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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報公告了！慈善工作不停歇

感恩有您的護持，在疫情嚴峻的一年，慈濟人依然堅守「救急、扶

困」的使命。儘管不能出門「做慈濟」，慈善工作如常不停歇，一

樣發揮慈濟全球慈善行動力。

2021年慈濟年報公告了，是你我共同努力的成果。讓我們一起來了

解，面對全球「氣候、瘟疫、戰亂」三大問題，我們在全球社區做

了什麼事？怎麼做？如何借力使力把愛送到需要的地方？

2021年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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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版 下載專區



個案提報電話：
0800-787-080 

（0800-親幫親-鄰幫鄰）

提報個案 7,169件

長期濟助 63,084戶次
居家關懷 99,727戶次

急難補助 9,042件

居住環境改善 247件

助學 3,482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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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Ｏ二二年第二季慈善重點成果

統計區間2022/1/1-6/30

臺灣慈善

✪第二季慈善關懷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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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您身邊有人需要幫助嗎

加入慈濟
官方LINE
線上提報

■ 2022年4-6月慈濟關懷社區災害意外事件，共計93件，
於各地急難援助膚慰，志工投入逾759人次，慈濟在全臺
關懷218戶次、發放應急慰問金119戶。



高市教育局、科工館
攜手慈濟跨界愛地球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環境永續發展議題刻不容緩，高雄市教育局、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和慈濟基金會共同攜手跨界合作，於4月22

日世界地球日簽訂「環境教育合作意向書」，期待以「清淨在源

頭」環境教育精神，將永續發展教育及永續發展目標、淨零排放

等具體環保行動，落實推廣在學校、家庭與社區。

未來三方共同以「教育專業、科技應用、社會推廣」為跨界合作，

發揮創意精神，期待將環境教育深耕入心靈，將環保行動落實於

生活，共同為地球永續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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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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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工研院合作開發公益科技

4月26日上午，慈濟基金會與工研院簽署智慧科技合作備忘錄，

雙方分別由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及工研院社會公益委員會主

任委員劉佳明為代表進行簽署，在未來將針對偏鄉科技、急難救

助、循環再生、綠能科技、淨零碳排、智慧照護與智慧機械等方

面，共同進行場域驗證、協助商品開發等進行合作。慈濟基金會

執行長顏博文表示，工研院對於臺灣的科技發展助益良多，十年

來感恩工研院給予慈濟在慈悲科技研發上的協助，慈悲科技算是

小眾市場，感恩工研院主管、研發人員長期來的大力支持及協助，

也不斷的創新，例如今天在現場也有展示的螺桿式泥沙清泥機、

穿戴式鏟土省力裝置，而目前全球面臨氣候變遷的議題，淨零碳

排更是刻不容緩，感恩工研院在這方面給我們的協助。



為提升民眾防災觀念，並降低災害對社區的衝擊，慈濟基金會與南

投縣草屯鎮公所於5月18日上午在草屯鎮公所共同簽署防災合作備

忘錄，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立，結合地方政府行政資源及民間團體之

防災能量，一同強化村里防救災整備、應變及復原工作。為了將南

投打造為幸福城市，慈濟基金會於2020年10月與南投縣政府簽署

合作共善備忘錄，共同推動「慈善關懷」、「防災教育」、「生態

環保」、「公益人文」等面向。本次慈濟與草屯鎮公所簽署合作備

忘錄，更是建立在縣府合作的基礎之上，共同展現實質守護鄉里安

全及關懷鄉親平安的決心。合作內容除了在防救災人力及物資的協

作之外，更擴及平時的社區防災教育宣導及志工培力的互相支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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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與草屯鎮公所
簽訂防災合作備忘錄



提升災防救助能量
慈濟與家樂福簽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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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入夏，走過梅雨季，臺灣準備迎接颱風時節，防災思維刻不

