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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夏天，全球籠罩在新冠狀病毒疫情之下，世界各地人心
惶惶，鎖國封城，無論對於個人生活、家庭乃至於國家社會的運
作，都造成莫大的影響！在這一波疫情之下，臺灣和全球的脆弱
及弱勢家庭，更是需要我們關注的對象。所以無論在臺灣或在全
球，慈濟志工都致力支持，與協助弱勢家庭度過這波疫情。	
	
在臺灣，我們持續推動與各縣市的合作共善，提供安心祝福包以
及防疫物資給第一線的防疫團隊。在國際上更與海外分支機搆及
全球慈濟志工，合心協力調集防疫物資，運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包含與國際靈醫會、印度德蕾莎修女協會、國際紅十字會，還有
世界醫師聯盟（M.D.M,	Medecins	Du	Monde）等人道組織合作，
在人道互助的精神之下，提供最需要的防疫物資。	
	
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是全球浴佛節，因疫情之故，我們首次舉辦全
球線上浴佛典禮。在慈濟的發源地-靜思精舍，由證嚴法師的帶領，
常住師父、四大志業體的主管們共同虔誠一念，祈求全天下平安。
並同步將視訊透過電視與網路科技，傳送到全球，藉以安定人心、
凝聚愛心。	
	
今年是世界地球日五十週年，也是慈濟推廣環保三十年，在秋季，
我們將展開一系列的環保三十推廣活動，包含行動環保教育車、
環保三十挑戰賽，以及環保教育特展等等，希望透過環境教育的
推廣，齋戒蔬食時的呼籲，以促進個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地球的環
境永續。	
	
面對全球疫情以及天災與人禍的襲擊，人道援助的腳步並沒有因
此而停歇，反而更堅定我們助人的信心，以及需要社會大眾愛心，
一起努力向前行的勇氣！	
	
疫情未歇，但求秋日靜好。	

前⾔言 



臺灣慈善 
齊心防疫篇	
全球共伴造福行善	

2019至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全球擴散，全球確診

人數超過全台人數，截至	6	月底近	51	萬人往生，對全球經

濟、產業衝擊甚鉅。這波大災疫，我們依然沒有缺席，志工

發揮在地力量，與各國家地區募集防疫物資，投入防疫關懷，

證嚴法師亦呼籲「全球共伴	‧	造福行善」行動，	凝聚眾人

愛心，用慈悲膚慰世間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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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防災環保與生態	
與縣市政府合作共善		

4月-	台北市政府、水利署	

-6月-	新竹縣政府、新北市政府	

我們關注「慈善關懷」、「防災教育」、「環保生態」、	

「公益人文」，主動與各縣市政府接洽，由各縣市政府盤

點缺口後，慈濟團隊整合志業體能量適時給予挹注，簽訂

合作備忘錄，同心守護弱勢家庭、獨居長者，也為社會及

人民營造幸福、永續發展、愛心循環的生活環境，齊心為

打造宜居城市願景而努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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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慈善 



臺灣慈善 
安穩家園美善社區	
帶動互助善循環	
「安穩家園，美善社區」方案，是慈濟基金會2020年的推動方向
之一，簡稱安美專案	，證嚴法師強調，希望透過安美慈善方案，
與當區的村里長共同關心獨居長者、弱勢家庭。	
	
以預防性著眼點逐步推進，村、里結合，經溝通後，為社區長輩
裝置安全扶手、無障礙坡道、止滑措施、照明改善、蹲式馬桶改
成坐式馬桶、浴缸拆除等，同步邀約社區有志一同的青年或志工
一起來做家訪評估，由慈濟修繕團隊進行規劃和施作。讓長者生
活空間改善，居住品質可以更好，讓在地老化、健康老化。	

