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慈悲願行！

跑在救人的道路上
慈濟全方面防疫暨紓困行動

證嚴上人：
採購疫苗搶救生命
祈願疫情早日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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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防禦COVID-19  
10億紓困護眾生

台灣防疫行動，需要更多人一起愛心接力



COVID-19關懷行動 刻不容緩

台灣去年COVID-19疫情控制得當，今年
本土疫情升溫，各行各業遭受的衝擊更甚
2020年。慈濟基金會預估支出逾10億新
台幣，投入四大項防疫與紓困行動，另協
助政府採購疫苗，同島一命，共同守護台
灣、關懷一線防疫人員、照顧弱勢族群、
陪伴孩童健康成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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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慈濟基金會同年1月27
日即在花蓮靜思精舍成立疫情總指揮中心，動員全球志工在
各個國家採購防疫物資，努力幫助當時情況最嚴重的國家，
海外各分支聯絡處並投入當地防疫紓困援助，國內則提供防
疫面罩、布口罩、隔離衣等給第一線防疫人員、捐贈各縣市
政府安心祝福包，關懷居家檢疫或隔離民眾身心靈，並針對
長期照顧個案，及因疫情影響經濟的家庭提供急難救助，並
啟動安心就學專案。

今年初，台灣從衛福部桃園醫院醫護群聚染疫、華航諾富特
機師染疫到萬華茶室群聚感染，為有效控制疫情擴散，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5月15日宣布雙北兩市提升疫情警戒至三
級直至5月28日。4天後，三級疫情警戒範圍擴大至全國，
教育部同日宣布全國各級學校停課不停學。三級警戒一再延
長，6月23日指揮中心宣布全國三級警戒延長至7月12日。

台灣今年本土疫情爆發，在雙北市升級為三級警戒兩天(5月
17日)後，慈濟基金會顏博文執行長向大眾發布，基金會因
應疫情發展，用「與時間賽跑的精神」，首先，全台各地靜
思堂停止對外開放，志工活動與環保站回收暫停，行政人員
異地分流辦公；提供政府與各相關單位第一線防疫人員醫療
類防疫物資；建立「防疫停看聽-靜心線上學習」專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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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防疫新知、健康講座、虔誠祈福等線上課程，另配合教育
部「停課不停學」政策，與PaGamO教育平台合作，推出「
防疫惜水一起來」線上遊戲學習任務；持續推廣蔬食，促進
民眾對健康飲食，為抑制病毒傳播貢獻心力。

病毒限制社交距離，卻抵擋不了慈善關懷腳步，慈濟盡最大
心力做疫情防堵守門員之一，除持續關懷長期照顧的弱勢家
庭外，啟動四大項防疫紓困行動，既「慈善紓困」、「線上
教育」、「支援醫療」與「營養支持」，並依政策規定作業
流程協尋管道、捐購疫苗，守護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
，用愛齊心挺過嚴峻疫情。

4



為協助臺灣新冠病毒疫苗採購與能儘早
普及民眾施打疫苗，慈濟基金會透過海
內外慈濟人多方管道及專家學者共同努
力，備妥前期相關申請文件，在疫苗採
購來源獲得初步進展，預計購買BNT德
國原廠500萬劑疫苗，6月23日依政府
相關法規與作業流程提出輸入申請，積
極配合主管機關進行文件審核，早日提
供WHO認可的疫苗給臺灣民眾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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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對
於協助臺灣取得疫苗的努力
極為積極，顏博文執行長提
及，有關慈濟對新冠疫情的
疫苗取得，從臺灣疫情嚴重
之初，陸續與主動或被動有
願意提供疫苗者洽談，申購
疫苗一切依照政府相關規定
辦理，正式送件要感謝政府
主管機關與防疫指揮中心的
指導和支持、各界善心企業
與人士的敦促和護持，以及
有志一同夥伴的相互堅持與
努力，希望能夠協助臺灣早
日度過這場疫情。

顏博文執行長說，在5月11
日爆發社區感染，隨即疫情
轉趨嚴峻後，立即擴大啟動
自2020年全球疫情蔓延以來
，一直實施的防疫物資支援
及生活紓困兩項計畫。這次
重點在臺灣本島，特別編列
超過10億臺幣提供醫療物資
採購及疫疾紓困，以支援中
央及各地方政府的第一線防
疫人員的防疫行動，同時資
助架設25座篩檢站分佈全台
各縣市，主動提供全臺15座
靜思堂做為疫苗施打的場所
，維護民眾的安全與健康。