容緩。慈濟基金會守護臺灣「一直都在」的精神，也展現「走在

最前、超前佈署」的行動力，與家樂福跨界合作、攜手共善，希

望透過慈濟完善的救災網絡，加上家樂福完整的倉儲及物流系統，

在未來人道救援時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防救災正能量，期盼能為

全臺各地提供救援物資更到位、更及時、更重點的整備與運輸。

家樂福總經理王俊超、慈濟慈善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互為雙方代

表下，6月22日上午在慈濟臺北東區聯絡處共同合作訂定「合作

備忘錄」，以「合作共善、跨界共好」精神，共同建立防災、減

災、急難賑災合作機制，另外，未來也會在慈善關懷、環境保護

與價值倡議，努力積極推動跨界合作，一起朝向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以及經濟發展、社會責任、公司治理指標（ESG），

打造平安幸福、永續發展、充滿愛心的美好社會願景。



慈濟基金會援捐物資助黎明教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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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黎明教養院在這波疫情中，因為大家庭的共同生活的模式，

一度發生院內感染，院生及工作人員陸續確診。慈濟基金會得知

此消息，緊急運送快篩劑、口罩、隔離衣捐贈給教養院。慈濟基

金會劉效成副執行長表示，疫情的發生實屬難免，但更為人不捨

的是社福單位的情況，因此除了物資捐贈，更是轉達了在此次出

發前，證嚴法師特別交代，要基金會盡量幫助像黎明這樣的社福

機構，期望透過各方努力，讓這個社會的每人都有依靠。黎明教

養院院長邱淑義指出，感謝自疫情發生以來受到各界的幫助，不

論是防疫物資或是各種形式的關懷，都給予黎明教養院很大的援

助。黎明教養院共計服務使用者118名，工作人員78名，每日的

防疫物資需求大，若沒有社會大眾的幫忙，將會面臨防疫運作上

的困難。邱淑義院長也感謝慈濟的及時雨，讓他們面對疫情也可

以儘速回歸正常生活。

國内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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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愛到新竹榮家全力抵抗病毒入侵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21日捐贈新竹榮家防疫物資予第一線照顧同仁。

榮家主任陳桂美除感謝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善心舉舉，並對榮家全體

同仁同舟共濟，全力抵抗病毒入侵所做的付出，表達由衷的敬佩與感謝。

本次捐贈物資包括隔離衣、快篩劑、防疫面罩、保健飲品及感應式溫度計

等。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表示，在疫情蔓延時，能對失能長者傳達愛

與關懷，攜手榮家全體同仁及住民共同抗疫，渡過難關，並做為醫護人員

最堅強的後盾。

榮家主任陳桂美表示，為避免交叉感染的情形發生，目前榮家已分別完成

快篩陽性照護專區、接觸者居家隔離專區及健康者照顧區，不同區域間也

有明確的劃分。但這波新冠疫情來得又急又猛，近來防疫相關物資短缺，

現有這批防疫物資，對提升榮家防疫作為，幫助實在太大。



慈濟捐安心生活箱低收入戶確診
南市社會局協助度過隔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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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本土疫情嚴峻，確診居家照護者日益增加，台南市政府社會局

媒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捐贈500份安心生

活箱，給予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確診者，協助居家照護之弱勢家戶

安心度過隔離期。

市長黃偉哲感謝慈濟基金會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時，即投入心力即

時支援，不僅捐助物資，更提供心靈撫慰工作。被列冊低收身分者

每戶還會收到由慈濟基金會提供的安心生活箱，內含五穀粉、豆漿

粉、椒香薑黃醬、紅豆純粉、蕃茄蔬食麵、黃金蕎麥茶、靜思穀糧、

韓式泡菜蒸煮麵、慈濟的故事《心蓮》一書等物品。在疫情衝擊下，

再度協助居家照護之低收家戶，市府也責成社會局協助實物愛心銀

行準備口罩等防疫物資，維護弱勢朋友的健康權益。



慈濟持續在波蘭發放
購物卡援助烏國逃難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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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月初以來，慈濟基金會持續在波蘭華沙（Warsaw）、

