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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令圍爐送熱食
跋山涉水送年菜

台灣
慈善

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重創全球經濟，帶走無數寶貴性命。
儘管年底疫苗問市，各國疫情仍未見舒緩，英國、南非更
相繼傳出變種病毒案例；美國、德國、日本、南韓等許多
國家確診人數節節攀升。2021年初，衛福部桃園醫院在農
曆春節前夕爆發醫護群聚感染，近5000人遭到隔離，國內
人心惶惶。

台灣爆發史上最大規模疫情隔離事件，正是所有慈善機構
辦理慈善歲末圍爐時刻。慈濟基金會自1969年第一次冬令
發放開始，每年都會在「新年頭、舊年尾」邀請關懷戶一
起圍爐，不論時代變遷科技如何發達，從沒改變過。今年
為防堵疫情擴散，同時讓持續52年的寒冬送暖不中斷，首
次停辦邀請全台長期扶助關懷的照顧家庭與獨居長者齊聚
各地會所圍爐，改由社工搭配志工親手將物資卡、熱騰騰
的年菜與冬令物資送到每位照顧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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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寒冬送愛心年菜活動
共計21,788戶次(57956人次）受惠
志工動員84,954人次

關懷國內社區災害意外事件
共計43件
動員志工逾353人次
關懷69戶次
應急慰問金4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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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慈濟基金會慈善發展處(
簡稱慈發處) 2021年1月至2月底統計

國內慈善重點成果數據



慈濟逐戶按門鈴
親送物資卡及年菜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高雄社服
組為讓高雄地區的弱勢族群
能感受到溫馨圍爐氣氛，往
年農曆年前在高雄靜思堂舉
辦「冬令發放圍爐」活動，
今年初因COVID-19疫情升
溫，改採年菜送到府方式。

11名社工與逾千名志工人次
從1月中旬開始挨家逐戶親
送物資卡，爾後結合素食餐
廳同心協力持續將年菜送到
每個家庭。每年都參加圍爐
餐會的王媽媽說，她照顧兒
子十多年，兒子長期裝氣切
管沒辦法吃，卻每年都參加
圍爐，今年不辦圍爐難免失
望，還好社工特地安排「慈
濟按門鈴 年菜送到府」活
動，讓她和兒子都能感受到
年節的溫馨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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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慈濟基金會高雄分會
冬令發放圍爐活動

物資卡發放
逐戶發放戶次 1,375
志工動員人次 4,125

年菜送到家
送年菜戶次 1,282
志工動員人次 6,410

慈濟基金會慈發處南部社福室高雄社服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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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食年菜 偏鄉傳遞愛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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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底，慈濟高雄分
會社工與志工72人，分成17
條路線，走進高雄偏鄉，為
弱勢家庭及獨居長輩們奉上
「好運素素來．吉祥團圓宴
開運年菜」，逐戶親送二百
多份蔬食年菜，減輕偏鄉弱
勢家庭準備年菜的負擔。

志工對獨居在六龜的長者來
說，如同家中晚輩般親切，
每個月一次的關懷，話語間
不只分享彼此的生活，長者
們也會打開心門和志工細數
自己從前的過往。五年前，
承擔六龜關懷的志工陳飛龍
師兄提及，「我們除了關心
長者健康以外，也會跟他們
分享上人的靜思語還有竹筒
歲月的起源，希望可以啟發
他們心中的善念。」

高齡93歲的郭阿公，聽完竹
筒歲月的意義後，每天都將
剩餘的零錢小心翼翼地投入
竹筒中，再委託慈濟志工協
助全數捐出，有人問阿公，



明明他自己生活都已如此不易，為什麼還要這樣做？他僅擺
擺手回答：「慈濟都在幫助我，我也想幫助別人，有很多人
不好過，我只要還可以生活就足夠了！」小小的竹筒裡，匯
聚著長者們無限的智慧與愛心。

