活用

品。圖片／慈濟多明尼加聯絡處提供

不請之師   長情相伴

美國加州北部10月初發生森林大火，重創納帕、索諾馬等地，房屋

大規模被燒毀。慈濟志工前往重災區聖塔羅莎市勘災，關懷災民受

災狀況。攝影／孫文憲

天災重重   奔波無歇 瑪風災援助行動之際，瑪莉亞颶風

（Maria）又在多明尼加、美屬波多

黎各等地造成重大災情。多明尼加

慈濟志工在大水退去後開始勘災，

於10月8日在雷蒙聖塔拿（Ramon 

Santana）進行首場發放，為二百多

戶受災民眾發放大米及生活物資。

同日，美國慈濟志工於佛羅里達州

那不勒斯市（Naples），進行艾瑪颶

風第三場賑災發放。由於慈濟在波

多黎各還沒有志工系統，第一時間

仍設法聯繫，了解當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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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臺，加州林火卻未如預期，隨時

序進入冬季而獲得控制，反而在強

勁風勢及乾燥天氣助長下，持續擴

大。火勢波及納帕（Napa）、索諾

馬（Sonoma）等八個郡，其中以聖

塔羅莎市（Santa Rosa）災情最嚴

重。聖塔羅莎慈濟志工立即展開援

助；聖荷西、奧克蘭、舊金山等地

慈濟志工，也開始自動自發地相互

邀約，前往聖塔羅莎協助賑災。部

分志工決定取消回臺行程，留下來 

救助災民。

10月中旬，美國及中南美洲多國

六百多位慈濟志工返臺參與精進研習

營，留在美國當地的志工繼續關懷災

民。開營前夕，證嚴上人與美國各分

支會執行長及核心幹部座談，對於全

美慈濟志工一個多月來一連串的救災

行動，讚歎大家是在人間道場真精

進，同時期勉志工在急難救助時期

「擴大愛」，把對災民的愛與關懷普

遍地撒播出去之後，緊接著要「拉長

情」，珍惜每一分力量，積極接引、

廣招人間菩薩。

研習結束，美國慈濟志工持續

投入美國風災、墨西哥震災的賑濟工

作。其中，哈維、艾瑪颶風急難救助

行動於11月下旬結束，累計發放一萬

三千八百六十二戶，幫助約四萬人，

其間創下美國慈濟單場發放戶數最

多、動員志工人數最多等紀錄。

此外，美國慈濟志工也開始

評估如何援助波多黎各災民。由於

波多黎各災後重建進度緩慢，造成

許多企業、商家暫停營業，或因需

求減少而裁減人力，居民工作就業

更為不易，越來越多人選擇到美國

本土尋求生機。12月初，慈濟紐約

分會率先與紐約市緊急事務管理部

門合作，協請該單位轉介需要援助

的波國鄉親，並在會所設立服務中

心，接受災民求助登記，提供現值

卡應急。另一方面，慈濟美國總會

於2018年1月下旬在聯邦緊急事務管

理署（FEMA）邀約下，前往波多黎

各勘災，評估後續援助方式。

國際間災難頻仍，請求慈濟

援助的地區不少，當下有人力能投

入援助的地區，慈濟人用心「開道

鋪路」，走出踏實的菩薩足跡；尚

無因緣的國度，也盡心設法聯繫，

待因緣具足之時，便可前往付出。

（彙編／陳宜淨）  

美屬波多黎各遭瑪莉亞颶風重創。慈濟紐

約分會自12月中旬展開關懷援助，於會所

設立服務中心，為撤離至紐約的波多黎各居

民發放現值卡。圖片／慈濟紐約分會提供

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帶上的墨

西哥，為高地震風險國之一。根

據美國地質勘探局監測，該國近百

年來有四十多起芮氏規模7以上地

震，其中有四次在規模8以上。2017

年9月7日，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 

（Chiapas）發生芮氏規模8.4強震，

造成近百人死亡，以及數以千計的建

築遭震毀；相隔不到兩週，中部普

埃布拉州（Puebla）19日又發生芮氏

規模7.1地震，距離震央約一百二十

公里的首都墨西哥市也遭強烈震動，

造成二百多人喪生，而這一天正逢

「1985年墨西哥城大地震」三十二周

年紀念，在地震發生的幾個小時前，

當地才舉行過地震防災演習。

 

莫雷洛斯州

首都：墨西哥市

9 月 23 日

瓦哈卡州  規模 6.1 9 月 7 日

恰帕斯州近海  規模 8.4

9 月 19 日

普埃布拉州  規模 7.1

美 國

震央     

受災地區

發放點

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圖片／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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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慈濟志工蔡宗良立即透

過臺商與臺北駐墨西哥辦事處，探

詢災情，並於21日從居住地里昂搭

車前往約四百公里外的墨西哥市，

關懷罹難臺商家屬；與此同時，臺

灣、美國兩地慈濟志工與慈濟花蓮

本會職工，也準備前往墨國勘災。

墨西哥地震慈濟第一梯次勘

災團六位成員，就近由美國出發，

24日抵達墨西哥市後，由慈濟全球

志工總督導黃思賢領隊，隨即展

開勘災。此次震災造成墨西哥市

多棟樓房倒塌，人員嚴重傷亡，所

以救災資源大多集中於此，持續進

行搜救工作。勘災團依據當地媒

體所提供訊息評估後，決定先探

訪莫雷洛斯州（Morelos）荷呼特

拉市（Jojutla），以及

墨西哥城霍奇米科市

（Xochimilco）的聖哥帝

亞區（San Gregorio）。

勘災團所到之處，

處處可見房舍毀損、

道路損壞的狀況。地震

後，除了政府救難單

位外，民間援助紛湧而

至，街邊堆滿衣物、食

品及飲用水等物資，民

眾自發組成救難隊伍投

入災區。志工直接與災

民互動，了解其需求，

同時為籌劃發放事宜，

分別拜會當地的市府、

軍隊與民間組織，表

達援助之意並請求提供受災名單。

然而，勘災團從會談的過程中，

感受到人們因治安不佳或政治立場

不同，對於外來的陌生團體充滿戒

心，人民對政府也缺乏信任，如何

在這之中取得詳實且具公信力的名

單，是此次賑災最大的挑戰。

慈濟勘災團因緣際會下，認識

了當地慈善團體創辦人塔妮（Tani 

Foncerrada），以及墨裔女孩莉莉

（Lillian Aguilar），兩人英語流利，

能直接與慈濟志工溝通。慈濟志工向

她們介紹慈濟的精神理念，以及慈濟

在國際賑災的足跡，讓她們非常感

動，皆表示願意協助慈濟賑災。慈濟

在墨西哥的賑災之路，也在兩人鼎力

相助下，開啟契機。

臺灣時間9月29日，慈濟勘災團

與花蓮本會進行視訊會議，證嚴上

人根據志工勘災所見，考量災區已

有善心人士捐贈的大量物資湧入，

如再發放物資反而造成浪費或垃圾

問題；發放現金則擔心讓不法人士

轉作他用，又有人身安全上的顧

慮，期望勘災團能借鏡美國慈濟以

卡片型式發放來思考，讓災民依其

所需購買物資，並建議由幾位具國

際賑災經驗的美國慈濟志工前往墨

西哥協助籌劃發放事宜。

10月2日，由臺灣花蓮本會職

工及美國慈濟志工所組成的第二梯

次勘災團，與第一梯次勘災團會合

後，透過塔妮的介紹，一方面向當

地法務人士了解墨國對於海外捐助

的相關規定，以及與當地物資卡發

行公司洽談製卡相關事宜。

另一方面，由於災區廣大，

受災戶眾多，複查工作需要大量人

力，加上墨西哥主要以西班牙語為

通行語言，而勘災團成員中，僅有

一、兩位通曉西語。慈濟志工除了

經由塔妮邀約朋友或熱心的社會人

士，參與複查，並邀請阿根廷慈濟

志工以及熟諳西語的臺灣志工前往

支援。

勘災團以霍奇米科市的聖哥帝

亞區為複查的起點，按市政府與民

間所提供的受災名單，逐戶訪視核

實資料。由於當地門牌號碼紊亂，

甚至門牌時有時無，尋訪不易，而

且常有一址多戶的狀況，新舊名

單之間須不斷確認，以剔除重複資

料，查核工作極為繁雜。而參與複

查的當地志工幾乎每天都有變動，

或有人離開或有新成員加入，因此

慈濟志工每天在複查工作展開前，

會先介紹慈濟並說明作業要點；複

查結束後，各小組回到會合地點，

一起檢討缺失並提出改進方案，以

凝聚大家的共識。

勘災團深入家家戶戶後發現，

有些房屋外表雖看似完好，實則內

部牆面或樑柱嚴重裂損，已成危

造冊不易   以愛鋪路

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中）與墨

西哥志工塔妮（右）、莉莉（左），一

同觀看《人間菩提》影片，聆聽證嚴上

人對於墨國震災援助的開示，深受感動

而落淚。圖片／慈濟勘災團提供

墨西哥普埃布拉州於9月19日發生芮氏規模7.1強震，造

成首都墨西哥市數棟大樓倒塌，傷亡慘重。里昂慈濟志

工21日前往墨西哥市勘災，倒塌現場的搜救工作仍持續

進行中。圖片／墨西哥慈濟志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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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但災民無處可去，也不願放棄

自己花了大半輩子所建立起來的家

園，雖然房屋隨時有坍塌的危險，還

是選擇繼續居住，而住在收容中心的

災民，因為害怕失去住家的土地所有

權，在房舍拆除、清理完成後，也會

盡快回到原來的土地上搭建帳篷；訪

視資料因此無法一次完整到位，需要

重複核校以避免誤失。

慈濟志工透過當地志工翻譯，

向災民說明來意，並傾聽災民訴說

地震當時的經歷及受災的狀況，許

多人難忍失去畢生心血的悲傷而哭

泣。志工輪流送上祝福，以溫暖的

擁抱膚慰災民。雖然彼此語言不

通，志工言談間也未告知將給予何

種物質上的援助，但大多數的災民對

於慈濟志工遠道而來關懷，已深表感

恩。其中，甚至有人明明生活艱困，

仍表示自己還過得去，請志工援助其

他更需要的人，讓志工感動不已。

勘災團隊一步一步走入家戶，

也一步一步建立互信友誼，越來越多

人知道慈濟，志工們走在街道上依名

單尋找地址時，不時有人前來求助或

幫忙找路。原本不信任慈濟的社區領

袖，上網查詢慈濟相關資料，又親眼

目睹慈濟志工連日不停地在災區慰

撫災民，深受感動，主動提供受災名

單，希望能夠盡快讓災民得到幫助。

10月中旬，勘災團在聖哥帝亞

區的複查工作進行已近半個月，勘

查進度卻遲遲無法加快，然而聖哥

帝亞僅是霍奇米科市受災的六個行

政區之一，為盡快完成霍奇米科

市的複查工作，遂邀請先前由霍

奇米科市府能源及建築部祕書茱莉

亞（Julia Bonetti）引薦的聖塔克魯

茲區（Santa Cruz）社區領袖崔妮

（Trinidad Jardines），帶隊跨區支

援。崔妮是霍奇米科市負責公路施

工的主管，在災後主動號召志工

彙整聖塔克魯茲、聖路易斯（San 

Luis）、圖雷華克（Tulyehualco）等

三區的受災戶資料。當慈濟志工看

到崔妮團隊所整理的名冊，每筆資

料完整而詳實，如獲至寶，對於他

們的行動力及執行力，深具信心。

上街普查的方式持續至下旬，

複查團隊於27日起，改採定點登記

的方式，由崔妮團隊於聖哥帝亞教

堂前駐點，並沿街宣傳介紹慈濟，

號召受災鄉親前往定點登記，雖然

一開始因為崔妮非當地居民，加上

具有政府官員的身分而遭人質疑，

但她以誠心的態度，不斷地說明自

己是以志工身分前來，漸漸獲得鄉

親的信任，收集資料的速度也因此

加快許多。

另外，勘災團也從當地志工口

中得知，距離聖哥帝亞區約十公里

的「浮水耕種」區域由於地質鬆

軟，震後出現土地位移或掏空狀

況，造成房屋及農田毀損，但當地

的住家大部分為違建，受災居民無

法獲得政府的補助，亦未在志工

取得的名單上。農夫海梅（Jaime 

Pérez）雖然自身受災，也志願投

入志工行列，協助進行複查工作，

從10月下旬開始，陸續走訪各個耕

種區，協助收集這個區域的受災戶

資料。

為了援助更多的災民，慈濟勘

災團也開始走向霍奇米科以外的區

各方助緣   擴大關懷

老奶奶的房屋在強震中倒塌，災後只

能在院子裡搭起帳篷度日，難忍失去家

園的悲傷而哭泣，慈濟志工趕緊向前擁

抱、膚慰。圖片／慈濟勘災團提供

墨西哥地震慈濟第一梯次勘災團9月24日抵達墨西哥，由慈濟全球

志工總督導黃思賢（左）帶領，在當地救難人員的陪同下進行勘

災。圖片／慈濟勘災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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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10月20日在茱莉亞的引見下，

前往特拉瓦克市（Tláhuac）拜會市

府團隊，並由市府人員陪同探訪該

市受災最嚴重的德瑪區。由於該市

市府已經掌握災情，在慈濟志工到

訪前已完成勘災，相對於霍奇米科

來說，複查工作較為簡單，慈濟志

工於23至25日便完成十個行政區的

勘查。但因市府名單所登錄的資料

項目，與慈濟賑災的需求有落差，

爾後雙方在資料增補上也費了一番

功夫。

10月底，慈濟勘災團再度將關

懷的腳步轉回荷呼特拉市。在許多

墨西哥人的印象中，荷呼特拉是

個毒梟、黑幫猖獗的城市。慈濟

志工從地震勘災初始，每每向他

人詢問，獲得的答案幾乎都是不

建議前往，但思及初勘時看到災

民守著殘破家園、等待援助的景

況，仍是心繫於此。慈濟志工透

過初勘時認識的志工阿薩（Azarel 

Pulido）引介，結識「55急難救助

隊（Brigada 55）」的成員大衛、

路易斯、奧蘭多等人，在他們的帶

領下再度走訪荷呼特拉的災區，並

共同商討蒐集名單、複查路線等規

劃。11月4日，勘災團部分成員前

往荷呼特拉駐點，於翌日起在住宿

的旅館接受災民登記，及召募志工

投入複查工作。

此外，勘災團也向負責荷呼特

拉救災的駐軍，表達援助災民的意

願，除了獲得軍方允諾提供受災名

單及協助維安之外，經由軍方人員

解說災區分布的狀況，同時也釐清

受災區域除了荷呼特拉市之外，還

有鄰近的德拉奇市（Tlaquiltenango）

及札卡特派市（Zacatepec）。

勘災團在獲知這個訊息後，接

連與兩地的市府團隊洽談賑災相關

事宜，因為有著在霍奇米科及特拉

瓦克與市府交涉的經驗，遂能快速

掌握會談的要領，以誠意說明化解

疑慮，順利獲得兩地市府的信任，

同意提供受災名單，並共同商討後

續複查機制。

11月中旬，距離發放時間僅剩

三週，相關的準備工作刻不容緩。

慈濟勘災團一邊忙於各地的名單複

查、造冊工作，一邊則為發放物資

進口報關、通知單印製等行政工作

而奔波。

由於墨西哥對於國外賑災物資

報關免稅進口期限只到10月底，然

而慈濟環保毛毯等物資11月底才抵

達墨西哥馬莎妮諾（Manzanillo）港

口，為取得免稅證明，臺灣花蓮本

會除了請託駐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進行外交協商外，慈濟勘災團也

透過塔妮委請當地非政府組織「餵

食基金會（Iniciativa Solidaria por la 

AlimentaciÓn A.C.）」擔任受贈單

位，終於在11月30日取得相關文件。

發放名單也在當地志工傾力相助

下，於前一天順利完成造冊。

12月1日晚上，餵食基金會創辦

人費南多（Fernando Pérez）陪同慈

濟志工，搭上從墨西哥市飛往馬莎

妮諾的最後一班飛機，準備至港口

提領貨櫃。第二天卻因海關的稅務

單位週六沒上班，無法順利清關。

慈濟志工緊急聯絡塔妮，詢問是否

有其他方法，因緣巧合，正與塔妮

聚會中的友人得知此事，主動伸出

援手，經過多方聯繫後，讓承辦單

位破例收件並加快審核，在當天下

午將貨櫃領出，由拖車運往墨西哥

市，於4日送進由臺商方台生提供的

前置準備   一波三折

墨西哥霍奇米科市聖塔克魯茲社區領袖

崔妮，跨區支援聖哥帝亞區複查工作，10

月27日帶領團隊設立登記站，方便災民前

往登記資料。圖片／慈濟勘災團提供

環保毛毯等賑災物資清關過程一波三折，經過前置團隊的努力與

各方協助，終於在12月4日送達由臺商方台生提供的倉庫，慈濟志

工與倉庫員工合力卸貨。攝影／岑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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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二千披索、七人以上為一萬

六千披索，金額約是當地二到四個

月的基本薪資。災民可在與物資卡

發行公司簽約的商店及超市，購買

日常生活或醫療方面的用品，以及

重建家園會用到的建材與家具，暫

時紓解災後困窘的生活。

發放活動原訂舉辦六場，賑

災團考量荷呼特拉市發放戶數超過

二千八百戶，為縮短災民等待時

間，決定於13日加辦一場，以疏散

人數。另外，由於8日在霍奇米科市

聖哥帝亞區發放時，部分災民未到

場領取，遂於莫雷洛斯州四場發放

結束後，15日再次回到聖哥帝亞進

行補發。

八場發放同步舉辦義診，共有

來自臺灣、美國、阿根廷、玻利維亞

等地近四十位慈濟人醫會成員參與，

其間亦結合墨西哥當地醫護人員，一

同為災區民眾服務。求診民眾絡繹

不絕，除了災後創傷引發的身心問題

外，還有許多是因為貧窮或醫療資源

不足而無法得到適當治療的患者。

慈濟勘災團在災區駐紮超過

兩個月，帶動當地居民覆勘、查核

受災資料，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將援助對象落實在最需要幫助的受

災鄉親，盡力做到「不重複、不遺

漏」。當賑災團準備離開墨西哥之

際，又接獲當地志工通報墨西哥市

克約亞岡區（Coyoacan），安置於

帳篷區的災民需要外界援助，於是

在臨行前先發放約一百戶，之後委

由本土志工複查、造冊，於2018年1

月13日由美國慈濟團隊前往墨國進

行發放及義診，圓滿急難階段的援

助工作。至此，慈濟在墨西哥地震

災區共舉辦十場發放活動與九場義

診，發放一萬零八百四十六戶，看

診逾五千人次。

地震賑災因緣，讓慈濟與墨西

哥鄉親結緣，慈濟志工在結束急難

發放行程前，特地為有心投入慈濟

的鄉親舉辦志工培訓課程，並授予

灰色志工服，鼓勵大家將慈濟精神

理念落實在當地，凝聚愛的能量，

幫助苦難人。（彙編／陳宜淨）

12月7日，墨西哥地震賑災發放

如期展開，至14日先後於墨西哥城

的特拉瓦克、霍奇米科，以及莫雷

洛斯州的德拉奇、札卡特派、荷呼

特拉等地，將物資卡及毛毯送到災

民手中，趕在耶誕節前夕發放，讓

他們可以溫暖度過佳節。

災民憑發放通知單入場，領取

的物資卡面額依每戶人口數而定，

一至三人為八千披索、四至六人為

加場發放   擴愛萬戶

慈濟賑災團12月14日在荷呼特拉市舉辦發放與義診，現場維護秩

序及安全的警察也加入發放行列，感受親手布施的歡喜。攝影／

黃筱哲

許多鄉親因長期務農，多有筋骨酸痛的

問題，前往義診區求診。中醫師以針灸

為他們舒緩疼痛，效果顯著，廣受患者

歡迎。攝影／黃筱哲

倉庫，而後再重新打包，送往各發

放場地。

另一方面，墨西哥為杜絕毒梟

金流，訂定洗錢防制法，嚴格限制

匯款金額。勘災團隊為讓賑災款項

順利匯至墨國，與物資卡發行公司

溝通，獲得該公司協助以專案方式

向政府申請。此外，顧及各地災民

使用物資卡的便利性，該公司也同

意全力配合，依各地市府提供建議

新增的商店名單進行簽約。

而除了物資通關、匯款困難

之外，在物品籌備及場地借用方面

也多有波折，但在慈濟志工鍥而不

捨地努力溝通、協調下，難關得以

一一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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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高雄市石化氣爆、2015

年新北市八里粉塵爆炸意外發生

後，上人不捨燒燙傷患者穿著硬梆

梆的壓力衣，有又熱又癢、行動不

便的痛苦。因此，當臺北慈濟醫院

院長趙有誠，以及志業體主管王運

敬等人於2015年7月5日在靜思精舍向

上人報告，與陽光基金會商談合作

關懷塵爆傷患，並提及傳統壓力衣

的問題時，上人指示，請大愛感恩

研究改善方法。

然而壓力衣是專業醫療輔具，

大愛感恩的專長是環保回收再製布

料，兩者並不相同。大愛感恩總經

理李鼎銘遂於10月帶領團隊來到靜

思精舍，一行人原本打定主意，

要向上人稟報「這任務我們做不

到！」但當上人殷殷叮囑：「這件

事要站在孩子們的角度來看。如果

受傷的是你們的家人，你們是否會

盡最大努力？」這段話打動大家，

打道回府後積極投入資金和人力研

究，先後向陽光基金會、國智經

編、慈濟基金會、慈濟醫院等單位

請教，並共同組成研發團隊，傾力

開發符合傷患所需，冰涼、透氣又

足以壓疤的布料。

沒有感同身受，無法體會傷友

們的苦；無法體會其中的苦，怎麼

有辦法深入問題、解決問題。「感

同身受」是上人給大愛感恩科技研

發團隊的第一項功課。

面對上人的期許，研發團隊的

洪碩廷博士兀自思忖，燒燙傷患者

的新生皮膚觸感敏感，還要整天穿

著壓力衣，尤其是在炎熱天氣下，

會感覺特別不舒服；若自己是燒燙

傷患者，真能穿得住嗎？更遑論是

在漫長的復健路上，壓力衣始終不

能離身。 

合作研發壓力布

造福燒燙傷患者

三年前的冬天，高雄市石化氣

爆事故傷者到高雄靜思堂參加歲末

祝福感恩會，穿著厚重壓力的辛苦模

樣，讓證嚴上人相當不捨，並一直惦

記於心。時隔半年多，新北市又發生

臺灣救災史上，單次燒傷人數最多且

合併燒傷嚴重的意外─八里粉塵爆

炸事件，促使上人敦請大愛感恩科技

公司（以下簡稱：大愛感恩）投注心

力，研發新型壓力布。

於是，大愛感恩偕同國智經編

工業公司（以下簡稱：國智經編）

等機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研發

出「新型高性能涼感壓力服」，並

於2017年6月23日在紡織產業綜合研

究所舉辦成果發表會。會中，慈濟

基金會副執行長劉效成代表捐贈兩

千碼「新型高性能涼感壓力布」予

陽光基金會，預估可製作約一千套

全身壓力衣，造福燒燙傷患者。

不捨   突破難關

高雄石化氣爆、新北市八里粉塵爆炸意外的傷者逐漸回歸正常生

活，但燒燙傷疤仍需長期復健調養。攝影／林贔璇

對燒燙傷病友而言，經過緊急治療後，

還有一段漫長的復健之路，為了抑制疤

痕的增生跟攣縮，必須全身穿著壓力

衣，並且忍受壓力衣帶來悶熱、搔癢、

難以活動等種種不便，到了夏天尤其辛

苦難耐。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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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及特性，並三天兩

頭往國智經編跑，讓廠長

何佳謀亦更加積極；另一

方面也打動長期與國智經

編合作的臺灣化學纖維公

司，願意協助開發一款特

製的冰涼紗線，再交由國

智經編製成布，即是後來

進行人體實驗的「第九代

壓力衣布料」。

從第一代研究到第九

代，林正雄整整花費七個

多月時間，過程中不斷以

自己的手臂做量測，找出

最理想的壓力值，只要布

料一研發出來就會親身體

驗，並改良版型、減少摩

擦係數，更在國智經編不

惜成本的配合下，共同研

發出第九代壓力布，同時

也加入外觀的美學設計，

開發出淺黑色的壓力布。

林正雄表示，由於塵

爆的傷友都很年輕，他們會覺得傳

統膚色的燒燙傷壓力衣，穿在身上

較古板，很像古早年代的穿著，所

以會期待是不是有更理想的顏色。

一般布料，高溫染整問題不大，所

以到商場百貨走一趟，同樣款式衣

料，顏色五花八門，任君挑選，但

壓力衣布料，面對染整就是一大考

驗。但為了提升傷友的穿著意願，

團隊還是鍥而不捨，嘗試再嘗試，

甚至也考量傷友皮膚較脆弱，慎選

安全不傷身的染劑。

林正雄說：「顏色要染到這

麼深、這麼黑，其實在色染上，整

個染整後組織可能會遭到破壞，因

為彈性紗很怕高熱，可是又要染成

深色，溫度就要調高，勢必會傷到

壓力布料的組織彈性。不過，這次

我們研發了黑色、寶藍色，還有鐵

灰色，只要能夠增加他們穿著的意

願，再怎麼樣去更改這些顏色，我

們都會願意。」

研發任務的主要執行者，是

長年鑽研生物醫學領域的林正雄。

他接下任務後，就到陽光基金會請

益，了解壓力衣材質，確認想先解

決其「悶熱」的問題，就要覓得細

緻和冰涼的紗線。由於一般衣服使

用原編和針織，壓力衣的布料則用

「經編」，他又奔赴桃園縣拜訪國

智經編董事長吳中庸；吳董事長感

受到上人的悲憫，答應全力配合。

於是，大愛感恩研究壓力布織法、

功能規格，國智經編也以紗線開始

織製，完成的布料確實冰涼和透氣

度皆佳。

但林正雄在查閱文獻資料時，看

到一段關鍵字：「壓力值要達二十五

毫米汞柱，抑制傷疤才有效。」因

此，又徵詢陽光基金會及臺灣多家製

造壓力衣的廠商，均無量測壓力值的

技術；後來終於找到一家壓力襪廠

商，具有專業儀器，便委託測試，測

出的壓力值只有十二毫米，沒有達到

文獻所列標準。

林正雄持續搜尋及引進各式布

料，並從澳洲進口一部壓力測量

儀，一代接著一代布料做測試，於

第八代時產出壓力值、透氣度都適

合的布料。他抽絲剝繭研究布料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研發壓力衣布料，主要研發者林正雄（左）不斷

改良，交由國智經編染整及織製，並時常與廠長何佳謀（右）、業

務部課長簡進（中）成討論相關技術問題。攝影／顏霖沼 透過定期為燒燙傷友測量傷疤表面狀態，科學化數據

可以更精準掌握穿壓力衣的成效，以測試壓力布的實

際穿著狀況。圖片／大愛感恩科技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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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代表及林佑軒等一行人，於新店

靜思堂會見上人。林佑軒向上人表

示，新型壓力衣穿起來很舒服，有

風的時候涼涼的，觸感不錯，也很

好穿，因為它觸感滑順，現在皮膚

狀況比較穩定，動作無礙。

上人則憶述，從高雄氣爆到新

北市八里塵爆，看到許多皮膚大面積

燒燙傷的年輕人，穿著硬梆梆的壓力

衣，傷口搔癢，坐也坐不住，癢比痛

更難受，且整天都要忍受這種痛苦，

實在很不捨，所以一直很期待大愛感

恩研發、改善壓力衣材質。

此外，對於每一代新款布料

研發出來之後，上人也非常關心其

材質是否真的能讓燒燙傷者感到舒

適，甚至指示靜思精舍師父取得壓力

布料，製成衣服或護腰，親自試穿，

以確認皮膚是否會過敏、是否透氣舒

爽，無不都是站在傷者的立場著想。

「我是一個宗教家，是出於

一分宗教的使命感，依宗教的精神

理念而創立慈濟，而慈濟研發各項

物品，都是出於不捨眾生受苦難的

心。」上人強調壓力布的研發是為

了真正的需要，而非為了賺錢，感

恩所有團隊成員不計成本、不惜時

間，致力於壓力布的研發與改良，

只為了讓這些燒燙傷患者平順地度

過恢復期。

2017年7月11日上人行腳至高雄靜思堂，輕撫著高雄氣爆傷者陳楚睿

穿著壓衣力的手，說：「就是因為你啊！我才會覺得穿壓力衣很辛

苦，現在研發出來了，也有你的功勞。」。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歷經不斷改良，壓力衣布料

終於誕生，接下來就是人體測試階

段。2016年4月27日，大愛感恩舉辦

「燒燙傷友壓力量測試志工培訓說

明會」，第九代壓力布進入人體測

試階段。為協助參加試驗的傷友，

4月27日至6月7日辦理四次志工培

訓，共九十人參加，並自6月2日

起，慈濟志工在陽光基金會三處重

建中心，協助二十九名傷友試穿、

測量壓力值數、追蹤復原效果；截

至12月，總計動員北部社工、志工

一千一百六十九人次。

長達六個月的測試，傷友們試

穿的感想，也提供給大愛感恩作為改

進的參考，除了整調丹尼係數、更換

材質外，更為了加強吸濕、排汗效

果，特別請臺化公司設計十字溝槽型

的紗線，如此汗水就可沿著四個槽吸

上來，以使身體保持乾爽。

再經改良後，進化至第十代壓

力布，經過傷友試穿後，普遍反應良

好，於是2017年6月23日，正式在紡

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舉辦「新型高性能

涼感壓力服」發表會。八里粉塵爆炸

意外傷者之一的林佑軒穿著新型壓力

衣，與母親一同出席記者會，他感恩

意外發生後至今，仍有許多人給予關

心，並表示新型壓力衣穿起來感覺涼

感、舒適，即使運動及復健時，也能

緊貼又不會有壓迫感。

同樣身為最佳代

言人的陳楚睿，是高雄

氣爆傷者，不論打籃球

或手持相機拍照，也是

一身壓力衣，即便頂著

南臺灣的豔陽，依然活

動自如。他開心地說：

「現在穿在身上的壓力

衣布料，是由大愛感恩

研發出來的，在關節的

部位比較好延展，跟

之前比的話，真的有

差！」

25日，時逢上人

行腳在外，大愛感恩

研發團隊、陽光基金

誕生   緣於無私

第九代壓力衣布料進行人體測試前，慈濟志工分站學習量

測任務，三人一組學穿上肢壓力衣，以及如何測量壓力

值，期能幫助傷友們，為他們盡心力。攝影／黃芳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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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感恩於2017年5月申請到

「高彈力機能透氣肢體壓力服」和

「高彈性透氣經編網布」兩項專

利，並於6月舉行成果發表會後，便

積極參與國內外各項賽展，獲得評

審青睞。

高彈力機能透氣肢體壓力服

於11月在第八屆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Competition）中，獲得金牌殊榮；12

月，一舉拿下2017年高雄國際發明暨

設計展生物科技．健康．醫療類首

獎，以及第十四屆國家新創獎中的

企業新創獎肯定。2018年2月於馬來

西亞MTE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

榮獲金牌、大會特別獎及馬來西亞

發明與創新協會（MACRI）特別獎

等獎項。

國際間各大發明競賽常要求參

賽作品事先取得發明專利，拿到專

利權是走向國際發表技術的起步，

才能讓新型壓力布向全世界推廣。

對主要研發者林正雄而言，專利的

目的不為獨享技術利益，是在創造

一個更廣泛運用技術的基礎，以造

福各地的燒燙傷復健病人。（彙編

／顏婉婷）

【編按】部份內文摘錄《慈濟

月刊》612期專題——新型高性能涼

感壓力服　燒傷患者復健利器，撰

文者黃秀花。

推廣   造福更多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以高彈性機能透氣肢

體壓力服，榮獲第十四屆國家新創獎肯

定，由陳意容（左）代表接受工業局楊

志清副局長（右）頒獎。攝影／林慧萍

慈濟科大創意研發

強化學生技術實作

慈濟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慈濟

科大）以深耕人文、務實致用、追求

卓越為教學理念，鼓勵師生團隊創意

研發，一方面激勵教師提升創新研發

能力，另一方面培訓學生種子團隊共

同創作，強化技術實作的應用價值。

全校兩大學院的七個系所師

生分組團隊，傾注心力進行創意研

發，自2013年1月由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副教授耿念慈及助理教授

劉威忠帶領團隊以「膝關節之功能

性模型」率先取得全校第一個專利

後，各項極具創意、創新特色的作

品，便在各賽事中大放異彩、頻頻

獲獎，並經由專利申請、技術轉

移，結合創業產學行銷，讓研發創

意商品化，建構產學合作、技職活

化的教育環境。

慈濟科大打造創意、創新、創業教學環境，自2013年起鼓勵師生

團隊創意研發，強化技術實作的應用價值，並積極與各業界接

觸。圖為羅文瑞校長率領多位師長，拜會慈濟榮董實業家，談未

來合作的方向。攝影／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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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生醫活性物質，包含紅藜多醣、

多酚類與黃酮類，其萃取成份可促

進幹細胞分化、膠原蛋白增生與組

織修復，適合開發成保健與生醫美

妝品。然而，因技術門檻高，紅藜

發芽的過程中常導致發霉、腐爛，

所以市面上鮮少看到紅藜芽販售。

歷經多次嘗試、改良，團隊

終於克服紅藜芽培養困境，及萃

取紅藜多醣、多酚類與黃酮類，

研發出「應用於組織修復之葵諾

亞（Quinoa，紅藜）芽點生物活性

膜」，並在2017年美國匹茲堡國際

發明展上，一舉奪得金牌及克羅埃

西亞特別獎殊榮。研發獲得成果

後，團隊主動與產、官、學界密切

合作，免費輔導臺東縣太麻里尼伯

特颱風受災農民栽種及加工技術，

開發紅藜玄米茶、紅藜穀粉等，還

推動藜米之鄉花東特色農產推廣聯

盟，吸引超過三十個單位參與，利

用團隊加乘力量，齊力為花東小農

整體行銷，增加地方產業收益。

相關紅藜的應用研發，前後就

囊括國際發明展七面金牌的肯定。

同樣在2017年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

展上大放異彩的，還有「萃取自香

檳茸具抗氧化與美白功效之活性

膜」、「應用於傷口修復之葡萄藻

纖維素」，雙雙榮獲銀牌。

香檳茸不僅菇體碩大味美，還

富含β葡聚醣等生物活性物質，團

隊與樂活生技合作開發具深層保養

與美白功效的萃取物，可促進組織

紅藜是近年臺灣人的養生新寵，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及護理系師生

共組農業生醫研究中心團隊，2013年

開始關注這個原住民傳統作物，研

發相關的創意、創新作品，除了獲

得2015及2017年美國匹茲堡發明展

（INPEX）金牌外，更以「紅藜在生

物醫學的應用」（註）榮獲第十四

屆國家新創獎的學研新創獎，肯定

發揮紅藜的價值與經濟效益，並無

償輔導臺東縣太麻里尼伯特颱風的

受災農民、免費提供技術，協助在

地產業發展與升級， 由耿念慈代表

出席2017年12月9日頒獎典禮領獎。

有別於傳統紅藜只採收果實的

純農產品交易，團隊找出整株紅藜

從果實、根、莖、葉的應用模式，

進一步研發出相關生醫保健與美妝

品，如：紅藜敷料、面膜、精華液

等，相當於從食品加工擴增至生醫

產業，既貼近消費者需求，又創

造市場價值，拓展高獲益模式。甚

至，連萃取過的廢棄根莖葉，都

能再製成培育菇蕈類的培養土，

使用過後還能再回歸田間，做為

有機肥料，達到綠色循環，讓環

境永續經營。

此外，團隊還發現，紅藜芽富

醫放系所農作研發   提升農業經濟效應

慈濟科大農業生醫研究中心團隊，投注心力與時間，研發紅藜相

關各項創意、創新作品，整株作物連廢棄根莖葉都能回收利用，

提升最高的經濟效益。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師生透過網路行銷紅藜各項研發產品，吸引消

費者。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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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看準農友需求，經過半

年研究，開發出「天使眼淚培養裝

置」，能讓人工栽培的雨來菇產量

提升多倍，而且從中萃取出的藻膽蛋

白與藻多糖等，可促進組織修復、具

保濕等功效，進而研發出「具傷口修

復能力之天使眼淚纖維膜」，應用在

傷口敷料等相關生醫產品；另外，還

有可提高菌絲體產量、增加其生物活

性成份的「菌絲體培養裝置」。兩項

裝置，同在2017高雄國際發明暨設計

展（KIDE）中摘下雙金獎項，「具

傷口修復能力之天使眼淚纖維膜」則

是獲得銀牌。

農業生醫研究中心團隊傾注農作

產物的研發創意，以提升農產經濟效

益、改善小農產銷問題為目標，從種

植、採收加工、萃取、成分分析、功

效試驗、產品開發到行銷企劃等，整

合資源，一來導入文創概念開發新產

品，二來結合學界研發能力，提升小

農栽種技術，進一步增加產業收益，

創造更多在地就業機會。

四年來，團隊的用心與付出，

獲得各界關注與支持，更在2017年

獲得教育部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

計畫一百二十萬元 ，補助所推行的

「農情覓藝加值東臺灣」計畫。該計

畫以農業風情及自然景觀為主的花

東，整合產、官、研、農與地方聚落

資源、各方技藝產業，挹注於在地優

質農業發展與產業創新升級、提供產

銷平台增加產業收益，促進在地認同

進而增加在地就業與創業。

修復、保濕，應用於生醫美妝產業，

作為傷口敷料、抗老化與美妝面膜開

發；並主動與花蓮農改場合作，利用

花東有機廢棄稻梗作為栽培基質，既

可達到綠色循環農業的效益，更能提

升農產外銷的經濟效益。

「應用於傷口修復之葡萄藻

纖維素」的研發，是利用海洋深層

水培育高品質的葡萄藻，再萃取精

華，製成活性纖維素敷料，可促進

分泌有助傷口修復的細胞激素與膠

原蛋白增生因子。目前已行銷日

本、東南亞與法國等，深受生醫美

妝公司重視，也是慈濟科大與東藻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多年，落實

深耕在地產業的理念。

此外，「應用於組織修復之

葵諾亞芽點生物活性膜」、「香檳

茸生物活性膜」兩項作品，也在

「2017年香港國際發明創新創業展

（HKIE）」中，獲得評審一致肯

定，前者同時獲得金牌及大會最佳

發明獎，後者則是銀牌表揚。

除了紅藜、香檳茸、葡萄藻之

外，團隊也在其他農作產物的研發

創意中，有著亮眼成績。例如：被

視為「雨中珍寶」、團隊暱稱「天

使眼淚」的雨來菇，低熱量、高纖

維、富含各種營養，但產量極少，

目前多是人工栽培。

慈濟科大與樂活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攜手合作成立「香檳茸植

物農坊」，學生們換穿防塵衣、手套、鞋套等，進入由冷藏貨櫃

改裝可控制溫濕度、光線及二氧化碳含量的迷你植物工廠栽種香

檳茸。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慈濟科大輔導太麻里農民學習紅藜栽種技術，協助農民轉型及提

升農作物經濟價值。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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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抽出藥劑的效率，更大幅改善了

市售安全針具成本高、針頭半露、

操作複雜等問題。

目前，臨床使用的輸血加壓

器，護理人員必須不定時至病房手

動打氣壓，以免輸血逾時或滴注不

順，否則輕者得重新備血，浪費

醫療成本，重者恐影響病患安危。

「捲動式輸血加壓結構」利用捲

簧、阻尼油、阻尼器等結構，可以

捲動方式自動達到加壓效果，能省

下護理師來回查看的人力，確保病

人安全，只要把輸血袋及輸血套管

相連後懸掛在該結構上，即能安全

施壓輸血。

至於，「藥錠處理器」是採三

點彈簧固定，再搭配手術刀材質，

可切藥又可磨藥，還能適用各類型

藥錠和膠囊。透過電動研磨，一次

就可研磨數顆藥錠，切割平整又質

地細緻，減少護理人員發藥時間，

增加照護品質。

有感於人口老化、長照需求增

加，護理人員兼擔臨床照護、衛生

教育的重責，護理系副教授羅淑芬

在「傷口護理及護理創新與科技課

程」中，帶領學生以專業為基石，

結合校內3D列印機器，三年內創新

研發出多功能醫護用紙膠臺、具感

應器之傷口教學模型、傷口敷料等

十多項與護理照護相關產品專利，

並各自獲得國內外發明展肯定。其

慈濟科大護理系團隊的創意研發作品，參賽2016韓國首爾國際發

明展，成績斐然，評審一致認為作品雖非高科技，但是創意、創

新度十足，對護理照護與安全執業環境有莫大助益，也結合多功

能應用概念，深具生活及健康價值。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不只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的研發創意，成果豐碩，護理系師

生團隊為了改善醫療現況所創意研

發的各項作品，亦紛紛展露頭角，

甚至不少已商品化，實際運用在醫

療臨床服務上。將註冊專利最先商

品化的創意研發，是由護理系教授

林祝君與學生高靖婷、曾怡嘉、羅

雁婷等人共同研發的「安瓿開瓶輔

助器」，以及進化版的「安瓿折斷

器」，是慈濟科大開始推動專利研

發具優良成效的作品

安瓿（ampule）是裝有治療藥液

的玻璃小瓶，大部份護理師都是徒

手折斷、開瓶，常常導致割傷，或

玻璃細碎片不慎掉入瓶中。為了解

決這個問題，護理系師生團隊先是

研發出開瓶輔助器，之後更改良為

一體適用的安瓿折斷器，並在2015

年匹茲堡國際發明展中一舉奪下金

牌，以及伊朗特別獎殊榮。同時，

榮獲臺灣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護理創新競賽優良第一，以及教育部

全國技專校院創新創業計畫評選最高

創業金三十萬元肯定，為慈濟科大獲

校外競賽補助之最佳成績。

護理師生團隊的創意研發不

僅於此，與「安瓿開瓶輔助器」同

年取得專利的「輸液止逆裝置」、

「藥錠處理器」也是獲獎頻頻。其

中，「藥錠處理器」在2015年匹茲堡

國際發明展中，獲得銀牌獎表揚。

「輸液止逆裝置」是為了改善

靜脈回血問題而發明出來的，防止

病人在打點滴時，因下床、抬高手

臂等動作造成靜脈回血，誘發血栓

等威脅。這項發明不僅在2016年韓國

首爾國際發明展拿到銀牌獎，更榮

獲第十屆戰國策及2016臺灣護理師護

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肯定，各由兩百

多件參賽作品再次奪下亞軍及優良

第一。

此外，「連動式安全針具」、

「捲動式輸血加壓結構」則是本年度

得獎的常勝軍。這兩項作品與「藥錠

處理器」在第十三屆韓國首爾國際發

明展中，從六百多項參賽作品中脫穎

而出，拿下二金一銀的殊榮。

其中，「連動式安全針具」也在

第十一屆戰國策及萬潤創新創意競賽

中表現優異，分獲亞軍及大會最佳潛

力獎，並再奪得第一屆慈悲科技創新

競賽第一，以及臺灣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護理創新競賽優良佳績。

「捲動式輸血加壓結構」也拿下萬潤

創新創意競賽最佳應用獎，以及第一

屆慈悲科技創新競賽佳作。

根據統計，臺灣一年至少發生

八千件以上針扎事件，「連動式安

全針具」在針筒上加裝連動桿，在

注射時接近定量時則會啟動連動桿

帶動塑膠套筒，故於拔針時塑膠套

筒已覆蓋針頭，不會外露扎人，且

針筒設置斜面，可加快護理師從藥

護理系實務創意   致力醫療品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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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功能醫護用紙膠臺整合了撕

除紙膠布、銼刀、瞳孔燈具、意識

評估及疼痛評估表，讓護理人員能

更及時地照護病患，奪得2017香港創

新科技國際發明展一金一特別獎。

在2017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

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中，拿下護理與

幼保群第一名的「具感應器之傷口教

學模型」，也是出自羅淑芬所領軍的

團隊，結合熟悉電路與3D列印的業師

羅世凱、陳怡杰，與學生張亭怡等六

人共同設計研發，並取得發明專利。

該教學模型的發明，緣於居

家關懷的臨床實務體驗，師生團隊

發現不少病患或家屬，因不懂正確

的換藥方式，導致傷口惡化、感

染，難以癒合。但是市面上的傷口

護理教具不僅重達三公斤、不易攜

帶與示範，更無法模擬傷口深度與

廣度，及即時回饋換藥步驟是否正

確，於是著手研發。歷經七次改良

測試而成，作品重量僅五百克，攜

帶方便，又能提升護理技術學習而

獲得評審讚歎。

除此之外，「具筆燈之膠台

結構」、「步幅控制裝置」等創意

研發作品，也在不同賽事中獲得表

揚。護理系的創意研發作品，莫不

以改善護理人員遇到的各種臨床問

題，進而提升病人照護品質為最終

目標。護理教育強調教考用合一，

當學生們透過臨床觀察、批判性思

考，進行找出解決照護問題的方

法。在運用科技從事護理研發的歷

程，藉此啟發其對護理照護的熱

愛，回歸以病人為中心的價值，在

在都展現慈濟科大以培育優質護理

人員的創校理念。

因應全球環境結構改變，臺灣教

育邁向多元學習，為了啟發並鼓勵學

生創意發明，慈濟教育志業體傾其資

源，打造師生共同研發的環境。

慈濟科大一○一學年度設立研

究發展處，對內鼓勵師生從學習領域

中多發想、研發創新，協助教師跨系

科、跨校的整合型研究，並成立產學

專利組及創新育成中心推動產學合

作、專利技轉，與政府機構、產銷科

技單位，以及食品、生醫類等廠商接

洽，讓創意作品行銷於巿。同時，制

訂「創意發明競賽辦法」，激勵師生

積極參與發明競賽，精進專利發明能

力，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提升校園創

新研發氛圍。

在這樣的氛圍下，慈濟科大不

只是學習的殿堂，更是創意研發的

實習室。目前，校內共組成二十七

隊師生研發團隊，近四年來挹注

經費，催生許多創意無限的研發作

品，其中六十一件已申請取得專

利，分別是護理系四十一件、醫管

系六件，以及醫放系十四件。

校長羅文瑞表示，身為技職

院校，學校鼓勵師生從臨床實習或

職場實務中，主動發掘問題，進而

構思如何解決，再結合多功能應用

概念，才能符合業界實質應用的需

求。就像「安瓿折斷器」、「輸液

止逆裝置」，不但各獲得技術授權

金一百萬元，如今「安瓿折斷器」

已商品化，更贏得各醫院良好口

碑。「輸液止逆裝置」正在進行衛

服部核可認證，日後也將應用於臨

床，嘉惠病人。

臺灣教育體制分為普通大學和

技職院校，慈濟科大的技職教育以

學生畢業馬上就業為目標，在研究

創意上著重產學合作，不以理論為

導向，以開發學生創意、創新、創

業潛能為重點，期讓學生藉由研發

創意，提升自我實務技術，成為就

業巿場上各相爭取的人才。 彙編／

顏婉婷）

【註】「紅藜在生物醫學的應

用」團隊，由慈濟科技大學醫學影像

暨放射科學系副教授耿念慈、助理教

授劉威忠，學生陳譽齡、官振聖、柯

雅淳，以及南華大學自然生物科技學

系教授林群智、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場

長范美玲等人共同組成。

鼓勵創意研發   打造三創校園環境

萬潤創新創意競賽已邁入第十年，是全國性創新創業競賽指標之

一。慈濟科大護理系師生團隊以「捲動式輸血加壓結構」與「連

動式安全針具」，進入競爭最激烈之工程應用類決賽，榮獲最佳

應用獎及最佳潛力獎。圖片／慈濟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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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五股區觀音山最高峰

為海拔六百一十六公尺的硬漢嶺，

由此遠眺，101大樓、關渡大橋、

淡水、八里等大臺北地區美麗景緻

以及周邊秀麗的十八連峰，盡收眼

底。慕名而來的山友絡繹不絕，卻

鮮少有人注意到峰頂牌樓旁的邊坡

上，堆著面積相當於四個標準游泳

池的「垃圾瀑布」。

2017年3月11日，長期致力於淨

灘、淨山的國中體育教師吳文志，

以自拍方式錄下他在邊坡上撿拾垃

圾的畫面，並將影像上傳至網路平

臺，期望產生蝴蝶效應，帶動更多

人參與硬漢嶺淨山。

大愛電視臺職工亦是慈濟志

工的陳依欣，在吳文志的臉書看到

影片，內心震撼之餘，也將影片轉

傳給在社區帶動讀書會的志工羅恒

源，表達舉辦淨山活動的想法。羅

恒源於4月8日看到影片後，翌日即

刻邀集志工陳慧娟、吳燕雪、黃金

足、黃芳菱、陳依欣、劉偉訓及陳

金海，一行八人前往硬漢嶺進行第

一次場勘。

志工從風櫃斗湖步道入口進

入，要到達硬漢嶺，須走過全長約

一點四公里的石階。好不容易抵達

地球降溫刻不容緩

三管齊下帶動共行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WMO）

於2017年10月30日發布年度溫室氣

體公報（Greenhouse Gas Bulletin）

指出，2016年大氣層二氧化碳濃度

由2015年的400ppm增至403.3ppm，

增加速度達到數百萬年來未見的程

度；在公報發布之前，美國海洋暨

大氣總署（NOAA）夏威夷冒納羅亞

觀測站（Mauna Loa Observatory）更

是在2017年4月18日首次記錄到二氧

化碳濃度突破410ppm。

公報亦顯示，不斷增加的二氧

化碳，在與其他溫室氣體結合影響

下，有可能讓全球均溫增加攝氏三

度，引發海平面上升二十公尺與極

端氣候等生態浩劫。作為植物物種

最後一道防線的全球種子庫已經受

到考驗，儘管情況不嚴重，但仍是

敲響了全球暖化的警鐘。

面對大環境的劇變，慈濟志工

不因力微而退縮，效法《雜寶藏

經‧佛以智水滅三火緣》中以雙

翅沾水欲撲滅森林大火的小鳥，

在2017年透過新北市觀音山硬漢

嶺淨山、111世界蔬醒日、環境教

育師資培育研習會等方式，從大

地、身體與心靈環保三管齊下，

期望以臺灣為起始，帶動社會大

眾除了共知、共識之外，更要共

行環保，並將成功經驗擴及 全

球，與其他環保人士、團體一同

減緩氣候變遷的速度。

慈濟志工4至9月間四度發起「世界地球日‧愛在觀音山」淨山活

動，廣邀社會大眾一起守護山林大地。攝影／李國禎

大地環保──以身鋪路邀眾淨山

位於北極斯瓦爾巴（Svalbard）群島的永凍土帶區內
部，被譽為「植物諾亞方舟」的「全球種子庫（Global 
Seed Vault）」，其設立目的在因應人類面臨毀滅性災害
時，仍能憑藉備存種子重建生活。但設計之初卻沒料到

永凍土會因2016年冬季均溫高於往年攝氏七度而融化，
致使水流進入口隧道至十五公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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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樓後，還要順著斜坡採「之」字

型方式，緩緩走到垃圾瀑布的最下

端，抬頭一看，眼前滿是保麗龍餐

具、飲料罐、塑膠袋等垃圾，甚至

有更多是已被雜草、樹葉、樹根所

覆蓋。

原來在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風管處）2002年成立之

前，有許多小吃、飲料攤販駐點在硬

漢嶺上營業，被樹林遮掩的邊坡，成

了他們每日清理垃圾的最佳棄置場；

政府進行管理後，攤商被驅離，徒留

邊坡上經年累月的垃圾。

場勘當下，八位志工同感心痛，

心中「捨我其誰」的使命感油然而

生。而後，志工便邀請在觀音山奉茶

二十七年的亞洲形上揹水隊隊長蘇進

雄，12日一同拜會風管處，詢問辦理

硬漢嶺步道淨山的相關事宜，確定辦

理「世界地球日‧愛在觀音山」活

動，並議定由官方主辦、慈濟協辦

的原則，日期是23日上午，車輛、人

員、物資由慈濟提供並統籌規劃，清

理下來的垃圾則是暫時堆放在風管處

停車場後統一處理。

15日，志工團隊帶著垃圾袋、米

袋等器具，再度進行場勘，透過試

裝、試揹垃圾，了解哪一種材質的袋

子較耐用，多大體積、多少重量較易

帶下山，並預估只要動員五百位志

工，加上週末的登山人潮，應能順利

將垃圾瀑布清理乾淨。

「世界地球日‧愛在觀音山」

活動於23日正式啟動，臺北市、新

北市慈濟志工約二百二十人參與，

風管處、亞洲形上揹水隊、疼惜地

球家園護生協會、扶輪社等團體及

山友約五百五十人共襄盛舉。慈濟

志工參與人數不如預期，原因在於

慈濟環保志工以長者居多，平時多

以資源分類、回收工作為主，鮮少

有淨山經驗；再者，淨山與淨灘、

掃街不同，要爬山就是一場挑戰，

何況還要攜帶垃圾下山，更是增添

難度。

慈濟志工有人準備麵包、水

果等餐點，為眾人補充體力；有人

在邊坡上打包垃圾，由於前一天下

雨，坡面濕滑難行，志工不時要抓

住事前綁在樹幹間的安全繩索，穩

住身形後，再將與樹根、藤蔓、雜

草盤根錯節在一起的垃圾挖掘出來

裝袋，並以人龍方式接力傳遞上步

道，最後邀約每一位山友，帶兩包

「伴手禮」下山。

淨山人潮中，小至三、四歲幼

童，老至九十多歲的長者都有，大

家主動、有次序地幫忙將一大袋、

一大袋的垃圾運下山，讓登山步道

出現排隊等著搬運垃圾的美善人文

風景。到中午活動結束時，共計

清出一千五百包、重約五公噸的垃

圾，成果雖然豐碩，但離全數清除

仍有一大段差距。

事後，多家新聞媒體紛紛報導

淨山的善行義舉，證嚴上人亦藉由

大愛新聞瞭解淨山狀況，並於26日

志工早會開示中，感恩慈濟志工冒

險帶動大眾淨山、護山，也感恩各

地民眾踴躍參與，不分年齡長幼，

都願意為這片土地付出力量。

在上人的肯定及媒體的宣傳

推廣下，參與後續三次淨山的志工

和山友更為踴躍，至9月10日最後

一次，共動員志工一千五百七十人

次、山友二千四百二十人次，合

力清理出七千二百五十包、重約

二十六公噸的垃圾，還給山林原有

的清淨面貌。

志工站在重見天日的邊坡土地

上，看著頭頂的樹幹特徵，才驚覺

102102 103

每一位熱情的山友，都竭盡所能地將一

包包垃圾往身上扛，讓淨山活動能順利

進行。攝影／李麗珠

觀音山最高處的硬漢嶺邊坡上，彷彿一座垃圾山淹沒在樹林雜草

間，志工站在陡峭邊坡上撿拾垃圾，還給山林大自然清淨的空

間。攝影／李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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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音山硬漢嶺淨山活動進行

同時，山下另有一群慈濟志工在

宣導著蔬食能減少碳排放的環保

觀念，鼓勵山友上網連署「111世

界蔬醒日」，在每年的1月11日茹

素，進而改變生活習慣，朝著「每

一人、每一天、每一餐」都蔬食的

目標努力。

該活動起源於美國慈濟志工連

續在2014、2015年的聯合國氣候變遷

會議中，推廣的「1.11 Ethical Eating 

Day（1.11道德飲食運動）」，其目

的在於獲得一百一十個城市支持，

並募集一百一十一萬人在每年1月11

日吃素，再據此獲得聯合國大會認

同，正式訂定這一天為聯合國認可

的特別日子。

慈濟美國總會副執行長曾慈

慧為了讓全球慈濟志工都能一起推

廣，也返回臺灣靜思精舍向上人報

告活動理念。上人聽完後表示，讓

人人每一天、每一餐都茹素，是他

一直以來的堅持，並非只是一年中

的一天，但也希望曾慈慧能將參加

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的見聞，與花

蓮各志業體同仁分享。

曾慈慧於是在精舍感恩堂與志

業體同仁進行一場分享會，期待大

家集思廣益，發想出更容易被普羅

大眾接受的推廣方式。而後，慈濟

花蓮本會於2016年1月11日在靜思堂

發起「111，全球茹素日」活動，邀

身體環保──世界蔬醒無肉減碳

垃圾堆積的厚度比人還高，而出土

的垃圾各有特色，有清楚標示民國

74年10月製造的汽水罐，也有能拼湊

出小吃攤樣貌的鐵皮浪板、炒鍋、

瓦斯爐、成疊塑膠椅、免洗餐具……

讓眾人彷彿走進時光隧道，更是深

刻反省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早在三年前，揹水隊隊長蘇進

雄便發現垃圾瀑布的存在，當時推

估單憑隊友的力量，至少需八年時

間才能完成清運，何況還有後續的

垃圾處理問題，讓他們因此卻步。

直至今年，慈濟志工走在最前作示

範，才匯聚大眾的力量，共同成就

這項創舉。

在感動的背後，其實有著許多

鮮為人知的事前貼心安排。承擔飲

水補給重任的揹水隊，一早便揹負

二、三十公斤的茶水上山，再將一

袋袋垃圾揹下山；慈濟急難救助隊

視每次清理位置的不同，提前在邊

坡上設置安全繩索，讓志工作業時

能兼顧效率跟安全；慈濟人醫會團

隊在現場設立醫護站，作淨山人員

的堅實後盾⋯⋯。

四次的觀音山淨山活動，從最

初幾個人的默默耕耘，到慈濟志工

扮演起橋梁的角色，然後開枝散葉

（註）。志工也期盼每一位參與者

都能把感動散播出去，以觀音山的

淨山經驗提升人人的良知，讓這樣

的精神永久流傳，持續守護秀麗的

山川大地。

經過大眾多次努力，硬漢嶺邊坡總算露

出原有的面貌。攝影／陳秋華

淨山日期 志工 山友 合計（人次） 清理垃圾數量

4/23（日） 220 550 770 1,500包（5公噸）

5/21（日） 350 1,000 1,350 2,500包（8公噸）

6/24（日） 500 800 1,300 2,800包（11公噸）

9/10（日） 500 70 570 450包（1.8公噸）

總計 1,570 2,420 3,990 7,250包（25.8公噸）

觀音山淨山數據統計

【註】參與淨山的單位或個人：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新北市五股區農業旅遊發展協會、新北市五股區社區環保

志工隊、新北市八里區社區環保志工隊、疼惜地球家園護生協會、觀音山導覽志工隊、華碩文

教基金會、亞洲形上揹水隊、北區慈濟志工、大愛電視臺、扶輪社、吳文志，以及在地鄉親與

熱情山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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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邀約鄉親為地球降溫盡一分心

力，在2017年12月16日這一天，上網

連署人數宣告突破一百一十一萬人。

聯合國糧農組織（UNFAO）

早在 2 0 0 6年就發布了一份題為

《牲畜的巨大陰影：環境問題與

選擇》（Livestock's Long Shadow -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Options）

的報告，指出畜牧業對環境的破壞

相當廣泛，包括空氣污染、氣候

變遷、水資源浪費、水污染、森林

砍伐、土地和土壤的破壞等。近年

來，許多專家學者也表示葷食背後

所製造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溫室氣

體，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因之一。

是故，慈濟志工想方設法推廣

「111世界蔬醒日」的最終目的，

並不僅止於聯合國的認同，畢竟網

路連署無實際約束力，而是希望透

過宣導的過程，喚起大眾正視全球

暖化的環境問題，進而願意長期蔬

食、生活節約，並且帶動其他人共

同做環保，才能減緩全球環境惡化

的速度。

請民眾透過網頁連署、社群連結等

方式，一同響應。

之所以更改活動名稱，乃因

「Ethical Eating」非單指素食，食

用以人道方式飼養的牲畜，亦在其

範圍內。然而「茹素」一詞的宗教

色彩又過於濃厚，社會大眾較難接

受，因此本會推動團隊又於7月18日

將活動更名為「111世界蔬醒日」。

蔬醒運動起跑第一年，統計至

2017年1月11日，全球僅三十多萬人

上網連署響應，距離預設的連署人

數目標還有很大落差。在統計截止

前一天，上人正行腳至南投，在與

志工談話時不禁慨歎，僅是一天素

食都這麼不容易，就可以知道要克

服欲念是多麼困難。「如果是以我

的要求，每一個人、每一天、每一

餐都要吃素，才能讓發燒的地球降

溫，平衡極端的氣候，就不會有這

麼多的天災；人人都能克服困難、

降低欲念，也就沒有人禍。如此就

真正達到『國際大愛，心蓮滿人

間；天下無間，善念淨五濁』。」

第二年開始，全球慈濟志工

愈發積極推廣蔬食減碳救地球的觀

念，舉凡機構關懷、社區勸募、愛

灑茶會、環保宣導、校園人文推

廣、社區關懷據點、靜思語好話一

條街等例行活動，皆會鼓勵參與

者響應連署；抑或是把握社區舉辦

中秋、敬老、廟會等節慶活動的因

美國紐約慈濟志工2017年1月7日不畏下雪的寒凍，走上時代廣場

街頭，邀請民眾上網連署「111世界蔬醒日」。攝影／楊盛威

「慈濟志工8月20日在彰化縣芬園鄉舊社

村忠義廟活動中心舉辦「七月吉祥月」

愛灑茶會，並推廣「111世界蔬醒日」，

獲得鄉親熱情參與。攝影／張文聰

教育要向下扎根，從幼兒教

育就要給予倫理觀念；環保教育也

要從小落實，讓孩子重視環保，具

有相關知識，並且視保護環境為己

任。在學校將每一個孩子教好，孩

子會回家帶動家人一起落實，進而

帶動鄰里；家家戶戶落實「清淨在

源頭」的環保回收分類做法，就能

有效減少整個城市的垃圾量，還能

提升回收再製率。

慈濟於環保推動屆滿二十年

後，為了做到上人「彎腰做環保，

挺身說環保」的期許，自2011年11

月開始舉辦環境教育師資培育研習

會，透過慈濟環保理念說明、教學

實務與帶動技巧、環境科學概念分

享、戶外參訪、教學實務研討、分

組練習等課程安排，讓環保志工除

心靈環保──教育扎根以智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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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邱淑姿有兩場的環保宣導，下

午與臺中文心國小二十多位小朋友

分享後，她終於圓滿四年前「一千

場環保宣導」的願；結束後，她趕

往臺中四張犁國中，開始「再一千

場環保宣導」的宣導之路。

「千場的願是給自己一個方

向，但最終目標是不斷地推廣。」

邱淑姿的志願，亦是所有慈濟志工

共同的目標，期盼環保教育往下扎

根，並邀約更多人加入環保師資行

列，不只是救自己，更是救人類、

愛地球。

了身體力行，也能有系統、活潑生

動地對外分享他們的經驗。

經過六年多的累積，至2017年9

月17日已圓滿十一期的研習課程，共

有一千零四十二位志工完成師資培

育。其中，自第七期環境教育師資培

育課程結訓的臺中慈濟志工邱淑姿，

原是一位國小教師，在2012年一次的

例行健康檢查中，發現胃部有惡性腫

瘤，成功治療後，她決定提早退休，

全心全力投入志工工作。

過程中，邱淑姿開始思考自己

罹癌的原因，除了個人生活作息影

響外，她關注到一些報導指出癌症

與環境汙染息息相關，加上全球暖

化，氣候變遷，造成地水火風四大

不調，於是報名2013年的第七期研

習會，並在圓緣上臺分享時，立願

要在有生之年再次走入校園，進行

一千場的環保宣導。

邱淑姿以毛遂自薦的方式，

寫信給多位她認識的學校教師，信

上提到近年來世界各地頻傳氣候不

調，長期不雨造成嚴重乾旱，一下

雨又常過量導致洪災，極端的氣候

現象已是愈來愈明顯。她期待老師

給她機會跟孩子分享全球暖化的危

機、暖化的原因、體驗珍惜資源、

節能減碳的方法……以寓教於樂的方

式，鼓勵學生力行環保。

許多學校老師在收到信件後，

紛紛邀約她到校分享。2017年12月11

素有「地球之肺」美名的亞馬

遜熱帶雨林，過去被認為是對抗全

球暖化最大的自然防線，近年來卻因

採伐、火災、乾旱等破壞因素，吸碳

能力大幅衰退。根據2017年9月27日

發表於《科學》（Science）期刊的研

究，全球熱帶森林劣化已經太過嚴

重，甚至反成為碳排放源。

全球再保險公司龍頭德國慕尼

黑再保險集團（Munich Re Group）亦

於2018年1月4日指出，2017年全球天

然災害造成的財務損失近乎2016年的

兩倍，與過去十年的年平均相較高出

一倍，其中又以氣候災害財損最為嚴

重，出現史上最大的颶風季和重大雨

季洪災，因而發出警告「未來將更常

出現極端氣候」。

「環保」儼然成為國際間最熱

門的議題之一。證嚴上人強調，環保

不能淪為口號，即便人人已有共知、

共識，若無法共行，仍是無法改善愈

加惡化的環境。慈濟人要發心立願，

從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做起，才有淨

化人心的力量；改變的第一步，就是

茹素，要捨除肉食的口欲，提起慈

悲、智慧，平等尊重世間眾生。

上人亦曾開示：「學佛重在活

用，要將法用入我們的生活，這才

是真學佛。佛陀教眾生行菩薩道，

而我們有幸生於此時，能夠投入菩

薩團體，直接面對、幫助苦難眾

生，拔除其苦，還要為他們說法，

接引人人共知、共識、共行菩薩

道。」（彙編／沈昱儀）

環保非口號　共知共識更須共行

第十一期慈濟環境教育師資培育研習會

於新店靜思堂舉辦，已進行逾一千四百

場環保宣導講座的慈濟基金會職工陳哲

霖，與學員分享「愛地球三部曲」等簡

易推廣方法。攝影／楊韻如

慈濟志工邱淑姿6月28日在臺中市慎齋國小的環境教育宣導中，與

二百八十多位學童進行有獎徵答，互動相當熱烈。攝影／簡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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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討會的海內外學者分別

來自澳洲、紐西蘭、日本、印尼、

土耳其、捷克及臺灣，他們長年投

入「防救災」、「災後復原力」領

域的研究，分屬於心理學、社工、

社區營造、災害防治等不同研究領

域。舉行研討會前，9月10日慈濟基

金會特別安排學者參訪內湖慈濟環

保教育站、大愛感恩科技公司、高

雄靜思堂等地；研討會後再參訪高

雄杉林慈濟大愛園區、臺北慈濟醫

院，並舉辦慈濟專題工作坊，增進彼

此互動與對話。此次安排參訪慈濟行

程，以防救災為主題，強調參與、互

動、對話來深入了解慈濟慈善理念。

在內湖慈濟環保教育站裡，學

者首先對簡易屋的貼心設計，感到

佩服。澳洲查爾斯達爾文大學教授

羅錦福（Prof. Douglas Paton）表示：

「組合屋方便運輸，載到災區再組

合起來，讓災民有個遮風避雨的地

方，再展開復原的工作，這對災

民很重要。」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安

娜‧克魯茲（Prof. Ana Maria Cruz）

問：「是什麼樣的動力讓大家願意

花他們的時間來做志工？」她得到的

答案是志工每天最快樂的事，是在環

保站裡一邊聽著證嚴上人說人生道

理，一邊做環保回收守護地球。

下一站參訪大愛感恩科技公

「降低社區災害風險與災後復原」

國際研討會

近年，全球遭受氣候變遷影

響甚劇，地水火風大不調，天然

災害不斷。因天災而引發的生命

傷亡、財產損失及社區機能與社

會功能的減弱，如何積極應對？

其中必須探討減災、防災工作的

重要性。慈濟基金會與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澳洲查爾斯達爾文

大學共同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以「降低社區災害風險與災後復

原」為主題，邀請七個國家地區

學者與會交流對話，於2017年9月

11日至12日於屏東科技大學隆重

舉行。

體驗慈悲科技　感受慈善理念

「降低社區災害風險與災後復原」國際研討會於屏東科技大學圖

書館舉行，與會者與學者大合照。攝影／傅三財

與會學者參訪高雄靜思堂，志工分享賑災心得，並提供福慧床及

香積飯等慈悲科技產品，讓學者實際體驗。攝影／羅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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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以及油外洩事件就是例子。未

來應該將複合式災害風險評估列為

第一要務，制定一個將地震與海嘯

引發油外洩、浮油火災、爆炸及有毒

雲層、以及附近居民對緊急救災行動

的影響等，均納入災害管理計畫的考

量，並制定適當的災害管理計畫。

綠比卡博士以「透過培力建

構社區復原力：不同文化背景的社

區營造」的專題演講，提到災害對

環境的影響在二十世紀驟增，以風

險評估為基礎的防災政策與實務脈

絡，已將注意力轉移到「耐受力、

彈性、災後社會復原」的概念。綠

比卡舉臺灣的「社區營造」概念為

例，是東亞最受歡迎的社區規劃

概念之一，並影響政府社區治理規

劃。2011年紐西蘭基督城大地震，讓

中央政府對風險和應變管理上，更

加分權給地方，與社區合作進行恢

復決策，並採取社區領導行動，在

該次地震復原中，取得許多成就。

「降低社區災害風險與災後復

原」國際研討會於9月11日正式展

開，現場特別展示大愛感恩科技產

品，如香積飯、環保毛毯、太陽能

LED帽、太陽能LED拉桿後背包、

防穿刺白布鞋等相關救災和勘災配

備。當日志工也特地製作香積飯便

當，提供大會作為素食午餐，讓與

會人士實際品嚐慈濟特別為賑災所

研發出來的「香積飯」。

研討會開幕式由屏東科技大學

校長戴昌賢、澳洲查爾斯達爾文大

學教授羅錦福、慈濟基金會人文志

業發展處主任何日生、前屏東縣長

曹啟鴻發表致詞。接著展開專題演

講，首先由羅錦福教授講演「社區

發展與風險管理整合」，羅錦福具

備多國實地學術研究經驗，並多次

發表在聯合國人道救援工作的相關

論文。此次演講，羅錦福強調志工

在社區的經營，有助於創造以社區

為基礎的「降低災害風險」機能。

但要如何做到？則要將社區活動及

減少災害風險活動融為一體，就可

以發展出社區防救災的永續能力。

其中，具有社區發展專長的機構在

降低災害風險及災後復原，所發

揮的作用已愈來愈大。將社區活動

及減少災害風險活動的程序融為一

體，就可以發展出社區防救災的永

續能力，而能臨災不亂。而慈濟在

社區發展及降低災害風險活動中納

入「與地球共存」的帶動，可提升

社區環境信念。

京都大學教授安娜則提出「合

併天然與人為（複合式）災害的風

險評估與疏散撤離計畫」專題演

講，說明天然災害可能引發人為事

故因此稱為複合式災害（Natech），

2011年的311東日本大地震與海嘯，

在千葉縣和仙台所引發的多種複合

式災害，包括火災、煉油廠的爆

發展社區志工　儲備減災復原力

司，同仁楊竣翔詳細介紹賑災時常

用到的環保科技產品，如防穿刺

白布鞋、環保毛毯及太陽能LED帽

等，令大家嘖嘖稱奇。安娜教授學

習志工發放時的身段，向著紐西蘭

西頓顧問研究公司負責人綠比卡博

士（Dr. Ljubica Mamula-Seadon）彎

腰致上環保毛毯，模擬感受志工發

放的誠心；同時土耳其中東大學教

授艾絲‧紐瑞‧卡拉奇（Prof. Ayse 

Nuray Karanci）亦對由回收寶特瓶製

成毛毯的優良材質與舒適感，特別

感到好奇及讚歎。

行程南下至高雄慈濟靜思堂，

實際體驗慈悲科技的各項發明，如

慈濟賑災用的行動廚房、淨斯多功

能折疊床（福慧床），並且品嚐香

積飯；而後搭車前往會場。

接下來的慈濟相關專題演講

則由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

主任何日生，以及慈濟大學榮譽

教授許木柱接續發表，何日生主任

以「證嚴上人的慈善與實踐」為專

題，談到佛教的慈善來自佛陀的慈

悲思想、與我同一，他們的苦就是

我的苦，因此「無緣大慈、同體大

悲」、「感同身受」是其核心思

想。而上人的理念是付出無所求，

付出還要感恩；感恩能做一個幫助

他人的人。現場與會的學者對於上

人深刻的思想與慈悲的胸懷，感到

非常震撼與感動，並表達上人是將

宗教與行動融合在救災中。

許木柱教授則是以發表的「災

難援助與永續發展：慈善人類學的

觀點」，歸納出慈濟慈善援助的幾

項理念，並以印尼紅溪河整治及遷

村成功為例予以說明：

1、優先考慮：最迫切需要者

2、行動理念：付出無求

3、工作模式：合作分工

4、援助層面：安心、安身、安學

5、援助目標：增能與發展

6、核心價值：感恩、尊重、愛

此外，慈濟基金會慈善志業發

展處主任呂芳川以慈濟賑災經驗為

例，談及「災難救助與復原─

以慈濟賑災經驗為例」，分享志工

於第一時間投入賑災、膚慰受災

者，將慈濟的長情大愛灑播在世界

各處。呂芳川提及志工對災民愛的

行動，從災害急難期的陪伴、提供

熱食及醫療照護等，同時鼓勵災民

加入志工行列，讓災民從為人群的

付出中感受到尊嚴和喜悅，進而減

分享慈濟經驗　大愛感恩為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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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他們的災害創傷。因此，他更強

調：「災害症候群的最佳良藥，就

是接引當地災民當志工。」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高專邱國

氣接續分享「慈濟救災的組織動

員運作及志工功能與志願精神的

養成」，歸納出慈濟賑災的幾個特

點，志工平時遍布在社區中，因為

就近，動員力更大，不但走在最

前，更能做到最後；另外，慈濟賑

災已逐步發展為以當地或鄰近國家

地區的資源、志工參與為主，再跨

區到全國，甚或跨國動員，而且慈

濟是用大愛和世界相連，志工得以

不分宗教、地域、種族、膚色，去

關懷需要幫助的人。

邱國氣再提到，賑災濟貧是種

下消滅貧窮的種子，而難民關懷也

要種下消滅仇恨的種子。除了「不

忍眾生苦」的宗教情懷，也希望賑

災的過程能增進人與人的互信與互

愛；愛的力量相互感染，唯有人心

充盈大愛、感恩的精神，才能為世

界帶來和平與希望。

慈濟大學榮譽教授許木柱以印尼紅溪

河整治為例，闡述慈濟以大愛無私的精

神，融和種族、宗教的慈善作為。攝影

／余永源

慈濟基金會慈善志業發展處主任呂芳川

分享慈濟人如何投入災區，並且陪伴受

災者在付出中，有尊嚴且喜悅地走出陰

影。攝影／余永源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主任何日生

發表「證嚴上人的慈善思想與實踐」。

攝影／余永源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高專邱國氣發表「慈

濟救災的組織動員運作及志工功能與

志願精神的養成」，分享慈濟賑災的特

點。攝影／余永源

其他海外學者，如艾絲教授發

表論文「影響復原力的因素：從地

震倖存者的角度探討」，針對土耳

其1999年馬爾瑪拉（Marmara）地震

及2011年凡城（Van）地震的倖存者

各二十人及當地公家機關、非政府

組織團體等相關機構代表，進行個

別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訪談，發現

幾個重點：

1、倖存者認為提供臨時住宿是非常

積極和有益的。然而，帳篷在冬

季嚴酷條件並不適合。

2、對基本需求的援助也被認為是一

種心理上的支持。

3、獲取可信的信息是幫助恢復的要

素。通常在地震後，倖存者遭受

眾多信息轟炸，難辨真假。

4、社會的支持、家庭關係密切、當

地服務的志工、非政府組織都有

助於恢復力。

5、平等、和平及信任文化對於確保

恢復力至關重要。

印尼萬隆技術學院助理教授沙

特‧沙加拉（Prof. Saut Sagala）發

表「印尼火山爆發受災社區復原力

的比較研究」，對於印尼兩座火山

受災社區進行研究，發現個人、社

區、國家在社區復原力扮演重要的

角色，了解這些關係對規劃降低社

區災害風險政策是重要的。

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大

學助理教授馬丁‧斯穆特克（Dr. 