我們開發的「安穩家園，美善社區-居家安全改善系統」全台正式

上線，運用E化達到及時、便捷的優勢，結合家訪及修繕會勘同

時進行，藉網路E化紀錄，運用LINE內建功能，以簡化問卷模式，

讓志工訪視過程中，可逐一檢視和填寫，達到無紙化，即時填寫

回傳，廠商即可回報會勘資料提供報價清冊，基金會與志工能無

縫接軌掌握家訪與修繕會勘情形，數據分析讓作業標準與專案化。	

9



				以工代賑	共善翻新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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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獨居長者陳爺爺是慈濟
陪伴將近五年的照顧戶，居
住將近七十年的房子，堆置
許多雜物，陳爺爺對外求助，
2019年慈濟志工接續關懷。	

慈濟與台南市府針對長者或弱勢者，改善居家環境的安全設備。
志工經兩個多月的溝通協調，針對每個個案住處，量身打造，
邀請水電師傅專業施作，讓長輩感動落淚！	
	

陳老先生說：「太好了，給我防滑扶手，我沒有錢，心裡面很
感動。」	
	

水電師傅李先生也開心地說：「有這個機會可以讓我直接來參
與這些公益活動，對社區的照顧，相當地有幫助。」	與志工
合作，讓這位長年來都是慈濟會員的師傅，感受到真誠助人，
心中的滿足更勝付出！	

				與台南市府合作	為弱勢打造樂居環境		

看到陳爺爺的需求，想給他一個安穩、舒適的家，協助提報
修繕計畫，我們也特地邀請同是慈濟照顧的家人，用以工代
賑的方式幫忙清理，自助助人。	



•  數據包括慈濟長期關懷的弱勢家庭住處環境改善	290件及
「鄰里互助安心扶老-長者居家安全改善」專案。	

•  長者居家安全改善重點項目：安全扶手、無障礙坡道、照
明改善、坐式馬桶、浴缸拆除、地面止滑：�
全臺共提報137戶，志工家訪127戶，最後協助	96戶居家安
全改善施作。	

11



12



臺灣慈善 
弱勢家庭及時紓困	
愛與關懷一直都在	

疫情初起，慈濟全臺五萬多戶弱勢家庭先後接到志工電話，如老

友般寒暄問候，關心家庭生計是否受到影響？	
	

在志工電訪、家訪逐一關懷，為經濟衝擊下及時伸出援手，以期

讓許多因收入銳減、工作受影響及生活困難之家庭，能夠安然度

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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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新北市的顏女士原本是行政工作

的外包人員，2019年十二月因長期工

作壓力導致身體出狀況，離職在家休

養。今年二月底兒子工作銳減、只領

半薪，三月更是無薪，不得已之下，

顏女士五月前往應徵醫院傳送工作以

維持家計。微薄薪資需支付生活費、

水電費跟房租，儘管已先向親戚借了

一萬五千元繳交房租，正為經濟擔憂

之際，慈濟志工林春金找到了她，也

因此次電話關懷因緣，慈濟重新開案

並幫助顏女士母子度過急難時刻。	

疫情期間，慈濟志工更深化對社區的關懷，在四月中旬，依循
證嚴法師叮囑，主動針對全臺列冊關懷中的家庭，並回溯二○
一八年至今年四月因生活改善「已結案」的關懷家庭，共計五
萬多戶，啟動「大愛共伴，造福行善」關懷行動，由全臺的慈
濟訪視志工與社工分組進行電訪評估，以慈濟愛的網絡強化社
會安全網。	



臺灣慈善 
安心就學校園關懷	

慈濟「安心就學」方案，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家庭經濟之際，為
了不影響孩子求學，今年志工擴大範圍走進校園，幫助弱勢家庭
學子度過疫情難關。	
	
截至六月中旬在臺中、彰化、南投等地區，慈濟志工及社工員完
成共計八百一十八所學校的校訪關懷，各學校共提報三百七十件
受疫情影響致經濟陷困的家庭；進一步觀察，許多隔代教養、單
親家庭即使經濟遭遇困難，多半不懂得尋求社會資源協助，孩子
也因為父母忙於工作，需要關愛與引導。根據以往訪視經驗，志
工特別留意隔代教養、單親、外籍配偶及中低收入的家庭狀況。	
	
