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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防災環保與生態	
與縣市政府合作共善		

我們關注「慈善關懷」、「防災教育」、「環保生態」、	
「公益人文」，與各縣市政府接洽，由縣市政府盤點社會需
求後，由慈濟團隊整合資源適時提供幫助，第四季我們與南
投縣政府、台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台中市政府及水保局
簽訂合作備忘錄，同心守護弱勢家庭、獨居長者，齊心為打
造宜居城市願景而努力。	
	
	

•  「慈善關懷」：	
推動《安穩家園、美善社區》計畫，為獨居長者及弱勢家庭進行居
家安全改善、長者照顧、愛心共餐、貧童助學及其他社會慈善需求
等事項。	
	

•  「防災教育」：	
則為各級單位人員及社會大眾、機關團體學校等，提供防救災教育
訓練、建立慈善救災合作機制等。	
	

•  「環保生態」：	
針對氣候變遷、全球災難、生態永續、環境保護等科普知識，進行
永續推廣，並落實資源回收及分類、垃圾減量、防疫宣導、蔬食無
痕、環保無塑等目標。	
	
	

•  「公益人文」：	
持續針對機構、校園進行互動、關懷，傳遞正信價值、孝道倫理、
行善精神，培育青年優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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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南投縣政府

11/04	臺東縣政府

12/01	宜蘭縣政府

12/22	台中市政府

12/22	水土保持局



外交部NGO領袖論壇	
顏執行長分享國際援助經驗	

外交部慶祝「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NGO)」成立20週年，10月13

日舉辦「2020年NGO領袖論壇」，慈濟獲邀與談主題之一的「台灣

NGOs協助COVID-19國際援助經驗」，顏博文執行長代表慈濟分享

除了在國內外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外，面對這波嚴峻疫情，更呼籲蔬

食防疫之道，也是這場論壇唯一倡議的NGO團體。	

	

顏執行長分享援助及關懷的具體事項，當新冠病毒肆虐全球，重創

生命安全與民生經濟，全球慈濟調度捐輸防疫物資，送往84個國家

地區；於34個國家地區紓困發放，總計97萬戶、395萬人次受益。	

	

面對疫情來勢洶洶，在國際幾乎沒有減緩趨勢之下，人類更應藉此

省思，呼籲社會大眾，唯有蔬食才是解決根本問題的靈丹妙藥，蔬

食的飲食習慣，是種人類與萬物取得生態平衡的和諧，減少許多病

從口入的侵害健康，保護地球環境，與大自然共生息。	

	

無私人道精神使慈濟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之一，並獲選為UN信

仰組織評議會代表、UN環境規劃署觀察員等。祈願透過大愛共行，

同為天下無災而努力，也藉由論壇的各議題探討，深化台灣NGO實

力，為台灣持續在國際發揮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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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NGO成立20週年	
頒發32項傑出貢獻獎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成立20週年，10月14日晚間在

臺北賓館舉辦的慶祝茶會，吳釗燮部長肯定及感謝民間組織作為

政府在各領域打拼的重要夥伴，盼政府與民間持續合作，共同致

力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同時頒發32項傑出貢獻獎給國內六大

領域NGOs代表，表彰參與國際的貢獻。	

	

吳釗燮部長肯定慈濟，「總在其他國家有難時，向世界展現無私

大愛！」希望外交部持續強化和各團體的互動，為世界做出貢獻，

為此特地安排公開表彰臺灣各NGO團體，頒發傑出貢獻獎給公共

政策、醫療衛生、人道援助、社會福利、環保永續、體育文化等

六大領域的非政府組織，彰顯他們在國際參與及推動人道援助上

的卓越貢獻。	

	

「台灣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以人道救助類領域獲得高度肯定，

顏博文執行長代表慈濟受獎，除此之外，茶會現場包含慈濟在內

共有40餘個NGO團體設置展示攤位，向前來與會的來賓們分享臺

灣這份多元溫暖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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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		
慈濟永續報告書獲獎	

由台灣企業永續學院主辦「第13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11月

18日於臺北圓山飯店頒獎，今年參獎數達252家較去年成長28%。慈

濟首度報名參獎，以《慈濟基金會2018-2019年永續報告書》獲頒政

府、NGO類「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及「社會共融獎」，是全臺

唯一獲獎的慈善基金會，同時肯定慈濟以「善實力」長期深耕的永

續成果，以及慈濟對社會所帶來的正向影響力。	

	

顏博文執行長代表慈濟受獎，對於能獲得這份殊榮，感恩所有慈濟

家人及志工的用心投入，並指出，慈濟基金會在依循國際標準之下，

已完備第三本永續報告書，秉持「誠正信實」的精神接受第三方確

信的規格考驗，從中持續精進，不斷改進。	

	