Martin Smutek）發表「水災經驗中

團結和生活世界／系統關係的影

響」，2010年捷克遭遇大水災，非政

災後陪伴復原 以愛尊重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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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組織和志工活動成為議題，但捷

克因為長期受共產政權統治，才剛

在轉換中，仍習慣以系統來處理事

情，而非生活世界的形式。他訪問

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發現，若在系統

性質的工作環境下，他們會變成系

統的操作者，只是做「支薪」的工

作非發揮貢獻的能力。捷克因為長

期受共產政權統治，要走上公民社

會還有很長一段路。

另外還有數位臺灣學者發表論

文，包括屏東科技大學社工系副教

授張麗珠與高雄市社會局社工師龔

聖淵共同發表論文「臺灣的災害救

助任務分工機制」。龔聖淵畢業於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系，現任職於高

雄市政府，主責轄區內各項災害救

助工作；曾參與莫拉克風災、高雄

氣爆等救災工作，及協助復興航空

澎湖空難及八仙塵爆高雄市受害者

後續關懷協助，與慈濟互動密切。

他們研究發現，各層級政府機關與

民間團體透過協同合作的機制共同

處理災害，落實平時的災害救助任

務訓練及熟悉任務分工機制，即使

是大型事件，藉由豐富的實務經

驗，均能快速掌控災害的情形，降

低災損程度。

屏科大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副教授徐文信亦發表論文「屏東縣

易淹水社區防救災工作之推動」，

提出屏東縣政府透過災害防、救之

合辦單位屏東科技大學與慈濟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一起合影。攝影

／吳瑞祥

相關計畫，輔導各鄉、鎮、市公所

建立災害防救計畫與標準作業程

序，進行防救災工作的協調、整

合、督導與落實。社區為災害防救

工作的第一線，於屏東縣內易淹水

地區共建置二十八處「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之成效。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助理研究員

蔡寧又發表論文「以學校作為社區

防災基地─學校與社區合作模式

之探討」，認為以學校作為社區防

災核心基地的觀念及做法，在國際

間逐漸被認同，並廣泛接受。

經過豐富的參訪行程及兩天的

國際學術研討，獲得與會者及海外

學者們高度的肯定。艾絲教授及沙

特助理教授皆表示，回國後將開始

教授慈濟相關的課程。另外，綠比

卡博士很肯定慈濟的慈善援助已具

備國際的高度。曹啟鴻先生則說：

「非常謝謝慈濟，長年累積下來的

賑災經驗，又運用很多科技救災，

這是非常寶貴的。」

研討會第一天有學員二百零九

人參與，包含屏科大師生六十人、

慈濟社工及志工五十人，其餘為網

路報名之專業人士；第二天學員人

數亦有二百二十五人。研討會後，

一百餘位社工師等專業人士申請時

數認證。

研討會結束後，因受到泰利颱

風可能襲臺的影響，臨時取消後續

前往花蓮的工作坊行程，安排海外

學者及屏科大教授轉往杉林慈濟大

愛園區參訪，並拜訪大愛村住戶，

聽他們訴說當年莫拉克風災的故事

和現在的生活點滴，學者對於大愛

屋的舒適設計，以及居民的人情味

感受深刻。

慈善援助經驗　共創與共享資源

研討會後安排海外學者參訪杉林慈濟大

愛園區，拜訪當地居民，了解莫拉克颱

風來臨時的災況，及現在的生活點滴。

圖片／慈濟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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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一早，因應颱風的預測路

徑變更活動行程，改為前往臺北

慈濟醫院參訪，學者對於醫院的

抗震設計及可自主發電維持兩週

供電，並且擁有如達文西機械手

臂系統等高科技醫療器材及技術

都讚歎不已。隨後，學者再前往

豪景酒店會議廳，參加受颱風影

響，從花蓮移往臺北舉行的「慈

濟專題工作坊」，由何日生主任

與宗教處同仁施雅竹、陳瑩芝、

潘翠微、陳量達，及慈發處同仁

何郁郁共同參與，全程以英文交

流慈善援助經驗。

施雅竹就菲律賓海燕風災的慈

濟援助行動，何郁郁則以厄瓜多地

震的慈濟援助行動，做更深入地

分享，學者對志工投入部分很有興

趣，提出許多相關問題，最後由何

日生主任等人一一回應。

與會者對於此次研討會及相關

行程皆表示非常滿意，期待未來

無論是學術或實際參與上，皆能

進一步合作，並尋找具體有益的

奉獻機會。屏科大社工系主任何

華欽會後感恩慈濟人的付出，讓

他們學到很多做事情的方法與效

率，也體會到慈濟人文對人的尊

重與關心。這次經驗讓他看到慈

濟人身先士卒，舉凡餐前的餐具

擺放等小細節，皆讓學生跟進學

習仿效，這是最好的身教。

此次研討會的舉辦，對於慈濟志

工、職工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能從外

部觀點檢視自我防救災經驗及能力；

過程中亦發覺海外學者正準備投入的

防救災的工作或理念，在上人的帶動

下，慈濟志工早已落實發展。

例如，羅錦福教授提出「志

工在社區的經營，有助於創造以社

區為基礎的降低災害風險的機能」

的觀點，早在二十一年前1996年賀

伯颱風過後，上人即推動「社區志

工」，呼籲慈濟人落實社區，就近

關懷鄰里；而羅錦福教授「在社區

發展及降低災害風險活動中納入

『與地球共存』的帶動」的想法，

也在上人於1990年在臺中新民商工的

公益講座，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的

講座後，即已開展。

另外，艾絲教授這位災後療癒

心理學家提到「社會的支持、家庭關

係密切、在當地服務的志工、非政府

組織都有助於恢復力；平等、和平與

信任文化對於確保（災民）恢復力至

關重要」這點，慈濟自從濟貧賑災以

來，即是以證嚴上人教導的「感恩、

尊重、愛」的態度進行發放，幫助災

民有尊嚴、自信地生活下去。2004年

更成立國際慈濟人道援助會，大力推

動人性化的慈悲科技研發，幫助災民

安頓災後生活、重建家園。

而蔡寧又助理研究員提出的

「以學校作為社區防災基地」概

念，也早在1999年九二一地震之後，

上人即提出地震時學校、醫院兩種

建築物不能倒，要能當災難時的避

難所。因此以高規格的鋼骨鋼筋混

凝土工法（SRC）援建希望工程學

校，及建設可抵芮氏規模七級以上

地震的醫院建築。

藉此次研討會的機會，慈濟

與海內外學者共同搭建國際救助的

研究平臺，並接引學者更加認識慈

濟。而如何在發生災難前，能做好

事先的防範，災難發生後，能把災

害降低並加快災後復原的腳步，已

成了慈濟與學者們未來持續互動發

展的課題。（彙編／蘇艷玲、楊美

燁、羅世明）

多元自我觀照　印證價值反思作為

研討會後進行深度交流慈善經驗，於臺北

豪景酒店舉行「慈濟專題工作坊」，由慈

濟基金會同仁與學者會談。攝影／吳瑞祥

研討會後安排海外學者參訪臺北慈濟醫院，了解醫院在災難發生

時的救災角色與功能。攝影／吳瑞祥



攝影者：徐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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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2017.01.01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1、2日於吉隆坡靜思堂舉行五場社區歲末

祝福感恩會，並結合吉隆坡慈濟國際學校建設基金籌募義賣，以

及推廣「111世界蔬醒日」。

 ◆ 2017.01.01 慈濟馬來西亞麻坡支會於昔加末同福冷氣飯店舉辦「愛心素宴聚

福緣」活動，為麻坡靜思堂籌募建設基金。

 ◆ 2017.01.01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於聖荷西志業園區舉辦二十四周年慶暨朝

山迎新年活動，近一百五十位志工參加；此慶祝方式始於2013

年元旦。

 ◆ 2017.01.07 新加坡慈濟志工7、8日於嘉龍劇院，首度以「佛教慈濟功德會

（新加坡）」名義舉辦五場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近六千八百人

參與。

 ◆ 2017.01.07 屏東縣政府邀約境內宗教團體各別舉辦「以愛為名‧全民添福」

祈福活動，其中慈濟屏東分會結合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於屏東縣

立體育館舉辦，並邀約民眾響應「111世界蔬醒日」。

 ◆ 2017.01.08 慈濟緬甸聯絡處於雅倫第四高中（No.4 Basic Education High 

School Ahlone）舉辦兩場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共一千五百多人

參加，為歷年來人數最多的一次。

 ◆ 2017.01.08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於林鎮藩酒樓舉辦兩場「茹素愛地球

──春節感恩聯歡素宴」，推廣「111世界蔬醒日」，並呼籲春

節慶祝不過度鋪張；其中備有十四桌清真素食。收入悉數捐作馬

六甲慈濟國際學校建設基金。

 ◆ 2017.01.08 慈濟印尼巴東聯絡處為援助2016年12月7日亞齊省地震受災民

總論年表

靜思精舍德 師父於

屏東縣立體育館，為

參加歲末祝福的鄉親

致送福慧紅包。攝影

／陳潁茂

眾，本日舉辦義賣會，共募得二億七千五百萬印尼盾（約新臺幣

六十五萬元）。

 ◆ 2017.01.11 警政署為感恩臺北市中正慈濟志工與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

（慈警會）志工，自2014年5月起，每月第一個週三到署內關懷

警政人員，本日致贈感謝狀予志工。

 ◆ 2017.01.14 法國慈濟志工於薩爾布里市（Salbris）舉辦社區歲末祝福感恩

會，邀請去年5月間遭逢水災的薩爾布里市、羅莫朗坦市、拉弗

爾泰聖西市居民共襄盛舉，並關心他們的復原狀況，共九十人參

加。此次為志工首度在巴黎以外區域舉辦，並全程使用法語進行

的歲末祝福。

 ◆ 2017.01.15 慈濟加拿大分會於麥斯劇院（Massey Theatre）舉行「2016年慈

濟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卑詩省多元文化廳長屈潔冰（Teresa 

Wat）於會中頒發感謝狀，肯定慈濟在地耕耘二十五年的貢獻；

分會於本年9月26日成立屆滿二十五年。

 ◆ 2017.01.18 「第二十二屆慈青幹部薪傳營」18日於花蓮靜思堂展開活動，參

與的慈青慈懿八十人、慈青學長二十人、慈青一百二十七人；22

日於靜思精舍進行圓緣。

 ◆ 2017.01.21 「2016年慈濟授證暨歲末祝福感恩會」主題「修福粒米藏日月‧

持慧毫芒有乾坤」，全臺含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場次，

自2016年11月3日至2017年1月21日共舉辦五十四場，由證嚴上人

主持，計為四千八百零八人授證，逾十一萬人參加。

 ◆ 2017.01.28 慈濟夏威夷分會舉辦「2016年慈濟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邀

請檀香山各道場、夏威夷遊客急難援助協會（VASH）、夏威

夷紅十字會等單位共襄盛舉，並舉辦素食義賣，共一百五十六

人參加。

慈濟加拿大分會歲末

祝福感恩會上，卑詩

省多元文化廳長屈潔

冰女士（左）頒發感

謝狀給慈濟，由加拿

大分會副執行長苗萬

輝（右）代表接受。

攝影／黃雅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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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1.28 慈濟美國中西合心區所屬芝加哥分會、印城聯絡處、底特律聯絡

處、辛辛那提聯絡點等十二個分支聯點的志工，28、29日於芝加

哥分會進行精進共識營，交流志業推展心得及年度計畫。

 ◆ 2017.01.29 慈濟巴西聯絡處舉辦「2016年慈濟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會中

分享定期偏鄉義診、濟貧發放及急難救助足跡，共三百八十八人

參加。

二月

 ◆ 2017.02.01 慈濟基金會為志業發展需要，是日起，秘書處調整為「公傳處」，

下設「公共關係組」及「數位媒體組」，由林弘展擔任主任乙職。

 ◆ 2017.02.01 慈濟菲律賓分會執行長楊國英、副執行長李偉嵩等人，前往曼達

盧永市聖米格爾大主教殿參加天主教跨宗教和諧早餐會，與天主

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代表進行交流。聯合國頒定自2011年開始，

二月的第一週為世界宗教和諧週。

 ◆ 2017.02.04 慈濟基金會4、5日於高雄市杉林大愛園區舉辦「救將！防救災科

學營」營前集訓，共二百二十七人參加。

 ◆ 2017.02.04 慈濟美國美西合心區大東洛杉磯和氣組隊，2月4日至3月18日在總

會志業園區舉辦四次人文真善美初階課程，共十九位志工參加。

 ◆ 2017.02.06 慈濟援助塞爾維亞過境難民關懷團利用6至8日的發放空檔，於希

德的庫布拉旅館（Cubura）為九位參與慈濟以工代賑的波士尼亞

人員進行學佛儀軌、行住坐臥禮儀教學。以工代賑始於2016年2

月，波國團隊與志工長期互動，認同慈濟理念，也發願到臺灣學

習志工經驗，遂促成此次課程。

慈濟菲律賓分會團隊

參加天主教跨宗教和

諧早餐會，副執行長

李偉嵩（站立者）向

與會的天主教、伊斯

蘭教等代表合掌致

意。圖片／菲律賓分

會提供

 ◆ 2017.02.11 多明尼加慈濟志工11、12日先後在聯絡處和拉羅馬那慈濟學校舉

辦新春祈福活動，並為拉羅馬那社區照顧戶舉辦茶會，感恩與祝

福所有護持志業的人。

 ◆ 2017.02.11 慈濟臺南分會舉辦「2017年臺南真善美互動多媒體製作種子及海

報編輯培育課程」，為靜思堂布展館的維護與創新培育人才，由

本會文發處副主任黃文欽等人協助授課，共一百人參加。 

 ◆ 2017.02.11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首次舉辦全英語新春祈福會，邀約不懂華語

的社區民眾與機關團體共襄盛舉，促進大家對慈濟的認識，約

一百人參加。 

 ◆ 2017.02.16 「2016年慈濟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主題「修福粒米藏日月‧持

慧毫芒有乾坤」，自2016年12月2日至2017年1月16日，在全臺共

舉辦二百二十一場，約十六萬人參與；臺灣以外場次於四十二個

國家地區舉辦，截至本日共三百五十場，逾二十三萬人參加。

 ◆ 2017.02.17 慈濟汶萊聯絡點舉辦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共七十人參加

 ◆ 2017.02.18 中國大陸陝西慈濟志工於西安仲德骨科醫院舉辦兩場新春祝福活

動，藉由演繹及分享，讓與會者了解行善、行孝的實踐之道。

 ◆ 2017.02.18 慈濟美國總會第六十三梯次海地關懷團18日在海外工程公司

（OECC）舉辦本土志工培訓暨新春祈福活動，培訓新志工的同

時，也凝聚資深志工的向心力，共二百二十人參加。 

 ◆ 2017.02.19 慈濟南非分會在會所舉辦新春祈福感恩會，約二百七十人參加。

 ◆ 2017.02.20 「慈濟南非德本本土幹部動、靜態研習週」20至26日展開，安排下

鄉訪視、社區供食點關懷、志工溫馨座談、幹部研習會等內容；

其中，德本第31次本土幹部研習會，25日在愛丁頓小學舉行，共

六百一十八人參加，與會本土志工包含開普省伊莉莎白港、威廉

王城、貢布計十人，以及納米比亞、史瓦濟蘭計三十八人。

慈濟援助塞爾維亞過

境及滯留難民，志工

於發放空檔，為參與

活動的波士尼亞人

員，舉辦學佛行儀等

培訓課程，指導問訊

打手印的姿勢。攝影

／陳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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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2.25 慈濟澳洲布里斯本聯絡處舉辦新春祝福暨聯合義診中心

（Inclusive Health Clinic）開幕典禮，與會志工、會眾共四百五十

人。該中心由慈濟澳洲分會與彌迦計畫（Micah Projects Inc.）弱

勢扶助組織合作成立。 

 ◆ 2017.02.25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為培育一批固定且擁有急救技能認證的

志工，邀請馬六甲聖約翰救傷隊25、26日在分會會所為二十位志

工教授急救課程。

 ◆ 2017.02.26 慈濟日本大阪吉田聯絡處舉辦祈福感恩會，約四十位會眾參加。

 ◆ 2017.02.26 慈濟智利聯絡處於帕德里烏爾塔多活動中心（Centro Padre 

Hurtado）舉辦新春祝福感恩會，共一百零五位會眾參加；部分

會眾捐出去年領養的竹筒，總計四百五十萬智利披索。 

 ◆ 2017.02.26 臺北市關渡慈濟志業園區將展開改建工程，慈濟志工2月26日起

每週日在園區佛堂進行朝山，祈祝工程順利；4月2日進行最後一

次朝山，並舉辦「愛在關渡」回眸組隊聯誼活動。

三月

 ◆ 2017.03.01 馬來西亞麻坡慈濟志工為籌建靜思堂，在新山古來雲來包點店舉

辦素食義賣活動，烏魯地南、哥打丁宜及新山等三地慈濟志工亦

到場助緣。

 ◆ 2017.03.04 慈濟馬來西亞芙蓉聯絡處於芙蓉皇家星光度假村舉辦慈善演

唱會，邀請藝人江夢蕾為馬六甲慈濟國際學校募款獻唱，共

一千六百位志工及民眾共襄盛舉。

 ◆ 2017.03.05 中國大陸四川、重慶慈濟志工首次在成都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

芙蓉聯絡處邀請歌手

江夢蕾小姐（白衣

者）為馬六甲慈濟國

際學校募款演唱，誠

邀會眾一起護持學校

建設。攝影／石忠財

舉辦志工研習課程，資深志工分享親身體會及實例，傳承慈濟慈

善人文。

 ◆ 2017.03.05 慈濟澳洲阿德雷德聯絡處於聖約瑟夫學校（S t.  J o s e p h’s 

School）舉辦新春祝福暨聯絡處五周年慶感恩茶會活動，共

二百二十八人參加；當天會員捐出認養竹筒計二千八百三十二點

八五澳元，全數捐作敘利亞難民援助使用。

 ◆ 2017.03.08 印度洋島國塞席爾（Seyche l les）副總統文森特（Vincent 

Meriton）於印尼雅加達參加環印聯盟（IORA）工商峰會後，參

訪慈濟印尼分會靜思堂。

 ◆ 2017.03.10 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10至12日舉辦中西部合心區慈青人文營，學

員分別來自密西根州立大學、密西根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聖

克勞德州立大學、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大學、愛荷華大學與伊利諾

伊大學香檳分校等地。

 ◆ 2017.03.11 慈濟印尼分會11、12日在靜思堂舉辦培訓委員慈誠暨見習委員慈

誠精進營，由執行長劉素美與副執行長郭再源為一百五十二位培

訓委員、四百二十八位見習委員別上志工名牌。

 ◆ 2017.03.11 慈濟基金會11、12日於臺南靜思堂舉辦「溝通、協調、創新──

展布種子實務交流研習營」，全臺九十三位志工參加，交流各道

場布展企畫、多媒體科技資源、布展優缺點分析等內容。 

 ◆ 2017.03.11 慈濟五十一周年慶朝山精進於3月11日在花蓮靜思精舍展開，截

至5月7日，全球七個國家地區逾二萬七千位慈濟志工，分別於

五十二個社區道場，舉辦六十五場次朝山。

 ◆ 2017.03.12 慈濟基金會12至24日參加「第六十一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

會」，並於15日以「女性──職業培訓的典範」為主題，舉辦討

論會，與其他人權組織、非營利機構等與會者進行交流。

慈濟五十一周年慶朝

山精進，志工在常住

師父引領下唱誦佛

號、三步一拜虔誠朝

山。攝影／柏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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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12 中國大陸四川成都慈濟志工舉辦社區志工研習課程，分享慈濟人

文與儀軌，增進行善理念與實踐環保生活。

 ◆ 2017.03.12 中國大陸四川慈濟志工於洛水慈濟服務中心舉辦見習志工研習課

程，分享慈濟人文與慈善理念。

 ◆ 2017.03.17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17至19日在吉隆坡靜思堂舉辦「2017

年國際慈濟人醫論壇──跨越醫療的愛（Healthcare Beyond 

Medicine）」，共十二個國家地區計九百一十八人參加；參與人

數中，百分之七十為非慈濟人醫會成員，會後有二百五十人報名

加入。

 ◆  2017.03.18 慈濟基金會對全臺慈濟志工進行電子化「慈善記錄系統

（CVRS）」研習課程，是日於臺中靜思堂首先舉行；該系統可

讓志工透過行動裝置查閱及上傳訪視記錄，讓志工及職工同步掌

握即時狀況，進而提升濟助效率。

 ◆ 2017.03.18 中國大陸北京慈濟志工於18、19日分別進行華北、東北地區的見

習志工培訓課程及志工培訓課程，學習慈濟人文。

 ◆ 2017.03.18 中國大陸四川省洛水慈濟服務中心於18、19日分別舉辦華西慈濟

見習志工研習課程及華西慈濟培訓志工研習課程，學員來自重

慶、四川、貴州、雲南、陝西、甘肅、青海、新疆等地，共同了

解慈濟歷史與慈善初衷，其中前進慈濟小學校長及老師七人參與

見習。

 ◆ 2017.03.18 慈濟北區第五聯區於新店靜思堂舉辦醫院志工基礎研習課程，安排

自我保護、服務須知、實況模擬劇等內容，共四百五十五人參加。

 ◆ 2017.03.18 慈濟泰國分會與榮董聯誼會在曼谷桑倫夜市（Suan Lum Night 

Bazaar Ratchadaphisek）舉行「援新芽基金愛心音樂會」，門票收

入全數作為「新芽助學」基金，共三百九十四人參加。

「2017國際慈濟人醫

論壇—跨越醫療的

愛」在吉隆坡靜思堂

掀開序幕，全球十二

個國家的醫療人員與

會，展開為期三天的

交流活動。攝影／林

振勝

 ◆ 2017.03.19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於慈濟廈門聯絡處舉辦本年度首次見習志

工研習課程，分享慈濟的人文與使命。

 ◆ 2017.03.19 中國大陸廣東慈濟志工於慈濟深圳聯絡處舉行見習志工研習課

程，學員來自廣州、東莞、珠海等地，共同學習慈濟人文，了解

責任與使命。

 ◆ 2017.03.25 慈濟加拿大列治文聯絡點暨教育中心舉辦三周年感恩聯誼會，共

八十一人參加。慈濟列治文互愛區2006年2月13日成立共修處，

2014年3月19日改為聯絡點暨教育中心。

 ◆ 2017.03.25 慈濟香港分會於靜思堂舉辦「晨鐘起‧薰法香」分享會，讓志工

交流聞法心得，以及如何克服生活中種種障礙持續精進的方法。

分會2014年2月24日在靜思堂與鰂魚涌環保教育站啟動薰法香，

2017年薰法道場增加天水圍聯絡處。

 ◆ 2017.03.25 慈濟臺北分會於新店靜思堂舉辦「2017年北區醫療志工精進研

習會」，安排醫療人文、婦科疾病認識和預防、如何陪伴關

懷患者等課程，以提升醫院志工的人文素養和醫學常識，共

一千四百三十二人參加。  

 ◆ 2017.03.31 中國大陸「2017華南人文真善美研習營」於3月31日至4月2日在慈

濟廣州天河聯絡處展開，由八位臺灣講師授課，學員來自海南、

湖南、廣西、廣州等地，共同學習專業知識，以記錄大愛足跡。

四月

 ◆ 2017.04.01 慈濟桃園分會於中壢志業園區舉辦人文真善美志工錄影實作課

程，邀請導演根旭星擔任講師，帶領志工進行錄影機設定與保

養、攝影構圖美學、多機作業實作、外拍、剪輯等課程。 

泰國分會及榮董聯誼

會共同舉辦「援新芽

基金愛心音樂會」，

新芽助學生受邀上臺

表演，為活動拉開序

幕。攝影／蘇品緹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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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02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辦公室副主任王運敬、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

等人，2至4日至梵蒂岡參與聖座促進人類整體發展部舉辦的「促

進人類整體發展」國際研討會，並發表演說，介紹慈濟志業精神

及全球推展概況；5日拜會該部部長彼得（Peter Turkson）、國際

明愛會秘書長米歇爾（Michel Roy），交流人道援助經驗，商議

未來可能的合作方向。

 ◆ 2017.04.02 慈濟緬甸聯絡處首次於岱枝鎮瑞那滾村為米會員舉辦志工研習

營，共四十四人參加。緬甸農村貧農響應慈濟竹筒歲月精神，在

每次煮飯前抓一把米存成米撲滿，用於濟助更貧困的鄉親，故稱

作「米會員」。

 ◆ 2017.04.03 慈濟五十一周年慶系列活動，花蓮本會3至20日在靜思精舍舉辦

《法華經》共修，全球十三個國家地區共四百零七個社區道場，

逾十一萬四千人次透過視訊連線參與。

 ◆ 2017.04.07 慈濟基金會7至11日在靜思精舍舉辦「2017年海外會務報告」，

讓各地志工交流經驗，擬定新年度目標，共二十個國家地區計

四百四十五人與會，並由十四個國家地區代表分享當地會務與志

業推動現況。

 ◆ 2017.04.07 新北市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全校師生約三千二百人，7至

28日分十六梯次到新店靜思堂進行校外教學，透過慈濟志工分

享，以及該校演藝科學生演繹《父母恩重難報經》，了解行善、

行孝的重要。

 ◆ 2017.04.08 臺南慈濟分會舉辦新進醫院志工教育訓練課程，邀請大林慈濟醫

院志工組團隊到場分享各科診特色及服務須知。

 ◆ 2017.04.14 慈濟馬來西亞吉打分會舉行慈濟五十一周年暨吉打分會二十周年

朝山活動，共四百八十人參加。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

林俊龍（左）於「促

進人類整體發展」國

際研討會演說後，和

與會的神父、來賓交

流互動。攝影／洪琇

美

 ◆ 2017.04.14 美國西點軍校中文班課程師生六十二人參訪慈濟紐約分會，認識

華人與佛教文化。 

 ◆ 2017.04.17 慈濟基金會邀請中國佛教會、慧日講堂、福智基金會等道場，包

括厚賢、聖立、性迪、Irked Tsering Lama、索朋、明光、性莊、

果恩、悟吉、明德、淨耀、見睹共十二位法師，參與〈爐香讚〉

唱誦樂音錄製，作為爾後中正紀念堂浴佛典禮使用。

 ◆ 2017.04.19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與紅十字會合作逾十五年，從急難救助到防

火宣導等，攜手關心社區民眾，本日獲頒「好鄰居獎（Good 

Neighbor Award）」表揚；該獎每年頒發，獲獎單位包含各行各

業，慈濟是唯一的宗教慈善組織。

 ◆ 2017.04.19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樂頓分校（CSUF）舉辦第十三屆年度社區

貢獻者頒獎典禮，慈濟美國總會獲頒社區夥伴傑出貢獻獎，由副

執行長蔡晉宏代表受獎。慈濟自2013年與該校語言治療溝通障礙

學系合作，提供學生志工服務學習平臺，四年來已有一百四十三

人參與過慈濟發放、義診、環保宣導等活動。

 ◆ 2017.04.20 慈濟五十一周年慶系列活動，花蓮本會在靜思精舍舉辦《藥師

經》共修，全球十五個國家地區共一百七十一個社區道場透過視

訊連線參與，總計逾九千人參加。

慈濟邀請十二位比丘法

師，至錄音室錄製〈爐

香讚〉，作為爾後中正

紀念堂浴佛典禮使用。

攝影／黃銘村

慈濟五十一周年慶，

在靜思精舍舉辦《藥

師經》共修，全球各

社區道場透過連線，

在常住師父帶領下齊

心唱誦經文。攝影／

羅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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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22 慈濟外語隊於新北蘆洲聯絡處舉辦二十五周年感恩會暨精進研習

營，共一百三十五人參加。

 ◆ 2017.04.23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舉辦年度第二次志工培訓課程，主題醫療志

業；慈濟新加坡分會副執行長趙信玉帶領團隊到柬國協助規劃課

程內容，並與當地志工一同擔任講師。  

 ◆ 2017.04.27 慈濟紐約分會參加華埠社會服務機構人力中心（China Manpower 

Project）四十五周年「扶困育才濟世情」晚會，並獲頒「無國界

社區服務獎（Service Without Borders Award）」。  

 ◆ 2017.04.28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災害多元化，慈濟基金會於靜思精舍召開防

災總指揮中心同仁教育訓練，研議作業流程、模擬災害應變，以

優化運作辦法和標準作業流程，各功能窗口代表共六十人與會。

 ◆ 2017.04.28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主辦、臺灣慈濟教師聯誼會團隊協辦的

「靜思語五段式培訓課程」，4月28日至5月1日在吉隆坡靜思堂

進行，內容分成靜思語教學種子教室（初階）、靜思語教案設計

工作坊（進階）、靜思語教學研討工作坊，共二百三十四位教育

功能團隊志工參加。  

 ◆ 2017.04.30 慈濟英國聯絡處於慈濟五十一周年期間舉辦首次朝山活動，地點

選於伍斯特郡莫爾文山丘（Malvern Hills），共十一人參加。

五月

 ◆ 2017.05.03 厄瓜多水患慈濟賑災團徵得曼納比省（Manabi）總主教羅倫佐、聖塔

安娜（Santa Ana）神父卡迪歐同意後，本日在聖塔安娜市教堂舉行

浴佛典禮，共八百五十人參加；典禮後，志工為災民發放祝福金。

英國慈濟人於莫爾文

山丘舉辦首次朝山活

動，眾人恭誦佛號三

步一拜虔誠朝山，祈

願淨化人心、天下無

災無難。攝影／王素

真

 ◆ 2017.05.07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於馬可比雅市蒙哈娜村（Monjaras）舉行浴佛

典禮，共八百六十人參加。往年志工以高麗菜布置浴佛臺，典

禮後發放，今年因菜價高漲，改以香積白飯及紅豆取代，發放給

二百位單親媽媽。

 ◆ 2017.05.07 新北市佛教會舉辦首屆「新北佛誕文化節」，本日於新北市市民

廣場進行浴佛祈福大會，慈濟志工動員一百零八人共襄盛舉。

 ◆ 2017.05.13 桃園慈濟志工首次在桃園市政府廣場舉辦浴佛典禮，約二千三百

人參加。

 ◆ 2017.05.13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奧莫克體育館舉行浴佛典禮，大愛村居民於典

禮中演出孝親劇，合唱自編環保歌曲，並以回收的礦泉水桶、

鍋子演繹鐘鼓齊鳴，向與會者傳達行善行孝的理念，全場約

一千二百人參加。

 ◆ 2017.05.14 慈濟五十一周年慶「佛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節合一浴佛典

禮，花蓮靜思堂場次由證嚴上人引領三千多位志工、社區居民及

慈濟志業體職工一同浴佛；臺中慈濟醫院及清水、高雄靜思堂三

地，逾一萬五千位志工及鄉親，同步以網路直播方式參與。

厄瓜多水患慈濟賑災

團在聖塔安娜教堂舉

辦浴佛祈福活動，志

工虔誠獻花香，引領

居民共同祈福。圖片

／美國總會提供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奧

莫克市舉辦浴佛典

禮，大愛村居民以礦

泉水桶、鍋子當鐘

鼓，大愛村栽種的竹

子當鼓棒，演繹鐘鼓

齊鳴。攝影／李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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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14 慈濟五十一周年慶「佛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節合一浴佛典

禮，全臺最大規模場次於臺北市中正紀念堂舉行，由四百二十一

位諸山長老、法師帶領大眾浴佛，約二萬五千七百人參加。

 ◆ 2017.05.14 慈濟奧地利聯絡點舉行浴佛典禮，德國慕尼黑三位及義大利米蘭

一位志工到場助緣，含當地會員共三十八人共襄盛舉。

 ◆ 2017.05.14 慈濟約旦分會於執行長陳秋華的自宅舉行兩場浴佛典禮，邀約安

曼及南薩兩地的敘利亞難民照顧戶參加，並帶動孩童為父母擦

手、奉茶，培養他們的孝親感恩心，共五十人參加。

 ◆ 2017.05.14 慈濟汶萊聯絡點舉行浴佛典禮暨孝親浴足活動，共三十七人參加。

 ◆ 2017.05.14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於卡西娜公園（Kissena Park）舉行浴佛典禮，

並結合志業成果攝影展、親子遊戲競賽與素食推廣，約一千人次

參加。

 ◆ 2017.05.14 慈濟加拿大分會於溫哥華邱吉爾中學（Sir Winston Churchill）舉

行浴佛典禮，約八百五十人參加；其中，溫哥華國會議員梅麗喬

（Joyce Murr）代表宣讀總理賈斯汀（Justin Trudeau）祝賀信，卑

詩省政府及大溫哥華地區七市市政府皆宣布本日為「慈濟日」並

頒發證書。

慈濟五十一周年慶浴佛典

禮花蓮靜思堂場次，由證

嚴上人領眾誠心禮讚。圖

片／花蓮本會提供

慈濟全臺最大場浴佛典

禮，在臺北巿中正紀念堂

展開，在民主大道廣場

上，眾人以今年慈濟創

辦五十一周年的「51」、

「T Z U C H I」、「竹

筒」、「歲月」等排出字

樣、圖形，展現慈濟人文

精神。攝影／蕭嘉明

 ◆ 2017.05.14 慈濟美國總會有感於核桃教育園區地處繁華的商業區，交通便

利，遂於園區舉行浴佛典禮，約一千一百人參加。浴佛前，另舉

行大愛蔬果車剪綵儀式，象徵從2016年11月開始試營運的大愛蔬

果車正式啟動。

 ◆ 2017.05.14 慈濟越南聯絡處於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舉行浴佛典禮，共

二百四十二人參加。

 ◆ 2017.05.14 韓國慈濟志工於仁川華美達飯店（Ramada Incheon Hotel）舉行首

次浴佛典禮，由朴東燮主持，引導參加的會員禮佛足、接花香，

共三十二人參加。

 ◆ 2017.05.14 慈濟馬來西亞新山支會於五福城廣場舉行浴佛典禮，首度邀得馬

來西亞佛教總會柔佛州分會主席釋禪亮法師蒞臨引領大眾浴佛，

約三千八百人參加。 

 ◆ 2017.05.14 屏東里港慈濟志工舉辦浴佛暨里港共修處啟用典禮，逾二百位鄉

親共襄盛舉。共修處位於屏東縣里港鄉鐵店村鐵店路34之28號。

 ◆ 2017.05.16 慈濟加拿大分會執行長何國慶等人受素里市議員麥克（Mike 

Starchuk）邀請，在市議會「多元文化諮詢委員會」中發表演

說，介紹慈濟緣起與志業理念與發展概況。

 ◆ 2017.05.20 慈濟基金會分別於20、27、28日在高雄、花蓮、臺中、桃園靜思

堂舉行國內防賑災研習會，以加強志工防賑災理念，並了解熟習

合心防災協調中心之運作，建立鄰近區防賑災互助及跨區支援之

默契。 

 ◆ 2017.05.20 慈濟莫三比克聯絡點舉辦浴佛典禮，並由本土志工演出結合當地

社會現象與《法華經》火宅喻、衣珠喻等佛法義理的戲劇，提醒

眾人精進修行去除習氣的重要，約一千六百人參加。

莫三比克浴佛典禮

上，志工演繹《法華

經》火宅喻、衣珠喻

等，提醒眾人去除習

氣的重要。攝影／查

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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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20 「2017年慈濟北區環保志工精進研習」分別於三重志業園區及蘆

洲靜思堂舉行，逾一千七百人參加。 

 ◆ 2017.05.21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首次於會所舉行浴佛典禮，共一百零八人參

加。柬國正值地區議會代議士選舉期間，不適合對外舉辦大型聚

眾活動。 

 ◆ 2017.05.21 慈濟德國慕尼黑聯絡處舉行浴佛典禮，邀約安身德國的國際難民

共襄盛舉，並致送結緣品及祝福金，參與者含跨國助緣的奧地利

志工共八十二人。 

 ◆ 2017.05.22 南非德本慈濟志工在深入本土志工專案第二十次下鄉訪視期間，

22至24日分別在伊莉莎白港提納哈（Tinaha）社區和威廉王城匹

頓（Peelton）、馬達肯尼（Madakeni）社區舉辦浴佛典禮。

 ◆ 2017.05.22 加拿大本拿比慈濟志工舉辦素粽義賣活動，22、23日邀集志工協

力完成訂單一千五百七十六顆粽子，所得全數捐作「藍天助學計

畫─愛心早餐」基金。 

 ◆ 2017.05.27 慈濟馬來西亞麻坡支會舉行靜思堂動土典禮，臺灣靜思精舍德

勷、德格、德淵師父等人到場獻上祝福；靜思堂用地位於金枝路

長發花園住宅區，由實業家姚坤亮捐贈。

 ◆ 2017.05.27 史瓦濟蘭慈濟志工27日於慈濟社區中心舉行浴佛典禮，並於28、

29日帶著宇宙大覺者前往九位照顧戶家中，為他們舉辦行動浴佛

暨家訪關懷。 

 ◆ 2017.05.27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邀請慈濟美國總會人醫會團隊為宏國醫療志工

舉辦培訓課程，共二十一人參加。 

 ◆ 2017.05.28 紐西蘭北島埃奇庫姆貝4月受熱帶氣旋重創，慈濟紐西蘭分會志

工本日前往當地舉辦第二次發放，並結合浴佛典禮一起進行；兩

場浴佛共二百三十六人參加。 

麻坡支會靜思堂動土

典禮，麻坡支會負責

人蘇瑞珠（右二）、

馬六甲分會執行長林

玉招（右三），以及

花蓮靜思精舍德格師

父（左一）、德淵師

父（左二）等人執鏟

動土。攝影／郭巧雲

 ◆ 2017.05.30 巴西波昂市市議會為感恩慈濟志工21日為該市居民舉辦義診，邀

請志工30日到議會接受表揚，頒發由市議長等十七人共同簽署的

感謝狀。

六月

 ◆ 2017.06.03 慈濟美國總會3、4日為七十八位培訓委員、慈誠，舉行培訓圓緣

課程。 

 ◆ 2017.06.03 慈濟美國總會慈善志業發展室團隊受紐約分會邀請，3、4日前往

波士頓聯絡處、長島支會與紐約分會交流慈善志業推動經驗，包

含總會目標、社區專案及國際賑災等內容。 

 ◆ 2017.06.03 慈濟五十一周年慶「佛誕節、母親節、慈濟日」三節合一浴佛典

禮，截至6月3日，臺灣舉行三百九十六場次，近十七萬人參加；

海外三十八個國家地區志工共舉行二百一十七場次，近十二萬

八千人參加。 

 ◆ 2017.06.04 慈濟印尼分會於印尼購物中心（Mall of Indonesia）三樓設置會

所，供雅加達東區志工使用，本日啟用。

 ◆ 2017.06.07 泰國社會發展暨人類安全部（MSDHS），與泰國社會救助委員

會在曼谷王子宮殿飯店（Prince Palace Hotel）合辦「2016年泰國

優良志工頒獎典禮」，表揚優良志工及團體，慈濟志工王鐘賢獲

得優良志工獎項；典禮原訂於2016年舉辦，因泰皇蒲美蓬駕崩而

延期。 

 ◆ 2017.06.08 「2017年慈濟全球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8至12日在花蓮靜思

堂，16至20日在三重、板橋志業園區舉行，共二十九個國家地區

計一千四百二十八人參加。  

 ◆ 2017.06.09 慈濟馬六甲分會自本日起，每月農曆十五日於靜思堂舉辦素食義

賣活動，所得用於馬六甲慈濟國際學校建設基金。 

 ◆ 2017.06.10 慈濟加拿大和氣二組隊10、11日於多倫多靜思堂舉辦見習、培

訓委員慈誠圓緣精進課程，共有五位培訓志工及十九位見習志

工參加。 

 ◆ 2017.06.10 慈濟北區教師聯誼會於三重聯絡處舉辦「2017大愛媽媽博覽會」研

習活動，北區、宜蘭、桃園、新竹等四合心區的大愛媽媽與教聯會

志工共八百零六人參加，交流走入校園推廣品格教育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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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6.11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會長林見松等六人，在結束商會會議後參

訪慈濟阿根廷聯絡處，了解志工如何將源自臺灣的愛心擴散到全

世界，並捐款一萬九千美元，護持阿根廷志業推展。 

 ◆ 2017.06.13 「2017年靜思人文精神研習營」13至15日在花蓮靜思精舍舉行，

共十個國家地區計三百零六人參加。

 ◆ 2017.06.13「2017年慈濟海外環保幹事精進研習」13至15日在臺中靜思堂舉

行，共十個國家地區計三百六十三人參加。

 ◆ 2017.06.13 「全球慈濟人文真善美研習」13至15日在桃園靜思堂、21至24日

在新店靜思堂舉行，共十七個國家地區計二百六十五人參加。

 ◆ 2017.06.13 臺中西屯慈濟志工舉行東大園區動土朝山祈福活動，共三百一十

人參加。

 ◆ 2017.06.15 慈濟巴西聯絡處舉辦華人志工培訓，參與慈濟志工與社區志工共

二十八人。

 ◆ 2017.06.17 慈濟南非分會德本國際志工團17至20日在納米比亞進行第五次跨

國關懷，考量該國對組織團隊運作的規範，志工於20日前往社區

議會遞交社區關懷工作申請信。

 ◆ 2017.06.18 慈濟桃園分會於靜思堂舉辦見習委員、慈誠培訓課程，共

一百八十人參加。

 ◆ 2017.06.21 「2017年靜思茶道、靜思花道海外專班」21至24日在彰化靜思堂

舉辦，共十九個國家地區計二百六十七人參加。

 ◆ 2017.06.23 「慈濟中區大愛媽媽十五周年感恩會」於臺中分會舊會所舉行，

苗栗、臺中、彰化與南投共二百五十人參加。

 ◆ 2017.06.25 美國加州莫德斯度慈濟志工於市民活動中心，舉辦「慈濟莫德斯

度聯絡處二十周年暨人醫會十周年感恩會」，共一百七十二人共

襄盛舉。 

臺中市西屯區東大

園區將進行動土，

三百一十位志工虔誠

朝山，祈求工程順利

平安完工。攝影／李

冠慧

 ◆ 2017.06.25 「雲嘉第十五梯新進醫院志工培訓圓緣」於大林慈濟醫院舉行，

共一百零六位志工完成課程。

七月

 ◆ 2017.07.01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推展慈善志業組織優化及永續發展，敦

聘顏博文為執行長，任期自即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顏博文為

前聯華電子執行長，曾獲第二十一屆「國家傑出經理獎」，以及

2016年「SEMI永續製造傑出領袖獎」。 

 ◆ 2017.07.01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第十一次協辦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

（IRC）公民入籍典禮，並為三十一位新公民致贈靜思語畫作月

曆，邀約一同關懷社會弱勢族群。月曆畫作是多倫多南區拘留中

心的受拘留人在閱讀《靜思語》後的心得創作。 

 ◆ 2017.07.01 慈濟新加坡分會藉第三度參加竹腳婦幼醫院災難演習的機會，首

次啟動賑災協調中心機制，演練賑災工作會議、物資人力調度、

新聞發布、災難諮詢中心設立、災難物資打包等工作，並安排志

工前往醫院協助陪伴、關懷家屬。    

 ◆ 2017.07.03 「2017年慈青心靈成長營」3至6日於花蓮靜思堂舉行，共

一百四十八人參加；第三天課程首次安排精舍路跑，取代往年的

步行尋根，以慶祝慈濟大專青年成立二十五周年。

 ◆ 2017.07.06 「2017年慈青幹部訓練營」6至9日在花蓮靜思堂舉行，共

一百二十九人參加。此次營隊首度安排校園服務學習課程，8日

在臺東關山桃源國中為該校學生舉辦「夢想大聯盟」一日營，讓

慈青幹部嘗試將環保及品格教育理念融入團康遊戲，累積陪伴低

年級生的經驗。

槍聲一響，全體參加

人員開始起跑，也宣

告第一屆「慈青精舍

路跑」活動正式開

始。攝影／潘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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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7.07 「2017年慈濟教育功能團隊合心共識營」7至9日在花蓮靜思堂舉

行，全臺各區兒童親子、慈少慈籃、慈青慈懿、大愛媽媽、教聯

會志工共六百一十五人參加。2015、2016年的營隊因受颱風影響

而停辦。 

 ◆ 2017.07.07 慈濟基金會宗教處職工施雅竹7至9日代表前往泰國，參加「亞洲

佛教及人道援助研討會」，在「如何加強社會力量」的主題中，

分享慈濟緣起與國際賑災的「以工代賑」經驗。

 ◆ 2017.07.09 印尼慈濟人醫會於靜思堂舉辦新進志工培訓，共十四位醫師、

十二位護理師、九位助產士及十位藥劑師參加。 

 ◆ 2017.07.11 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捐贈美金九萬二千七百元、臺幣九十七萬

一千五百元兩張支票，予慈濟基金會作為厄瓜多2016年強震後的

曼納比省（Manabi）卡諾亞鎮（Canoa）教堂重建經費，本日於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舉行捐贈儀式。

 ◆ 2017.07.12 亞洲教會青年宗教和諧培訓會（YATRA）認同慈濟跨越宗教、

種族的慈善援助行為，安排五十一位成員參訪印尼慈濟志業園

區，學習如何和不同宗教的組織合作，救助有需要的人。 

 ◆ 2017.07.14 慈濟馬來西亞吉打分會舉辦兩場二十周年慶音樂手語劇，超過

一千九百位志工及民眾共襄盛舉。慈濟吉打聯絡處成立於1997年

7月17日，並於2006年2月1日升格為分會。

 ◆ 2017.07.15 慈濟基金會7月15、16日與9月16、17日，在新店靜思堂舉辦兩階

段「第十一期環境教育師資培育」，計八十六人圓滿課程。培

育課程自2011年9月24日開始舉辦，截至第十一期，共有一千零

四十二位志工完成師資培育。

 ◆ 2017.07.24 慈濟基金會24至26日於花蓮靜思堂舉辦「2017年大愛幼教老師成

長研習營」，臺灣高雄、臺南、大林、臺北、花蓮及馬來西亞共

五十七人參加。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辦公室副

主任王運敬（右）致贈感謝

狀，感恩世界臺灣商會聯合

總會捐款支持卡諾亞重建，

由總會長林見松（左）、名

譽總會長李耀雄（中）接

受。攝影／林宗興

 ◆ 2017.07.25 紐西蘭南島胡魯努伊市長溫頓（Hurunui Mayor Winton Dalley）等

人，參訪慈濟紐西蘭分會，感恩志工在2016年11月14日的南島地

震後，前往災區膚慰災民，並發放現值卡。

 ◆ 2017.07.28 臺灣長風基金會二十位成員於訪問印尼期間，參訪慈濟印尼分

會，了解志工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推展志業的成功經驗。 

 ◆ 2017.07.29 印尼巴淡島慈濟志工29、30日舉辦大愛義賣園遊會，推廣素食，

並為巴淡靜思堂籌募建設基金。   

 ◆ 2017.07.30 慈濟馬來西亞霹靂支會舉辦慈善訪視工作坊，邀請檳城慈濟志工

到場分享經驗，共六十三人參與交流。

八月

 ◆ 2017.08.13 慈濟基金會與臺東縣政府在縣府文化處演藝廳合辦兩場《父母恩

重難報經》音樂手語劇，邀請慈濟減災希望工程學校、尼伯特颱

風後協助清掃學校，以及縣府代表、社區團體等共三百三十六人

參與演繹，宣揚孝道精神，吸引約二千三百五十位鄉親觀賞。

紐西蘭南島胡魯努伊

市長溫頓（前右四）

偕同夫人（前右五）

等人參訪慈濟紐西蘭

分會，並與志工合影

留念。攝影／張元聰

《父母恩重難報經》演繹

內容融入臺東在地原住民

特色，展現孝親不分種

族、宗教的精神。攝影／

廖文聰



年
表

總
論

142 143

51

回目錄回目錄

 ◆ 2017.08.13 慈濟馬來西亞霹靂支會新會所啟用，地址No. 13, 15 & 17, 

Persiaran Bercham Selatan 19, Taman Bercham Jaya, 31400 Ipoh, 

Perak.。

 ◆ 2017.08.20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於法拉盛市政廳公園舉辦吉祥月素食義賣園遊

會，推廣茹素護生觀念，也為慈善基金募款。 

 ◆ 2017.08.20 香港慈濟人醫會舉辦成立一周年溫馨茶聚，二十五位成員交流投

入社區服務的心得，並發願招募更多年輕醫護人員加入。人醫會

成立後，共舉辦五次健康講座、六次義檢，受惠人數約一千零

三十人。

 ◆ 2017.08.22 花蓮靜思精舍於農曆七月期間（8/22-9/19），舉行七月吉祥月

《地藏經》共修，全球十二個國家地區，計二百一十六處慈濟社

區道場同步視訊連線，逾六萬八千人次參加。 

 ◆ 2017.08.22 香港、澳洲、英國、美國、莫三比克等十六個國家地區的慈濟志

工，於農曆七月期間，因地制宜，以宣導蔬食減碳、行善行孝為

主，進行社區推廣，截至10月27日共舉辦一百九十五場愛灑宣導

活動、二百零五場祈福會，逾七萬人參加。 

 ◆ 2017.08.22 臺灣各區慈濟志工於農曆七月前夕，開始在例行的茶會、慈善

關懷等活動中，宣導吉祥月行善行孝、茹素護生、不燒紙錢的

正信觀念，並邀約鄉親參加祈福會，截至10月27日共舉辦一千

零二十三場愛灑宣導活動、二百零四場祈福會，逾二十三萬人

參加。 

 ◆ 2017.08.24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受邀參加「2017年華盛頓州獄政年會」座

談，分享在監獄推行靜思語的成功經驗，並與其他受刑人、更生

人關懷組織進行交流。

 ◆ 2017.08.25 臺北慈濟志工於東區聯絡處為永春國小教師舉辦教師環境教育研

習課程，由慈濟環境教育講師授課，共七十位教師參加。

 ◆ 2017.08.27 約旦哈希米慈善組織秘書長艾爾曼等三人，由慈濟約旦分會負責

人陳秋華陪同，27至31日到臺灣參訪慈濟志業體，並於30日前往

花蓮靜思精舍拜會證嚴上人。 

 ◆ 2017.08.28 中國大陸廣州慈濟志工受邀出席廣州市台資企業協會成立二十五

周年慶祝大會，並獲大會肯定慈善行動而獲頒「慈善愛心企業」

獎項。

 ◆ 2017.08.29 臺灣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二十五人參訪慈濟泰國分會，並隨志工

進行個案訪視關懷，學習志工服務經驗。

 ◆ 2017.08.31 慈濟馬來西亞麻坡支會舉辦「心蓮滿人間慈善晚宴」，為麻坡靜

思堂籌募建設基金，約一千三百人共襄盛舉。

九月

 ◆ 2017.09.01 慈濟基金會主辦、健行科技大學承辦的「無人飛行載具勘災與資

料處理研習營」，1至3日於該校舉行，以提升慈濟急難救助時勘

災、賑災的安全性與效率，共五十位學員參加。

 ◆ 2017.09.01 內政部「106年宗教團體表揚大會」，財團法人佛教慈濟功德會

以「社會教化」貢獻獲得表揚，由靜思精舍德寧師父代表領獎。

 ◆ 2017.09.02 慈濟美國總會號召全美九大合心區志工，2、3日分駐在購物商

場、中國城及慈濟會所等地，進行哈維颶風賑災街頭募款。

 ◆ 2017.09.02 厄瓜多慈濟本土志工得知哈維颶風重創美國後，2至9日主動發起

五場募款活動，共募得五千六百九十九點一三美元，全數捐作賑

災之用。

臺灣國際青年大使隨

著泰國慈濟志工訪視

照顧戶，學習如何關

懷弱勢個案。攝影／

蘇品緹

慈濟志工專注聆聽健

行科技大學助教（著

紅衣者）的無人機操

作說明，並進行實際

演練。攝影／彭珮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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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9.09 斯里蘭卡可倫坡慈濟志工為援助美國哈維颶風災民，9、10日分

別向照顧戶與曾參與慈濟義診的新發意志工募心募款，共募得

五千九百六十一點七五盧比（約新臺幣一千一百六十元）。

 ◆ 2017.09.09 慈濟美國總會、達拉斯分會、北加州分會合辦「Thousands of 

Helping Hands」慈善音樂會，邀請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於9月9日至

10月1日，在德州及加州進行五場表演，募得款項全數捐作哈維

颶風賑災使用；藝術團受慈濟感動，捐出德州兩場的演出費。

 ◆ 2017.09.10 慈濟美國總會於聖蓋博希爾頓酒店（San Gabriel Hilton）舉辦

「慈濟慈善感恩餐會」，安排哈維颶風賑災募款義賣，頒發獎

座感恩長期護持的個人或團體，並獲聯邦眾議員趙美心、加州

眾議員Eloise Gomez Reyes，以及洛杉磯第二區郡長代理人Salya 

Mohamedy、第四區郡長代理人Lynda Johnson頒發感謝狀；會中

視訊連線休士頓，讓眾人了解慈濟前線救災現況。

 ◆ 2017.09.12 慈濟加拿大分會協辦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IRC）公民入

籍典禮，司法部長Jody Wilson-Raybould的祝賀信中，鼓勵四十位

新公民以慈濟志工為榜樣，為社會、國家貢獻己力。 

厄瓜多卡諾亞本土志

工主動為美國休士頓

災民發起募款，卡諾

亞教堂的修女也共襄

盛舉，將一份愛心投

入竹筒。圖片／卡諾

亞志工提供

「Thousands of Helping 

Hands」慈善音樂會北

加州場次，23至24日

在庫菩提諾市Flint表

演藝術中心進行。攝

影／Anthony Wei

 ◆ 2017.09.22 紐西蘭韓國長青會（Korean Positive Ageing Charitable Trust）十四

位成員參訪慈濟紐西蘭分會，了解慈濟志業在當地的推展概況，

作為該會成員投入社區服務的參考。 

 ◆ 2017.09.22 美國德州洛克港市（Rockport）及亞瑟港（Port Arthur）政府為感

謝慈濟對該區哈維颶風災民的援助，分別頒訂9月22日、10月6日

為「慈濟日」；迪金森市（Dickinson）則訂9月為「慈濟月」。

 ◆ 2017.09.23 慈濟新加坡分會9月20日屆滿二十四周年，23日舉辦兩場慶祝活

動，並啟動第一階段「百萬好心人」招募行動，推出「元元不斷

‧募愛挑戰」運動，透過網頁及臉書粉絲專頁，邀約社會大眾日

存一元新幣，捐作慈善基金，援助在地弱勢個人和群體。 

 ◆ 2017.09.30 斯里蘭卡可倫坡（ C o l o m b o ）慈濟志工於漢班托塔

（Hambantota） 舉辦志工培訓營，為社區志工和有意參與志工活

動的民眾，說明慈濟志業理念，以及在斯國的援助內容。斯國志

工培訓過去皆由新加坡慈濟志工協力進行，本次首度由本土志工

獨力完成。 

 ◆ 2017.09.30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於靜思堂舉辦中南馬暨東馬慈青二十周年

慶，參與慈青、慈青學長、慈懿志工共六百三十六人。

十月

 ◆ 2017.10.02 菲律賓馬卡蒂市（Makati）救災防災管理委員會於臺灣考察期

間，參訪慈濟新店靜思堂，了解慈濟防、賑災機制。     

 ◆ 2017.10.03 「2017年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3至6日於花蓮靜思堂舉行，主題

為「兩千五百年前的誓約」，象徵慈濟人醫是揉合希波克拉底醫

者慈心、佛陀悲憫濟眾及孔子仁愛淑世的精神體現，共二十個國

家地區計四百三十四人參加。

 ◆ 2017.10.08 中國大陸慈濟深圳聯絡處舉辦見習志工研習課程，志工分組前往

羅湖、福田區，進行環衛工人入戶訪視，共關懷一百三十六戶。

 ◆ 2017.10.12 「2017年慈濟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於花蓮（10/12-

16）、板橋（11/19-23）、三重（11/19-23）及臺中（11/22-

26）靜思堂舉行，全球二十四個國家地區逾五千人參加，其中

一千五百九十九人受證。

 ◆ 2017.10.12 「美國四合一幹部精進研習」12至16日於花蓮靜思堂及靜思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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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美國九大合心區志工，以及參與觀摩的巴西、海地、巴拉

圭、委內瑞拉志工，共六百四十一人參加。

 ◆ 2017.10.14 慈濟菲律賓分會第三年舉辦健康綠生活（Fiesta Verde）蔬食義

賣博覽會，14、15日在巴石市（Pasig City）美特羅會議中心

（Metrotent Convention Center）開辦，邀得七十二家廠商共同推

廣蔬食，義賣金額全數捐作兒童助學之用。

 ◆ 2017.10.18 慈濟新加坡分會舉辦訪視培訓課程，邀集訪視志工交流關懷個案

經驗，並討論特殊個案陪伴方式，共三百七十人參加。

 ◆ 2017.10.20 「2017年傳承靜思法脈．弘揚慈濟宗門志業體同仁精進研習營」

20至22日於花蓮靜思堂舉行，臺灣四大志業體及美國、新加坡、

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等地共九百七十八人參加。此次營隊由慈濟

功德會法脈宗門總志業中心統籌規劃，也是四大志業執行長齊備

後首次舉辦。

 ◆ 2017.10.21 慈濟基金會10月21、22日，12月16、17日在臺南靜思堂，舉辦兩

階段的「第四期慈濟環境教育師資進階研習會」，全臺共二十三

位志工圓滿課程。 

 ◆ 2017.10.22 日本宮城縣名取市居民為感恩臺灣在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的援

助，在杉之袋南町公會堂舉辦「謝謝臺灣」感恩會，特別邀請慈

濟志工參加，並致送鄉親手製布娃娃，表達感恩之情。

 ◆ 2017.10.22 新北市亞洲形上揹水隊與慈濟因觀音山硬漢嶺步道淨山活動結

緣，希望能進一步認識慈濟志業和法脈精神根源，本日二十五位

隊員在志工陪同下，參訪花蓮靜思精舍與靜思堂。

 ◆ 2017.10.27 慈濟菲律賓分會27至29日於民答那峨島納卯市舉辦新進志工精進

營，共四十九人參加。

 ◆ 2017.10.27 「2017年中彰投港苗桃竹宜花東培訓委員慈誠尋根暨精神研習

日本宮城縣名取市的

小野幸三先生表示，

因為鄉親無法親自到

臺灣道感恩，所以邀

請慈濟志工參與感恩

會，接受他們的心

意。攝影／吳惠珍

會」，27至29在花蓮靜思精舍和靜思堂舉行，共五百五十四人參

加。

 ◆ 2017.10.27 苗栗慈濟志工於重陽節前夕進行法親關懷，走訪六十八位年逾

七十五歲的志工，關心他們的生活與健康狀況，並致送祝福禮。

 ◆ 2017.10.28 慈濟基金會首次於中國大陸舉辦華東區環保精進研習營，28、29日

於慈濟蘇州志業園區進行，志工相互交流在社區做環保的經驗，增

進了解慈濟環保人文，及環境保護意識，參與學員二百零五人。

 ◆ 2017.10.29 印尼建國思想指導委員會（UKP-PIP）認同慈濟不分宗教的大

愛精神，與慈濟印尼分會合作，在靜思堂舉辦國家習經院生節

（Hari Santri Nasional）慶祝活動，邀請伊斯蘭教、基督教、天

主教、印度教及佛教等團體，進行跨越宗教的藝術表演，共

七百六十人參加。

 ◆ 2017.10.29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舉辦「慈善真善美工作坊」，邀集一百四十六

位慈善幹事及志工，學習攝影、撰文、簡報製作及檔案整理等記

錄訪視個案的技巧。

 ◆ 2017.10.29 慈濟人醫會暨玉里慈濟醫院醫師李森佳，早年在家鄉高雄岡山行

醫，退休後投入花東偏鄉醫療服務，9月15日因癌症往生；10月29

日，慈濟志工在岡山志業園區舉行追思會，共四百九十一人參加。

 ◆ 2017.10.29 慈濟高雄分會舉辦二十三周年慶暨靜思堂啟用第十二年朝山活

動，共一千零二十五位志工及社區居民參加。高雄分會九如二路

舊會所於1994年10月31日啟用，現今會所高雄靜思堂於2006年12

月27日啟用。

 ◆ 2017.10.29 新竹本年度第四次慈濟教師研習活動，特別安排一場「大家一起

玩桌遊」課程，共二十七人參加，學習如何將靜思語教學和環保

議題融入桌上遊戲，提升校園學生的興趣。

慈濟人醫會志工李森佳

醫師為醫療奉獻一生，

往生後也如願捐出大體

成為無語良師，慈濟志

工與家屬在他的家鄉舉

辦追思感恩會，緬懷這

位人醫典範。攝影／許

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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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 2017.11.06 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第二十三次締約國大會（UNFCCC 

COP23），6至17日在德國波昂舉行。慈濟臺灣本會職工黃晟祐、

大愛臺氣象主播彭啟明及美國總會副執行長曾慈慧等人代表參與

周邊會議、記者會，與其他組織團體進行交流，並設攤推廣「111

世界蔬醒日」，以及介紹慈悲科技產品在國際賑災的應用。

 ◆ 2017.11.06 馬來西亞馬六甲公教中學安排二百一十二位預備班和初中三學

生，於6、16、22日分梯參訪慈濟馬六甲分會，學習人文禮儀與

正向服務態度。 

 ◆ 2017.11.11 高雄岡山慈濟志業園區十一周年慶暨大愛環保科技館啟用，館中

設有四臺縮小版機器，能為參訪者展示回收寶特瓶從切片、再生

塑膠聚酯粒、抽絲、織布的過程。園區另設有「巧藝工作坊」，

於9月17日啟用，有裁切、縫紉、拷克機器，能將再生布料製成

毛毯。

 ◆ 2017.11.12 慈濟新北市新泰聯絡處舉行培訓委員、慈誠培訓圓緣，共五十四

位培訓志工圓滿課程。

 ◆ 2017.11.13「第六屆佛教徒與基督徒對話國際研討會」13至16日在新北市靈

鷲山聖山寺舉行，對話主題「並肩走非暴力的路」。慈濟基金會

參與協辦，並由人文志業發展處主任何日生帶領同仁，在會中分

享慈濟法脈根源、慈善援助事蹟與人文真善美志工功能等內容，

與來自十八個國家地區的樞機主教、神父、修女、法師及專家學

者，進行交流。

大愛電視氣象主播彭啟明（左四）代表參與

「氣象無國界」記者會，與其他國家的氣象專

家、主播進行交流。圖片／宗教處提供

 ◆ 2017.11.14 中國大陸首屆海峽兩岸環保民間組織交流座談會由慈濟基金會與

中華環保聯合會共同舉辦，14、15日於廈門慈濟慈善志業中心以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共行環保社會責任」為主題進行交流，共

有十六個公益團體代表出席分享。 

 ◆ 2017.11.18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推動組織優化，邀請精實管理專家李玉

珍，18至21日在靜思堂為職工與志工授課，馬六甲分會亦派員參

與學習。

 ◆ 2017.11.19 慈濟臺南分會於靜思堂舉辦培訓暨見習委員慈誠培訓圓緣，共

八十位培訓志工、五十位見習志工圓滿課程。

 ◆ 2017.11.19 印尼慈濟人醫會於靜思堂舉行十五周年慶，並為一百零三位醫

師、護理師、藥劑師等醫療專業人員授證為人醫會成員。印尼慈

濟人醫會成立於2002年11月10日，當時會員三十四人，至今已達

九百二十六人。

 ◆ 2017.11.23 來臺參加「國際入世佛教協會第十八屆大會」的二十三個國家地

區共一百二十位法師和居士，本日參訪雙和聯絡處環保教育站，

了解慈濟環保緣起與推動概況。

 ◆ 2017.11.23 慈濟臺中分會結合志工專長製作《臺中靜思堂消防逃生教學

指引》影片，本日於第三梯「2017年慈濟海外培訓委員慈誠

精神研習會」中首次播放，讓與會志工了解靜思堂空間配置

與疏散路線；未來在大型活動開始前，都會播放影片，以維

護眾人安全。

「第六屆佛教徒與基督徒對話國際研討會」由

梵蒂岡聖座宗教交談委員會、天主教臺灣地區

主教團、靈鷲山佛教教團及世界宗教博物館主

辦，各國與會人士合影。攝影／黃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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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1.25 因應慈濟臺北分會12月搬遷新店靜思堂，毗鄰的臺北慈濟醫院諮

詢臺服務，將由北區諮詢志工共同承擔，本日在院內國際會議

廳，辦理諮詢志工教育訓練，共二百零二人參加。  

 ◆ 2017.11.30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推動組織優化，繼18日參與雪隆分

會精實管理課程後，30日實施首次辦公室5S管理（Seiri：整

理、Seiton：整頓、Seiso：清掃、Seiketsu：清潔、Shitsuke：素

養），並訂定未來每週五及週末持續進行。

十二月

 ◆ 2017.12.02 慈濟澳洲分會2、3日於靜思堂舉行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同時

為敘利亞難民募款，三場次共三百六十七人參加，募得澳幣

五千二百一十七點五元（約新臺幣十一萬八千元）。

 ◆ 2017.12.09 慈濟美國總會舉辦「委員慈誠暨志工精進日」，特別安排不記名

問卷調查，請志工評論美國會務推展狀況，並提出建言，作為未

來改善參考，共一百五十人參加。

 ◆ 2017.12.10 彰化慈濟委員慈誠四合一幹部合心共識研討會在靜思堂舉行，介

紹活動、培育、環保、訪視等各功能組隊的勤務內容與志工幹

部，以增進彼此認識，共四百三十五人參加。

 ◆ 2017.12.13 慈濟美國達拉斯分會志工受邀至達拉斯市政府，與所有為哈維颶

風災民提供援助的組織一同接受表揚。

 ◆ 2017.12.16 慈濟日本分會志工16、17分別在宮城縣東松島市矢本東市民中心

與石卷市鹿妻南交流中心，舉辦祈福感恩會，表達歲末祝福之

意，並關懷鄉親在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後的生活境況。

祈福感恩會後，伊藤

泰子阿嬤捨不得志工

離去，難掩失落，志

工予以擁抱膚慰。攝

影／吳惠珍

 ◆ 2017.12.17 高雄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有感於許多大型活動皆會使用多機錄影

方式呈現，為了提升錄影志工的構圖、穩定度，以及與導播的配

合度，遂結合社區歲末祝福彩排活動，舉辦首次多機錄影實作課

程，共五十二人參加。 

 ◆ 2017.12.18 慈濟海地會所倉儲於8月17日動工，本日美國慈濟志工進行建物

查驗，並完成完工驗收。

 ◆ 2017.12.22 慈濟臺北分會19至21日陸續搬遷至新店靜思堂（新北市新店區建

國路289號1樓），並於22日開始提供服務；舊址臺北市大安區忠

孝東路三段217巷7弄35號，改為大安區聯絡處。

 ◆ 2017.12.23 中國大陸北京慈濟志工於23至24日舉行三場歲末祝福感恩會。

 ◆ 2017.12.23 「2017年全球慈青日」23至24日在花蓮靜思堂舉行，十三個國家

地區的慈青、慈青學長、慈懿會志工共九百五十四人齊聚共修。

活動結束後，其中十一個國家地區共二百六十九人，續留靜思堂

至28日，參加「2017海外慈青慈懿幹部研習營」，交流年度會務

成果，並共識未來推動方向。

 ◆ 2017.12.23 慈濟高雄右昌聯絡點啟用，地址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812巷1號2

樓，由志工方漢武無償提供使用。

 ◆ 2017.12.23 慈濟泰國清邁府芳縣共修處啟用，會所由志工邱淑芬無償借用。

 ◆ 2017.12.24 中國大陸遼寧瀋陽慈濟志工舉行歲末祝福感恩會，並呼籲素食環

保愛地球。

 ◆ 2017.12.30 中國大陸湖北武漢慈濟志工舉行歲末祝福感恩會，於30、31日進

行三個場次，透過回顧年度慈善援助足跡，及分享自我成長，啟

發與會者的善念。

 ◆ 2017.12.31 中國大陸福建漳州慈濟志工舉行歲末祝福感恩會，本日至2018年

1月1日進行二場次，透過回顧慈善足跡，啟發善念。

共修處啟用剪綵儀

式，象徵將發揮道場

良能，服務社區，並

培育在地的志工種

子。攝影／林亮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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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2017.01.02 慈濟基金會於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市東川區舉行冬令發放儀式，

發放大米、食用油、棉被及禦寒衣物等物資，幫助二百七十四戶

鄉親溫暖度過寒冬。雲南省冬令發放始於2008年，志工年年以愛

送暖，並藉由協助鄉親搬運冬令物資返家時，關懷其生活情形。

 ◆ 2017.01.03 香港九龍區茶果嶺社區2016年12月29日發生火災，造成十間民宅

燒毀。慈濟志工勘災後，於1月3、5日先後發放急難慰問金、睡

袋、毛毯、圍巾及衣襪等物品。

 ◆ 2017.01.05 馬來西亞東海岸因雨季豪雨引發水患，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所屬檳