集集國中高老師提報小烈（化名），跟父親、阿公阿嬤同住，爸
爸半年前罹癌，必須定期回醫院治療無法工作，目前僅以阿公阿
嬤的養老金過活。在接獲學校老師提報後，慈濟隨即派員親訪學
生家庭，評估後即刻將小烈一家列為經濟補助的照顧戶。	
	
「急難救助金如乾旱大地的及時雨；但對於情況特殊的家庭而言，
能起到幫助的作用還是有限。」向來關心孩子就學問題的高老師，
持續留意著各種助學金申請機會，且有感而發表達：「慈濟志工
走入孩子家庭適時伸援，又給了孩子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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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慈善 
防災士培訓	儲備防救災人才	

防災救災，一直是慈濟的重要任務，專業協調能力與知識，不可

或缺。去年慈濟有267位志工，通過政府防災士培訓，今年3月，

慈濟有20位已取得防災士證書的志工通過課程，成為種子講師。

我們接續著舉辦研習會，規劃課程，期盼薪火相傳。	

	

何謂「防災士」？目前任職於「銘傳大學-都市計劃與防災學系」

馬士元博士，從事防災政策與政府長程規劃工作已逾二十年，學

有專精。他強調：「『防災士』是志工，他並不是一個職業，是

我們在社區裡面能夠具備防災的知識跟訓練還有技能，來配合我

們的韌性社區、社區防災等等工作的民眾志工。」	

	

有災難的地方，就能看到身穿「藍天白雲」的慈濟志工在現場穿

梭，這是烙印在民眾心中，對志工最深刻的印象。慈濟在防救災

能量與投入的用心，備受社會肯定。2020年7月2日「內政部消防

署」正式核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為

防災士培訓機構，希冀為社區培養更多的防災人才，帶動社區共

善，宣導建立正確防災觀念及防救災技能，具備災時自助自救並

互助救人的應變能力，打造安全社區為目標。	

15



青年公益實踐計畫	
攜手創造社會共好	

「全國第三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今年共吸引217組團隊提案，最

終錄取13組團隊，6月13日舉辦Demo	Day，各團隊正式對外分享，讓

各界給予審視交流研討，為臺灣提升向上力量。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則強調，「年輕人是決定國家未來的族群，

從他們身上看見理想、創意與熱誠，值得關注與培養！」而透過活

動讓更多青年瞭解「慈濟六大友善願景」及「永續發展目標」，也

讓社群大眾一起關注慈善公益，為社會議題注入正向影響力。	

	

「全國第三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Demo	Day」建構青年公益交流平台，

邀約13組公益實踐團隊現場每組6分鐘短講，一同關注慈善公益、永

續發展及社會創新等議題，期待藉由年輕世代的觀點與力量，結合

專家、學者的輔導，讓公益計畫更容易付諸實現。	

	

來自各界的賢達人士也給予錄取團隊勉勵及肯定，從這群青年朋友

看見關心的議題，從自我生活周遭領域，擴大到社區整體環境，從

中去探索社會現象，過程中培養更寬廣的視野，深入探討許多在地、

時事相關的問題，議題呈現多元，計畫內容具前瞻性，期待未來將

社會價值發揮最大化。	

16



提報個案	 8,328件	

長期濟助	 64,743戶次	

居家關懷	 86,593戶次	

急難補助	 8,535件	

居住環境改善	 319件	

助學補助	 3,206件	

1、2020年1-7月	慈濟關懷國社區災害意外事件，共計150件，於
各地急難援助膚慰，志工投入逾1,554人次，慈濟在全臺關懷351
戶次、應急慰問金170戶。

2、慈濟慈善個案關懷，以「家庭」為單位，透過全人、全家、
全面、全程關懷陪伴模式，依著訪視工作中看見的需求，以直接、
務實、即時提供照顧，如長期濟助、居家關懷、急難補助、房屋
修繕、獎助學金等，以期提升家庭功能，全方位守護弱勢家庭。