郭阿公一生未娶，膝下無子，平時仰賴姪兒及社工處理三餐
，已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體驗家族團聚。1月正逢阿公的生日，
志工們除了送上冬令物資，還帶著可愛的壽桃玩偶為阿公祝
壽。「祝福你！無量壽福！」圍成一圈，大家和樂融融拍著
手合唱《無量壽福》和《生日快樂》歌，滿心祝福，希望向
長者們傳達「我們就是您的家人，慈濟會一直陪伴您！」心
意，如暖陽般關懷之情，瞬間好似融化數月冬季的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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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堂走春 疫中添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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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農曆春節因疫情衝擊，許多活動停辦或採
實名制，慈濟基金會高雄分會為迎接金牛報喜
，志工發揮巧思將靜思堂裡裡外外布置，營造
年節氣氛。大愛廣場設置懷舊老街區，萬佛廳
外迎賓好話愛心鑼、靜思紅包區，竹筒列一旁
，讓有心人請回植福田，還有一個大竹筒讓民
眾投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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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靜思堂走春 法喜滿滿

陳冠廷每年都有回來靜思堂
走春，今年不免俗，與父母
來高雄靜思堂走春，來到咖
啡區，孝順的他先請母親品
嚐風味香醇的咖啡。

紅紅的一片牆，掛滿靜思紅
包，王素玉跟鄰居來走春，
很高興抽紅包，並領了竹筒
回去種福田，紅包有內巧克
力、跟靜思語。

一群慈濟志工在高雄靜思堂
和敬廳，於新春時間不忘為
疫情付出一份心力，緣起「
部桃醫院」要求慈濟給一萬

因應防疫措施，所有進入高
雄靜思堂人員採實名制，活
動不對外供食，不聚眾，也
不拒絕來走春。萬佛廳中祈
福心燈，科技放天燈，初一
到初三國議廳法華拜讓心沉
澱祈福。志玄文教設有花道
體驗班、長照手藝品、大愛
廣場環保惜福市場，一排整
修過的腳踏車整齊排列，等
待新主人牽回家。

各站體驗 新年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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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防護罩，慈濟志工陳幼卿說
：「一批物料裁下來約一萬二
千，要多備數量以防不良品，
希望這些防護罩能讓醫護人員
平安度過疫情」。

「雙手把花材舉起向天感恩，
感恩佛恩、感恩眾生恩、感恩
師恩」，藉著花材對人感恩，
靜寂之美、田園之美，「志玄
文教靜思花道團隊」柳葉老師
教花藝，讓來走春的民眾體驗
花，跟大家結法緣，扭轉新運
、牛運亨通、犇向幸福。

高雄靜思堂國議廳，舉行三天
拜經、拜懺，會眾溫玉玲體驗
《法華經》一句一拜，她拜經
為祈求疫情消除，大家平安，
眾生離苦得樂。

「環保惜福區」的作品，由長
照技藝班的學員上課作品，捐
出義賣。

會眾蘇百薇捐出爆米花，博愛
和氣團隊設計取諧音「爆平安
，袋平安回家」，爆米花報平
安，把平安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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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音飄盪在大愛廣場，演奏者鄭秀溶說：「疫情期間，希
望樂聲大家心情好，初二回娘家早上會大塞車，避開塞車
尖峰時段，先來靜思堂演奏與大家結善緣，晚上再回嘉義
娘家」。

中壢慈濟志工張唯寗，今天回屏東婆家，娘家在泰國(華僑)
，她一邊看一邊錄影，要把高雄走春情況，帶回中壢跟慈
濟家人人分享，她說：「中壢到現在還沒建靜思堂，今天
看到高雄靜思堂，應用科技祈福心燈(點心燈、放天燈)等…
很羨慕」，高雄慈濟志工祝福她「有願就有力」。

懷舊布袋戲區，慈濟志工李其雄用流利台語說：「…佛法
演譯妙無窮… 上人傳承菩薩道，生生也享不盡，志心發願
效聖賢」〜李其雄應用布袋戲說好話、講環保、推素食。



慈善講堂

我的價值~由我來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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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維從小行動不便，生活起
居全靠奶奶一手打理，原本
還勉強能坐與自行進食，隨
著肌肉逐漸僵硬、脊椎側彎
日益嚴重、內臟受到擠壓，
簡單的呼吸卻由不得他隨心
所欲，求生意志讓他忍受所
有的病痛，轉化為求知若渴
，旁人被他的堅毅所感動，
他卻感恩生命中每一位幫助
的貴人。

從基因缺陷，創造超凡的生
命價值與精彩，陳景維用自
身的生命歷程，帶領聽眾體
驗「人生之路」，省思與重
新找回屬於自己的生命定位
。他期盼自己能學習證嚴法
師，透過行動回饋社會；跟
慈濟人一樣，走在愛無限的
道路上，相信成功影響一個
人，社會就多一分幸福。