城、哥打巴魯及雪蘭莪等三地志工，於5至9日分別前往吉蘭丹州

的蘭斗班讓、巴士馬、道北，以及登加樓州的瓜拉登加樓，為災

民發放食物及生活用品。

 ◆ 2017.01.05 納坦颱風（Nock-ten）2016年12月25日重創菲律賓卡坦端內斯

省（Catanduanes），慈濟菲律賓分會志工前往該省聖安德烈斯

（San Andres）、巴托（Bato）、聖米格爾（San Miguel）及巴拉

斯（Baras）等地勘災後，於本日為一千零七戶房屋全毀的災民

發放急難救助金，提供每戶菲幣五千元現值卡。

昆明市東川區冬令發

放，志工協助鄉親搬

運冬令物資返家，並

關懷他的生活情形。

圖片／花蓮本會提供

菲律賓卡坦端內斯省

遭納坦颱風侵襲，慈

濟志工進行急難救

助，為房屋全毀的

受災戶發放現值卡，

讓災民至銀行兌換現

金。攝影／李佳美

 ◆ 2017.01.06 慈濟約旦分會6、7日於窪地倫、阿巴西及沙格拉等三地，進行貝

都因貧戶冬令發放，為二百九十六戶家庭送上大米、馬豆、茶葉

及食用油等生活物資。

 ◆ 2017.01.06 慈濟基金會於花蓮監獄舉辦法譬如水暨歲末祝福感恩會，由受刑

人參與經藏演繹，並透過沙畫方式詮釋佛教經典，以表達自身的

改變與懺悔。慈濟志工自2013年起入監關懷，舉辦讀書會，以及

茶道、花道等柔性課程。

 ◆ 2017.01.06 彰化慈濟志工自2006年起到老五老學堂鹿港分校，關懷陪伴長

者。1月6日是本年度首次前往關懷；3月3日，志工搭配鹿港土風

舞隊，以帶動唱方式，帶領老人活絡筋骨。

 ◆ 2017.01.07 花蓮慈濟志工在宜昌國小活動中心，舉辦宜昌、南昌社區關懷據

點歲末成果發表暨圍爐感恩會，並邀請與會的二百多位長者及家

屬響應「111世界蔬醒日」活動。

 ◆ 2017.01.08 中國大陸廈門慈濟志工約二百四十人分為六十組，針對海滄、集

美、同安等區七所學校的一百九十九位助學生，進行助學金入戶

發放，並關懷他們的課業及生活。

 ◆ 2017.01.08 慈濟基金會本日起在全臺舉辦四十五場冬令發放暨歲末圍爐活

動，共動員志工十萬零一千四百八十七人次，嘉惠慈善個案二萬

四千零七十九戶次。

 ◆ 2017.01.09 慈濟為協助敘利亞難民兒童就學，2015年在土耳其開辦滿納海學

校（Al Manahel School for Syrian Students）。該校於1月9日、2月

2日，分別在蘇丹加濟市Cebeci、Gazi Mah兩地設立第五校區及第

六校區，共有六百七十七位敘利亞難民學生。

 ◆ 2017.01.11 慈濟加拿大分會捐款予2016年5月亞伯達省林火重災區麥克默里

堡（Fort McMurray）公立學校學區及天主教學區，贊助推動災後

心理復健──「領導潛能（The Leader in Me）」教育計畫，是日

於靜思堂舉行捐贈儀式。

 ◆ 2017.01.11 屏東縣琉球鄉2016年遭莫蘭蒂颱風重創，慈濟志工為關心災民現

況，本日在當地舉辦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以及首次的冬令發放暨

歲末圍爐活動；時逢「111世界蔬醒日」推廣期間，志工擴大圍爐邀

請對象，包含全鄉低收入戶、獨居長者、環保志工與慈濟會員。

 ◆ 2017.01.11 花蓮慈濟志工一行二十六人，到自強外役監獄推廣「111世界蔬

醒日」活動，透過烹煮素食餐，以及分享畜牧業對溫室效應的加

成影響等方式，宣導蔬食救地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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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1.12 臺中巿北屯區慈濟志工首次參與北屯派出所新春送暖活動，協助

將白米等物資分送給社區三十三個弱勢家庭。

 ◆ 2017.01.14 泰國中部巴蜀府（Prachuap Khiri Khan）挽沙藩縣（Bang 

Saphan）因連續豪雨，發生水災。慈濟志工勘災後，14至19日為

鄉親發放熱食，服務約二千七百人次；其間亦進行兩天以工代

賑，帶動鄉親三百九十人次，打掃縣政府及學校。

 ◆ 2017.01.15 慈濟基金會年度冬令發放暨歲末圍爐活動，首次在新店靜思堂舉

行，邀請來自新店、文山和汐止等地的照顧戶、居家關懷戶與獨

居長者參加，並由臺北慈濟醫院五十位醫護人員提供義診服務。

 ◆ 2017.01.15 慈濟基金會於中國大陸江蘇省宿遷市泗陽縣進行冬令發放活動，分

別在新袁中學、穿城中學、王集中學、莊圩小學及霞飛中等專業學

校等地點發放大米、食用油、棉被及禦寒衣物等物資，幫助孤兒、

助學生家庭共六百戶；並與他們圍爐，提前歡度農曆年節。

 ◆ 2017.01.17 春節前夕，北區慈濟志工與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慈警會）志

工分別走訪警消單位，慰勞及感恩警消人員的辛勞；是日文山區

志工拜會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等八

個警消單位。

泰國巴蜀府挽沙藩縣

發生水患，慈濟志

工進行以工代賑，

帶動鄉親協助當地

學校清理校園，讓

師 生 儘 快 恢 復 上

課。攝影／ P h i s i d 

Hanpongcharoen

新店靜思堂首次冬令

發放暨歲末圍爐活

動，臺北慈濟醫院趙

有誠院長（濟承，

左）送上物資予照顧

戶，祝福大家平安過

好年。攝影／許金福

 ◆ 2017.01.18 花蓮慈濟志工於農曆年前至榮民之家怡心樓，為住在其中的行動

不便長者進行義剪，讓他們能清爽迎接新年。

 ◆ 2017.01.18 桃園中壢泰豐輪胎廠17日發生大火，波及緊鄰的中原豪景社區。

慈濟志工18日啟動為期三天的安心關懷，動員志工六十八人次，

致贈祝福禮給六十四戶家庭，慰問金予六戶；另送出一千個活性

碳口罩、三十個素菜包，給救災人員與民眾。

 ◆ 2017.01.19 中國大陸甘肅慈濟志工五人前往蘭州市城關區大沙坪村及紅山根

三村，關懷兩戶獨居長者，為他們送上新棉被並布置具年節氣氛

的裝飾。

 ◆ 2017.01.20 中國大陸陝西慈濟志工於安康市漢濱區進行冬令發放活動，提供

大米、食用油、棉被及禦寒衣物，共幫助鄉親八十四戶。

 ◆ 2017.01.20 慈濟基金會為臺東縣大武鄉愛國蒲部落的2016年9月莫蘭蒂颱風

受災鄉親援建永久住宅，本日於縣政府，在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共建

設處處長阿浪．滿拉旺見證下，由縣長黃健庭、慈濟基金會副總執

行長林碧玉共同簽訂「重建愛國蒲部落合作興建房屋意向書」。

 ◆ 2017.01.20 慈濟基金會在農曆年前於花蓮靜思精舍為照顧戶舉辦冬令發放暨圍爐

活動，除發放冬令物資外，亦安排義診、義剪、春聯揮毫等項目。

臺 東 縣 長 黃 健 庭

（左）、慈濟基金會副

總執行長林碧玉（右）

共同簽訂「重建愛國蒲

部落合作興建房屋意向

書」。攝影／陳仕杰

花蓮靜思精舍於1月20日舉

辦冬令發放暨歲末圍爐，

邀請弱勢家庭享用豐盛的

素食佳餚，席間並準備各

項演藝活動。圖為南昌社

區關懷據點的長者帶來原

住民歌曲合唱表演。攝影

／劉鴻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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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1.20 泰國洛坤府（Nakhon Si Thammarat）自2016年12月開始連遭

水患侵襲，慈濟志工自本日起至28日於朝榮帕吉縣（Chaloem 

Phra Kiat）宣鑾鄉（Suan Luang）設立熱食中心，服務一萬四千

零二十七人次；另於27日前往蘭莎卡縣（Lan Saka）踏滴鄉

（Thadee），為七十戶鄉親發放生活物資。

 ◆ 2017.01.21 慈濟印尼分會於本日起至3月26日，先後於雅加達慈濟大愛二

村、巴德曼干（Pademangan）、卡布河口（Kapuk Muara）及當

格朗縣德陸那卡鎮（Teluk Naga）等八個地區，為貧困居民共發

放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九份大米及食用油。

 ◆ 2017.01.23 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慈警會）於警政署施行「加強重要

節日安全維護工作」期間，舉辦慰勞送暖活動。新竹市團隊23日

走訪新竹市警察局，臺南市中西區團隊則於24日走訪臺南市警察

局第二分局轄區內各警消單位，致贈感恩禮品。

 ◆ 2017.01.24 臺南市政府與維冠大樓都更重建委員會於農曆年前，在

「20160206高雄市美濃區地震」倒塌的維冠大樓原址，合辦「迎

向希望擁抱愛」感恩餐會，慈濟基金會應邀出席，並致贈靜思精

慈警會臺南市中西區

團隊至警察局、消防

隊關懷辛苦執行工作

的警消人員，並致贈

春聯等結緣品予派出

所員警，傳遞全球慈

濟人的溫暖的祝福與

關懷。攝影／許翠卿

慈警會臺南市中西區

團隊至警察局、消防

隊關懷辛苦執行工作

的警消人員，並致贈

結緣品予中正分隊消

防人員，歡喜合影留

念。攝影／許翠卿

舍提供的發糕、福慧紅包及水果，給予受災鄉親和救災團體。

 ◆ 2017.01.24 泰國慈濟志工援助巴蜀府水患災民，於熱食發放及以工代賑結束

後，本日在挽沙潘學校（Anuban Bangsaphan School）為一千零

七十六位師生發放急難救助金，另在蓬巴灑鄉 （Phongprasart）

鄉公所，為三百四十八戶鄉親發放救助金與大米、食用油等生活

物資。

 ◆ 2017.01.29 泰國南部北大年府、陶公府及惹拉府自1月初開始豪雨成災，慈

濟志工於1月29日至2月5日期間進行勘災與籌備物資，並先為陶公

府阿布虎萊拉、達倫伊滿兩家孤兒院，各送上二百公斤大米、食

用油、糖、鹽，以及二千泰銖的應急金。2月6、8日，再分別為陶

公府馬累待鄉的伊斯蘭敬養院，以及榻拜縣（Tak Bai）夠沙通鄉

（Ko Sathon）約二百戶鄉親，發放毛毯、大米與食用油等物資。

 ◆ 2017.01.31 菲律賓甲美地市一處濱海漁村23日發生火災，造成近四百戶家庭

無家可歸。慈濟志工於31日為災民發放大米、生活用品、二手衣

物及毛毯。

二月

 ◆ 2017.02.01 慈濟美國北加州分會於貝拉海文小學（Belle Haven Elementary 

School）舉行第一學期全勤獎頒獎典禮，為六十二位全勤學生頒

發獎狀及新年紅包，此次志工為提升學生出席動力，將全勤統計

期間由學年改為學期，以鼓勵更多學生。

 ◆ 2017.02.02 馬來西亞沙巴環灘島（Pulau Mengalum），一艘載有二十八位中

國大陸旅客遊艇發生翻覆意外。亞庇慈濟志工接獲醫院通報後，

是日啟動關懷，協助傷者翻譯及準備生活日用品。

 ◆ 2017.02.02 菲律賓拉斯彬迎西市（Las Pinas City）塔倫多斯里（Barangay 

Talon Dos）一處貧民區發生火災，慈濟志工是日為二百二十四戶

災民，發放大米、睡墊及生活用品。

 ◆ 2017.02.03 德國、義大利、奧地利、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波士尼亞等六國

十九位成員，3至13日與塞爾維亞當地志工，共同關懷塞國境內

難民，分別探訪希德、歐普、普林斯博瓦其與阿德塞微西等地

難民中心，發放內衣褲及休閒服，並捐贈洗衣機、烘衣機予難

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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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2.04 汶萊斯里巴加灣市水上村落（Kampung Ayer）發生火災，

共有二十六戶房屋被燒毀。慈濟志工與政府福利部人員商討

後，於本日為災民發放急難慰問金及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

慧床）。

 ◆ 2017.02.05 泰國曼谷龍空娃灑潘社區（Rimklongwatsapan）1月27日發生火

災，五十一間房屋被燒毀，造成二百多人無家可歸。慈濟志工勘

災後，於2月5日發放食物及生活用品。

 ◆ 2017.02.06 荷蘭慈濟志工於恩荷芬市（Eindhoven）荷華老人住宅舉辦愛灑

茶會，與社區長者話家常，並分享健康新知及保健方法。

 ◆ 2017.02.08 菲律賓馬尼拉敦洛區（Tondo）巴洛拉社區（Parola Compound）

一處貧民窟7日晚間發生大火，燒毀約三千間房屋。慈濟志工出

動行動廚房，於8至10日為災民提供熱食；12日發放大米及生活

物資，幫助一千九百五十五戶。

 ◆ 2017.02.08 高雄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慈警會）展開走春活動，是日

走訪高雄市警消單位，慰勞警消人員在春節期間的辛苦，並感恩

他們守護人民安全。

 ◆ 2017.02.09 強烈寒流來襲，慈濟基金會關懷弱勢族群，即日起啟動全臺關懷

網絡，志工偕同社工師與醫護人員，關懷街友、獨居長者、照顧

戶等人，並為他們提供禦寒物資。

 ◆ 2017.02.09 慈濟基金會於高雄市湖內區的正意慈濟環保教育站開辦社區關懷

據點，進行老人共食、健康諮詢，及帶動唱、剪紙藝術等動靜態

課程，為顧及長者交通安全，志工組成「千歲專車」溫馨接送；

是日課程逾二十人參與。

 ◆ 2017.02.11 菲律賓慈濟志工接獲瑪曼華原住民（Mamanwa Tribe）羅伯特

（Robert Manalo）通報，請求援助貧困的家鄉族人，11日在羅伯

慈濟志工前往塞爾維

亞難民中心發放衣

物，考量冬季衣物換

洗及乾燥不易，另捐

贈洗衣機、烘衣機。

攝影／陳樹微

特陪同下，前往薩馬省瑪曼華部落探訪；17日為三十六戶居民每

戶發放六十公斤臺灣人道援外大米。

 ◆ 2017.02.11 慈濟菲律賓分會援助納坦颱風（Nock-ten）災民，志工11、12日

於馬林杜克省（Marinduque）發放急難救助金，提供每戶菲幣

五千元，幫助逾一千七百戶。

 ◆ 2017.02.12 中國大陸四川慈濟志工於成都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進行助學金

發放活動，金堂縣淮口鎮的受助學生與家長約一百人參與。

 ◆ 2017.02.13 一輛賞櫻團遊覽車2月13日晚間在國道五號南港系統交流道翻

覆，造成四十四人傷亡。慈濟志工當晚啟動關懷機制，於車禍現

場提供薑茶、麵包給救難人員，並為往生者助念；隔日分別前往

殯儀館與醫院進行助念及陪伴。關懷行動至3月30日止，共動員

志工三千二百七十九人次，發放慰問金予三十戶家庭。

 ◆ 2017.02.13 菲律賓計順市（Quezon City）達馬央拉基里（Barangay Damayang 

Lagi）一處違章建築區12日發生火警，逾四百戶居民受災。慈濟

志工13日展開急難援助行動，出動行動廚房提供熱食，並發放大

米、餐具、睡墊、毛毯及二手衣物。

國道五號南港交流道

發生遊覽車翻覆意

外，造成嚴重傷亡。

慈濟志工獲訊趕到事

故現場關懷，並為往

生者助念祈福。攝影

／徐啟衡

罹難者遺體被送到第

二殯儀館安置，慈濟

志工展開一對一的家

屬關懷，膚慰他們悲

慟的情緒。攝影／盧

瑩順



年
表

慈
善

160 161

51

回目錄回目錄

 ◆ 2017.02.16 屏東縣潮州鎮慈濟志工前往潮州警察分局，感謝警察在春節期間

堅守崗位，讓民眾安心過好年，並致贈蘋果、橘子，祝福所有警

察新的一年都能平安吉利。

 ◆ 2017.02.16 慈濟基金會為了在嘉義縣大林鎮推動長者關懷服務計畫「社區關

懷據點」，本日慈善志業發展處團隊在鎮公所舉行說明會，邀請

鎮長、里長及大林慈濟醫院醫護人員與會共識。

 ◆ 2017.02.18 中國大陸廣東深圳慈濟志工關懷華陽、智康特殊兒童康復中心，

運用團康、運動、閱讀等項目，與院童互動。

 ◆ 2017.02.19 納坦颱風重創菲律賓卡坦端內斯省（Catanduanes），慈濟志工

繼1月為房屋全毀家庭發放急難救助金後，2月16至19日為房屋

半毀的家庭發放每戶二十公斤的臺灣人道援外大米，共幫助

七千七百九十二戶。

 ◆ 2017.02.20 熱帶氣旋迪尼歐（Dineo）2月15日侵襲莫三比克，造成嚴重水

災。慈濟志工於20、27日緊急發放大米，幫助馬哈塔、勞蘭尼、

胡連尼、寇司達受、瑪雅吉尼及馬多拉等地災民，共計發放

八百九十六戶。

 ◆ 2017.02.21 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遭連續暴雨侵襲，其中聖荷西市於21日發

生水患。慈濟北加州分會展開援助行動，除協助紅十字會設置

避難所，並進行駐點服務，另依照每戶人口及住家毀損程度，

於3月4、5、8及12日發放一百至五百美元不等的現值卡，共幫助

五百七十九戶。

 ◆ 2017.02.22 慈濟屏東分會開辦樂齡學堂，每月第四個星期三上午九點上

課，課程內容包含「學員歡喜相聚」、「同歡唱逗陣熱鬧」、

「DIY樂齡動動腦」及「心素食儀顧健康」等，關懷社區老人

身心健康。

菲律賓慈濟志工再度

前往卡坦端內斯省賑

災，於大米發放現

場，帶動手語歌，膚

慰納坦颱風災民。攝

影／李佳美

 ◆ 2017.02.24 菲律賓馬拉汶市（Malabon City）凱特蒙里（Barangay Catmon）

及頓蘇亞里（Barangay Tonsuya）於2月8日先後發生火災，慈濟

志工於2月24日、3月1日分別前往兩地，為災民發放生活物資及

大米，共援助一千九百五十七個家庭。

 ◆ 2017.02.25 新竹慈濟志工首次前往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新竹老人養護中心

關懷，慰問院內一百七十多位住民。

 ◆ 2017.02.25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計順市巴松達莫地區（Pasong Tamo）發放臺

灣人道援外大米，幫助二千三百六十五戶貧困家庭；菲律賓副總

統羅貝多（Leni Robredo）亦到場慰問民眾，並向慈濟志工表達

感恩。

 ◆ 2017.02.25 美國德州中部地區19日遭龍捲風侵襲，造成民宅受損，慈濟志工

是日分別於聖安東尼（San Antonio）、奧斯汀（Austin）附近城

市，為災民發放現值卡及毛毯，共援助二十八戶。

 ◆ 2017.02.26 加拿大安大略省基慶納市（Kitchener）慈濟志工於查爾斯街男性

街友中心（Charles Street Men's Shelter）提供熱食服務，並進行首

次生活物資發放。

 ◆ 2017.02.26 中國大陸重慶慈濟志工三十六人前往大渡口區的仁頤和老年公寓

關懷長者，除了帶動團康，亦為過生日的住民慶生。

三月

 ◆ 2017.03.01 慈濟基金會即日起至12月，於高雄杉林大愛園區開設本年度樂齡

學堂，有書法班、陶藝班、國畫班等，免費為年滿六十歲長者提

供終身學習課程。

 ◆ 2017.03.01 中國大陸江蘇省1日突發大風，其中鹽城市阜寧縣出現十級風，

造成傷亡二十餘人；慈濟志工即時了解災情，並於2日前往阜寧

人民醫院、藍天賓館關懷傷者及罹難者家屬。

 ◆ 2017.03.01 慈濟緬甸聯絡處為清寒學子辦理課業輔導班，本年起援助對象擴

及高中生，志工聘請緬文、英文、數學、化學、物理、生物與經

濟等七位專科退休教師協助授課，並邀約大愛媽媽隨班關懷上課

狀況，於本日開課，共有二十八位學生。

 ◆ 2017.03.03 加拿大多倫多慈濟志工應多倫多阿拉伯社區中心（A r a b 

Community Centre of Toronto）邀請，參加該中心士嘉堡辦公室啟



年
表

慈
善

162 163

51

回目錄回目錄

用儀式，為約六十戶難民家庭發放大米、豆子、食用油及禦寒用

品等物資。

 ◆ 2017.03.03 辛巴威2016年遭逢大旱，2017年2月又受熱帶氣旋迪尼歐

（Dineo）影響發生水患，導致缺糧更加嚴重。慈濟志工3至5日

於重災區札卡（Zaka）發放二十三噸大米及五千五百瓶淨水藥，

幫助逾二千三百戶，並提供熱食予五千多人次。

 ◆ 2017.03.04 中國大陸甘肅慈濟志工邀約靖遠縣的十五位大學受助學生聯誼，

關懷身心狀態，讓他們感受慈濟大家庭的溫暖；並為其中四位學

生送上助學金。

 ◆ 2017.03.04 慈濟基金會輔導尼伯特颱風臺東受災農民種植紅藜，由慈濟科技

大學無償培訓農民栽種技術，並於收成後製成面膜、酵素等周邊

產品。是日，科大師生團隊、志工與鄉親，一同將產品送到靜思

精舍，與證嚴上人分享成功的喜悅。

 ◆ 2017.03.04 嘉義市興安街一戶二樓透天厝，2日發生火災，延燒兩戶民宅，

幸無人傷亡。4日，四十餘位慈濟志工前往關懷，並協助打掃火

災現場，發放慰問金予受災戶。

尼伯特颱風2016年重

創臺東，慈濟科技大

學無償輔導農民栽種

紅藜等高經濟效益作

物，師生團隊、志工

及鄉親分享成果，上

人肯定只要用心，就

能看見成就。圖片／

花蓮本會提供

加拿大慈濟志工於多

倫多阿拉伯社區中心

士嘉堡辦公室，為難

民家庭一一送上食物

包及禦寒用品。攝影

／朱家漢

 ◆ 2017.03.04 慈濟高雄鼓山聯絡處與高屏區慈濟人醫會合作，首次舉辦老人憶

能促進班，透過簡單體適能運動、講座等活動，幫助長者減緩或

預防失智，共有三十三位學員暨家屬參加。

 ◆ 2017.03.04 屏東慈濟志工籌備多時，選定在大武里活動中心開辦樂齡活動，

安排量血壓、健康操、糕點製作等，首日有四十三位長者參加；

8月5日圓滿，計有十一位長者全程參加。

 ◆ 2017.03.04 中國大陸湖南長沙慈濟志工於湖南中醫藥大學發放助學金予

六十三位學生，並以短劇及分享「環保十指口訣」等活動，傳達

環保觀念及落實資源回收的方法。

 ◆ 2017.03.06 日本東京慈濟志工前往代代木公園，為街友提供熱食服務，赴日

洽公的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亦參與發放，並關懷街友的健

康狀況。

 ◆ 2017.03.07 美國伊利諾州2月中旬遭龍捲風侵襲，造成部分房屋毀損，慈濟

芝加哥分會7、8日於渥太華紅十字會急難援助聯合中心設立受災

戶登記處，並於18日在市政府為三十三戶發放現值卡及毛毯。

 ◆ 2017.03.07 新北市永和區慈濟志工前往得和社區活動中心，為永元里長者舉

辦每兩個月一次的社區樂齡學堂暨長者共餐。

 ◆ 2017.03.08 慈濟基金會與臺東縣太麻里鄉香蘭村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成立

「慈濟香蘭村社區關懷據點」，並號召在地鄉親擔任志工，自本

日起，每週三以「環保回收護大地」、「陪伴關懷不孤單」、

「健康促進身體好」、「幸福共餐沒煩惱」為服務重點，為社區

長者舉辦活動。

 ◆ 2017.03.08 臺北市消防局三位消防員，二二八連假攀登花蓮南二子山，其中

一名李姓消防員失蹤；花蓮、北巿消防局及民間團隊展開搜救，

然因山勢險峻、天候惡劣，其間造成多人受傷及一名搜救人員不

幸溺斃。慈濟志工獲訊後展開關懷，8至10日動員四十八人次，

臺北市李姓消防隊員攀

登花蓮南二子山失蹤，

花蓮縣消防局成立救災

指揮中心全力搜救，志

工送上薑茶、熱湯，供

救難人員及家屬暖和身

體。攝影／羅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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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百五十份熱食與環保毛毯予搜救人員，並至醫院為亡者助

念，陪伴家屬。

 ◆ 2017.03.08 臺北市士林區慈濟志工關懷天母里長者，結合慈濟教師聯誼會、

大愛媽媽班與社區志工資源，在里民活動中心開辦樂齡學堂，安

排養生保健、健康韻律操、親手做蔬食、認識中藥等課程。本日

開課，計三十五位長者參加。

 ◆ 2017.03.09 中國大陸四川慈濟志工於什邡市七一中學進行助學金發放活動及

環保宣導，幫助三十九位學生。志工自2015年11月起每兩個月一

次於該校發放助學金，關懷清寒學子。

 ◆ 2017.03.10 桃園市龍潭區私立愛心長期照顧中心清晨五點左右發生火警，造

成四人死亡，十三人輕重傷送醫搶救。桃園慈濟志工獲訊後，透

過志工通訊網絡啟動關懷機制，於六點半前往國軍804、壢新等

醫院，陪伴往生者家屬及關懷傷者，並致贈慰問金。

 ◆ 2017.03.10 厄瓜多曼納比省（Manabi）卡諾亞鎮（Canoa）教堂2016年遭地震震

毀，慈濟基金會評估後決定援建，於本日舉行動土典禮；曼納比省

教區總主教羅倫佐、修女及社區居民等共約五百名來賓共襄盛舉。

桃園私立愛心長期照

顧中心發生火災造成

死傷，慈濟志工前往

醫院關懷，膚慰家屬

傷心的情緒。攝影／

詹秀芳

慈濟志工關懷、安撫失

蹤者家屬焦急的情緒，

並一路陪伴在他們身

邊。攝影／羅明道  ◆ 2017.03.11 中國大陸四川慈濟志工於成都慈濟志工培訓中心為三十七名大學

生發放助學金，並關懷學生生活與學習狀況。

 ◆ 2017.03.12 中國大陸廈門慈濟志工於慈濟廈門聯絡處舉辦助學金發放活動，

幫助來自二十六所小學至高中，共一百六十一位學生，並在互動

中紓解他們對於課業的緊張心情。

 ◆ 2017.03.12 慈濟新北市汐止聯絡處接獲大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社工聯繫，期

望志工能前往關懷老人家。志工經人力評估後，決議配合每月社

區訪視日前往關懷，並於是日動員十七人前去陪伴長者。

 ◆ 2017.03.13 慈濟基金會與花蓮縣吉安鄉慶豐社區發展協會合辦「慈濟慶豐社區

關懷據點」，每週一在慶豐活動中心，提供健康促進、長者共餐及

居家安全關懷等服務；另顧及長者安全，修繕活動中心廁所環境。

 ◆ 2017.03.14 關懷社區長者身心健康，臺北市慈濟志工與南福宮合辦「中正區

樂齡學堂」，上課地點擇在南福宮，邀約年滿六十歲長者參與，

是日開課。

 ◆ 2017.03.14 臺北市士林區慈濟志工受邀參與天玉里樂齡學堂，陪伴長者並提

供素食餐點；志工亦邀請眾人響應「111世界蔬醒日」。

 ◆ 2017.03.14 緬甸岱枝鎮13日發生芮氏規模5.1地震，造成房屋倒塌，二十多

人受傷，仰光慈濟志工於14日前往勘災，並至醫院慰問傷者，以

及為受災鄉親提供熱食便當。

 ◆ 2017.03.14 加拿大多倫多慈濟志工首次參與愛靜閣社區服務協會（Agincourt 

Community Services Association）發放活動，提供一百桶食用油予

難民家庭。

 ◆ 2017.03.15 慈濟臺北市東區聯絡處即日起開辦「南港樂齡守護健康守護愛」

活動，內容有帶動唱、教手語，甩手功、DIY做竹筒等動靜態課

程，用愛與溫暖陪伴長者。

慈濟協助厄瓜多卡諾

亞教堂重建，慈濟志

工與曼納比省教區總

主教羅倫佐、修女及

各界來賓，於動土暨

祈福典禮中歡喜合

影。攝影／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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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17 慈濟基金會響應政府長照政策，落實長者關懷。是日於臺中市清

水區高東里活動中心舉行社區關懷據點說明會，並安排量血壓、

帶動健康操等活動，計逾五十位長者參與。高東里社區關懷據點

於24日正式開課。

 ◆ 2017.03.18 屏東縣枋寮火車站旁大樓工地，17日傳出三名油漆工人中毒昏迷

意外；慈濟基金會社工師從網路新聞獲訊後，聯繫當區慈濟志

工，18日到醫院關懷並致贈慰問金。

 ◆ 2017.03.18 臺灣佛教慈濟基金會（馬來西亞）與亞洲航空公司（AirAsia）

繼2015年首次簽署急難援助合作協議備忘錄後，本年再度擴大合

作範圍，由原本僅限馬來西亞航線，拓展至旗下所有九家航空公

司，全球一百三十個航點，是日由慈濟雪隆分會執行長簡淑霞與

亞航集團安全總監林良田代表簽署協議。

 ◆ 2017.03.18 紐西蘭奧克蘭遭強烈風暴侵襲，慈濟志工獲民防局提供受災名

單，18日於伊甸山基督教守約者之家（Promise Keeper Mt. Eden）

發放急難救助金及食物包，共發放十二戶。

 ◆ 2017.03.20 慈濟基金會結合在地力量，關懷社區長者身心健康，提供健康促

進、幸福共餐等服務。是日，臺中市大甲區西岐里慈濟社區關懷

據點揭牌成立，並與西岐里社區發展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 2017.03.20 臺東縣海端鄉南橫公路邊坡維修工程，19日傳出一名工人從

高處摔落，送醫搶救仍傷重不治。是日，慈濟基金會社工從

新聞獲訊，立即了解現況，並由慈濟志工到院關懷家屬，致

贈慰問金。

 ◆ 2017.03.21 慈濟基金會致贈「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九十個予花

蓮縣秀林鄉公所，由鄉公所於災難來臨或活動舉辦時統一調度

使用。

慈濟與亞洲航空公司

擴大急難援助合作範

圍，雙方代表於3月18

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

靜思堂簽署協議備忘

錄。攝影／陳德銘

 ◆ 2017.03.21 德國、奧地利等地慈濟志工一行四人前往塞爾維亞，將募得的

十一個保溫桶及一千二百個鋼杯送至歐普難民營，並與難民委員

會商討後續援助事宜。

 ◆ 2017.03.22 臺中市烏日區一間家庭式加工廠，22日凌晨發生火災，一家四口

不幸往生。慈濟基金會社工師從網路新聞獲訊，聯繫當區慈濟志

工前往關懷，致贈慰問金；並於5月20日動員志工四十七人，協

助清掃火災現場。

 ◆ 2017.03.23 臺東縣大武國小地處沿海地區，氣候寒冷、風勢強勁，且學童多

為弱勢家庭，慈濟基金會為該校學童添購防風保暖外套，今日舉

辦贈送儀式，計一百三十五件。

 ◆ 2017.03.23 宜蘭監獄為推動素食，邀請宜蘭慈濟志工開辦為期三個月的「女

受收容人蔬食料理學習班」，是日舉行成果發表會。

 ◆ 2017.03.24 辛巴威哈拉雷市於迪尼歐（Dineo）風災過後，因民生用水遭污

染爆發傷寒疫情，慈濟志工接獲當地政府求援，於本日為疫情最

嚴重的海德克里夫區（Hatcliffe）居民發放六千多瓶淨水藥。

 ◆ 2017.03.24 慈濟菲律賓分會援助納坦颱風（Nock-ten）災民，於24、25

日第二度在卡坦端內斯省（Catanduanes）發放大米，共發放

三千四百三十八戶，並為每戶提供菲幣二千元的祝福金，以協助

災民重建家園。

 ◆ 2017.03.25 中國大陸北京、河北易縣等地慈濟志工一百二十五人，本日進行

易縣中學、易縣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助學金發放活動，共幫助學生

一百六十三人。

 ◆ 2017.03.25 中國大陸四川慈濟青年志工發起「希望『蒙』芽，愛在前進─

小太陽的微笑計畫」，定期於慈濟前進小學陪伴孩童培養好習

慣，是日首次進行該活動。

在「我的小紙條」課

程中，志工請小朋友

寫下「如果離開家

時想要帶走的三樣

東西」，了解孩子的

心理狀況，並透過互

相分享讓彼此更加熟

悉。攝影／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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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25 中國大陸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行助學金發放活動，幫助黃壚、東

方小學清寒學生，以及新區、工業園區等地照顧戶家庭孩童共

八十三人，另進行靜思語教學、環保宣導及茶道體驗。

 ◆ 2017.03.26 中國大陸天津、河北省唐山慈濟志工六十二人，本日進行唐山市古

冶區第二次的獎助學金發放活動，共幫助十九戶清貧家庭的孩子。

 ◆ 2017.03.26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慈濟志工是日前往奇爾美士市

（Quilmes）魯漢村（Villa Lujan），為貧困學子發放一百四十份

文具用品。

 ◆ 2017.03.26 慈濟印尼分會於當格朗縣德陸那卡鎮（Teluk Naga）舉辦發放活

動，為穆阿拉村（Desa Muara）、樂茉村（Desa Lemo）兩地貧

民，送上大米、乾糧及食用油，幫助三千二百五十戶。

 ◆ 2017.03.31 慈濟日本分會首次為清寒大專生提供新芽助學金，共十三位町田

設計專科學校學生獲得補助，本日於會所舉行頒發典禮。

 

四月

 ◆ 2017.04.01 慈濟加拿大多倫多支會舉辦新移民聯誼會，邀請敘利亞新移民家

庭至會所共聚話家常，並為孩童安排復活節彩蛋遊戲，體驗不同

文化的節慶活動。志工自2015年底起提供安身物資及長期陪伴方

式，協助新移民融入社區生活。

 ◆ 2017.04.02 日本關西慈濟志工首次於大阪市愛鄰街友收容所，舉辦熱食發放

活動，共幫助三百三十七人。

 ◆ 2017.04.07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棟公寓發生大火，當區慈濟志工獲悉趕往

火災現場關懷，提供早餐一百二十份及礦泉水予救災人員，並前

往醫院關懷傷者，及發放慰問金。

 ◆ 2017.04.08 中國大陸廣州慈濟志工於廣州中醫藥大學舉辦助學金發放活動，

是日活動設計讓一百零九位助學生分組，經志工叮嚀及說明注意

事項後，分別到廣東省中醫院進行志願者關懷服務，及在校園

宣導環保並進入宿舍區實作資源分類。該校助學活動自2005年開

始，因校方提出已無助學需求，此次為最後一次舉辦。

 ◆ 2017.04.08 慈濟阿根廷聯絡處志工前往聖塔菲省（S a n t a F e）乾河市

（Arroyo Seco），為1月份水災受災鄉親發放祝福金及毛毯，共

幫助二百二十八戶，並捐贈兩部輪椅予該市社會發展局，提供

民眾使用。

 ◆ 2017.04.08 智利聖地牙哥慈濟志工前往撒瑪利塔諾老人養護中心（Centro 

Samaritano），舉辦本年度首次關懷活動，安排賓果遊戲及剪

紙、彩繪等教學，與長者共度周末。 

 ◆ 2017.04.08 菲律賓慈濟志工與保和島殘疾人協會（Bohol Federation of 

Disabled Persons, Inc.）合作，為三十四位貧困鄉親免費裝配義

肢，本日由三寶顏慈濟大愛復健暨義肢製造中心人員前往醫院

（Ramiro Community Hospital）為鄉親服務。

 ◆ 2017.04.10 厄瓜多西部地區4月初豪雨成災，厄國本土志工珍妮弗‧瑞茲

（Jenyffer Ruiz）等人於10、13及15日，先後前往重災區曼納比省

維和港縣（Portoviejo）及聖塔安娜縣（Santa Ana）勘災。

 ◆ 2017.04.12 美國紐約皇后區艾姆赫斯特社區一棟公寓11日發生大火，慈濟志

工12至14日為收容中心的災民提供餐點，並於16、23日在會所發

放急難救助金，共幫助六十九戶。

 ◆ 2017.04.12 慈濟基金會與臺東縣政府合辦「莫蘭蒂災後大武愛國蒲永續社區

動土大典」，行政院院長林全、臺東縣縣長黃健庭及慈濟基金會

副總執行長林碧玉等人參與；重建基地選定遠離土石流潛勢溪流

危險區的土地。

 ◆ 2017.04.13 義大利佩魯賈（Perugia）慈濟志工邀約長期關懷的中國大陸籍新

移民，一起於難民中繼站舉辦愛灑餐會，安排包餃子、手語歌及

靜思語書籤製作等活動，陪伴難民歡度復活節。

 ◆ 2017.04.14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受熱帶氣旋黛比（Debbie）影響，發生水

患。雪梨與黃金海岸等地慈濟志工於14、21日分別前往湯保根

（Tumbulgum）、崆峒（Condong）及清德拉（Chinderah）等

地，為災民發放祝福金及生活物資，幫助一百九十九戶。

愛國蒲部落遷址重建

動土大典，於2017年4

月12日在援建預定地

舉行，行政院長林全

等人出席與會。攝影

／游錫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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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15 慈濟屏東分會高樹樂齡學堂舉行課程圓緣活動，進行測量血壓、

帶動手語等課程，並頒發全勤獎予十五位長者，獎勵他們六個月

來的參與。

 ◆ 2017.04.16 基隆巿安樂區慈濟志工首次將獨居長者關懷與每月訪視活動結

合，由資深志工帶領進行並傳承經驗，以提升訪視工作的專業

知能。

 ◆ 2017.04.16 中國大陸寧波慈濟志工16日於新芽人文少兒成長班進行課業輔

導、手作、畫畫及素食烹飪等課程。此班自2015年起為外來民工

子女成立，分別邀請高中、大學師生於週末提供課業輔導及人文

教育等課程，陪伴孩子成長。

 ◆ 2017.04.16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舉辦南靖縣助學金發放活動，藉由分享國

際難民生活、靜思語教學等，讓孩子學習感恩、珍惜、茹素與環

保惜物等觀念，計幫助五十七人。

 ◆ 2017.04.16 美國慈濟第六十四梯次海地關懷團抵達太子港，此行主要進行本

年度第一梯次大米發放，幫助南部省托北克市（Torbeck）、萊

凱市（Les Cayes）及大灣省傑洛米市（Jeremie）等地貧困居民，

計至4月底共發放二百六十噸大米。其中傑洛米市、萊凱市因

2016年10月遭馬修颶風重創，這是慈濟首次於兩地發放大米。

 ◆ 2017.04.18 花蓮縣吉安鄉慈濟宜昌社區關懷據點（宜昌福氣站）舉行周年慶

生會，長者充滿活力地表演舞曲，鄉長黃馨、宜昌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黃志源分別表示該據點的成立讓長者更健康快樂。該據點

澳洲慈濟志工於新南威

爾斯州湯保根社區中心

發放，趕在復活節前夕

為水患災民送上祝福金

及物資。小志工恭敬地

以雙手遞上毛毯，獲得

災民歡喜回應。攝影／

傅廉棋

於2016年4月19在吉安鄉宜昌社區活動中心揭牌，慈濟與吉安鄉

宜昌社區發展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隨後慈濟立即啟動廁所、坡

道、停車場等設施改善措施，志工也開辦樂齡學堂、幸福共餐等

活動，帶動長者走出家門，凝聚社區關懷力量，並在歲末年終之

際，邀請宜昌等各社區關懷據點的長者們圍爐聚餐，也展示他們

近一年來參加活動時所創作的作品，邀請大家一起同樂。

 ◆ 2017.04.19 慈濟基金會協助花蓮縣富里鄉富北國中改建老舊廁所，19日舉行

落成啟用典禮，慈濟教育志業執行長蔡炳坤到場參與。

 ◆ 2017.04.21 紐西蘭於4月4、13日先後遭熱帶氣旋黛比（Debbie）及庫克

（Cook）侵襲，慈濟紐西蘭分會志工分別於4月21日、5月28日在

重災區埃奇庫姆貝（Edgecumbe），為房屋毀損的二百九十一戶

居民發放急難救助金，並捐贈五十五部筆記型電腦及三臺電視予

受災的當地中學，做為教學之用。

 ◆ 2017.04.22 中國大陸北京慈濟志工至河北省易縣職業技術教育中心助學生家

中訪視，由二十二位職教中心老師陪同，共關懷六十九戶家庭。

 ◆ 2017.04.22 中國大陸北京志工於河北省易縣裴山鎮進行冬令發放前訪視，在

當地村幹部的陪同下，共關懷八十七戶長期照顧戶。

 ◆ 2017.04.22 中國大陸內蒙古赤峰慈濟志工一行十四人至敖漢旗惠州街道秀水

社區，分別訪視劉姓、熊姓照顧戶，並送上生活補助金與結緣

品，鼓勵個案勇敢面對生活苦難，早日康復。

 ◆ 2017.04.23 中國大陸廣州天河慈濟志工在會所為五十三位居住在信宜市的大

學生舉辦助學活動，透過包餃子、分享及發放助學金，讓助學生

感受家人般的關懷與祝福。

慈濟宜昌社區關懷據點

揭牌後，每週二上午聚

會，提供健康促進、幸

福共餐等，並成立環保

志工隊，帶動長者維護

社區環境綠美化。攝影

／鄭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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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23 慈濟馳援厄瓜多水患災民，由阿根廷、巴拉圭、美國、巴西、加

拿大、瓜地馬拉、多明尼加等七國三十六位慈濟志工組成賑災

團，前往厄國會同當地志工進行賑災，其中七位先遣人員於23日

抵達，其餘成員則分別於27、28日到達。

 ◆ 2017.04.23 桃園市青溪慈濟志工關懷恩澤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除探望長者

外，亦首次於該中心進行浴佛孝親活動，與長者溫馨互動。

 ◆ 2017.04.23 慈濟屏東分會在恆春環保站開辦樂齡學堂，是日開課，約三十位

長者參與。

 ◆ 2017.04.24 慈濟臺北中山聯絡處開辦樂齡學堂，首日課程為分享醫療常

識、帶動做瑜伽活絡身體等，並提供共餐服務，共五十四位長

者參與。

 ◆ 2017.04.24 厄瓜多水患慈濟賑災團於24、29日先後在聖塔安娜、維和港啟動

以工代賑，邀請居民清掃環境，至5月2日結束，共一萬七千九百

零九人次參加。

 ◆ 2017.04.24 慈濟印尼分會於雅加達丹戎布碌鎮（Tanjung Priok）舉辦大米

發放活動，志工與方濟各‧沙勿略教會（Gereja St. Fransiskus 

Xaverius）教友合力，幫助一千一百九十三戶貧困居民。

志工帶動助學生一起

包餃子，營造猶如在

家中輕鬆愉快的氛

圍，與孩子閒話家

常。攝影／劉南國

厄瓜多4月初豪雨成

災，洪水重創曼納比

省維和港及聖塔安娜。

慈濟於災區進行以工代

賑，帶動居民清理災區

垃圾及淤泥，以避免發

生傳染病疫情。攝影／

鄭維元

 ◆ 2017.04.27 智利慈濟志工前往瑪麗亞路易莎小學（Colegio Maria Luisa），捐

贈四十二套運動制服，幫助無力購買制服的學生，並送上文具用

品及玩具。

 ◆ 2017.04.28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災害多元化，慈濟基金會於靜思精舍召開防

災總指揮中心同仁教育訓練，研議作業流程、模擬災害應變，以

優化運作辦法和標準作業流程，各功能窗口代表共六十人與會。

 ◆ 2017.04.30 澳洲黃金海岸慈濟志工舉辦伊普市古納區（Goodna）本年度第一

次食物發放活動，共幫助六十三戶低收入家庭。市長保羅‧匹撒

索（Paul Pisasale）與副市長保羅‧塔利（Paul Tully）亦投入志工

服務行列。

 ◆ 2017.04.30 中國大陸慈濟廈門聯絡處志工二百二十七人，分組到廈門市共

一百九十四名助學生家裡，進行入戶關懷，並頒發助學金。

五月

 ◆ 2017.05.02 慈濟基金會與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更生保護會合作，2至4日

為受刑人舉行「母親節電話懇親暨孝親感恩祈福會」，讓受刑人

參與孝親感恩祈福會後，透過電話向親屬表達思念，約二千五百

人參與。

 ◆ 2017.05.03 厄瓜多水患慈濟賑災團於曼納比省聖塔安娜縣（Santa Ana）、維

和港縣（Portoviejo）為災民發放祝福金，依每戶人口數分別提供

三百、四百及五百美元，共幫助逾二千一百戶。

 ◆ 2017.05.05 來自義大利、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及荷蘭共四十二位慈濟

志工，於5、 6日為2016年義大利中部地震災民發放祝福金，幫助

慈濟為厄瓜多水患災

民發放祝福金。災民

持「祝福金領取單」

進入發放現場，領取

祝福金憑證券後，可

憑券至銀行領取現

金。攝影／鄭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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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蒂省萊奧內薩市（Leonessa）、奇塔雷亞萊（Cittareale）與阿

庫莫利（Accumoli），以及馬切拉塔省菲烏米納塔（Fluminata）

共三百一十戶。

 ◆ 2017.05.05 慈濟基金會與臺東縣政府於臺東縣關山國中，舉辦「慈濟基金會

援建臺東縣九校減災希望工程校舍捐贈暨聯合啟用典禮」，共完

成一百三十三間教室、五間幼兒教室、一棟餐廳宿舍樓、二棟多

功能活動中心及一棟舉重館。

 ◆ 2017.05.05 北區慈濟志工應金門監獄邀請舉辦浴佛活動，受刑人亦上臺以

手語演繹〈出泥蓮花〉，展現參與藥師經讀書會中的手語學習

成果。

 ◆ 2017.05.06 中國大陸湖南長沙慈濟志工至湖南中醫藥大學舉辦助學金發放活

動，共幫助五十二人；學生透過奉茶與手語演繹表達對師長與志工

的感恩。該校助學金發放自2013年起，累計幫助三百一十六人次。

 ◆ 2017.05.06 慈濟泰國分會於大城府舉行兩場新芽助學金頒發典禮，幫助曼

拍鄉（Banplub）、曼棒鄉（BanPaeng）、越勇鄉（WatYom）、

挽巴因縣（Bang pa-in）及帕棲縣（Phachi）等十個鄉縣，共

三百八十六位學生。

 ◆ 2017.05.08 約旦與臺灣慈濟志工一行十一人前往馬夫拉克市（Mafraq），探

訪由當地慈善組織為敘利亞難民孩童開設的進修學校，與校方簽

約援助該校一年租金，及為孩童發放文具用品，並代轉慈大附中

學生的祝福卡片。

 ◆ 2017.05.08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本日於馬可比雅市蒙哈娜村（Monjaras），舉

辦本年度首次大米發放，共幫助一千戶。

 ◆ 2017.05.11 花蓮慈濟志工藉由協助花蓮看守所辦理母親節懇親會的因緣，分

別為被告、受收容人與未成年及女性受收容人舉行浴佛活動；其

慈濟基金會臺東縣減

災希望工程，在關山

國中舉行聯合啟用典

禮，各校校長及來

賓、慈濟志工共同揭

牌，象徵九所學校建

築正式落成啟用。攝

影／陳仕杰

中受收容少年在志工引領下為親人奉茶、洗腳，並演繹「跪羊

圖」手語，以感懷親恩。

 ◆ 2017.05.14 慈濟南非分會於雷地史密斯溫莎高中，舉辦冬令發放及浴佛

典禮。

 ◆ 2017.05.15 高雄市前鎮區一處工地大樓發生火警並傳出爆炸聲響，導致十二

位工人受傷分別送往高雄市立小港醫院、阮綜合醫院等五所醫院

治療；高雄慈濟志工接獲通報，即由鄰近事故現場及醫院的志工

分頭前往了解需求與關懷傷者。

 ◆ 2017.05.17 法國巴黎慈濟志工前往十八區的喬治特阿吉特（George t t e 

Agutte）長者俱樂部，與長者提前歡度母親節，除安排古箏演

奏、手語歌演繹等節目，並分享2016年法國中部水患賑災回顧影

片及「竹筒歲月」故事，傳遞行善理念。

 ◆ 2017.05.18 菲律賓巴西市（Pasay）太陽谷區（Sun Valley）10日晚間發生大

火，造成一百八十戶受災，慈濟志工18日為災民發放大米、衣物

及日用品等生活物資。

 ◆ 2017.05.18 緬甸勃固省阿萊尼村昂特帝寺（The Aung Theikti Monastery）為

失依及貧困家庭的失學孩童辦學，因人數增加致空間不足，馬來

西亞慈濟志工一行十三人18日前往緬甸，與當地志工合力搭建四

間簡易教室，於22日完工。

 ◆ 2017.05.18 臺中慈濟志工暨慈濟教聯會老師共五十七人，前往法務部矯正署

臺中戒治所舉行孝親浴佛活動，由華雨精舍慧璨等四位法師帶領

逾二百人浴佛。

 ◆ 2017.05.19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護理之家清晨發生火災，造成四人死亡，逾百

位住民緊急撤離，五十五位傷者分送三家醫院急救；慈濟基金會

啟動社區通報機制，動員當區志工分別至各醫院關懷，並發放急

難慰問金。

花蓮看守所懇親會，

志工巧思安排浴足、

奉茶等孝親儀式，受

收容人向母親傳達懺

悔與感恩之意，母子

相擁泣不成聲。攝影

／柏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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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20 慈濟基金會分別於20、27、28日在高雄、花蓮、臺中、桃園靜思

堂舉行國內防賑災研習會，以加強志工防備災理念，並了解熟習

合心防災協調中心之運作，建立鄰近區防賑災互助及跨區支援之

默契。

 ◆ 2017.05.20 加拿大蒙特婁地區受到連續豪雨及融雪影響，發生水患。蒙特

婁及渥太華等地慈濟志工一行十七人，是日協助全球醫援會

（GlobalMedic）打包清潔用品，以提供災戶使用。

 ◆ 2017.05.20 美西慈濟志工於拉斯維加斯克拉克郡拘留所（Clark County 

Detention Center）舉辦靜思語讀書會，此次安排浴佛及繞佛活

動，邀請受收容人參與，透過虔誠、莊嚴的儀式，讓他們學習沉

澱心靈。這也是美西慈濟志工首次於獄所舉辦浴佛活動。

 ◆ 2017.05.20 巴基斯坦難民阿斯佛等人於泰國曼谷免費教授電腦平面設計，幫

助難民學習一技之長，因上課空間不足，向慈濟志工求援，慈濟

泰國分會自本日起，提供曼谷靜思堂場地，予以協助。

 ◆ 2017.05.20 美國密蘇里州4月底至5月初連遭大雨侵襲，造成半數地區發生水

災，慈濟聖路易聯絡處在紅十字會協助下，進行勘災並接受災

民登記求援，20日由芝加哥、聖路易兩地慈濟志工合作，分別於

屏東南門護理之家發

生火災，四名長者不

幸罹難，五十五位長

者送醫，慈濟志工趕

赴各院慰問關懷。圖

片／慈濟基金會宗教

處提供

美國密蘇里州遭洪水

重創，芝加哥、聖路

易慈濟志工於太平洋

市社區長青中心為災

民發放救助金，並以

溫暖的擁抱，祝福

他們早日恢復正常生

活。攝影／嚴靖華

太平洋市社區長青中心及聖路易慈濟會所，為災民發放急難救助

金，幫助一百九十六戶。

 ◆ 2017.05.21 委內瑞拉慈濟志工吳冉云於自家商店舉辦第十次發放活動，為

基沃爾（Quibor）玻利瓦爾小學（La Escuela Primaria Bolivariana 

Jornada Completa）二百二十六位貧困家庭學生，發放牛奶、麥

片、米漿粉及調味料等生活物資。

 ◆ 2017.05.21 泰國慈濟志工與慈青，結合暖武里護理學院、瑪希隆大學護理學

院兩校師生，共同關懷瓦保育幼院院生，除了發放生活用品之

外，並為孩子整理環境、清除頭蝨及進行衛教。

 ◆ 2017.05.24 緬甸岱枝鎮德巴村慈濟簡易活動中心於本日完成搭建，作為義診、

志工培訓、兒童人文課等活動的場地；響應米撲滿的鄉親每個月亦

會將平日所累積下來的愛心米，送至此地匯集，分送給貧病家庭。

 ◆ 2017.05.25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北路住宅，凌晨發生火警，造成一人往生、一

人嗆傷；慈濟志工獲訊趕往現場關懷，除了提供八十份早餐及飲

水，讓警消人員補充體力外，也為往生者助念，陪伴家屬並致贈

慰問金；志工動員五十二人次。

 ◆ 2017.05.25 慈濟基金會與新北市板橋區合作，於百壽里、聯翠里、雙玉里、

仁愛里、華德里等五里辦公處成立社區關懷據點，提供健康促

進、樂齡學堂、幸福共餐等服務，關懷照顧社區長者，是日舉行

揭牌及簽訂合作備忘錄。

 ◆ 2017.05.25 人安基金會主辦、慈濟基金會協辦的寒士慶端午活動，於慈濟鳳

山聯絡處舉行，提供義剪、供餐、量血壓、惜福物結緣品發送等

服務，讓街友感受過節的溫馨，幫助約二百六十人。

 ◆ 2017.05.26 慈濟自本年2月中旬起持續為塞爾維亞歐普難民營提供食物援

助，歐洲慈濟志工於5月26至28日偕同當地志工，前往關懷難民

塞爾維亞實業家塔瑪拉

（左二）等人發心捐贈

夏天衣物給過境難民，

並帶動當地青年參與發

放，親手為難民送上衣

服。圖片／慈濟德國聯

絡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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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狀況，並因應夏季來臨為難民發放夏裝，幫助約一千二百

人。此次發放的三千六百件夏裝全由塞爾維亞當地實業家塔瑪拉

等人捐贈。

 ◆ 2017.05.26 約旦慈濟志工於齋戒月前夕，前往安曼馬德巴地區（Madaba）關

懷貝都因貧戶，送上椰棗、芝麻醬、食用油和茶葉等生活物資。

此處照顧戶原居住於窪地阿布敦（Wadi Abudun），2016年因都

市計畫被迫搬遷，移居至此。同日，志工亦帶著物資至「慈心之

家」關懷三十四戶敘利亞難民家庭。

 ◆ 2017.05.26 臺北巿松山區慈濟志工為關懷社區六十餘位獨居長者，是日於松

山分局大禮堂舉辦「社區長者佳節歡慶關懷活動」，提早歡度端

午佳節；而未到場的長者，則由警察協助到府關懷。

 ◆ 2017.05.26 臺中巿南屯區慈濟志工至臺中監獄，為孝二工場及縫紉工場受刑

人首次舉行浴佛典禮，共約一百三十人參與。

 ◆ 2017.05.27 慈濟美西合心區2017年清寒獎學金是日於聖谷愛滿地聯絡處舉行頒

發典禮，本年共四十一位學生獲獎，其中有三十四位出席領獎。

 ◆ 2017.05.28 智利康塞普西翁省（Concepcion）佛羅里達市（Florida）1月下

旬發生森林大火，一百二十戶居民受災，其中四十九戶賴以維

生的農園付之一炬，但因房屋未損而未獲援助，慈濟志工勘災

評估後，是日前往發放馬達、水管及鋤頭等各式農具，以利災

民復耕。

 ◆ 2017.05.28 緬甸慈濟志工協助岱枝鎮瑞那滾村成立社區圖書室，讓因缺乏經

費而未啟用的圖書室活化，其中書本募集、空間布置均由慈青學

長帶動慈青籌辦，於本日正式啟用。

 ◆ 2017.05.28 中國大陸北京與淶源兩地慈濟志工28日前往河北省淶源縣白石山

鎮鬥軍灣村，由村幹部陪同入戶訪視，並於當晚舉行聯歡晚會，

提前與村民共度端午佳節。

 ◆ 2017.05.28 中國大陸北京、易縣慈濟志工28日至河北省易縣中學進行助學金

發放前的入戶訪視，由十一位老師陪同關懷七十三戶家庭。

 ◆ 2017.05.29 斯里蘭卡西南部因雨季豪雨發生水患，可倫坡慈濟志工前往卡

盧特勒區（Kalutara）因基立雅鎮（Ingiriya）勘災後，是日為近

三百位遭大水圍困的居民提供熱食。

 ◆ 2017.05.29 英國曼徹斯特慈濟志工於基石遊民日間照護中心（Cornerstone 

Day Centre）發放熱食及舉行浴佛活動，並邀請街友與該中心人

員一同為22日競技場爆炸案受難者祈禱。 

六月

 ◆ 2017.06.01 慈濟約旦分會於1至16日期間進行齋戒月發放活動，分別為

安曼、南薩、伊爾比德及窪地芬難等地照顧戶，送上食物及

生活補助金。照顧戶包括敘利亞難民、貝都因人及約旦貧病

家庭。

 ◆ 2017.06.02 菲律賓馬尼拉「雲頂世界度假村」2日凌晨發生攻擊事件，造

成三十多人往生，菲律賓慈濟志工聞訊前往殯儀館為罹難者

助念、關懷家屬；並與臺灣駐菲代表處共同協助臺籍罹難者

家屬處理後續事宜；臺灣慈濟志工亦應家屬要求，接力膚慰

與陪伴。

 ◆ 2017.06.02 臺灣1至4日受梅雨鋒面及西南氣流影響，造成多處土石崩落、道

路中斷及淹水災情，為「0601豪雨事件」。慈濟基金會2日上午

九時於花蓮靜思精舍成立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各區合心防災協

調中心也因應災況相繼成立，並展開勘災、熱食發放、清掃、訪

視等援助行動；截至30日動員志工逾六千人次。

 ◆ 2017.06.02 慈濟基金會晚上七時接獲臺北市社會局通報，內湖區西安里辦公

室安置近百位「0601豪雨事件」避難民眾，隨即動員志工至慈濟

內湖聯絡處備餐，並於九時左右送抵百份熱食及飲水。

 ◆ 2017.06.03 慈濟北區三合心區整合人力與資源投入「0601豪雨事件」賑災

行動，本日於基隆市、新北市三芝區勘災，並準備生活物資

包，清掃臺北市內湖區淹水社區，以及在內湖區大湖芳庭社區

設置服務中心。由於基隆北海岸、內湖社區淹水嚴重，土石沖

進家園，水退後留下滿室泥濘，北區慈濟志工連日協助居民清

掃，協同國軍弟兄、社區民眾、國立臺灣戲曲學校師生等，齊

心為災民清掃家園。

北臺灣因致災性梅雨

鋒面影響，造成嚴重

淹水災情，內湖慈濟

志工挽起衣袖，與住

民、國軍弟兄合力搬

出大件泡水家具，

幫忙受災住戶清掃家

園。攝影／黃鳳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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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6.03 因應「0601豪雨事件」災情，雲林縣慈濟志工前往大埤鄉、斗南

鎮勘災，並應大埤鄉公所要求，提供八百三十個便當；嘉義縣志

工前往大林鎮勘災，在陳井寮送出六十個便當。

 ◆ 2017.06.03 臺中市豐原區源豐路一民宅3日傳出火警，慈濟志工到場關懷，

並受豐榮里長請托，於24日協助清理燒毀的住家，讓屋主能順利

重建家園。

 ◆ 2017.06.03 中國大陸廣州慈濟志工至廣州市白雲區鐘落潭訪視照顧戶，送上

結緣品、補助金與祝福。

 ◆ 2017.06.04 斯里蘭卡卡魯塔拉縣帕林達努拉區5月26日因大雨發生土石流，

慈濟志工30日關懷被撤離的災民，是日於威迪亞班達拉學院臨時

安置中心發放毛毯、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以及餐廚用

品與白布，共幫助四十四戶。

 ◆ 2017.06.04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於檳城靜思堂，舉行第十三屆第一梯次新芽助

學金頒發典禮，幫助三百二十二位清寒學生。

 ◆ 2017.06.04 慈濟基金會關懷「0601豪雨事件」受災鄉親，本日動員志工展開

安心家訪行動，截至17日，關懷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彰化

北臺灣梅雨鋒面釀

災，基隆市安樂區基

金一路嚴重淹水。慈

濟志工進入地下室，

協助受災鄉親清理淤

泥時，被泥漿濺到眼

睛，趕緊用礦泉水清

洗。攝影／王祝明

斯里蘭卡帕林達努拉

地區5月下旬發生土石

流，慈濟志工前往發

放毛毯、福慧床，讓

暫時在學校避難的災

民能好好休息。攝影

／林翠蓮

縣、南投縣及雲林縣等地一千一百四十五戶受災鄉親，發放慰問

金四百三十戶。

 ◆ 2017.06.06 慈濟因應「0601豪雨事件」賑災行動隨著災情平緩，6日解編

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各區協調中心亦相繼解編，熱食發放、

居家清掃等後續援助工作回歸社區依需求持續進行。

 ◆ 2017.06.06 慈濟基金會與宜蘭縣五結鄉三興社區發展協會合作社區關懷據

點，是日開課，提供樂齡學堂、長者共餐、健康促進等服務，約

五十位長者參加。

 ◆ 2017.06.07 新北市五股工業區一家月子餐工廠發生氣爆，傷者分別送醫救

治，當地慈濟志工獲訊啟動社區關懷機制，除了在事發現場了解

狀況，亦前往醫院關懷傷者及家屬。

 ◆ 2017.06.09 慈濟基隆聯絡處舉辦「警消民一家親」溫馨聯誼活動，邀請基隆

市現職消防人員、眷屬及退休消防人員與會，並由消防人員分

享「0601豪雨事件」中的救災案例，提醒防災重要性，與會者逾

二百人。

 ◆ 2017.06.10 為關懷臺北市內湖區大湖里「0601豪雨事件」受災鄉親，由大湖

芳庭社區管委會主辦、慈濟內湖聯絡處協辦「愛在大湖祈福晚

會」，晚間於該社區中庭舉行，約五十位居民參加。

 ◆ 2017.06.10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一行二十六人前往南靖縣發放助學金，有

別以往在會所發放的模式，首度進行入戶發放，共關懷三十八戶

家庭。

 ◆ 2017.06.10 花蓮縣豐濱鄉10日發生直升機墜毀事件，機師張志光、導演齊柏

林、攝影助理陳冠齊三人不幸罹難，慈濟基金會獲報即啟動關懷

機制，靜思精舍師父與慈濟志工為亡者助念及關懷家屬；而後大

慈濟志工前往內湖區

內溝里進行安心家

訪，挨家挨戶送上證

嚴上人慰問信函及

安心祝福禮給受災鄉

親。攝影／劉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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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6.13 南投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慈警會）志工13、14日分別至

南投縣警察局、南投分局、中興分局等單位，致贈象徵「平安就

是福」的蘋果，並進行每月量血壓活動，提前慶祝警察節。

 ◆ 2017.06.13 北區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慈警會）、宜蘭慈濟志工及人

醫會志工，前往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隊舉辦愛灑活

動，疏解他們年初面對國道遊覽車翻覆重大車禍，及平時繁重勤

務的心靈壓力。

 ◆ 2017.06.13 桃園慈濟志工於矯正署桃園監獄舉辦「慈悲水懺啟心門」愛灑活

動，帶動受收容人排練〈業障〉及〈果報障〉手語演繹，是日首

次演繹，至9月11日共演繹八場。

 ◆ 2017.06.13 菲律賓南部棉蘭佬島馬拉威市（Marawi）5月23日爆發武裝衝

突，當地居民撤離至各地安置中心避難。慈濟菲律賓分會接獲

菲國副總統辦公室請求物資援助，是日捐贈一千條毛毯，送往

卡加延德奧羅市澤維爾大學（Xavier Univeristy），由該校志工發

放給在當地避難的居民；另透過伊里甘市（Iligan）華商發放一

萬六千四百公斤臺灣大米及八百二十張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

床），幫助該市五處安置中心的災民。

 ◆ 2017.06.16 加拿大多倫多慈濟志工於多倫多阿拉伯社區中心（A r a b 

Community Centre of Toronto），為八十戶穆斯林新住民發放開齋

節禮包，內含穆斯林常用的核桃、杏仁、蜂蜜、椰棗、白米及橄

欖油等六項食物。

 ◆ 2017.06.16 由大臺南警察之友會主辦，慈濟臺南分會與臺南市警察局公關室

聯合協辦的「警察心、環保情、攜手護地球」蔬食日活動，16日

於臺南市警察局舉行，志工準備蔬食料理，鼓勵與會者響應茹

素，愛地球也維護自身健康，約四百人參與。

體運回臺北，則由北區慈濟志工持續陪伴家屬，並於7月14日參

加告別式。

 ◆ 2017.06.10 臺中北屯慈濟志工及親子班的孩子共三十八人，分成兩組同時間

關懷同心居、大德老人養護中心，計服務約四十位長者。

 ◆ 2017.06.10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2017年清寒獎學金，共有十七位新澤西、賓

州及德拉瓦州等地學子獲獎，是日於新澤西靜思堂舉行頒發典

禮，有十一位得主參加。

 ◆ 2017.06.10 慈濟基金會向農委會申請人道援外大米，部份送往西非獅子山共

和國濟貧，是日由慈濟西非獅子山伊波拉疫情賑災專案負責人史

蒂芬‧豐巴（Stephen T. Fomba）與希利基金會、明愛會等合作夥

伴，於自由城舉辦本年度第一場大米發放活動，幫助一千多位弱

勢居民。

 ◆ 2017.06.12 美國慈濟第六十六梯次海地關懷團是日展開本年度第二批臺灣援

外大米發放，此次發放物資除三百四十公噸大米外，尚有多明尼

加臺商宏福集團所捐贈的一萬雙鞋子。

花蓮縣豐濱鄉長虹橋

附近發生直升機墜機

意外，三位罹難者大

體從花蓮移靈回臺

北，空軍派遣運輸機

護送至松山基地指揮

部，國軍弟兄及慈濟

志工在停機坪列隊致

意。攝影／陳玉萍

慈濟志工將多明尼加

臺商捐贈的鞋子連同

大米，發放給海地貧

困居民，收到新鞋的

居民滿心歡喜，立刻

坐下來試穿。圖片／

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慈濟志工前往桃園監

獄舉辦「慈悲水懺啟

心門」愛灑活動，從

導讀經文結合收容人

排練〈業障〉及〈果

報障〉兩首妙音手語

演繹，受刑人經過一

次次反覆練習，沉澱

心靈。攝影／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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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6.16 慈濟基金會與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共同舉辦《藥師琉璃光

如來本願經》經藏演繹，是日在新店戒治所中正堂舉行，參與演

繹及出席的受戒治人計一百二十四人。

 ◆ 2017.06.17 智利慈濟志工前往黃昏老人院（Hogarde Ancianoel Atardecer）關懷長

者，除了致贈背心、帶動團康活動，亦捐助冬季暖氣燃料費用。

 ◆ 2017.06.17 英國倫敦西區一棟公寓大樓（Grenfell Tower）14日發生大火，造

成逾八十人罹難、一百多戶受災。捐贈物品大量湧入救援物資

集散中心，慈濟志工17日前往克雷門詹姆士中心（Clement James 

Center）、亨利狄更斯社區中心（Henry Dickens Court Community 

Centre）及肯薩俱樂部（Kensal Club）等機構，協助整理物資。

 ◆ 2017.06.18 慈濟巴拉圭東方市聯絡處本年為羅貝斯部落（Mariscal Lopez）希

望小學增建三間教室，是日舉行啟用儀式，志工除致贈課桌椅及

學用品，另為社區一百二十八戶貧困居民進行冬令發放，送上毛

毯與食物包。

 ◆ 2017.06.18 慈濟美國總會首次參與洛杉磯市人道主義日，於市中心街友聚集

地點（Skid Row）與各宗教組織合作援助街友，慈濟志工於現場

發放逾千條毛毯。

 ◆ 2017.06.18 中國大陸福州慈濟志工於18日至閩侯職業中專學校、24日在閩侯

第一中學舉辦助學金發放活動，共幫助學生八十六人。

 ◆ 2017.06.21 慈濟基金會為南投縣名間鄉田豐國小援建十間臨時教室，是日完

工交接予學校，作為老舊校舍重建期間使用；7月3日校長及學生

代表於證嚴上人行腳時，至慈濟南投聯絡處致意。

 ◆ 2017.06.22 慈濟印尼分會關懷雅加達境內國際難民，志工於6月22日在美國

基督教國際救育會（Church World Service）的青少年難民庇護

所，為一百七十人發放大米、泡麵等物資；7月3至5日前往各社

巴拉圭東方市慈濟志

工於2003年援建羅貝

斯部落希望小學，本

年又增建三間教室，

志工在教室啟用日也

為學生送上制服及文

具。攝影／陳怡諮

區探訪難民家庭並送上物資，共幫助二百二十六戶。

 ◆ 2017.06.23 臺中巿清水區高東里、秀水里及沙鹿區西勢里、清泉里，與龍井

區瑞井里、梧棲區大庄里等六處慈濟社區關懷據點，是日聯合揭

牌成立，結合社區在地力量，關懷長者身心靈健康。

 ◆ 2017.06.23 因2015年新北市八里粉塵爆炸意外事件，慈濟基金會與紡織產業

綜合研究所、國智經編工業公司、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合作研發壓

力衣布料，是日聯合舉行「新型高性能壓力服經編織物聯合開發

計畫」成果發表會，並捐贈高性能涼感壓力布兩千碼予陽光基金

會，造福燒燙傷者。

 ◆ 2017.06.24 慈濟菲律賓分會自2014年起為保和島（Bohol）清寒學子發放獎

助學金，慈濟志工是日於沓比拉蘭市（Tagbilaran）舉行頒發典

禮，幫助一百六十八位大學生，並安排孝親活動，引導學生為家

長浴足，表達感恩。

 ◆ 2017.06.24 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2017年度獎學金共有二十名學生獲得，於6

月24日至7月8日期間，分別由哥倫布、克里夫蘭、德頓及芝加哥

等地慈濟志工頒發。

 ◆ 2017.06.25 慈濟美國總會為確保大愛蔬果車食物的新鮮度，特別訂製一輛冷

藏貨車作為專用車，於本日啟用，首站前往印地安泉高中（Indian 

Springs High School），為弱勢貧困家庭發放蔬果及衣物。

 ◆ 2017.06.25 桃園慈濟志工自2010年開始為照顧戶子女開設「愛的桃花園」新

芽課輔班，每年9月開課。本期有國中老師義務教學，以及外語

隊志工、中央大學慈青陪伴，每月第二、四個週末上課，是日於

桃園靜思堂舉行圓緣活動。

 ◆ 2017.06.26 慈濟基金會致贈二十張「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予高雄巿

田寮區公所，由區長王昌文代表接受，作為避災及活動時運用。

八仙塵爆意外將屆滿兩

年，慈濟基金會持續關懷

傷友，並與紡織產業綜合

研究所、國智經編工業公

司、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合

作研發「新型高性能壓力

布」，在紡織產業綜合研

究所舉行成果發表會。攝

影／林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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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7.02 中國大陸自6月22日下起暴雨，致浙江、江西、湖南等十一個省份

發生澇災，至7月4日止約一千一百萬人受災。湖南慈濟志工7月2

日成立慈濟湖南長沙防賑災協調中心，並組成勘災小組前往長沙

縣榔梨鎮勘災，了解「0622暴雨事件」災民的安置情形與需求。

 ◆ 2017.07.03 中國大陸湖南慈濟志工關懷「0622暴雨事件」災民，3日於梨江

中學及大元中心小學安置點發放生活物資；4日在龍華小學設置

「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改善草蓆鋪地的休息環境，

至該點撤離後，13日將福慧床轉發放給陶公廟社區災民。

 ◆ 2017.07.03 中國大陸湖南慈濟志工前往長沙縣黃興鎮勘災，關懷安置在黃興

中學的「0622暴雨事件」災民，並於4日發放生活物資，及協助

鄉親清掃家園。

 ◆ 2017.07.03 慈濟基金會「紅豆杉的愛─新蘇州人」課業輔導計畫，於暑假

期間為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設計課業輔導及人文課程，是日於蘇

州慈濟志業園區舉行「紅豆杉的愛‧課業輔導暑期營隊」開營儀

式，每週一、三及每週二、四分兩梯次上課。 

 ◆ 2017.07.04 中國大陸廣西省連日豪雨成災，4日洪水退去，廣西慈濟志工至

柳州市城中區街道，與居民共同清淤，還鄉親一個乾淨的環境。

 ◆ 2017.06.29 慈濟基金會29日於花蓮縣萬榮鄉公所舉行「成立友善耕作產銷班

暨中耕機捐贈儀式」，以「活化農地成為穩定生計」為目標，協

助召募資深農友擔任顧問，並致贈六臺中耕機。

 ◆ 2017.06.30 慈濟基金會捐贈四十五張「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予花

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作為員警待命或外勤休憩時使用。

七月

 ◆ 2017.07.01 慈濟基金會於2001年在薩爾瓦多薩卡哥友（Sacacoyo）為地震災

民援建大愛屋，部分房屋年久失修而屋頂破損；薩爾瓦多慈濟志

工帶動村內青年於1日進行訪視、勘察，自22日起展開修繕。

 ◆ 2017.07.01 英國約克市詹姆士街拖車公園發生車屋火災，受災戶一家病弱，

慈濟志工透過約克旅行者中心（York Traveller Trust）的募款訊息

得知後，本日前往關懷，並送上衣物、生活物資及急難救助金。

 ◆ 2017.07.01 阿根廷土庫曼省（Tucuman）拉馬德里鎮以貧困、老年人口居

多，4月初遭遇水患後，慈濟志工兩度勘察，並透過當地人士進

行逐戶訪視造冊，本日進行冬令發放，為六百戶家庭送上毛毯及

祝福金。

 ◆ 2017.07.01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舉行獎學金頒發典禮，共十二名不同族裔學生