3、鑑於臺灣高齡化社會，獨居或兩老相依者眾，長者中晚年常
因跌倒而臥病在床，本於預防性及降低跌倒風險，我們啟動「鄰
里互助安心扶老˙長者居家安全改善」，1-7月於全臺39個鄉鎮、
55個村里推動，共提報207戶，協助135戶居家安全改善施作。

二Ｏ二Ｏ年第二季慈善重點成果		

統計至2020/07/31止

臺灣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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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慈善關懷累積數據如下：	



根據聯合國人道事務廳(OCHA)於5月21日刊登由慈濟基金會發布及統
計的資料，分享截至2020年5月12日，慈濟在全球53個國家地區投入
新冠疫情人道援助行動。	
	
為了解接軌國際、資訊互通的重要性，慈濟自二○○二年6月起，將
國際賑災訊息上傳至此，希望讓全世界了解慈濟人在國際賑災方面
所做的事。我們今年開始將上傳救援網的圖文資訊改版，以更加符
合該網站表現形式及國際慣例的樣貌。	
	

隨著疫情封鎖、部分解除或解除，全球經濟影響已擴及各行各業，
當人們返回工作崗位時，我們需要關注許多人，特別是弱勢族群，
在收入的損失可能給個人及其家庭帶來巨大的困難。慈濟全球分支
機構已啟動COVID-19中期救濟行動計劃，包括向疫區機構和個人提
供財務援助、物資供應和關懷。各地慈濟志工也結合當地、國際等
組織合作、共享資源，了解與協助各區機構、個人需求。	
	

✪英文原文請參照聯合國網頁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covid-19-relief-action-report-4-activities-12-may-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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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新冠疫情援助報告	
獲聯合國OCHA刊登	

國際慈善 

佛教慈濟基金會（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縮寫BTCF）全球防疫資
訊，登載於聯合國救援網ReliefWeb上。以上網頁內容截錄自聯合國救
援網，2020年5月12日COVID-19援助第四號報告慈濟篇。



關於新冠疫情，臺灣因為超前佈署，加上政府與人民合作，疫情漸

趨穩定，但其他國家疫情仍嚴峻。慈濟自COVID-19疫情發生至今仍

持續投入援助與關懷，提供防疫第一人員、弱勢家庭，及有需要的

民眾防疫物資與關懷，其中包含發放臺灣農委會提供的愛心米給莫

三比克、辛巴威、賴索托、南非獅子山、海地、宏都拉斯、聖馬丁、

柬埔寨等國，來自台灣的愛，跟著米飄香到各國。	

	

慈濟自1月底疫情發生至6月3日，各國慈濟志工在全球67個國家地

區提供防疫物資援助與關懷，共提供醫療口罩9754614個、防護與

隔離衣帽825,720件、防護面罩與護目鏡323,694個、防疫手套

7,566,300個，布口罩222,282個，提供檢疫、隔離機構福慧床5,175張、

茶樹酒精47,329公升，其中包含臺灣居家隔離、居家簡易者安心祝

福包，全球共提供安心祝福包超過6萬份。	

	

許多原本靠打零工的人民、海外移工，在這波疫情失去工作，當地

慈濟志工也在做好安全防護下，結合政府力量提供糧食與防疫物資

援助，包含亞洲與非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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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守護最前線		
慈濟關懷日落愛不落	

國際慈善 



在亞洲，緬甸慈濟志工憂心貧窮的人家因失業而斷糧，在五
月趁雨季前，帶著臺灣愛心米前往農村訪視。許多貧民家中
儲米箱已見底，甚至已每日借錢買米，慈濟每戶發放48公斤
大米與2公升食用油，當地人開心地說可以讓他們一家5口吃
一個月。	
	
在非洲，3月22日莫三比克首例確診出現後，當地政府評估
多數人民家中無電視手機，甚至沒聽過新冠病毒，無法取得
防疫資訊，請慈濟志工協助進行防疫宣導、衛教。	
	
在資源匱乏的黃土上，布口罩彌足珍貴，南非、莫三比克、
賴索托慈濟志工們不分年長、年輕，一針一線縫製布口罩，
提供訪視關懷、當地有需要者使用。儘管物資將較於其他地
方不足的非洲，當地慈濟志工也就地籌措醫療級口罩、布口
罩、乾洗手等防疫物資，供第一線人員使用。	
	