21歲的慈濟居家關懷戶陳景
維出生後被診斷罹患罕見疾
病「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從小在隔代教養環境下成長
，他卻沒有因為身體缺陷與
父母離異自艾自哀，反而奮
發求學，考取多項技能證照
。樂觀又貼心的他，延展生
命廣度與深度，將無常化為
無限，激勵許多人，2020年
獲頒慈濟新芽獎學金，同年
並榮獲頒總統教育獎。

「大家好，我是陳景維，我
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這
是真的，因為我是脊髓性肌
肉萎縮症患者」。就讀蘭陽
技術學院數位行銷系的陳景
維，3月16日受邀前往花蓮靜
思精舍分享，開場的自我介
紹，簡扼道出罕見疾病患者
的心聲，是他用21年生命搏
鬥的豁達。

陳景維用有限生命與無常賽跑



感恩的力量

人生會痛苦是因為離開了感恩，當你愈感恩
的時候，會有愈多的事情值得你感恩，更棒
的是你也找到了開啟真理的鑰匙。原來促進
彼此了解的萬能鑰匙始終在我們自己身上，
而且要往內、不是往外打開。

生命的力量

時間不能重新來過，重新面對你的未來人生
，你將要如何下定決心、全力以赴，把我們
的天賦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把每一天當作
最後一天，實踐生命目標，直到走的時候，
人生不再有任何遺憾！

愛的力量

「愛」讓我們充滿自信「無所懼怕，也讓我
們發揮無窮潛藏大能力，找到生命源頭那份
源源不斷愛的力量，透過職業的具體實踐，
幫助更多有能力而且需要被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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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慈善
合作共善

自2019年9月4日與苗栗縣政府就防備
災教育推動簽署合作備忘錄後，2020
年1月至2021年3月底，全台22個縣市
政府中，6都10縣2市與慈濟合作共善
。與此同時，另與中央部會及機構等簽
約，公私攜手守護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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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 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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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長陳其邁感謝慈濟基金會以「慈善
關懷」、「防災教育」、「生態環保」、
「公益人文」等面向與高雄市府共同守護
高雄市民，肯定慈濟投入各領域，在任何
的災害現場皆能看見慈濟人的身影，展現
出胸懷世界的力量。合作備忘錄簽署只是
一個起點，高市府將更有效率的與慈濟基
金會合作，提供市民最好的照顧及協助，
共同努力讓社會更溫暖、讓台灣更美好。



1月19日 海巡署中部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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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分署長張忠龍、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代表簽訂，雙方就
災害救助、社會救助、環保生態、人文美善
、地方創生等合作，未來以社區、居家、校
園防災與人才培育等強災防教育，打造共善
願景。此外，慈濟致贈200條環保毛毯，海巡
署中部分署則剪輯播放與慈濟共善活動影片
，包括淨灘、淨海、響應骨髓幹細胞驗血建
檔、「每週一素」為疫情祈福與向志工學習
素食烹煮等。



3月9日 奉茶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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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處慈濟據點
加入奉茶據點

歡迎來啉茶！

力推環保減塑的慈濟
基金會，全台43處慈
濟據點納入「奉茶行
動」奉茶站，民眾可
在App的「飲水地圖
」找到並方便補水，
打造「我裝水、我驕
傲」文化及環境。



循環經濟創業生態系社群創辦人黃暐程談及，創造「
奉茶行動」App，源於2018年和環保志工到新北市金
山海邊淨灘，志工們自備環保水瓶或購買瓶裝礦泉水
，但是水喝完了，卻找不到地方可以補水，因此開始
思考解決方法，2019年開發出「奉茶行動」App，隔
年3月剛上路就集結2000多個奉茶站。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表示，2020年底舉辦第4屆
青年公益實踐計畫時，社會企業循環經濟創業生態系
社群推出的「奉茶行動」App是入選團隊之一，慈濟
針對入選團隊提供1年100萬元獎金協助推動新創產業
及概念。

黃暐程介紹「奉茶行動」App整合政府部門、大型企
業、地方商圈等「供水者」，截至今年3月全台已累計
超過7000個「奉茶站」納入飲水地圖，將近10萬人次
下載，期盼藉由結合台灣傳統的奉茶文化與精神，串
起最美的人情味風景，促進擴散環保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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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來奉茶 串起古早人情味



