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NT抵台，送給百
萬學子最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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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台積電、鴻海永齡基金會
共同採購捐贈1500萬劑德國BNT疫苗，
首批93萬劑BNT疫苗，
9月2日上午7點抵達台灣



長張淑芬(同時代表鴻海永齡基金會創辦人郭台銘)等人共同
在桃園機場接機，見證歷史性時刻。

疫苗經後續檢驗與審查合格、核發封緘放行，BNT校園接種
9月22日由雙北市、桃園市、苗栗縣與台南市率先開打，全
台225萬12至22歲年輕族群納為優先施打對象，成為學生們
重返校園最好的開學禮物，其他縣市各級學校接續開打。此
外，隨著疫苗穩定陸續到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將65
歲以上，以及第九類40歲以上民眾納入優先施打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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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 BNT抵台，由衛福部長陳時中、疾管署長周志浩、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

截至9月底，BNT疫苗抵台數據

9/2   93萬劑
9/9   91萬劑
9/30 客製化標籤54萬劑



顏博文執行長表示，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BNT疫苗順利抵達
台灣，感謝政府各級單位的協
助、台積電與鴻海永齡基金會
兩位可敬夥伴堅忍不拔的努力
、BNT暨復星醫藥慷慨促成提
前交貨，以及各界努力與許多
企業領袖、慈濟會員、四方大
德的愛心支持，共同參與保護
台灣民眾生命健康安全的疫苗
捐購，讓全台學子們有機會盡
快接種疫苗，藉此表達誠摯的
感恩之意，祈福台灣早日脫離
疫情，恢復正常平安的生活。

據內政部人口統計指出，截至
今年6月底止，12至18歲青少
年人口數約為140萬人，其中，
國、高中生約125萬人；中央疫
情指揮中心另表示，有資格施
打第一劑BNT疫苗的18至22歲
年輕人約8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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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很不一樣，因
為新冠肺炎，全台各級
學生從5月19日開始停止
到校上課，所有正規課
程全部以線上教學進行
，「史上最長暑假」在9
月1日開學畫下句點

青
年
伴
學
趣

青年線上伴學，減緩學習落差



放假，長達將近四個
月的居家狀態，讓原
本處於條件弱勢的學
童們，成為「暑期學
習 落 差 Summer
Learning Loss」嚴重
衝擊與影響甚鉅的族
群。

計畫自7月5日啟動至8
月28日暑假期間，針
對國小四年級到六年
級、國中一到高中三
年級學生。公開徵求
大學生參與資訊一發
布，湧入高達9百位大
學生參與面試，最後
錄取708人，線上陪伴
全台2200名弱勢家庭
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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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為弱勢家庭學生推動
「青年線上伴學趣」計畫，慈濟
國際青年會（TIYA）與PaGamO
線上教育平台、成功大學前沿量
子科技中心、慈濟大學等合作，
號召有使命感和愛心的優質大專
青年以工讀或志工方式，透過線
上系統提供弱勢學童暑期線上伴
學，讓孩子們在疫情下的學習歷
程不中斷、不孤單又有溫馨感，
保持學習溫度，減緩學習落差。

負責「青年線上伴學趣」專案的
陳思擔指出，因疫情停課與暑期



「青年線上伴學趣！」以小組共伴方式，進行每週一至三次
的線上伴學課程，拉近與學童的互動距離。另外，線上教育
平台讓大學伴與小學伴在安全防疫情況下，各自定點、同時
定時方式進行。線上教材則以線上教育平台（PaGamO）等
為主，搭配每週主題的人文素養類課程安排，內容包含防疫
、環保、防災與感恩孝親，以及學科和跨領域等素養教育內
容。

計畫具體執行成果非常好，各方敲碗希望開學後持續，執行
團隊遂於開學前進行大專學伴招募，努力就課程內容與實際
需求，持續以最符合具體成效的目標精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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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關懷弱勢學子
的學習，疫情期間停課不
停學，特別針對弱勢家庭
學子提供全新筆電，作為
線上學習重要工具，安心
進行線上學習