盧布林市（Lubin）、波茲南市（Poznań）、斯塞新市

（Szczecin）和克拉科夫市（Kraków），為援助離鄉背景的

烏克蘭家庭，進行購物卡和物資發放。許多烏克蘭人在領到

購物卡後，一出門激動興奮地馬上向等候在外的同胞展示購

物卡，同時也專門發放購物卡給有殘疾者的烏克蘭家庭。

截至5月18日，來自台灣、美國、土耳其、歐洲多國的慈濟

志工團隊，結合當地台灣留學生與烏克蘭志工的力量，已在

波蘭舉辦了69場發放活動；共發出5,141張充值有2,000波幣

（約450美元）的購物卡，總計發放的購物卡累積金額達

10,032,000波幣（約2,264,560美元），並提供了5,751條環

保毛毯與生活用品，嘉惠19,648位烏克蘭民眾。

國際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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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黎巴嫩慈濟日不落之愛

慈濟基金會在黎巴嫩舉辦發放活動，

特別的是這次是由黎巴嫩「福圖瓦伊

斯蘭協會」完成發放，幫助976戶家

庭。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曾經有「中

東小巴黎」美譽，富裕繁華，後來政

局動盪、經濟衰退，加上新冠疫情，

貧困的人越來越多。慈濟照顧戶穆斯

塔法表示，自己的孩子在街上賣水和

紙巾，家中牆壁漏水，當水淹沒地板

時，他們正在床墊上睡覺。另一位慈

濟照顧戶，阿邁勒的七歲女兒沒有上

學，因為負擔不起學費，靠著幫鄰居

倒垃圾，換取水和麵包，但自己的女

兒工作時候，看到其他小朋友上學，

十分難過，常常掉淚。

慈濟在小學禮堂舉辦發放，146位

志工協助打包，整齊排放。這些物

資包括大米、麵粉、義大利麵、扁

豆、罐頭與植物油，可以溫飽兩個

月。這次同樣和福圖瓦伊斯蘭協會

一起發放，雙方在貝魯特大爆炸之

後，就簽訂合作備忘錄。貝魯特

2020年八月發生大爆炸，兩百多人

死亡，6500人受傷，慈濟當時和福

圖瓦伊斯蘭協會，發放物資給四百

戶家庭。慈濟在伊斯蘭國度，愛的

腳步沒有停歇。



隨著俄烏戰爭的持續進行，逃離烏克蘭的難民仍在增加中，主要分

佈在波蘭全境，甚至包括摩爾多瓦、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烏克蘭

週邊國家，考量逃離的烏克蘭難民多為老弱婦孺，以及生活習慣與

宗教信仰等因素，立刻啟動與國際及波蘭當地慈善組織合作計畫，

及早進行受戰爭影響難民的人道援助行動。截至6月14日為止，與

慈濟合作的慈善組織包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天主教

靈醫會 (Camillians)、波蘭婦女基金會 (Polish Women Can)、以

色列人道救援組織 (IsraAID)、國際紅十字會 (Red Cross)、天主教

明愛會 (Caritas)、空運連結賑災物流基金會 (AirLink)、基督復臨

安息日會安澤國際救援協會 (ADRA)、世界健康基金會 (Project 

HOPE)、國際世界希望基金會 (World Hope)和天主教慈幼會

(Don Bosco)。慈濟與這麼多國際組織簽約合作的目的是，透過和

有愛心、有經驗的跨宗教、跨國界慈善組織合作，可以讓各方的資

源做更有效的發揮，以期能更及時、更全面的照顧這些流離顛沛的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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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牽手11國際組織
援助烏克蘭難民





建立災害救助關懷網絡
首屆慈濟「關懷士｣開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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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災難頻傳，如何能更即時在災害事件中提供最

適切的慈善關懷與服務給予傷者與家屬，慈濟與在衛福部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心理健康司及各縣市政府社會局等部門指導下，與台灣