其中，慈濟以透過「社會影響力評估SROI」來闡述慈濟志工在社會

上所發揮的社會影響力，以質、量兼具的說法，將十方大德善款發

揮超過五十倍的正向力量，其中「提升人際互動關係」、「提升心

靈滿足感、自信心、成就感」、「改善家庭與家人關係」與「降低

社會孤立感」，更呼應了當下社會所急需，而慈濟能適時適度提供，

因此獲頒「社會共融獎」，這個獎項是肯定慈濟志工投入社會服務

後，對社會帶來正向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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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獲頒國家永續展獎	
展現五大永續價值	

109年國家永續發展獎11月25日下午在行政院舉行頒獎典禮，慈濟
基金會以五大永續價值面向，包含積極「防災減災」策略，降低
天災所帶來的傷害與影響、無形「淨化人心」作為，消弭人禍所
帶來的衝突與不安、全面「造福行善」計畫，消除貧窮與飢餓所
帶來的動盪、環保「清淨源頭」理念，緩解資源耗費與促進永續
發展、推動「尊重生命」價值，疼惜萬物建立全球生命共同體，
在民間團體類獲獎肯定。	
	
慈濟慈善永續發展策略，以慈善為主幹，建構永續發展策略，包
括人心淨化、社會祥和、天下無災無難等三大主軸，以「扶困救
助‧新芽助學」、「接引職志、工培育與培力」、「福利服務‧
健康身心靈」、「社區關懷‧落實在地化」、「人道關懷‧災難
援助」、「環保三十‧環球落實」等策略面向，訂定短、中長期
目標，對應臺灣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均有亮眼成果。	
	
期待透過訊息透明機制與作法，讓大眾更了解慈濟在永續發展的
努力，達到「經驗共享、合作共融、社會共好、全球共榮」的目
標。未來將從三個層面進行精進，包括「社會永續」層面，透過
多元彈性、社會創新等方式，促進年輕世代對於永續發展的認知
與行動，加強科技、網路、人工智慧、創新思維與跨界合作等模
式，解決實際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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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有愛	關懷無礙	

彰化一對年邁老夫妻，住家環境凌亂不堪，經由當地里長提報，

慈濟志工利用國慶假期自費自假前往清理打掃，「原本雜亂的家，

變乾淨了」；透過志工貼心關懷，「原本無依的心，放寬心了」。	

	

阿公已80多歲，行動尚可，能騎車外出；妻70多歲，患有糖尿病

行動智能緩慢，原本可煮食，近因身體不適無法清理居住環境，

志工得知經訪視志工實際家訪發現，老婦人因身體不適而臥床休

養多日，兩老整理環境能力偏弱，家裡環境髒亂，視線所及之處

皆為廢棄品，甚有腐敗的罐頭、蔬菜。	

	

志工們經過一個上午的清掃與整理，老夫婦住家附近三合院的庭

院堆滿著清出的雜物，在志工分類裝袋後，所清出垃圾竟然高達

六卡車的載運量。完成清理後，老夫婦居家環境清理乾淨外，志

工依家裡狀況特別協助安裝扶手，除讓老夫婦有衛生、安全的居

住環境外，也因為「社區有愛、關懷無礙」，照顧到老夫婦進出

衛浴間的安全。	

臺灣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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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芽助學	逆境中的人品典範	

慈濟基金會2020年「新芽獎學金」表揚頒獎活動全臺舉辦29場，
約有八千位弱勢學子獲獎，首場於10月17日在大臺北地區共計四
個場次同步舉行，分別為臺北分會(新店靜思堂)、板橋園區、關渡
以及東區聯絡處舉辦。其中，新芽獎學金得主人品典範，新住民
單親媽媽朱敏慈一家的努力與奮鬥，讓我們看見新住民在臺灣逆
境向上的典範。	
	
朱敏慈獨力扶養六名子女，為維持一家生計，難免以工作賺錢為
先，犧牲陪伴孩子的時間，雖生活不甚優渥，卻能凝聚家人的心。
教育孩子們不要被身處的逆境所困，只要心態積極樂觀正向，不
怕任何事來磨，求學的心境亦是如此，因此孩子們生活做到自律，
不讓媽媽擔心學業，除了是對媽媽最好的回饋，也期許默默為自
己翻轉命運。	
	
慈濟初期關懷此家庭時，孩子年幼需請保母照顧，於經濟上特別
吃緊時，慈濟即時伸出援手提供長期的經濟補助，緩解其壓力，
之後孩子較大，當一家生活更加穩定時，志工們仍持續關懷陪伴，
並特別關注孩子們的生活及教育。	
	