獲獎。

 ◆ 2017.07.02 慈濟新加坡分會自本年度起分別規劃農曆新年、開齋節及屠妖節

發放活動，邀約不同族裔照顧戶至靜思堂共度佳節。本日為開齋

節發放，志工除送上應節物資，並安排素宴、表演節目等各項活

動，與一百五十一位馬來裔照顧戶及家屬同樂。

慈濟基金會2017年主

力推動萬榮鄉「活化

農地、穩定生計」慈

善方案，6月29日捐贈

六部中耕機，幫助減

輕農友耕耘人力。攝

影／徐政裕

慈濟新加坡分會為馬

來裔照顧戶於靜思堂

舉辦開齋節發放活

動，並準備美味素食

料理讓他們享用。慈

濟志工在席間親切招

呼，也為大家送上茶

水。攝影／程麗霞

志工於龍華小學安置

點設置福慧床，讓住

宿環境更為舒適，亦

關懷受災鄉親，傾聽

他們訴說心裡話。攝

影／石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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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7.07 菲律賓中部萊特省6日發生芮氏規模6.5淺層地震，奧莫克本土志

工7日展開關懷行動，前往重災區卡南加鎮（Kananga）勘災，8

日發放毛毯、大米，共幫助七十九戶。

 ◆ 2017.07.08 英國曼徹斯特慈濟志工帶領慈濟科技大學海外人文交流團師生，

至阿伯茨福德安養院關懷院民，安排表演節目、慶生會等活動，

與院民同樂。

 ◆ 2017.07.08 美國波特蘭市慈濟志工是日前往華盛頓郡食物銀行，協助分裝物

資；慈濟志工自2005年起每月一次參與該機構打包工作。

 ◆ 2017.07.09 巴拉圭亞松森慈濟志工於9、23日在會所進行冬令發放，為

九百六十二戶家庭發放麵條、麵粉、白米、白糖及沙拉油等生活

物資。

 ◆ 2017.07.10 慈濟菲律賓分會組成萊特省0706強震賑災團，一行十五人由

執行長楊國英帶隊至奧莫克勘災；臺灣慈濟志工張文郎、黃

福全與慈濟基金會職工吳政憲共三人，搭機前往菲律賓協助

賑災。

 ◆ 2017.07.11 菲律賓萊特省0706強震慈濟賑災團隊，11至13日分別前往圖

翁南里（Tongonan）、卡巴翁安里（Cabaonan）、米拉格羅里

（Milagro）三地發放物資，依當地災民急需，提供大米或毛毯，

共幫助一千一百七十七戶。

 ◆ 2017.07.12 中國大陸湖南慈濟志工持續關懷「0622暴雨事件」災民，7月

12日前往寧鄉縣灰湯鎮勘災，並於8月11至20日分兩梯次入戶

訪視近七百戶家庭，評估登錄為冬令發放對象；由於開學在

即，8月29日為小學至大學的二十一位學生發放助學金，讓他

們順利就學。

 ◆ 2017.07.13 慈濟美國總會參與洛杉磯退伍軍人資源會（LA Veterans Resource 

菲律賓萊特省強震造成

房屋毀損，災民棲身帳

篷，奧莫克本土志工將

大愛村倉儲中的大米、

毛毯等物資搬上貨車，

準備為災民發放。攝影

／李佳美

Expo）活動，本日於洛杉磯縣波莫納市菲爾普萊展覽中心提供衣

物、餐點及飲用水，並出動兩部大愛醫療巡迴車為退伍軍人與家

屬提供免費視力檢查及眼鏡配置。

 ◆ 2017.07.14 越南檳椥省巴知縣連年乾旱，加上土地鹽化致農作物收成減產、

缺少乾淨水源，居民經濟困窘。慈濟志工自7月14日至8月12日期

間，分三梯次發放不鏽鋼臥式水塔，分別幫助該縣安協社、安德

社共五百戶貧民。

 ◆ 2017.07.14 菲律賓萊特省0706強震後，慈濟志工走訪奧莫克的鄉鎮勘災，發

現部分安置地點因連續降雨，地面泥濘、潮濕，遂由宿務調度

「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於14、15日發放，幫助路那

里、多羅瑞斯里、聖帕布羅里、DF米希亞里、格阿斯里及奧莫

克市立醫院等地安置點的災民，共計發放七百八十二張。

 ◆ 2017.07.14 夏威夷檀香山卡皮歐拉尼大道（Kapiolani Boulevard）一棟公寓發

生火災，慈濟夏威夷分會接獲紅十字會轉介個案，為四戶受災戶

發放急難救助金。

 ◆ 2017.07.14 慈濟基金會「減災希望工程」為高雄巿杉林國中援建技藝教學大

樓，是日舉行校舍捐贈暨啟用典禮，由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林英

斌、教育局長范巽綠、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慈善志

業執行長顏博文等人共同剪綵。1979年興建的杉林國中「美音教

室」，經歷甲仙大地震造成結構受損，被鑑定為危險建物，必須

拆除重建。慈濟為提供師生安全優質的學習環境，斥資協助重

建，拆除「美音教室」，改建為「技藝教學大樓」，新校舍為二

層樓建物，設有烹飪教室、烘焙教室、樂舞教室、辦公室與客座

講師休息室等多功能硬體設施。

越南檳椥省長期受乾

旱、土地鹽化所苦，

其中以安協社、安德

社最為嚴重，慈濟志

工前往發放水塔，讓

鄉親方便在雨季儲

水。攝影／陳氏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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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7.15 美國密西根州美聯郡及伊沙貝拉郡於6月下旬因暴雨而發生水

患，芝加哥、底特律及蘭莘三地慈濟志工是日前往發放現值卡，

共幫助七十二戶。

 ◆ 2017.07.15 美國加州聖塔巴巴拉縣（Santa Barbara County）7月上旬連續發生

森林大火，慈濟志工於15、20日分別在紅十字會南社區中心及聖

塔巴巴拉縣長老教會，發放現值卡及毛毯，幫助十三戶。

 ◆ 2017.07.16 加拿大卑詩省林火延燒，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部分災區居

民撤離至甘露市（Kamloops），加拿大慈濟志工勘災後，於16

日起陸續於甘露市麥克阿瑟島公園（McArthur Island Park）復原

中心、蘭斯頓公園購物中心（Lansdowne Park Mall）舉辦中醫義

診，為災民及急難救助單位人員看診及提供安神茶，至26日止共

服務二百七十三人次。

 ◆ 2017.07.16 中國大陸湖北武漢慈濟志工前往江夏區舒安鄉彭塘村，為2016年

7月武漢水患的受災漁民進行米、油、麵條等物資發放，並為他

們量血壓及提供健康諮詢，共幫助十一戶家庭。 

杉林國中技藝教學大樓啟

用典禮當天，由高雄市政

府副秘書長林英斌、教

育局長范巽綠、慈濟基金

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慈

善志業執行長顏博文等人

共同剪綵，並有來自杉林

區月美、上平、杉林、新

庄、集來等地鄉親見證校

舍啟用。攝影／鍾易叡

加拿大卑斯省發生森林

大火，慈濟志工於收容

最多災民的甘露市進行

中醫義診，幫助災民及

救災人員舒緩筋骨酸

痛、焦慮及失眠等身心

不適的症狀。攝影／吳

群芳

 ◆ 2017.07.16 中國大陸吉林省於7月13、19日分別降下暴雨，引發洪災，北

京、長春慈濟志工自16日起在重災區吉林市勘災，陸續與當地

領導協商援助事宜；自7月26至8月30日為止，在永吉縣新生社

區、建設村等八地，共進行四場次急難物資發放，幫助災民

一千二百四十戶。

 ◆ 2017.07.17 菲律賓奧莫克本土志工17至19日，先後前往路那里、DF米希亞

里、奧莫克市立醫院、多羅瑞斯里、聖帕布羅里等地的安置點，

為在萊特省0706強震後被撤離的達瑙湖里（Lake Danao）居民，

發放大米、毛毯及衣物，共幫助三百九十四戶。

 ◆ 2017.07.17 慈濟基金會致贈十五張「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予宜蘭

縣五結鄉公所，以提供鄉親避難安置時使用。

 ◆ 2017.07.18 花蓮旅遊景點七星柴魚博物館凌晨發生大火，賣場付之一炬。慈濟

基金會啟動社區關懷，除關懷災戶外，亦提供礦泉水、麵包、便當

等物資，供警消人員、居民補充體力，並慰問鄰近三戶住家。

 ◆ 2017.07.18 臺中巿逢甲商圈一家餐廳發生氣爆意外，造成十多人傷亡。慈濟

基金會啟動社區關懷，志工分別前往事故現場及醫院，關懷救災

人員與傷者，並撫慰陪伴家屬。

 ◆ 2017.07.19 臺北市仰德大道發生連環車禍，並波及民宅，釀成四死、九傷悲

劇。慈濟志工分別至事故現場、醫院關懷救災人員、居民及傷

者，並為亡者助念；8月13日舉行祈福會，警消、居民及志工等

近百人參加。

 ◆ 2017.07.19 土耳其伊斯坦堡18日大雨成災，土耳其慈濟志工自19日起關懷受

災的難民家庭，採購床墊、床架、椅子等家具，幫助六十一戶，

另為四十戶發放急難救助金。

 ◆ 2017.07.20 慈濟基金會致贈三十張「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予臺東

縣卑南鄉公所運用，以提供鄉親避難安置時使用。

大水退去後，留下滿

地淤泥，志工至災區

勘災，除了解災況及

鄉親需求外，亦帶著

自製酵素分送給鄉親

清潔家園時用。攝影

／潘延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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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7.20 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市19日起受大雨影響，街道多處淹水，昆明

慈濟志工20日啟動聯絡網，關懷法親及照顧戶，並在水退後，前

往淹水嚴重區域慰問，提供點心、飲料予忙著清掃的商家。

 ◆ 2017.07.22 中國大陸北京慈濟志工22、23日至河北省淶源縣訪視，分別於白

石山鎮鬥軍灣、祁家峪等村落進行深度關懷，計一百一十九戶。

 ◆ 2017.07.23 智利聖地牙哥聯絡處首次與基約塔省（Quillota）諾加萊斯市

（Nogales）政府合作，本日在諾加萊斯市體育館進行冬令發

放，為三百二十戶貧困家庭發放餐具及鍋子。

 ◆ 2017.07.24 九二一大地震後，臺中地區部分原住民族人因房屋毀損，由政府

撥地而自行搭建住屋，形成霧峰區花東新村、太平區自強新村兩

聚落，為改善房屋老舊危險問題，是日慈濟基金會及臺中市政府

於花東新村廣場，舉行合作興建房屋契約書簽訂記者會。

 ◆ 2017.07.27 尼莎颱風26日在菲律賓東方海域生成，臺灣、美國、日本等政府

氣象單位皆預測將直撲臺灣東部，成為本年首個侵臺颱風。慈濟

基金會為加強備災，27日下午二點在靜思精舍成立「尼莎颱風防

災協調總指揮中心」；截至29日，於全臺社區道場共成立十七處

防災協調中心。

 ◆ 2017.07.28 美國南洛杉磯慈濟志工於本年度暑假期間，在亨廷頓公園市邁爾

斯小學為當地低收入家庭進行三次蔬果發放活動，本日為最後一

次發放，共幫助一百五十戶。

 ◆ 2017.07.28 菲律賓萊特省0706強震慈濟援助行動，慈濟志工於28、29日第二

度在圖翁南里（Tongonan）、卡巴翁安里（Cabaonan）、格阿斯

里（Brgy. Gaas）等地發放物資，為災民送上毛毯及衣物，共幫

助七百九十二戶。

 ◆ 2017.07.28 緬甸境內7月連日豪大雨導致水災，災情遍布全國，並出現H1N1

臺 中 市 長 林 佳 龍

（左）、慈濟基金會

副總執行長林碧玉

（中），於霧峰花東

新村廣場共同簽訂

「合作興建房屋契約

書」。攝影／鄒忠宏

流感疫情。慈濟志工自28日起展開醫院關懷行動，了解防疫需

求，並於29日至勃固省準達亞區及頌甘乃區勘察水患災情，以及

前往勃固醫院關懷防疫狀況。

 ◆ 2017.07.28 中國大陸慈濟天津聯絡處應天津市慈善協會邀請，成為「關愛兒

童之家」志願服務團體之一。志工是日出席薊州區白澗鎮「關愛

兒童之家」啟用儀式，與市府共同關愛留守兒童。 

 ◆ 2017.07.29 因應尼莎颱風來襲，中國大陸廈門慈濟志工受禾緣社區書記之

託，於深夜開始安置地鐵施工工人；志工開放會所住宿並提供熱

食，共安置一百四十一人。

 ◆ 2017.07.29 南非約堡慈濟志工於 7月 2 9日、 8月 6日先後在普林洛斯

（Primrose）及普托利亞進行冬令發放，為三千九百六十八戶貧

困居民送上大米、鞋子及洗衣皂等物資。

 ◆ 2017.07.29 泰國東北部因連續大雨，加上水庫洩洪，造成十一個府四十六個

縣發生水患，慈濟泰國分會本日成立水災賑災協調中心，並召開

會議討論賑災方向，並於8月1日自鄰近曼谷的大城府展開勘災。

 ◆ 2017.07.30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於30、31日與善埠市臺商，至當地兩處貧民區

發放大米，共幫助五百戶。

 ◆ 2017.07.30 中國大陸湖南慈濟志工取得政府單位同意，自7月4至13日為長沙

縣榔梨鎮、黃興鎮的「0622暴雨事件」災民發放淨斯多功能折疊

床（福慧床）四百六十一張、毛毯四百四十五條，並於30日在榔

梨鎮金托村發放肥料計一百八十五點五噸，幫助二百六十五戶農

家復耕。

 ◆ 2017.07.30 尼莎颱風29日晚間登陸臺灣，30日午後中央氣象局解除海陸警

報，造成全臺三十九處淹水，主要集中在屏東縣沿海鄉鎮。慈濟

志工30日總動員，在東港聯絡處緊急製作熱食便當，並前往牡丹

「0622暴雨事件」引

發大水而毀損農田無

法收成，志工發放肥

料，幫助農民復耕，

恢復生機。攝影／王

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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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牡丹國小、林邊鄉仁和國小、佳冬鄉立幼兒園等三處政府安置

中心為鄉親致送熱食與生活物資。

 ◆ 2017.07.30 新北市慈濟志工動員三百五十一人前往永和國小、秀山國小、漳

和國小及永和國中，清掃因尼莎颱風而產生的斷折樹枝與落葉。

 ◆ 2017.07.31 尼莎颱風30日海陸警報解除後，海棠颱風自屏東縣楓港登陸，讓

先前淹水地區再度傳出災情。慈濟基金會考量本次救災為雙颱事

件，31日將尼莎颱風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更名為「尼莎暨海棠颱

風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

 ◆ 2017.07.31 尼莎、海棠雙颱造成屏東縣沿海鄉鎮嚴重淹水，慈濟志工7月31

日至8月5日分別前往枋寮、林邊、東港等三鄉鎮進行家訪關懷，

關懷鄉親災後境況。

 ◆ 2017.07.31 屏東縣佳冬鄉燄溫村受尼莎、海棠雙颱影響，29日開始淹水，慈

濟30日為村民提供熱食及飲水，31日受縣府請託，與國軍合作再

次前往發放晚餐及生活物資；31日因屏東志工人力無法支應，便

當製作遂全數由高雄志工協力提供。

 ◆ 2017.07.31 宜蘭慈濟志工長期關懷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並發心募捐全新

尼莎颱風侵襲臺灣，

屏東縣佳冬鄉燄溫村

因地勢關係造成嚴重

淹水，慈濟志工進入

災區，涉水為受災鄉

親送上熱食便當、礦

泉水。攝影／林俊良

尼莎颱風、海棠颱風

接連侵臺，屏東沿海

鄉鎮受災嚴重，慈濟

志工展開安心家訪，

希望能全面給予受災

鄉親即時協助。攝影

／林美瑜

液晶電視六十四臺，提供平日固定時段播映大愛節目，本日獄方

舉辦「大愛電視臺開播典禮」。

 ◆ 2017.07.31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馳援緬甸流感防疫工作，準備五千個N95口罩

空運至緬甸，由陪同慈濟科技大學學生至馬國交流的臺灣志工張

儀川、羅瑞鑫及劉麗卿三人隨機護送至緬甸。

 ◆ 2017.07.31 慈濟緬甸聯絡處接獲岱枝鎮瑞那滾村本土志工烏盾雨通報，甌甘

鎮萊河河水氾濫成災，沿岸居民暫住於佩雅貢村妙德達寺廟，急

需物資援助，慈濟志工是日前往該寺關懷，並發放大米、馬豆、

馬鈴薯、紅包與餅乾，幫助三十九戶。

 ◆ 2017.07.31 緬甸境內H1N1流感疫情持續，慈濟緬甸聯絡處是日起展開防疫

物資發放行動，除分別前往頂甘鐘醫院、北歐卡拉巴醫院及勃固

公立醫院等醫療院所，分送N95口罩、篩檢試劑，並至馬揚貢第

一高中、頂甘鐘中學等校發放口罩，以及進行衛教宣導。

八月

 ◆ 2017.08.01 慈濟基金會推動原鄉關懷計畫，是日與花蓮縣秀林鄉部落交流

協會簽訂公益合作備忘錄，由慈濟提供木作、水電、修繕等講

師及材料資源，幫助部落鄉親習得一技之長；效期至2019年12

月31日。

 ◆ 2017.08.01 屏東縣慈濟志工於尼莎、海棠雙颱過後，1、2日前往南州鄉萬華

村、同安村與米崙村關懷受災居民、獨居長者及弱勢家庭，並致

送生活物資。

 ◆ 2017.08.03 尼莎、海棠雙颱過後，屏東縣慈濟志工於3日前往東港鎮興東里及枋

緬甸爆發流感疫情，

慈濟志工前往長期關

懷的學校，協助衛教

宣導，並捐贈口罩、

乾洗手噴劑等防疫物

資，讓師生使用。攝

影／江相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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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鄉新龍村、太源村進行家訪關懷受災居民，並致送生活物資。

 ◆ 2017.08.03 慈濟基金會與新竹縣竹北新國里社區發展協會合作社區關懷據

點，每週四在新國里活動中心進行舒活運動、環保宣導及幸福共

餐等活動。

 ◆ 2017.08.03 慈濟菲律賓分會接獲菲國副總統辦公室請求，為南部馬拉威市受

戰禍波及的居民提供衣物，於本日透過馬拉威扶輪社運送四萬

九千八百件衣服及內衣褲，發放給災民。

 ◆ 2017.08.03 慈濟智利聖地牙哥聯絡處捐贈電腦、數位相機及腳架，予瑪麗亞

路易莎公立學校（Escuela Profesora Maria Luisa），作為視聽教室

設備。慈濟志工於捐贈儀式後示範素食料理，向師生推廣素食及

環保理念。

 ◆ 2017.08.03 印尼北蘇門答臘省（North Sumatra）加羅縣（Karo）的西納彭火

山（Mount Sinabung）於2日噴發，火山灰飄落影響附近村落，棉

蘭慈濟志工3日前往該縣新邦恩巴特鎮（Simpang Empat）貝甘丁

村（Beganding）勘災，並發放一千個口罩。

 ◆ 2017.08.04 慈濟基金會宜蘭縣頭城鎮港口里社區關懷據點，本日在港口里活

動中心揭牌，為慈濟在宜蘭的第一個關懷據點。該據點由慈濟與

港口里社區發展協會共同合作，6月2日試辦，每週五開課，提供

樂齡學堂、健康促進等服務，關懷社區長者身心健康。

 ◆ 2017.08.05 中國大陸武漢慈濟志工5日前往湖北省黃岡市，至華中科技大學

助學生家中進行發放前的入戶訪視，共關懷十四戶家庭。

 ◆ 2017.08.05 中國大陸福州慈濟志工一行四十一人，分組前往閩侯第一中學、

閩侯職業中專學校助學生家裡，由三位老師陪同進行助學金發放

前入戶訪視，共關懷五十戶。

 ◆ 2017.08.05 慈濟美國加州愛滿地聯絡處於阿罕布拉高中（Alhambra High 

宜蘭慈濟志工結合港

口里社區發展協會，

首次在宜蘭開站試辦

「社區關懷據點」，

並用心準備素食佳

餚，陪伴長者用餐。

攝影／賴振豐

School）舉辦「快樂返校日學童文具暨大愛蔬果車發放」活動，

幫助阿罕布拉學區低收入家庭，共發放三百五十張現值卡、

三百七十五份學用品及一千多份食物等物資。

 ◆ 2017.08.06 臺灣旅客鄭先生於泰國病倒被送醫救治，慈濟臺灣本會接獲家屬

求援後，立即轉介慈濟泰國分會關懷，曼谷慈濟志工自本日起展

開援助，至16日鄭先生與家人返臺。

 ◆ 2017.08.06 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北部接連發生水患，慈濟芝加哥分會志工6

日前往重災區萊克縣（Lake County），於圓湖海灘區發放現值

卡，共幫助一百五十六戶災民。

 ◆ 2017.08.07 南非德本慈濟志工7至10日於威廉王城進行冬令發放，帶動當地

八個社區的本土志工，為七百九十三戶貧困家庭及供食站送上大

米，共發放九百包。

 ◆ 2017.08.09 慈濟慈善志業基金會向土耳其納林艾薩公司承租大樓，作為滿納

海學校一校至五校的校舍，讓原本借用土耳其學校校舍的敘利亞

難民學生能自在、安心讀書，是日在蘇丹加濟市市長阿里‧烏斯

拉曼見證下，舉行租賃簽約儀式，由慈善志業副執行長劉效成及

業主艾罕納林（Ayhan Narin）代表簽約。9月25日舉行啟用儀式。

 ◆ 2017.08.10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嘉義大林慈濟醫院急診科醫師侯鐘

閎、臺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及感染科醫師何承懋等四人，10至

12日於緬甸仰光勘察當地流感疫情，與當地衛生部門人員交流，

分享臺灣SARS防疫經驗，並於12日在仰光人民醫院進行防疫物

資捐贈儀式。

 ◆ 2017.08.10 紐西蘭奧克蘭慈濟志工前往伊勢塔馬基小學（East Tamaki 

School），捐贈五百五十七本教學用書籍，並與師生分享「竹筒

歲月」，鼓勵大家存小錢可行善助人。

緬甸爆發流感疫情，

慈濟跨國捐助防疫物

資，仰光衛生部署長

烏密函（左）於仰光

人民醫院的捐贈儀式

上頒贈感謝函予慈

濟。攝影／黃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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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8.10 中國大陸天津慈濟志工與南開區環境衛生管理局，10日舉行「關

愛環衛，有您真好」啟動儀式，除簽署合作協議書，亦為環衛工

作者發放「運動冷感毛巾」、「寶礦力水得粉末包」等物資，並

於慈濟天津聯絡處成立愛心驛站，提供休息、供水等關懷服務。

 ◆ 2017.08.10 慈濟基金會與新北巿中和區秀義里、秀福里，共同辦理樂齡學堂

幸福共餐活動，慈善志業發展處主任呂芳川到場說明社區關懷據

點的設立，兩場活動約一百四十位長者參與。

 ◆ 2017.08.11 馬來西亞馬六甲地區11日因大雨導致河水暴漲，造成武吉波

浪、帆加南馬板底等地淹水，慈濟志工11日前往災區分送飲

用水、麵包或便當，12日分別探訪九個社區，並發放應急金予

三百五十戶。

 ◆ 2017.08.13 英國慈濟志工長期關懷曼徹斯特女性中途之家（Women Direct 

Access Centre）住民，因該機構自2016年7月起進行整修而暫停，於

2017年8月恢復關懷，13日為住民送上盥洗用具、餅乾、飲料及

杯子等物品，並安排寫書法、做手工藝品等活動，與住民互動。

 ◆ 2017.08.14 波士尼亞沙馬奇鎮（Samac）於2014年遭洪水重創，慈濟數度前

往援助，當地政府因缺乏經費添置救生艇，向慈濟提出請求，是

日由德國慈濟志工代表捐贈兩艘救生艇給沙馬奇政府，再轉贈予

當地紅十字會。

 ◆ 2017.08.14 柬埔寨棉芷縣綜竺村發生火災，造成二十四戶居民無家可歸，

慈濟志工接獲副縣長求助訊息後，於14至16日進行勘災及發放木

床、帆布、鍋子、碗等生活用品。

 ◆ 2017.08.15 德國、英國等地慈濟志工15日前往塞爾維亞，探訪貝爾格勒歐普難

民營，除關懷難民生活狀況，並於17日捐贈一千三百二十雙拖鞋。

 ◆ 2017.08.15 瓜地馬拉首都慈濟志工一行八人，前往聖奧古斯丁市（San 

慈濟捐贈兩艘救生艇

予波士尼亞沙馬奇

鎮，提供當地救災使

用。救生艇完成移交

後，由當地紅十字會

運用。攝影／王素真

Agustin Acasaguastlan），關懷甜蜜之家老人院（Centro de 

Atención Nacional al Adulto Mayor “Mi Dulce Refugio”）長者及

慈濟社區兒童中心親師生，並送上黑豆、五穀粉、通心麵及餅乾

等物資。

 ◆ 2017.08.17 慈濟基金會與新北巿板橋區里辦公處舉行「溪洲里慈濟社區關懷

據點」揭牌儀式，除了提供幸福共餐外，也有健康及多元學習課

程，在地關懷長者。

 ◆ 2017.08.17 慈濟基金會「減災希望工程」為苗栗縣公館國中重建四棟校舍，

本日進行舊教室拆除祈福儀式；另興建十間組合教室，供校方於

工程期間過渡使用，21日落成啟用。

 ◆ 2017.08.19 中國大陸慈濟天津聯絡處舉辦助學生入學感恩茶會，志工為升上

大學的助學生獻上祝福、分享學習經驗，並致贈入學禮，共關懷

十六人。

 ◆ 2017.08.19 中國大陸武漢慈濟志工至江夏區舒安鄉彭塘村進行冬令發放與助

學發放前訪視，共關懷十二戶家庭。

 ◆ 2017.08.19 慈濟基金會援建桃園市復興區合流部落永久住宅，是日落成啟

用，慈濟副總執行長林碧玉、桃園市長鄭文燦等人到場祝福。合

流部落於2015年蘇迪勒颱風時受創，慈濟與政府攜手在羅浮里新

址援建十五棟永久住宅，供十四戶家庭入住，其中一戶家庭因人

口較多，分住兩棟永久住宅。

 ◆ 2017.08.19 西非獅子山共和國自由城14日因豪雨接連發生水患及土石流

災情，慈濟基金會自19日起與自由城明愛會、希利基金會及

蘭頤基金會合作，由慈濟提供五公噸臺灣援外大米，於雷鎮

（Regent）、克林敦（Cline Town）及盧美利（Lumely）等重災

區設點供應熱食。

桃園市復興區合流部

落於2015年8月遭受蘇

迪勒颱風重創，慈濟

與桃園巿府合作，異

地興建十五棟永久住

宅，為十四戶受災鄉

親打造舒適又安全的

家。攝影／陳姵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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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8.19 慈濟印尼比亞克聯絡點與比亞克達摩佛堂基金會（Yayasan 

Vihara Buddha Dharma Biak）合作，於北比亞克區豆尤村（Dofyo 

W a f o r）舉辦大米發放及義診活動，共發放六十戶、幫助

一百七十六位病患。

 ◆ 2017.08.20 美國芝加哥及密爾瓦基慈濟志工是日在紅十字會協助下，於威斯

康辛州銀湖城（Silver Lake）河景小學，為7月中旬水患災民發放

急難救助金及毛毯、香積飯等物資，共幫助三十二戶。

 ◆ 2017.08.21 慈濟美國總會大愛蔬果車本日於聖伯納汀諾郡（San Bernardino）

瓊斯小學（Juanita Blakely Jones Elementary School），為

一百六十四戶清寒家庭發放食物。

 ◆ 2017.08.23 天鴿颱風挾帶強風豪雨侵襲香港，造成沙田城門河暴漲，平日安

身於橋墩下的街友遭大水沖走家當；慈濟志工接獲求援後前往關

懷，並接送他們至慈濟大圍聯絡處安置，提供熱食及衣物；24日

則分別前往港島區杏花邨及大澳勘災與關懷鄉親。

 ◆ 2017.08.23 慈濟美國西雅圖支會志工23、24日參加華盛頓州獄政年會，並應

邀於專題座談中，分享慈濟在各地關懷受刑人及更生人的情況；

25日前往麥克尼爾島監獄進行每月關懷活動。

 ◆ 2017.08.24 天鴿颱風23日登陸中國大陸廣東省珠海市，導致路樹傾倒，影

響交通與市容。廣東慈濟志工動員，24至30日協助珠海巿街道

清除障礙物，並為警消、志願者、環衛工人與居民送上熱食熱

飲；另於25、29日在中山市清除街道障礙物，共同為恢復市容

而努力。

 ◆ 2017.08.26 哈維颶風（Harvey）25日由德州首次登陸美國，挾帶的豪雨造成

休士頓及附近城鎮發生嚴重洪患，部分居民撤離至達拉斯避難。

慈濟達拉斯分會接獲德州緊急救難救助組織（VOAD）物資需求

西非獅子山共和國爆

發水患及土石流災

情，慈濟基金會與國

際明愛會、希利國際

賑災基金會、蘭頤基

金會等團體合作，為

災民發放熱食。攝影

／蕭耀華

訊息，慈濟志工於26、 27日分別前往核桃山育樂中心（Walnut 

Hill Recreation Center）、史密斯維爾市（Smithville）兩地的避難

所，為災民送上毛毯。

 ◆ 2017.08.27 帕卡颱風27日於中國大陸廣東省台山巿登陸，慈濟深圳聯絡處開

放會所給鄰近工地工人避災，共幫助二十二人。

 ◆ 2017.08.27 中國大陸慈濟蘇州志業園區舉辦「紅豆杉的愛‧課業輔導暑期營

隊」圓緣活動，來自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演出英語環保劇，展現

參與課業輔導的學習成果。

 ◆ 2017.08.27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前往龍岩市連城縣進行冬令發放初訪活動，

分組至林坊、塘前、四堡、羅坊、宣和等五鄉，對政府提報的低保

戶、五保戶及精準扶貧戶入戶訪視，共關懷二百七十六戶。

 ◆ 2017.08.28 慈濟紐西蘭分會接獲歐塔拉（Otara）社區學校社工提報，單親

媽媽海佐一家急須棉被、電暖器等禦寒用具，慈濟志工是日進

行居家訪視，並送上兩套寢具及電暖器，讓他們免於在寒夜中

受凍。

 ◆ 2017.08.30 美國德州達拉斯政府及救難單位為援助受哈維颶風影響而撤離

的休士頓居民，於凱貝里哈奇森會議中心（Kay Bailey Hutchison 

Convention Center）設立大型庇護所，慈濟達拉斯分會是日提供

二千八百條毛毯，予避難居民使用。

九月

 ◆ 2017.09.01 慈濟基金會援助西非獅子山共和國水患災民，由臺灣運送約七千

條毛毯、一萬套環保餐具等物資，分別於9月1、8日及10月29日

運抵該國。

美國德州達拉斯設立

大型庇護所，安置受

到哈維颶風影響而撤

離的休士頓居民。慈

濟志工接獲訊息後，

立即將毛毯送往庇護

所並放置在每個床位

上。攝影／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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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9.01 慈濟美國總會馳援哈維颶風（Harvey）災民，備妥四十公斤香積

飯、二百三十九張現值卡及五百份醫療急救用品等援助物資，

並由執行長黃漢魁、慈發室主任曾慈慧及行政秘書室副主任葛舉

賢等十一人組成第一梯次賑災團隊，於1至5日陸續抵達德州休士

頓，與當地志工合力展開援助行動。

 ◆ 2017.09.01 慈濟馬來西亞馬六甲分會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UNHCR）合作現金補助計畫（Cash-based Interventions），由

慈濟志工依該單位提供的難民名單，進行家庭訪視，並評估生

活、醫療、教育及心靈關懷等方面需求；本日於會所舉辦說明

會，向來自南馬各慈濟據點的六十五位志工說明計畫執行方式。

 ◆ 2017.09.02 慈濟基金會援助美國哈維颶風災民，2日（臺灣時間）由臺灣空

運五百八十箱香積飯，送往德州休士頓支援賑災。

 ◆ 2017.09.04 美國德州奧斯汀慈濟志工4日前往拉格藍奇鎮（La Grange）勘查

哈維颶風災況，9日為一百八十六戶災民發放現值卡及毛毯，其

中以墨西哥籍無證移民居多。

 ◆ 2017.09.06 慈濟基金會在花蓮市民孝里舉行社區關懷據點揭牌儀式，慈濟志

工結合在地志工力量，提供長者初級預防照護服務。

 ◆ 2017.09.08 慈濟基金會於中國大陸江蘇省鹽城市舉行阜寧孔蕩大愛村暨孔氏

宗祠落成典禮，由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及本會副總執行長林碧玉、

教育志業執行長蔡炳坤等人代表揭牌；並由孔氏後裔代表擔任主

祭進行祭孔大典，板湖中心小學學生誦讀《論語》等，傳揚中華

傳統文化及禮儀。

 ◆ 2017.09.08 五級颶風艾瑪（Irma）6日橫掃加勒比海諸多島嶼國家，其中聖

馬丁島（St. Martin）災情慘重，南部的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於8

日展開急難救助工作，進行食物及大米發放；因颶風逼近美國

落成典禮中安排祭孔

大典，透過莊嚴儀式

表達對至聖先師孔

子的敬意；板湖中

心小學學生誦讀《論

語》，朗朗書聲響徹

在孔氏宗祠前。攝影

／顧寅春

佛羅里達州，慈濟邁阿密聯絡處四位志工本日前往艾芙葛雷高中

（Everglades High School），支援紅十字會避難所的登記作業及

備餐。

 ◆ 2017.09.09 臺灣慈濟慈善志業基金會與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市祿勸縣政府舉

行冬令發放簽約儀式，並交流扶貧濟困及助學等慈善援助歷程。

 ◆ 2017.09.09 美國慈濟志工於德州展開哈維颶風後首波物資發放，分別為列

治文（Richmond）、羅森堡（Rosenberg）兩地災民，以及波蒙

特（Beaumont）、亞瑟港（Port Arthur）的受災警消人員，送

上毛毯、現值卡、香積飯與醫療包，兩場發放活動共幫助五百

零四戶。

 ◆ 2017.09.09 泰國大城府社那縣（Sena）華汪鄉（Hua Wiang）、挽卡吞鄉

（Ban Krathum），因鄰近河川水位上升而淹水，慈濟志工9日前

往發放，為災民送上大米、食用油、速食麵及家庭常備藥物等物

資，幫助一千一百八十七戶，並於27日進行家訪。

 ◆ 2017.09.09 為協助艾瑪颶風重創的聖馬丁、多明尼克、安提瓜、巴布達等

加勒比海島國災民，加拿大多倫多慈濟志工前往全球醫援會

艾瑪颶風重創聖馬丁

島，荷屬聖馬丁慈濟

志工立即展開急難援

助，除帶動當地華人

及自家員工投入救

災，並邀請災民協助

搬運物資。圖片／慈

濟聖馬丁聯絡點提供

救災第一線的警消人

員向來是慈濟關懷的

重要對象。慈濟於德

州進行哈維颶風賑

災，於傑佛森郡為波

蒙特及亞瑟港兩地的

受災警消人員發放現

值卡。攝影／黃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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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Medic），協助打包一千五百份清潔用品及五百份簡易淨

水器。

 ◆ 2017.09.10 美國德州哈維颶風慈濟賑災團隊本日於休士頓綠點區

（Greenspoint）進行物資發放，透過當地房屋租賃公司協助提供

受災名單，為二百三十二戶低收入及無證移民家庭，送上現值

卡、毛毯及香積飯，另在迪金森（Dickinson）市政廳，為當地受

災的警消人員發放，共幫助一百一十七戶。

 ◆ 2017.09.10 義大利、德國及英國等地慈濟志工一行十九人，前往2016年10月

義大利中部地震重災區維索鎮（Visso），第二度為學童發放助

學金，共幫助七十戶。

 ◆ 2017.09.10 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玉溪慈濟志工前往華寧縣青龍鎮中村與龍

潭村訪視照顧戶，關懷他們的日常生活。

 ◆ 2017.09.11 委內瑞拉慈濟志工吳冉云11日於自家商店舉辦第十一次發放活

動，為一百五十位貧困的長者、病殘者及學生，發放牛奶、麥

片、米漿粉及調味料等生活物資；其中有十六位因故未領，23日

由本土志工獨力完成發放任務。

 ◆ 2017.09.12 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慈濟志工前往冬港市（Winter Haven），

關懷在艾瑪颶風中受災的法親並協助打掃家園。

 ◆ 2017.09.12 阿羅哈客運11日深夜在國道一號岡山交流道路段發生車禍，造成

六死十一傷。高雄慈濟志工12日一早啟動關懷機制，分別至七家

醫院關懷傷者、安撫家屬；至15日累計志工動員五十二人次，致

贈慰問金予三戶家庭。

 ◆ 2017.09.13 美國德州哈維颶風慈濟賑災團隊關懷大休士頓地區受災的越裔

社區，13至15日先後前往法蒂瑪（Fatima Family Village）、清心

（Thanh Tam Village）及聖約翰（Saint Joseph Village）等社區，

發放現值卡、毛毯及香積飯，共幫助二百三十七戶。

 ◆ 2017.09.13 印尼巴東市魯布鎮（Kecamatan Lubuk Begalung）巴度村（Desa 

Batu Kasek）於9月上旬發生水災，慈濟巴東聯絡處志工本日在朵

伊巴清真寺（Masjid Thoibah Pengambiran），發放大米、白糖、

泡麵及日用品，幫助三百七十七戶。

 ◆ 2017.09.14 南非約堡慈濟志工於比諾尼市烏捏札尼小學進行冬令發放，幫助

五百戶貧困家庭，提供每戶二十公斤大米、衣物、鞋子及肥皂等

生活物資。

 ◆ 2017.09.16 美國德州哈維颶風慈濟賑災團隊於16日第二次在迪金森市

（Dickinson）進行發放，為受災居民送上現值卡、毛毯及香積

飯，幫助二千三百七十九戶，現場並提供內科、牙科、家醫科

與中醫針灸等義診服務；本場次創下美國慈濟單場賑災發放戶

數最多紀錄。另針對因故未出席的災民，安排於22日發放，共有

三百四十四戶領取。

 ◆ 2017.09.16 慈濟馬來西亞新山支會頒發2017年新芽助學金予一百二十五位中

小學生，除現場頒給馬幣一百元用於購買學用品，另外四百元則

轉入家教協會帳戶，做為補習及交通費用。

 ◆ 2017.09.16 慈濟基金會與新北市樹仁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在樹興里停七活動

中心舉行「慈濟樹興里社區關懷據點」揭牌典禮，每月一次進行

健康促進、樂齡教育及幸福共餐等服務，以關懷社區長者；當日

活動約一百一十位長者參與。

 ◆ 2017.09.17 美國德州哈維颶風慈濟賑災團隊分別於17、28日，兩度於華頓市

（Wharton）發放援助物資，共幫助八百七十三戶災民，並在28

日的發放現場為警察、市長及政府人員送上毛毯與香積飯，感恩

他們的付出。

 ◆ 2017.09.18 慈濟日本分會志工18日於東京代代木公園為街友發放食物；19日

前往東京都廳附近探訪街友，關懷他們的生活狀況並送上飯糰、

水果。

 ◆ 2017.09.19 美國德州哈維颶風慈濟賑災團於19至21日，分別前往休士頓市警

察總局、消防局及哈里斯郡警察局，為受災警消人員發放現值

卡，考量警消人員仍忙於救災，遂舉行簽收儀式由各單位代表接

受，幫助約一千三百戶。

 ◆ 2017.09.19 慈濟日本分會於會所舉行第二屆新芽助學金頒發典禮，共五位町

田設計專科學校學生獲得補助。四位第一屆受助學生除主動承擔

哈維颶風慈濟賑災團

第二次於迪金森市發

放現值卡，創下美國

慈濟有史以來單場發

放戶數最多紀錄，出

動逾二百位志工以

四十二條動線為災民

服務。圖片／慈濟美

國總會提供



年
表

慈
善

206 207

51

回目錄回目錄

工作人員外，並分享參與掃街、街友關懷等志工活動的心得。

 ◆ 2017.09.20 加勒比海聖馬丁島（St. Martin）遭艾瑪颶風（Hurricane Irma）重

創，加拿大慈濟志工20日動員五十八人，打包五百份衛生用品及

五百組簡易淨水器，送往南部的荷屬聖馬丁馳援災民。

 ◆ 2017.09.20 慈濟基金會援建苗栗縣后庄國小七間組合教室，作為該校校舍補

強工程期間過渡使用，本日舉行啟用典禮，並致贈一千一百五十

本《靜思語》。后庄國小兩棟舊校舍，因耐震力不足，進行補強

工程，施工期間由慈濟援建組合教室，讓孩子求學不中斷。

 ◆ 2017.09.21 慈濟美國德州分會於哈維颶風後成立服務中心，接受災民登記

求援，經志工訪查後於21、24及25日在德州分會靜思堂發放現值

卡，共幫助三百三十三戶。

 ◆ 2017.09.21 艾瑪颶風（Irma）10日由美國佛羅里達州南部礁島地區登陸，造

成佛州西南部地區受災。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執行長陳佳昇等

人，本日前往佛州邁阿密，協助當地慈濟志工進行賑災。

后庄國小七間組合教

室啟用當天，孩子們

歡喜進駐上課，並開

心地感謝慈濟人的付

出。攝影／黎瑞香

艾瑪颶風侵襲美國佛

羅里達州，慈濟志工

前往佛州南端礁島地

區勘災，四處可見傾

倒的樹木及毀損的家

具等廢棄物，堆積如

山。圖片／慈濟美國

總會提供

 ◆ 2017.09.21 墨西哥普埃布拉州（Puebla）19日下午發生芮氏規模7.1地震，造成

逾三百人往生，其中墨西哥市有五名臺胞罹難，里昂慈濟志工21

日搭車前往墨城，勘察災區狀況，並於翌日關懷罹難臺胞家屬。

 ◆ 2017.09.21 美國德州羅沙倫鎮（Rosharon）一處社區，居民大多數為柬埔寨

裔，賴以為生的空心菜園在哈維颶風中毀損。慈濟接獲通報後，

前往為災民發放現值卡、毛毯及食品等物資，幫助二百戶。

 ◆ 2017.09.22 美國德州洛克港市（Rockport）為哈維颶風登陸地點之一，當地

建築物嚴重毀損，近半數居民暫時搬離。慈濟賑災團隊於22、23

日分別在洛克港市公共安全中心與富爾頓市（Fulton）消防局，

為受災的警消人員與居民發放現值卡，共幫助六百八十八戶。

 ◆ 2017.09.23 慈濟越南聯絡處於23、24日舉辦三場助學金發放活動，幫助海陽

省海陽市、清河縣及泗沂縣共五百一十位清寒學生。

 ◆ 2017.09.23 馬來西亞吉打州日得拉鎮連降大雨，致使多處低窪地區發生水

患，部分災民分別被安置在斯理瑪哈旺莎中學、靈興廟及哥打炎

暹裔公冢禮堂。慈濟志工及人醫會成員於23至25日至各收容中心

關懷災民，並前往社區勘災及發放食物與打掃用具。

 ◆ 2017.09.23 為鼓勵弱勢家庭學子學習，慈濟基金會即日起至11月25日，於全

臺舉行二十九場新芽獎學金頒獎典禮，共頒發九千三百一十二名

學生。慈濟自2007年起辦理新芽獎學金，至本年度累計頒給五萬

一千八百五十五人次。

 ◆ 2017.09.23 中國大陸遼寧慈濟志工與本溪市中心醫院聯合承辦本溪市失獨

家庭義診活動，23至24日在本溪市中心醫院進行，計服務三十九

人。失獨家庭為失去獨生子女而無法再生育的家庭，自本年4月

起，志工已關懷約六十戶，此為首次辦理義診。

 ◆ 2017.09.23 中國大陸蘇州、南京、上海慈濟志工23至24日進行蘇北春蕾

助學與靜思語教學活動，分別為宿城中等專業學校、泗洪中

歡快的手語歌曲《認

識你真好》在建陵中

學的禮堂響起，同學

隨著志工一起活絡身

體，亦讓心的距離隨

著音樂悄悄拉近。攝

影／駱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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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專業學校、建陵高級中學等七校學生發放助學金，共幫助

一千一百一十五人。

 ◆ 2017.09.23 中國大陸北京及河北淶源、石家莊等地慈濟志工至河北省淶源縣

水堡鎮祁家峪村進行訪視，並為部分照顧戶打掃居家環境，共關

懷三十四戶。另舉行聯歡活動，與五十位鄉親同樂。

 ◆ 2017.09.24 中國大陸廈門慈濟志工進行助學金入戶發放活動，志工

一百八十六人分組走訪集美區、同安區，為樂安中學、廈門

第十中學等七校學生發放助學金，並關懷他們的生活，共幫助

一百一十八人。

 ◆ 2017.09.24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為泉州第七中學、新僑中學與惠安惠

南中學學生三十二人發放助學金，並在四位老師陪同下，帶領助

學生一同前往照顧戶家中訪視，見苦知福，啟發善念。

 ◆ 2017.09.24 中國大陸廣東東莞慈濟志工至厚街鎮進行居家關懷，分別為李姓

照顧戶打掃居家環境、並為其母親沐浴，及為葉姓照顧戶更換破

損家具，打掃家園。

 ◆ 2017.09.24 墨西哥地震慈濟第一梯次勘災團一行六人，由美國洛杉磯、新

澤西及紐約搭機於24、25日先後抵達墨西哥，在墨西哥市與里昂

慈濟志工會合，並於25至30日先後前往莫雷洛斯州荷呼特拉市

（Jojutla）、墨西哥城霍奇米科市（Xochimilco）勘災，分別拜會

社區領袖、軍方及市府團隊，探詢災況與表達援助之意。

 ◆ 2017.09.24 美國德州哈維颶風慈濟賑災團隊第二度於波蒙特（Beaumont）發

放，此次幫助對象為受災居民及當地學區受災教職員，共發放現

值卡三百八十六戶。

 ◆ 2017.09.27 美國德州哈維颶風慈濟賑災團隊有感於休士頓綠點區居民以無證

墨西哥在9月間接連發

生強震，慈濟志工於

25日進入重災區荷呼

特拉市勘災，向當地

的志願者探詢災況，

以評估後續援助方

向。圖片／慈濟勘災

團提供

移民及低收入戶居多，為幫助當地更多受災者，於27日再度前往

發放現值卡，幫助一百三十九戶。

 ◆ 2017.09.27 慈濟基金會關心偏鄉教育，與聚落書坊文教發展協會合作，本日

致贈百本優良課外讀物給花蓮縣萬榮鄉明利國小，鼓勵孩童培養

閱讀習慣。

 ◆ 2017.09.28 加拿大素里慈濟志工於蘭里市詹姆斯小學（James Hill Elementary 

School）舉行助學金頒贈儀式，捐贈加幣一萬元資助蘭里校區

清寒學生參與校外活動，本年共有五十九位學生申請，是日有

三十四位出席活動。

 ◆ 2017.09.29 中國大陸昆山慈濟志工前往江蘇省昆山市前景學校舉辦助學金發

放暨靜思語教學活動，共幫助學生八十六人安心就學。

 ◆ 2017.09.29 哈維颶風重創美國德州休士頓市，位於休士頓市東北部的梅薩

（Mesa）地區以貧窮人口居多，災後尚未獲得外來援助，慈濟賑

災團隊在熟悉當地環境的社區青年及教會協助下，完成受災戶普

查及造冊工作，本日於恩典教堂（Grace Cathedral Church）發放

現值卡，共援助一千三百四十五戶。

 ◆ 2017.09.30 美國德州哈維颶風慈濟賑災團隊於9月30日、10月1日，先後在亞

瑟港紀念高中及波蒙特澳升高中發放現值卡，幫助傑佛遜郡及部

分哈丁郡受災居民，共二千七百九十八戶。

 ◆ 2017.09.30 慈濟援助美國佛羅里達州艾瑪颶風災民，於9月30、10月1日及8

日先後在克里爾郡（Collier County）伊莫卡利（Immokalee）、

大沼澤地巿（Everglades City）與那不勒斯市（Naples），為災民

發放現值卡，幫助對象以低收入農工及無證移民居多，共發放

八百五十六戶。

哈維颶風慈濟賑災團

於德州休士頓市東北

部的梅薩地區發放，

當地民眾發心加入志

工行列，協助發放毛

毯及香積飯。圖片／

慈濟美國總會提供



年
表

慈
善

210 211

51

回目錄回目錄

十月

 ◆ 2017.10.01 中國大陸雲南慈濟志工於慈濟昆明聯絡處陪伴二十位助學生製

作月餅與祝福卡，並協助郵寄回他們的家鄉，為家人送上中秋

節祝福。

 ◆ 2017.10.01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舉辦屠妖節發放活動，邀請一百六十二戶

印裔照顧戶齊聚於靜思堂，除送上裝滿食品與各式食用香料的禮

包，並安排健檢、個案分享及環保話劇等活動。

 ◆ 2017.10.01 印尼巴厘島阿貢火山活動加劇，當地民眾自9月下旬起陸續被撤

離至避難所，巴厘島慈濟志工本日前往布萊倫縣（Buleleng），

分別至樂斯村（Les）、貝奴杜刊村（Penuktukan）、三碧冷登村

（Sambirenteng）及登波克村（Tembok）等四個避難所，關懷鄉

親並發放飲用水、衣物、口罩等物資。

 ◆ 2017.10.01 墨西哥地震慈濟第二梯次勘災團成員分別由臺灣及美國出發，於

1、2日先後抵達墨西哥與第一梯次成員會合後，2、3日在墨西哥

市勘災，以及探詢物資進口、物資卡製作等賑災相關事項的管道

與規定，並進行前後梯次勘災工作交接。

 ◆ 2017.10.01 巴西聖保羅慈濟志工於1、12日分別前往哥季亞市（Cotia）、波

阿市（Poa），為偏鄉學校學童發送兒童節禮物，並分享在日常

生活中落實環保的方法，傳遞珍惜物命、愛護地球的觀念。

 ◆ 2017.10.04 美國德州達拉斯慈濟志工持續關懷哈維風災期間，由大休士頓地

區撤離至達拉斯的災民；經緊急災難管理中心通報及市政府提供

名單，自本日起逐戶探訪八十七戶無力返鄉的災民，並送上毛毯

以及能購買生活所需的現值卡。

 ◆ 2017.10.04 墨西哥地震慈濟勘災團依霍奇米科市政府（Xochimilco）所提供

的受災戶名單，於4至8日先後至該市聖哥帝亞、圖雷華克、聖塔

志工邀約雲南大學、

昆明理工大學、雲南

師範大學等十所學校

的助學生一起慶祝中

秋節，在點心師傅的

指導下，大家動手製

作愛心月餅。攝影／

夏強疆

克魯茲、聖路易斯、聖馬克思、那提維塔等各區進行初勘，逐戶

了解受災狀況，同時慰問災民。

 ◆ 2017.10.07 慈濟柬埔寨聯絡點於7、8日分別在金邊市朗哥垃圾掩埋場及菩森

芷縣，舉辦大米發放暨義診活動，幫助三千九百三十二戶；動員

志工及醫療人員共一百五十九人次，其中有三十七位為新加坡慈

濟志工與人醫會成員。

 ◆ 2017.10.07 美國南加州橙縣史博群中學（Spurgeon Intermediate School）九成

學生家庭為低收入戶，慈濟美國總會大愛蔬果車繼本年7月首次

在該校發放後，本日第二度前往，為二百三十三戶提供每戶約

五十四磅的蔬果及乾糧。

 ◆ 2017.10.08 瑪莉亞颶風於9月中旬侵襲多明尼加，慈濟志工勘災後，是日

於東部雷蒙聖塔拿（Ramon Santana），為二百一十五戶災民發

放大米、清潔用品及生活用品，並為一百七十七位學生發放鞋

子及文具。

 ◆ 2017.10.09 美國加州北部8日發生森林大火，火勢波及納帕（Napa）、索諾

馬（Sonoma）等八個郡，逾兩萬人緊急撤離，慈濟聖塔羅莎聯

絡處9日展開援助行動，備妥熱食、水果送往庇護所。

 ◆ 2017.10.09 墨西哥地震慈濟勘災團於霍奇米科市（Xochimilco）各區進行初

勘後，自本日起在當地志工協助下，於受災戶數最多的聖哥帝亞

區（San Gregorio Atlapulco）展開複查。

 ◆ 2017.10.11 南非豪登省約翰尼斯堡9日遭暴風雨及冰雹襲擊，慈濟志工11日

前往重災區比諾尼市帕芳登區（Putfontien）勘災，13日為一百多

戶災民發放毛毯、大米及日用品等物資。

 ◆ 2017.10.12 慈濟菲律賓分會與菲律賓社會福利發展部（DSWD），簽署大米

發放合作備忘錄。

美國北加州森林大火

不斷延燒，災區居民

緊急撤離，聖塔羅莎

慈濟志工備妥熱食送

往鄰近的庇護所，提

供災民食用。圖片／

慈濟北加州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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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13 慈濟基金會即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止，在慈濟彰化分會舉辦

「彩繪生命慈善聯合美術展」，展出慈濟長年關懷的弱勢家庭所

創作的作品，藉此展現弱勢族群如何用毅力找到自信，讓生命增

添不凡色彩。

 ◆ 2017.10.14 美國北加州慈濟志工援助林火受災戶，自14日起每日於聖

塔羅莎（Santa Rosa）及納帕（Napa）的災難救助中心駐

點，接受災民登記求助，並發放現值卡，至11月12日共幫助

一千一百四十六戶。

 ◆ 2017.10.14 中國大陸深圳慈濟志工進行環衛工人冬令發放初訪活動，本日於

龍崗區和堪村的街頭尋訪及關懷他們的生活。

 ◆ 2017.10.15 因應卡努颱風來襲，中國大陸廣東深圳志工15日開放會所給鄰近

工地工人避災，共提供十七位工人住宿及早餐。

 ◆ 2017.10.16 南非德本部分地區10日遭暴雨侵襲，慈濟本土志工於16至24

日共訪視七個社區，並為受災戶送上大米及毛毯，共幫助

一百九十九戶。

 ◆ 2017.10.16 美國慈濟第六十八梯次海地關懷團於16至18日，在首都太子港進

行大米發放，幫助波士頓、歐納喜及拉薩琳等地區貧困家庭，共

發出逾十四萬五千公斤大米。

 ◆ 2017.10.17 加拿大本拿比慈濟志工接獲百恩中學社工轉介，關懷三戶剛定居

加國的非裔難民家庭，經訪視後依其需求募集家具及冬衣，於

17、19日將物資送達難民家中。

 ◆ 2017.10.17 泰國大城府挽巴因縣曼拍鄉位於湄南河畔，加上地勢低窪又處

於水庫洩洪的下游地區，每逢雨季常面臨淹水之苦，慈濟志工

自2011年水患起持續關懷當地，本年10月上旬經實地勘察、評估

後，於17日捐贈三十三艘小型塑膠船，讓社區居民方便進出。

泰國慈濟志工於曼拍

鄉公所舉行贈船儀

式，將三十三艘小型

塑膠船移交給鄉公

所管理，由當地副鄉

長拉察（左）代表接

受。攝影／黃娟

 ◆ 2017.10.17 南非德本慈濟志工一行五人17至22日於史瓦濟蘭進行第五十二次

跨國關懷，除了舉辦當地本土志工幹部精進共修，並於19至21日

先後前往布魯茲（Mbuluzi）、恩比凱威尼（Mbekelweni）、姆西

拉內（Mhlane）等地進行冬令發放。

 ◆ 2017.10.20 墨西哥地震慈濟勘災團在霍奇米科市能源與建築部秘書茱莉亞陪

同下，20日首次拜會特拉瓦克市（Tlahuac）市府團隊，並探訪該

市嚴重受災的德瑪區，23至25日持續勘查其他十個行政區災況。

 ◆ 2017.10.21 中國大陸湖南長沙慈濟志工至湖南中醫藥大學，與校方提報的

九十六名學生進行訪談，了解家庭及生活情況，並透過靜思語教

學，鼓勵學子克服困難。

 ◆ 2017.10.22 中國大陸北京、河北易縣慈濟志工一行十五人至河北省易縣富崗

鄉雙合莊村，探訪雙目失明的劉姓個案，除關懷生活狀況外，亦

陪伴他至母親墓地祭拜。午餐由志工自製素餃子，並邀請附近居

民共享。

 ◆ 2017.10.24 慈濟基金會援建花蓮縣六校「減災希望工程」，本日在國風國中

舉行校舍捐贈暨聯合啟用典禮，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任秘

書林明輝、花蓮縣長傅 萁及慈濟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執行長顏

博文等人出席祝福。

 ◆ 2017.10.24 紐西蘭慈濟志工於基督城迪爾塔社區之家（Delta Community 

Support Trust）舉辦歲末發放活動，為四十五戶貧困家庭送上食

物包及日用品，並進行每週一次的熱食服務。

 ◆ 2017.10.24 慈濟紐西蘭分會基督城新芽助學金頒發典禮，本日分別於林伍德

中學（Linwood College）及聖詹姆士小學（St. James School）舉

行，共頒發十四名學生。

 ◆ 2017.10.26 墨西哥霍奇米科市聖哥帝亞西北方為傳統浮水耕種（Chinampa）

慈濟基金會花蓮縣減

災希望工程，在國風

國中舉行校舍捐贈暨

聯合啟用典禮，各校

校長及來賓、慈濟志

工共同揭牌。攝影／

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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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因地質鬆軟在強震中嚴重受創，慈濟勘災團於本日首次前

往勘災。當地受災農民海梅自願協助慈濟，在浮水種植區進行受

災戶普查及登記。

 ◆ 2017.10.27 印尼當格朗市戈善比區（Kosambi）一家煙火工廠26日發生爆炸，造

成四十八人罹難、五十多人受傷。慈濟志工翌日分別前往普恩醫院

（RSIA Bun）及當格朗綜合醫院（RSUD Tangerang）關懷傷者家屬，

並送上慰問金；另與警方商討罹難者家屬關懷事宜。

 ◆ 2017.10.27 新竹工業區一家工廠27日發生火災，造成十三名員工受傷及一名消

防人員罹難。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慈警會）志工接獲消防

局通知，即陪伴罹難者家屬處理後事，並分別至醫院關懷傷者。

 ◆ 2017.10.27 慈濟高雄分會為落實在地關懷社區長者，與鳳山、橋頭、彌陀、

梓官等四區共八個里合作成立慈濟社區關懷據點，本日舉行揭牌

啟用儀式，並簽署合作備忘錄。

 ◆ 2017.10.28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舉辦居家關懷暨慈善共修活動，前往

個案家中訪視，並交流個案關懷經驗。

 ◆ 2017.10.28 中國大陸四川慈濟志工與青年志工至雅安市名山區前進慈濟小

學，進行「希望『蒙』芽，愛在前進─小太陽的微笑計畫」，

除了靜思語課程「小星星的願望」，亦開展書法、繪畫等社團

課，激發孩子的想像力，及感受創作的樂趣。

 ◆ 2017.10.29 中國大陸廈門慈濟志工進行助學生初訪活動，分組於翔安、同

安、海滄等區，到家中關懷他們的學習及生活情形，共訪視二百

零三人。

 ◆ 2017.10.29 慈濟基金會結合北區慈濟人醫會、臺北慈濟醫院，是日在板橋靜

思堂，為板橋、土城、樹林等鄰近社區關懷據點計四百多位長

者，進行失能、失智預防檢測。

「體適能檢測」是其

中一環，透過專業的

醫護人員陪伴與指

導，長者練習拉筋過

程可以安心，不用擔

心過度或姿勢錯誤。

圖片／公傳處提供

 ◆ 2017.10.29 加拿大慈濟志工第十六年於素里遊民之家（Front Room）進行冬

令發放，為街友送上保暖外套、保溫杯及日用品等物資。

 ◆ 2017.10.29 墨西哥地震慈濟勘災團第二度走訪莫雷洛斯州荷呼特拉市

（Jojutla），分別於10月29日、11月2日在當地志願者組織「55急

難救助隊（Brigada 55）」成員陪同下，深入災區勘災。

 ◆ 2017.10.31 南投縣埔里鎮青田四街30日發生民宅火警，四棟民宅受損，所幸

無人傷亡。翌日，慈濟志工前往關懷，並於11月2至3日協助清掃

家園。

十一月

 ◆ 2017.11.02 慈濟基金會與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合作，在社區活動中心舉辦社

區關懷據點試運作，有六十三位長者出席。此據點每週四上午開

課，提供健康促進、樂齡學堂、幸福共餐等服務。

 ◆ 2017.11.03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於泉州市南安市新僑中學舉辦助學金頒

發活動，並宣導少用一次性用品，愛惜身體也愛護環境，共

一百九十八位學生參與。

 ◆ 2017.11.04 慈濟泰國分會援助大城府水患災民，於4、5日分別在挽巴因縣古

革鄉、曼拍鄉、曼棒鄉、越勇鄉、達拉給鄉、幫巴當鄉，以及大

城市區三拋隆鄉舉辦發放活動，為三千五百九十戶受災家庭，送

上米、油、雞蛋等物資。

 ◆ 2017.11.04 墨西哥地震慈濟勘災團部分成員自本日起於荷呼特拉市

（Jojutla）駐點，與當地志願者組織「55急難救助隊（Brigada 

55）」合作，展開災民求助登記及複查工作。

 ◆ 2017.11.05 馬來西亞檳城州受丹瑞颱風外圍雲系影響，連日降雨造成水災。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成立賑災協調中心，慈濟志工立即展開援助行

動，前往災區發放熱食及飲用水等物資，並分別協助清掃中央醫

院，及五所學校、三十一間民宅。

 ◆ 2017.11.05 菲律賓萊特省於7月發生芮氏規模6.5淺層地震，重災區卡南加鎮

（Kananga）黎剎里、希羅杜甘里部分居民因住家位於土石流危

險區域，被迫遷居並暫住在帳篷裡，慈濟接獲當地政府請求協助

為災民搭建簡易屋，自9月起動工，共搭建一百一十一戶，於本

日舉行交屋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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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1.05 加勒比海聖馬丁島（St. Martin）遭艾瑪颶風（Irma）重創，災後

復原緩慢。荷屬聖馬丁慈濟志工持續援助受災鄉親，於11月5日

至12月16日共舉辦九場物資發放活動，幫助七百七十三戶，並於

發放過程中推動「三好」理念，鼓勵人人力行口說好話、心想好

意、身行好事。

 ◆ 2017.11.06 馬來西亞檳城州遭遇嚴重水災，吉打、霹靂、吉蘭丹、雪蘭莪與

馬六甲等州慈濟志工自本日起跨州馳援，陸續前往檳州北海、大

山腳、亞依淡等地災區，協助清掃環境及發放物資。另外，慈濟

雪隆分會調度一百零五張淨斯多功能折疊床（福慧床）及兩百公

斤香積飯，送往檳城。

 ◆ 2017.11.06 墨西哥地震慈濟勘災團於 6 、 7 日分別探訪德拉奇市

（Tlaquiltenango）及札卡特派市（Zacatepec），勘查當地受災狀

況，並與市府團隊商討災民資料造冊、複查等發放相關工作。

 ◆ 2017.11.06 慈濟菲律賓分會技職訓練計畫首次開辦加工機械操作課程，

二十三位學員為來自馬利僅那、聖馬刁等地的貧困居民，讓他們

習得一技之長。

 ◆ 2017.11.06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志工前往紐約市救援團（New York City Rescue 

Mission），為街友發放背包、毛毯、圍巾、帽子及襪子。

 ◆ 2017.11.11 美國德州哈維颶風慈濟賑災行動，慈濟德州分會本日於靜思堂發

放現值卡，幫助休士頓市區三間越南寺廟的受災會眾，以及向慈

濟求助的受災戶，共發放四百三十七戶。

 ◆ 2017.11.11 斯里蘭卡可倫坡慈濟志工至維多利亞殘障之家（Victoria Home）

進行每月定期探訪，關懷身心障礙住民，協助沐浴、剪髮與整理

內務，並與住民分享慈濟緣起及「竹筒歲月」故事，鼓勵他們成

為手心向下的助人者。

慈濟為菲律賓卡南加

鎮地震災民搭建簡易

屋，於11月5日舉行交

屋儀式，特地邀請天

主教巴伯神父為房屋

進行灑淨。攝影／柯

羅怡

 ◆ 2017.11.11 中國大陸北京及河北省易縣、衡水等地慈濟志工，分別至易縣

中學、易縣職業技術教育中心進行助學金發放活動，共幫助

二百三十四人。

 ◆ 2017.11.11 慈濟基金會即日起至翌年2月15日於中國大陸展開「2017年冬令

發放」，自吉林省開始，分別於河北、遼寧、江蘇、浙江、貴

州、河南、湖北、湖南、甘肅、四川、雲南、福建、海南、廣

西、廣東、青海、山東、江西、重慶、上海、天津等二十二個省

市進行，共發放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四戶。

 ◆ 2017.11.11 慈濟基金會於中國大陸的「2017年冬令發放」活動，首場發放

於吉林省吉林市展開，慈濟志工11至12日為搜登站鎮及口前鎮

的7月水患受災鄉親，發放大米、食用油等冬令物資，共幫助

二千八百一十九戶。

 ◆ 2017.11.12 中國大陸雲南慈濟志工舉行昆明大學助學活動，以「蔬食愛地

球，攜手111」為主題，鼓勵學生從一個人一天素開始，一起蔬

食減碳、愛護地球。

 ◆ 2017.11.13 墨西哥地震慈濟勘災團自13日起，分別於莫雷洛斯州德拉奇

市（Tlaquiltenango）、札卡特派市（Zacatepec）、荷呼特拉市

（Jojutla）等三地，展開受災戶訪視及名單複查工作。

 ◆ 2017.11.16 美國德州達拉斯慈濟志工於16至19日，為七十六戶由市政府安頓的

哈維颶風災民送上食品及生活物資，在感恩節來臨前表達祝福。

 ◆ 2017.11.16 美國慈濟志工林玉娥等人前往薩爾瓦多大愛一村關懷，首次頒發

獎學金予成績優異學生，共七十二人獲獎。

 ◆ 2017.11.17 越南中部地區10月中旬因連續降雨發生水患，其中和平省出現土

石流災情。慈濟越南聯絡處於11月17至19日於該省進行賑災，為

災民發放大米、冬衣及急難救助金，共幫助四百零九戶。

歷經7月水患的受災

鄉親參與冬令發放，

再次見到志工分外歡

喜，除了感恩志工在

災後第一時間的看望

及陪伴，亦領取冬令

物資。攝影／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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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1.18 慈濟屏東分會高樹樂齡學堂，舉辦六個月為一期的課程圓緣，並

頒發「全勤獎」給十七位長者學員。

 ◆ 2017.11.18 柬埔寨金邊市鐵橋頭縣（Chbar Ampov）因雨季大雨引發水災，

慈濟志工接獲該縣縣長求助並前往勘災，於本日為災民發放大

米，共幫助一千七百五十四戶。

 ◆ 2017.11.18 馬來西亞檳城州11月上旬發生嚴重水患，慈濟馬來西亞分會及來

自全馬八個州的慈濟志工，自本日起分別前往檳島及威省，為七

個重災區的災民發放現值卡及祝福禮包。

 ◆ 2017.11.18 美國德州洛克港市（Rockport）遭哈維颶風重創，慈濟志工繼9月

下旬兩場發放後，於11月18日再度前往進行第三場發放，為先前

未領取到救援物資的災民送上現值卡，共幫助四百四十二戶。慈

濟針對哈維颶風的急難救助行動至此結束。

 ◆ 2017.11.19 慈濟瓜地馬拉聯絡處於19、26日先後在聖荷西比奴拉市（San José 

Pinula）及佩勒西亞市（Palencia）進行冬令發放，為貧病家庭發放

黑豆、麵、糖及食用油等生活物資，共幫助三百三十六戶。

 ◆ 2017.11.19 慈濟美國總會推動「大愛蔬果車」計畫屆滿一年，本日於南加

州聖伯納汀諾印地安泉高中（Indian Springs High School）舉辦第

四十二次發放活動，為每戶弱勢家庭提供約三十磅食物，共幫助

四百四十九戶。

 ◆ 2017.11.19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舉行漳州市南靖縣助學金發放活動，共幫

助六十二位學生。

 ◆ 2017.11.19 國道三號燕巢系統交流道路段19日發生車禍，四人罹難。高雄慈

濟志工分別前往醫院慰問從臺中趕到的家屬，翌日臺中慈濟志工

至臺中市立殯儀館關懷家屬，並為亡者助念。

 ◆ 2017.11.20 慈濟日本分會於20、29日分別在東京代代木公園與隅田川櫻橋進

柬埔寨慈濟志工前往

金邊市鐵橋頭縣，為

水患災民發放大米。

當地維安人員也加入

付出行列，協助搬運

大米。攝影／洪文清

行冬令發放，為街友送上毛毯及衛生衣，並提供熱食服務，約幫

助二百八十人。

 ◆ 2017.11.23 加拿大本拿比慈濟志工應邀前往石溪小學（Stoney Creek Elementary 

School），協助校方為全校約三百位學生進行頭蝨篩檢。

 ◆ 2017.11.24 慈濟基金會為因應墨西哥地震事件進行物資發放及義診活動，慈

濟勘災團於本日起，分別於霍奇米科市（Xochimilco）、荷呼特

拉（Jojutla）、特拉瓦克（Tlahuac）等地舉辦本土志工培訓，同

時進行場勘、分發通知單等前置作業。

 ◆ 2017.11.25 約旦慈濟志工長期關懷安曼慈心之家的敘利亞難民，本日除進行

例行的生活物資發放與帶動團康活動以外，並捐贈書籍予該中心

新設立的圖書室。

 ◆ 2017.11.25 中國大陸峽西西安慈濟志工前往甘肅省慶陽市，為就讀隴東學院

的助學生發放助學金，並關心他們的生活。

 ◆ 2017.11.26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進行助學金頒發活動，分別於廈門市第十

中學及同安第一中學舉行，共幫助十二所學校的二百三十位學生。

 ◆ 2017.11.26 慈濟基金會贊助七位弱勢家庭的孩子學習才藝，各依興趣投入攝

影、烏克麗麗、曲棍球、爵士鼓、吉他等學習課程，本日於高雄靜

慈濟志工前往約旦安

曼慈心之家關懷敘利

亞難民，安排一連

串團康活動與孩子

同樂，並準備蛋糕與

飲料為孩子舉辦慶生

會。攝影／游錫璋

熱愛曲棍球的鄭小朋友，

家中無法負擔曲棍球鞋，

他只能忍痛穿著學長姊

的舊鞋上場比賽，而今因

慈濟圓夢計畫，他終於擁

有一雙屬於自己的合腳球

鞋。攝影／陳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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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堂舉辦「圓夢達人成果展」，展現優秀的才華；其中兩位的攝影

作品於11月27日至12月24日止在環球購物中心新左營車站店聯展。

 ◆ 2017.11.26 慈濟汶萊聯絡點舉行第九屆新芽助學金發放典禮，為二十二位清

寒學生頒發2018年開學補助金，並提供每人十公斤大米。

 ◆ 2017.11.26 約旦慈濟志工前往安曼機場附近關懷五戶貝都因貧戶，為他們送

上熱食及米、蛋、油、糖等生活物資。此處照顧戶原居住於窪地

阿布敦（Wadi Abudun），2016年因都市計畫被迫離開，經數度

搬遷後，落腳於此。

 ◆ 2017.11.26 慈濟馬來西亞雪隆分會本日分別於吉隆坡靜思堂、太子園共修處

及鴻圖園共修處等十一個場地，舉辦十六場幸福校園計畫獎助學

金頒發典禮，共幫助二千三百二十九位學生。

 ◆ 2017.11.27 加拿大列治文慈濟志工於11月27至30日及12月2日舉辦七場冬令

發放，配合列治文食物銀行的發放行動，為五百七十一戶家庭送

上盥洗用具、襪子、乳液等日用品；並於11月30日捐款加幣一萬

元，贊助食物銀行進行乳品計畫。

 ◆ 2017.11.29 約旦慈濟志工於馬夫拉克省（Mafraq）札塔里（Zaatari）難民營

外的帳篷區進行冬令發放，為貝都因貧戶送上食品、毛毯及衣物

等物資。

 ◆ 2017.11.30 馬來西亞雪隆慈濟志工組成尼泊爾關懷團，於11月30日、12

月6日分兩梯次先後前往尼國，結合當地志工關懷潘達孤兒院

（Phenday Care Children's Home）、蘇爾噶兒童之家（Swarga 

Children Home）等機構，以及探訪照顧戶，並於12月8、9日在辛

杜帕爾喬克縣舉辦兩場義診暨發放活動。

慈濟高雄分會圓夢計畫受助孩子裡，其中有兩位熱愛拍攝，獲得相機

贊助，並拍攝許多精彩照片。其作品在環球購物中心新左營車站店聯

展一個月。攝影／陳武良

十二月

 ◆ 2017.12.02 美屬波多黎各於9月20日遭瑪莉亞颶風重創，部分災民遷居至美

國紐約州、佛羅里達州等地，慈濟紐約分會自12月2日起接受災

民求助登記並發放現值卡及毛毯，截至23日共幫助五十三戶。

 ◆ 2017.12.03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布碌崙聯絡點第二年舉辦冬衣發放，幫助