許多華人滯留美洲、歐洲，有留學生家長留言給慈濟表示，
孩子目前寄宿家庭沒有防護的酒精、口罩、漂白水，在決定
是否回台前，希望先能有慈濟志工協助關懷。歐洲志工在疫
情一開始時即啟動關懷當地留學生及交換生，他們寄送食品
及口罩等防疫物資讓學生安心，還有多國語言的靜思語卡片，
希望幫助學生安定心念。同學們收到慈濟的愛心，透過社群
媒體回傳相片表示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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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米援外18年	用愛讓臺灣走進世界		

國際慈善 

慈濟與農糧署合作，自2016年開始援助獅子山共和國至今，漸漸改

變受惠者免於擔憂下一餐食物從何尋起，更帶來援助之效益；當地

收容所（孤兒院）及兒童之家，可將購買米飯的錢拿來買蔬菜和蛋

白食物，長期節省的經費可添購接駁車接送孩子們上下學，也能夠

成立新的收容所及提升設備與設施，造福更多人並提升受害兒童的

生活品質。	

	

許多國家因2019新型冠狀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衝擊，持續蔓

延，部分國家採取人流管制與國境封閉等措施，導致全球糧食供應

鏈受到影響，加上國際運輸不順暢，造成國際市場短缺，價格波動

幅度大，長年經歷天災、貧窮，身處脆弱環境下的國際友邦，對於

糧食的需求更是雪上加霜	

	

農糧署表示，臺灣公糧庫存充足，即使在疫情的嚴重威脅下，仍有

能力將糧食援助最需要的國家，持續展現人道關懷精神，透過外交

部、慈濟等發送至邦交國海地、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史瓦帝尼及

非洲缺糧地區等16國之貧民、災民手中，幫助友邦與友好國家飢民，

在糧食短缺困境的災民們，因為吃了臺灣愛心米而不再飢餓。截至

五月底止，已提供援助友邦1萬980公噸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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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塞節首次連線舉辦		
慈悲是弭疫情最佳良藥	

因應新冠疫情，國際衛塞節首次以線上連線舉辦，來自五大洲包含
美國、法國、德國、台灣、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共434
人上線，宗教代表除了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猶太教等。
今年討論主題為「佛教慈悲行動，防疫新冠肺炎」，各國代表共同
認為，慈悲心、互助互愛、齋戒素食是消弭疫情最好的方法。	
	
對佛教徒而言，五月是感恩佛陀的月份，據記載，佛陀的誕生、成道、涅槃
都在五月某個月圓之日，故後世佛教徒訂下在每年五月第一個月圓日為衛塞
節。歷經多個世紀後，1950年國際佛教團體世界佛教聯誼會在斯里蘭卡的首
屆會議上通過成為國際節日，1999年在聯合國大會上認可，訂每年五月的滿
月日為「國際衛塞節」，以紀念佛陀八相成道、以及過去2500年來對人類的
貢獻。	
	
來自台灣的佛教團體慈濟、佛光山在此次疫情投入身心靈協助，佛
光山西來寺慧東法師、靜思精舍德淵法師分享佛教團體除了物資援
助，帶動線上祈福，希望透過善與愛的行動，消弭疫情。慈濟證嚴
法師呼籲人類要覺醒，要向天懺悔，向地感恩。要改變地球危機，
就是要從素食開始，自我做起。	
	
聯合國文明聯盟(簡稱UNAOC)高級代表米克先生(Mr.	Miguel	Moratinos)，代表
秘書長念一段對佛教的信函：在此我們紀念佛陀的和平、慈悲、謙卑和智慧
的教義。米克先生表示，這些美德可以啟發我們，在聯合國文明聯盟中，我
們每天都在努力建立一個包容性和平，相互尊重和諒解的世界。現在是一個
與時間賽跑的過程，社會要用愛來阻止病毒的擴散。但願在這殊勝的一天，
佛教徒可以團結一致，實踐佛陀慈悲的精神，祈願世界和平，停止戰火，讓
受苦的人們早日離苦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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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新冠病毒疫情防疫措施，2020年5月佛誕節活動，慈濟