3月10日 台灣自來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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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公司與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在台中市台灣自來水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由台水公司副總經理李嘉榮與慈濟基金
會執行長顏博文代表簽署，就海內外災害
救助與人道援助過程需要的水處理技術教
育訓練、技術諮詢與指導等公眾利益事項
，整合雙方資源，共盡地球村公民責任。



3月30日 外交部僑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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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與慈濟基金會合作備忘錄簽署
內容包括：結合雙方國內外各據點相關網
絡及資源，當僑民於海外遭遇急難事件時
，提供適當協助，後續將就海外僑界急難
救助相關議題，進行相互合作交流及資源
互相分享。

慈濟基金會同時捐贈僑委會「新冠病毒大
解密」兒童繪本中文版2000冊、英文版
1000冊，提供海外僑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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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善用每一位捐款人捐
助的國際慈善善款，評估海外各
國聯絡處回報當地需求評估，提
供 不 同 紓 困 與 援 助 ， 讓 「
Taiwan can help，Tzuchi can
help」的愛心持續環繞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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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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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去年12月爆發第二波疫情，政
府規定禁止大規模人群聚集，慈濟
泰國分會生活包發放因而被延遲。
眼見一些民眾工作收入都減少，生
活恐面臨困難甚至斷炊，慈濟志工
積極協聯絡政府單位，獲北欖府直
轄縣特帕拉鎮 (Thepharak)政府回
應，可發放但需嚴格遵守防疫規定
，每場發放會眾限制50人，一週只
能進行兩日發放。

亞州

直接

重點

尊重

務實

及時

泰國

大愛繞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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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慈濟志工張惠珍分享，
為符合發放場次人數限定要
求，調整先前由民眾自己一
一領取生活物品，改為志工
先在泰國靜思堂打包物資包
方式，在將生活包載往發放
現場進行布置與消毒清理。

2月3至4日，首次在特帕拉鎮
公所進行的生活包發放，公
所派員在發放場地確認發放
過程符合防疫措施規定。公
所秘書組長萌空感恩慈濟的
援助，連續提供三個月的生
活包發放，在新的一年讓民
眾們能夠更安心的度過、維
持日常生活。

領取到慈濟生活包的民眾表
示，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都可使用得到物資，對減輕
目前經濟重擔很有幫助。受
惠者拉邁女士(Lamai)說：雖
然在疫情期間，但看到慈濟
發放現場嚴格遵守防疫措施
，讓她感覺很安心。



南
美
洲

去年COVID-19肆虐
南美洲的厄瓜多，許
多人失去工作，貧困
家庭更面臨缺糧困境
，慈濟聯絡處針對遭
逢疫情波及影響生計
的11680戶家庭進行
紓困糧食發放。

24

厄瓜多



今年2月初再度啟動，慈濟志工帶著大米
及生活物資前往社區，送到弱勢民眾家中
，截至2月17日813戶受惠，紓困方案將
持續，預計嘉惠1500戶。

25



一月底連日大雨，首都亞松森許
多地方受水患影響，住在低窪地
區的民眾更是苦不堪言。亞松森
聯絡處慈濟人楊忍孌師姊及梅莎
夫人帶動當地志工走入社區，關
懷受影響的貧困災民，２月6~7
日兩天共前往四個社區進行糧食
包發放， 156戶家庭受惠。

26

巴拉圭

糧食包發放

２月6~7日
4個社區
156戶受惠



非

洲

近三年，西南印度洋
最強的熱帶氣旋「艾
洛伊斯」，以二級颶
風威力登陸莫三比克
，索法拉省雅瑪郡、
布齊郡受災嚴重

27

莫三比克



莫三比克慈濟人
災後啟動關懷

28

20天發放十二萬五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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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重要紀實
1 月

1/5 與高雄市政府簽署合作備
忘錄，共同打造永續發展健康
宜居的生活環境

1/15 教育部指導、與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主辦「憶兒時:南方
童樂 會」特展，於桃園慈濟八
德靜思堂展出至4月12日