顏博文執行長表示，及時足
夠的疫苗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疫苗採購是在與時間賽跑
。因此，慈濟本著搶救生命
的人道精神，依循合法程序
與完備文件流程，期待盡快
獲准購入疫苗給民眾施打，
以協助政府與民眾脫離疫情
的陰霾，虔誠祈福臺灣早日
恢復健康的生活與正常的經
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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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BNT疫苗三點
理由:
1 目前所知最好的
疫苗之一

2 現行產能供應較
能符合緊急需求

3 目前市面上唯一
能施打在12-17歲
青少年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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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防疫三級警戒、各級學校停止到校
上課，人心在病毒威脅下浮動不安，在
慈濟精進資源網設置「防疫心生活」線
上學習，規劃防疫心知、健康人文講座
與精進祈福等課程，讓停下腳步在家防
疫的民眾與慈濟志工，每日相同連結同
時段，聆聽與觀看證嚴上人開示、午間
虔誠祈禱與晚間禮拜佛經，心靈獲得平
靜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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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防疫紓困
隨著各縣市陸續傳出確認病例，因而遭匡列居家檢疫與隔離
的民眾相對增加，延續去年與各縣市政府公私協力模式，除
捐贈「安心祝福包」，讓居家隔離和居家檢疫的民眾獲得物
質和精神糧食，感受社會溫暖。

防疫衝擊百業，許多民眾因工作減少，薪資減少甚至失業，
針對因疫情，生活與經濟遭受波及的弱勢家庭，捐贈裝有白
米、乾糧、麵條、罐頭，還有書籍的「安心祝福箱」，由各
地政府社會局/處提供給社區弱勢家庭使用，減少弱勢民眾
外出採買染疫風險，給予最實質幫助。

為遵守防疫措施，在減少與個案接觸情況下，社區志工持續
以電話、通訊軟體關懷個案。長期關懷的照顧家庭除仍每月
發與補助金外，如個案因疫情影響生計或民生物資窘迫，發
予急難紓困金或提供使用期限到年底的緊急生活物資卡；環
保站暫停資源回收，許多把做環保當作生活重心的社區環保
志工與長者，防疫宅在家無所適從，基金會同仁與志工不定
時電話噓寒問暖，藉此維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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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醫療 防疫物資補給
守住防疫第一線，醫護、警消肩負沉重使命與壓力。隨著疫
情嚴峻，每日不斷攀升的確診人數，醫療院所量能超載，醫
護人員照顧病患同時必須做好自身防護措施；警消人員在維
護治安與救火防災正常勤務同時，冒著風險協助第一線防疫
任務，他們的生理與心理健康，需要外界給予支持與鼓勵。

我們要對抗的，是病毒；要關懷的，是有需要的人們。為給
予第一線防疫人員最實質的溫暖與應援，本土疫情爆發之初
，慈濟基金會第一時間啟動防疫關懷機制，整理95萬醫療防
疫物資送往各縣市，包含醫療用防護衣、N95口罩與防護面
罩等，強化第一線警消、醫療、各縣市政府防疫配備。

自5月中旬開始，積極採購製氧機、呼吸器、快篩試劑、防
護衣、N95口罩與防疫面罩等醫療類防疫物資，並協助各縣
市設置篩檢站。此外，聯電公司捐贈一百六十萬只手套，與
慈濟基金會共同支援全台防疫行動。基於關懷與協助「全民
施打新冠病毒疫苗，守護全民健康」，依地方政府需求與評
估可行性下，提供全台靜思堂、慈濟園區等逾40處據點，做
為縣市施打疫苗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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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學童暑期營養補充計畫」



全國各級學校學生自5月中旬
停止到校上課到暑假，許多弱
勢學童營養攝取令人擔憂。慈
濟基金會關心弱勢學童們生活
所需，推出「弱勢學童暑期營
養補充計畫」，攜手各縣市教
育局/處，採購當地生產的安
全蔬果，每月提供「安心寶飽
箱」(安心生活箱)及「健康蔬
果箱」，保障全台近5萬戶弱
勢學童的營養，促進身心健康
，同時幫助農民維持生計，營
造一個共善經濟循環模式，照
顧學童同時支持多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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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贏線上教育
停課不停學政策發布後，學生在家進行線上課程學習，然而
，科技設備與網路資源不足的問題，不僅是偏鄉急需解決的
，都會區許多弱勢家庭學童面臨相同處境，儘管地方政府與
學校積極提供有需要的學生平板或筆電及網卡，但部分學生
手機無法支援網卡，無法順利上線。