首度採取全球「線上浴佛祈福」方式進行，包括已在台北中

正紀念堂舉辦10多年的萬人浴佛、各縣市大型浴佛典禮均取

消辦理，改以慈濟推出的「線上浴佛」方式，共有9種語言直

播，邀請十方大德線上祈福。	多種語言包含中文、英文、西

文、泰文、日文、葡萄牙文、緬甸文、菲律賓語、僧伽羅文

(斯里蘭卡)等，線上浴佛連結：http://daai.tv/news/topic/1012。		

5月佛誕	慈濟首度採取	
全球	「線上浴佛祈福」		

24



25



---您一共完成了多少環保行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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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慈濟環保	30	年，兩台行動環保教育車出發嚕！正巡迴各地，
宣導愛大地續物命的精神！期待您一起體驗互動式環境教育，共
享這趟活潑生動、有趣有感的學習過程，了解保護環境的重要。	
	
「慈濟行動環保教育車」由兩個四十呎大貨櫃組成，透過有趣的
電子互動遊戲方式，豐富多元且極具教育性的闖關遊戲，親子共
樂共學的環保知性之旅。	
	

【低碳心生活館】	
藉由KOKO故事牆喚起人人保護地球的決心，透過1筷省水、蔬食3好、	
隨身5寶丶騎腳踏車等互動闖關遊戲引領大家在日常落實低碳心生活。	

	
【與地球共生息館】	

藉由當年照片，回到三十年前，證嚴法師鼓勵大家「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
成就資源回收的願望。大愛感恩科技的再生製程從源頭回收1支支廢棄的	

寶特瓶	，集眾人之力將愛心連結到全球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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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環保家	

＃遊戲互動都在這	
＃慈濟行動環保教育車	
1、大愛網路點台：用心深呼吸【謝佳勳】│	
				慈濟行動環保教育車	
>Youtube						：https://reurl.cc/odLYkq	
>Soundcloud：https://reurl.cc/Xk6Qdg	
	
2、環保行動家：	
網頁>http://ecolife.daai.tv/行動環保教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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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9		為菲律賓貧民發放大米	�
◎04/16				美國奧蘭多慈濟志工結合當地	
													機構，共同募集口罩贈送奇士	
													美醫院及警察局		
	
◎04/17			美國舊金山慈濟志工發出一百美	
												金儲值卡予五十戶特困家庭		
	
◎04/28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紐西蘭志工為奧克蘭市歐塔拉區	
												菲勒特布希小學遇生活艱難的學	
												童家庭發放食物包		
	
◎04/29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馬來西亞志工自21至29日於吉隆	
												坡洗都、安邦、蕉賴等區軍警單	
												位，贈送面罩、口罩及手套等防	
												疫物資		
	
◎05/02-3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泰國志工於曼谷農鑒區、	
															佛統府發放生活包		
	
◎05/05			紐西蘭志工自本日起分批贈送口	
												罩、護目罩等防疫物資予社區型	
												診所等關懷單位	
	
◎05/08			為莫三比克遣返移工發放緊急糧	
												食包		
	
◎05/09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於	
												緬甸為面臨斷炊困境家庭發放大	
												米	

◎04/01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致贈一千個簡易型防	
												護面罩，給高雄市警局第一			
												線執勤員警使用。		
 
◎04/06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海巡署中區分署派員至	
												清水靜思堂學習素食便當製	
												作，提供第一線執勤海巡人	
												員蔬食飲食。	
	
◎04/07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獲高雄市政府頒贈感	
												謝狀		
	
◎04/08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捐贈一千五百份「安	
												心祝福包」予新竹縣政府　	
													獲苗栗縣政府頒贈感謝狀		
	