我
有
新
筆
電
可
以
上
課
了

安
心
助
學

連
線
希
望



單親的林女士獨自扶養暑假
後升小學五年級的兒子，同
時照料患有肺部纖維化且有
失智等級的父親，以及長期
臥床的母親。停課期間，志
工問林女士，兒子有沒有連
線上課？「有，不過沒有電
腦，經濟上也不允許，一直
用手機真的也很不方便」。

其實她不想讓兒子因為沒有
電腦，跟不上學習的腳步，
曾嘗試給兒子買電腦，但詢
價後，都因經濟因素被迫作
罷，即使是二手電腦也買不
起。當志工送來全新筆電時
，她比兒子還要開心。「這
筆電可以說是我的禮物，不
是他的禮物！我好開心！我
好開心！」林女士強忍喜悅
近乎要奪眶的眼淚不斷重複
話語。

志工教導廖小弟操作，確認
筆電運作沒問題，一旁的林
女士提醒兒子「收到禮物了
，要感恩上人和師姑們的愛
心，要好好運用在學習上面
喔！」螢幕美麗圖畫右下角
，是一句靜思語，廖小弟大
聲唸給大家聽「在逆流中要
有毅力，不要隨波逐流、旋
轉而去。」這句靜思語給母
子堅定的生活信念，活出自
信的人生。

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上人
相當關心疫情期間，弱勢家
庭孩子們因為沒有電腦進行
線上學習影響課業，因而促
成與華碩文教基金會合作送
筆電行動。全台各地訪視志
工們不畏雨淋日晒，堅持使
命必達，要將這份上人的關
心與匯聚眾人的愛心，送到
孩子們手上。全新筆電不僅
幫助案家解決經濟困窘，也
給了孩子們一把翻轉人生的
鑰匙，開啟未來希望的大門
，腳步堅定朝未來邁進時更
具競爭力，開闊更寬廣的無
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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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8月初，幾個熱帶氣
旋掠過台灣，西南氣流夾帶
的水氣，僅僅為各地帶來大
小不一雨量。然而，從台灣
海峽穿越、輕輕擦過新竹、
桃園的輕颱「盧碧」，引進
的旺盛西南氣流，為中南部
帶來大規模甚至劇烈豪雨。

主要農業產區的中南部，因
連日豪雨，不少蔬果搶收不
及，農損金額近2億，彰化
以南延伸至屏東等縣市到處
淹水、山區崩塌，高雄桃源
區重要聯外的「明霸克露橋
」遭洪水沖斷，復興、拉芙
蘭與梅山3個部落501人受
困；六龜區24戶家園遭土石
流侵襲。

父親節當日，慈濟志工齊聚
六龜媽祖廟，帶著證嚴上人
的祝福和慰問金，並致送米
、麵與各類應急的民生物品
，前往受災戶家關懷，途中
巧遇勘災的高雄市大家長陳
其邁，市長請求慈濟支援
300箱生活物資，由直升機
空運至災區，協助桃源區受
災民眾。

陳簡阿嬤望著住了逾一甲子
的三合院幾乎被土石全毀，
雙手掩面哭泣，愁容寫滿臉
龐。志工蔡慧玲緊握阿嬤雙
手安撫情緒後，雙手致上慰
問金與生活箱。「阮來給恁
「硩驚」!一切都過去了!平
安吉祥!這一次大家都嚇到了
，免驚!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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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八軍團在災情傳出後，
一百多位國軍弟兄立即投入
救災，協助鄉親清淤泥、搶
修道路。志工送上香積飯、
香積麵、以及麵包飲料慰問
辛勞。慈濟基金會慈發處南
部社會福利室高雄社會服務
組表示，深入災區看見滿目
瘡痍與接觸到受災戶，大家
齊心協助受災民眾清理家園
，有福的人走進苦難及時拔
苦，讓善與愛循環不息。

輕颱盧碧六龜、茂林關懷數據
8/10~8/11
60人次投入六龜區、茂林區關懷慰問
26戶；慰問金發放計53萬元，物資援
助金額57570元。
8/13-8/14
11人次投入桃源區、那瑪夏區關懷慰
問2戶，慰問金發放4萬元。
8/21
8人次投入那瑪夏區關懷慰問1戶，慰
問金發放1萬元。