基於教育不能等，慈濟基金會跨界與教育界、科技業、旅遊
業公益合作，針對全台弱勢家庭學子居家線上學習，提供5
千台筆記型電腦給弱勢學童，感恩華碩電腦公司與慈濟公益
合作推動；租借1萬5千個無線分享器，無償提供給全台29
個縣市教育局，讓1萬5千位弱勢學子安心在家線上學習。

暑期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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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岳男教授與成大慈青課輔團隊、慈濟大學等合作，號召有愛
心優質大專青年透過線上系統，減緩弱勢學童因疫情產生學
習落差，同時提供大專青年暑期工讀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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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PaGamO 
防疫在家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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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5月15日公布全台各
級學校停課不停學，因疫情
關係一再延長到6月28日，
停課措施直接銜接至暑假，
以保護學子們健康，居家防
疫採用線上方式學習。重視
環保防災的慈濟基金會，攜
手遊戲學習平台PaGamO於
疫情期間，推動全球環境教
育數位化與遊戲化，9 大主
題讓學童在家，就能輕鬆學
習防疫、環保與防災等重要
知識。

超過150萬學生註冊用戶的
PaGamO，平台創辦人暨台
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教授對
於與慈濟合作表示意義重大
，出於一份對保護地球的使
命，也是對下一代的責任，
防疫期間除全力支持全台師
生 停 課 不 停 學 ， 透 過
PaGamO線上遊戲平台學習
學科知識外，讓全球線上學
習更貼近生活與了解災害，
進而珍惜環境資源，避免地
球環境更加崩壞。

慈濟和PaGamO幫你優公司
以公益合作方式，獲教育部
、環保署和內政部消防署等

指導，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葉欣誠教授
與環教團隊共同出題，大愛
感恩科技與華碩電腦公司共
同支持這項活動，結合縣市
政府教育局、環保局與消防
局等力量，多方合作攜手推
動數位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素養。

「環保防災勇士養成計畫」
為高中以下學子量身訂做，
透過網路打造環保防災遊戲
學習平台，讓環保防災知識
突破時間、場域空間的限制
。首波線上任務以「防疫惜
水一起來」出發，讓孩童對
防疫與珍惜水資源等環境素
養有正確的認知，希望從教
育打底，提升下一代的防疫
與環境意識，讓這次的防疫
成為最後一次！

「環保防災勇士養成計畫」
預計與全台22縣市600所學
校互動，合作推動具有環保
意義的各項行動，例如環保
畢業旅行、環保校慶等，結
合綠色校園行動，影響學生
與家庭，將環境教育影響力
擴大到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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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師長、家長及社會愛心人士與志工引領下，藉由有趣
、豐富多元且極具教育性的電競遊戲，進行環保與防災知識
傳遞，激發在日常生活中，以環保行動愛地球，建立環保與
防災正確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用最生活化的方式，
學習氣候變遷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啟發對環境保護概念及養
成節能減碳行為。

疫情提升眾人對環境失衡的危機意識，除全球氣候變遷顯著
，1980年開始，海洋塑膠汙染增長10倍，環保署和內政部
消防署近年來，更大力推動全民環境教育與防災社區，希望
共建永續平安家園。慈濟基金會顏博文執行長十分關注各種
環境警訊，擔憂地球崩壞的速度過快，呼籲「環境教育、防
災與防疫知識」刻不容緩，需要大家齊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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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全球經歷
前所未有的共同考驗—
(COVID-19)新冠肺炎病毒



去年被世界封為防疫模範生
的台灣，2021年從年初的
衛福部桃園醫院爆發醫護群
聚感染後，5月初傳出桃園
擴及至雙北市後，每日確診
人數攀升，疫情發展與政府
防疫措施，成為各國關心疫
情發展與評估接續採取策略
的焦點。

跨界防疫 呷蔬食遠離病毒
疫情發生，首當其衝的是站
在第一線的警消與醫護防疫
人員，除平時勤務外，新增
的相關防堵疫情擴散與檢疫
工作量讓體力吃不消，尤其
每每執行勤務時，處於高度