三百四十八人，其中二十八人來自芭芭拉克萊曼收容所。

 ◆ 2017.12.05 葡萄牙中部及北部自6月起接連發生森林大火，災情慘重。該國

國會議員阿爾維斯協請駐葡萄牙臺北經濟文化中心代表，二度

致函慈濟基金會為受災地區求助。美國、法國及英國等三地共

五位慈濟志工，12月5至9日先後前往大佩德羅岡鎮（Pedrogao 

Grande）、唐德拉市（Tondela）、瓦澤拉市（Vouzela）等重災

區勘災。

 ◆ 2017.12.07 印尼亞齊省比腊蒂姆區（Perak Timu）1日因豪雨造成水壩潰堤

而發生水患，司馬威（Lhoukseumawe）慈濟志工前往勘災後，7

日結合國家搜救單位及印尼居民廣播電臺人員，前往發放大米、

蛋、食用油、飲用水及簡易藥品等物資。

葡萄牙中部及北部於6

月起接連發生森林大

火，美、法、英等三

國慈濟志工組團前往

勘災。唐德拉市災民

阿布特斯（中）向志

工表示自家祖厝及農

場均被燒毀。攝影／

鄭龍

美屬波多黎各遭瑪莉

亞颶風重創，部分災

民遷居至美國紐約。

慈濟紐約分會設立服

務中心，為災民發放

現值卡及毛毯。攝影

／周芳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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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2.07 慈濟基金會援助0919墨西哥地震災民，自本日起展開急難救助

發放活動；7至9日先後在墨西哥城特拉瓦克市（Tlahuac）、

霍奇米科市（Xoch imi l co）共舉辦三場物資發放活動，為

三千八百八十九戶送上物資卡及毛毯，並提供義診服務。

 ◆ 2017.12.09 慈濟美國長島支會本日於布蘭伍德市聖安妮教堂舉辦年度冬衣發

放，幫助一百二十個家庭；活動中亦由慈濟人醫會提供醫療諮

詢、牙科檢查及免費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 2017.12.09 加拿大素里慈濟志工首次於基爾弗德街友庇護所（Guildford 

Shelter）進行冬令發放，為街友送上毛毯、盥洗用品等物資。

 ◆ 2017.12.09 美國加州橙縣慈濟志工及慈少於史博群中學（Spurgeon Intermediate 

School）舉辦大愛蔬果車發放活動，並前往林肯小學（Lincoln 

Elementary School）及麥迪遜小學（Madison Elementary School）為低

收入戶家庭送上冬令物資及耶誕禮物，共幫助三百零一戶。

 ◆ 2017.12.09 斯里蘭卡可倫坡慈濟志工每月定期為照顧戶發放物資，是日進行

本年度最後一次發放，共幫助四十二戶。

 ◆ 2017.12.09 中國大陸四川、貴州慈濟志工於拉攬小學舉辦貴州省三都縣助學

金發放活動，並宣導環保觀念。

 ◆ 2017.12.10 歐洲慈濟志工自2012年義大利北部地震後，每年均前往地震災區

費那雷艾米利亞市（Finale Emilia）舉辦歲末祝福暨祝福金發放

活動，是日於該市市政廳舉辦本年度活動。

 ◆ 2017.12.11 墨西哥地震慈濟賑災團於1 1至1 4日，先後在莫雷洛斯州

（M o r e l o s）德拉奇市（T l a q u i l t e n a n g o）、札卡特派市

（Zacatepec）及荷呼特拉市（Jojutla）舉辦物資發放及義診活

動，援助五千八百八十七戶災民，其中荷呼特拉市為發放戶數最

多的地區。

慈濟援助墨西哥地震

災民，於特拉瓦克市

舉辦首場物資發放活

動。鄉親歡喜領取物

資卡、毛毯及竹筒撲

滿。圖片／慈濟賑災

團提供

 ◆ 2017.12.12 美國南加州地區自12月上旬接連爆發多場林火，慈濟美國總會

志工12至16日於洛杉磯縣西爾瑪區（Sylmar）地方援助中心駐

點，為受到溪火（Creek Fire）、麥火（Rye Fire）與斯克博火

（Skirball Fire） 等三場林火影響的災民發放現值卡、毛毯及清潔

用品等物資，共幫助一百四十戶。

 ◆ 2017.12.13 彰化縣與臺中市烏日區兩地慈濟志工一行五十人，前往成功嶺營

區舉辦慈濟人文防毒生命教育宣導，約八百五十人參與。

 ◆ 2017.12.14 慈濟基金會於彰化縣二林鎮舉辦西斗里慈濟社區關懷據點揭牌儀

式，並與西斗里社區發展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每週一次提供健

康促進、幸福共餐等服務，共同落實社區關懷長者。

 ◆ 2017.12.15 來自德國、義大利、奧地利、新加坡及臺灣共十二位慈濟志工，

是日於波士尼亞沙馬奇鎮結合當地志工舉辦歲末祝福暨祝福金發

放活動，共一百一十五人參與。前市議長馬里克維克（Predrag 

Marinkovic）提供自家空間作為慈濟據點，志工於活動中致贈一

尊佛像為其祝福。

 ◆ 2017.12.15 墨西哥地震慈濟賑災團考量部分災民因故未及參與先前發放活

動，遂於15、16日分別在霍奇米科市聖哥帝亞區（San Gregorio 

Atlapulco）及墨西哥市克約亞岡（Coyoacan）增辦兩場發放活

動，共為五百八十三戶發放物資卡及毛毯。

 ◆ 2017.12.15 澳洲墨爾本慈濟志工及慈青長期關懷亞迪爾小學，15日將募集的

耶誕禮物分送予全校一百五十位學生；21日進行本年度最後一次

早餐發放，並為七戶經濟弱勢家庭送上食物禮包。

 ◆ 2017.12.16 來自德國、義大利、奧地利、新加坡、波士尼亞及臺灣等地

十四人前往塞爾維亞，會同當地志工16至19日於歐普、基金

達、松博爾、阿德塞微西及普林斯博瓦其等五處難民營發放禦

慈濟在墨西哥荷呼特

拉市為地震災民舉辦

發放與義診活動，同

時也為協助維持現場

秩序的警察送上毛

毯，表達感恩。攝影

／莊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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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物品，包括毛線帽、圍巾及冬季運動服，並首次於塞國舉辦

歲末祝福活動。

 ◆ 2017.12.16 智利慈濟志工前往可亞尼基金會（Coanil Fundacion）茉莉收容

所，為院生提早舉辦耶誕節同樂會，除帶動手語歌、團康活動，

並準備點心及飲料，與親師生共享下午茶時間，另致贈米、麵及

果汁等生活物資予院方。

 ◆ 2017.12.16 美國德州休士頓慈濟志工長期關懷晚晴公寓長者，是日前往舉辦

歲末聯歡活動，以歌曲、遊戲帶動長者活動筋骨，並分享哈維颶

風賑災狀況，感恩他們在風災期間的協助。

 ◆ 2017.12.16 英國曼徹斯特慈濟志工於16至18日，先後在阿博茲伯特安養中

心、女性中途之家及基石遊民日間照護中心進行冬令發放，並致

贈結緣品予各機構人員，感恩他們的付出。

 ◆ 2017.12.16 汶萊慈濟志工一行九人前往詩里亞安老院，進行每月一次的關懷

活動，此次除備有素食餐點與長者、家屬及院內工作人員共享，

並致贈福慧紅包，提前送上新年祝福。

 ◆ 2017.12.16 中國大陸南京慈濟志工於阜寧中等專業學校進行春蕾助學活動，

16至17日除發放助學金，亦入戶訪視及帶動靜思語課程，關懷學

生的身心健康。

 ◆ 2017.12.16 慈濟基金會「2017年冬令發放」活動16至17日於中國大陸河北省

保定市易縣裴山鎮、良崗鎮、富崗鄉等六區進行，慈濟志工逾

三百人發放米、麵粉及食用油等物資，共幫助三千二百一十戶；

並提供義診服務，關懷貧困鄉親。

 ◆ 2017.12.17 澳洲阿德雷德慈濟志工舉辦歲末發放活動，為來自敘利亞、緬

甸及伊拉克等國家的二十戶移民家庭，送上白米、食用油等生

活物資。

慈濟志工於寒冬來臨

之際，為滯留在塞爾

維亞的各國難民發放

圍巾等禦寒用品，

看到難民露出難得笑

容，自己也跟著開

心。攝影／林惠芳

 ◆ 2017.12.17 日本關西慈濟志工於大阪市愛鄰街友收容所進行冬令發放，為街

友送上衛生衣、毛巾及襪子等生活用品，並提供熱食服務。

 ◆ 2017.12.17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馬尼拉岷倫洛區（Binondo）舉辦街友關

懷活動，發放食物、睡墊、衣物及日用品等物資，幫助約

八百八十戶。

 ◆ 2017.12.18 啟德颱風（Kai-tak）16日侵襲菲律賓中南部，引發洪水及土石

流。奧莫克慈濟大愛村因嚴重淹水，一千多戶居民被撤離至學校

及衛生所等地安置。帕洛鎮慈濟大愛村志工及時伸援，於18至22

日分別在安置中心及奧莫克慈濟大愛村為災民烹煮熱食。

 ◆ 2017.12.18 澳洲雪梨慈濟志工自2015年新南威爾斯省水患後，長期關懷受災

的敦格鎮（Dungog）鄉親，是日為低收入家庭及長者發放生活物

資，提前送上耶誕節祝福。

 ◆ 2017.12.20 中國大陸福建省龍岩市連城縣慈濟幼兒園啟用暨慈濟基金會捐贈

教學設備儀式是日舉行，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劉效成代表恭讀上

人祝福信。

 ◆ 2017.12.20 加拿大本拿比慈濟志工於20、23日進行百恩中學（Byrne Creek 

Community School）冬令發放活動，本日為十戶弱勢學生家庭送

上生活物資禮籃，以及由實業家捐贈的冬靴。

 ◆ 2017.12.20 慈濟基金會在臺南市安南區鹽田里活動中心，進行社區關懷據點

揭牌，該里亦宣布成立守望相助隊；結合在地力量，以居民關懷

居民，啟發社區善的力量。

 ◆ 2017.12.20 花蓮市民孝里慈濟社區關懷據點於每週三舉行活動，是日慈濟

大學醫學資訊學系學生五十二人與慈濟志工共同參與，陪伴長

者摺紙、繪畫、做體操及用餐，以年輕人的活力帶給長者更多

的歡樂。

在縣府領導、幼兒園

親師生等人的見證下

揭幕，圓滿啟用儀

式。攝影／範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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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2.21 啟德颱風過境造成菲律賓奧莫克大愛村嚴重淹水，慈濟菲律賓分

會於21日發放清掃工具及衣物，並自22日起推動以工代賑，協助

災民恢復家園，而後於23、24日發放慰問金、毛毯及衣物，共幫

助一千四百一十三戶家庭。

 ◆ 2017.12.23 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島22日遭天秤颱風（Tembin）侵襲，其中納

卯市（Davao）河水氾濫成災。慈濟志工於23至25日前往收容中

心關懷災民，並先後發放食物、涼被、草蓆及餐具等生活物資。

 ◆ 2017.12.24 中國大陸四川慈濟志工與四川省淮口鎮政府合作，於慈濟成都大

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舉行環衛工人年終聚會，向環衛工人致意，

並致贈環保圍巾、棉鞋及手套等結緣禮。

 ◆ 2017.12.24 英國倫敦慈濟志工定期於依士靈頓華人協會為街友提供熱食服

務，本日適逢耶誕節前夕特地準備應景佳餚與歌曲表演，並致贈

帽子、襪子及圍巾等用品，與街友歡度佳節。此外，亦於26日晚

間分別前往地鐵站、地下道等地探訪街友，送上食物與冬帽、手

套、圍巾等禦寒物品。

 ◆ 2017.12.27 慈濟基金會捐贈高雄巿杉林區公所五十張「淨斯多功能折疊床

（福慧床）」，以提供鄉親避難安置時使用。

 ◆ 2017.12.27 啟德颱風重創菲律賓奧莫克，慈濟菲律賓分會於27、28日先

後在利洛安里（Liloan）、聖胡安里（San Juan）與利克瑪里

（Licuma），為災民發放毛毯及衣物，共幫助二千三百二十九

戶。28、29日採以工代賑方式邀請鄉親協助聖胡安小學清理校

園，讓學校能如期開學。 

 ◆ 2017.12.28 智利慈濟志工是日前往派內鎮（Comuna Paine），參與「聯基金

會（Fundación DEM）」為弱勢兒少舉辦的歲末聯歡活動，贊助

一百二十份禮物分送給孩子，並捐贈十組再生電腦予該基金會。

 ◆ 2017.12.28 慈濟基金會與新竹縣竹北市新國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成立慈濟社

菲律賓中部遭受啟德

颱風侵襲，奧莫克大

愛村嚴重淹水，慈濟

志工前往發放慰問

金、毛毯及衣物，讓

災民暫時解決燃眉之

急。攝影／李佳美

區關懷據點，本日揭牌啟用並簽署合作備忘錄；提供健康促進、

幸福共餐等服務，結合在地力量關懷社區長者。

 ◆ 2017.12.29 慈濟基金會與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合辦父母恩重難報經行願演

繹暨歲末祝福感恩會，一百多位受刑人透過音樂手語劇詮釋佛

典，以表露自身改變與懺悔。

 ◆ 2017.12.30 慈濟美國總會援助南加州林火災民，繼本月中旬於西爾瑪區發放

後，本日在文圖拉縣信用合作社（Ventura County Credit Union）

發放一百二十九戶。此外，慈濟聖地牙哥聯絡處志工亦於本日為

蒙瑟瑞鄉村俱樂部（Rancho Monserate）活動屋區的受災戶發放

現值卡、毛毯及香積飯，幫助三十七戶。

 ◆ 2017.12.30 中國大陸四川成都慈濟慈工進行成都大學助學金發放活動，共幫

助四十二人，並藉由分享與他們溫馨互動。

 ◆ 2017.12.31 中國大陸雲南慈濟志工於玉溪市華寧縣青龍鎮進行慈善訪視活

動，居家關懷二十一戶。

 ◆ 2017.12.31 慈濟基金會進行「2017年冬令發放」活動，本日於中國大陸山東

省臨沂市臨沭縣第四中學舉行捐贈儀式，因逢當地選舉日，志工

除在現場發放外，亦入戶發放持續至2018年1月26日，送上祝福

讓鄉親溫暖過冬，共幫助一千三百零一戶。

演繹結束後，受刑人

也向自己的家屬懺悔

過錯，與家人相擁而

泣。攝影／詹政培

慈濟基金會、法務部

矯正署花蓮監獄合辦

父母恩重難報經行願

演繹暨歲末祝福感恩

會，由受收容人、監

獄管理人員與慈濟志

工共同演出。攝影／

王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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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2017.01.01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自106年1月1日起，敦聘花蓮慈濟醫院泌尿部

教授郭漢崇為副執行長。

 ◆ 2017.01.05 花蓮慈濟醫院院長林欣榮獲聘為國際再生醫學期刊《CELL 

TRANSPLANTATION》主編，花蓮慈院是日於協力樓舉行期刊

編輯部揭牌儀式。

 ◆ 2017.01.07 臺中慈濟醫院舉行十周年院慶大會，以「拾穗‧十歲」為主題，由

慈濟醫療志業體同仁、人醫會志工，與病患、家屬約三百七十人，

共同演繹《藥師如來十二大願》，傳達醫護人員救拔病苦的初心。

 ◆ 2017.01.1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參

訪花蓮慈濟醫院，觀摩輕安居、社區關懷據點及安寧居家療護等

服務模式與雲端科技運用，作為推動長期照護參考。

 ◆ 2017.01.12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擴大辦理成人健檢服務，內容整合成人健康檢

查、花蓮縣長者健檢，以及口腔癌、大腸癌與子宮頸癌等三項癌

症篩檢，逾百位社區長者參與。

醫療團隊演繹〈第一

生佛平等願〉，表達

人人皆具佛性，藥師

如來立願自度度人，

淨除眾生煩惱塵垢。

圖片／臺中慈院提供

臺中慈院人工電子耳

團隊在〈第六諸根具

足願〉演繹後，與病

患一同上臺。找回聽

覺的孩子朗讀賀辭，

口語清晰，已擺脫聽

損的影響。圖片／臺

中慈院提供

慈善年表醫療年表  ◆ 2017.01.14 約旦慈濟志工於慈心之家舉辦義診活動，伊拉克難民哈菈

（Hala）醫師為敘利亞難民看診，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亦加入

志工行列陪伴孩童念書、玩遊戲。

 ◆ 2017.01.14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歲末送暖，上午在玉里靜思堂舉辦的冬令發放

暨圍爐活動中，為照顧戶提供健康檢查及癌症篩檢服務；下午由

院長張玉麟帶隊前往為八十四歲的獨居長者潘伯伯打掃及修繕居

家環境。

 ◆ 2017.01.17 新北市政府舉行第五屆「藥事服務獎」頒獎典禮，臺北慈濟醫院

藥師郭章婷獲頒臨床服務傑出獎。

 ◆ 2017.01.18 國民健康署於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一○五

年社區及職場健康營造成果發表會」，嘉義大林慈濟醫院獲頒

「健康職場年度績優類健康領航獎」，為全臺唯一獲健康職場的

醫院。

 ◆ 2017.01.19 臺中慈濟醫院、慈濟基金會與臺中市立仁愛之家合作，於2016年

10月6日起在仁愛之家舉辦為期八週的「用點心‧憶啟動」專班

課程，每週一次安排運動、復健及餐點製作等各式活動，增進住

民彼此間互動，於本日圓緣。

 ◆ 2017.01.20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第六次參與非營利組織醫護港（C a r e 

Harbor）義診，20至22日於洛杉磯瑞福展覽廳（The Reef 

Exposition Hall）為低收入及無醫療保險的民眾，提供牙科、眼科

及中醫科服務，幫助逾二千人次。

 ◆ 2017.01.20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舉行一○五年護理機構督導考核表揚典禮，臺

北慈濟醫院居家護理所榮獲衛福部「評鑑優等」機構。

 ◆ 2017.01.22 慈濟泰國分會本日為曼谷境內難民舉辦本年度第一次社區醫療服

牙科義診服務是醫護港創始

的主要宗旨，也是最多民眾

就診的部門，慈濟此次負責

統籌相關事宜，由愛滿地及

佛瑞斯諾兩地的慈濟社區門

診中心，調用六十組手提式

牙科治療儀器及診療椅，三

天服務人數超過八百人。攝

影／岑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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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此次並安排罹患白內障的十一位難民，至曼飄醫院接受手術

治療。 

 ◆ 2017.01.23 花蓮慈濟醫院與國璽幹細胞公司簽訂幹細胞醫療合作意向書，受

託進行「以自體脂肪幹細胞（ADSC）腦部移植治療陳舊性腦中

風」第一期人體試驗研究計畫，由院長林欣榮與該公司董事長莊

明熙代表簽約。

 ◆ 2017.01.24 中國大陸江西省十二歲女孩陽雨，罹患脊柱裂合併脂肪性脊髓脊

膜膨出及先天性查理氏畸形等多重病症，生活無法自理，經兩岸

慈濟志工接力關懷，2016年9月16日至花蓮慈濟醫院就醫，歷經

多次手術及復健治療，恢復狀況良好，慈院本日為她舉辦出院歡

送會。

 ◆ 2017.01.25 臺北慈濟醫院於院內為忠義育幼院院童舉辦圍爐活動，醫護團隊

及志工除了陪伴孩子們享用餐點，並安排創意塗鴉、布偶劇等節

目，以寓教於樂方式引導孩子學習健康保健觀念。

 ◆ 2017.01.26 花蓮慈濟醫院與長弘生物科技公司簽署新藥開發合作意向書，受

託執行「以標靶新藥Cerebraca wafer治療惡性腦瘤之第I/IIa期人體

臨床試驗」，是日由院長林欣榮與該公司董事長周姵妏，於花蓮

慈院簽約。

二月

 ◆ 2017.02.03 慈濟臺南安平聯絡處成立記憶保養學苑，為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失

智症中心輔導成立的第十二個失智症患者社區關懷據點。

 ◆ 2017.02.06 中國大陸上海三十七歲吳先生罹患「年輕型巴金森病綜合症」多

花蓮慈院醫護團隊為

陽雨舉辦出院歡送

會。陽雨響應慈濟

「竹筒歲月」，認

養紙筒撲滿，存錢助

人；院長林欣榮投入

善款，以行動表達支

持。攝影／魏瑋廷

年，經蘇州慈濟門診部評估後，是日在上海寶山慈濟志工的陪伴

下，至臺灣花蓮慈濟醫院，接受「深部腦刺激手術（DBS）」並

進行復健治療，經過近一個月療程，恢復狀況良好，於3月11日

返家。

 ◆ 2017.02.10 臺灣受大陸冷氣團影響，氣溫驟降，中區慈濟人醫會與慈濟志工

前往臺中火車站關懷街友，除送上禦寒衣物、熱食外，並為街友

提供義診服務。

 ◆ 2017.02.15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輔導成立第十三個記憶保養班，由

彰化縣和美鎮的庚新診所提供場地，是日舉辦開班活動，與當地

慈濟志工及社區志工共同照護失智長者。

 ◆ 2017.02.15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應救國團之邀，參與在玉里圓環舉辦的捐血

活動，於現場提供口腔癌及大腸癌篩檢服務，讓居民能就近接

受檢查。

 ◆ 2017.02.18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與池上衛生所合辦整合式篩檢活動，為社區民

眾進行成人健檢及衛生保健宣導，服務逾一百一十人次。

 ◆ 2017.02.22 臺北慈濟醫院營養師舉辦「茶暖心，心傳愛，『營』向『養』

罹患巴金森氏症的吳先

生於花蓮慈院接受深部

腦刺激手術後，復原狀

況良好，在院方舉辦歡

送會上，露出難得的笑

容，向主治醫師陳新源

（左）表達感恩。攝影

／彭薇勻

人醫會醫師紀邦杰

（左二）帶領志工至

臺中火車站，關懷夜

宿地下道的街友，遇

有生病或受傷者也立

即給予診治。攝影／

劉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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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傳愛敘利亞」活動，以義賣援助難民及進行素食營養衛教等

方式，歡度營養師節。

 ◆ 2017.02.24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與海端鄉加拿國小合辦「改變習慣吃出健康」

烹飪比賽，營養師到校了解學童飲食習慣，並針對食材、調味、

外觀及衛生等項目評比，給予家長及學童健康飲食觀念。

 ◆ 2017.02.24 慈濟印尼巴東聯絡處與巴東陸軍醫院合作舉辦義診，24至26日為

白內障、翼狀 肉及兔唇患者進行手術，共幫助三百零八人。

 ◆ 2017.02.24 馬來西亞亞庇慈濟志工與沙巴古打毛律醫院（Hospital Kota 

Belud）合作，24至26日舉辦眼科義診活動，為罹患白內障的

五十位偏鄉貧困居民進行手術。

 ◆ 2017.02.25 慈濟澳洲分會與彌迦計畫（Micah Projects Inc.）弱勢扶助組織合

作，於布里斯本成立聯合義診中心（Inclusive Health Clinic），為

街友等弱勢民眾提供牙科、家醫科、針灸、心理諮商與物理治療

等醫療服務，於本日舉行揭幕典禮。

 ◆ 2017.02.26 慈濟泰國分會為曼谷境內難民舉辦第二十六次社區醫療服務，本

日啟用新設立的牙科診間，以提供完善的口腔醫療服務，同時捐

款予曼飄醫院，補助該院貧困病患的醫療費用。

澳洲布里斯本慈濟志

工與彌迦計畫照護中

心執行長凱倫沃西

（右四），共同為聯

合義診中心揭幕。攝

影／沈琛詠

慈濟泰國分會於牙科

診間啟用儀式中，捐

款援助曼飄醫院貧困

病患，由該院院長彭

貼（中右）代表接

受。攝影／桑瑞蓮

三月

 ◆ 2017.03.05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舉辦十七周年院慶路跑暨健走活動，近八百人

參加，人數為歷年來最多，並安排健康小棧及摸彩，透過遊戲方

式吸引各年齡層的居民參與健康促進活動。

 ◆ 2017.03.06 臺中慈濟醫院舉辦社區志工中醫專業增能培訓課程，四次課程計

十四小時，於本日開課，逾七十位來自臺中市十三個社區據點志

工參加，27日結訓後成為「中醫社區健康守護員」，將協助臺中

慈院推動中醫社區健康促進等活動。

 ◆ 2017.03.07 花蓮慈濟醫院與臺灣鐵路管理局花蓮機務段合辦健康促進活動，

於7至9日分別為約二百位機務段員工，進行戒檳、戒菸衛教宣

導，並推廣定期接受癌症篩檢的觀念。

 ◆ 2017.03.10 臺灣、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法國等地慈濟人醫會成員及志

工，與柬埔寨總理青年志願醫師協會（TYDA）合作，10至12日於柬

埔寨磅針省（Kampong Cham）舉辦義診，服務二千八百八十人次。

 ◆ 2017.03.10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舉辦十七周年院慶大會，除表揚資深、優良員

工與衛教海報競賽優勝者，並邀請中福社區關懷據點、電光月眉

社區營造中心的長者，以及鴻德幼兒園、池上國中、關山國中師

生同樂。

 ◆ 2017.03.11 泰國紅十字會「薩文萬哈納皇后紀念醫院（Queen Savang Vadhana 

Memorial Hospital）」副院長瓦塔納昆（Chatchawal Wattanakul）一

行四十人，參訪臺北慈濟醫院，觀摩醫院志工制度、醫療資訊作

業及流程，作為泰國紅十字會成立志工中心的參考。

 ◆ 2017.03.15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慶祝啟業十八周年，有別以往舉辦慶祝活動，

於15、16日分別在市區圓環及院內大廳提供健檢服務，以實際行

動感恩鄉親，兩場約有二百人受檢。

來自新加坡的牙醫師

鄧國榮（左三）以橡

膠手套吹成氣球送給

病童，舒解孩子就診

的緊張心情。攝影／

林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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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17 新北市社會局及新北市社工師公會舉辦「第七屆閃亮社工表

揚」，臺北慈濟醫院社工師林家德積極服務病患的敬業表現，獲

頒「火力十足獎」。

 ◆ 2017.03.19 北區慈濟人醫會前往新北市貢寮地區舉辦每兩個月一次的義診，

此次於澳底國小、貢寮活動中心進行定點服務外，另分出六條路

線往診及居家關懷，共有六十四位醫護人員與一百六十五位志工

參與，服務一百五十四位鄉親。

 ◆ 2017.03.19 慈濟巴西聯絡處於奧薩斯哥市（Osasco）一所州立學校舉辦義診

及義剪，計有醫師十人及志工一百二十人參與，共服務當地居民

五百九十七人次。

 ◆ 2017.03.20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失智症中心輔導慈濟嘉義志業園區，成立記憶

保養班，每週一次為罹患失智症或輕度認知障礙的長者，安排運

動、認知訓練等課程，20日舉辦首次課程。

 ◆ 2017.03.24 慈濟印尼分會第一百一十七次大型義診，24至26日與印尼國軍合

作，首次在西爪哇蘇加武眉（Sukabumi）舉辦眼科義診，為罹患

白內障、翼狀 肉的二百零五位患者進行手術。

 ◆ 2017.03.24 臺北慈濟醫院內科加護病房團隊，參加財團法人先鋒品質管制學

術研究基金會「第201屆全國品管圈大賽」，榮獲團隊優秀獎殊

榮；護理長陳依萱獲得第一屆全國優質圈長獎。

 ◆ 2017.03.25 花蓮慈濟醫院結合東區慈濟人醫會、慈濟大學醫學系及海厝服務

隊，是日於花蓮慈院為東海岸兒童假日學校學童舉辦牙科義診及

健康成長營。

 ◆ 2017.03.25 花蓮慈濟醫院教學部首次舉辦實證醫學文獻查證競賽，職工

三十五人跨科室組成十二個團隊參加。

奧薩斯哥居民賈格麗娜

（右）罹患慢性病，須

長期服藥，因公費藥品

短缺，只能自行至藥房

購買，感恩慈濟舉辦義

診，為她看診並提供藥

物，減輕經濟負擔。攝

影／曾秋琴

 ◆ 2017.03.25 澳洲柏斯慈濟人醫會每半年舉辦一次大型牙科義診，25、26日

於西澳口腔健康中心（Oral Health Centre of WA）進行第七次服

務，幫助九十七位街友及難民。

 ◆ 2017.03.26 北區慈濟人醫會於新北市雙溪區舉辦兩個月一次的義診活動，分

別以定點在雙溪國小活動中心與九條往診路線進行服務，此次亦

邀請慈少及慈籃隊員加入關懷行列，為偏鄉長者送暖。

 ◆ 2017.03.27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雲嘉南慈濟人醫會及新港慈濟志工，27、28

日於新港奉天宮設立複合式服務站，為參與大甲媽祖遶境的信眾

義診、奉茶，並進行資源回收、幹細胞捐贈等宣導。

 ◆ 2017.03.27 中國大陸青海省的十七歲藏族少年土登昂布因罹患顱咽瘤，導致

發育遲緩、視力幾乎喪失，經臺灣智喜團體與明愛文教基金會轉

介慈濟關懷，在母親及珍秦鎮中心寄宿學校前校長久美昂布陪同

下，是日抵達花蓮慈濟醫院就醫。歷經七次手術及復健治療，恢

復狀況良好，於6月16日出院。

 ◆ 2017.03.28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第二百一十八次義診活動，與中華崇仁醫

院合作於馬拉坎南宮為基層員工及眷屬看診，服務逾一千三百

人次。

 ◆ 2017.03.29 花蓮慈濟醫院血液腫瘤科與臨床病理科主治醫師黃威翰，榮獲花

蓮縣一○六年度社會優秀青年。

 ◆ 2017.03.29 花蓮慈濟醫院與臺灣粒線體應用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於新藥研發、

臨床試驗及技術移轉等三方面展開合作，是日由花蓮慈院院長林

欣榮與臺灣粒線體董事長鄭漢中代表簽署合作意向書。

 ◆ 2017.03.31 衛生福利部舉辦一○六年度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頒獎典禮，花

蓮慈濟醫院社工潘國揚、黃靖玲，分別獲得資深敬業類、服務績

優類獎項。   

參與媽祖遶境的鄉親

因腳部受傷前往慈濟

服務站求助，大林慈

院醫護人員仔細地為

鄉親處理傷口。攝影

／劉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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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 2017.04.02 美國加州橙縣慈濟志工於聖塔安那市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and Girls 

Club of Santa Ana），為低收入戶及無保險居民舉辦義診，並首次出

動大愛蔬果車前往發放，鼓勵居民多蔬食，有助改善慢性疾病。

 ◆ 2017.04.03 臺北慈濟醫院兒科病房於兒童節前夕，為住院病童及家屬舉辦說

故事活動，提前歡度兒童節。

 ◆ 2017.04.08 臺灣鬱金香動作障礙關懷協會於8、9日在花蓮慈濟醫院，舉辦第

四屆巴金森紀念音樂會暨首屆巴金森病友研討會，由十五位病友

進行口頭、海報發表，分享他們如何與疾病共處，並克服身體限

制而追逐夢想的過程，與會病友及家屬近二百人。

 ◆ 2017.04.08 衛生福利部指導、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主辦的第七屆臺灣兒童醫

療貢獻獎，是日於松山誠品表演廳舉行頒獎典禮，花蓮慈濟醫院

護理部督導鄭雅君榮獲兒童護理獎。

 ◆ 2017.04.09 中區慈濟人醫會應臺中市勞工局邀請，參與「2017年第二屆移鳴

驚人‧東協好聲音才藝競賽暨移工免費義診活動」，於東協廣場

為外籍勞工及新住民提供醫療服務。

 ◆ 2017.04.09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臨床能力教學中心首次舉辦中醫科客觀結構式

臨床技能測驗（OSCE）模擬考試，藉此了解實習醫學生於詢問

病史、藥材辨識與醫病溝通等各項能力，計有慈濟大學學士後中

醫學系與中國醫藥大學四、五年級共四十八位學生應考。

 ◆ 2017.04.12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帶領二十八位同仁，12至14日於奧地

利維也納參與第二十五屆國際健康促進醫院（HPH）年會。

 ◆ 2017.04.13 花蓮慈濟醫院與美商永生公司簽訂幹細胞醫療合作意向書，雙方

合作進行「利用人類臍帶血單核細胞治療腦中風」人體試驗研究

與技術移轉。

慈濟固定於美國加州

橙縣聖塔安娜市舉辦

義診。志工有感慢性

病患漸增，首次在活

動中發放蔬果，宣導

健康飲食。攝影／簡

婉平

 ◆ 2017.04.14 菲律賓宿務婦女莎菈罹患牙釉母質細胞瘤，因家貧無力接受治

療；慈濟菲律賓分會接獲人醫會志工馬柯（Maco）醫師通報，

評估後轉介至臺北慈濟醫院，4月14日由菲律賓慈濟志工陪同莎

菈來臺，接受腫瘤切除及口腔重建手術，於5月28日出院。

 ◆ 2017.04.14 澳洲布里斯本慈濟人醫會醫療團隊與志工一行一百零七人，14至

16日於昆士蘭省塔拉鎮（Tara）舉辦年度義診，提供牙科、中醫

科、物理治療及眼科檢查等服務，共幫助四百多人。

 ◆ 2017.04.15 花蓮慈濟醫院成為美國發明家學會（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國際會員，為全臺第五個認證會員，由學會主席保羅

‧參柏格（Paul R. Sanberg）代表來臺，頒發證書予花蓮慈院院

長林欣榮。

 ◆ 2017.04.15 第十屆泛太平洋國際幹細胞及癌症研究研討會（Pan Pacific 

Symposium on Stem Cells and Cancer Research）15、16日於花蓮慈

濟醫院舉行，近二百五十位國內外幹細胞專家齊聚，探討各項幹

細胞療法最新研究與準則及新藥開發、醫材等議題。花蓮慈院並

與國璽幹細胞公司簽約，合作開發以嗅鞘細胞結合小分子藥物治

療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新藥。

 ◆ 2017.04.22 馬來西亞慈濟人醫會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合作，

22、23日於檳城北海及檳島三所緬甸洛興雅難民學習中心，以及

日落洞古大園等地，為難民兒童注射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三

合一疫苗，共服務三百八十八人。

 ◆ 2017.04.22 臺北慈濟醫院醫護人員前往忠義育幼院，為三十五位院童做健康

檢查，並響應世界地球日，陪同部分院童至新店慈濟環保教育

站，學習環保知識及體驗資源分類。

 ◆ 2017.04.22 由臺東關山慈濟醫院中醫科發起的蘭嶼義診活動，22、23日於蘭

將莎菈提報給慈濟的

菲律賓牙科醫師馬柯

（右一），在莎菈接

受治療期間正好於臺

北慈院受訓，也一路

陪伴、關懷。攝影／

王占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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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高中舉辦，服務成員包含花蓮、玉里及關山三家慈院中醫團

隊，以及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與社區志工共三十八人，

計看診二百二十五位鄉親。

 ◆ 2017.04.22 臺北慈濟醫院本年度承辦兩場新北市社區整合式健康篩檢，首場

於4月22日在新店靜思堂舉辦，第二場於5月21日在中和德穗國華

市民活動中心舉辦，總計服務一百三十五人。

 ◆ 2017.04.23 巴拉圭亞松森慈濟志工結合人醫會成員、聖洛倫索市（San 

Lorenzo）醫院醫療團隊，以及亞松森醫學院與瑪麗亞．艾莉亞

朵拉（UMAX）醫學院兩校師生，是日於聖洛倫索市舉辦義診，

共服務三百三十五人次。

 ◆ 2017.04.30 慈濟人醫會醫護及志工一行五十七人，本日前往澎湖縣望安鄉花

嶼村舉辦義診活動，為當地民眾提供六個科別的服務。

五月

 ◆ 2017.05.01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護理部於國際護師節前夕，邀請鄉親及院內同

仁共植福田、結善緣，1至5日在醫院大廳舉辦「愛延續小市集」

二手物義賣活動，所得捐入慈濟基金會國際賑災基金，援助敘利

亞難民。

 ◆ 2017.05.03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舉行第五屆「護理傑出獎」暨優良護理人員頒

獎典禮，臺北慈濟醫院副主任廖如文榮獲「特殊貢獻獎」、督導

陳似錦及專師護理長吳惠慎榮獲「護理貢獻獎」；另有十位護理

師獲頒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一○六年度優良護理人員」。

 ◆ 2017.05.06 巴拉圭亞松森慈濟志工及慈濟人醫會成員一行十人，於邦尼亞都

慈濟人醫會睽違四年再

度前往臺東蘭嶼義診。

中醫師以針治、艾灸及

拔罐等不同方式，為鄉

親舒緩因長期勞動及天

氣潮濕所造成的筋骨酸

痛。圖片／關山慈濟醫

院提供

打空部（Banado Tacumbu）社區舉辦義診，提供內科、牙科及小

兒科服務，共幫助一百六十四人。

 ◆ 2017.05.06 花蓮縣護理師護士公會於國軍英雄館舉行第十五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花蓮慈濟醫院及玉里慈濟醫院共有二十九位優良護理人

員、三十九位資深護理人員獲表揚。此外，花蓮慈院護理師沈芳

吉獲頒護理貢獻獎。

 ◆ 2017.05.06 臺中慈濟醫院神經內科舉辦「樂智同學會」失智症病友活動，首

次走向戶外，由醫療團隊陪伴病友及家屬前往新社區菇園參觀，

體驗採收香菇，藉著出遊舒緩生活壓力。

 ◆ 2017.05.09 慈濟加拿大分會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納奈莫市（Nanaimo）蘇納

莫部落（Snuneymuxw First Nation）設立醫療點，並舉辦首次中

醫義診，共服務七十二人。

 ◆ 2017.05.11 花蓮慈濟醫院小兒科醫療團隊舉辦母親節DIY送愛活動，讓住院

中的孩童透過親手製作零錢包，向媽媽表達感恩之情。

 ◆ 2017.05.12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行一○六年國際護師節聯

合慶祝大會，花蓮慈濟醫院主任章淑娟獲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

獻獎」；花蓮、臺北及臺中等三家慈濟醫院共有八位資深護理人

員獲表揚。

 ◆ 2017.05.16 花蓮慈濟醫院推動標準化病人屆滿十一周年，花蓮慈院標準化病

人中心與教學部本日舉辦「良語良師」感恩餐會，向擔任標準化

病人的志工們致謝，感恩他們為醫學教育的奉獻。

 ◆ 2017.05.17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與鴻德幼兒園合辦「包粽送愛」活動，17、18

日由關山慈院職工、慈濟志工與幼兒園師生近八十人，製作五百

多顆素粽，於19日分送予照顧戶及醫院同仁。

 ◆ 2017.05.18 臺北慈濟醫院與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合辦「跨團隊全人照護分

加拿大蘇納莫部落長

老在慈濟醫療點啟動

儀式上，為參與義診

的醫師們披上繡有部

落圖騰的毛毯，表達

祝福及感恩。攝影／

吳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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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研習會」，除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並由臺北慈院團隊

分享全人照護的案例，共一百多位醫療人員與會。

 ◆ 2017.05.18 花蓮慈濟醫院與花蓮縣衛生局為宣導菸檳危害防治觀念，共同辦

理「2017第二屆花蓮縣無菸檳家園創意聯想繪圖比賽」，由近千

件作品中選出六十一件，於本日公布得獎名單，7月1日舉行頒獎

典禮暨畫展開幕式。

 ◆ 2017.05.19 新北市衛生局為強化醫療機構對暴力事件的緊急應變能力，本日

於臺北慈濟醫院舉辦「急救責任醫院防範醫院暴力示範觀摩演

習」，由臺北慈院醫療團隊、慈濟藝聯會志工與員警合力演練，

逾四十家醫療院所代表到場觀摩。

 ◆ 2017.05.20 臺北慈濟醫院引進第四代「達文西機械手臂」微創手術系統，於

本日舉行達文西手術室揭牌儀式。

 ◆ 2017.05.20 臺中慈濟醫院社區健康中心及營養科團隊，結合潭子區慈濟志

工，前往大豐社區關懷據點，與社區長者提前歡度端午節，透過

製作「紅寶石水晶粽」，分享健康飲食的觀念。

 ◆ 2017.05.20 花蓮慈濟醫院檢驗醫學科舉辦首次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

（OSCE），由標準化病人模擬「困難抽血」情境，讓五位進行

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的醫檢師在互動中，學習與受檢者

應對與溝通。

 ◆ 2017.05.21 東區慈濟人醫會首次於臺東縣長濱鄉樟原村舉辦義診活動，共出

動六十四位醫護人員與志工，提供眼科、牙科、內科、外科及中

醫科等十二個科別服務，幫助一百五十二位居民。

 ◆ 2017.05.21 慈濟印尼萬隆聯絡處與全寶集團於萬隆市合辦義診，共幫助約

四百位貧病居民。

 ◆ 2017.05.21 慈濟巴西聯絡處5月21日首次在波昂市舉辦義診；慈濟志工於6月

臺北慈院院長趙有誠

（左四）、副院長張

耀仁（左三）與外科

系主管們，為達文西

手術室揭幕。攝影／

范宇宏

3日再度前往該市分發眼鏡及健檢報告，並發放食物籃予貧困居

民。

 ◆ 2017.05.22 花蓮慈濟醫院、長弘生物科技公司與美時化學製藥公司，是日

簽訂共同開發合作備忘錄，進行本土開發惡性腦瘤標靶藥物

Cerebraca wafer與腦癌學名藥Temozolomide合併治療臨床試驗。

 ◆ 2017.05.24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舉辦「急診暴力演習」及「大量傷患演習」，

其中大量傷患演習有別於以往著重在醫護人員救護演練，而以傷

患資訊的取得及傳遞，以及各科室間的溝通聯繫、通報為重點。

 ◆ 2017.05.26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第二百二十一次義診，結合菲律賓、新加

坡及臺灣等地人醫會醫護人員與志工，26至28日在萊特省獨魯萬

市，為鄉親提供眼科、牙科、小兒科及中醫科等七個科別服務，

共有六千二百四十六人次接受診療。

 ◆ 2017.05.25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醫護人員、社工師及慈濟志工組成居家往診團

隊，探訪慈濟關懷戶，除關懷個案健康狀況，並致贈由醫院同仁

親手包製的素粽，在端午佳節前夕送上祝福。

 ◆ 2017.05.27 臺中慈濟醫院成立克隆氏症病友會，讓患者藉由彼此交流與分

享，獲得更多鼓勵與支持，於本日舉辦首次活動。

 ◆ 2017.05.28 慈濟越南聯絡處受邀前往前江省（Tien Giang）鵝貢市（Go 

Cong）舉辦義診，提供內科、牙科、眼科、小兒科及婦產科診

療，幫助約五百名鄉親，計一百八十多位醫護人員及志工參與

服務。

 ◆ 2017.05.28 宏都拉斯慈濟志工於首都近郊的蘇雅白區（Suyapa）舉辦義診，

結合當地醫療志工與美國慈濟人醫會團隊，為居民提供七個科別

服務，共幫助九百四十四人次。

 ◆ 2017.05.31 由花蓮縣衛生局指導、花蓮慈濟醫院與花蓮縣病患家事服務協進

慈濟於獨魯萬市舉辦

義診，牙科團隊有感

於當地孩童齲齒嚴

重，除提供補牙、拔

牙服務外，並藉由道

具指導孩子們如何正

確刷牙。攝影／王玲

鳳



年
表

醫
療

242 243

51

回目錄回目錄

會合辦「照護服務員訓練班」，於本日開訓。三十四位學員全數

通過九十三小時的課程訓練，於7月13日獲頒結業證明書。

 ◆ 2017.05.31 適逢「世界無菸日」，臺北慈濟醫院舉辦「剪斷菸癮 拒絕菸

害」活動，邀請來賓與民眾響應「我家不吸菸」簽名聯署活動，

以及表揚戒菸成功人士與用心轉介的醫護團隊，並組隊前往莊敬

高職向學生宣導菸害防制。

六月

 ◆ 2017.06.04 慈濟美國芝加哥分會於中國城華人諮詢服務處，舉辦本年首場

「社區健康日」，為居民提供醫療諮詢服務。

 ◆ 2017.06.04 臺中慈濟醫院聽語暨人工耳蝸中心團隊應臺中市聲暉協進會邀

請，舉辦聽障病友講座，由耳鼻喉科醫師吳弘斌就人工耳蝸、微

創及困難手術等議題，與近三十位聽障患者及家屬分享。

 ◆ 2017.06.06 花蓮慈濟醫院繼2016年參與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友好國家醫事

人員訓練計畫」後，2017年進一步成為該會「公衛醫療專案計

畫」合作醫院，於本日舉行揭牌儀式。

 ◆ 2017.06.09 臺灣國際醫療衛生促進協會本日於衛生福利部舉行「第二屆國際

醫療典範獎」頒獎典禮，臺北慈濟醫院人醫會榮獲團體獎，由院

長趙有誠代表領獎。

 ◆ 2017.06.10 臺灣腫瘤消融醫學會於臺北慈濟醫院舉辦本年度第二次學術研討

會，全臺約八十位醫師及專家學者齊聚交流。臺北慈院內科部主

任王嘉齊示範運用超音波對比劑、融合影像及多針電燒等新技術

臺北慈院院長趙有誠

（右）由衛生福利部

部長陳時中（左）手

中接下國際醫療團體典

範獎，同時也感恩衛福

部多次協助醫材藥品報

關，圓滿慈濟國際賑

災。攝影／王占籬

手術，以視訊轉播手術實況和與會醫師做經驗交流，共同提高對

早期肝癌患者的腫瘤辨識度及治癒率。

 ◆ 2017.06.10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10至12日於保和島塔比拉蘭市（Tagbilaran 

City, Bohol）拉米羅社區醫院（Ramiro Community Hospital），舉

辦第三次眼科義診，為罹患白內障及翼狀 肉的二百六十九位患

者進行手術。

 ◆ 2017.06.11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醫護團隊分別於11、15日在玉里靜思堂，為

溝仔頂福氣站長者及社區居民舉辦健康促進講座，由泌尿科醫

師林威佑分享長者常見的泌尿系統問題與治療方式，以及預防

保健方法。

 ◆ 2017.06.14 北區慈濟人醫會與臺北慈濟醫院合作，於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

第六總隊，為員警進行健康講座、四癌篩檢、自律神經檢測及體

適能檢測等服務。

 ◆ 2017.06.14 玉里慈濟醫院舉辦急診室暴力事件應變演練，強化院內同仁對暴

力事件安全防範作業標準流程的熟悉度與應變能力，同時檢視各

項求救通報系統完備性、證據保全設備完整性，並建立與轄區警

察機關合作默契。

 ◆ 2017.06.17 慈濟巴西聯絡處17日於福仁西斯哥‧莫那多市（Franc i sco 

Morato）舉辦兩場牙齒保健與健康講座會；18日於聖伊莎貝爾市

（Santa Isabel）舉辦義診及義剪，服務七百二十一人次。

 ◆ 2017.06.17 加拿大大多倫多地區慈濟志工17、18日於漢彌頓市蓋吉公園參與

國家原住民日活動（National Aboriginal Day），除介紹慈濟志業

理念及推展概況，並邀請兩位中醫師於現場為鄉親義診，共服務

六十六人。

 ◆ 2017.06.22 臺中慈濟醫院與臺中市警察局合作，為員警提供體適能檢測、癌

症篩檢及健康諮詢，共服務二百多人。

 ◆ 2017.06.24 雲林縣大埤鄉因「0601豪雨事件」部分地區淹水，雲林慈濟志工

持續關懷受災鄉親，結合大林慈濟醫院醫療團隊下鄉舉辦中醫義

診暨祈福晚會，首場本日於北鎮村後庄活動中心舉辦。

 ◆ 2017.06.24 北區慈濟人醫會結合花蓮、高雄等地人醫會成員，前往創世基金

會臺東分院，為三十多位院民清潔口腔與治療牙齒，此為慈濟第

三次在此義診。

 ◆ 2017.06.25 慈濟人醫會與內政部移民署、宜蘭縣政府勞工處及蘇澳區漁會等

單位合作，於南方澳第三拍賣魚市場舉辦每年兩次的外籍漁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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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共提供五個科別的看診，適逢穆斯林開齋節，志工亦準備禮

物及表演節目，與他們共度佳節。

 ◆ 2017.06.28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與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第二度合作，於28、

29日為員警提供體適能檢測與癌症篩檢服務，此次並增加衛教宣

導，提升健康自主管理意識。

七月

 ◆ 2017.07.01 臺北慈濟醫院與臺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於1、2日合辦「第六

屆治療性內視鏡研討會」，其中第二天的治療示範分別在臺北慈

院及臺大醫院進行，共完成二十三個案例，近百人與會。

 ◆ 2017.07.01 慈濟醫療財團法人為永續發展暨持續建立各項管理制度之需，自

本日起續敦聘張聖原教授為策略長，聘期四年。

 ◆ 2017.07.06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與大愛電視臺合作，為癌末醫師李森佳圓滿再

次進行居家往診的心願，本日在妻子李呂鶴、弟弟李晉三醫師，

以及高屏區慈濟人醫會醫師洪宏典、葉添浩等人陪伴下，下鄉探

訪患者。

 ◆ 2017.07.07 馬來西亞吉打慈濟洗腎中心及慈濟人醫會合辦護理研討會，邀請

吉打地區二十一家洗腎中心共一百零七位護理人員齊聚靜思堂，

交流彼此經驗。

 ◆ 2017.07.07 慈濟印尼分會與印尼警察部隊合作，於萬丹省（Banten）當格朗

縣（Tangerang）巴格當安鎮（Pagedangan）舉辦義診，服務逾

三千七百人。

慈濟每年兩次於南方

澳舉辦義診，為避免

外籍漁工錯失就醫機

會，志工沿著碼頭遍

訪靠岸的漁船，邀請

漁工下船接受義診。

攝影／賴振豐

 ◆ 2017.07.09 臺中慈濟醫院第二年為臺中市立仁愛之家長者進行年度健康檢

查，此次結合中區慈濟人醫會與潭子區慈濟志工，共八十人投入

服務行列。

 ◆ 2017.07.10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於鴻德幼兒園舉辦「我是小小華陀」活動，由

中醫師分享如何透過按壓穴道來保健眼睛，或減緩感冒、腸胃不

適與肩膀緊繃等症狀，提升孩子們自我保健能力。

 ◆ 2017.07.12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醫療團隊於玉里農會家政班，為社區媽媽舉辦

健康講座，分享用藥安全、運動與健康飲食等知識，以及宣導癌

症篩檢與預防觀念。

 ◆ 2017.07.13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舉辦「海端鄉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年度擴

大衛教活動，以「肝病防治」為主題，分別於13、 20日前往霧

鹿村及利稻村進行衛教宣導。

 ◆ 2017.07.15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與聖巴拿巴華人醫療服務中心合作，舉辦華

人健康日，提供八場醫療講座、十位醫師門診與各項篩檢，共服

務一百二十四人。

 ◆ 2017.07.16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慶祝啟業十七周年，是日結合雲嘉南區慈濟人

醫會，一百五十五位醫護人員及志工分組十五條路線探訪雲嘉地

區五十七位需醫療關懷的個案與慈濟法親。

慈濟印尼分會與警方

在萬丹省當格朗合辦

義診活動。參與志工

服務的慈少手持燈具

及抽水吸管，協助牙

醫師為病患診療。攝

影／Yuliati

大林慈院慶祝啟業十七

周年，結合慈濟人醫會

關懷雲嘉南地區的照顧

戶及慈濟法親。骨科醫

師楊昌蓁（左）探訪獨

居長者徐奶奶，並送上

蛋糕與她結緣。攝影／

劉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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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7.22 慈濟菲律賓分會與保和省政府及教育部，本日簽署公立學校牙科

保健計劃協議備忘錄，透過三方合作為學生提供免費牙科診療，

於12月9、10日在塔比拉蘭市（Tagbilaran）塞西莉亞普隆國立中

學（Dr. Cecilio Putong National High School）進行首次服務。

 ◆ 2017.07.23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第二百二十六次義診，於甲美地省西朗鎮 

（Silang, Cavite）天主教聖瑪莉學校（The Sisters of Mary school）

為來自貧困家庭的二千一百四十九位學生進行健康檢查，並提供

牙科、眼科及耳鼻喉科等診療服務。

 ◆ 2017.07.23 慈濟印尼分會首次於北雅加達阿敏基金會舉辦義診，與雅加達基督

教醫學大學合作，為安卒地區一百三十一位長者提供診療服務。

 ◆ 2017.07.23 慈濟美國拉斯維加斯聯絡處每年定期於春、秋兩季，為街友舉辦

牙科義診，志工考量街友需求而增加義診場次；是日於拉斯維加

斯救世軍會所為街友看診，共服務一百三十三人。

 ◆ 2017.07.23 東區慈濟人醫會結合東部三家慈濟醫院醫護人員與慈濟志工，於

臺東太麻里大王社區舉辦義診，提供內科、牙科、外科、中醫科

及心臟內科看診服務。

 ◆ 2017.07.24 尼泊爾健康照護基金（Health Care Foundation Nepal）計劃在藍毘

尼設立洗腎中心，特地安排三位成員24至28日於嘉義大林慈濟醫

院，觀摩廢棄物處理、腎臟病防治、社區健康篩檢等作業方式。

八月

 ◆ 2017.08.05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開辦臺語訓練班，提升新進原住民護理

人員及外籍看護工與年長鄉親的溝通能力，於8月5日至9月7日期

慈濟菲律賓分會與保

和省政府部門合作推

動公立學校牙科保健

計畫，於塞西莉亞普

隆國立中學進行首次

服務。慈濟人醫會醫

師加斯科（Y v o n n e 

Gascon）為學生檢查

牙齒。攝影／佐那斯

間共安排四次課程。

 ◆ 2017.08.08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承接嘉義縣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業務，協助疑似

失智個案的就醫確診及個案管理，陪伴照顧者獲得照護諮詢、協

調、轉介與追蹤等服務，本日由嘉義縣長張花冠、大林慈院副院

長陳金城等人共同揭牌。

 ◆ 2017.08.10 緬甸爆發H1N1流感疫情，該國衛生部緊急醫療司司長趙偉受

（Prof. Zaw Wai Soe）發函慈濟，尋求防疫物資援助，花蓮、大

林、臺中、臺北四地慈濟醫院共同募集，包括三千多顆抗病毒藥

物、二千件隔離衣、流感快速篩檢試劑、乾洗手噴劑及額溫槍，

共近七百六十公斤，計八十九箱醫療用品，自本日起分三批空運

至緬甸。

 ◆ 2017.08.11 慈濟人醫會暨花蓮玉里慈濟醫院醫師李森佳行醫逾五十年，由自

家診所退休後，又投入花東偏鄉醫療服務，2011年被診斷出罹患

肺腺癌第四期後仍持續看診，直至2017年5月因病情加劇而停診

休養。玉里慈院與大愛電視臺於本日在玉里靜思堂舉辦感恩音樂

會，社區鄉親、醫護同仁及志工齊聚一堂，向李醫師表達祝福。

 ◆ 2017.08.13 花蓮慈濟醫院慶祝啟業三十一周年，於8月份舉辦院慶系列活

動，本日舉辦「回歸心靈故鄉路跑暨健行活動」，醫院職工、志

工及社區民眾近千人參與。

 ◆ 2017.08.13 印尼慈濟人醫會於茂物市努魯亞伊曼習經院（Al-Ashriyah Nurul 

Iman）舉辦義診，為學生及社區居民提供牙科、一般科診療。

 ◆ 2017.08.16 臺中慈濟醫院醫療團隊接獲社區慈濟志工通報，本日分別前往潭

子、太平進行居家醫療個案訪視，共探訪七戶、收案八件。

 ◆ 2017.08.18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舉辦「2017年移植中心醫學研討會」，邀請日

本移植醫學會理事長江川裕人、花蓮慈院外科部主任李明哲、臺

玉里慈院醫師李森佳

（中）因病停診休

養，玉里慈院與大愛

臺為李醫師舉辦感

恩音樂會。院長張玉

麟（左二）及醫院同

仁上臺擁抱李醫師與

家屬，表達深切的祝

福。攝影／鄭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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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醫院一般外科副教授何明志分享臨床經驗，並藉由網路視訊與

臺北、臺中及花蓮慈院進行交流。

 ◆ 2017.08.19 美國慈濟人醫會醫療人員及志工一行七人，本日結合海地醫療人員

於太子港聖路易學校（Institution Saint-Louis de Gonzague）舉辦義診活

動，提供內科、小兒科等診療服務，共看診四百七十三人次。

 ◆ 2017.08.20 菲律賓保和島脊椎側彎患者瑞珍（Rejean Ligue），因脊椎變形

達一百四十度，壓迫胸腔並影響心肺功能，經慈濟菲律賓分會轉

介，本日由臺北慈濟醫院收治，為其進行矯正手術，歷經兩個月

治療，彎曲角度矯正至六十度，恢復狀況良好，於10月4日出院

返回菲律賓。

 ◆ 2017.08.20 慈濟巴西聯絡處於義大貝蜜市（Itapevi）舉辦義診活動，並提供

免費的眼鏡配置及二手衣發放服務，幫助六百八十四人次。

 ◆ 2017.08.25 臺灣、新加坡、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地慈濟人醫會成員與志工

共一百八十二人，結合斯里蘭卡慈濟志工與科達拉瓦國防大學

護理系師生，25至27日於可倫坡哥達圖瓦中央學院（Gothatuwa 

Central College）舉辦義診，提供牙科、外科、內科、中醫科診療

及眼鏡驗配服務，幫助三千一百七十人。

來自菲律賓保和島的

瑞珍（中）因嚴重脊

椎側彎，至臺北慈院

接受治療，術後恢復

狀況良好，10月初與

醫療團隊及志工一起

慶祝出院，接受眾人

祝福。攝影／吳裕智

慈濟於8月下旬在斯

里蘭卡可倫坡舉辦義

診，提供多科別服

務。中醫師（右）透

過推拿、按摩，幫助

長者減輕膝蓋疼痛的

狀況。攝影／郭靜儀

 ◆ 2017.08.26 花蓮慈濟醫院舉辦「高尖端精準放射治療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High Precision Radiotherapy）」，邀

請來自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等地的放射治療領域專家學者，分

享重粒子治療研究。

 ◆ 2017.08.27 臺灣衛生福利部國際醫療交流團本日參訪馬來西亞檳城慈濟洗腎

中心，了解洗腎中心籌設歷程及當地慈濟醫療志業發展狀況。

 ◆ 2017.08.28 臺北慈濟醫院牙科醫療團隊多次前往新北市愛兒兒童發展中

心，關懷院童的口腔保健。為讓孩子實際體驗醫院就診流程，

特地分三梯次安排院童至臺北慈院接受口腔檢查，本日下午為

第一梯次服務。

九月

 ◆ 2017.09.03 花蓮慈濟醫院小兒科及社服室結合慈濟大學見晴服務隊，舉辦第

一型糖尿病甜蜜成長工作坊「齊聚一『糖』T1DM總動員」，除

安排團康活動、衛教課程，讓病童及家屬學習照護知識，並邀請

三位患有第一型糖尿病的大學生分享成長經驗。

 ◆ 2017.09.03 北區慈濟人醫會自2015年9月起每半年一次為創世基金會臺北總

院院民洗牙，本日出動醫護人員及志工共四十五人，服務二十二

位院民。

 ◆ 2017.09.06 花蓮慈濟醫院承辦衛生福利部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計畫，與花蓮縣

內相關醫療院所、機構社團及關懷據點合作，提供失智個案與照

顧者所需的照護諮詢、協調及轉介，以及疑似失智個案的就醫診

斷與醫療照護等服務，本日於花蓮縣衛生局舉行啟動儀式。

花蓮慈院與慈濟大學

見晴服務隊合辦「齊

聚一『糖』T1DM總

動員」活動。慈院營

養師指導第一型糖尿

病病童計算食物醣

份，學習控制飲食。

圖片／慈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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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9.09 慈濟泰國分會定期為曼谷境內難民舉辦社區醫療服務，為節省每

次拆搭帳棚的時間，遂在靜思堂內增設固定診間，於本日舉辦完

工後的第一次預約式常態性義診，為難民提供內科及牙科門診。

慈濟泰國分會常態性義診訂於每月第一及第三個週六舉辦，以服

務更多貧病鄉親。

 ◆ 2017.09.09 臺北慈濟醫院於9、10日舉辦「第六屆迎心傳愛新人營」，

二百五十一位臺北慈院新進同仁透過慈濟志業與醫療人文的分

享，及參與居家關懷、環保體驗等活動，體會慈濟精神。籌建中

的印尼慈濟綜合醫院，由院長古納萬（Gunawan Susanto）帶領

十五位將加入印尼慈院的醫護人員，全程參與活動。

 ◆ 2017.09.10 高屏區慈濟人醫會與內政部移民署等單位合作，於東港區漁會舉

辦外籍漁工義診活動，提供眼科、牙科、皮膚科等診療及多項健

康檢查，服務逾百人。

 ◆ 2017.09.11 美國德州哈維風災過後，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為因應災區醫療需

求，本日由加州出動一部大愛醫療巡迴車前往德州休士頓，於13

日晚間抵達，這是大愛醫療巡迴車繼2005年卡崔娜颶風後，再次

由西岸跨州至德州服務。

 ◆ 2017.09.11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首次為「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計

畫」，開辦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OSCE），透過標準化病

人的實境模擬，測試訓練醫師的「病史詢問」、「醫病溝通」、

「四診」、「臨床技能操作」等能力。此次參與測驗的十二位訓

練醫師為花蓮慈院、關山慈院中醫住院醫師，以及社區中醫診所

代訓醫師。

 ◆ 2017.09.13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首度舉辦新進護理人員客觀性結構式臨

床技能測驗（OSCE），透過傷口換藥、困難抽血、藥物劑量、

疼痛評估等分站測試，以及考官回饋與建議，協助新進護理人員

提升專業技能與人際溝通等方面的能力。

 ◆ 2017.09.14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推動失智照護服務計畫，辦理「認知促進及緩

和失智服務」專班，本日於臺中慈院第二院區復健中心舉行開訓

典禮，展開十二週課程，讓失智症患者延緩身心功能退化，家屬

亦可學習如何與患者互動。

 ◆ 2017.09.17 慈濟巴西聯絡處於伊坦波里斯塔（Itaim Paulista）舉辦義診活動，為

居民提供牙科、眼科、心臟科、婦產科、中醫科及針灸科等科別

服務，共看診六百四十人次，現場亦提供二手衣物讓居民挑選。

 ◆ 2017.09.20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2016年與越南血液專科醫院（B l o o d 

Transfusion Hematology Hospital）簽訂合作協議後，首次透過該單

位捐贈周邊血幹細胞至越南，本日於花蓮慈濟醫院點交幹細胞。

越南為慈濟供髓的第三十一個國家地區。

 ◆ 2017.09.22 第十八屆金峰獎頒獎典禮本日於臺北中油大樓舉行，花蓮慈濟醫

院榮獲「十大傑出企業」，為唯一獲獎的醫療院所；院長林欣榮

獲頒「十大傑出領導人」。

 ◆ 2017.09.22 印尼慈濟人醫會參與印尼國軍七十二周年義診活動，於22至24日

隨同軍方醫療船分別前往長島（Pulau Panjang）、屯達島（Pulau 

Tunda）及烏戎庫隆（Ujung kulon）為離島居民服務；26至28日

則於萬丹省芝勒貢（Cilegon）駐點，為罹患白內障、兔唇、腫瘤

的患者進行手術。此次參與人醫會成員及慈濟志工共三十五人，

共服務一千九百五十九人次。

 ◆ 2017.09.23 慈濟澳洲分會於23、24日在雪梨西南區黑鎮青年學院（Blacktown 

Youth College）舉辦義診，慈濟志工結合人醫會成員及雪梨大學

牙醫系學生約一百二十人，服務一百零四人。

 ◆ 2017.09.24 花蓮慈濟醫院與東區慈濟人醫會、陳明庭血管瘤基金會、陽光

社會福利基金會、資生堂社會關懷美容中心合作，於花蓮慈院

舉辦血管瘤義診，以及「血管瘤認識」、「修飾化妝諮詢」等

相關講座。

 ◆ 2017.09.24 慈濟菲律賓分會第二百二十七次義診，本日於馬尼拉聖尼古拉斯

區佩德羅格瓦拉小學（Pedro Guevarra Elementary School）舉辦，

共服務一千三百九十六人。

 ◆ 2017.09.25 花蓮慈濟醫院於2017年6月成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公衛醫

療專案計畫合作醫院」後，參與第一梯次醫護人員代訓計畫的布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首次供髓至越南，由

花蓮慈院院長林欣榮

（右二）將幹細胞交

付越南血液專科醫院

幹細胞庫主任陳忠勇

（左二）。圖片／花

蓮慈濟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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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納法索四位婦兒科醫護人員，完成近兩個月的訓練，是日由國

合會處長王宏慈與花蓮慈院院長林欣榮頒發結訓證書。

 ◆ 2017.09.29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醫護人員及志工本日前往電光部落、池上鄉等

地，進行居家醫療個案訪視，此次特地致贈醫護人員及志工自製

的「封仔餅」，提前送上中秋祝福。

 ◆ 2017.09.30 花蓮慈濟醫院傷口造口護理師許美玉、徐小惠與慈濟科技大學研

發長林祝君，為提升造口病患在清潔、排空造口袋的便利性，共

同研發「造口袋清潔裝置」，獲得2017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

易展金牌獎。

十月

 ◆ 2017.10.01 臺中慈濟醫院為信望愛智能中心院生進行年度健康檢查，本年邁

入第十一年，醫療團隊是日結合慈濟志工、慈青，陪伴九十位院

生完成各項檢查，並安排團康活動及人文課程，舒緩就醫壓力。

 ◆ 2017.10.01 花蓮慈濟醫院舉辦「新芽菩薩大道行」新進人員共識營，透過醫

院資深同仁與志業體職工分享，以及居家關懷、環保站體驗等活

動，讓一百二十八位新進同仁更了解慈濟志業及精神。

 ◆ 2017.10.01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承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自10月起提供公費疫

苗施打服務，除在院內每週開立十個診次，並由醫師支援當地衛

生所人員，深入鄉里及校園服務，截至10月底共承接十二場次，

計十五個據點。

 ◆ 2017.10.01 北區慈濟人醫會自2015年起定期前往創世基金會基隆分院，為院民

洗牙，本日出動醫護人員及志工共九十二人，服務四十八位院民。

關山慈院醫務部主任

張志芳（左一）帶領

醫護同仁及志工，於

中秋節前夕探訪居家

醫療個案，關懷他們

的生活環境與身體狀

況。攝影／陳慧芳

 ◆ 2017.10.02 花蓮慈濟醫院為進一步研究胃食道逆流症的診斷與治療，與國際

胃食道逆流症專家邁克爾教授（Michael F. Vaezi）合作，專案引

進內視鏡食道黏膜阻力測量儀（Mucosal Impedance），並由肝膽

腸胃科展開臨床研究收案。

 ◆ 2017.10.06 慈濟醫療志業與印尼森特拉梅迪嘉集團（Sentra Medika）醫院簽

訂合作協議書，是日於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中，由慈濟醫療志業

執行長林俊龍與該集團董事長蘇哈曼（Suherman Widyatomo）代

表簽署。

 ◆ 2017.10.08 印尼萬隆慈濟志工與人醫會醫療團隊前往芝沙魯亞鎮（Cisarua）

葛達萬伊村（Kertawangi），為答如‧伊納亞習經院（Darul 

Inayah）學生進行義診，共服務三百三十五人。

 ◆ 2017.10.13 臺中慈濟醫院二十多位醫護人員響應「1013一人一善」活動，本

日由院長簡守信帶領，前往獨居患者陳先生家中，協助打掃及修

繕住家。

 ◆ 2017.10.14 第一屆慈濟醫學年會於14、15日在花蓮慈濟醫院與慈濟大學舉行，

六家慈濟醫院及慈濟大學的醫護與研究人員齊聚交流，發表最新

研究成果，並舉辦十二場健康講座，與民眾分享疾病防治資訊。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

林俊龍（右二）與印

尼森特拉梅迪嘉集團

董事長蘇哈曼（左

二）代表簽訂合作協

議，雙方進行醫學技

術與人才交流。攝影

／潘彥同

第一屆慈濟醫學年會

四十篇論文以「討論

式海報」發表，圖為

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

尹文耀（中）發表論

文。攝影／林家如



年
表

醫
療

254 255

51

回目錄回目錄

 ◆ 2017.10.14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於14、15日在高雄靜思堂舉辦捐受者相見歡

及幹細胞捐贈關懷志工教育訓練課程。

 ◆ 2017.10.15 慈濟澳洲柏斯聯絡處舉辦2017年下半年度牙科義診，透過紅十

字會、聖巴特之家（St Bartholomew's House）、魯阿街友之家

（Ruah Community Services）及聖文森特保羅協會（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等機構轉介患者，共為八十一位街友及難民診療。

 ◆ 2017.10.15 慈濟巴西聯絡處15日在福仁西斯哥‧莫那多市（Franc i sco 

Morato）舉辦義診活動，提供中西醫診療、驗光及抹片檢查等服

務，幫助六百三十三人次。志工於28日再度前往該市分發眼鏡與

檢查報告，並與市政府合作為二十三戶貧病家庭發放食物、毛毯

等生活物資。

 ◆ 2017.10.18 菲律賓慈濟人醫會於仙範市監獄（San Juan City Jail）舉辦牙科義

診活動，服務一百一十五位受刑人，另為一百三十七人提供免費

眼鏡。

 ◆ 2017.10.20 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指導，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慈濟醫療志

業、國際醫療無害組織（Health Care Without Harm）合辦的第四屆綠

色健康醫院國際研討會，20、21日在新北市新店靜思堂舉辦，活動

分為「2017年亞洲區綠色醫院論壇」及「2017健康促進與照護機構

國際研討會」，共有近六百位海內外專家學者進行交流。

 ◆ 2017.10.20 衛生福利部為表揚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間，推廣民眾簽署「預

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註記健保卡」宣導成效績優

的醫療機構，於本日舉行表揚典禮。大林、臺中、臺北等三家慈

濟醫院獲績優團體。

 ◆ 2017.10.21 花蓮縣衛生局、花蓮慈濟醫院、東區慈濟人醫會及慈濟大學醫學

系海厝服務隊合作，於花蓮慈院舉辦「海厝學童牙科義診暨小小

花蓮慈院牙科部醫護團

隊為五十位海厝兒童假

日學校學童，矯正齲齒

並加強口腔衛教。牙科

主任黃銘傑與學童互

動，抒解孩子們緊張的

情緒。圖片／花蓮慈濟

醫院提供

醫護體驗營」，為五十位來自花蓮縣豐濱鄉海厝兒童假日學校的

偏鄉學童矯正齲齒並加強衛教知識。

 ◆ 2017.10.21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參加臺灣健康醫院學會舉辦的「活力十足健康

操」競賽，由院內健康促進小組以臺灣健康醫院學會指定動作，

加入復健科醫師所設計的動作，榮獲參獎。

 ◆ 2017.10.21 慈濟泰國分會為曼谷境內難民舉辦社區醫療服務，除提供牙科、

內科及小兒科診療，並邀約泰國食物銀行（Thai Harvest SOS）參

與活動，為難民發放食物及衣物。

 ◆ 2017.10.22 臺中慈濟醫院中醫部第三年與太平區慈濟志工合辦九九重陽敬老

活動，以生活中醫、促進健康為主題，前往太平頭汴坑，與鄉親

分享八段錦養生操、耳穴按摩及漢方防蚊液製作等保健方法，另

安排至三位個案家中往診。

 ◆ 2017.10.22 澳洲布里斯本慈濟人醫會，與紅十字會及多元文化發展協會等多

個社區組織合作，分別於聯合義診中心（Inclusive Health Clinic）

及洛根市牙科診所（Logan Dental Clinic）舉辦義診，服務一百多

位街友及難民。

 ◆ 2017.10.22 北區慈濟人醫會桃園隊八十九人至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進行