社會工作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等專業組織共同攜手合

作開辦「關懷士」培訓與認證機制，希望持續提升志工和社會愛心

人士投入災害防救及訪視時需要的正確觀念、態度及服務技能，協

助受災者及其家庭安穩身心，也為防災韌性社區及社會安全網提供

一股溫暖的支援力量。首期全台已有超過1000位志工報名，6月25

日北區場在慈濟新店靜思堂舉行開訓始業式。慈濟基金會指出，透

過「關懷士｣增能培力與認證制度建立，可提升志工培訓課程深廣度、

並可增強在災害救助領域的專業素養，及增進全民對於災害救助領

域的支持能量，並與相關單位合作定位，建立公私協力、專業認證

之完善的社區關懷機制與互助模式。



第五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
關注改善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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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於6月18日下午在慈濟東區聯絡處

舉辦「Demo Day」活動，從臺灣及海外共計提案的207件作品

中，最終脫穎而出錄取11組團隊，分享各議題擘劃改變的具體內

容，社會議題觸及的層面、領域、族群等多元且廣泛，期待更多

年輕人一起關注並整合，實踐改善發揮社會共好的向上力量。 為

激發更多青年朋友投身公益，並讓錄取團隊能被更多產、官、

NPO、學界與媒體看見青年的慈善心與實踐力，因此進一步舉辦

「Demo Day」，鼓勵錄取團隊藉此機會勇於提出公益實踐計畫，

建構公益實踐交流平臺，促成更多年輕世代關注公益活動，並讓

更多單位能一同「攜手青年，創造社會共好」。



2022年「七月吉祥月平安大集」
集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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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疫情嚴峻，民眾心中恐慌不安，伴隨著七月吉祥月來臨，慈

濟基金會規劃「七月吉祥 平安大集」集點活動，從7月15日至8

月26日，使用者可利用基金會官方LINE集點功能，鼓勵社區道

場祈福及線上學習，藉此能在疫情緩和之際，安定民眾的心靈外，

也展開人間菩薩大招生。



隨著許多知名人士與明星公開宣佈自己是素食者，越來越多人加入

素食行列，讓「吃素」成爲了當前的趨勢潮流。為了吃出健康，慈

濟基金會推出了「非素不可」的主題，透過「推素好課程」、「展

現完整愛」、「健康素速來」、「生活有解方」、「烹飪小教室」

以及「營養好文章」，六個不同面向帶領人們瞭解素食的好處之外，

吃出好健康的同時也能達到減碳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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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素潮流」，照顧健康減碳排

推素
好課程
影音專區



把心靠岸，療癒自心；
傳人間情，提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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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在苗栗園區、清水靜思堂、臺中靜思堂、民權聯絡處、大里

靜思堂及南投聯絡處，於2022年7月29日至2023年2月28日，舉

辦了「船與傳」聯展集章活動。六個展點各設有不同主題和展示

内容，帶領人們體驗不同的人文風情，展内不僅敘述了慈濟過往，

也體現出與在地連結，藉此傳承了當地傳統及文化特色。當中有

藍染壓花，編制竹籃，品茶等活動讓兒童體驗，也喚起大人們兒

時記憶。透過集章活動，讓人們停下脚步穿越回兒時的自己，探

索及回顧傳統文化，也讓自己的心靈沉澱後再出發。



與慈濟 line	在一起
推出 六 大 新功能

慈濟基金會LINE官方群組，推出六大新功能，包括個人專區、慈濟
網頁、心靈成長、活動資訊，善用科技，讓你隨時行善、心靈充電，
隨時掌握慈濟訊息。

順應行動科技時代，慈濟基金會Line官方群組，透過民眾常用的行
動通訊軟體，隨時更新慈濟資訊，善念善行不漏接，善用科技，除
了愛心捐助、志工招募，讓你能隨時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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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捐款慈濟官方line

一指積善共造福緣，一念成功歡喜功德，

動一動手指就能啟動善行，把握付出的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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