警戒狀態加上密不通風的層
層防護裝備，擔心因此染疫
危及家人與同儕，還得忍受
有些民眾不諒解的歧視，加
重生理與心理負擔，箇中辛
酸非一語能道盡。

慈濟志工孫若男看到醫護人
員辛苦感到不捨，希望提供
品質較好的蔬食便當，給予
醫護實質慰勞，因此邀集實
業家志工董雅瑩、陳明澤與
翁千惠討論，想起證嚴上人
不斷呼籲茹素消弭疫災。然
而，除提供第一線防疫人員
素食便當外，關懷效益能否
再擴大？

2020年，高雄實業家志工歐
于菁，為了幫父親完成心願
，同時幫助受疫情波及的素
食業者「蔬」(紓)困經濟，
結合素食餐廳響應送愛到前
線，走訪高雄市多家知名日
式、法式、印度與中式等蔬
食餐廳，洽談以兩萬份特色
精緻餐盒，為所有站在防疫
第一線的單位人員打油打氣
，開創全新慈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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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合作放大愛
關懷+紓困=擴大效益

有感這次受波及範圍與產業
更甚去年，不僅許多餐廳都
因疫情無法營業，仍要負擔
高額房租及員工薪水；有些
以開計程車維生的志工，每
日乘客寥寥無幾。孫若男一
群人因而發想跟素食餐廳訂
便當，請開計程車的志工幫
忙送給前線的醫護及警消人
員，透過跨界合作，「蔬」
(紓)解一線防疫人員辛勞與
幫助餐飲業、運輸業「蔬」
(紓)困經濟。

他們一方面聯繫、拜訪雙北
各醫療院所與警消，說明關
懷行動內容，獲新店慈院、
新光醫院、振興醫院、陽明
醫院、台北榮總、文山分局
、士林分局、消防總局同意
；另一方面，與素食餐廳洽
談合作，御蓮齋、金廚餐廳
、知道了、元禾食堂、禪風
茶樓等5家業者同意，每天
中午與晚上合力製作500個
防疫蔬食便當，每個餐盒定
價100~150元價格。

醫護人員感謝志工送來的愛
心素食便當，五行素食不僅
餐餐美味，連原本葷食的都
期待下一餐的素食驚喜，滋
養更有挺進防疫的動力；元
禾食堂分享與慈濟一起服務
前線最重要的醫護人員，將
廚藝化為正能量料理，是給
予這群偉大的守護者最溫暖
的支持，更響應證嚴上人呼
籲「大哉教育，素食-是唯
一的靈方妙藥；開計程車超
過30年的鄭榮光因為疫情，
生意一落千丈，正接受志工
培訓的他把握服務機會，幫
忙載送素食便當到醫院、警
局和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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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送愛到前線的紓困方案
已獲得整個北區認同，皇冠
計程車隊也加入載運餐盒。
素食餐廳與加入的計程車陸
續增加中，無肉市集推薦店
家近期也將加入，預計從5月
底每天供應中餐與晚餐，並
依疫情發展做滾動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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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藥房」印度因大量人口聚集慶祝
節慶，釀成嚴重新冠病毒肺炎群聚感染
，2020年底躍升為COVID-19全球第二
重災區。今年4月底至5月中旬，每日確
診人數超過30萬人，最高每日確診人數
甚至出現40多萬人。慈濟基金會自去年
開始，透過跨宗教領域合作，馳援印度
與周邊六國相關醫療與紓困物資



擁有13多億人口的印度，去年第一波疫情控制得當，就在總
理莫迪(Narendra Modi)向世界宣布成功戰勝病毒，製造的
疫苗足夠幫助各國 全國鬆懈慶祝重要節慶，數月後，由綠
燈急轉為紅燈，新冠疫情失控，每日死亡人上千人，截至今
年6月底，全印度確診高達3千多萬例，近40萬人因染疫不
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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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災慘重，更糟的是病毒株
變種，成為最具傳播力且適
應力最強的印度Delta病毒
。醫療院所供氧短缺，各地
上演醫療物資搶奪戰，面對
全面失控的疫情，印度政府
向國際求援。慈濟基金會自
2020年開始，一方面援助台
灣各地防疫物資、各項急難