健康關懷營，服務院生一百二十五人。院方為感恩志工自2003年

起每半年一次的付出，於本次活動中頒贈感謝狀。

 ◆ 2017.10.25 重陽節前夕，花蓮慈濟醫院輕安居舉辦「老幼共學」課程，邀請

花蓮大愛幼兒園學童陪伴輕安居的長者，一起做健身操及各項益

智遊戲，以輕鬆方式進行職能、物理治療。

 ◆ 2017.10.25 臺南慈濟志工關懷員警健康，首次於臺南市警局舉辦健康檢查活

動，結合人醫會及大林慈濟醫院醫護團隊，為一百八十五位員警

進行健檢並提供諮詢服務。

花蓮慈濟醫院輕安居舉

辦「老幼共學」課程，

長者看到如同家中孫子

一般年紀的孩子，臉上

不禁流露開心、疼愛的

表情。圖片／花蓮慈濟

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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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26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日間照護中心—「好齡居」於本日正式啟用。

 ◆ 2017.10.27 衛生福利部為提升整體醫療服務品質，促進醫院間合作共享，

推動「醫院品質績效量測指標系統與落實品質改善第三階段計

畫」，臺北慈院輔導全臺十家合作醫院，針對住院、加護病房、

手術等七組套裝指標進行到院輔導與提供諮詢，並於本日在臺北

慈院舉辦首次交流討論會議，邀請各醫院代表分享品質指標的收

集與改善過程。

 ◆ 2017.10.28 臺北慈濟醫院癌症中心舉辦頭頸癌病友團體衛教活動，邀請各相

關科別醫師與語言治療師、營養師，說明治療過程與治療後的副

作用，並分享自我照護要領，約三十多位病友及家屬參加。

 ◆ 2017.10.31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郡帝國山（Mountain Empire）地區以貧窮人口

居多，慈濟聖地牙哥聯絡處自2015年起每年一次於當地舉辦義

診，是日為第三次活動，提供牙科、眼科及中醫等科別診療，共

服務二百二十二人次。

十一月

 ◆ 2017.11.01  慈濟印尼分會與聯合國難民署合作，於美國基督教國際救育會

（Church World Service）雅加達會所為難民舉辦牙科義診，共服

務一百零三人。

 ◆ 2017.11.04 慈濟馬來西亞古晉支會結合雪隆等地慈濟人醫會醫護團隊，與政

府醫護人員合作，動員一百零八人，於4、5日在砂拉越州甘榜姆

丁（Kampung Muding）及甘榜都巴（Kampung Tuba）兩個內陸

偏鄉舉辦義診，服務近三百名鄉親。

慈濟印尼分會於美國

基督教國際救育會雅

加達會所為難民舉辦

義診。人醫會醫師透

過志工協助翻譯，與

患者進行溝通。圖片

／慈濟印尼分會提供

 ◆ 2017.11.05 花蓮慈濟醫院感染科醫師王立信堅守醫療崗位近四十年，榮獲花

蓮縣醫師公會第十屆醫療奉獻獎，於公會年度醫師節慶祝大會上

接受表揚。

 ◆ 2017.11.05 新北市衛生局舉行「第六屆醫療公益獎」頒獎典禮，臺北慈濟醫

院副院長張恒嘉獲醫療特殊奉獻獎；研究部主任柯毓麟獲醫療教

育研究獎；總務室主任吳晶惠獲醫事服務貢獻獎。

 ◆ 2017.11.05 花蓮縣醫師公會舉辦醫師節慶祝大會，玉里慈濟醫院院長張玉麟

及副院長陳岩碧獲資深醫師表揚；醫師李晉三獲第十九屆優良醫

師獎。

 ◆ 2017.11.06 花蓮慈濟醫院與獅子山共和國三四軍事醫院（34 Mi l i t a ry 

Hospital）簽訂合作備忘錄，雙方針對新興傳染病進行人員訓

練、臨床研究等合作計畫。

 ◆ 2017.11.06 花蓮慈濟醫院與玉里慈濟醫院組成聯合健檢團，6至10日分別前

往中城國小、光復國中、玉東國中、瑞穗國小、瑞穗國中及富里

國小等校，為花蓮南區一、四、七年級學生進行健康檢查，服務

約一千五百人。

 ◆ 2017.11.11 花蓮慈濟醫院承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大專青年菸檳防制服務

隊培訓計畫」，並於11、12日舉辦「偏鄉衛教計畫培訓營」，邀請

學者專家從健康防治衛教宣導的理念、進行方式及評值修正方式等

面向，與投入偏鄉衛教服務的花東地區大專院校學生分享。

 ◆ 2017.11.11 慈濟緬甸聯絡處於勃固省阿萊尼村的昂特帝寺院學校舉辦義診，

來自仰光、勃固兩地十四位醫護人員及三十四位志工，服務四百

多位患者，並向學生進行衛教宣導。

 ◆ 2017.11.11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以擴大舉辦社區醫療講座方式慶祝醫師節，本

日由院長賴寧生帶領各科專科醫師，分十九條動線前往雲嘉南及

花蓮慈院院長林欣榮

（前排左二）與三四

軍事醫院外科研究部

醫師托馬斯（前排左

一）代表簽署合作意

向書，兩院共同為防

治新興傳染病努力。

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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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等地社區，與鄉親分享醫療知識與保健方法。

 ◆ 2017.11.11 臺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等二十餘位醫師在護理人員及慈濟志工

陪伴下，分十五條路線至臺中、彰化、埔里、苗栗等地往診，關

懷二十多位不便就醫的個案，於醫師節前夕以居家關懷行動取代

慶祝活動。

 ◆ 2017.11.11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與褔鼎市醫院共同於疊石鄉舉辦聯合義診

活動，除現場提供骨科、外科、婦科等科別診療服務外，並組隊

分別至竹洋敬老院為長者看診及進行居家往診。

 ◆ 2017.11.12 臺中慈濟醫院副院長許權振專攻耳科醫學，長年推動新生兒聽力

篩檢與人工耳蝸補助，建立聾基因資料庫，亦數次代表臺灣參與

國際會議，提升臺灣耳鼻喉科醫學的影響力，本日獲中華民國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頒發「臺灣醫療典範獎」及臺灣耳鼻喉科醫學

會「臺灣耳鼻喉科醫師醫療奉獻獎」。

 ◆ 2017.11.12 中區慈濟人醫會成員與苗栗慈濟志工一行二十四人前往明德教養

院，為院生進行每三個月一次的洗牙服務，此次有二十六位院生

接受診療。

 ◆ 2017.11.14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舉行第十屆優秀器官勸募人員暨

醫療機構頒獎典禮，臺北慈院獲頒優秀器官捐贈意願註記宣導醫

院區域醫院組第一名。

 ◆ 2017.11.17 美國慈濟醫療基金會自2011年起參與洛杉磯非營利組織「醫護港

（Care Harbor）」的大型義診，此次活動於17至19日在洛杉磯利

福展覽中心舉辦，服務科別包括內科、中醫、牙科及眼科，其中

牙科及中醫由慈濟承擔，總計逾二千人次就診。

 ◆ 2017.11.17 臺北慈濟醫院與新北市政府合作，於本日成立脊椎畸形整合門

診，並於12月9日舉辦脊柱裂病友會，病友及家屬共七十人參加。

福建省疊石鄉義診活

動的患者，多數是上

了年紀的鄉親，慈濟

志工與護理人員一起

引導鄉親量血壓及填

寫基本資料。攝影／

陳麗群

 ◆ 2017.11.18 花蓮慈濟醫院心臟內科團隊受邀以視訊直播方式，參加在中國大

陸廈門舉辦的「第八屆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心血管專業委

員會年會」，為與會者示範複雜性冠狀動脈介入性治療手術，進

行術式研討。

 ◆ 2017.11.18 馬來西亞沙巴州斗湖甘榜狄丁岸（Kampung Titingan）約六成居

民為無證移民，礙於身分及經濟匱乏而就醫困難。慈濟斗湖聯絡

處於18、19日在當地舉辦義診，提供中西醫診療，並進行寄生蟲

篩檢、投藥與義剪服務，共幫助二千七百七十六人次。

 ◆ 2017.11.19 慈濟紐約布碌崙聯絡點首次在會所舉辦義診，提供中西醫科別十

餘項診療及諮詢，共服務八十九人次。

 ◆ 2017.11.19 新竹地區慈濟人醫會八位醫師及四十四位慈濟志工，至創世基金

會新竹分院為四十七位臥床院民洗牙，並提供口腔照護服務。

 ◆ 2017.11.21 臺中慈濟醫院與臺中市消防局簽訂城市搜救隊醫療組織合作備忘

錄，消防局將在重大災害發生後，同步通知醫院急診室醫師前往

災區協助，由醫師現場調度、指導護理人員及現場救護人員，讓

傷者第一時間獲得最適當的照顧。

 ◆ 2017.11.21 玉里慈濟醫院首次舉辦敘事護理團隊競賽，共有急診、加護及住

門診等三組團隊參加，以人形圖敘說醫病故事，同時也讓彼此了

解不同部門的工作重點及困難，由急診團隊勝出，於12月8日代

表玉里慈院至大林慈濟醫院參加六院聯合成果發表。

 ◆ 2017.11.23 花蓮慈濟醫院運動醫學中心參與「2018年亞運輕艇龍舟選手培訓

計畫」，醫療團隊本日與運動員座談，了解運動員體能現況並建

立檔案。

 ◆ 2017.11.24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推動「海端鄉整體照顧服務計畫」，與天主教

愛德婦女協會合作，在海端鄉初來活動中心設立長照據點「初來

慈濟馬來西亞斗湖聯

絡處於甘榜狄丁岸舉

辦義診。慈濟志工為

感染頭蝨的孩子們洗

髮、噴藥。攝影／文

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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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站」，每週一至週五提供居家喘息、居家護理、居家安

寧、居家及社區復健、預防及延緩失能指導、失智症照護、社會

資源轉介諮詢等多項照護服務，於本日舉行揭牌典禮。

 ◆ 2017.11.24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分別於2014、2016年舉辦院內衛教簡報設計競

賽，為能與更多醫療院所相互學習與交流，於本年擴大規模辦

理，邀請全臺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醫療工作者參與，共有十八家

醫院三十三組參加，其中十五組於本日進行決賽。大林慈院「用

藥衛教 抗凝血藥Warfarin」及花蓮慈院「守護健康，從心注意檢

驗單」分獲第二名與佳作。

 ◆ 2017.11.25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於院內舉辦年度復健科病友會，醫療團隊與慈

濟志工安排帶動唱、趣味競賽、美食饗宴及心路歷程分享等活

動，與三十二位病友及家屬歡度週末。

 ◆ 2017.11.26 印尼西爪哇省空警及水警部隊為慶祝成立六十七周年，邀請

慈濟萬隆聯絡處於雙木丹縣（Sumedang）扎迪格德區水庫

（Jatigede）合辦義診，為當地及附近六個鎮的居民服務，共看診

八百四十九人。

 ◆ 2017.11.26 北區慈濟人醫會進行本年度最後一次的雙溪義診，除了於雙溪國

小活動中心定點看診外，另外安排十條往診路線，探訪年長或行

動不便的鄉親，共服務一百三十二人。

 ◆ 2017.11.28 國民健康署本年首度整合健康促進醫院、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

構、無菸醫院等各項認證，辦理「第一屆健康醫院認證」，本日

舉行授證與成果發表會，包括花蓮、臺北、臺中及大林等四家慈

濟醫院，分別於戒菸服務品質改善措施、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等

項目獲得表揚。

 ◆ 2017.11.29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舉行2017年醫病共享決策

關山慈院於海端鄉設

立長照據點「初來健

康小站」，為鄉親提

供多元的照護服務。

政府機關代表與鄉親

蒞臨揭牌儀式，共同

迎接社區喜事。攝影

／陳慧芳

（Shared Decision Making）成果發表暨頒獎典禮，臺北、大林兩

家慈濟醫院於輔助工具競賽及醫療機構實踐績優獎均獲獎項。

 ◆ 2017.11.30 慈濟菲律賓分會舉辦周年慶義診活動，本年因志業園區進行整建

工程，改至黎剎省聖馬刁鎮公立高中舉辦，是日動員醫護人員及

慈濟志工共五百二十一人，提供內科、眼科、牙科、外科及中醫

科等七個科別的診療，總計服務二千一百八十四人次。

十二月

 ◆ 2017.12.01 臺東縣衛生局舉行「一○六年部落及社區健康營造年終成果展暨

頒獎典禮」，關山慈濟醫院榮獲績優營造中心、創新生活海報

獎、季刊入選獎等三項表揚。

 ◆ 2017.12.02 北區慈濟人醫會2017年金門縣義診活動，於2、3日分別在烈嶼鄉

林湖村及上岐村定點為居民服務，期間並前往晨光教養家園、松

柏園關懷院民。

 ◆ 2017.12.03 慈濟緬甸聯絡處首次於仰光市昂蔑度卡寺廟學校（Aung Mye 

Thu Kha Monestry）舉辦義診，參與的慈濟志工與人醫會成員共

四十八人，服務學生及社區居民共三百七十五人次。

 ◆ 2017.12.06 花蓮慈濟醫院護理人員林宜靜、賴筱凡及臺北慈濟醫院康芳瑜、

廖孟妮、臺中慈濟醫院吳儀珍等五人，榮獲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

會第六屆優秀護理人員獎。

 ◆ 2017.12.06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團隊前往源城里進行衛教宣導，與社區長者分

享預防流感、運動保健及健康飲食的方法。

 ◆ 2017.12.07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與花蓮、大林、臺中及臺北四家慈濟醫

慈濟緬甸聯絡處於昂

蔑度卡寺廟學校舉辦

義診活動。學校裡的

小沙彌及沙彌尼多數

患有皮膚病，由慈濟

志工為他們上藥。攝

影／Mg Htike Kyaw 

Ky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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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7至10日於臺北南港展覽館參與第一屆臺灣醫療科技展，呈

現四大院區醫療特色與近年醫療研發成果。

 ◆ 2017.12.07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舉行「第十八屆醫療品質獎」

頒獎典禮，花蓮、大林、臺北、臺中等四家慈濟醫院及斗六慈濟門

診部，分別於主題類、實證醫學類、擬真情境類共獲十個獎項。

 ◆ 2017.12.07 臺北慈濟醫院響應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之「病人

安全週」活動，以「醫病溝通」為主軸於院內舉辦宣導活動，並

走入新店大鵬華城社區向居民宣導，獲一○六年病人安全週「動

員獎」。

 ◆ 2017.12.08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舉辦六院敘事護理聯合成果發表，邀請

慈濟各院區護理團隊交流推動經驗，並邀請慈濟大學醫學系助理

教授郭莉娟分享「敘事理論、臨床反思之運用」，鼓勵護理人員

朝個案全人照護努力。

 ◆ 2017.12.08 臺北慈濟醫院第三年參與緬甸光明行動義診，8至11日由眼科主

任徐維成、副主任沈姵妤及住院醫師羅愷馨等五人，與中國大陸

醫療團隊合作，為一百五十位白內障患者進行手術。

 ◆ 2017.12.09 臺北慈濟醫院心蓮病房醫療團隊於新店靜思堂舉辦「連心傳愛聯

誼活動」，安排音樂饗宴、手作課程及志業布展導覽等活動，與

心蓮病房病患遺眷同聚，撫慰他們的情緒。

 ◆ 2017.12.09 慈濟斯里蘭卡漢班托塔辦事處舉辦第十三次捐血活動。

 ◆ 2017.12.10 北區慈濟人醫會自2006年起每年兩次在內政部移民署新竹收容所

舉辦義診，因該地點的土地與建物另有它用，收容所將遷至高

雄，本日進行最後一次義診服務。

 ◆ 2017.12.10 北區慈濟人醫會舉辦新北市平溪區本年度最後一場義診活動，逾

一百五十位醫護人員及志工參與，分別於平溪活動中心、十分里

成安宮定點服務，另以七條往診動線進行居家關懷。

 ◆ 2017.12.14 疾病管制署與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推動「侵入性

醫療處置照護品質提升計畫」，於本日舉行聯合成果發表暨頒獎

典禮，花蓮慈濟醫院榮獲責任醫院獎與區域團體績優獎。

 ◆ 2017.12.14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舉辦一○六年度複合式災害暨大量傷患演練，模擬

醫院遇到地震或火災時，相關人員的巡檢評估及應變機制，並配合

花蓮縣消防單位全程檢驗，確保醫院能提供病患安全的醫療環境。

 ◆ 2017.12.15 臺中慈濟醫院推動高齡友善社區邁入第六年，服務據點於本年擴

大至二十七個，服務場次計二百三十場，是日於院內舉辦年度成

果發表會，約五百位長者共襄盛舉。

 ◆ 2017.12.15 臺東關山慈濟醫院與臺東縣關山分局合辦「急診大量傷患暨防暴

演練」，內容包括機制啟動、人員召回、病患資料收集、緊急醫

療系統登入、病患安撫、聯絡與新聞發佈及員工關懷輔導等流

程，並邀請衛生局及警務人員蒞臨指導。

 ◆ 2017.12.17 印尼慈濟人醫會與國防部情報局合作，於茂物市（Bogor）森杜

爾區（Sentul）舉辦義診，為居民提供牙科、內科服務，幫助約

六百人次。

 ◆ 2017.12.22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舉行一○六年度醫院督導考核表揚典禮，臺北

慈濟醫院榮獲「優等」佳績。

 ◆ 2017.12.26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頒發「2017年SNQ國家品質標章」，花

蓮、大林、臺北及臺中等四家慈濟醫院共有十四項服務獲得年度

認證。其中，臺中慈濟護理之家榮獲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長照

類長照服務組」銅獎。

 ◆ 2017.12.27 花蓮玉里慈濟醫院舉辦「大量傷患應變演練」，加強全院同仁對

大量傷患湧入急診的處置能力。

 ◆ 2017.12.29 花蓮慈濟醫院與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於29、30日共同舉辦

「高齡病患周全照護研習會」，邀請臺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

陳亮恭與榮總各院高齡醫學團隊代表分享高齡病患的照護經驗，

超過一百一十位醫護人員參加。

 ◆ 2017.12.31 高雄慈濟志工及慈濟人醫會醫護團隊於12月31日、2018年1月1

日，在六龜區十八羅漢山服務區舉辦失智症篩檢及體適能運動體

驗活動，共六十七人受檢。

 ◆ 2017.12.31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本年度在全臺各縣市，共舉辦一百三十六

場捐贈造血幹細胞驗血活動，連同向中心預約建檔者，有

九千八百七十五人加入志願捐贈者行列。

慈濟人醫會於高雄六

龜區十八羅漢山服務

區進行失智症篩檢，

志工亦在現場示範適

合銀髮族的體適能運

動，讓鄉親學習如何

減緩身體機能退化。

攝影／蔡銘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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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年表教育年表

一月

 ◆ 2017.01.03 慈濟新加坡分會繼大愛幼教中心後，成立第二個教育志業體—

慈濟大愛安親班，招收七至十二歲學童，設有三間課室提供課後

託管服務。本日為首屆開課日，計有三十八名學生。

 ◆ 2017.01.06 慈濟基金會附設臺南大愛幼兒園舉辦「111世界蔬醒日」嘉年華

會活動，全園師生總動員倡導蔬食救地球，家長們也受邀參加，

響應茹素。

 ◆ 2017.01.10 慈大附中與花蓮縣美崙國中、自強國中、宜昌國中、化仁國中、

吉安國中、秀林國小、鑄強國小、明義國小、忠孝國小及中原

國小等十校簽署合作備忘錄，締結姊妹校聯盟，透過各校互訪交

流、共享教學資源，促進教育發展。

 ◆ 2017.01.16 慈濟大學舉辦教職同仁歲末感恩餐會，並於會中表揚在校服務滿

二十年資深同仁計十一位，滿十年同仁共十八位，以及一○五學

年度服務優良同仁十三位。

慈大附中與花蓮縣十

所中小學簽訂姊妹校

聯盟，共同提升花蓮

縣區域教育品質。攝

影／張耀文

慈濟大愛安親班室內

走廊是學生閱讀空

間，書架上擺放著許

多供小學生閱讀的益

智書籍。攝影／蔡長

盛

 ◆ 2017.01.16 慈濟大學人醫社16至19日於玉里鎮松浦里關懷部落長者，除了在

文化健康站舉行衛教活動外，並進行家訪及學習原住民文化。人

醫社自2016年起，每逢寒暑假前往服務，此為第三次。

 ◆ 2017.01.19 慈濟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師生團隊，參加為期三天的

「2017年香港國際發明創新創業展（HKIE）」，以「應用於組

織修復之葵諾亞芽點生物活性膜」獲得金牌及最佳發明獎殊榮，

「香檳茸生物活性膜」獲得銀牌獎。

 ◆ 2017.01.21 臺南慈濟高中為回饋鄰里並推廣環保觀念，於每年春節前舉辦

「送春聯結好緣活動」，此次延續「111世界蔬醒日」概念，推

出「1+1+1愛護地球方程式」，鼓勵人人多蔬食、出門自備餐具

及購物袋，動員三百六十六位師生、家長，分成十一個定點及

三十一條動線展開活動。

 ◆ 2017.01.21 慈大附中學生首次參加「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IEYI」臺灣區選

拔賽，三支隊伍分別榮獲國小組一金一銅、國中組一金的佳績，

頒獎典禮於21、22日舉行。其中「你揮手．我給鞋—自動鞋架」

及「老人安心智慧門」兩件作品，入選臺灣代表隊前往日本參加

2017年IEYI國際賽。

 ◆ 2017.01.22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一○四學年度招生績效亮眼，獲得教育部獎勵

經費，並於是日舉辦在地文化體驗活動，帶華語學員及慈大國際

生前往吉籟獵人學校，透過華語學習了解部落文化及生活。

二月

 ◆ 2017.02.02 臺南慈濟高中與大林慈濟醫院首次合作舉辦「大林慈院青年醫療

體驗營」，四十三位對醫療工作有興趣的高中生，2、3日於大林

慈院透過體驗課程，認識醫療工作環境，增加未來選擇醫療相關

產業的認知。

 ◆ 2017.02.05 臺南慈濟高中即日起至7日於靜思精舍、花蓮靜思堂舉辦合心共

識營，計有五十四位教職員參與，了解慈濟四大志業的緣起。

 ◆ 2017.02.17 慈濟基金會人力資源處幼托室17至19日於彰化靜思堂舉行首梯

「幼兒生活美學」師資研習營，共有來自全臺五所大愛幼兒園，

以及馬來西亞共六十五人，參與環境教育、手語、茶花道及圖畫

等課程學習生活美學，並邀請幼兒保育領域專家學者授課，期待



年
表

教
育

266 267

51

回目錄回目錄

能協助幼教老師、志工學習更多活動新知，日後在課堂中能靈活

運用，傳授幼兒人文教育。

三月

 ◆ 2017.03.02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2至6日舉辦「無語良師」基礎暨進階模擬

手術課程，包含蘭州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師生，計二十位醫學

生、二十八位醫師，在八位大體老師身上學習四十八種術式。2

日舉行啟用典禮，6日舉行送靈、感恩暨追思典禮。

 ◆ 2017.03.04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師生所創意研發的「輸液止逆裝置」，榮獲

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肯定，於第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中獲頒護理創新競賽獎。

 ◆ 2017.03.10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Yabi兒童劇團」公演，即日起

至25日分別在太巴塱、古風、壽豐等三所國小，以及慈濟大學演

出五場《蜜樂狂想曲》兒童劇，宣導反毒與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林敏悧老師的「花之

藝」課堂，以一條鋁

線型塑不同形像，呈

現不同事物，藉此啟

發大家跳脫僵化思考

模式，朝融入以人為

本的教育方向努力邁

進。攝影／楊文道

2017年度第一次慈濟

大學模擬手術課程

後，隨即舉行入龕典

禮，將老師骨灰安奉

在大捨堂內，成為慈

大校史的一部分。攝

影／許榮輝

 ◆ 2017.03.11 中國大陸北京慈濟2017年首期靜思語親子成長班於本日開課，課

程依孩子年齡分為慈幼、慈小及慈少等三班進行。

 ◆ 2017.03.16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山腳下咖啡」開幕，由各系學生組成經

營團隊負責營運。

 ◆ 2017.03.18 慈濟大學第三屆慈懿業師引航計畫本日開跑，18、19日開辦二日

營，由慈誠懿德會業界導師分享職涯經驗，之後各自遴選並帶領

學生學習企業經營、參訪實習等實務課程。

 ◆ 2017.03.23 第二屆全美慈濟社會教育推廣人文研習營，由美國總會主辦，

新澤西分會協辦，23至26日在新澤西分會登場，全美暨加拿大約

九十位學員參與，學習靜思茶道、花道的人文之美。

 ◆ 2017.03.24 慈濟大學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系一○五學年度解剖課程結束，

師生24日前往火化場打掃環境，並為十二位「無語良師」舉行送

靈火化、感恩追思暨入龕典禮，感謝他們以身示教，以及家屬們

的無私奉獻。

 ◆ 2017.03.25 慈濟科技大學研發處舉辦創新發明出國遴選競賽，由「連動

式安全針具」、「具筆燈之膠台結構」、「步幅控制裝置」

等三件作品分別獲得金、銀、銅牌，代表學校參與國際發明

展或競賽。

 ◆ 2017.03.31 慈濟大學校務經營成果，通過教育部一○六年度補助大學提升校

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審查，獲得經費補助。

四月

 ◆ 2017.04.08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學會舉辦兩天一夜的護理人文體驗營，課

程包括新生兒沐浴、孕婦體驗、老人體驗、酒駕體驗、CPR教學

慈濟大學Yabi兒童劇《蜜

樂狂想曲》，主要宣導反

毒與環保，每次演出都受

到大家喜愛，故事中的三

隻白龍，詼諧逗趣的肢體

動作，只要一出場就能引

起觀眾哈哈大笑。攝影／

李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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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互動式教學，使學員體驗護理人員在不同領域所扮演的角

色，吸引全臺二十七所國中共九十一位學生參與。

 ◆ 2017.04.09 「加拿大慈濟人文學校2017年儲備教師培訓」營隊，在慈濟加拿

大分會舉行，來自全加各所人文學校老師、儲備老師、校長等教

育工作者共一百三十二人參與。

 ◆ 2017.04.10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10至13日舉行「無語良師」模擬手術課

程，此次來自臺灣口腔顎面外科暨脊椎微創醫學會共七十五位醫

師，在八位大體老師身上研習術式，這也是脊椎微創醫學會首次

參與模擬手術課程。14日舉行送靈、感恩暨追思典禮。

 ◆ 2017.04.15 慈濟科技大學一○六學年度五專部護理科原住民專班招生考試，

共三百六十九人報考，甚至吸引馬祖北竿的考生來臺應考；5月

13日進行現場登記分發，錄取百人，其中十四名為男學生。

 ◆ 2017.04.16 慈大附中承辦教育部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計畫，

16日舉辦假日生物及科學營，來自自強、花崗、秀林、宜昌、國

風及慈大附中等六所國中，共八十五位國中生參加；23日則舉辦

豐田村實察暨電子書設計活動，吸引六十一位學生參與。

來自德國的狄諾醫師

雖然宗教信仰不同，

仍雙手合十、全程參

與典禮，表達對無語

良師的敬意。攝影／

許榮輝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

心4月的「無語良師」

模擬手術課程，臺灣

脊椎微創醫學會首次

參加，帶來手術需要

的設備和器材，更邀

請印度高勒博士前來

指導術式。攝影／許

榮輝

 ◆ 2017.04.16 澳洲慈濟人文學校舉辦一年一度的兒童精進班，共一百一十位五

至十二歲孩童參加。

 ◆ 2017.04.17 慈濟大學、慈大附中、慈濟科技大學，相繼與韓國藝術綜合大學

締結姊妹校，未來將針對師生學術研討與學習，以及寒暑期營隊

互動等多方交流。

 ◆ 2017.04.18 美國慈濟教育志業基金會於世界地球日前夕，在洛杉磯聖柏納汀

諾市萊陀溪小學，舉行「天天都是環保日」大堂課，由志工說明

環保重要性並帶領全校學生動手分類回收物。

 ◆ 2017.04.21 慈濟大學醫學院、泰國法政大學朱拉蓬醫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定。

 ◆ 2017.04.22 慈濟大學華語中心十位春季班學生到東海岸鹽寮兒童假日學校

（海厝）進行交流活動，藉此了解臺灣的城鄉差異與多元文化，

也讓偏鄉學生有機會和不同國家的人士互動，開闊彼此視野。

 ◆ 2017.04.22 慈濟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教育資源中心，於暑期辦理為期兩週的

韓國文化體驗短期班，遴選十四位學生到韓國仁濟大學研習，是

日進行首次行前培訓，並在5月21、22日舉辦韓語教育營，由嚴淑

齡老師授課，課程包含韓國歷史、基本韓文與在地飲食文化等。

 ◆ 2017.04.23 「慈濟桃園區教育功能團隊聯誼活動」在桃園靜思堂舉辦 ，共

四百四十八人參與，透過各團隊呈現不同的帶動方式，藉此了解

彼此教育功能及推動方法。

 ◆ 2017.04.24 慈濟科技大學24至27日的異國美食義賣，由各科系外籍學生負責辦

理，所得全數捐給慈濟基金會國際賑災基金，援助敘利亞難民。

 ◆ 2017.04.25 印尼慈濟學校幼兒園響應世界地球日，每年在校內舉行環保宣導

活動，今年新增與紅樹林基金會合作，邀請該基金會人員到校分

享保育紅樹林的重要性，並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募心募款，鼓勵學

生護持復育工作。

在萊陀溪小學「天天都

是環保日」大堂課中，

志工除了課堂分享外，

也特別設計環保口號，

加深學生們的印象，並

帶動環保分類接力競賽

遊戲，讓小朋友體驗環

保分類方式。攝影／黃

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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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26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心理學系「佳民國小課輔活動」，於慈大人文

社會學院進行戶外教學，藉由遊戲訓練小朋友團隊合作能力。

 ◆ 2017.04.28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舉行第十九屆加冠暨傳光典禮，計有六十一位

二年級學生，將於暑假到各家醫院進行臨床實習。

 ◆ 2017.04.28 慈濟科技大學知足咖啡館二館開幕，這是繼2014年一館成立後，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第二間實習教室，所有管理營運由學生一手

包辦。

 ◆ 2017.04.28 慈濟大學與世新大學合辦的「建構式新聞」研討會，假世新大學

管理學院國際會議廳登場，邀請TVBS、天下雜誌、聯合報等單

位的資深媒體工作者研議現今媒體的角色及功能，以及推動正向

新聞的重要性，共七十三位學員參加。

 ◆ 2017.04.29 慈濟科技大學第二十四屆十公里越野路跑，計一千四百八十三位

師生參與；今年首度增加「三公里健走組」，有二十一位平均年

齡六十八歲的樂齡大學長者參加。

 ◆ 2017.04.30 慈濟大學在靜思精舍舉行第三屆學士後中醫學系授袍暨宣誓典

禮，四十四位學生接受證嚴上人授予針灸包、聽診器，並自9月

起到各慈院實習。

五月

 ◆ 2017.05.03 臺南慈濟高中舉辦反毒暨性別平等教育講座，邀請臺南市警察局

少年隊分隊長黃淑華蒞校，與高中部一、二年級學生分享。

 ◆ 2017.05.04 慈濟科技大學邀約十一家小農、九家企業、九個政府單位與花蓮

高農，籌組「藜米之鄉花東特色農產推廣聯盟」並簽署合作備忘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副

教授何日生受到上人

啟發，早在2005年起

於國外學術場合多次

提出「建構式新聞」

的理念，並在此場研

討會上有精闢剖析。

攝影／許金福

錄，透過產官學合作，整合資源、培訓人才，共同為原鄉特色產

業發展而努力。

 ◆ 2017.05.05 慈濟大學舉辦一○六年大專院校「社團經營與服務學習成果分享

研討會」，邀請弘光科技大學、佛光大學兩位師長專題演講，並

由東華大學、臺北醫學大學、淡江大學及慈濟大學等校的服務社

團分享經驗，約一百二十位全國大專院校師生參加。

 ◆ 2017.05.05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及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師生團隊研發的

「連動式安全針具」，榮獲第十二屆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業競賽

「創新創意類」第二名。

 ◆ 2017.05.07 慈濟大學大體解剖學課程於本年屆滿二十年，醫學系學生特地邀

請自第一屆迄今共七百六十七位無語良師的家屬，參加本年度

「無語良師」感恩追思音樂會，再次感恩家屬成就醫學教育，音

樂會是日在校內大愛樓舉行，近六百位家屬參與。

 ◆ 2017.05.11 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分別榮獲教育部評選為「一○五年度推

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大專校院組績優學校，是日於高雄正修科

技大學接受頒獎表揚。

 ◆ 2017.05.12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舉辦第二十六屆加冠典禮，共二百九十七位

（四技二年級五十位、五專二年級二百四十七位）護生即將進入

醫院實習。

 ◆ 2017.05.14 高雄慈濟大愛幼兒園浴佛典禮打破以往慣例，首次結合高雄場次

浴佛大典，師生、家長與會眾同場同時浴佛，體驗莊嚴氛圍，並

舉行母親節慶祝活動，由小朋友為長輩奉茶、沐足，感謝親恩。

 ◆ 2017.05.14 慈濟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14至23日舉辦姊妹校服務學習人文營，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逾三十位師生專程來臺參加，活動包括榮民之

家志工服務、環保站體驗、靜思精舍參訪等課程。

高雄慈濟大愛幼兒園小

朋友虔誠禮佛足、接花

香。攝影／周幸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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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17 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及臺南慈濟高中，今日各自於校內舉行

浴佛典禮，三校共約四千六百人參與。

 ◆ 2017.05.17 臺南慈中國小部與中國大陸四川韓灘慈濟小學，首次在臺灣進行

姊妹校交流。韓灘慈小二十二位師生於17、18日進行入班觀摩教

學，並參與靜思茶花道、安平老街踏查及環保宣導等人文課程。

 ◆ 2017.05.18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師生以「具感應器之傷口教學模型」作品，

於18至20日在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參與「2017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自一百四十三件決賽作品中脫穎

而出，獲得「護理與幼保群」第一名。

 ◆ 2017.05.19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師生四人前往中國大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參

加第七屆大學生計算機應用能力與專業英文海峽兩岸賽，分別獲得

教師組醫護類一等獎，以及大學本科組醫護類冠軍與一、二等獎。

 ◆ 2017.05.20 慈濟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舉辦TED官方授權講座，以「科

技與人文」為主題，邀請有機農業、氣候變遷、研發設計、媒體

社群等專業領域人士分享。

 ◆ 2017.05.20 印尼慈濟大愛學校依循創校以來慣例，為畢業生舉辦兩天一夜的

成長營，並於20日畢業典禮圓緣，計有幼稚園、小學、初中、高

中及高職各部學生共五百三十九人參與。

 ◆ 2017.05.20 慈大附中國小部舉辦「雙語教學成果發表會」公演，連結八個不

同國家的主題故事，以全英語演出「環遊世界八十分鐘」。

 ◆ 2017.05.20 慈濟大學於20至22日在臺中巿中山醫學大學，參與協辦「2017年

首屆醫療與健康資訊學國際會議（ICMHI）」，邀請海內外專家

學者、醫務工作人員及學生，分享將資訊科技應用於生物醫學的

經驗與研究成果。慈大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印尼籍學生陳仙金

獲得學生論文獎。

韓灘慈濟小學的學生

（左）來臺交流，除

了入班觀摩教學外，

也各自選擇有興趣的

社團體驗，學習扯鈴

等團康活動。攝影／

蘇文法

 ◆ 2017.05.21 新北市板橋區慈濟親子成長班是日圓緣，學員、家長及各功能組

志工逾六百人參加。本期課程於2016年9月開課，每月第三週的

星期日上課。

 ◆ 2017.05.23 臺南慈濟高中承辦教育部「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

計畫」，於5月23至25日辦理學術試探活動，規劃圖書館闖關、

星象儀教室導覽、DIY英文桌遊及茶道等多元課程，邀請安平、

金城、復興、中山、建興、崇明、安南、仁德文賢、南寧等九所

國中學生參與。

 ◆ 2017.05.26 慈濟大學物理治療學系假校本部和敬樓演藝廳舉行第六屆實習

學生宣誓受證典禮。自本年暑假起前往各家醫院實習的四十五

位學生，由師長手中接過名牌及量尺，並宣誓奉獻所學、視病

猶親。

 ◆ 2017.05.26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國際志工服務隊二十三位師生，與姊妹校

日本尚絅大學師生，即日起至6月2日在熊本縣益城町、西原村、

南阿蘇村及大津町等地安置區，關懷因2016年熊本地震仍居住在

臨時住屋的災民。

四十五位物治系學

生，由師長手中接受

名牌、量尺，並宣誓

要奉獻所學，以視

病猶親的態度照顧病

患。攝影／李家萓

慈大師生到熊本地震

安置區臨時住家，與

居民互動關懷。攝影

／林怡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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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6.04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於靜思精舍舉行授竹典禮，由靜思精舍師

父將竹筒授予二十七位即將邁入教職實習的結業生，以「竹」臺

語諧音「德」之意，期許人人努力精進成為德智兼備的良師。 

 ◆ 2017.06.05 慈濟科技大學一○五學年度畢業典禮在花蓮靜思堂舉行，共有

六百六十四位畢業生，其中包含首位外籍生黃彥安。

 ◆ 2017.06.05 慈濟科技大學榮獲行政院環保署「第五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學校

組特優殊榮，由總務長魏子昆代表領獎。

 ◆ 2017.06.06 慈濟大學舉辦暑假服務團隊授旗典禮，計有十二支服務團隊共

二百四十三人，於暑期分赴臺東、花蓮、臺北、新北、基隆，以

及菲律賓、泰國、印尼、四川等地展開服務。

 ◆ 2017.06.09 慈濟大學解剖學科副教授何翰蓁著、李翠卿採訪編輯的著作《我

的十堂大體解剖課：那些與大體老師相處的時光》，榮獲文化部

第四十一屆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

 ◆ 2017.06.10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釋純寬，受邀到日本京都佛教

大學參與安寧緩和醫療講座，主講臺灣臨床宗教師與臨終關懷

經驗。

 ◆ 2017.06.11 慈濟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四年級師生林映汝等人，11至12

日以臺灣代表隊資格在新加坡參加「2017全球品牌策劃大賽」，

以「夏田自然生態教育農場品牌企劃書」獲得銀質獎。

 ◆ 2017.06.15 慈濟科技大學參加第三十二屆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INPEX）

獲獎，以「應用於組織修復之葵諾亞芽點生物活性膜」榮獲金牌

及克羅埃西亞特別獎，「萃取自香檳茸具抗氧化與美白功效之活

性膜」與「應用於傷口修復之葡萄藻纖維素」均獲得銀牌肯定。

 ◆ 2017.06.15 慈大附中參加一○六年度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中小學作文比賽，贏得

團體組國中組冠軍、高中職組亞軍，另有七位同學榮獲個人獎項。

 ◆ 2017.05.31 慈濟大學獲得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與「學海築夢」補

助，於本年暑假規劃「海外華語教育暨服務志工團」、「幼兒教

育華語教學服務實習」、「泰國跨文化護理與健康照護實習」

及「體驗Soumi-芬蘭學前教育實習」等團隊，帶領學生分別至印

尼、泰國、新加坡及芬蘭實習。

 ◆ 2017.05.31 慈濟科技大學以「馬來西亞文創與高科技產業實習計畫」、「澳

洲醫療專業實習計畫」，分別獲得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

畫」及「學海築夢」補助，於暑假期間遴送學生分赴馬來西亞、

澳洲實習。

六月

 ◆ 2017.06.01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1至4日舉行「無語良師」模擬手術教學課

程，慈大、新加坡大學醫學生及慈濟醫院六院住院醫師等十七

人參加。5日舉行送靈、感恩追思暨入龕典禮，感念八位「無語

良師」的無私奉獻，其中包含編號324號的資深慈濟委員陳黃金

色，以及文發處影視組職工陳友朋。

 ◆ 2017.06.01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偶來了！」劇團首次公演偶劇《公車歷

險記》，從布偶、道具、布景製作到操偶，全由選修「讀劇」課

程學生完成。

 ◆ 2017.06.03 慈濟大學一○五學年度畢業典禮在花蓮靜思堂舉行，計有

七百三十七位畢業生，其中學士後中醫學系為首屆畢業；因逢雨

季，由慈大媒體中心「學生服務團隊」進行畢業典禮全程轉播，

讓無法到場的學生親屬可透過網路共同參與重要的一刻。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

心舉行模擬手術教

學課程，6月1日進行

「無語良師」啟用儀

式，眾人感恩無語良

師捨身奉獻於醫學教

育。攝影／許榮輝

慈科大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師生前往夏田農

場與業主討論企劃方

案，也多次前往農莊

勘查現場。圖片／慈

濟科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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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6.19 慈濟科技大學舉行一○六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面試，共錄取

一八二名學生。今年有別以往，首度加入實作成績，考驗高職生

對系所的基本認知，以銜接未來課程規劃。

 ◆ 2017.06.23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與花蓮巿主農社區發展協會合辦「大腦鍛鍊學

堂：好想認識你—長者識字學習計畫」，今年4月開課，是日

舉辦結業典禮，計二十位學員參加。

 ◆ 2017.06.26 慈濟大學與美國紐約聖約瑟夫學院（Saint Joseph's College）締結

姊妹校，由副校長許木柱與該校副校長芭芭拉．蓋瑞代表簽署。

七月

 ◆ 2017.07.01 慈濟基金會附設臺南大愛幼兒園在臺南靜思堂舉行第十六屆畢業

典禮，計三十位畢業生。

 ◆ 2017.07.01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基金會暨慈濟美國總會合辦首屆聯合國

專案實習項目，遴選三位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的國際學生，

即日起至8月18日，跟隨美國總會團隊參與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

慈濟科技大學四技甄

選入學面試，今年首

度增加實作考試，由

各科系針對系上特色

擬訂試題，以利考生

入學後順利銜接課

業。圖片／慈濟科技

大學提供

三位慈大及慈科大的

國際學生前往美國，

參與為期七週的聯合

國各項活動，開拓國

際視野，也學習全球

議題永續發展等理

念。圖片／慈濟美國

總會提供

（FEMA）夥伴關係交流日，及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舉行的青

年行動日、高階級別政治論壇等活動，以提升學生國際視野，學

習關注全球議題。

 ◆ 2017.07.03 慈濟高雄分會、志玄文教基金會及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合

辦「2017快樂健康成長班」兒童夏令營活動，即日起至8月14日

止，每週一於慈濟岡山志業園區進行，透過茶道、手語、說故事

等帶動，帶給孩子與人為善的正向影響。

 ◆ 2017.07.04 臺南慈濟高中馬來西亞交流團4至14日展開國際交流與志工服務

學習，包括到洗腎中心關懷腎友、參與居家訪視及與當地學校交

流互動；並與檳華獨中簽訂合作備忘錄，延續2013年簽署姊妹校

的合約期效。

 ◆ 2017.07.07 慈濟基金會人力資源處幼托室第二梯次「幼兒生活美學」師資研

習營，7至9日在彰化靜思堂展開，臺灣、馬來西亞共一百一十六

位幼教志工參加。

 ◆ 2017.07.09 慈大附中國小部9至17日舉行韓國海外人文教育交流，二十四位

師生前往首爾海成女子高等學校、慈川及北安小學交流；其中，

14日與東踏初等學校簽署兒童電影國際交流MOU備忘錄。

 ◆ 2017.07.09 慈大附中、臺南慈濟高中合辦「2017年暑期慈中四川交流活

動」，訪問團一行三十一人9至16日分別前往綿陽市游仙區慈濟

實驗中小學、雅安市名山區名山中學互動，兩岸學子透過校際營

隊活動，共同學習慈濟人文。

 ◆ 2017.07.10 印尼慈濟國際學校10至11日舉辦新學年度教師培訓，來自印尼、

臺灣、中國大陸、美國、英國、加拿大、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

家計二百一十九位教師參與。

 ◆ 2017.07.15 慈濟大學與法務部、教育部、衛福部食藥署合辦的「無毒有我．

慈大附中國小師生前

往韓國海外人文教育

交流，與東踏初等學

校簽署兒童電影國際

交流MOU備忘錄。攝

影／許俊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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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無毒」親子成長暨觀摩見習計畫第八場活動，是日在雲林縣

斗六市斗六國小展開，宣導反毒觀念。

 ◆ 2017.07.15 慈濟基金會臺北大愛幼兒園舉行首屆畢業典禮，畢業生一人，為

2016年9月啟業時轉學就讀的大班生。

 ◆ 2017.07.17 馬來西亞檳城慈濟大愛幼兒園，從東北縣一百一十三所幼兒園中

脫穎而出，榮獲檳城教育局頒發該縣「最佳幼兒園」獎肯定。

 ◆ 2017.07.18 慈濟大學與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Pontifical and Royal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締結姊妹校，由醫學院院長楊仁宏和該大學院長

羅德斯博士（Lourdes Domingo MaglInao）代表簽約。

 ◆ 2017.07.18 慈濟大學醫學院第五屆「人醫菲揚」國際志工團二十一位師生，

18至24日前往菲律賓馬尼拉、保和島等地服務，跟隨慈濟志工訪

貧、義診、機構關懷，並到聖多瑪斯大學參訪，進行跨國交流。

 ◆ 2017.07.21 慈濟大學舉辦管理實務與SOP撰寫研習，邀請領導力企管顧問公

司王聖源總經理授課，期提升校內行政效率與品質，近六十位職

工參加。

 ◆ 2017.07.22 慈濟大學與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毒品防制中心等單位合辦

「靜思．智慧．愛—希望種籽暑期生活營」，22、23日同步

於臺北市信義區三興國小、基隆市七堵區七堵國小，以及新北市

新莊區民安國小、蘆洲區蘆洲國小、汐止區汐止國小進行，宣導

「無毒有我」的反毒觀念。

 ◆ 2017.07.28 美國慈濟教育志業基金會28、29日舉行全美慈濟大愛幼兒園教師

精進營，來自蒙洛維亞、達拉斯、核桃、休士頓四所幼兒園，以

及紐約長島幼兒園籌備團隊合計四十二人，齊聚加州蒙洛維亞大

愛幼兒園，交流教學經驗，學習慈濟人文理念。

慈濟大學希望種籽暑期

生活營於汐止國小舉

行，分站教學防毒守門

員賴瓊杏老師（持麥克

風者）與學生互動教

學，期望讓學生瞭解毒

品的危害，將防毒、拒

毒的觀念向下扎根。攝

影／林宏謀

 ◆ 2017.07.30 臺灣慈濟大學川愛志工隊至中國大陸四川省進行「2017年川山躍

領」服務方案，於7月30日至8月13日分別舉辦青年領袖人文營、

快樂健康親子營、夢想起飛樂學營、兩岸大學生設計思考工作坊

等營隊活動，與當地青年志工共同圓滿人文教育服務。

八月

 ◆ 2017.08.01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今年暑期辦理三梯次「海外華語教育暨服

務志工團」，陸續於印尼、泰國展開華語教學實習，並參加社區

服務、難民義診等活動。

 ◆ 2017.08.04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於靜思精舍舉行第六任校長交接典禮，第

五任校長李克難本月1日榮退，由新北市新店高中退休校長李玲

惠接任。

 ◆ 2017.08.09 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申請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分別提出「銀髮樂活，長照產業深耕與培力計畫」、「食

在永續──綠色在地公民經濟推動計畫」、「農情覓藝加值東台

灣」及「社區關懷與高齡健康促進計畫」等四項計畫，是日核定

公告通過審核。

 ◆ 2017.08.11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與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舉辦花蓮場次

「氣候變遷的健康衝擊與調適種籽師資培訓工作坊」，共有學員

二十人參加。

 ◆ 2017.08.21 慈濟大學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21至23日，於宜蘭縣蘇澳鎮

瓏山林飯店舉辦「一○六年度北二區教師精進研習營」 ，計

八十九位教師參與。

李克難校長（右）在

眾人的見證與祝福

中，為個人教育生涯

劃上圓滿句點，並由

李玲惠校長（左）接

棒。攝影／林宗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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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8.22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首度籌劃印尼見習方案，二十位各科系所

學生在八位老師與志工陪伴下，即日起在印尼展開為期十五天的

教育見習，進行志業參訪、人文交流、社區關懷服務等行程，並

至印尼慈濟中學觀課與試教。

九月

 ◆ 2017.09.01 慈濟科技大學於靜思精舍舉辦一○六學年度合心共識營，共

七十五位職工參與。

 ◆ 2017.09.01 慈濟大學一○六學年大學部暨研究所報到一百一十位國際學生；

是日舉辦新生入學說明會，並在13日進行學伴說明會，讓他們能

早日融入臺灣及校園生活。

 ◆ 2017.09.02 慈濟大學醫學系第十九屆授袍典禮在靜思精舍舉行，證嚴上人為

五十六位實習生掛上聽診器。因應2013年起醫學教育從七年制改

為六年制，此屆除大七學生外，也是首屆六年制醫學生進入醫院

實習。

 ◆ 2017.09.05 慈濟科技大學於中元節當天舉辦吉祥月祈福會，除了透過《五色

鹿王》兒童劇的演出，提倡齋戒茹素，亦為美國德州哈維颶風受

災戶祈福。

 ◆ 2017.09.06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舉辦「一○六學年度各級學校防災教育暨觀

摩研習」，宜蘭、花蓮、臺東各級學校教官及學務人員逾百人參加。

 ◆ 2017.09.07 慈濟大學因應國際學苑的設立，舉辦導師功能提升輔導研習營，

邀請講師分享如何提供國際學生妥善的諮詢與輔導經驗，共計

二百五十位老師、教職員、慈誠懿德會志工參加。

第十九屆慈濟大學醫

學系授袍典禮，在靜

思精舍舉行，五十六

位醫學生誠摯宣讀誓

言，以至誠發願發揮

醫療專業良能，守護

生命、守護健康。圖

片／花蓮本會提供

 ◆ 2017.09.09 慈濟大學舉行一○六學年度大體解剖學「無語良師」啟用典

禮，計有醫學系三年級四十九位學生、後中醫學系四十三位學

生參加。

 ◆ 2017.09.11 慈濟大學為培育創新人才，於一○六學年度學期新開設通識課

程「創新設計」，邀請業界講師分享創新創業經驗，透過一系

列課程的互動與專題學習，打造年輕學子的創業基礎，本日為

首堂課程。

 ◆ 2017.09.14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於14至17日舉辦「無語良師」模擬手術課

程，來自花蓮、臺北、臺中、大林等四家慈院醫師，以及慈大、

臺北醫學大學兩校醫學生共七十九人，進行二十五種基礎與進階

外科術式學習；18日舉行送靈、感恩追思暨入龕典禮。

 ◆ 2017.09.16 慈濟科技大學《五色鹿王》兒童劇於暑假在海外巡迴演出十場，

逾一萬多人觀賞，迴響熱烈。是日，首度在臺灣免費演出，回饋

花蓮鄉親，並自10月7至10日巡迴高雄、臺南、臺中、新北巿三

重及宜蘭演出。

 ◆ 2017.09.20 慈濟大學「無毒有我」教育宣導團一行二十四人，是日受邀到彰化市

大竹國小，為五、六年級師生共三百八十人，進行校園反毒宣導。

 ◆ 2017.09.22 慈濟科技大學2017年度國際交流活動，包括短期研習、國際競

賽、海外實習及志工服務，至本日止，計四十八團共三百一十四

位師生參加。

 ◆ 2017.09.22 慈濟科技大學與花蓮榮譽國民之家簽訂實習就業合作備忘錄，提

供學生實習就業、服務學習機會；同時，也簽訂產學合作，由慈

科大提出長者實證口腔照護輔導方案，輔導榮民之家護理人員與

照服員，改善老人口腔照護問題。花蓮榮民之家1953年成立，早

年以安置退除役官兵為主，近來開放一般民眾入住。慈濟成立

慈濟科技大學與花蓮榮譽國

民之家簽訂實習就業合作備

忘錄，也簽訂產學合作，藉

由保健組組長陶士瑛及慈科

大宋惠娟副教授的媒合，強

化雙方產學合作機制，由羅

文瑞校長（左二）與毛惠民

主任（右二）代表簽署。攝

影／王上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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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針對榮家急需幫助個案提供濟助外，隨著花蓮慈院啟業、

志工服務隊成立、護專與醫學院相繼創校後，精舍常住師父、志

工、醫護人員、教育志業體師生、教聯會、慈青等各功能團體，

對榮家的關懷不曾停歇，始終如一；如今建教簽約，更加深雙方

互動關懷，提升長者照顧品質。

 ◆ 2017.09.25 慈濟科技大學25至29日舉辦「2017世界少數民族文化傳承暨教學

創新」國際研討會，來自日本、越南、俄羅斯、馬來西亞與中國

大陸共三十位學者參與，並發表十六篇論文、三場主題演講。

 ◆ 2017.09.25 慈濟科技大學9月25至10月3日舉行服務學習人文營隊，安排榮民

之家關懷、環保站體驗、手作裁縫、太極柔力球等課程，吸引

二十二位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學生參加。

 ◆ 2017.09.28 慈濟科技大學28至30日參加2017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四項創意研發作品獲獎，包括「連動式安全針具」奪得金牌，

「傷口模型結構」為銀牌，「具筆燈之膠台結構」、「步幅控制

裝置」為銅牌。

十月

 ◆ 2017.10.02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2至6日舉行「無語良師」模擬手術課程，

來自海內外四十四家醫院、計一百四十七位醫師，在八位大體老

師身上學習甲狀腺、脊椎內視鏡、髖關節、四肢創傷、急救及頭

頸部等術式；6日舉行送靈、感恩追思暨入龕典禮。

 ◆ 2017.10.03 慈濟大學「無毒有我」教育宣導團一行六十人，是日於臺中市成

功嶺營區，對陸軍步兵第三○二旅進行反毒宣導，計國軍官士兵

一千一百四十四人參與。

慈濟教育志業體師

生、教聯會、慈青等

各功能團體，時常前

往榮民之家關懷長

者，帶給他們歡樂。

圖片／吳萬智

 ◆ 2017.10.07 慈濟大學媒體製作暨教學中心「童在一起」服務學習團隊一行

三十九人，7至9日分別於臺東關山國中、知本國中舉辦「慈濟傳

播人文體驗營」，透過故事分析、四格漫畫重組等課程設計，讓

國中生能夠理解採訪、拍攝以及剪輯等技能。

 ◆ 2017.10.17 慈濟科技大學慈誠懿德會首次舉辦教職同仁溫馨茶會，並訂每月

慈懿日前一天定期進行，以增進交流、凝聚情誼。

 ◆ 2017.10.20 慈濟大學推動「食在永續─綠色在地公民經濟推動計畫」， 

20、27日舉辦蔬果中農藥殘留檢驗工作坊，教導學生、農民等學

員以簡單快速的酵素檢驗法，檢測蔬果農藥殘留狀況。

十一月

 ◆ 2017.11.03 慈濟大學推動「食在永續──綠色在地公民經濟推動計畫」，3

日舉辦大學在地實踐論壇，邀請花蓮在地農友分享遇到的農務問

題，並討論如何結合學校資源，將農產品推向市場；慈濟大學、

「慈濟傳播人文體驗營」

活動期間，慈大學生教導

孩子操作相機，並藉由事

前採訪規劃、實際進入長

老家中採訪，讓孩子學習

照片後置、影片剪輯等技

巧。圖片／慈濟大學媒體

製作暨教學中心提供

「蔬果中農藥殘留檢驗工

作坊」有花東在地農家參

加，許多同學是第一次實

際遇到農家，好奇地提問

許多問題，而林惠茹老師

則表示，這活動也是希望

能讓消費者和生產者有機

會互相交流，知道彼此的

需求。攝影／李家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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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東華大學師生及農友計二十九人參加。

 ◆ 2017.11.04 慈濟科技大學參加第二十二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

賽，以「護專業─傷口照護e學園」APP獲得「智能銷售創新

應用組─創意行銷APP」組別第三名。

 ◆ 2017.11.06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6至10日舉行骨科專科模擬手術課程，臺

灣骨科醫學會共一百三十九位醫師參加，進行四十六種術式練

習，以增加臨床技術；10日舉行八位無語良師的送靈、感恩追思

暨入龕典禮。

 ◆ 2017.11.11 臺南慈濟高中十周年校慶系列活動，是日舉行淨灘活動，親師生

近四百人共同守護環境。

 ◆ 2017.11.12 慈濟大學推動「銀髮樂活，長照產業深耕與培力計畫」，是日舉

辦大學樂齡長照在地深耕工作坊，邀請花蓮縣十七個社區代表參

與，除簽署合作協議書外，亦安排學生與社區媒合活動，將大學

資源帶入社區，為日後社區長照人力與發展建構良好基礎。

 ◆ 2017.11.18 慈濟科技大學於舉辦二十八周年校慶之際，與日本廣島國際大學

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正式締結姊妹校。

 ◆ 2017.11.19 新北市中和區慈濟親子成長班開班十二年以來，首次安排到花蓮

進行「心靈故鄉精舍巡禮」活動，參訪靜思精舍、花蓮靜思堂及

慈濟大學，學員及志工計二百一十七人參與。

 ◆ 2017.11.20 教育部「一○六年度青少年藥物濫用預防與輔導研習活動」，

20、21日在慈濟大學舉行，來自花蓮縣、臺東縣從事青少年藥物

濫用與教育輔導實務工作人員共七十一人參加。

 ◆ 2017.11.25 慈濟大學舉辦「護理引領全球健康國際研討會」，邀請臺灣、

泰國、印尼、韓國、越南等地護理專家，分享各國護理照護工

作狀況。

慈濟大學邀請了花蓮

縣社區長照夥伴，以

及慈大學生們進行媒

合活動，由慈大師生

透過與社區志工的合

作，將大學資源帶入

社區。攝影／李家萓

 ◆ 2017.11.29 慈濟大學舉辦第三屆慈懿業師計畫感恩分享會，參與計畫的學生

分享跟隨業師學習的心得與自我成長的收穫，以感謝業師的陪伴

與教導。

 ◆ 2017.11.30 慈濟科技大學11月30日至12月3日參加「2017第十三屆韓國首爾

國際發明展」，以「捲動式輸血加壓結構」、「連動式安全針

具」獲得金獎，「藥錠處理器」獲得銀獎肯定。

十二月

 ◆ 2017.12.01 教育部1、2日在逢甲大學舉辦「2017磨課師推動成果發表暨開放

教育論壇」，展示各校MOOCs推廣成果，慈濟大學天空學院的

展出，經現場參與者投票而獲頒最受歡迎獎。

 ◆ 2017.12.07 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7至11日舉行「無語良師」模擬手術課

程，來自慈濟、上海交通、蘭州大學共三十七位醫學生，及六家

慈濟醫院十一位住院醫師參與。11日舉行送靈、感恩追思暨入龕

典禮。

 ◆ 2017.12.08 臺南慈濟高中創校十周年，以「擁抱『心』希望，開創新『十』

代」為主題舉辦校慶活動，證嚴上人蒞校祝福全校師生在教育路

上耕耘點滴、薪傳不息、菩提成林；校方亦頒發感謝狀給服務屆

滿十年的老師、職工及志工等人，感恩他們長期的付出。

 ◆ 2017.12.08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團隊6至8日參加「2017香港創新科技國際

發明展」，以「多功能醫護用紙膠台」作品，獲得金牌和特別

獎殊榮。

證嚴上人蒞校祝福臺

南慈中十周年，除了

肯定十年耕耘有成，

更期許師長持續弘揚

慈濟精神，視學生如

己出，用心培育社會

良才。圖片／花蓮本

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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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2.09 慈濟科技大學以「紅藜在生物醫學的應用」，榮獲第十四屆國家

新創獎「學研新創」農業及食品生技組肯定，9日由耿念慈副教

授代表領獎。

 ◆ 2017.12.09 臺南慈濟高中慶祝十周年校慶，舉行無「塑」蔬食園遊會，鼓勵

參與者自備環保餐具、購物袋，響應「無塑校園」；並舉辦《父

母恩重難報經》演繹，感念親恩。

 ◆ 2017.12.09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學生組成「牛耳（Newer Life）」健康生

活顧問團隊，是日參加金門大學「2017創新創業團隊企劃競賽」

決賽，獲得創意點子獎。

 ◆ 2017.12.10 慈濟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團隊12月8至10日參加

「2017高雄國際發明暨設計展（KIDE）」，分別以「天使眼淚

培養裝置」、「菌絲體培養裝置」及「具傷口修復能力之天使眼

淚纖維膜」，奪下二金一銀獎項。

 ◆ 2017.12.11 印尼大學主辦世界綠能大學排名評比（UI Green Metric），慈濟

大學首次參與即獲得世界排名第二百名、臺灣排名第十二名。

 ◆ 2017.12.15 慈濟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第十屆戲劇公演，15、16日在人文社會學

院演藝廳演出美國劇作家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的作

品《我們的小鎮（Our Town）》。 

 ◆ 2017.12.17 慈濟大學川愛志工隊以「川山躍領」計畫，榮獲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一〇六年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隊競賽非「銅」小可獎，是日在

華山文創園區參與表揚暨分享會。

 ◆ 2017.12.23 慈濟科技大學舉辦TED官方授權講座，以「醫學與人文的對話」

為主題，邀請慈濟大學校長王本榮、副校長曾國藩、花蓮慈濟醫

院院長林欣榮、臺北慈濟醫院醫師蔡文心分享，內容涵蓋醫療現

況、醫學教育、解剖震撼、AI人工智慧等層面。

慈濟科技大學2016年

取得TED官方授權，

並於同年12月首辦講

座，此次為第三次，

以「醫學與人文的對

話」為主題。圖片／

慈濟大學提供

慈善年表人文年表

一月

 ◆ 2017.01.01 緬甸慈青響應「111世界蔬醒日」，1、8日先後於醫療教育個案

聯誼會及社區歲末祝福感恩會，邀約助學生與鄉親連署，10日則

前往仰光省丹茵鎮東仰光大學（East Yangon University）邀約大

學生連署；三場宣導活動共獲得六百四十六人支持。

 ◆ 2017.01.02 慈濟臺中分會啟動「111世界蔬醒日」推廣活動，七百五十位志

工齊聚靜思堂共識活動意義，隨後走入街頭、社區市場、購物中

心等地，邀約民眾連署響應蔬食救地球。 

 ◆ 2017.01.04 彰化慈濟志工前往田尾鄉仁豐國小、溪州鄉溪陽國中致贈《大愛

引航──靜思語教學指引（增訂版）》套書。 

 ◆ 2017.01.05 桃園慈濟志工藉受邀參加南港里社區關懷據點活動因緣，推廣

「111世界蔬醒日」連署，獲得逾百人響應。

 ◆ 2017.01.06 臺北萬華慈濟志工響應區公所「農曆年終大掃除暨國家清潔週誓

師大會活動」，協助清掃艋舺公園與和德里區民活動中心。

 ◆ 2017.01.07 委內瑞拉慈濟志工吳冉云7至11日於自家店鋪邀約顧客響應「111

世界蔬醒日」活動，獲得三百零一人連署；11日當天，另於店內

舉辦素食餐會，共有十一位社區志工參加。

 ◆ 2017.01.07 英國曼徹斯特慈濟志工響應「111世界蔬醒日」推廣，製作印有

連署網站二維條碼的靜思語書籤，於市中心街道宣導蔬食減碳，

共送出四十六張書籤。

 ◆ 2017.01.07 美國紐約慈濟志工身穿蔬果裝、手持「111世界蔬醒日」標語看

板，在時代廣場與地鐵站宣導蔬食減碳的環保觀念，並邀請民眾

上網連署蔬醒日活動。 

緬甸慈青向參與歲末

祝福感恩會的會眾推

廣茹素，邀約響應

「111世界蔬醒日」連

署活動。攝影／黃露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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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著蔬果裝吸引民

眾目光，呼籲一起加

入蔬食減碳救地球的

行列，並簽署響應

「111世界蔬醒日」活

動。攝影／林錦佐

 ◆ 2017.01.08 新北慈濟志工前往八二三紀念公園，參加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

救災救護大隊「歡慶119消防節擴大防火宣導活動」，並設攤推

廣環保酵素與「111世界蔬醒日」。 

 ◆ 2017.01.08 桃園市蘆竹、大園區共四十六位慈濟志工走進街道巷弄與菜市場

等地，宣導「111世界蔬醒日」，獲得七百二十六人簽名連署。

 ◆ 2017.01.08 高雄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團隊於靜思堂舉辦「大喜無憂感恩餐

會」，感恩彼此平日在社區為志業發展留下紀錄的辛勞，共

三百五十人參加。 

 ◆ 2017.01.08 臺北大同慈濟志工身穿蔬果裝，於迪化街霞海城隍廟周圍向民眾

宣導蔬食減碳救地球的理念，邀得近四百人連署「111世界蔬醒

日」。

 ◆ 2017.01.08 彰化花壇慈濟環保站舉辦歲末圍爐感恩聯誼會，感恩志工長期投

入資源分類與回收，約九十人參加。

 ◆ 2017.01.08 阿根廷慈濟志工在臺灣僑民聯合會會館前廣場向往來民眾推廣

「111世界蔬醒日」，獲得約一百三十人響應。 

 ◆ 2017.01.10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10、11日結合企業推廣蔬食，向企業

員工或經銷商介紹蔬食對身體與環境的好處外，並邀請眾人加入

「111世界蔬醒日」網路連署活動，響應茹素。

 ◆ 2017.01.11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於浮橋慈濟環保站舉辦素食推廣活

動，向鄉親宣導茹素益處及資源回收，並邀請大家響應「111世

界蔬醒日」網路連署，參與鄉親約一百七十人。

 ◆ 2017.01.11 慈濟印尼分會響應「111世界蔬醒日」推廣活動，雅加達、北干

巴魯、巴淡、加里曼丹及蘇門達臘等地慈濟志工，於2016年12

月18日至2017年1月11日，透過社群網站（FaceBook）、街頭宣

導、社區拜訪、監獄關懷等方式，邀約大眾一起蔬食救地球。

 ◆ 2017.01.11 紐西蘭慈濟志工6至10日分別以電郵、電話或親自拜訪等方式，

廣邀親友、會員及社團上網連署「111世界蔬醒日」，並於11日

在分會會所舉辦素食餐會，共一百三十四人到場響應。

 ◆ 2017.01.11 新北中和慈濟志工以素餐結緣方式推廣「111世界蔬醒日」，

邀約公司行號、機關團體與社區鄉親響應，本日共送出

三千二百八十八份餐點。 

 ◆ 2017.01.11 高雄苓雅慈濟志工以素餐結緣方式推廣「111世界蔬醒日」，

獲得三信家商、中正高中、凱旋國小、苓雅區戶政事務所，以

及正仁、五福、民主等三里的支持，本日共送出五百四十二個

素便當。

 ◆ 2017.01.11 馬來西亞霹靂州安順鐘民華文小學響應慈濟「111世界蔬醒

日」，由教師出資供應全校學生、工作人員素食餐點，共

七百六十三人參加。 

 ◆ 2017.01.11 彰化慈濟志工推廣靜思語教學進校園，分別致贈《大愛引航─

靜思語教學指引（增訂版）》套書予文昌國小、管嶼國小、育新

國小及安祈兒幼兒園。

 ◆ 2017.01.15 新北市板橋、土城、樹林、三峽等四區約三百位志工，前往三峽

區長壽山元亨堂進行年度例行打掃暨淨山活動。 

 ◆ 2017.01.20 中國大陸南京慈濟志工於會所舉辦人醫成員聯誼，藉由分享參

與國際慈濟人醫年會及義診的感動與經驗，了解慈濟醫療人文

精神。 

 ◆ 2017.01.28 臺南慈濟志工把握春節期間正統鹿耳門聖母廟、鹿耳門天后宮

的參拜人潮，1月28日至2月1日在廟裡設立攤位，透過推廣竹

筒歲月、靜思語、蔬食環保觀念及量血壓服務，邀約人人加入

志工行列。

慈濟贈書給育新國

小，提供該校老師多

元教材的運用，給孩

子一個更優質的品格

教育學習環境。攝影

／翁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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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 2017.02.03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受邀參加「丁酉年檳城廟會」，志工設定「以

孝、以善、以愛為寶」為活動宗旨，在會場設攤推廣孝親奉茶、

蔬食減碳、資源回收等活動。該廟會每年舉辦一次，能吸引逾萬

人潮遊覽。

 ◆ 2017.02.04 美國紐約慈濟志工首次舉辦「英語新春祈福慈善晚宴」，地點

選在曼哈頓中城Sun West工作室，期望招募更多本土青年加入

志工行列，共九十八位來賓參加，當中逾四分之三是三十九歲

以下青年。

 ◆ 2017.02.06 緬甸仰光省丹茵鎮科雅瑪娜佛寺學校於校內推行三個月慈濟靜

思語教學後，本日舉辦靜思語說故事活動，鼓勵學生將靜思語

與舞臺劇演出結合，展現學習心得，並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的成長。

 ◆ 2017.02.07 高雄大寮慈濟志工協助臺灣電力公司高雄訓練中心辦理「新進人

員慈善關懷教育訓練」課程，本日為四十六位臺電員工說明安養

院關懷要點，並帶領眾人至松喬養護中心實際為長者服務。

 ◆ 2017.02.10 慈濟基金會為了推廣志業理念，並鼓勵社會青年投入公益活動，

推行「FUN大視野 想向未來」青年創新實踐計畫，包含「救

將！防救災科學營」、創心小聚、未來私塾、慈悲科技創新競

賽、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等五項活動，自2月10日的科學營高雄場

次起，陸續於慈濟會所、大專院校等地進行。

 ◆ 2017.02.10 慈濟基金會於高雄（2/10-12）、新店（2/17-19）、臺中（2/24-

26）靜思堂，舉辦三場「救將！防救災科學營」，為十八至

三十五歲對社會公益有興趣的青年，提供認識災害、情境模擬、

救災科技設備操作等活動內容。

慈濟基金會於高雄杉

林慈濟大愛園區舉辦

南部梯次的防救災科

學營，學員體驗駕駛

救災工作車。攝影／

簡俐真

 ◆ 2017.02.10 臺中北屯慈濟志工協助三光里在三光國中舉辦元宵節燈會，並於

會場推廣「111世界蔬醒日」活動；此次為第三年協辦。

 ◆ 2017.02.11 彰化鹿港慈濟志工參與頂番婆社區一年一度的「頂番鬧元宵」活

動，設計環保知識猜燈謎遊戲，推廣資源回收、節約能源及蔬食

減碳等觀念。

 ◆ 2017.02.11 雲林慈濟志工11至19日參加「2017臺灣燈會在雲林」活動，在宗

教祈福主題區展示淨斯鐘鼓、水立方等展燈，藉此向參觀鄉親介

紹慈濟理念，並推廣環保意識。

 ◆ 2017.02.12 新加坡能源有限公司響應慈濟新加坡分會全島資源回收日活動，

本日該公司員工及眷屬約五十人，於海軍大牌682B、錦茂路大牌

7等兩地參與社區資源分類活動，並與慈濟志工合作宣導節約能

源的觀念。

 ◆ 2017.02.15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傳薪服飾─淨純系列（白）」、「守護保健

樂活系列」，獲得經濟部國貿局「第二十五屆臺灣精品獎」。

 ◆ 2017.02.15 彰化慈濟志工與慈濟教師聯誼會志工在竹塘鄉長安國小舉辦《大

愛引航─靜思語教學指引（增訂版）》研習，為香田、芳苑及

長安等三所小學共二十四位教師分享靜思語教學方法。

 ◆ 2017.02.15 臺中市慈濟志工與慈濟教師聯誼會志工受光明國中邀約，進校園

為全校一百一十位教師舉辦《大愛引航──靜思語教學指引（增

訂版）》研習。

 ◆ 2017.02.16 「2017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2017）」

16至18日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貿易中心舉行，大愛感恩科技公司首

次參展，以「廢舊紡織品回收再製回原料」系列產品獲得銀牌。

 ◆ 2017.02.17 賴索托慈濟志工前往馬吉諾（Mazenod）賽克沛（Ha Sekepe）社

區招募志工，獲得六十九人支持。

2017臺灣燈會在雲林

縣熱鬧舉辦，慈濟志

工設置由一千支寶特

瓶製作的「水立方」

展燈，向民眾解說珍

惜水資源，並宣導環

保愛地球的觀念。攝

影／黃淑 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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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2.22 中國大陸青海慈濟志工自2013年起推動環保志業，並於2016年9

月開始每週一次在湟源縣金水豪庭小區帶動資源回收，志工是日

舉辦本年度農曆年後首次活動，同時向社區店家進行環保宣導。

 ◆ 2017.02.25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爾灣、河濱、聖地牙哥四所分校，加州州