總計投入79人次，關懷慰問29戶、慰
問金58萬元、物資援助金額57570元
；另台南市龍崎區關懷慰問一戶、慰問
金1萬元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南部社福室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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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1天，吃出健康免疫力
用21天，吃出健康免疫力

美食當前，相信沒幾個人能抵擋誘惑
，但三高(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
5432(50%體重過重；40%高膽固醇
；30%高血壓；20%糖尿病)，加上其
他疾病隱憂，讓人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用21天挑戰三餐飲食，能吃
出營養與健康嗎?2020年4
月，馬來西亞慈濟志工
Eddie(陳成亨)與其他慈濟人
率先發起健康挑戰21天活動
。本身是醫師的他表示，
COVID-19病毒肆虐，想要
擁有強大的免疫力與健康身
體，首要關鍵就是從嘴巴開
始。健康挑戰21天計畫為參
與者連續21天每日三餐以原
形食物進行烹調全植物性飲
食，既沒有魚肉海鮮類、無
蛋奶、無精緻澱粉；沒有加
工食品(如素料、麵條、白
米飯)、無油或少油、無糖
或少糖、少鹽與無味精，藉
由飲食管理三高與體重，找
回健康，最後透過驗血比對
，健康飲食前與後的轉變。

用「吃」養健康的風潮，一
年後從馬來西亞吹到台灣。
台灣健康挑戰21天活動發起
人歐于菁聽完與了解馬來西
亞團隊執行過程與成效後，
帶著一股衝勁與滿腔熱血，
接洽去年合作「疫起蔬醒」
活動的6家餐廳。在說明規
則後，3家因難度太高而婉
拒，留下來三家參與挑戰的
餐廳分別為迪立印度蔬食坊
、五郎時食與這里室，假日
則有妙膳廳冷凍調理包提供
參與者加熱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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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于菁逐一打電話邀人參與
，同時建立團隊，分為關懷
組、飲食品管組、醫療組、
文宣美編組、行政總務組、
活動紀錄組(人文真善美)、
節目活動組與協調組，尋找
願意配合種植無農藥蔬菜的
契作小農，供應給合作餐廳
料理。6月啟動第一梯次，
首梯參與人數90人，參與者
每天自行手做早餐並拍照上
傳群組，中午跟晚上則前往
定點領取餐盒。營養師會依
據參與者上傳照片與餐盒內
容物給予改善建議，團隊每
日製作一則醫學小常識資訊
，並提供其他健康資訊。

多數人拿到第一個餐盒時，
心想份量根本吃不飽，沒想
到卻是飽足感十足。「翻轉
蔬食毫無味道印象」是所有
參與者共同心得，甚至有人
由葷轉素。有人分享第三天
開始排便順暢且精神變好；
有人內分泌失調獲得改善；
有人是三酸甘油酯指數由
1176降為93；有人戒掉吃
零食的習慣，甚至有常年茹
素者體悟烹調的素食營養不
均衡。因親身感受到身體變
化，28人續報第二；45人續
報第三梯次，統計至三個梯
次參與人次361人次，累積
餐數22803餐，尚未開始的
第四、五梯次預約報名人數
更是大爆滿，讓團隊與餐廳
備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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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是一個可以改變人們生活習
慣的數字，期待更多人親身參與後，
願意將全植物飲食融入每日」。歐于
菁與團隊為讓更多人了解均衡健康飲
食進而實際執行，同時減少撞牆摸索
期，彙整所有數據資料，製作成武功
祕笈，期盼全食植物飲食成為全民生
活的夯食尚。

全食植物飲食：以一
個盤子計算，1/2為
蔬菜水果與喝水；
1/4為攝取植物性蛋
白質 (堅果與豆腐、
豆漿等豆類製品 )；
1/4為全穀類(如燕麥
、糙米 )，輔以香料
搭配取代少油少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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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每年辦理「防災總動員—防災校
園大會師」活動，鼓勵各級學校與民眾
重視校園環境安全，以及宣導防災教育
。今年由科技部等13個單位協辦，慈濟
基金會受邀參展，為創展以來第一個參
與的非政府組織單位