紓困外，一方面關注國外疫情發展與馳援疫情嚴重的印度，
海外分支會所則協助及跨領域合作，援助印度與周邊國家。



供氧設備，是迫在眉睫的救命利器。截至
6月底，慈濟基金會與印度、尼泊爾、不
丹、孟加拉、斯里蘭卡、柬埔寨、寮國等
7國99家機構合作援助行動，提供物資予
125個機構，預計至2021年底，將捐贈製
氧機、氧氣筒、呼吸器、醫療口罩、手套
、防護衣、防護套與防護面罩等總計超過
9百萬件醫療器材與防疫物資，另進行急
難弱勢家庭糧食紓困。

印度青年瓦倫先生創立UPAY基金會，致力
於服務印度貧戶與關注教育，目前有兩百
位志工。瓦倫解釋，UPAY是『道』的意思
，希望可以為孩子們點亮人生的道路。他
自行募款，在資源貧瘠地區供應熱食，進
行紓困糧食發放，並用籌來的救護車及氧
氣瓶，提供醫療協助。慈濟捐贈100台製
氧機給道基金會及其合作團體，並進行醫
療防疫物資合作與糧食紓困發放。瓦倫非
常感恩收到這份來自台灣無私的大愛，透
過文字向台灣與慈濟表達由衷感謝與祝福
，同時祝福台灣平安度過這次疫情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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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倫解釋，UPAY是『道』
的意思，希望可以為孩子
們點亮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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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膚慰。

慈濟慈善、醫療、教育等志
業體許多同仁與志工放棄假
期，有人趕赴出事現場救援
關懷，有的回到靜思精舍，
協助常住師父準備便當物資
等，即時送往現場，給予警
消人員、受傷旅客補充體力
與壓驚，慈濟基金會更立即
成立災害救助小組，掌握災
情隨時補位。

輕傷者自行爬出求救；重傷
者卡在變形車廂內等待救援
；最令人不捨的，是來不及
經歷老與病的乘客與台鐵人
員。無論是生還者抑或罹難
者，清水隧道口旁、醫院、

27

清明連假首日，許多外地打
拼的遊子準備返鄉祭祖、求
學的學子要回家吃媽媽的愛
心菜、更有不少民眾安排出
遊，這些各自帶著規劃搭上
台鐵408次太魯閣號的人們
，卻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一
場災難之旅。

4月2日，台鐵408次太魯閣
號行經花蓮清水隧道北口，
因軌道遭異物入侵，導致剛
出隧道的太魯閣號來不及反
應，正面撞擊，車頭受創甚
深，49人罹難和247人輕重
傷，成為台鐵史上死傷最多
的事故。本會在花蓮的慈濟
基金會，同仁與志工第一時
間前往事故現場協助救援與



、殯儀館，總是有一群慈濟人以愛關懷救
難人員與膚慰傷者，以虔誠祝福陪伴家屬
送往生者回家。

災難，讓無數家庭破碎，甚至歷經生離死
別，卻也匯聚眾多人間菩薩聞聲救苦。總
是聽到「有災難的地方，一定會有慈濟人
關懷的身影」，然而，慈濟人跟所有普羅
大眾一樣，祈願社會祥和，天下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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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台鐵太魯閣出軌意外關懷行動
祝福金發放人次/金額 63戶/90人次/985,000元
動員人物 4519人次
便當/點心3620份；飲水/飲品 6260份
總關懷 225人次 ; 社工 78人次
資料提供：慈濟基金會慈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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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重要紀實
4月

4/2 臺鐵408次太魯閣自強號發生列車脫軌事故。慈濟花蓮各志業同
仁與志工第一時間趕往意外現場與各醫院協助與關懷

4/10 花蓮靜思堂健康故事屋啟用。同日，如果劇團於花蓮靜思堂演
出環保護生兒童劇《神奇溫泉水》《誰來幫幫忙》

4/11 慈濟雲林聯絡處與紙風車劇團合作環保防災劇「福爾摩沙我的
家」，活動結合無痕蔬食市集與環保DIY手作體驗

4/13 台南市社會局獨居長者睦鄰志工記者會，慈濟與250個單位以
「一戶一睦鄰」，配對1066組睦鄰志工與獨居長者

4/17 慈濟桃園靜思堂與波力公司、桃園市消防局、急難救助隊舉辦
「慈濟波力防災總動員」，結合繩結應用與爬升體驗等融入課程

4/18 慈濟善化靜思堂與波力公司、台南市消防局、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舉辦「慈濟波力防災總動員」，並結合蔬食市集、小錢行大善
等活動