◎04/09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與臺北市政府簽署合作	
												備忘錄，就慈善關懷、防災	
												教育、生態環保、公益人文	
												及國際交流等五大層面交流	
												合作		
	
◎04/10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捐贈一千份「安心祝福	
												包」予雲林縣政府		
	
◎04/12		「大愛共伴‧造福行善」線	
												上共修精進活動，全球52個]							
												國家地區，約四萬五千人同	
												步連線		

夏季重要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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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6				慈濟54周年線上祈禮活動，共	
														50個國家地區逾三萬九千人次	
														同步精進		
	
◎04/17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捐贈醫療級手套、防護目	
														面罩等防疫物資予內政部，提	
														供警政、消防、移民等署前線	
														執勤人員使用		
	
													與經濟部水利署簽署合作備忘	
													錄，就「災害防救教育」、	
												「資訊交流」、「援助設備」等，	
													提供或研發相關事項合作�
	
◎04/18			與慈科大合辦「Fun教育‧桌遊	
												教具競賽」，共有九校十六隊參	
												賽		
		
◎04/20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致贈防疫物資與營養品予花蓮縣	
												消防局，為消防人員打氣		
	
◎04/21			與大愛感恩科技、桃園市國際	
												同濟會共同攜手致贈桃園市政府、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北區管制	
												中心防護面罩、茶樹酒精噴瓶、	
												隔離衣、環保布口罩、醫療級手	
												套等防疫物資		

 
 

夏季重要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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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3-14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瓜地馬拉新莊												
																市疫情受災戶紓困糧食	
																發放		
	
◎05/15-16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於緬甸為面臨斷	
																炊困境家庭發放大米			
	
◎05/22		菲律賓志工於獨魯萬市進	
												行黃蜂颱風重災區聖保利	
												卡彼歐鎮、奧拉斯鎮勘災	
												工作		
	
◎06/01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捐贈柬埔寨茶膠省泰	
												格巴醫院呼吸器		
	
◎06/09			墨西哥志工關懷嘉勒修女	
												會及聖衣隱修會，分批捐	
												贈食物、生活用品及藥品	
											等物資�
	

	



◎05/01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致贈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二百公	
													升防疫酒精�
　	

													致贈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防護面罩、茶樹酒精、醫療級	
													手套等防疫物資		
	

													致贈內政部消防署醫療級手套、	
													防護面罩、茶樹酒精等防疫物	
													資	
		

◎05/07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國	
													道公路警察局捐贈6200套防護	
													衣、防護面罩等物資		
	
◎05/08			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捐	
													贈噴罐酒精、防護面罩等防疫	
													物資予內政部移民署，提供第	
												一線防疫工作人員使用	
	
◎05/13		2020年第四屆全國慈悲科技創新	
											競賽在臺北市政府舉行啟動記者會		
	
◎05/24		雲嘉南區慈濟人醫會於雲林縣古坑	
												鄉義診		
	
◎05/26		慈濟四大志業體共同與國家實驗研	
												究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05/27	「安慈穩家園‧美善社區」計畫進	
												行，於臺南市善化溪美社區為四	
												戶長者進行居家安全修繕		
	
◎05/28			臺北市防災士及韌性社區避難收	
												容維運工作坊於慈濟內湖環保教	
												育站舉行，本會展示新研發的	
											「福慧隔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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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團隊：慈濟基金會	
王運敬、魏淑貞、陳珮甄、吳宗幸、	
賴睿伶、蘇慧琪、廖右先、曾詩茹、	
張靜盈	
-執行編輯：張靜盈	
-封面設計：陳誼蓁	
-美術設計：陳誼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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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3			與新竹縣長楊文科簽署	
												合作共善備忘錄，建立	
												慈善關懷防災合作機制		
	

◎06/13			第三屆青年公益實踐計	
												畫錄取十三組團隊進行	
													Demo	Day		
	

◎06/17			與新北市政府攜手合作					
												共善，本日簽定合作備	
												忘錄		
	

◎06/20			與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簽訂環保合作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