立大學富爾頓、長堤分校，與南加州大學、橙縣、聖迪瑪斯社區

共九地慈濟大專青年，以環保交流為主題，在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舉辦跨校聯誼。

三月

 ◆ 2017.03.01 南投草屯慈濟志工前往彰化縣芬園國小舉辦《大愛引航─靜思

語教學指引（增訂版）》研習，該校近三十位教職員參加。

 ◆ 2017.03.01 臺中市清水區田園幼兒園三十六位師生參訪清水慈濟環保教育

站，學習在生活中落實資源回收的方式。

 ◆ 2017.03.04 慈濟馬來西亞分會4、7日分別於靜思書軒檳城店與北海店舉辦

「靜思學堂」，向志工說明淨斯淨皂的產品理念、原料、製程，

並交流使用心得，共一百三十一人參加。

 ◆ 2017.03.04 基隆慈濟志工於靜思堂舉辦感恩音樂會，由靜思精舍德慇師父帶

領志工，向靜思堂用地之捐贈者溫送珍一家人表達感恩。

 ◆ 2017.03.04 夏威夷慈濟大專青年3月4日、5月27日於夏威夷分會會所舉辦二

手物回收義賣活動，推廣珍惜物命，延續再用的環保理念，同時

為慈濟基金募款。

 ◆ 2017.03.05 日本慈濟志工受邀至岩手縣大槌町城山體育館，參加大槌町國際平

和音樂祭，透過慈濟歌曲演唱，撫慰「東日本大震災」受災鄉親。

室內樂團演奏《無量

義經》、《法譬如

水》等經文組曲，以

優美的樂曲感恩無私

捐贈基隆靜思堂用地

情誼，以能接引更多

人結善緣。攝影／劉

振江

 ◆ 2017.03.05 新北淡水慈濟志工5、11日先後於永吉里、興仁里舉辦環保愛

灑活動，向鄉親推廣蔬食減碳與資源回收觀念，共逾百位里民

參加。

 ◆ 2017.03.06 中國大陸四川省前進慈濟小學實行靜思語教學有成，該校老師首

次跨校至紅岩中心小學交流教育及教學理念，紅岩中心小學老師

十五人及學生六十六人參與。

 ◆ 2017.03.07 臺南市南區龍崗國小師生八十二人參訪鯤鯓慈濟環保教育站，慈

濟志工陪伴師生進行資源分類，並宣導垃圾減量、資源再利用的

觀念。

 ◆ 2017.03.07 外交部邀請法國國土整治暨永續發展委員會到臺灣參訪，並推薦

外賓於7、9日參訪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及慈濟內湖聯絡處，觀摩慈

濟的環保推動經驗。

 ◆ 2017.03.08 臺中北屯慈濟志工與慈濟教師聯誼會志工，在北屯區建功國小舉

辦《大愛引航─靜思語教學指引（增訂版）》贈書暨研習活

動，共五十多位教師參加。 

 ◆ 2017.03.10 土耳其國會議員艾利塔斯（Mustafa Elitas）到臺灣考察環保綠能

產業的發展，在外交部推薦下，本日參訪慈濟內湖聯絡處，觀摩

慈濟環保經驗。

 ◆ 2017.03.10 臺灣慈濟教聯會老師蔡素芬、黃富子、邱淑姿一行三人，10至12

日於中國大陸福建省展開人文教育交流，分別於福州、廈門、福

鼎等三地的慈濟聯絡處，進行經驗分享、心靈講座及教師聯誼等

活動。

 ◆ 2017.03.10 中國大陸四川省成都市金堂縣白果鎮小學師生一行六十九人，至

成都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參訪，在慈濟志工引導下，學習環保

知識，並進行植樹活動。

志工向土耳其參訪團

成員說明塑膠袋分類

回收方法，因應材

質、熔點的不同，

處理方式也不一樣，

須更精確的分類，以

提昇資源再運用的價

值。攝影／劉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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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11 桃園慈濟志工受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邀請，在3月11日至4月8

日在平鎮、龍潭、蘆竹、楊梅、龜山區公所舉辦的環保志工教育

訓練基礎課程中擔任講師，與民眾分享慈濟環保經驗及清淨在源

頭的理念。 

 ◆ 2017.03.12 慈濟南非分會舉辦德本慈青一日營，鼓勵新芽助學生及本土青年

加入青年志工行列，共六十人參加。

 ◆ 2017.03.12 中國大陸上海寶山慈濟環保站本日舉行環保日活動，慈濟志工帶

動鄉親認識環保知識，並體驗資源分類。

 ◆ 2017.03.13 苗栗縣頭份市市長徐定禎為提升垃圾分類宣導成效，帶領十二位

主管參訪慈濟苗栗聯絡處環保教育館，觀摩慈濟環保經驗。

 ◆ 2017.03.13 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Diliman）選擇馬尼拉慈濟志業園區環

保教育站，作為公民教育課程實施場地，本日教授帶領六十五位

學生到園區實作資源分類與回收，並學習慈濟環保理念。

 ◆ 2017.03.14 嘉義市志航、林森、崇文等三所國小，14至31日分四梯次參訪嘉

義慈濟志業園區，體驗回收物分類，並學習節能減碳方法等慈濟

環保經驗，共約四百五十人參加。

 ◆ 2017.03.15 慈濟南非分會「深入本土志工專案」14至19日進行第十九次下鄉

訪視，其中15日行程前往新社區佩迪（Pebddie）舉辦愛灑分享，

介紹慈濟理念，並鼓勵居民加入志工行列，共兩百多人參加。

 ◆ 2017.03.15 臺中慈濟志工與慈濟教聯會志工致贈《大愛引航─靜思語教學指引

（增訂版）》予崇德國中，並舉辦教案研習，逾八十位教師參加。

 ◆ 2017.03.17 靜思書軒馬來西亞檳城店17至26日參與第五屆檳城圖書博覽會

（Penang International Book Expo），在第一大道廣場設攤推廣靜

思文物與淨斯食用品。

 ◆ 2017.03.18 新北市明志科技大學機械系五十五位師生參訪中港慈濟環保教育

站，進行環保研習與資源分類實作體驗。

 ◆ 2017.03.19 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三十八位師生參訪慈濟內湖聯絡處，學習環

保經驗與志工精神。

 ◆ 2017.03.19 慈濟南投聯絡處抄經班舉辦首次活動，共一百一十人參加。

 ◆ 2017.03.20 菲律賓萊特省奧莫克市（Ormoc）與慈濟菲律賓分會簽訂合作備

忘錄，邀請慈濟志工在全市推廣資源回收。 

 ◆ 2017.03.21 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翔安區第一實驗小學師生約六百二十人，

進行春季社會實踐活動，前往慈濟廈門聯絡處參訪，在慈濟志工

帶動下學習環保知識與生活禮儀。

 ◆ 2017.03.22 智利慈濟志工自2010年8月26日在聖地牙哥設置第一個環保點

開始，在社區推動資源回收，並將變賣所得用作慈善基金，累

計至2017年3月22日，已為慈善工作支出約一千一百零六萬智

利披索。

 ◆ 2017.03.22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四十九人於本日至泉州惠南中學進行環保

愛灑活動，透過播放影片及短劇表演等方式，傳遞珍惜資源、愛

護地球理念，師生共六百六十二人參與。

 ◆ 2017.03.24 「第六十八期全球實業家靜思生活營」24至26日舉辦，臺灣、中

國大陸、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澳洲等十個國家地區，計

五百一十二人參加。 

 ◆ 2017.03.24 大愛電視《大愛全紀錄》紀錄片《餘生》獲得「第39屆金穗獎

─一般作品獎之最佳紀錄片獎」。

 ◆ 2017.03.25 慈濟新北市新泰聯絡處靜思小築第四期「小志工講堂」開課，四十

位小朋友在家長陪同下，學習生活禮儀，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

 ◆ 2017.03.25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慈濟志工受昆山市環境保護局邀請，參與第六

屆「地球一小時」環保公益活動，並承擔設置「垃圾分類科普教

育展示及環保志願者服務點」，宣導環保觀念及在家庭落實環保

的必要性。

 ◆ 2017.03.25 中國大陸甘肅、青海慈濟志工首次自行籌辦社區志工聯誼活動。

 ◆ 2017.03.26 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與臺中市環保局在草悟道合辦「綠色生活低

碳音樂會」，活動也結合敘利亞難民援助募款，共募得新臺幣

四十四萬六千四百二十五元，全數捐作慈濟國際賑災基金。

 ◆ 2017.03.26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受廈門市第十中學邀請，協助學校推

展環保教育，本日志工入校向七十二位老師分享環保理念，及如

何設置環保教育站與宣導活動規劃。

「小志工講堂」在新

北市新泰聯絡處舉

行，透過手作物品的

互動，增進親子間的

情感。攝影／戴龍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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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26 中國大陸四川成都慈濟志工前往觀光勝地龍泉驛淨山，並向遊客

宣導「垃圾不落地，山林更美麗」的環保觀念。

 ◆ 2017.03.28 美國青年領袖團美南分團十位成員在外交部安排下，參訪慈濟內

湖聯絡處，了解慈濟環保志工精神，以及年長者如何從志工行動

中，找回生活重心與生命價值。

 ◆ 2017.03.31 慈濟美國紐約分會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舉辦「護地球搖

滾音樂節」，邀請五個樂團演出，並穿插播放慈濟製作的影片及

節目，藉以將環保訊息傳遞給年輕族群，約三百人參加。

四月

 ◆ 2017.04.01 彰化慈濟志工與榮董聯誼會團隊於靜思堂舉辦「國際大愛‧心

蓮滿人間」祈福音樂會，邀約與會者共同關懷國際難民，約

一千三百人參加。

 ◆ 2017.04.02 慈濟加拿大分會舉辦清明祭祖感恩會，邀集無法返鄉祭祖的華

人，以禮拜《法華經‧序品第一》方式，感念親恩。

 ◆ 2017.04.05 苗栗慈濟志工協助頭份市公所推動社區資源回收，本日開始，每

月的第一、三週週三晚間六時至八時，在建國花市設立夜間環保

點，與往來民眾分享分類方法與清淨在源頭的觀念。

 ◆ 2017.04.07 臺南慈濟志工在學甲區慈濟宮「上白礁謁祖遶境祭典」的行經路

線，設置資源回收點，帶動香客進行垃圾分類，並宣導環保觀念。

 ◆ 2017.04.07 高雄岡山慈濟志工與大愛媽媽前往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舉辦環

保與心靈講座，參與學生約一千人。 

 ◆ 2017.04.07 嘉義縣和睦國小八十七位師生參訪和美慈濟環保教育站，學習環

保觀念並體驗資源分類。

苗栗頭份慈濟志工與

頭份市公所攜手共創

美善社區，於頭份建

國花市廣埸帶動民眾

進行資源回收物的分

類。攝影／顏人鵬

 ◆ 2017.04.08 臺中北屯慈濟志工受松勇里里長邀請為里民舉辦健康講座暨蔬食

推廣活動，本日志工結合臺中慈濟醫院醫師前往里活動中心，與

鄉親分享健康蔬食與料理教學。 

 ◆ 2017.04.08 高雄慈濟志工與榮董聯誼會團隊於高雄市現代化綜合體育館（高

雄巨蛋），舉行兩場「國際大愛‧心蓮滿人間」祈福音樂會，邀

約與會者一同關心敘利亞難民，逾二萬人參加。

 ◆ 2017.04.08 中國大陸南京慈濟志工第三年參加泉峰集團愛心長跑活動，現場

有春蕾助學記錄展覽、環保推廣等。此活動共籌得款項二十二萬

餘元人民幣，捐贈慈濟作為蘇北春蕾助學計畫之用。

 ◆ 2017.04.09 馬來西亞峇株巴轄慈濟志工受正修國民型華文小學一校邀請，為

全校三百九十六位學生舉辦資源分類課程。

 ◆ 2017.04.09 慈濟中區合心區豐原和氣三組隊在烏牛欄生態農場舉辦戶外聯誼

活動，放鬆身心亦凝聚法親情誼，共一百二十人參加。

 ◆ 2017.04.09 南投慈濟志工與榮董聯誼會團隊在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舉行兩場

「國際大愛‧心蓮滿人間」祈福音樂會，邀約與會者一同關心敘

利亞難民，約二千人參加。

 ◆ 2017.04.10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受五緣實驗學校家長邀請，是日與師

生共三百二十人，分享資源回收分類、減少購買、變廢為寶等環

保知識。

 ◆ 2017.04.10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慈濟志工至昆山前景學校舉辦德育環保活動，

透過影片放映、短劇演繹及相互討論，讓孩子了解節約水資源的

重要性及方法。

 ◆ 2017.04.12 臺南慈濟志工在安南區學東國小舉辦《大愛引航──靜思語教

學指引（增訂版）》研習，分享靜思語教學方法，共八位教師

參加。

 ◆ 2017.04.12 桃園慈濟志工與慈濟教師聯誼會團隊，受邀到桃園區永順國小舉

志工於泉峰集團愛心

長跑活動現場設置春

蕾助學計畫的記錄海

報，並向民眾說明助

學活動作法與成果。

攝影／林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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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大愛引航─靜思語教學指引（增訂版）》研習，共三十五

位教師參加。

 ◆ 2017.04.13 香港慈濟志工前往深水埗誌寶松柏中心，為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會員及該會邀約的長者舉辦環保宣導活動，分享落實家庭資源回

收的方法，共五十人參加。

 ◆ 2017.04.13 臺北慈濟志工13至16日在世貿一館參加「2017臺北國際素食養生

展」，推廣淨斯食用品。 

 ◆ 2017.04.15 桃園慈濟志工舉辦花蓮靜思精舍尋根暨慈濟五十一周年朝山，共

五百六十八位志工及會眾參加。 

 ◆ 2017.04.15 南投慈濟志工參加埔里鎮天后宮首屆「千人行腳、萬人祈福」媽

祖遶境活動，在廟方的五個物資補給站協助宣導垃圾分類、資源

回收，並為繞境隊伍供應素食午餐，邀約人人響應蔬食減碳。

 ◆ 2017.04.15 中國大陸無錫慈濟環保教育基地、無錫商業大廈大東方股份有限

公司、無錫君來酒店管理集團有限公司、無錫廣電集團無錫熱線

傳媒網路有限公司聯合發起「攜手公益，與愛同行──公益徒步

10公里」活動，宣導全民健身的新生活方式及傳播公益理念，並

將活動報名費捐作推廣環保之用。

 ◆ 2017.04.18 大愛電視臺與韓國藝術綜合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由大愛電視總

監葉樹姍與大學校長金奉烈代表簽署。

 ◆ 2017.04.19 桃園慈濟志工於慈護宮廟會活動中，把握因緣邀請信眾響應

「111世界蔬醒日」，共獲得八百六十五人連署。

 ◆ 2017.04.20 中國廈門國際佛事用品（春季）展覽會於20至24日在廈門國際會

展中心舉行，由靜思人文與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分別設展，廈門慈

濟志工首次獨力籌辦布展，並在展會開幕演繹《勤行頌》，吸引

媒體「禪風網」直播報導。

南投縣埔里天后宮舉辦

首屆媽祖文化節繞境祈

福活動，以環保為主

題，不放鞭炮、不放煙

火及徒步遶境市區；慈

濟志工獲主辦單位邀約

宣導資源分類，並在現

場整理回收物。攝影／

潘常光

 ◆ 2017.04.20 中國大陸北京靜思書院開幕。

 ◆ 2017.04.22 美國慈濟新澤西分會舉辦第十一屆慈濟盃中文演講比賽，華盛

頓、紐約、長島及新澤西等地共六十位學生參加。

 ◆ 2017.04.22 中國大陸福建福鼎慈濟志工於煙墩山舉辦世界地球日淨山活動，

帶動社區鄉親一起清理垃圾、推廣環保理念，並邀約大家響應

「111世界蔬醒日」簽署活動。

 ◆ 2017.04.23 北區慈濟志工向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申請進行觀音

山硬漢嶺步道淨山，4月23日、5月21日、6月24日及9月10日四度

動員人力，結合亞洲形上揹水隊、華碩文教基金會等團體，帶動

登山客，以人龍接力方式清出七千二百五十包，總重逾二十五公

噸的垃圾。

 ◆ 2017.04.23 臺南環保志工於靜思堂舉辦年度精進聯誼活動，交流社區推廣經

驗，並進行衛教及環保安全宣導，共四百六十四人參加。 

 ◆ 2017.04.23 新北市淡水慈濟志工結合淡江大學師生舉辦「111世界蔬醒日」

推廣活動，一百零八人分路線沿著淡水老街、中山路及英專路等

熱鬧街道邀約民眾，共獲得二千三百一十五人連署。

 ◆ 2017.04.29 中國大陸廣東慈濟深圳聯絡處4月29日至5月1日舉辦慈濟人文教

育交流研習營，邀請臺灣教聯會老師為志工及教育工作者分享靜

思語教學及教育經驗。

五月

 ◆ 2017.05.03 臺中市東區樂業國小邀請慈濟教師聯誼會志工到校，為教師舉辦

靜思語教學演示，並分享班級經營經驗；會後，志工致贈《大愛

慈濟志工沿路推廣

「111世界蔬醒日」連

署活動，並鼓勵民眾

茹素，護己救地球。

攝影／林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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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航─靜思語教學指引（增訂版）》套書與學校結緣。

 ◆ 2017.05.04 大愛電視臺節目《小人物大英雄》紀實報導《白袍醫者的揹艙之

旅》，獲得「第十一屆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電視媒體類一般題

材的優等獎。 

 ◆ 2017.05.04 中國大陸福建惠安、泉州慈濟志工，應南安市康美鎮葵山村吉祥

禪寺邀請，前往舉辦環保愛灑活動，透過環保知識分享、資源分

類實作等活動，鼓勵鄉親將環保落實在生活中。

 ◆ 2017.05.06 慈濟臺中后里聯絡處與三崁里合辦「蔬醒一起來 健康齊步走」

健行活動，共一千一百多人參加。活動特別設計印有連署「111

世界蔬醒日」二維條碼的T恤，只要用行動裝置掃描，就能參加

連署活動。

 ◆ 2017.05.06 中國大陸湖北武漢慈濟志工於江岸區臺北街花蓮社區舉辦環保推

廣活動，邀請社區居民及武漢市第七中學學生、家長參與，共同

學習資源分類、環保酵素製作及少用一次性物品的環保觀念。

 ◆ 2017.05.08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應集美區教育局邀請進入校園推動環

保，於8至17日共投入志工一百七十二人次，與首批六所市級試

點學校老師與家長共六百四十四人，分享資源回收、「一日五

善」等環保方法，並提倡「清淨在源頭」理念，共同愛護地球。

 ◆ 2017.05.09 馬來西亞馬六甲慈濟志工第十一年在釋迦院佛堂的衛塞節花車遊

行路線中，宣導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本次加入「111世界蔬醒

日」推廣，邀請大家蔬食減碳救地球；該遊行每年都能吸引數千

人參與。

 ◆ 2017.05.10 臺中慈濟志工第三年協助三光國中師生舉辦母親節感恩活動，有

別於過去浴足方式，本次安排學生為家長及老師奉茶，並鼓勵家

長無法到場的孩子，撥電話表達感恩之意。 

吉祥禪寺邀約慈濟志工舉

辦環保愛灑活動，大家一

同伸出雙手背誦環保十

指口訣「瓶瓶罐罐紙電、

一三五七」，快速學習正

確的資源回收分類方法。

攝影／沈喜明

 ◆ 2017.05.11 高雄慈濟志工與大愛媽媽團隊11、12日在苓雅區中正國小舉辦母

親節感恩奉茶活動，參與親師生逾一千七百人。

 ◆ 2017.05.13 臺北松山慈濟志工把握吉祥里民在中崙高中慶祝端午暨母親節的

機會，向大家推廣環保酵素及「111世界蔬醒日」，獲得近四百

人連署響應。

 ◆ 2017.05.16 「第二十屆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2 0 t h  M o s c o w 

International Salon of Inventions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Archimedes）」16至19日於俄羅斯莫斯科會展中心舉辦，大愛感

恩科技公司以「廢舊紡織品回收再製回原料」系列產品參展，獲

得發明展金牌及「國際發明聯盟協會（IFIA）特別榮譽獎」。

 ◆ 2017.05.16 中國大陸四川成都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員工與成都慈濟志工，

首次在淮口鎮洲城花園小區進行環保宣導活動，與居民共同落實

環保在社區，美化家園。

 ◆ 2017.05.18 臺中教育大學慈青社舉辦「5.18無痕飲食 減塑與蔬食活動」，以

素食午餐結緣方式，宣導使用環保餐具及蔬食減碳觀念。 

 ◆ 2017.05.18 臺灣大愛感恩科技公司首次參加中國大陸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

18至22日於福州海峽國際會展中心展出產品；因具備環保再生科

技與慈善公益等特色，17日受臺灣貿易中心邀請出席臺灣館特色

產品新聞發布會，而展覽期間亦吸引媒體採訪報導。

 ◆ 2017.05.19 臺中市南區慈濟志工為感恩社區環保志工、臺中慈濟醫院醫護團

隊，及臺中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員警平日的付出，19、20日動員上

百人次在福興慈濟環保教育站完成逾二千顆粽子，與眾人結緣，

歡度端午節。 

 ◆ 2017.05.20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市御景園（Taman Seri Austin）社區的派

薩超市業者（The Pasar），免費提供空間讓慈濟設立「淨斯專

透過奉茶活動讓孩子

展現對媽媽的愛，亦

啟發對父母及師長的

尊重、感恩心。攝影

／廖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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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展售淨斯食用品，本日開幕。

 ◆ 2017.05.20 中國大陸天津慈濟志工參與悅城環保集市推廣行動，20日於唐山市

豐潤區新軍屯鎮悅城文化廣場設攤展示靜思資糧、大愛感恩科技產

品，並宣導資源回收方法與環保理念，呼籲共同愛護地球環境。

 ◆ 2017.05.22 新北巿八里區慈濟大愛媽媽應林口區瑞平國小邀請，第二度協助

該校舉辦畢業謝師感恩茶會，十九位畢業生以奉茶儀式感恩師長

教導，並接受師長與在校生祝福。 

 ◆ 2017.05.22 彰化鹿港慈濟志工與大愛媽媽團隊在鹿港國中舉辦減塑救地球宣

導活動，逾六百位師生參加。 

 ◆ 2017.05.23 蒙古電視臺TV5總監巴紮（Bazarragchaa）於來臺行程之餘，參訪

大愛電視臺，交流製播節目技術、新聞報導理念等議題。 

 ◆ 2017.05.26 慈濟馬來西亞吉打分會26、27日舉辦靜思語教師營「愛，從我開

始」，推廣品格教育理念，吸引中小學教師、教育志工、師訓學

員等逾百人參加。

 ◆ 2017.05.26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於鼓浪嶼區家政綜合服務中心舉辦環

保宣導活動，以茶會方式邀約居民參與，相互分享做環保的經驗

與困難。

 ◆ 2017.05.27 臺北文山慈濟志工舉辦健行景美河濱公園淨溪聯誼活動，參與志

工及親友約一百人。

 ◆ 2017.05.27 慈濟泰國分會與北攬府瑪哈帕‧卡尖通學校（M a h a p h a b 

Krajadthong School）合作，於該校舉辦敬老尊賢活動，透過奉

茶、衛教服務等互動方式，帶動社區孝親感恩風氣，逾三百位長

者、家屬、師生及志工參加。

 ◆ 2017.05.28 慈濟馬來西亞新山支會舉辦「HAPPY老師心希望2.0」一日營，

邀請臺灣慈濟教師聯誼會團隊擔任講師，為新山慈濟教育功能團

泰國慈濟志工帶動社

區孝親活動，居民

塔納萬（左）貼心

地餵食阿嬤吳拉良

（右），表達一分孝

心。攝影／桑瑞蓮

隊志工及當地學校教師分享教養孩子與溝通方法，共一百六十三

人參加。

六月

 ◆ 2017.06.02 臺中慈濟志工與榮董聯誼會團隊2、3日在靜思堂舉辦三場「國際

大愛‧心蓮滿人間」祈福音樂會，邀約與會者一同關心敘利亞難

民，共九千四百七十二人參加。

 ◆ 2017.06.02 新北市新泰區中港慈濟環保站空間年久失修，為了讓環保志工有

一個乾淨舒適的作業環境，5月27至30日動員志工一百多人次進

行地板和牆面整修工程，並於6月2日舉辦重新啟用感恩會。

 ◆ 2017.06.02 中國大陸天津慈濟志工於2至3日至天津東站為高鐵職員舉辦環保

愛灑活動；5日適逢「世界環境日」，應天津東站書記陳治君邀

請，至候車廳向旅客進行環保宣導。

 ◆ 2017.06.03 新竹慈濟志工3、9、13日先後在鳳岡、東安及新港三所國小舉

辦靜思感恩茶會，引導應屆畢業生向教師表達感恩之意，共

三百九十九位師生參加。

 ◆ 2017.06.04 中國大陸福建福州慈濟志工於鼓山沃爾瑪廣場進行環保推廣活

動，與居民分享環保理念與資源回收方法，並邀請居民定時、定

點一起做環保，為愛護地球而努力。

 ◆ 2017.06.04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慈濟志工響應「世界環境日」，於昆山慈濟環

境教育基地舉辦園遊會，推廣環保與素食，邀請杭州師大東城實

驗學校、昆山前景學校、西塘小學等校親師生，與社會團體、社

區居民，約五百五十人參加。

園遊會以分站的方式

讓鄉親一一體會做環

保的多樣作法，於環

保實作區進行資源回

收分類實作。攝影／

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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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6.06 新北市青山幼兒園六十二位師生參訪慈濟汐止聯絡處環保教育

站，認識雨水貯集再利用系統，並體驗資源分類。

 ◆ 2017.06.06 中國大陸無錫慈濟環保教育基地成立二周年，慈濟志工於崇安寺

二泉廣場舉辦慶祝活動，進行環保酵素製作教學、環保宣傳手冊

分發與文藝晚會表演等項目，推廣垃圾減量、資源分類，以提升

居民環保意識。

 ◆ 2017.06.07 高雄岡山慈濟志工受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訓練中隊邀請，

為十五位官兵舉辦心理輔導講座，分享環保與蔬食、造血幹細胞

捐贈及志工價值觀。

 ◆ 2017.06.10 中國大陸北京慈濟志工於靜思書軒北京店舉辦「心素食儀」講座，推

廣創意健康素食，邀請社區鄉親參與製作與品嘗，傳達環保理念。

 ◆ 2017.06.11 慈濟基金會與慈濟科技大學合辦「第一屆全國慈悲科技創新競

賽」，本日於新北市新店靜思堂舉辦記者會，廣邀青年學子參

加。競賽以環保為主軸，參賽者須自選慈善或醫療為主題，研發

出兼具創新、創意且能解決相關問題的具體可用作品。

 ◆ 2017.06.16 桃園慈濟大愛媽媽在快樂國小舉辦環保教育宣導，設計提水體

驗、塑膠袋胸花製作等內容，分享惜水與減用塑膠袋觀念。

 ◆ 2017.06.17 中國大陸蘇州靜思書院17至18日於舉行兩場大愛啟航感恩祈福音

樂會，由實業家主辦、十二家企業協辦，並於會後發起請購贈書

活動，啟發人人心中的一分愛心與悲心。

 ◆ 2017.06.21 桃園慈濟志工協辦二十一世紀不動產公司臺灣區總部公益日活

動，以「珍愛地球、珍愛人生」為主題，在靜思堂分享環保推

廣、造血幹細胞捐贈等志工服務項目，共六十八人參加。

 ◆ 2017.06.22 臺北慈濟大愛媽媽受邀至蓬萊國小舉辦靜思感恩奉茶活動，應屆

畢業生及師長共一百一十四人參加。 

 ◆ 2017.06.22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於廈門香草園大酒店舉辦四國語言版《靜

思語》贈書儀式，並將書籍放置於一百七十六間客房，讓入住旅

客從展閱中沉澱心靈。

 ◆ 2017.06.23 慈濟美國新澤西分會23至25日舉辦暑假快樂健康生活營，對象為六

到十四歲的學童，透過難民兒童故事分享、有機農場參觀、蔬食料

理教學等內容，培養孩子的慈悲與感恩心，共五十一人參加。 

 ◆ 2017.06.23 高雄岡山慈濟志工參加空軍第三後勤指揮部「義起讓愛飛翔」懇

親暨愛心園遊會，向官兵與家屬宣導造血幹細胞捐贈、資源回收

分類及蔬食減碳觀念。

 ◆ 2017.06.23 新北市慈濟大愛媽媽志工在碧華國小舉辦「減塑行動‧拯救海

洋」環保宣導，共四百多位師生參加。

 ◆ 2017.06.23 高雄慈濟志工協助高雄大學進行學生環保教育宣導，23至25日在

宿舍地下室停車場設立資源回收教育點，引導三百五十位暑期離

宿生妥善分類淨空宿舍時的拋棄物，並分享珍惜物命、節約能源

的觀念。

 ◆ 2017.06.26 桃園慈濟志工自4月1日起，於機構關懷、人文愛灑、社區關懷據

點等例行活動，結合「111世界蔬醒日」活動推廣，截至6月26日

獲得十萬二千一百三十人連署響應。

七月

 ◆ 2017.07.01 馬來西亞沙巴州亞庇市政府為解決加雅島的垃圾問題，市長楊文

海帶領官員前往同為漁村的吉膽島，參訪慈濟環保教育站，觀摩

志工推行資源回收的成功經驗。 

 ◆ 2017.07.01 高雄大寮國中四十六位親師生到慈濟大寮共修處進行服務學習，

慈濟志工為眾人安排資源分類體驗、環保知識分享、回收物手工

藝品製作等活動，以提升大家對環保的重視。 

 ◆ 2017.07.01 慈濟基金會7月1日至8月23日在全臺舉辦三十場暑期兒童、青少

年營隊，活動規劃以品格教育、探索體驗、環境保護、見苦知福

為重點，為國中小學生提供多元學習的平臺。

 ◆ 2017.07.01 加拿大列治文慈濟志工第八年受市政府邀請，於史帝夫斯頓社區

的鮭魚節慶典（Steveston Salmon Festival）中宣導環保觀念，此

次偕同溫哥華、本拿比、素里和高貴林等四地志工計一百五十六

志工鼓勵高雄大學學

生「垃圾順手分開

放，遍地都能變黃

金。」並陪伴離宿學

生將淨空宿舍的拋棄

物分類回收。攝影／

李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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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會場設置二十個環保服務站，提醒民眾落實垃圾分類、資

源回收。

 ◆ 2017.07.03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至廈門湖里實驗中學舉辦環保愛灑活動，

與親師生約二百人分享資源回收、一日五善等方法，並呼籲響應

「111世界蔬醒日」，以蔬食愛護大地。

 ◆ 2017.07.04 高雄路竹慈濟環保教育站志工4、6日為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守護天使服務學習營」，安排資源分類及回收體驗，共

一百一十人參加。

 ◆ 2017.07.04 新北市板橋慈濟志工與榮董聯誼會在板橋志業園區舉辦兩場「國

際大愛‧心蓮滿人間」祈福音樂會，邀約與會者一同關心敘利亞

難民，共逾三千人參加。

 ◆ 2017.07.06 中國大陸廈門慈濟志工為曾營小學、集美第二小學、僑英小學、

高埔小學與濱水中學等五所學校師生共二百四十人，於慈濟廈門

聯絡處進行環保宣導活動，啟發孩子愛護環境的觀念。

 ◆ 2017.07.07 中國大陸上海寶山慈濟志工至地鐵七號線上海大學站三號出口進

行夜間環保宣導，並邀請鄉親參與「111世界蔬醒日」連署活動。

 ◆ 2017.07.07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廢舊紡織品回收再製回原料」系列產品，獲

得「第三十一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金牌獎肯定。

 ◆ 2017.07.08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於高雄（7/8-9）、臺中（8/12-13）靜思

堂舉辦兩場「2017大愛兒童傳播體驗營」，安排親子課程，引導

學童利用智慧行動裝置記錄生活、傳播美善事跡，也為家長提供

媒體識讀，提升對新媒體環境的認識，共二百九十一人參加。

 ◆ 2017.07.08 彰化慈濟志工8、9日受邀在「2017臺灣國際競技龍舟錦標賽」場

地，設置資源分類點，引導大眾進行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 2017.07.11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慈濟志工應廈門市啟悟中學邀請，為該校教職

大愛兒童傳播體驗營

讓小朋友坐上主播

臺，感受臺上一分

鐘，臺下十年功的的

道理。攝影／簡俐真

員工約二百四十人舉辦環保宣導活動，分享資源回收方法及一日

五善、素食救地球等環保理念。

 ◆ 2017.07.11 北區慈濟警察消防暨眷屬聯誼會（慈警會）六十一位志工，配合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大屯自然公園外來種植物──巴西

水竹葉移除服務。

 ◆ 2017.07.11 雙囍老人義務教育推廣協會以中正萬華慈濟環保教育站為環境教

育學習場所，安排成員體驗資源分類與回收。

 ◆ 2017.07.1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布「一○六年度上半年適齡兒童電視節目

標章」評選結果，大愛電視共有《生活裡的科學》、《小主播看

天下》等六個節目獲得適齡標章認證。

 ◆ 2017.07.19 中國大陸慈濟廣東深圳聯絡處舉辦第八屆青少年生活成長營暨

《行孝行善不能等》音樂手語劇公演，學員19日起進行密集學習

與排練，23日於深圳廣電集團演播廳正式演繹，三場公演共計觀

眾二千四百八十人，並透過「壹深圳」網路平臺直播，逾十五萬

人點擊收看。

 ◆ 2017.07.22 苗栗慈濟志工22、23日在「農遊『棗』公館」活動場地，向鄉親

宣導蔬食減碳，並獲得六百七十人連署「111世界蔬醒日」。

 ◆ 2017.07.25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於泉州市東石鎮大白山村舉辦環保愛灑活動，

宣導以鮮花、素果取代燒金紙，並分享資源回收、茹素等環保理念。

 ◆ 2017.07.25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慈濟志工應昆山紅峰基督教堂邀請，為教會夏

令營的青年學生舉辦環保課程，鼓勵他們將節能減碳的理念落實

在生活中，共同愛護地球。 

 ◆ 2017.07.29 慈濟中國大陸雲南昆明聯絡處舉辦實業家茶敘，志工分享慈濟大

愛理念與四大志業，以及在當地的慈善、環保足跡，啟發為人群

付出的善念。

慈濟志工演繹《父母

恩重難報經‧因緣》

橋段，以柔美和齊的

手勢搭配字幕，傳達

佛陀講述此經典的緣

由。攝影／林煒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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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7.29 慈濟日本分會舉辦「零廚餘」素食聯誼會，透過在地食材創意料

理製作與品嘗，示範環保酵素製作等方式，推廣素食與環保觀

念，共逾百人參加。

八月

 ◆ 2017.08.01 《慈濟》月刊發行屆滿五十年，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特別將

第609期定為五十年特刊，並自本期開始，出刊日期從每月25日

調整為1日。月刊於1967年7月20日創刊，初期以報紙型態發行，

1973年8月確立目前的型式。 

 ◆ 2017.08.02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8月2日至10月27日，於臺北慈濟醫院二

樓人文走廊舉辦「《慈濟》月刊五十周年特展」，展出五十張照

片與觸控式電子書櫃，搭配志工導覽解說，讓民眾了解慈濟的志

業足跡。

 ◆ 2017.08.04 屏東慈濟志工與教聯會志工在公正國中舉辦《大愛引航─靜思

語教學指引（增訂版）》研習，與該校教師分享教學指引的出版

宗旨與使用方式，以及個人的推行經驗。

 ◆ 2017.08.05 紐西蘭慈青學長、慈青、慈少共十七人，5、6日在莫圖塔普島

（Motutapu）參與一年一度的環境復育植樹活動，與其他社區志

工合力種下七百五十棵樹苗。

 ◆ 2017.08.05 臺南慈濟志工把握大愛劇場團隊在南紡購物中心舉辦見面簽名會

的因緣，向大眾宣導蔬食減碳的觀念，並獲得約八百人連署響應

「111世界蔬醒日」。

 ◆ 2017.08.06 馬來西亞新山伊曼娜菲亞幼兒園（Tadika Ilman Nafi’aa）親師

《慈濟》月刊五十周

年特展首日，攝影師

蕭耀華與民眾分享每

一張照片背後的感人

故事。攝影／許金福

生，參與富萊苑慈濟環保點的環保日活動，從實做中學習資源分

類方法。

 ◆ 2017.08.12 慈濟基金會5月27日至8月12日共動員八千五百多人次，參與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前置活動，包含國際日（非洲、亞

洲）和「妝遊嘉年華踩街」的供水、環保宣導及醫護站，以及選

手村住宿體驗，開幕測試暨跨宗教祈福，本日圓滿全程活動。

 ◆ 2017.08.13 臺南市仁德慈濟志工舉辦「蔬醒樂活健走活動」，五百二十位參

與鄉親身穿印有「蔬醒樂活健康一起走」的T恤，在四公里多的

路程中，沿途推廣「111世界蔬醒日」。

 ◆ 2017.08.13 北區慈濟志工為感恩社會大眾響應觀音山硬漢嶺步道淨山活動，

於觀音山舉辦「愛在觀音山感恩祈福會」，並邀約與會八百多人

持續為守護山林奉獻心力。

 ◆ 2017.08.19 中國大陸南京慈濟志工應泉峰集團邀請，於該集團舉辦的「泉峰

開放日」活動中，進行靜思語教學，並帶動職工及親屬以奉茶及

寫卡片的方式，為家人送上感恩與祝福。

 ◆ 2017.08.19 嘉義慈濟志工與榮董聯誼會團隊在中正大學禮堂舉行三場「國際

部份民眾在「妝遊嘉

年華踩街」遊行時，

出現熱衰竭現象，慈

濟人醫會志工在醫護

站及時提供照護服

務。攝影／林弘展

臺南仁德慈濟志工與

鄉親一起宣誓「加素

愛地球，我出一份

力」後，由仁德慈

濟環保站出發，展開

「蔬醒樂活健走行

動」。攝影／蘇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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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心蓮滿人間」祈福音樂會，邀約與會者一同關心敘利亞難

民，約七千八百人參加。

 ◆ 2017.08.25 慈濟日本分會抄經班舉辦首次活動，約七十人參加。 

 ◆ 2017.08.26 高雄市右昌慈濟志工於右昌元帥府前廣場舉辦社區健康蔬食觀摩

會，以素食料理競賽方式，向鄉親推廣蔬食養生兼具環保減碳的

觀念，共三百五十人參加。

 ◆ 2017.08.29 慈濟基金會認養「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三十一個熊蓋讚親

善團服務站，動員志工在7月15日至8月13日每週六、日，8月19

至29日共二十一天，累計為逾二十萬人提供世大運票務、賽事及

場館資訊，本日圓滿全程活動。

 ◆ 2017.08.30 中國大陸湖南長沙慈濟志工至萬國城社區進行環保宣導，育英小學學

生、家長與社區居民約二百人參與，共同學習資源回收分類的方法。

九月

 ◆ 2017.09.01 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一○六年度「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本日

頒獎，慈濟人文志業基金會《經典雜誌》劉子正以「食農教育　

深溝國小學生下田收割」，獲得平面新聞攝影類獎項；廣播部彭

欣怡、陳雅菱以「那一夜之後─喪親之痛‧轉悲化愛」，獲得

廣播新聞報導類獎項。

 ◆ 2017.09.02 慈濟基金會2至3日於中國大陸上海大寧劇院舉行六場《親恩浩連

天》音樂手語劇公演，由三百七十位志工承擔幕後各功能組成

員，與二百七十位演繹志工共同圓滿活動；會場以海報、靜思資

糧等設置展區，呈現慈濟的慈善、環保人文及慈悲科技。

慈濟志工在臺北市士

林區捷運芝山站引導

大小朋友進行世大運

推廣遊戲，提高大家

對賽事的關注與興

趣。攝影／吳嘉博

 ◆ 2017.09.02 慈濟基金會與中國大陸福建省福鼎市醫院，於2至3日在慈濟福鼎

聯絡處舉辦第十一屆慈濟醫療人文營。該院一百五十四位新進醫

護人員藉由醫療個案分享、手語演繹及淨山等活動，了解慈濟志

業的理念與精神。

 ◆ 2017.09.02 臺北市環保局與慈濟基金會合作，由慈濟志工協助回收「2017臺

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營運期間所產生之廢寶特瓶，8月12

日至9月2日共動員志工逾二千人次，進行分類、清潔、去除瓶蓋

與標籤等工作，累計整理逾三十九萬支寶特瓶。

 ◆ 2017.09.07 大愛電視節目《大愛劇場：望月》獲得2017年首爾國際戲劇大獎

（2017 Seoul International Drama Awards）評審團特別獎。 

 ◆ 2017.09.09 中國大陸慈濟南京聯絡處於9、10日舉辦心素食儀種子講師培

訓，由臺灣慈濟志工劉富子傳授素食料理方法、心素食儀理念與

推廣素食的方法，共有十二位學員參加。 

 ◆ 2017.09.13 中國大陸湖南長沙慈濟志工至國防科技大學附屬小學進行環保推

廣與資源回收活動，本活動自本年3月展開，每兩週舉辦一次，

慈濟志工與親師生攜手做環保。

 ◆ 2017.09.20 中國大陸江蘇昆山慈濟志工受邀參與「2017海峽兩岸（昆山）中

秋燈會」，向鄉親推廣資源回收分類、「一日五善」等環保方

法，並於9月20日至10月20日燈會期間展出以寶特瓶製作的裝置

燈具「水立方」，籲眾節約水資源。

 ◆ 2017.09.21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至安海成功中心小學，舉辦「減塑行

動，關愛健康」環保愛灑活動，分享資源回收方法及宣導珍惜食

物、愛護環境的理念，計親師生約四百人參加。

 ◆ 2017.09.22 中國大陸長沙慈濟志工至榔梨街道龍華小學進行環保愛灑活動，

向學校老師與檀木村老人會的長者推廣惜物愛物、少用一次性物

《親恩浩連天》音樂

手語劇為一大型孝道

經典演繹，由不同背

景及年齡的志工共同

演出，詮釋行善行孝

不能等的義理，引領

大眾對於家庭倫理的

反思。攝影／楊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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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環保理念。 

 ◆ 2017.09.23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為泉州市龍湖鎮環衛工作者舉辦環保宣導

及愛灑活動，分享資源回收方法與「一日五善」的環保生活方

式，讓他們在工作時亦可向遊客宣導環保觀念。 

 ◆ 2017.09.23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提前慶祝大愛電視開播二十年，9月23

日至11月25日，在彰化、桃園、新北、高雄、臺中、宜蘭和臺

南，舉辦八場「大愛20‧大愛成雙」感恩會，感恩各地志工和會

員的長年護持。

 ◆ 2017.09.27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結合泉州市晉江市龍湖鎮魯東村晉興堂及

老人協會與當地領導，一同推動「愛我家園，環保分類日」活

動，於27日向村裡居民宣導減塑、資源回收、「一日五善」等節

能減碳的方法，並呼籲響應「111世界蔬醒日」；29日邀請居民

將家中回收物帶至晉興堂，進行資源分類實作。

 ◆ 2017.09.28 「第十三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28至30日在塞瓦斯托波爾

（Sevastopol）舉行，大愛感恩科技公司以「廢舊紡織品回收再

製回原料」系列產品，獲得金牌與特別獎肯定。 

 ◆ 2017.09.30 中國大陸福建省福鼎慈濟志工至管陽鎮西昆村舉辦資源回收活

動，鼓勵鄉親響應環保，將收集的回收物帶至定點進行分類。

 ◆ 2017.09.30 大愛電視節目《地球的孩子》獲得第五十二屆金鐘獎電視類節目

獎的兒童少年節目獎。

 ◆ 2017.09.30 馬來西亞麻坡慈濟志工參加「第十八屆麻縣華青團中秋園遊

會」，設立環保宣導區及四處環保點，與民眾分享資源分類項

目，並引導進行垃圾、資源分類。

 ◆ 2017.09.30 慈濟紐西蘭分會9月30日至10月2日舉辦第一屆慈少志工體驗營，

共十二人參加。營隊由慈青學長統籌策劃，象徵志業傳承交棒。

11月25日臺中清水靜

思堂場次，慈濟藝人

聯誼會成員施易男在

舞臺上演出，臺下港

區鄉親彼此牽手，擺

動身體，場面相當熱

絡。攝影／陳榮照

十月

 ◆ 2017.10.03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舉辦中秋感恩餐會，由副執行長葉樹姍

帶領同仁前往中心二期工程工地，致贈環保提袋給所有工程人

員，感恩他們的辛勞。

 ◆ 2017.10.03 慈濟臺北中正聯絡處抄經班舉辦首次活動，約四十人參加。

 ◆ 2017.10.03 慈濟新北雙和聯絡處抄經班舉辦首次活動，約三百人參加。

 ◆ 2017.10.04 中國大陸福建泉州慈濟志工於晉江市龍湖鎮杭邊村村長家舉辦環

保暨素食宣導活動，向鄉親分享「一日五善」以素食、省水、省

電、攜帶環保餐具、改變交通方式等五個方法，愛護大地。

 ◆ 2017.10.06 印尼巴布亞省比亞克慈濟志工在豆尤村（Dofyo Wafor）宣導水源

地清潔的重要性，並帶動村民前往水源地清理水中及周遭垃圾。

 ◆ 2017.10.07 「2017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7至15日於中興新村舉行，估計吸

引五十萬人次參加。慈濟志工於會場設攤推廣靜思出版品、淨斯

產品，並邀約民眾響應「111世界蔬醒日」。 

 ◆ 2017.10.09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參加9至11日舉行的「第十一屆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

（IWIS）」，以「廢舊紡織品回收再製回原料」系列產品獲得金牌。

院子裡擺起一張接著

一張的桌子，放上志

工烹飪的素食佳餚，

吸引大人、小孩共

餐，品嚐素食的美

味。攝影／施珊珊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

金會副執行長葉樹姍

（著白衣者）贈送彩

繪柚子，祝福全體工

程人員佳節愉快。攝

影／蕭嘉明



年
表

人
文

314 315

51

回目錄回目錄

 ◆ 2017.10.10 中國大陸福建慈濟志工於晉江市龍湖鎮南僑中學進行愛灑活動，

除分享資源回收及少用一次性餐具的環保觀念，亦提倡孝道，共

有二百零四位師生參加。

 ◆ 2017.10.10 臺中慈濟志工參加北屯區松茂里中秋節敬老聯歡晚會，供應素食

餐點與鄉親結緣，並推廣「111世界蔬醒日」。

 ◆ 2017.10.11 彰化慈濟教聯會、大愛媽媽及慈濟志工在田中國小舉辦《大愛引

航─靜思語教學指引（增訂版）》研習，共四十位教師參加。

 ◆ 2017.10.13 中國大陸福建省福鼎市醫院舉辦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分享茶會，

由十六位醫護人員與院內同仁及志工分享參加年會的見聞與心

得，約二百人到場聆聽。

 ◆ 2017.10.14 中國大陸江蘇慈濟志工於昆山慈濟環境教育基地舉辦環保茶敘活

動，邀請於「2017海峽兩岸（昆山）中秋燈會」中留下資料的遊

客共聚，並透過海報布展及導覽深入介紹環保理念及方法。

 ◆ 2017.10.14 靜思書軒新店慈院店小志工於慈濟內湖聯絡處進行培訓課程，認

識環保毛毯的製作過程，並體驗資源分類，了解回收與惜福愛物

的重要。

 ◆ 2017.10.15 臺中南區慈濟志工舉辦敬老感恩茶會，向年長志工表達感恩之

意，共一百一十八人參加。

 ◆ 2017.10.15 彰化慈濟教育功能團隊於靜思堂舉辦「友善校園‧大愛引航」研

討會，分享使用《大愛引航─靜思語教學指引（增訂版）》進

行品格教學的經驗，共三百多位教師、學生及志工參加。

 ◆ 2017.10.17 高雄東方設計大學「廢棄物再利用體驗營」四十位師生，參訪岡

山慈濟志業園區環保教育站，志工藉由科技館的簡易型機器，示

範回收寶特瓶抽紗過程，提醒大家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的重要。

 ◆ 2017.10.18 南投市公所舉辦「金秋環境季」淨山活動，慈濟志工動員八十

志工賴清榮（右）為

母親賴張秀鳳（左）

奉茶，表達心中的感

恩。攝影／張美齡

人，與社區志工一同清掃八卦山脈四百崁登山步道。

 ◆ 2017.10.21 澳洲雪梨慈濟志工參加青蘋果節（Granny Smith Festival）嘉華活

動，用回收布料製作結緣環保袋，並在袋子及遊行服飾、標語等

道具，印上象徵重複使用的迴力鏢圖案，提醒民眾減用塑膠袋。

 ◆ 2017.10.21 臺南成功大學物理學系二年級師生到崇善慈濟環保教育站，進行

服務學習課程實作，體驗資源分類。

 ◆ 2017.10.21 「106年全國運動會」21至26日在宜蘭運動公園舉行，慈濟志工

受邀於開幕日為選手及貴賓提供二百份素食餐點；賽事期間，志

工則擔任會場與公車站導引人員，並設置資源回收點，引導民眾

進行垃圾分類。

 ◆ 2017.10.22 慈濟臺中第二聯區舉辦重陽敬老茶會，向一百三十八位年逾七十

歲的志工及家屬表達感恩之意。

 ◆ 2017.10.23 馬來西亞馬六甲育英小學為提升師生環保意識與認知，邀請慈

濟志工到校舉辦環保講座，分享志工實作經驗與環保知識，共

六百四十二位師生參加。

 ◆ 2017.10.26 慈濟印尼泗水聯絡處環保站啟用。

 ◆ 2017.10.27 慈濟馬來西亞麻坡支會連續四年參加斗母宮九皇大帝誕辰遊行活

動，動員一百七十位志工，於行經路線設置二十六個環保點，宣

導垃圾不落地、資源分類等觀念。

 ◆ 2017.10.27 臺南巿立光復生態實驗小學校長與師生共三十九人，參訪安

平慈濟環保教育站，學習可回收資源分類項目，並進行實作

體驗。

 ◆ 2017.10.28 中國大陸福建福州志工首次於倉山區東方幼兒園舉辦環保愛灑活

動，透過分享環保十指口訣、實作資源分類及短劇演出，傳達環

保觀念，共有五十對親子與二十六位老師參加。

九皇大帝誕辰的遊行

隊伍不斷前進，慈濟

志工則是彎腰撿拾被

丟擲在地上的垃圾。

攝影／黃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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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28 「第一屆全國慈悲科技創新競賽」，本日於慈濟科技大學舉行決

賽，從十六隊入圍決賽隊伍中，決選出前三名及六名佳作，並頒

發獎金及獎座。此為慈濟「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創新實

踐計畫之一。

 ◆ 2017.10.28 慈濟美國總會靜思人文團隊2 8、2 9日參加第三屆橙縣素

食節（S o C a l  V e g f e s t）活動，設攤推廣靜思出版品及淨

斯產品。

 ◆ 2017.10.28 慈濟臺北大同聯絡處舉辦重陽敬老活動，為社區的年長志工、會

員與獨居長者，設計童玩遊戲、音樂表演、衛教短劇等活動，共

三百五十人參加。

 ◆ 2017.10.28 馬來西亞馬六甲慈濟志工參與馬六甲三威宮大宋三忠王千秋寶誕

聯合遶境活動，在三威宮、三忠宮兩地設置環保點，帶動信眾做

資源分類，並推廣「111世界蔬醒日」。 

 ◆ 2017.10.29 慈濟成都大愛感恩環保科技園區舉辦中國大陸華西地區環保志工

聯誼活動，逾二百位志工共聚交流做環保的經驗。 

 ◆ 2017.10.29 北區慈濟志工參加「2017鬧熱關渡節」，設攤推廣無毒有我、

111世界蔬醒日、造血幹細胞捐贈，並設置環保回收站，宣導正

確的資源回收方式。 

 ◆ 2017.10.29 慈濟菲律賓分會於亡人節期間推行墓園資源回收宣導活動，10月

29日至11月3日共動員志工一千一百七十三人次，分駐在九處公

墓設置環保站，引導掃墓民眾進行資源分類，總計回收近十一公

噸資源。

 ◆ 2017.10.29 新竹慈濟志工與榮董聯誼會團隊於靜思堂舉辦「國際大愛‧福滿

人間─榮董聯誼、心蓮造福、重陽敬老」感恩音樂會，邀約與

會者一同關心敘利亞難民，約一千人參加。

重陽時節，社區長者

在慈濟志工陪伴下，

手腦並用，將疊疊樂

積木越疊越高，臉上

也露出滿意的笑容。

攝影／陳玉進

十一月

 ◆ 2017.11.02 高雄岡山慈濟志工2、3日參加「岡山籃籗會」民俗活動，設攤推

廣靜思出版品、淨斯產品及大愛感恩科技產品，並宣導造血幹細

胞捐贈。

 ◆ 2017.11.03 「第六十九期全球靜思生活營」3至5日舉辦，臺灣、中國大

陸、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厄瓜多等九個國家地區，計

七百三十七人參加。

 ◆ 2017.11.03 新北市私立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長帶領人文茶香社師生，到

雙和靜思堂進行環保人文教育參訪，了解慈濟志業概況，體驗資

源分類。

 ◆ 2017.11.03 彰化鹿港慈濟大愛媽媽一行二十九人，到大成國小為三年級學生

進行「含糖飲料知多少」營養宣導，透過戲劇表演、新聞實例分

享等方式，引導孩子學習自我健康管理。

 ◆ 2017.11.04 慈濟臺北中山聯絡處抄經班舉辦首次活動，逾一百一十人參加。

 ◆ 2017.11.07 新竹慈濟教聯會、大愛媽媽等十六位志工，在新竹國小舉辦環

保教育愛灑會，分享減塑節能、蔬食減碳與資源回收觀念，共

六百四十九位師生參加。

 ◆ 2017.11.08 中國大陸福建省泉州市晉江市僑英小學師生參訪慈濟龍湖環保教

育站，學習資源分類等環保知識。

 ◆ 2017.11.08 新加坡慈濟志工前往時代軟體公司（Times Software Pte Ltd）

進行企業愛灑，分享志業足跡，並邀約眾人參與志工活動，共

二十五人參加。

 ◆ 2017.11.09 美國、德國、澳洲、瑞士、波蘭、捷克、丹麥、汶萊、加拿大、

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奧地利、匈牙利、拉脫維亞和巴布亞

紐幾內亞等十六個國家計二十四位媒體工作者，在外交部推薦

學生在進行寶特瓶拆

解的時候，聞到未經

清洗的發酵惡臭，更

能體會到「清淨在源

頭」的道理。攝影／

陳春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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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參訪慈濟內湖聯絡處，了解慈濟在資源回收、環保再生製品

與慈悲科技的成果。

 ◆ 2017.11.11 中國大陸蘇州市吳中區市容市政管理局舉辦「融情蘇州、綠動家

園」垃圾分類進社區大型廣場活動，邀請慈濟志工向鄉親介紹資

源分類方法，宣導如何於日常生活中落實環保。

 ◆ 2017.11.11 慈濟馬來西亞新山支會舉辦「世界蔬醒健走」活動，參與者身穿

「蔬醒健走」T恤，在全程五公里的路線，推廣「111世界蔬醒

日」及環保觀念，約二千八百人共襄盛舉。

 ◆ 2017.11.11 中華民國童軍臺北市第六十四團光鹽童軍團，參訪慈濟中山八德

共修處環保教育站，學習資源分類項目與落實生活的方法。

 ◆ 2017.11.11 臺北慈濟志工參加和平高中、芳和國中、大安國小聯合校慶，以

設攤及遊行方式推廣蔬食與環保觀念。

 ◆ 2017.11.12 中國大陸慈濟上海長風聯絡處舉辦人醫志工茶會，以「與愛相

約，共建人文醫療」為主題，由參與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的志工

與當地醫療人員分享心得。

「世界蔬醒健走」活

動，二千八百多人的

環保推廣隊伍，在自

行車糾察隊的帶領下

向前邁步。攝影／張

舒甄

 ◆ 2017.11.12 大愛電視《大愛探索周報》之《白袍發明家》，獲得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2017年「臺灣醫療優質形象報導獎」廣電類佳作。

 ◆ 2017.11.15 中國大陸福建閩南慈濟志工分別於15、22及29日，在泉州市晉江

市茂峰小學舉辦環保愛灑活動，分享垃圾對生活環境的影響，讓

學生了解資源分類回收的重要性。

 ◆ 2017.11.15 國際獅子會300A1區安排區內獅友，於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1

月24日分六梯次參訪慈濟內湖聯絡處，觀摩慈濟推動社區資源回

收與環保教育經驗。

 ◆ 2017.11.18 高雄左營文川慈濟環保教育站啟用，地址高雄市左營區重仁路

十五號，土地與硬體設施由志工江子超無償提供使用。

 ◆ 2017.11.18 新北市土城區慈濟志工與大愛媽媽受邀，參加在浮洲藝術河濱公

園舉辦的保進文教親子健走園遊會，設計闖關遊戲，並提供免費

環保酵素，向一千多位民眾推廣蔬食減碳與少用塑膠袋。

 ◆ 2017.11.19 慈濟高雄鳳山聯絡處舉辦年度環保志工感恩餐會，以音樂演奏、

歌舞帶動、素食佳餚等方式，向一百多位環保志工道感恩。

 ◆ 2017.11.19 彰化鹿港慈濟志工與大愛媽媽於鹿港鎮體育場，邀約「2017鹿港

馬拉松」跑者響應「111世界蔬醒日」。

 ◆ 2017.11.22 大愛電視《蔬果生活誌》之《新春食安特輯》，獲得「一○六年

度消費者權益報導獎─電視媒體類平日報導獎優勝」。

 ◆ 2017.11.2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布「一○六年度下半年適齡兒童電

視節目標章」評選結果，大愛電視共八個節目獲得適齡標

章認證。

 ◆ 2017.11.25 高雄慈青團隊發起瑞豐夜市勸素活動，由慈懿志工協助製作素食

料理，並陪伴慈青在夜市以設攤、走動宣傳方式，鼓勵民眾使用

環保餐具，響應「111世界蔬醒日」。

高雄慈青在慈懿志工

的陪伴下，克服害羞

的心情，向夜市的民

眾推廣蔬食，以及少

用一次性餐具。攝影

／林昱雄

十六國的媒體工作者

參訪慈濟內湖聯絡

處，對於年長者能在

環保站再度發揮生命

的價值，感到印象深

刻。攝影／黃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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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1.26 中國大陸福建漳州慈濟志工於慈濟南靖環保站舉辦愛灑活動，與

南靖縣第二實驗小學親師生分享環保知識，並帶動孩子寫卡片，

向家長及老師表達感恩。

 ◆ 2017.11.26 彰化慈濟志工參加「2017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前進就對了』路跑

活動暨『投注夢想，讓愛飛翔』公益彩券行銷音樂會」，宣導環

保及「111世界蔬醒日」，共獲得二千零八十三人響應。

十二月

 ◆ 2017.12.01 大愛電視《大愛劇場：望月》演員吳慷仁，獲得第二十二屆亞洲

電視獎（22nd Asian Television Awards）最佳男主角獎項的高度讚

賞（Highly Commended）。 

 ◆ 2017.12.05 中國大陸江蘇省無錫慈濟環境教育基地與錫山高級中學匡村實驗

學校攜手共建環保示範學校，將環保融入學校教育，促進學生的

品格養成，是日舉行啟動儀式。 

 ◆ 2017.12.07 岡山慈濟志工為三十位參訪志業園區的岡山國小灣裡分校師生，

介紹生活中可回收資源的類項，並示範寶特瓶毛毯的製作過程，

以提醒大家惜福愛物，落實資源回收。

 ◆ 2017.12.08 《慈濟月刊》「小琉球　未被看見的風景」系列照片，獲得第

三十一屆吳舜文新聞獎平面類新聞攝影獎。

 ◆ 2017.12.08 中國大陸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南灣街道辦事處宣傳部部長羅永華等

八人，到臺灣參訪慈濟內湖聯絡處，觀摩慈濟的環保推展經驗。該

單位負責地方的新聞媒體、衛生監督、公共衛生防疫等工作。

慈濟內湖聯絡處環

保 志 工 向 參 訪 的

深圳南灣街道辦團

隊 ， 示 範 如 何 分

辨PP、PE、PVC、PE

花、PP白等材質的塑

膠袋。攝影／簡宗隆

 ◆ 2017.12.08 馬來西亞吉打州吉華K校推行靜思語教學逾七年，校方為紀念學

生學習成果，遴選九十八張一至六年級學生的靜思語畫作，並由

該校教師也是慈濟教師聯誼會志工黃麗根編輯成冊《靜思語童

畫》，本日於靜思書軒吉打店舉辦分享會。

 ◆ 2017.12.09 大愛感恩科技「高彈力機能透氣肢體壓力服」，獲得第十四屆國

家新創獎「企業新創─醫療器材及設備」肯定，由研發部陳意

容博士代表受獎。

 ◆ 2017.12.10 慈濟印尼靜思堂環保教育站啟用。

 ◆ 2017.12.10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參加「 2 0 1 7高雄國際發明暨設計展

（KIDE）」，以「廢舊紡織品回收再製回原料（R2R）」系列產

品、「高彈力機能透氣肢體壓力服」獲得金牌，「慈悲科技」系

列產品獲得銅牌；其中，R2R系列更獲得波蘭評審團金獎證書，

壓力服則另獲生物科技／健康／醫療類首獎。

 ◆ 2017.12.12 大愛電視八月父親節微電影《愛‧回家》，獲得第「十二屆深圳

設計之都公益廣告大賽」特別貢獻獎。 

 ◆ 2017.12.14 慈濟美國南加州橙縣聯絡處抄經班舉辦首次活動，共十四人參加。

 ◆ 2017.12.16 慈濟基金會「111世界蔬醒日」推廣，全球連署響應人數本日突

破一百一十一萬人。活動近程目標為號召一百一十一萬人，在每

年的1月11日同一天茹素，進而逐步擴大影響，達成每一人、每

一天、每一餐都蔬食的最終目標。

 ◆ 2017.12.23 新北市鶯歌兆宇文理補習班師生七十四人參訪歡喜慈濟環保站，

體驗資源回收與分類。

 ◆ 2017.12.30 臺中慈濟志工參加雙十國中「風華甲子‧榮耀雙十」校慶園遊

會，設攤向親師生宣導環保與蔬食減碳，共獲得二百三十三人連

署響應「111世界蔬醒日」。

慈濟志工向參與園遊

會的年輕夫婦宣導使

用環保餐具，以及節

約用水的重要性。攝

影／王芊俋



攝影者：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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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29）
臺灣 阿富汗

孟加拉 土耳其

菲律賓 日本

中國大陸 東帝汶

香港 伊拉克

外蒙古 伊朗

朝鮮 汶萊

馬來西亞 斯里蘭卡

越南 巴基斯坦

印尼 新加坡

尼泊爾 緬甸

泰國 韓國

柬埔寨 敘利亞

約旦 以色列

印度

非洲地區（17）
衣索比亞 塞內加爾

盧安達 聖多美普林西比

幾內亞比索 坦尚尼亞

史瓦濟蘭 莫三比克 
甘比亞 辛巴威

南非 波札那

賴索托 獅子山共和國

象牙海岸 納米比亞

賴比瑞亞

歷年慈濟基金會全球慈善關懷國家地區分布圖

史瓦濟蘭 澳洲

巴布亞新幾內亞

印尼

馬紹爾共和國

索羅門群島

美屬薩摩亞

密克羅尼西亞

臺灣

香港

菲律賓

日本

孟加拉

泰國

緬甸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汶萊

越南柬埔寨

尼泊爾

巴基斯坦阿富汗

伊朗

伊拉克

土耳其

約旦

外蒙古

朝鮮

韓國中國大陸

印度

斯里蘭卡

東帝汶

紐西蘭

塞內加爾

英國
荷蘭

奧地利

波士尼亞
塞爾維亞

科索沃

烏克蘭

車臣

亞塞拜然

捷克

法國

甘比亞
幾內亞比索

獅子山共和國

象牙海岸

聖多美普林西比

賴比瑞亞

辛巴威

波札那

納米比亞

坦尚尼亞

盧安達

衣索比亞

南非
賴索托

玻利維亞

祕魯

墨西哥

瓜地馬拉

薩爾瓦多

哥斯大黎加

哥倫比亞

厄瓜多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

多明尼克

荷屬聖馬丁

海地

美國

加拿大

巴拉圭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義大利

丹麥

比利時

西班牙葡萄牙

德國

愛爾蘭

莫三比克

以色列

挪威
瑞典

瑞士

敘利亞

德國

史瓦濟蘭 澳洲

巴布亞新幾內亞

印尼

馬紹爾共和國

索羅門群島

美屬薩摩亞

密克羅尼西亞

臺灣

香港

菲律賓

日本

孟加拉

泰國

緬甸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汶萊

越南柬埔寨

尼泊爾

巴基斯坦阿富汗

伊朗

伊拉克

土耳其

約旦

外蒙古

朝鮮

韓國中國大陸

印度

斯里蘭卡

東帝汶

紐西蘭

塞內加爾

英國
荷蘭

奧地利

波士尼亞
塞爾維亞

科索沃

烏克蘭

車臣

亞塞拜然

捷克

法國

甘比亞
幾內亞比索

獅子山共和國

象牙海岸

聖多美普林西比

賴比瑞亞

辛巴威

波札那

納米比亞

坦尚尼亞

盧安達

衣索比亞

南非
賴索托

玻利維亞

祕魯

墨西哥

瓜地馬拉

薩爾瓦多

哥斯大黎加

哥倫比亞

厄瓜多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

多明尼克

荷屬聖馬丁

海地

美國

加拿大

巴拉圭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義大利

丹麥

比利時

西班牙葡萄牙

德國

愛爾蘭

莫三比克

以色列

挪威
瑞典

瑞士

敘利亞

德國

▎全球共計：95個國家地區

▎資料來源：宗教處

大洋洲地區（7） 歐洲地區（21） 美洲地區（21）
巴布亞新幾內亞 科索沃 瑞典 美國 薩爾瓦多

馬紹爾共和國 亞塞拜然 瑞士 加拿大 哥倫比亞

密克羅尼亞西 車臣 比利時 墨西哥 巴拉圭

澳洲 烏克蘭 西班牙 巴西 委內瑞拉

索羅門群島 英國 法國 阿根廷 哥斯大黎加

紐西蘭 奧地利 德國 秘魯 荷屬聖馬丁

美屬薩摩亞 捷克 愛爾蘭 海地 玻利維亞

義大利 挪威 宏都拉斯 智利

荷蘭 波士尼亞 多明尼加 多明尼克

丹麥 塞爾維亞 尼加拉瓜 厄瓜多

葡萄牙 瓜地馬拉

【註】
2017 年新增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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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慈濟基金會臺灣社會救助服務概況

東部 南部 中部 北部 總計

弱

勢

家

庭

扶

助

提報個案
個案件數 1,455 3,706 5,901 3,640  14,702 

志工人次 4,254 17,363 29,445 14,352  65,414 

長期濟助

長期戶次 22,168 18,921 67,106 15,906  124,101 

口數 69,871 44,192 182,729 37,610  334,402 

白米 125,545 3,380 ─ ─  128,925 

新增戶數 311 541 1,746 384  2,982 

停扶戶數 276 613 872 500  2,261 

志工人次 66,504 88,105 335,530 63,624  553,763 

居家關懷

居關戶次 33,968 22,121 52,243 38,731  147,063 

口數 110,716 59,451 157,406 113,333  440,906 

新增戶數 983 975 1,810 1,680  5,448 

停關戶數 859 1,201 1,542 1,849  5,451 

志工人次 101,904 105,574 261,215 154,924  623,617 

急難補助

醫療補助 817 668 1,318 990  3,793 

喪葬補助 227 335 901 303  1,766 

一般急難補助 1,936 2,270 4,598 2,721  11,525 

合計件數  2,980  3,273  6,817  4,014  17,084 

志工人次 8,850 15,411 33,630 15,900  73,791 

居家環境

改善

居家打掃戶數 7 12 18 34  71 

房屋修繕戶數 19 62 90 66  237 

居家安全改善戶數 208 13 2 28  251 

志工人次 719 999 1,459 1,892  5,069 

節慶關懷
受益戶次 8,234 6,864 19,757 9,303  44,158 

志工人次 21,940 20,425 98,785 37,212  178,362 

每月例行

發放

場次 109 33 33 33  208 

受益戶次 8,662 1,492 8,360 1,058  19,572 

志工人次 3,622 1,728 4,472 704  10,526 

項

量  

區

案
目

域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慈發處

東部 南部 中部 北部 總計

冬令發放

場次 10 4 21 10  45 

受益戶次 4,412 4,267 9,457 5,943  24,079 

義診人次 268 247 685  683  1,883 

義剪人次 274 347 789  851  2,261 

志工人次 13,532 13,462 43,852 30,641  101,487 

往診

場次 44 ─ 84 1  129 

受益戶次 166 ─ 476 1  643 

志工人次 77 ─ 2,380 4  2,461 

獎

助

學

金

助學補助

補助戶次 2,455 750 3,219 1,079  7,503 

補助人次 3,662 975 4,337 1,425  10,399 

志工人次 7,365 3,566 16,095 4,316  31,342

新芽

獎學金

獲獎人次  1,982  1,055  4,750  1,525  9,312 

志工人次  3,753  2,411  6,590  6,689  19,443 

長

者

關

懷

獨居長者

關懷

受益人次 ─ 4,576 ─ 13,196  17,772 

志工人次 ─ 9,919 ─ 52,037  61,956 

社區關懷

據點

場次  1,932 1,085  368 579  3,964 

受益人次  61,131 36,921  13,693 28,785  140,530 

志工人次  23,279 13,341  6,703 12,861  56,184 

社

區

營

造

原鄉酒害

覺醒運動

場次  30 ─ ─ ─  30 

受益人次  1,204 ─ ─ ─  1,204 

志工人次  286 ─ ─ ─  286 

【註】
一、獨居長者關懷，為承接台北市、高雄市政府獨居長輩關懷成果。
二、1966 年至 2017 年，慈濟基金會為弱勢家庭提供長期濟助，不論補助年限長短，皆計算一戶，2017

年新增 2,982 戶，累計共 55,908 戶；急難發生時，依個案狀況提供醫療、喪葬等補助，2017 年新
增 17,084 件，累計共 286,627 件。

項

量  

區

案
目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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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慈濟基金會臺灣災害救助概況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慈發處

臺灣災害救助個案統計

東部 北部 中部 南部 總計

火災

件數  26  86  30  37  179 

關懷戶次  31  380  123  200  734 

補助戶數  24  190  111  66  391 

風災

件數  2  4  ─   1  7 

關懷戶次  59  2 ─   2,426  2,487 

補助戶數  8  2 ─   7  17 

水災

件數  1  2  2  1  6 

關懷戶次  1  833  456  3  1,293 

補助戶數 ─    324  99  3  426 

車禍

件數  13  7  9  7  36 

關懷戶次  14  70  14  29  127 

補助戶數  12  45  7  11  75 

其他災害/
急難事件

件數  8  11  7  19  45 

關懷戶次  17  15  9  24  65 

補助戶數  13  10  6  15  44 

合計

件數  50  110  48  65  273 

關懷戶次  122  1,300  602  2,682  4,706 

補助戶數  57  571  223  102  953 

志工人次  1,497  13,596  1,640  3,352  20,085 

【註】

一、災害救助包括地震、水災、火災、風災、空難、重大船難、疫情、重大車禍、公安意外、一般意外

及其他。

二、2017年重大急難事件：0601豪雨事件、尼莎、海棠颱風事件、國道五號蝶戀花遊覽車翻覆意外、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護理之家火警意外事件、臺中市西屯區西安街餐廳火災事件等

項目
區域

2017年慈濟基金會臺灣機構關懷分布概況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慈濟

合心區
縣市別

身心障礙

學校機構

安養

養護機構

監獄輔導

警政機構

遊民

關懷機構
志工動員 服務人次

北區
（一、二、

三）

臺北市 7 31 ─ 1 6,098 10,344

新北市 6 37 2 ─ 8,617 23,961

基隆市 1 2 ─ ─ 626 631

金門縣 ─ 1 1 ─ 274 1,305

澎湖縣 ─ ─ ─ ─ ─ ─

桃園區 桃園市 5 8 1 1 1,548 3,688

新竹區
新竹縣 2 2 ─ ─ 626 1,403

新竹市 2 1 2 ─ 604 2,829

苗栗區 苗栗縣 2 7 1 ─ 880 3,405

中區、港區 臺中市 ─ 37 2 ─ 5,897 16,468

南投區 南投縣 2 4 1 ─ 777 3,397

彰化區 彰化縣 2 18 2 ─ 8,708 8,043

雲林區 雲林縣 1 23 1 ─ 1,069 4,604

嘉義區
嘉義縣 1 4 1 ─ 1,798 2,280

嘉義市 ─ 5 ─ ─ 1,370 1,660

臺南區 臺南市 4 20 7 ─ 2,037 9,625

高雄區 高雄市 4 33 3 ─ 5,132 11,733

屏東區 屏東縣 2 13 3 ─ 2,564 15,795

宜蘭區 宜蘭縣 2 7 1 ─ 1,119 7,954

花東區
花蓮縣 1 6 ─ ─ 732 4,152

臺東縣 ─ 1 ─ ─ 82 325

  總計 44 260 28 2 50,558 133,602

【註】

一、臺北市、新北市於2015.07.28由一個合心區擴編成三個合心區。

二、中區合心區於2016.01.14擴編成中區、南投區；再於2017.01擴編成中區、港區、苗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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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