1/18 致贈400條環保毛毯予海
巡署偵防分署，作為救援物資

1/19 與海巡署中分署簽訂合作
備忘錄

1/22 捐贈140組福慧床及毛毯
予臺南市消防局七個大隊，作
為執行救援勤務時休憩使用

1/23 參與屏東縣110年春節送
暖歲末關懷活動

1/27 致贈千份安心祝福禮予衛
福部立桃園醫院醫護同仁

2 月

2/4 關懷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致贈防護面罩、醫療
級手套 等防疫物資及安心
祝福包，提供桃園第一線
執勤人員及居家隔離者

2/6 全臺冬令發放活動因
應疫情取消圍爐，自一月
底起志工逐戶發放慈善物
資卡及冬令物資，關懷約
二萬四千戶家庭

2/6 慈濟大愛幼兒園成立
二十週年，於台南靜思堂
大愛幼兒園辦理『大愛幼
教 跨越二十 ~ 攜手向前
展望未來』系列活動

2/28 與無肉市集合作舉
辦「無肉市集4.0 x公益講
座」活動，27、28日於慈
濟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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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重要紀實
3 月

3/9 與奉茶行動舉行簽約記者會，加入奉茶行動App，
全台43處慈濟據點納入奉茶站

3/9與基隆市政府簽署「合作共善」合作備忘錄

3/10與台灣自來水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3/12臺南市學甲區中洲國小「靜思閱讀書軒」揭牌

3/13與六藝劇團合作，於新竹靜思堂演出親子劇「南
洋奇遇記」3/20

3/15於新北市蘆洲、雙和、三重等靜思堂舉辦聯合開
幕儀式，成立日照中心

3/20與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聯合主辦，於板橋慈濟靜思
堂舉行救援小英雄-慈濟波力親子防災總動員活動；同
日，紙風車劇團環保防災劇「福爾摩沙我的家」在高
雄靜思堂演出

3/21慈濟嘉義聯絡處舉行靜思語人文音樂饗宴



聯合國將2021年訂為「國際果
蔬 年 」 （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以彰顯蔬果在人體營養和食
物安全上扮演的關鍵角色，並號
召全球傾注資源和心力，增進永
續生產，減少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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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
飲食必需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每人每日至少需吃400
克水果和蔬菜，其中，水果放在早餐和午
餐食用，蔬菜以午餐和晚餐為主，比較符
合人體健康飲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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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富含豐富纖維質、礦物質與維生素，尤以對兒
童生長發育及其重要，包含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及
英國衛生單位研究顯示，蔬果攝取不足造成疾病問
題或過早死亡，建議每天攝取三份蔬菜與兩份水果
，可以降低12%心血管疾病風險、10%癌症風險、
35%呼吸道相關疾病、壽命相對言13%。

台灣茹素人口占總人口數13%，素食人口僅次於印
度，位居全球第二。早期素食者以宗教信仰居多，
但近年來，糧食安全與危機、健康養生、環保永續
概念在媒體推波助瀾下，吹起「無肉蔬食」風潮，
除死忠的素食者推崇並堅守飲食原則外，越來越多
年輕人在尊重生命、環境保護與養生健康等議題推
動下，願意嘗試吃素，進而成為素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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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一家多元社會企業Green Monday集團為延緩
地球暖化、解決糧食危機、公共健康及動物福利問題，
在當年世界地球日提出每周週一天素食，藉由簡單易行
的創新方案，提升低碳飲食生活意識，期達持續全球未
來糧食系統。這項運動從香港發起，8年來，香港超過
250萬人加入Green Monday行動，素食人口提升至34%
，擴展到全球30多個地區，包括英國、泰國、台灣。

事實上，台灣早在2009年初就已推動一周無肉日。雲林
縣政府率先鼓勵全縣國中小學每週或每月至少一至二天
營養午餐以素代葷；台南市政府同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
推動低碳健康營養午餐；民間人士更在921發起「周一無
肉日」並打造平台，預計兩年內運用各方力量，從台灣
串聯其他重要國家一同加入愛地球的環保運動。

週
一
不
吃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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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致力倡議環境
永續與尊重生命，長期推
廣素食利益眾生與友善環
境。「推素」，不是免費
吃一頓，而是期盼透過一
個蔬食餐盒，帶動更多人
啟發善念，共同護生與重
視自身體內環保和健康養
生，從一餐素到日日蔬食