4/20捐贈海巡署北部分署350毛毯；100床福慧床

4/24 慈濟苗栗園區與波力公司、苗栗縣消防局舉辦「慈濟波力防災
總動員」，結合消防宣導課程融入水兵橫渡、AED搶救安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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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重要紀實
5月

5/3~5/5慈濟55週年《靜思法髓妙蓮華》經藏演繹感恩祈福會

5/6印度新冠疫情急升，啟動全球雲端祈福會，各志業體同心募愛伸
援手

5/9 慈濟三節合一，55週年啟動，全球各地分支聯絡處與會所同步
視訊參與浴佛謝親恩

5/11 台灣本土疫情升溫，慈濟花蓮本會每日因應疫情舉行會議，討
論醫療防疫措施與慈善紓困協助

5/14 因應疫情，啟動四大防疫措施與行動：針對第一線醫療與警消
等防疫人員提供防疫物資，強化病毒感染阻絕；捐贈安心生活箱，
為居家隔離者身心靈資糧；組合式篩檢屋協助疫情嚴峻縣市政府快
篩；低收入戶及因疫情影響生計的家庭予以紓困；弱勢學童採購在
家學習的筆電、4G分享器等，截至6月30日截稿，行動依舊持續

5/18教育部習
宣布19日起「停課不停學」，慈濟與PaGamO首度合作推動防疫線上
學
5/31 首波投入10億防疫暨紓困共度難關；【看見希望 安心就學】
慈濟基金會擴大助學關心社會家庭困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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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重要紀實
6月

6/2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與內政部長徐國勇以視訊連線方式，進
行防疫生活物資捐贈，包含；防護面罩3萬片，十全食補鍋冬粉、珍
菇酸菜鍋米粉、營養餅乾各3萬包與本草飲、2千盒紫錐花保健品等

6/5基於關懷與協助「全民施打新冠病毒疫苗，守護全民健康」，將
依地方政府需求，並評估可行下，提供靜思堂、慈濟園區做為縣市
施打新冠病毒疫苗場所，相關醫療及防疫防護均配合縣市政府規範

6/7 (1)行政院宣布三級警戒再延至6/28；慈濟基金會捐贈內政部、
臺北市警察局、新北市警察局等警政單位「淨斯本草飲(沖泡及濃縮
液)」，內政部相關警政單位；捐贈防護面罩給士林分局、海巡署第
八岸巡隊、移民署澎湖專勤隊、航警局澎湖分駐所、澎湖警察局、
國道第一警察大隊、北投分局、澎湖馬公分局等。衛生福利部雙和
醫院提出防護面罩需求
(2)台大葉丙成教授邀集慈濟基金會、KKday、Jetfia共同募集1萬5
千個4G網路分享器，提供各縣市弱勢學童使用，募集行動橫跨學術
界、旅遊業與NGO

6/11 結合縣市政府關懷弱勢家庭暑期生活營養紓困列車，首站從基
隆啟動

6/15 配合地方政府需求，提供靜思堂、慈濟園區做為縣市5施打新
冠病毒疫苗場所。新店、雙和、板橋、三重、蘆洲等5個靜思堂成為
疫苗施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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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重要紀實
6月

6/21 慈濟國際青年會TIYA與PaGamO線上教育平臺攜手，推出「青
年線上伴學趣！」計畫，創造蘊含愛心意義的工讀機會，提供大專
青年透過線上伴學，奉獻愛心、發揮所學並獲支持與補助

6/22 疫情指揮中心公布，全國疫情三級警戒延至7月12日，持續四
大防疫措施與行動

6/23 積極協助臺灣取得疫苗，上午由執行長顏博文、副執行長何日
生、律師陳昱瑄等人備齊相關申請文件，親自向衛福部遞件申請500
萬劑BNT疫苗緊急進口

6/27 屏東爆出印度Delta變種病毒確診個案，慈濟基金會屏東分會
緊急調度適合長者營養補充食物共1千袋，防護面罩1千個及可供3天
使用的一般醫療級口罩3千片，發給枋山鄉楓港村、善餘村兩村民眾
防護及補充營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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