廣東

江西

福建

陝西

湖北

湖南

甘肅

四川

河南

雲南

遼寧

吉林

山西

新疆

青海

寧夏

內蒙古

黑龍江

上海

海南

西藏

江蘇

浙江

安徽

河北

天津

北京

貴州

廣西

重慶

黑龍江、北京、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

福建、廣東、湖南、海南、湖北、陝西、重慶、廣西、

雲南、四川

2,098例送髓

上海、福建2棟醫院病房大樓

江蘇、安徽、浙江、廣東、湖南、河南、寧夏、貴州、

雲南
13所愛幼中心

遼寧、河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廣東、河南、

甘肅、四川、貴州、新疆（註一）

希望工程

河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廣東、湖南、河南、

甘肅、四川、貴州、廣西
5,465戶建房（大愛屋）

福建2處海堤

甘肅19,060眼水窖

江蘇、安徽10所、148間敬老院

湖北1所兒童福利院

西藏、四川低氟磚茶

河北、江蘇、福建12,437人次光明行動

吉林、遼寧、天津、河北、河南、江蘇、上海、浙江、

安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北、湖南、陝西、廣西、

海南、貴州、雲南、四川、甘肅

助學金援助行動

急難救助、大型物資發放、

冬令發放（含糧食、食用油、

冬衣、棉被、醫療包、鞋子等

民生物資）

133,193人

吉林、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上海、

浙江、福建、廣東、安徽、江西、內蒙古、河南、

湖北、湖南、廣西、海南、陝西、貴州、甘肅、四川、

湖南、青海、新疆

（註二）

19個實驗區

（註三）

65所

歷年慈濟基金會中國大陸援助項目

山東

廣東

江西

福建

陝西

湖北

湖南

甘肅

四川

河南

雲南

遼寧

吉林

山西

新疆

青海

寧夏

內蒙古

黑龍江

上海

海南

西藏

江蘇

浙江

安徽

河北

天津

北京

貴州

廣西

重慶

黑龍江、北京、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

福建、廣東、湖南、海南、湖北、陝西、重慶、廣西、

雲南、四川

2,098例送髓

上海、福建2棟醫院病房大樓

江蘇、安徽、浙江、廣東、湖南、河南、寧夏、貴州、

雲南
13所愛幼中心

遼寧、河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廣東、河南、

甘肅、四川、貴州、新疆（註一）

希望工程

河北、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廣東、湖南、河南、

甘肅、四川、貴州、廣西
5,465戶建房（大愛屋）

福建2處海堤

甘肅19,060眼水窖

江蘇、安徽10所、148間敬老院

湖北1所兒童福利院

西藏、四川低氟磚茶

河北、江蘇、福建12,437人次光明行動

吉林、遼寧、天津、河北、河南、江蘇、上海、浙江、

安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北、湖南、陝西、廣西、

海南、貴州、雲南、四川、甘肅

助學金援助行動

急難救助、大型物資發放、

冬令發放（含糧食、食用油、

冬衣、棉被、醫療包、鞋子等

民生物資）

133,193人

吉林、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上海、

浙江、福建、廣東、安徽、江西、內蒙古、河南、

湖北、湖南、廣西、海南、陝西、貴州、甘肅、四川、

湖南、青海、新疆

（註二）

19個實驗區

（註三）

65所

▎統計時間：1991~2017年

▎資料來源：宗教處

【註】

一、武漢慈濟兒童福利院，屬於「機構援建」，不列入「學校援建項目」中。

二、設19個實驗區（含實驗組和對照組），觀察人口計8,101人，受助人數達6,317人（藏族），受助

點包括6個自然村莊，6所學校，5所寺院，1所養老院。

三、2017年冬令發放46,874戶，共91,455人受惠。冬令發放自1991年起，針對各地受災戶、貧困家庭

進行物資援助，迄今嘉惠3,288,23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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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基金會發放農委會援外大米統計

時期
年度援贈數量

 （公噸）

援助

國家/地區

援米數量

（公噸）
備註

2003年 500 非洲三國  50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

2003年5月
至

2005年8月
50,000 印尼  50,000 

慈濟基金會為關懷印尼貧民，2003

年展開「愛灑人間大米發放」人道

援助計畫，臺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簡稱農委會）捐贈大米、提供五

萬噸大米，自2003年至2005年間在

印尼，經由慈濟人直接發放至各貧

困地區居民手上，嘉惠達250萬戶。

2004年 2,500 伊朗  2,500 援助伊朗巴姆古城地震災民。

2005年3月
至

 2007年11月
30,000 印尼  30,000 

為援助南亞海嘯災民，臺灣農委會

再度與慈濟基金會合作，提供三萬

噸大米，於2005至2008年之間，

嘉惠超過100萬戶受創災民。

2011年 6,820

印尼  5,000 

菲律賓  1,500 

非洲三國  32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

2012年 1,500
菲律賓  860 

非洲四國  64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辛巴威。

2013年 3,500

菲律賓  1,500 

印尼  840 

非洲五國  86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

辛巴威、莫三比克。

約旦  100 

海地  160 

斯里蘭卡  40 

2014年 7,300

菲律賓  4,700 

印尼  840 

非洲五國  1,42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

辛巴威、莫三比克。

約旦  100 

海地  240 

時期
年度援贈數量

 （公噸）

援助

國家/地區

援米數量

（公噸）
備註

2015年 8,860

菲律賓  6,000 

非洲五國  1,760 
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

辛巴威、莫三比克。

約旦  100 

海地  500 

宏都拉斯  260 

柬埔寨  240 

2016年 7,640

菲律賓  4,400 

非洲七國  1,720 
南非780、賴索托200、史瓦濟蘭

160、辛巴威200、莫三比克160、
波札那20、獅子山200公噸。

約旦  100 

海地  600 

柬埔寨  600 

緬甸  200 

荷屬聖馬丁  20 

2017年 6,320

菲律賓  1,680 

非洲七國  2,180 
南非740、賴索托240、史瓦濟蘭

160、辛巴威200、莫三比克200、
波札那40、獅子山600公噸。

約旦  100 

海地  1,380 

宏都拉斯  560 

柬埔寨  400 

荷屬聖馬丁  20 

總計  124,940 

▎慈濟「國際急難救援及扶困計畫──農委會援外大米」，

2003-2017年共援助17個國家地區，發放大米總計124,940公噸。

▎資料來源：慈發處、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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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慈濟基金會全球歲末暨冬令發放統計
▎資料來源：宗教處、慈發處

洲 國家地區 受惠戶數 動員志工人次

亞洲

香港 168 157

越南 5,308 200

日本 594 103

新加坡 279 463

馬來西亞 5,914 11,568

中國大陸 46,874 11,832

汶萊 13 6

菲律賓 1,200 120

非洲

南非 45,835 4,438

賴索托 15,690 1,990

史瓦濟蘭 4,300 2,090

波札那 4,000 264

莫三比克 7,620 9,973

歐洲 德國 4,130 22

美洲

美國 5,534 1,235

智利 320 18

加拿大 3,476 570

多明尼加 1,480 31

巴拉圭東方市  299 105

大洋洲 紐西蘭 185 65

合計 153,219 45,250

【註】

臺灣2017年冬令發放，受益戶次24,079，動員志工人次101,487。

2017年慈濟基金會全球獎助學金發放統計
▎資料來源：宗教處、慈發處

序 國家地區 受惠人數／次 動員志工人次

1
臺灣─新芽獎學金 9,312* 19,443

臺灣─經濟弱勢家庭助學補助 10,399* 31,342

2 中國大陸 9,394 10,000

3 加拿大 1,265 74

4 美國 192 1,194 

5 瓜地馬拉 626 110 

6 南非 119 119

7 香港 469 70

8 馬來西亞 12,242 22,125 

9
新加坡──助養計畫 59

1,316
新加坡──獎勵金計畫 35

10 印尼 342 84 

11 菲律賓 1,350 500

12 紐西蘭 52 45

13 越南 1,978 200

14 約旦 70 10 

15 日本 19 148

16 汶萊 22 8

【註】

一、標記*的數據統計單位為「人次」，其餘皆為人數。

二、各國助學金發放，因地制宜，多數國家的慈濟志工用心安排典禮，舉行頒發儀

式，另有家訪致贈，以及匯款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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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基金會援建大愛屋全球分布統計

亞洲（10個國家地區，計17,178戶）
國家地區 時間 援建因緣 數量（戶） 備註

臺灣

3,213戶

1967 照顧戶舊房重建 1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

1971 娜定颱風援建 3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

1975
妮娜颱風援建（又名「慈

濟康樂小築」）
15 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

1994 道格颱風援建 35 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翠巒部落

1999 九二一大地震 1,776 臺中、南投、雲林等八縣巿，共十八個鄉鎮巿，計44處。

2001 桃芝颱風援建 12 花蓮縣萬榮鄉見晴村

2007 照顧戶舊房援建 1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

2009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

援建
1,276

高雄縣杉林鄉、臺南縣玉井鄉、屏東縣長治鄉及高樹

鄉。（配套：教堂2間、活動中心3棟、小學1所。）

2011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

暨凡那比颱風援建
58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義林村、大後村及丹林村接連

遭受莫拉克與凡那比颱風重創，村民願意遷村至新埤

鄉萬隆村南岸農場重建「新來義部落」。第一期工

程由紅十字會承擔，慈濟基金會負責二期工程，於

2011年6月18日動工，2012年1月15日入住。

2014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

暨凡那比颱風援建
22

屏東縣新埤鄉「新來義部落」第三期工程於2014年
11月5日動工，2015年10月3日入住；住戶為來義鄉

來義村東部落居民。

2015 蘇迪勒颱風援建 14 桃園市合流部落14戶15棟（其中一戶人口眾多，蓋2棟）。

中國大陸

5,465戶

1991 水患援建 1,513 安徽省全椒縣（14處）、江蘇省興化縣（15處）

1992 水患援建 1,594 河南省固始、息縣（34處）

1994 水患援建 97 廣西省貴港、藤縣（3處）

1995 水患援建 58 江西省都昌縣（2處）

1996 扶困援建 79 河北省張家口巿

1998 水患（賀伯颱風）援建 63 湖南省華容縣

2000~2009 長期扶困計畫 401 貴州省花溪區（2處）、羅甸縣（5處）、紫雲縣

2003 扶困援建 1 福建省廈門市

2006 長期扶困計畫 18 甘肅省東鄉縣

2006~2007 水患（碧利斯颱風）援建 155 廣東省大浦縣、乳源縣

2006~2007 水患援建 100 福建省順昌縣（3處）

2006~2007 水患援建 100 福建省漳埔縣

2007 扶困援建 2 福建省福鼎市

2008 甘肅長期扶困遷村計畫 210 甘肅省靖遠縣若笠鄉

2008 地震援建 91 四川省德陽巿中江縣富興鎮光明村

2010 水患援建 400 福建省順昌縣洋口鎮（上鳳慈濟大愛村）

2012 甘肅長期扶困計畫 300 甘肅省五合慈濟新村

2013 扶困援建 1 福建省漳州市

2016 鹽城風災 282 江蘇鹽城阜寧大愛村

尼泊爾 1994 水患援建 1,800
勞特哈特縣、薩拉衣縣、馬克萬普縣共4處（配套：

公園、耕地）

泰國

160戶

1995 泰北三年扶困計畫 157

清萊省皇太后縣回賀（56戶）、清萊省密歲縣萬偉鄉滿

嘎拉（35戶）、清邁省芳縣昌隆（28戶）、清邁省密埃

縣密撒拉（11戶）等四處慈濟村，及各難民村住戶扶困

重建（27戶）。

（配套：修路及自來水給水工程、聯外道路、村內道路

加長等公共設施）"

2011 照顧戶舊房援建 1
曼谷水泥廠社區（Rongpoon）慈濟照顧戶家庭查瓏

阿嬤舊屋原址重建

2015 扶困援建 2 曼谷孔堤社區、清邁府芳縣

▎慈濟1967~2017年於全球15個國家地區

　總計援建18,683戶大愛屋

▎資料來源：宗教處、慈發處

印度 2001 強震援建 227 古茶拉底省（Gujarat）

土耳其 2001 強震援建 300
歌覺巿（Golcuk）
（配套：禮拜堂、公園、警衛室、醫療站和籃球場等

公共空間）

印尼

5,317戶

2002 水患援建 1,700
雅加達金卡蓮村（1,100戶）、慕業拉紅溪漁村區

（600戶）

（配套：學校、義診中心、老人院等）

2005 南亞海嘯援建 2,568
班達亞齊（716戶）、大亞齊（850戶）、西亞齊

（1,002戶）

（配套：學校、活動中心、義診中心、帳篷3,700頂）

2006-2016 「扶困計畫」 629 雅加達

2008 「扶困計畫」 156 萬隆（28戶）、錫江（128戶）

2010 巴東地震援建 100 魯佈波雅路

2012 「扶困計畫」 67 棉蘭

2013 「扶困計畫」 43 當格朗（14戶）、龍目（29戶）

2016 「扶困計畫」 54 巨港（17戶）、茂霧（37戶）

斯里蘭卡

650戶

2005 南亞海嘯援建 649

漢 班 托 塔 縣 （ H a m b a n t o t a ） 實 梨 布 普 拉

（Siribopura）
（配套：學校、社區中心、職訓所、鄰里中心、集會

堂、帳篷296頂）

2011 照顧戶舊房援建 1
援助慈濟照顧戶家庭珊蒂（Shanthi），破舊漏雨房

屋原址重建。01/26首次家訪、03/11動工、04/22新
居落成

菲律賓

35戶

2008 風神風災援建 1 怡朗省（Iloilo）怡朗市（Iloilo City）
2008 扶貧援建 1 馬尼拉敦洛區(Pitong Gatang, Tondo, Manila)
2009 扶貧援建 1 馬尼拉聖沓迷沙區（Sta. Mesa, Manila）

2011 扶貧援建 1
馬利僅那市杜瑪那里，協助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獨居長

者瑪莉亞（Maria Christina Edra）安身

2012 馬尼拉水災援建 30 馬尼拉

2014 水災援建 1 馬利僅那市（Marikina）馬蘭代里（Malanday）

馬來西亞

11戶
2015 水災援建 11 吉蘭丹道北縣（Tumpat）鑽石村（Kg Berlian）

美洲（4個國家地區，計1,436戶）

祕魯 1998 水患援建 100 南巴耶給省契克拉由縣

薩爾瓦多 2001 強震援建 1,175

自由省薩卡哥友巿（340戶）、自由省鄉米可巿

（835戶）

（配套：活動中心、足球場、診所、學校、職業訓練

中心、大愛農場教室等）

美國 2003 扶困援建 1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宏都拉斯 2011 水患援建 160 秋省（Choluteca）馬可比亞市（Morcavia）

非洲（1個國家地區，計69戶）

南非 2000 水患援建 69
約翰尼斯堡亞歷山大區

（配套：遊樂場、福利社、電話亭、公廁衛浴、活動

中心）

【註】
一、「大愛屋」係指永久住宅，簡易屋援建統計不列入此表。

二、菲律賓中部萊特省7月6日發生芮氏規模6 .5淺層地震，慈濟菲律賓分會為重災區南加鎮

（Kananga）黎剎里 (Rizal)、希羅杜甘里 (Hiloctogan)災民援建111間簡易屋，並於11月5日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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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基金會援建學校全球分布統計

 印尼 水患            3所
  地震          10所
  南亞海嘯      9所
  風災              1所
  扶困            11所

   冰雹          1所

 中國大陸 水患 19所
  扶困    19所
  冰雹 1所
  風災 6所
  地震 20所

 斯里蘭卡  南亞海嘯   1所

南非   扶困  8所

墨西哥 扶困 1所

海地     地震   4所 

多明尼加 風災 1所

 

 薩爾瓦多 地震 2所
  扶困 1所

巴拉圭      扶困   7所

 瓜地馬拉 扶困 1所

 菲律賓      風災        2所

臺灣 地震 51所
 風災 1所
 減災希望工程 21所

緬甸       風災 3所
  扶困 12所

泰國    扶困 3所

 柬埔寨 水患 2所

伊朗       地震 5所

▎截至2017年底，慈濟於全球計16個國家地區，

　　　　　　　　總共援建226所學校。

▎資料來源：宗教處、慈發處

一、簡易教室、校園設施等援建，不列於援建學校項目內。

二、慈濟於中國大陸四川省援建之前進慈濟小學附屬幼兒園（扶困）於9月6日啟用；於福建省援

建之連城慈濟幼兒園（水患）於12月20日啟用。

三、慈濟減災希望工程：

(一) 花蓮縣六校──玉里國中、化仁國中、國風國中、中原國小、佳民國小及明義國小，2016年2

月19日聯合動土，2017年10月24日聯合啟用。

(二) 臺東縣九校──桃源國中、知本國中、關山國中、康樂國小、復興國小、鹿野國小、馬蘭國

小、光明國小及建和國小，2016年2月22日聯合動土，2017年5月5日聯合啟用。

 印尼 水患            3所
  地震          10所
  南亞海嘯      9所
  風災              1所
  扶困            11所

   冰雹          1所

 中國大陸 水患 19所
  扶困    19所
  冰雹 1所
  風災 6所
  地震 20所

 斯里蘭卡  南亞海嘯   1所

南非   扶困  8所

墨西哥 扶困 1所

海地     地震   4所 

多明尼加 風災 1所

 

 薩爾瓦多 地震 2所
  扶困 1所

巴拉圭      扶困   7所

 瓜地馬拉 扶困 1所

 菲律賓      風災        2所

臺灣 地震 51所
 風災 1所
 減災希望工程 21所

緬甸       風災 3所
  扶困 12所

泰國    扶困 3所

 柬埔寨 水患 2所

伊朗       地震 5所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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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臺灣慈濟醫療網服務人次／數

暨志工投入人次　　           ▎資料來源：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花蓮慈院 大林慈院 臺北慈院 臺中慈院 玉里慈院 關山慈院 合 計

　門急診、住院相關數據

病床數 1,041 933 1,024 1,130 36 41 4,205

門診人次 648,602 1,157,724 1,173,748 679,038 97,841 55,233 3,812,186

急診人次 52,344 40,903 65,666 44,856 11,765 11,284 226,818

住院人次 28,539 25,742 32,620 28,608 1,224 370 117,103

住院人日 270,686 225,494 246,021 155,797 7,050 2,426 907,474

手術人次 21,264 17,186 21,805 18,611 672 164 79,702

平均每日

在院人數 
742 618 674 427 19 7 2,487

平均每日

門診人次
2,354 4,202 4,260 2,465 355 200 13,836

平均每日

急診人次
143 112 180 123 32 31 621

平均每日

手術人次 
58 47 60 51 2 1 219

平均

住院日
8.7 9.9 7.6 5.7 5.7 6.5 7.9

【註】

一、大林慈院門診人次及平均每日門診人次之計算，含斗六門診部之數據資料。  
二、平均住院日=出院人日／出院人次。      
三、各院病床數資料係為「開放使用床數」，統計至2017年12月31日止。     

    

花蓮慈院 大林慈院 臺北慈院 臺中慈院 玉里慈院 關山慈院 合 計

各院志工投入人次彙總表

志工投入

人次
66,525 59,466 68,357 31,202 5,175 3,005 233,730

各院社區活動成果彙總表

活動場次 1,254 1,381 831 829 684 567 5,546

參加人次 53,090 56,467 45,528 65,973 8,557 19,076 248,691
【註】

大林慈院志工投入人次及社區活動成果數據含斗六門診部之數據資料。

2017年臺灣慈濟醫療網社區服務場次及人次
▎資料來源：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花蓮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138 6,602 

社區衛教活動 -醫學講

座、團體衛教
19 897 

學校與機構衛教活動 13 1,323 

減重班 8 80 

烹飪教室 4 168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

動
13 861 

社區活動 2 125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

機構或學校)
13 9,926 

戒菸、酒、檳榔活動 7 526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

效益提昇計晝(IDS)
673 6,465 

無中醫鄉巡迴醫療 218 2,282 

義診 29 7,283 

專案計畫健康篩檢 47 8,019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60 1,409 

居家護理 － 7,097 

居家往診 8 18 

居家安寧 1 2 

居家營養、用藥服務 1 7 

合計 1,254 53,090 

大林慈院（含斗六門診部）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社區衛教活動-醫學講座、

團體衛教
323 23,847 

社區營造 490 14,732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

動
59 2,295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8 589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88 1,760 

觀光地區急診醫療站 210 413 

社區健康篩檢 42 9,192 

志工健康關懷 77 770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33 2,346 

養護機構巡診 51 523 

合計 1,381 5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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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臺灣慈濟醫療網社區服務場次及人次

臺中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174 4,964 

社區衛教活動 -醫學講

座、團體衛教
262 25,360 

學校與機構衛教活動 59 5,401 

廣播電台 29 59 

減重班 1 35 

社區活動 38 3,684 

各式活動醫療站 15 44 

機構關懷 2 140 

保健志工培訓活動(課程) 36 5,610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

機構或學校)
15 14,592 

戒菸、酒、檳榔活動 30 498 

義診 49 1,813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87 1,158 

社區健康篩檢 30 2,221 

機構團體健康篩檢 2 394

合計 829 65,973 

臺北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87 2,183 

社區衛教活動 -醫學講

座、團體衛教
65 4,937 

學校與機構衛教活動 21 1,127 

營養推廣活動 6 130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

動
75 9,793 

社區活動 48 1,362 

機構關懷 3 90 

媽媽教室 2 75 

健康諮詢活動 2 47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

機構或學校)
13 10,412 

戒菸、酒、檳榔活動 13 166 

醫院支援西醫基層總額醫

療資源不足地區
19 119 

無中醫鄉巡迴醫療 24 121 

義診 35 4,624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183 3,361 

社區健康篩檢 4 223 

機構團體健康篩檢 5 399 

專案計畫健康篩檢 31 886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112 3,872 

養護機構巡診 83 1,601 

合計 831 45,528 

關山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23 590 

社區衛教活動 -醫學講

座、團體衛教
11 317 

學校與機構衛教活動 1 50 

減重班 1 20 

營養推廣活動 1 60 

社區營造 15 543 

病友會活動/支持性團體活

動
1 32 

社區活動 6 1,081 

各式活動醫療站 18 11,650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

益提昇計晝(IDS)
293 1,028 

無中醫鄉巡迴醫療 38 450 

義診 1 245 

衛生所與學校診所支援 152 2,748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4 255 

居家訪視服務(ICHC) 2 7 

合計 567 19,076 

▎資料來源：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玉里慈院

活動類別 場次 服務人次

門診團體衛教活動 21 384 

社區衛教活動 -醫學講

座、團體衛教
8 134 

營養推廣活動 3 125 

社區活動 588 5,596 

流感疫苗施打(至社區、機

構或學校)
8 508 

機構團體健康篩檢 5 55 

專案計畫健康篩檢 7 1,409 

癌症篩檢活動(社區) 6 163 

居家訪視服務(ICHC) 38 183 

合計 684 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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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美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香港

越南泰國
緬甸

新加坡

印尼

澳洲

加拿大

國際慈濟人醫會至2011年總計

各大洲
慈濟人醫會

國家/地區 醫師人數
護理人員
人數

醫技人員
人數

藥劑人員
人數

志工人數 總計

亞洲地區

（9）

臺灣 1,402 2,105 251 692 2,393 6,843

馬來西亞 574 201 95 153 230 1,253

新加坡 363 416 49 124 62 1014

印尼 546 252 4 86 200 1,088

菲律賓 222 17 6 5 230 480

越南 18 8 ─ 7 20 53

泰國 273 687 ─ 172 1,234 2,366

香港 28 40 ─ ─ 3 71

緬甸 11 3 ─ 1 2 17

美洲地區

（2）
美國 566 228 104 29 3269 4,196

加拿大 129 ─ ─ ─ ─ 129

大洋洲地區 澳洲 250 78 33 7 249 617

總計 4,382 4,035 542 1,276 7,892 18,127

【註】

2017年慈濟國際人醫會成員遍佈在全球12個國家地區，總計醫師人數4,382人，護理人員4,035
人，醫技人員542人，藥劑人員1,276人及醫療志工7,892人。

2017年國際慈濟人醫會（TIMA）成員全球分布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期間：2017/12/31止

2017年國際慈濟人醫會（TIMA）全球義診

服務概況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期間：2017/12/31止

歷年義診場次 15,228 2017年義診場次合計 1,288
歷年義診國家地區數 50 2017年受惠人次合計 153,121
歷年受惠人次累計 2,963,032 2017年醫護人員動員人次

合計
14,298

歷年醫護人員動員人次累計 281,865
歷年志工動員人次累計 514,334 2017年志工動員人次合計 26,777

2017年慈濟人醫會全球義診服務表

洲別 國家/地區 義診場次 受惠人次
醫護人員

動員人次

志工

動員人次

亞洲

臺灣 533 44,986 6,844 12,545
馬來西亞 32 6,039 502 1,355
印尼 57 17,163 1,298 582
菲律賓 16 20,541 880 1,608
香港 5 589 139 279
斯里蘭卡 1 3,170 56 179
緬甸 17 6,232 193 657
泰國 18 21,888 1,132 1,234
越南 1 491 33 131
約旦 1 47 24 20

美洲

美國 326 15,643 1,902 4,076
加拿大 201 1,884 234 451
巴拉圭 13 716 100 178
墨西哥 1 4,023 41 1,559
海地 1 473 48 74
巴西 56 8,393 335 1,371 

大洋洲 澳洲 9 843 537 478
合計 1,288 153,121 14,298 26,777

2017年慈濟全球醫療志業據點義診服務表

洲別 國家/地區 受惠人次
醫護人員

動員人次

志工

動員人次

亞洲

馬來西亞 2,857 497 1,650
新加坡 15,599 3,025 5,112
菲律賓 13,066 745 1,908

美洲 美國 23,189 2,040 2,520
大洋洲 澳洲（註二） 82 71 4

合計 54,793 6,378 11,194
【註】

一、此表統計範圍係指慈濟在臺灣以外國家地區所設立的醫院、義診中心、社區門診中心、健康暨義診

中心、洗腎中心等。

二、2017年2月25日，慈濟澳洲分會與彌迦計畫（Micah Projects Inc.）弱勢扶助組織合作，於布里斯

本成立聯合義診中心（Inclusive Health Clinic），為街友等弱勢民眾提供牙科、家醫科、針灸、心

理諮商與物理治療等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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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國際慈濟人醫會（TIMA）臺灣義診

服務概況         ▎資料來源：宗教處        ▎統計期間：2017/12/31止

總 計
服務場次533場 服務人次44,986人

醫護動員人次6,844人 志工動員人次12,545人

臺灣地區慈濟人醫會義診服務統計

服務項目 區別 服務範圍 服務場次 服務人次
醫護

動員人次

志工

動員人次

偏遠地區

義診服務

北區
新北巿三芝區、平溪區、貢寮

區、瑞芳區、雙溪區
35 3,589 1,185 2,422

中區
苗栗縣卓蘭鄉、南庄鄉；臺中

市新社區
35 1138 720 1766

雲嘉南區
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臺南巿

南化區關山里
12 662 151 277

高屏區
高雄市甲仙區、六龜區；屏

東縣坊山鄉
4 641 87 103

東區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19 4,126 1151 1102
離、外島

健檢義診

北區 金門縣、澎湖縣 3 646 104 163
東區 綠島 2 294 80 15

街友義診

北區 桃園市 16 396 64 120

中區 臺中市、彰化市人安基金會 24 924 414 733
雲嘉南區 臺南巿中山公園 12 983 123 144
高屏區 高雄巿、屏東市 1 49 5 46

社區健康促進活

動暨篩檢關懷

雲嘉南區
雲嘉南環保站（環保志工健

康關懷）
9 137 16 29

高屏區 高雄市、屏東縣 113 18,095 522 908
東區 花蓮縣 4 201 49 50

外籍勞工

義診服務

北區 臺北火車站、新北巿、桃園市 8 1,054 219 769

中區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南投

收容所
12 486 193 398

高屏區
東港外籍漁民、高雄外籍移

工
2 2,210 74 213

東區 蘇澳漁港外籍漁工 2 666 84 160

警察人員暨眷屬

健檢關懷活動

雲嘉南區 臺南市 1 185 7 30

高屏區 高雄市 4 2321 72 35

身心障殘人士、

植物人、教養機

構等健康照護及

口腔保健活動

北區

桃園市(教養機構義診)、新北巿

(教養機構牙科巡迴、特教班學

童整合照護)、創世基金會

62 1,323 377 1,231

中區
南投啟智教養院；苗栗、臺

中、南投創世基金會
18 689 77 263

雲嘉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等地

教養院及機構
43 1,780 355 583

東區 臺東縣 3 316 35 30

居家醫療

往診服務

雲嘉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36 438 291 573
高屏區 屏東縣、高雄市 9 165 20 45

慈濟照顧戶

發放義診

北區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9 698 194 144

雲嘉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14 359 72 77

高屏區 高雄市、屏東縣 10 259 59 60

東區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11 156 44 56

總  計 533 44,986 6,844 12,545
【註】

一、 居家醫療往診服務，北區含括在偏遠地區義診服務資料內。

二、 中區人醫會苗栗明德教養院牙科義診，一年四次牙科義診，已融入在教養院機構的人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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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志願捐贈者累計圖　　　▎資料來源：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註】

2017年新增9,857志願捐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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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案例數 國家地區 案例數

案例數

俄羅斯 1

國家地區 案例數

229

45

2,098

114

1,883

70

9

1

34

131

34

5

韓國

日本

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泰國

菲律賓

越南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澳洲

紐西蘭

國家地區

瑞典

挪威

波蘭

丹麥

英國

西班牙

法國

比利時

荷蘭

瑞士

德國

匈牙利

義大利

土耳其

南非

以色列

6

1

1

1

16

4

8

2

6

1

27

1

4

3

1

3

加拿大

美國

33

109

歷年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全球捐贈案例分布圖

【註】

2017年捐贈案例分布國家新增「越南」。

國家地區 案例數 國家地區 案例數

案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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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捐贈至31個國家地區

　1994~2017 年總計：4,881例

　2017年新增捐贈案例：351例

▎資料來源：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至國外取髓案例數共 21 例 （2個國家）

國家 案例數 附註

美國 3
2003年5月30日，2 例經由慈濟向美國國家骨髓庫(NMDP)申請

配對成功的救命骨髓，送抵臺灣，立即由林口長庚醫院為病患

進行植入手術。

中國

大陸
18

2007年7月20日，透過大陸中華骨髓庫，首次捐贈2例至臺

灣。

總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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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臍帶血儲存量暨

移植統計　　　　  ▎資料來源：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臍帶血移植案例分布國家地區（2004年~2017年，共11個國家地區）

項目 臺灣 美國 英國 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德國 加拿大 澳洲 法國 瑞士

案例數 67 3 2 13 12 4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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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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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8

6,457

8,895

11,006

（年）

（案例數）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201220112010200920082007200620052004

12,549

臍帶血累計圖

臍帶血移植案例數（2004年∼2017年，總計移植106例）

【註】因儲存槽空間已滿，自2008年11月1日起，暫停止勸募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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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慈濟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

件數 件數

學術著作

SCI 74 24

SSCI 7 6

EI 2 1

TSSCI 8 1

其他 26 11

校內學報 1 2

研討會論文 32 43

專書著作 1 1

專 利 3 18

授權技轉(新增) － 3

獲 獎 71 29

慈濟基金會產學合作案(註) 38 12

非慈濟基金會產學合作案 14 47

校外計畫案(新增) － 11

合計 277 240

【註】

慈濟大學產學合作計畫6件，執行期間：2016.8.15-2017.6.30；整合型計畫9件及研究效益計畫16件，

執行期間：2016.8.1-2017.7.31。

2017年慈濟大學、科技大學師生研究成果統計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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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暨明細 班級總數 學生人數 教職員人數 人數合計

臺灣

慈濟大學

大學部人數：2,947人     碩士班人數：359人 
博士班人數：99人 
醫學院學生人數：1870人
教育傳播學院學生人數：461人
生命科學學院學生人數：331人
人文社會學院學生人數：743人

153  3,405 747 4,152 

慈濟科技大學

專科部：1,249人
大學部人數：1,725人
碩士班人數：29人

66 3,003 327 3,330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高中部：505人/15班     國中部：665人/21班
小學部：431人/22班     幼稚園：180人/6班

64 1,781 189 1,970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

高中部：580人/18班     國中部：661人/25班
小學部：754人/30班

73 1,995 188 2,183 

泰國
佛教清邁慈濟學校

中學部：516人/16班　 小學部：459人/17班 33 975 102 1,077

印尼

慈濟大愛學校（雅加達金卡蓮）

高　中：277人/9班　　高　職：292人/9班
中　學：376人/12班     小　學：819人/28班
幼稚園：274人/12班

70 2,038 128 2,166 

印尼慈濟小學（SD Tzu Chi School） 46 1,136 105 1,241 

印尼慈濟幼稚園（TK Tzu Chi School） 22 475 63 538 

印尼慈濟中學（Tzu Chi Secondary School） 10 228 23 251 

馬來

西亞

馬六甲分會大愛幼兒園 9 111 15 126

馬六甲分會淡邊聯絡處大愛幼兒園 2 17 3 20

班單英達大愛幼兒園 6 89 13 102

甲洞大愛幼兒園 12 215 27 242

吉隆坡大愛兒童教育中心 6 85 12 97

吉隆坡慈濟大愛幼兒園（甲洞） 8 182 26 208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一分園(檳城) 5 75 21 96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二分園(峇六拜) 3 58 12 70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三分園(北海) 4 66 16 82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四分園(新山) 4 67 19 86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五分園(高淵) 3 45 13 58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六分園(吉打) 3 54 9 63

馬來西亞分會檳城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34 430 38 468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檳城) 4 35 6 41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高淵) 1 12 2 14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北海) 2 13 3 16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吉打) 1 15 2 17

2017年度慈濟教育志業體各校在校生暨教職員

人數統計表   

 國家地區 學校名稱暨明細 班級總數 學生人數 教職員人數 人數合計

加拿大 溫哥華國際中醫學院 6 139 30 169 

新加坡
新加坡慈濟大愛幼教中心 6 96 21 117 

新加坡慈濟大愛安親班 3 41 3 44 

美國

蒙洛維亞慈濟大愛幼兒園 3 73 11 84

達拉斯慈濟大愛幼兒園 3 54 9 63

蒙洛維亞慈濟小學 6 34 9 43

核桃慈濟大愛幼兒園 6 120 16 136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6 80 14 94

核桃慈濟小學 1 12 2 14

洛杉磯慈濟人文學校 20 413 27 440

紐約慈濟人文學校 26 430 31 461

休士頓慈濟人文學校 15 156 15 171

夏威夷慈濟人文學校 8 63 8 71

新澤西州北部慈濟人文學校 16 190 30 220

聖馬刁慈濟人文學校 17 251 17 268

新澤西州中部慈濟人文學校 14 118 36 154

波士頓慈濟人文學校 10 90 10 100

達拉斯慈濟人文學校 19 220 35 255

芝加哥慈濟人文學校 16 164 28 192

爾灣慈濟人文學校 19 380 27 407

長島慈濟人文學校 27 430 45 475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 10 88 12 100

西雅圖慈濟人文學校 20 360 35 395

庫菩提諾慈濟人文學校 14 264 15 279

華府慈濟人文學校 10 103 17 120

聖荷西慈濟人文學校 15 241 16 257

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 13 281 16 297

聖迪瑪斯慈濟人文學校 10 147 19 166

匹茲堡慈濟人文學校 6 44 12 56

三谷慈濟人文學校 13 253 15 268

拉斯維加斯慈濟人文學校 14 216 23 239

邁阿密慈濟人文學校 10 117 17 134

波特蘭慈濟人文學校 12 153 14 167

美國總會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27 301 29 330

澳洲

澳洲慈濟人文學校（雪梨） 11 155 11 166

布里斯本慈濟人文學校 21 316 22 338

柏斯慈濟人文學校 8 150 11 161

總計 1,105 23,348 2,817 26,165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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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單位分布

教育單位 數量（所）

大學 1

科技大學 1

中醫學院 1

高職 1

高級中學 3

中小學 2

中學 1

小學 3

幼稚園（幼兒園） 21

托兒所 2

人文學校 72

安親班 5

幼教中心 1

2017年慈濟基金會教育志業體全球分布概況

海外教育單位（分布7個國家，共103所）

小學 2個國家（印尼1、美國2），共3所

中小學 2個國家（泰國、印尼），共2所

中學 1個國家（印尼），1所

高級中學 1個國家（印尼），1所

高職 1個國家（印尼），1所

人文學校
4個國家（美國24、澳洲3、加拿大8、馬來西亞
37），共72所

幼稚園（幼兒園） 3個國家（印尼2、美國4、馬來西亞10），共16所

安親班 2個國家（馬來西亞4、新加坡1），5所

中醫學院 1個國家 (加拿大)，1所

幼教中心 1個國家（新加坡），1所

慈濟教育志業體於臺灣設有：幼兒園5所、托兒所2所、高級中學2所、科技大學1所、大學1所。

序 教育單位名稱 地點

1 慈濟大學 花蓮縣

2 慈濟科技大學 花蓮縣

3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花蓮縣

4 臺南巿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臺南市

5 花蓮慈濟大愛幼兒園暨花蓮慈濟大愛托嬰中心 花蓮縣

6 大林慈濟大愛幼兒園暨大林慈濟大愛托嬰中心 嘉義縣

7 臺南慈濟大愛幼兒園 臺南市

8 高雄慈濟大愛幼兒園 高雄市

9 臺北慈濟大愛幼兒園 新北市

社會教育推廣單位名稱

1 慈濟大學－花蓮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臺灣花蓮

2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臺北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北

3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板橋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北

4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萬華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北

5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蘆洲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北

6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桃園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桃園

7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新竹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新竹

8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臺中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中

9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清水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中

10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豐原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中

11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彰化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彰化

12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臺南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臺南

13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岡山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高雄

14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高雄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高雄

15 財團法人志玄文教基金會-嘉義終生學習活動中心 臺灣嘉義

16 慈濟大學－馬六甲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17 慈濟大學－吉隆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18 慈濟大學－檳城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19 慈濟大學－新加坡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新加坡

20 慈濟大學－印尼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印尼

21 慈濟大學－美國總會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美國

22 巴生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23 八打靈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24 蒲種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25 吉隆坡靜思堂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26 亞庇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馬來西亞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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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中小學1所）

佛教清邁慈濟學校

印尼（幼稚園2所、小學1所、中小學1所、

中學1所、高職1所、高中1所）

1 雅加達金卡蓮大愛幼稚園

2 雅加達金卡蓮大愛村慈濟中小學

3 雅加達金卡蓮慈濟高職

4 雅加達金卡蓮慈濟高中

5 印尼慈濟幼稚園（TK Tzu Chi School）

6 印尼慈濟小學（SD Tzu Chi School ）

7 印尼慈濟中學 （Tzu Chi Secondary School）

馬來西亞（人文學校37所；幼兒園10所；

安親班4所）

1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檳城發林）

2 吉打分會慈濟人文學校

3 吉蘭丹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4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北海）

5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大山腳明德）

6 霹靂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7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古來1）

8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古來2） 

9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士姑來） 

10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笨珍） 

11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新山市區） 

12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江加浦 華小） 

13 新山支會慈濟人文學校 （班蘭華小） 

14 峇株巴轄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白浮沙）

15 峇株巴轄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中學路）

16 峇株巴轄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永平）

17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高淵）

18 玻璃市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19 日得拉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20 登嘉樓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21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雙溪大年明德）

22 蘭卡威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23 彭亨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24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檳城日落洞）

25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武吉淡汶）

26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檳城喬治市）

27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檳城峇六拜）

28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檳城幼兒園）

29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峇六拜幼兒園）

30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北海幼兒園）

31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高淵幼兒園）

32 雪蘭莪靜思書軒慈濟人文學校

33 莪占必叻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

34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吉打幼兒園）

35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一分園（檳城）

36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二分園（峇六拜）

37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三分園（北海）

38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四分園（新山）

39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五分園（高淵）

40 馬來西亞分會幼兒園第六分園（吉打）

41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 (檳城)

42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高淵）

43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北海）

44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安親班（吉打）

45 馬六甲大愛幼兒園

46 馬六甲分會淡邊聯絡處大愛幼兒園

47 甲洞大愛幼兒園

48 班單英達大愛幼兒園

49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雙溪大年臨溪）

50 馬來西亞分會慈濟人文學校（大山腳平民）

51 峇株巴轄聯絡處慈濟人文學校（新加蘭）

2017年慈濟基金會教育志業體全球分布概況

美國（人文學校24所；幼兒園4所；小學2所）

1 洛杉磯慈濟人文學校

2 西雅圖慈濟人文學校

3 休士頓慈濟人文學校

4 紐約慈濟人文學校

5 亞特蘭大慈濟人文學校

6 夏威夷慈濟人文學校

7 新澤西州北部慈濟人文學校

8 芝加哥慈濟人文學校

9 新澤西州中部慈濟人文學校

10 聖馬刁慈濟人文學校

11 達拉斯慈濟人文學校

12 波士頓慈濟人文學校

13 爾灣慈濟人文學校

14 長島慈濟人文學校

15 庫菩提諾慈濟人文學校

16 聖荷西慈濟人文學校

17 華府慈濟人文學校

18 舊金山慈濟人文學校

19 聖迪瑪斯慈濟人文學校

20 匹茲堡慈濟人文學校

21 三谷慈濟人文學校

22 拉斯維加斯慈濟人文學校

23 邁阿密慈濟人文學校

24 波特蘭慈濟人文學校 

25 蒙洛維亞慈濟大愛幼兒園

26 達拉斯慈濟大愛幼兒園

27 蒙洛維亞慈濟小學

28 核桃慈濟大愛幼兒園

29 休士頓慈濟大愛幼兒園

30 核桃慈濟小學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宗教處

加拿大（人文學校8所、中醫學院1所）

1 列治文慈濟人文學校

2 多倫多慈濟人文學校

3 高貴林慈濟人文學校

4 溫哥華慈濟人文學校

5 素里慈濟人文學校

6 密西加沙慈濟人文學校

7 本拿比慈濟人文學校

8 北多倫多慈濟人文學校

9 溫哥華國際中醫學院

澳洲（人文學校3所）

1 澳洲慈濟人文學校

2 布里斯本慈濟人文學校

3 柏斯慈濟人文學校

新加坡（幼教中心1所、大愛安親班1所）

1 新加坡慈濟大愛幼教中心

2 新加坡大愛安親班



統
計
圖
表

教
育

358 359

51

回目錄回目錄

2017年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國際學術

交流概況

2017年慈濟大學新增國際學術交流機構表列

序 學校／機關團體 類別 國家/地區 簽約日期

1
加州大學富勒頓大學

Cal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姊妹校 美國 2017.02.27

2
桂林醫學院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姊妹校 中國大陸 2017.03.27

3
韓國藝術綜合大學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姊妹校 韓國 2017.04.17

4 紐約St. Joseph's College 姊妹校 美國 2017.06.26

5 Windsor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姊妹校
聖克里斯多福

與尼維斯
2017.08.03

6
太原大學

Thai Nguyen University
姊妹校 越南 2017.10.05

7
太原醫藥大學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Pharmacy in Vietnam

姊妹校 越南 2017.11.17

8
法政大學

Thammasat University
學術交流學校 泰國 2017.03.15

2017年慈濟科技大學新增國際學術交流機構表列

序 學校／機關團體 類別 國家/地區 簽約日期

1
坎特伯里大學 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

姊妹校 英國 2017.02.22

2 太原大學 Thai Nguyen University 姊妹校 越南 2017.03.28

3 愛知學院大學 Aichi Gakuin University 姊妹校 日本 2017.04.01(續簽)

4
韓國藝術綜合大學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姊妹校 韓國 2017.04.17

5 大手前大學 Otemae University 姊妹校 日本 2017.06.20

6
印尼金剛山佛教大學 Jin Gang Shan 
University

姊妹校 印尼 2017.10.03

7
廣島國際大學 Giroshm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姊妹校 日本 2017.11.18

8 清邁大學 A Chiang Mai University 姊妹校 泰國 2017.11.28(續簽)

9 University Muhammadiyah Sumatera Utara 姊妹校 印尼 2017.12.11

10 STIKES Muhammadiyah Kudus 姊妹校 印尼 2017.12.11

11 University Muhammadiyah Purworkerto 姊妹校 印尼 2017.12.11

12 University Aisyiyah Yogyakarta 姊妹校 印尼 2017.12.11

2017年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新增國際學術交流機構表列

序 學校／機關團體 類別 國家/地區 參訪日期

1
四川省雅安市前進鄉中心學校、漢碑

慈濟小學參訪團
教育交流 中國大陸 2017.04.19

2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教育交流 美國 2017.06.03

3 四川省遊仙中學、名山中學 人文交流 中國大陸 2017.07.09-2017.07.16

4 海城女中、慈川、北安小學 人文交流 韓國 2017.07.09-2017.07.16

5 上海口岸實驗學校 姊妹校 中國大陸 2017.08.08

6 北京醫科大學附屬小學 姊妹校 中國大陸 2017.10.02

7 北安小學慈川小學 姊妹校 韓國 2017.11.01

8 韓國新上中學 教育交流 韓國 2017.11.17

9 菩提學校 姊妹校 新加坡 2017.11.28

10 吉隆坡慈濟國際學校 教育交流 馬來西亞 2017.12.10-2017.12.17

     

2017年臺南慈濟高級中學新增國際學術交流機構表列

序  學校／機關團體 類別 國家/地區 參訪日期

1 四川韓灘慈濟小學 人文交流 中國大陸 2017.05.17-2017.05.19

2 檳城檳華女子獨立中學
學校交流

締結姊妹校
馬來西亞 2017.07.05-2017.07.06

3
Buddhist Tzu Chi Education Foundation
（佛教慈濟教育基金會）

人文交流 美國 2017.07.08-2017.07.24

4 四川慈濟人文教育交流 人文交流 中國大陸 2017.07.09-2017.07.16

5 華東慈濟人文教育交流 教師素質交流 中國大陸 2017.10.27-2017.10.30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統
計
圖
表

教
育

360 361

51

回目錄回目錄

慈濟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護理學系 老人福利
長者關懷與社區樂齡學堂服務學習活動(山
興社區、主農社區、基督教女青年教會、嘉
里社區、南昌社區)

11 168 716 

公共衛生學系

福利社區

2017慈大公衛系-衛了部落暑期健康服務計畫(
月眉國小、景美國小) 2 74 100 

電光部落健康促進活動(關山鎮電光部落) 2 48 109 

進擊偏鄉-為了你我(月眉、華東、景美、水
源、北埔、國埔等部落) 2 74 100 

兒童福利

公共衛生學系暑期大專營隊-衛了部落(月眉
國小、景美國小) 5 185 420 

兒童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服務活動(新城國
小）

3 126 197 

物理治療系

身心障礙
福利

長期照顧服務活動(花蓮地區居家個案) 6 210 12 

機構身心障礙陪伴服務學習活動(黎明教養
院、救星教養院) 2 98 3 

福利社區
2017慈大救星蘋果營暑期服務計畫(救星教
養院) 10 170 450 

生命科學系 福利社區
花蓮地區產業服務（花蓮農業改良場、花蓮
好事集、水源咖啡農場、佳民國小）

10 112 400 

兒童發展與家庭
教育學系

兒童福利

青少年性別教育服務活動(平和國小、東華附
小、稻香國小、花蓮高農) 21 609 448 

嬰幼兒照顧服務學習活動(大愛幼兒園、明
星托嬰中心、普慧托嬰中心、家扶托育服務
中心)

21 483 160 

遲緩兒童陪伴與關懷服務(臺灣兒童發展早
期療育協會、中原國小附幼、明廉國小特教
班、門諾基金會兒童發展中心)

3 90 134 

幼兒靜思語教學服務活動(明義國小附幼、民
勤幼兒園) 2 20 325 

佳民國小學童陪伴服務(佳民國小) 6 72 160 
幼兒環境設計規劃服務(明義國小附幼) 7 161 1,470 
社區親子教育服務活動 (新秀家庭服務中
心、洄瀾親子館) 4 49 134 

青少年福利
性別教育服務活動(花蓮監獄、花蓮高農、
東華附小、西寶國小、平和社區) 21 399 448 

老人福利
花蓮長春養護之家陪伴服務活動(花蓮長春
養護之家) 4 60 60 

傳播學系 兒童福利 希望閱讀陪伴服務活動(樂合國小) 6 81 102 

社會工作學系

老人福利

2017慈大社工系-國際援助與社會工作服務
活動/慈濟醫院輕安居

1 20 43 

機構老人關懷服務活動(花蓮長春養護之家) 4 120 60 

青少年福利
青少年陪伴服務活動 (花蓮高商、花蓮高
工、四維高中、慈濟大學等學生) 4 124 96 

福利社區

花蓮社區居民關懷服務（民生社區、主農社
區、永安社區、仁里社區）

12 522 1,962 

心蓮病房陪伴與關懷服務活動(花蓮慈濟醫
院心蓮病房) 4 144 250 

輕安居陪伴與關懷服務活動(花蓮慈濟醫院
輕安居) 12 132 275 

身心障礙
福利

身心障礙服務活動(新秀家庭服務中心、花
蓮縣智障者福利協進會、黎明教養院、臺灣
兒童發展早期療育協會)

6 324 670 

105學年度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

服務學習概況

慈濟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英美語文學系

福利社區 英語翻譯服務(臺灣維基媒體基金會) 36 324 7,200 

青少年福利
中英口譯服務(花蓮高中、花蓮女中、四維
高中、海星高中、慈濟高中、花蓮商職、慈
大語言教學中心)

9 92 206 

東方語文學系 兒童福利 富士國小學童陪伴服務活動(富世國小) 1 17 60 

教育研究所 兒童福利

復興國小英語補救教學服務方案(復興國小) 14 84 322 

國福國小英語語音補救教學服務方案(國福
國小) 14 84 391 

人本醫療社 福利社區 人醫松浦文化健康營(松浦部落) 3 30 40 

見晴醫療服務隊 兒童福利

看見晴天醫療服務隊陪伴計畫(見晴國小) 5 147 188 

看見晴天醫療服務隊期中出隊(見晴國小) 5 223 203 

看見晴天醫療服務隊-2017寒假出隊(見晴國
小) 4 208 180 

快樂健康社 兒童福利
快健社長期關懷機構服務活動(花蓮縣私立
少年飛揚中心) 9 106 225 

關懷生命社 福利社區 八里保育所服務學習活動(八里保育所) 2 40 ─

北昌國小
課輔志工隊

兒童福利
北昌國小學童英語課輔陪伴服務方案(北昌
國小) 22 667 774 

川愛志工隊 福利社區 2016川躍黃土情(四川) 24 456 2,000 

醫學院 福利社區
2017人醫飛揚－慈濟大學醫學院菲律賓國
際志工服務(菲律賓) 7 154 3,378 

海外華語教育暨
服務志工團

兒童福利
2016慈濟大學海外華語教育暨服務志工團
(泰國、印尼) 60 480 655 

師資培育中心 兒童福利

2017「富出行動•玩轉樂源學習營」(富源國
中) 15 345 360 

富源社區學童陪伴與輔導活動(富源國小、
富源國中) 37 814 1,100 

媒體製作
暨教學中心

福利社區

2016臺東「童在一起」慈濟傳播人文體驗
營-3.0康樂篇(康樂國小) 2 70 40 

2017年「童在一起」築夢復興 傳播人文體
驗營(復興國小) 3 108 111 

通識教育中心 福利社區

花蓮在地弱勢家庭訪視關懷服務(花蓮在地
民眾) 3 168 336 

花蓮地區產業服務（花蓮農業改良場/花蓮
好事集/水源咖啡農場/佳民國小）

12 228 580 

花蓮地區民眾服務(慈濟醫院、環保站) 51 2,067 4,134 

教資中心服務
學習組

兒童福利

花蓮縣校園毒品防制教育宣導活動(花蓮縣
國小校園) 9 59 2,230 

2017慈濟大學【靜思•智慧•愛】~希望種籽
暑期生活營(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國小
等國小學童)

2 58 2,080 

   總  計 539 11,704 36,097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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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人文室

福利社區

學生志工活動-環保志工(花蓮慈濟環保教育
站) 58 406 ─

學生志工活動-醫院志工(花蓮慈濟醫院) 8 320 ─

老人福利 學生志工活動-關懷長者(花蓮榮民之家) 8 360 360

進修推廣部 老人福利

新陳代謝症候群衛生教育服務學習(秀林鄉
加灣村景美部落) 1 69 30

鳳信文化健康站菸害防治衛生教育服務學
習(鳳林鎮鳳信國小文化健康站) 1 75 45

護理系

福利社區

關懷原鄉部落中小學-衛生知識及健康飲食(
慈濟科技大學）

1 18 25

部落關懷與服務學習(臺東縣關山聖十字
安養中心、關山鎮電光部落、關山慈濟醫
院、花蓮縣秀林鄉三棧部落)

5 148 68

社會公益

馬術治療復健活動參訪(馬匹輔助復健教育
中心) 1 28 28

創新設計思考教室-當花蓮在地產業遇上創
新創意(工業技術研究院 OMEGA ZONE) 1 20 20

產後護理之家與健康行銷實務專題校外參
訪(臺北藍田產後護理之家(大安館)、臺北
愛麗生產後護理之家、花蓮藍田產後護理
之家)

3 55 55

創業培力教室-創業參訪趣體驗(青創基地、
新北創力坊、城田魚菜共生健康農場) 2 24 24

職場健康促進體驗之亞洲水泥公司校外參
訪(亞洲水泥公司花蓮廠) 1 12 12

老人福利

長期照護機構參訪(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護
理之家、日間照顧中心) 4 220 220

身心障礙機構參訪：黎明教養院(黎明教養
院) 1 24 24

身心障礙者的照護系列參訪-黎明教養院之
向陽園(黎明教養院之向陽園) 1 24 24

服務場域參觀校外參訪(祥雲老人長期照護
中心、私立富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署立
花蓮醫院日間照護)

1 34 34

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系/所

福利社區

社區志工(碧雲莊社區環保站及慈濟花蓮環
保站) 3 45 ─

醫院志工(國軍805醫院及慈濟醫院影像醫
學部) 8 45 ─

社區服務(宜昌社區銀髮福氣站骨質密度測
量及衛教) 2 44 ─

老人福利
長者關懷（吉安博愛居安廬、衛福部東區
老人之家) 2 40 50

醫務暨健康
管理系

福利社區

「醫起放風-掃街」活動(學校後方河堤) 1 20 ─

「醫起去郊遊-掃街」活動(建國路至河堤) 1 17 ─

105學年度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

服務學習概況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慈濟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福利社區

行管系掃街 2 37 ─

部落關懷(光復鄉大興村) 1 14 2

兒童福利
部落關懷-愿與你同在原住民兒童文化體驗
營(秀林鄉富世國小) 1 9 15

資訊科技與
管理系

青少年福利

201707高中職資訊科技體驗營-商管類(本校) 1 12 30

2017資訊科技志工體驗營(本校) 1 36 182

福利社區 掃街(建國路、白鮑溪) 4 110 ─

Happy Guys 福利社區

happy guys舊衣命莫書忽(本校) 1 14 14

幫狗狗洗澡(司令臺後) 1 14 ─

ORZ漆彈社 社區服務 掃街(建國路二段) 1 1 ─

天同社 福利社區 掃街(建國路美美早餐旁街道) 2 28 ─

幼獅社 福利社區 幼獅掃街(濟慈路堤防) 1 48 ─

光鹽社 社區服務 北濱淨灘(北濱) 1 44 ─

行管系學會 福利社區 黎明教養院-愛愛市集義賣市場(遠東百貨) 1 24 ─

科管系學會 福利社區

白鮑溪淨溪(白鮑溪) 2 45 ─

掃街(建國路) 3 65 ─

茶道社 福利社區 淨河堤愛護環境(河堤) 1 16 ─

動漫社 福利社區

漫研服務學習-淨灘(七星潭) 1 21 ─

動漫服務學習-淨灘(七星潭) 1 18 ─

排球社 福利社區 舞動排球掃街 1 31 ─

跆拳社 福利社區

武魂排球聯合淨灘(花蓮市北濱海灘) 1 62 ─

淨灘(七星潭) 1 17 ─

陽光銀髮社

福利社區
快樂淨灘(本校) 1 26 ─

海客任務(七星潭) 1 34 ─

老人福利
富康帶動(吉安鄉富康長照中心) 2 36 36

老人與我的青春年華(吉安鄉祥雲長照中心) 1 19 19

慈青社 老人福利 居家關懷(吉安鄉太昌社區) 1 38 38

慈濟人文社 福利社區 2017造血幹細胞驗血活動(本校) 1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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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科技大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歌舞社 福利社區 七星潭淨灘(七星潭) 1 26 ─

管樂社 福利社區 沙灘音樂會(北濱公園) 1 15 ─

網球社 福利社區 網羅垃圾!球淨街道(濟慈路河堤) 2 100 ─

熱舞社 福利社區 淨溪(水源地) 1 32 ─

學佛營 福利社區 健康促進動一動+掃街(砂婆噹溪) 1 10 ─

鋼琴社

福利社區 慈濟醫院音樂志工(慈濟醫院心蓮病房) 1 4 4

老人福利 花蓮榮譽國民之家服務學習 2 32 32

醫管系學會 福利社區 醫起去放風(濟慈路河堤 ) 1 20 ─

   總  計 159 3,225 1,391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人文室

福利社區

花蓮環保站實作(花蓮市) 12 333 ─

我們的好鄰居「碧雲莊」(花蓮市) 24 883 1,000 

Sakur好鄰居(撒固兒社區) 4 223 200 

音樂天使(慈濟醫院） 3 53 ─

睦鄰志工(小小自由圖書館—彩繪書箱志
工)╱碧雲莊社區

4 163 ─

慈中18，手護花蓮1800(花蓮市) 1 2,087 ─

老人福利
養護機構服務活動(東區老人之家、富康
養護中心) 6 908 745 

青少年福利

四川人文教育交流(四川省) 9 149 260 

暑期醫療志工營(慈濟醫院） 1 240 1,000 

總  計 64 5,039 3,205 

105學年度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

服務學習概況

【註】

參訪、掃街、淨灘、勸募、資源回收等服務學習無法統計受惠人次。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

主辦單位 業務項目 活動名稱／說明（地點） 活動次數 動員人次 受惠人次

人文室

福利社區

福慧志工環保站服務(臺南市佳里、歸仁
環保站) 2 247 ─

高一環保站服務(臺南市歸仁、崇善、大
灣) 1 305 ─

福慧志工潔淨沙灘 1 561 ─

福慧志工-歡喜好厝邊掃街志工服務 2 611 ─

社會公益

佳里榮民之家關懷 6 279 300

朝興啟能中心關懷 3 230 300

大林慈院醫院志工 2 229 4,000

臺中慈院醫院志工 1 90 2,000

國小部-臺南市鴻佳啟能中心關懷 2 90 60

中學部
學務處

福利社區

國二環保站服務 1 156 ─

國一環保站服務 1 165 ─

國小部
學務處

福利社區

淨灘志工體驗 1 152 ─

環保站志工體驗 2 220 ─

歡喜好厝邊掃街活動 1 433 ─

高鐵站送春聯─「歡喜結好緣」 1 40 ─

安平聯絡處新春園遊會 1 45 ─

四川韓灘慈濟小學姊妹校愛地球行動-減
塑守護海洋

1 80 ─

總  計 29 3,933 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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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獎助學金發放

統計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慈濟學校財團法人執行長辦公室

學校名稱 獎助學金項目 補助人次

慈濟大學

低收入戶免住宿費 47 （註一）

弱勢學生助學金 290

清寒助學金 63

急難救助金 11

慈濟基金會提供臺灣教育志業學生就學獎助（註二） 131

外國學生獎學金 35

國際學生助學金 12

僑生獎學金 12

明本寰宇獎學金 2

生物醫學全英語學分學程獎學金 47

生活助學金 47

慈濟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急難救助金 4
慈濟基金會提供臺灣教育志業

學生就學獎助
5

慈濟科技大學

研究生助學金 181

生活助學金 96

低收入戶免費住宿(註三) 113

績優獎學金(註四) 458(含進修部16人)

清寒獎學金 98(含進修部3人)

陳林金鶯獎學金 16

急難救助金 16(含進修部1人)

慈中獎勵金 38

國際學生助學金

成績優秀新生入學獎助學金(新)

105-2學期：35位
106學年度新訂

106-1學期：60位

慈濟基金會提供臺灣教育志業學生就學獎助

105-2學期

一般獎助生：52位
二技獎助生：87位

106-1學期

一般獎助生：87位
二技獎助生：75位

臺南慈濟高中

清寒獎助學金 20

急難救助金 1

學生學業優良獎學金 234 

【註】

一、接受慈濟大學「低收入戶免住宿費」補助的學生須參與志工服務三十小時，若為應屆畢業生，則須參與

志工服務十五小時。

二、「慈濟公費獎助」自2013年起改稱「慈濟基金會提供臺灣教育志業學生就學獎助」，含括「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所屬教育志業體學生就學獎助辦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

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慈濟技術學院二技日間部護理專班學生就學獎助辦法」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

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慈濟技術學院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學生就學獎助辦法」。

三、接受慈濟科技大學「低收入戶免住宿費」補助的學生須參與宿舍服務學習十小時，於學期結束前完成時

數方可退費；105-1學期尚未結束，故同學尚未繳交宿舍服務學習單。

四、績優獎學金審查前一學期，已入帳學期為計算原則；新生績優第一學期同步領取。

學年度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上學期 54 110 168 214 263 207 182 160 169 165 204
下學期 54 109 166 214 263 218 175 158 162 159 189
合計 108 219 334 428 526 425 357 318 331 324 393

學年度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上學期 227 237 256 258 297 315 378 403 453 473 490
下學期 222 238 249 246 279 307 349 393 464 461 -
合計 449 475 505 504 576 622 727 796 917 943 490

慈濟科技大學85-106學年度原住民獎助生人數統計

歷年慈濟科技大學原住民獎助生獎助人次統計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慈濟科技大學 

◆  慈濟科技大學自八十五學年度起，五專部護理科設立「原住民專班」，

獎助原住民學子學雜費用，截至一○六學年度上學期，總計嘉惠10,75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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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大學學生國家證照考試通過人數表

類別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本校通過率 全國通過率

醫師(一)

106年 第二次
54 40 74.07% 56.45%

醫師(二)
106年 第二次

48 47 97.92% 95.56%

中醫師一 40 39 97.50% 81.04%

中醫師二 44 44 100.00% 97.62%

醫事檢驗師 43 17 39.53% 24.93%

護理師 53 50 94.34% 50.37%

物理治療師 37 18 48.65% 11.75%

中等教師 25 21 84% 54.58%

保母人員技術士 25 23 92% 無全國通過率

社工師
106年第二次

25 16 64.00% 21.24%

                   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國家證照考試通過人數表 

學制系科 證照名稱 報考人數 通過人數 本校通過率
全國

通過率

五專護理科 護理師 199 153 76.88% 50.34%

四技放射技術系 醫事放射師 13 11 84.6% 38.56%

2017年慈濟大學、科技大學各項證照考試及格率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

                 慈濟大學

 類別 博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班 大學日間部 合計

醫學院 16 49 0 300 365

生命科學院 0 15 0 68 83

人文社會學院 0 15 0 155 170

教育傳播學院 0 4 4 76 84

合計 16 83 4 599 702

                      慈濟科技大學

 科系所名稱 畢業班級數 畢業人數

護理科（五專日） 5 232

護理系（二技日） 3 132

護理系（二技進修部） 1 51

進修學院-護理系（二技） 1 21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2 7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 28

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 1 14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1 31

醫務管理系 2 78

合計 17 657

                  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臺南慈濟高級中學

 學制  畢業人數 學制 畢業人數

高中部 172 高中部 113

國中部 175 國中部 240

小學部 73 小學部 144

 合計 420 總計 497

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105學年度畢業生人數
▎填報基準：2017/12/31　▎資料來源：教育志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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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慈濟臺灣教育功能團隊志工人數統計

名稱 單位 志工人數 備註

兒童親子成長班 97班 4,991 每班平均約51人
青少年成長班 38班 1,939 每班平均約51人
慈籃 17班 560 每班平均約36人

慈青 128所 852

1.以慈青幹部人數計算(含無慈

青制服)
2.因有部分學校無法調查到幹

部人數，故以均值計算。

慈青慈懿 12合心 640 一所學校平均5位慈青慈懿關心

大愛媽媽成長班 49班 1,071 臺北500+其他571

 教聯會 15合心 3,900
委員慈誠教師：410
受證教師：1,803
會員教師：1,533

合計 356 13,953

2017年慈濟臺灣教育功能團隊活動資料統計

名稱 辦理場次 動員志工人次 互動人次 備註

兒童親子成長班例行活動 1,940 99,800 41,070

青少年成長班暨慈籃例行活動 1,440 63,980 85,835

慈青社例行活動 768 1,280 7,680

大愛媽媽成長班例行活動 92,564 203,748 2,784,760

教聯會例行活動 59 1,232 4,153

社區營隊 26 1,958 2,259 此為人數

本會營隊 20 1,609 3,565 此為人數

海外交流 101 4,506 16,627

 合計 96,918 378,113 2,945,949

2017年慈濟教育志業體臺灣各校慈誠懿德志工人數統計

服務對象 慈懿會人數 學生人數
服務比例

慈懿會：學生
備註

 慈濟大學 910
3,304

（不含博士班）
1：3.63

慈誠：197人
懿德：713人

慈濟科技大學 746 2,914 1：3.90
慈誠：145人
懿德：601人

 花蓮慈濟中學 372 1,176 1：3.16
慈誠：76人
懿德：296人

 臺南慈濟中學 194 1,241 1：6.39
慈誠：31人
懿德：163人

 總計 2,222 8,635 1：3.89
慈誠449人
懿德1,773人

2017年慈濟基金會臺灣教育功能團隊

志工統計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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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慈濟基金會臺灣地區紙類回收換算圖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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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自1995年至2017年，紙類回收總重量1,362,356,179公斤，

相當於挽救27,247,123棵20年生的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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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香港

馬來西亞
汶萊

越南
泰國

澳洲

菲律賓

紐西蘭

印尼南非

加拿大

美國

智利

新加坡

中國大陸

2017年慈濟全球環保志工人數暨環保站／點數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亞洲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臺灣 286 8,626 88,254

大陸 38 216 1,300 

馬來西亞 160 980 12,764 

印尼 22 ─ 300 

菲律賓 4 294 32 

香港 2 10 300 

泰國 1 2 30 

新加坡 1 39 1,060 

汶萊 1 ─ 10 

越南 ─ 5 61 

合計 515 10,172 104,111 

美洲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美國 39 22 496 

加拿大 ─ 20 800 

智利 1 5 39 
合計 40 47 1,335 

大洋洲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澳洲 3 4 201
紐西蘭 1 1 38
合計 4 5 239

非洲

國家地區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環保志工人數

南非 2 43 614
合計 2 43 614

◆  截至2017年底

全球計有16個國家地區，設置561環保站，設置10,267社區環保點，

總計106,299位環保志工投入環保志業，以行動守護地球。

【註】

一、社區環保點：社區中認同慈濟環保理念的人，在慈濟志工的帶動下，在適當地點，定點、定時收集

資源回收物資，再送往慈濟環保站延續物命。

二、環保站：慈濟社區道場之一，為慈濟志工在各社區集中資源回收物的場所，開放給大眾了解慈濟、

了解環保，進而力行做環保。

2017年慈濟環保站／點臺灣分布概況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中部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總 計

苗栗 4 87 91 
臺中 44 699 743 
南投 9 381 390 
彰化 24 358 382 

南部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總 計

雲林 7 250 257 
嘉義 17 598 615 
臺南 28 872 900 
高雄 38 1387 1,425 
屏東 21 739 760 

東部 環保站 社區環保點 總 計

宜蘭 8 133 141 
花蓮 4 297 301 
臺東 3 250 253 

【註】

一、社區環保點：社區中認同慈濟環保理念的人，在慈濟志工的帶動下，在適當的地點，定點、定時

收集資源回收物資，再送往慈濟環保站延續物命。

二、環保站：慈濟社區道場之一，為慈濟志工在各社區集中資源回收物的場所，開放給大眾了解慈

濟、了解環保，進而力行環保。

三、臺北、新北、基隆、金門等四地因慈濟社區運作模式，統計採合併計算，無各別數據。

◆  2017年慈濟於臺灣設有環保站共286處，社區環保點共8,626處，

總計8,912處。

北部
環保站
（註一）

社區環保點
（註二）

總 計

臺北

38 2,077 2,115
（註三） 

新北

基隆

金門

澎湖 1 16 17 
桃園 26 284 310 
新竹 14 198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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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慈濟環保志工臺灣分布概況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北部 總人數

臺北

36,882 
新北

基隆

金門

澎湖 199

桃園 5,473

新竹 4,766

南部 總人數

雲林 921

嘉義 2,199

臺南 5,617

高雄 11,101

屏東 3,627

花東區 總人數

宜蘭 2,639

花蓮 507

臺東 460

中部 總人數

苗栗 565

臺中 7,733

南投 1,527

彰化 4,038

◆  2017年臺灣慈濟環保志工合計88,254人。

【註】

臺北、新北、基隆、金門等四地因慈濟社區運作模式，統計採合併計算，無各別數據。

2017年慈濟臺灣各類資源回收總重量
▎統計時間：2017/12/31止　▎資料來源：宗教處

【註】

光碟、手機、平板、電腦、日光燈管等皆屬其它類。

銅類總重量 鋁箔包總重量 白鐵總重量

88,242,542 40,924,5615,090,707

6,882,949 972,8808,682,296

776,599 5,045,788 12,541,179

279,849 273,3171,871,792

476,7474,196,612 227,266

其它（註）塑膠袋總重量 電池總重量

回收總重量
（公斤） 寶特瓶總重量 紙類總重量

塑膠總重量 鐵類總重量 鋁類總重量

廢五金總重量 舊衣物總重量 玻璃瓶類總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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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慈濟人分布國家地區概況

亞洲（20個國家地區、448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臺灣 160 新加坡 11

中國大陸 36 菲律賓 10

香港 4 馬來西亞 169

日本 2 約旦 1

泰國 3 土耳其 1

印尼 38 斯里蘭卡 2

越南 4 緬甸 1

汶萊 1 柬埔寨 1

以色列 1 韓國 1

印度 1 尼泊爾 1

歐洲（10個國家地區、13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英國 2 瑞典 1

德國 3 義大利 1

奧地利 1 挪威 1

法國 1 波士尼亞 1

荷蘭 1 塞爾維亞 1

▎全球慈濟人分布總計57個國家地區，共643點。

▎資料來源：宗教處

美洲（17個國家地區、154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美國 116 荷屬聖馬丁 1

加拿大 20 哥斯大黎加 1

墨西哥 1 宏都拉斯 1

巴西 2 玻利維亞 1

阿根廷 1 海地 1

巴拉圭 2 智利 2

多明尼加 1 委內瑞拉 1

瓜地馬拉 1 厄瓜多 1

薩爾瓦多 1

非洲（8個國家地區、17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南非 10 辛巴威 1

賴索托 1 波札那 1

莫三比克 1 獅子山共和國 1

史瓦濟蘭 1 納米比亞 1

大洋洲（2個國家地區、11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國家地區 分布點

澳洲 9 紐西蘭 2

           
           
 
【註】

2017年減少國家愛爾蘭，新增國家波士尼亞、塞爾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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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縣市） 委員人數 慈誠人數

花蓮 1,588 784

臺東 276 104

屏東 1,411 519

高雄 7,836 3,790

臺南 3,543 1,877

雲林 981 427

嘉義 1,102 632

南投 907 409

彰化 2,055 1,334

臺中 6,988 4,028

苗栗 758 345

桃園 2,640 1,671

新竹 1,249 749

臺北（含新北巿） 19,248 11,330

基隆 809 330

宜蘭 853 407

澎湖 98 29

臺灣小計 52,342 28,765

海外 委員人數 慈誠人數

澳洲 274 101

紐西蘭 69 28

美國 2,646 1058

加拿大 371 177

巴西 37 11

阿根廷 52 9

巴拉圭 36 8

多明尼加 16 6

瓜地馬拉 7 0

薩爾瓦多 0 1

荷屬聖馬丁 3 2

宏都拉斯 13 1

歷年慈濟委員、慈誠人數累計表
▎44個國家地區的委員、慈誠人數，計96,251人。

（委員63,326人、慈誠32,925人） 

▎資料來源：總務處製卡中心（2018.02.23）

智利 11 4

墨西哥 3 1

委內瑞拉 1 0

南非 268 40

賴索托 7 1

辛巴威 20 2

海地 10 5

莫三比克 10 2

英國 40 5

奧地利 2 0

德國 23 6

荷蘭 6 0

法國 24 5

瑞典 1 0

挪威 1 1

義大利 2 0

日本 140 31

泰國 205 67

馬來西亞 4,697 1,849

新加坡 524 235

印尼 482 202

菲律賓 417 138

越南 118 34

香港 381 109

約旦 7 5

土耳其 2 0

汶萊 2 1

韓國 2 0

緬甸 44 10

斯里蘭卡 4 4

柬埔寨 6 1

海外小計 10,984 4,160

【註】
一、2017年中國大陸6000位志願者。
二、新增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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