吃
播

用
肚
子
翻
滾
素
的
花
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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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一人邀請一位非素者
參與活動，15家蔬食餐飲業
者熱情響應，3月22日下午在
花蓮市藍天麗池飯店舉辦首
場無痕零廢棄的純素飲食饗
宴，逾180人將線上直播轉為
口碑體驗的線下活動。

2020年3月，一群慈濟青年
以自媒體平台，建立「吃播
—用肚子翻滾素的花蓮」直
播頻道，創新想法突破同溫
層，結合素食餐飲業者共同
推素，透過社群接地氣，展
現年輕好「菜」正向能量。

「吃播—用肚子翻滾素的花
蓮」用吃走遍花蓮各蔬食餐
廳與商家，走進慈濟家庭實
境看介紹素食家常菜，走過
一個年頭，直播貼文觸及五
十二個國家，社群點觸及近
一百五十萬人次，影片總觀
看超過五十五萬人次。

團隊為慶祝一百集直播，精
心策劃「好想和你在一起 V
can do it」活動，成員們跨
出舒適圈與突破素食同溫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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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食，不僅是料理，更是
生活哲學，變成一種潮流
、一種生活態度與表現個
人意識的媒介，成為主流
趨勢只是時間的問題

無
肉
市
集

跨

界

打

造

4.0

高
品
質
環
保
蔬
食



慈濟基金會素食推廣導入新思維，從吃素延伸出的環境
永續意識，跨界結合與吃相關議題，228連假，與「無
肉市集」合作，在慈濟大學舉辦為期兩天的「無肉市集
4.0」活動，集結35家台灣最強素食及環保生活品牌，
全程不提供動物性成分產品，民眾自備環保餐具，以裸
賣裸買方式享受逛無痕市集。活動同時規劃環保教育宣
導、三場環保及友善生命相關講座、市集野餐區不插電
音樂表演，傳達對地球環境與永續生活的意念。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辦公室高專邱國氣說，希望帶動年輕
人共同推素，發現有一群年輕人有愛心、有理念。「無
肉市集4.0」對慈濟與無肉市集都是第一次與外部單位
合作模式，當想要去推素，愛護地球，其實真的很多人
都是在做同樣的事情，「讓我們知道，把力量集合起來
，力量就很大。」

38



講座與蔬食料理分享邀請無肉市集創辦人張芷睿暢談成
立初衷與市集運作理念；藝人曾子益談及由葷轉素的過
程，自述吃素心靈比較平靜，比較容易去了解別人，更
願意陪伴別人；Youtuber情侶Hao&Yang分享各地的
蔬食美食地圖。此外，營養師高韻均建議素食者如何透
過食物攝取達到營養需求，提升蛋白質，高營養師推廣
一句 SLOGAN「沒有吃豆，就要喝豆漿。」；
Youtuber野菜鹿鹿則當場示範素食肉百搭料理。

39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表示，結合很多夥伴提倡裸買
裸賣，減少垃圾的產生，另外宣揚素食觀念，是在推動
環保，幾個理念和慈濟非常一致，非常好。無肉市集主
要是推動年輕的族群，也非常符合年輕人的脈動，是可
以有更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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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4/10 花蓮靜思堂健康故事屋啟用
地點：花蓮靜思堂（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3號)
時間：每週六上午十時

4/10 如果劇團兒童劇《神奇溫泉水》《誰來幫幫忙》
地點：花蓮靜思堂（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3號)
時間：下午兩時~三時三十分

4/11 紙風車劇團環保防災劇「福爾摩沙我的家」
地點：雲林聯絡處（雲林縣斗南鎮新生二路178號)
時間：下午兩時~三時三十分

4/17 救援小英雄-慈濟波力親子防災總動員活動
地點：桃園中壢園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701號)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正午十二時三十分

4/18救援小英雄-慈濟波力親子防災總動員活動
地點：台南善化園區 (台南市善化區346號)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正午十二時三十分

4/24救援小英雄-慈濟波力親子防災總動員活動
地點：苗栗園區 (苗栗市中華路243號)
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正午十二時三十分

5/30 六藝劇團「南洋奇遇記」
地點：台中清水靜思堂 (台中市清水區五權路267號)
時間：下午二時~下午三時三十分

6/19 【Fun大視野想向未來】第四屆Demo Day發表會
地點：慈濟東區會所（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27號）
時間：下午十三時~下午十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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