，提供防災課程學習、防災互動體驗遊戲與抽獎活動。

「防災總動員暨第8、9屆防災校園大會師」採線上虛擬結合
互動、科技、創意、美感、人文與民俗風情等元素融入防災
教育，發展出多元化線上體驗活動、防災遊戲與學習課程，
宣傳防災教育，帶領師生、家長與民眾透過線上體驗，以及
課程互動學習正確的防災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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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與內政部共同舉辦
「防災總動員暨第8、9屆
防災校園大會師」，原定4
月進行為期兩天實體展，
因疫情延至9月10日-10月
10日以線上展覽方式辦理
，採3D與VR形式呈現，規
劃「防災小學堂Q&A」、
「防災闖關遊戲」與「票
選人氣攤位」3大主場館，
159個攤位包含部會機關、
縣市政府、學校與民間團
體展示防災教育推動成果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災防組
說明，儘管過往沒有線上
展覽經驗，同仁與志工仍
舊發揮無限潛能的爆發力
，捨棄原先已製作的實體
教具，10天內繳交所有作
品，涵蓋各項慈善方案，
如防救災、安心助學、防
疫與蔬食推廣，動畫遊戲
與互動遊戲比原先規劃的
更豐富精彩。



「小小職人學堂」分為醫護志工組、統整志工組與餐住志工
組，以賑災相關職業別，讓小朋友們扮演防救災相關職業角
色，了解其工作內容與背後的影響力；「防災Super King(
避難包)」以面對不同災難時，把握60秒黃金時間，從個人
物品、醫療藥品、維生食物、求生工具與保暖衣物五5大項
選出30項正確防災物品。

「地球發燒了」宛如迷宮小精靈，讓參與者了解氣候變遷對
地球造成哪些影響；「希望樹」讓所有走進展區的參與者寫
下祝福與希望，共同祈求天下無災難；「慈悲科技」介紹慈
濟因應不同災難所研發的救/賑災物品，15項任務挑戰孩子
們防災知識，最後延伸連結與PaGamO合作的「環保防災小
勇士」活動，期盼透過全國性參展機會，讓學齡層的學子們
更加認識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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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重要紀實
7 月

7/1 行政院同意慈濟基金會比照鴻海永齡基金會、台積電模式
，專案辦理採購捐贈疫苗相關事宜

7/5 「青年線上伴學趣」開課，708位大學生線上陪伴全台國
小四年級到六年級、國中一到高中三年級共2200名弱勢家庭學
生學習歷程不中斷

7/9 完成與政府疫苗採購案必要法律文件簽署

7/21 完成BNT疫苗採購簽約

8月

8/6~8/11 輕颱「盧碧」造成南臺灣豪雨成災，高雄山區土
石崩塌、土石流入侵民宅與多處淹水，市長陳其邁請求慈濟支
援300箱生活物資，慈濟人進行災害關懷、慰問金與物資發放

8/12 台灣水泥公司董事長張安平與董事會認同慈濟捐購BNT
疫苗，捐贈慈濟新台幣1億元購買BNT疫苗，提供全民施打

8/14 辦理「覺湛舞台-青年影響力創造營」線上課程，藉由社
會參與，開拓青年學子的視野，關注社會公益，創造青年影響
力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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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重要紀實
8 月

8/16 仁寶公司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與支持慈濟基金會捐助防疫疫
苗，捐贈慈濟基金會新台幣1億元

8/19 鈊象電子公司捐贈慈濟基金會新台幣3千萬元，支持購捐
新冠肺炎防疫疫苗

8/24 富邦集團結合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會、台哥大捐贈
5仟萬元；富邦金捐贈1千萬元，合計捐贈6千萬元，支持慈濟
基金會購捐防疫疫苗

8/31 慈濟基金會和PaGamO推出的環保防災勇士電競PK賽報
名正式起跑

9 月

9/2 慈濟基金會、台積電與鴻海永齡基金會共同採購的BNT疫
苗，首批上午7點抵台，衛福部長陳時中、慈濟基金會執行長
顏博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疾管署長周志浩等
人接機

9/26 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在南投聯絡處舉辦「憶兒時:南方
童樂會」特展至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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