慈濟長期關懷全臺弱勢家庭，落實慈善全人的長情陪伴，並持續
協助弱勢家庭學子安心就學，並鼓勵逆境向學的孩子們用心學習，
從他們積極向上的態度，也形成一種「向善」的正能量，進而提
升自信、看見自己的優點。	

臺灣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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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芽學子考取臺大社工	
成立服務社團回饋社會	

89年次的劉育琛遺傳父親先天性視網膜剝離，求學路上需搭配擴
視機輔助讀書。儘管課業學習需比其他同學花更多心力，但他反
而更認真、成績優異，國中開始屢獲獎學金，減輕父親重擔。	
	
小時候逢父母離異，靠著政府、家扶中心、慈濟基金會等補助，
當考上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及知名大學傳播學系時，劉育琛選擇
社工系想回饋社會，大學除了參加興趣社團，包含廣播社從事節
目製作，也參加合唱團，更不忘初衷，成立「無家者服務社」，
擔任「請街友吃飯」粉專小編，為街友們送餐、募集冬衣，並到
家扶中心關懷比他更小的學子。	
	
連續領獎7年的劉育琛分享自己因為「看不見」，反而「被看見」：
慈濟在他國中時進入了他的生活，開始領新芽獎學金，提醒台下
弟弟妹妹要感恩身邊的志工：「這些常來我們家裡拜訪的師姑師
伯，因為他們讓我們被看見。坐在這裡(領獎)真的很不容易，大家
都很努力才能坐在這裡，我們都很不容易。劉育琛表示，我要感
恩父母、感恩慈濟有這個獎幫助很多人，幫助很多孩子的求學。	
	
「我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出身，我們都活在『困難模式』的人生裡，

過著不一樣的人生，因此，我們比別人更有勇氣。
你們長大後都要站在這裡跟更多的新芽、跟全世界說，你曾經怎麼苦
過來，認真努力過著『困難模式』，這是你最獨特、最珍貴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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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生命鬥士陳景維		
獲總統教育獎、新芽獎學金	

就讀蘭陽技術學院的陳景維同學剛獲得「2020年總統教育奬」，
10月24日頒獎典禮當天上台分享自己的故事。陳同學是罕病患
者，出生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縮、脊椎嚴重側彎，無行動自主能
力，因父母離異而生活起居由阿公阿嬤照顧。為體諒長輩年事
已高，不忍兩老抱他的體力消耗，陳景維控制體重在35公斤上
下，不願多食。	
	
陳景維積極向上，樂觀面對困境，很努力的活出自己的生命，
求學期間獲獎無數，成績名列前矛，並獲得「總統教育獎」、
「教育部長奮發向上獎」等殊榮，其積極努力樂觀向上，珍惜
生命把握時間的奮鬥精神，讓人敬佩與讚嘆！陳景維經常受邀
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在社會上散播最大的正能量，他為自己
訂下的目標是：大學畢業後開工作室，能自立更生。陳景維獲
新芽獎學金，上台感恩社會上有多人的愛心及慈濟志工、學校
師生的陪伴，陳景維表示，能活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只要還活
著，就要「活出自己，不枉此生」，要將有限的生命活得淋漓
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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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科技創新競賽	
鼓勵青年發揮影響力	

慈濟基金會為年輕人創建實踐公益的夢想舞台，自2017年起辦理

的「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創新推動計畫，持續為青年學

子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及資源，其中，計畫之一的「慈悲科技創新

競賽」已連續舉辦第四年，鼓勵青年勇於追逐夢想及自我實踐，

競賽以環保為主軸，選擇慈善或醫療為研發主題，開發創新創意

且具體可用的作品，進而解決人類或社會相關問題。	

	

第四屆「全國慈悲科技創新競賽」，首度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合

作，向全國青年學子廣邀參與，吸引全臺22校參賽，收錄48件提

案資料，最終入選12校、共計16件作品。分別由慈濟科技大學的

「守護生命」團隊以「護病共好之輸液套管」獲得第一名，南臺

科技大學的「Guiding	Angel」團隊以關懷視障朋友研發的「「Go-

to	Guide」獲得第二名；遠東科技大學的「塑造奇蹟」團隊以「廢

標籤資源化再利用之多元應用」獲得第三名，另還有佳作獎及工

研院、大愛感恩科技公司、慈濟基金會分別頒發的特別獎，慈濟

基金會熊士民副執行長閉幕致詞鼓勵所有參賽學子，持續發揮影

響力，為增進人類福祉展現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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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	
入選13隊舉行成果發表會	

「做公益也要接地氣！」由慈濟基金會主辦「Fun大視野‧想向

未來－第三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號召各界有志青年，以「公

益」理想出發，一同關心我們所在的土地，以及全世界需要被幫

助的人、事、物，進而擴大社會影響力，最終獲選錄取的13組青

年團隊，針對各類「社會議題」實踐改善措施，於12月12日下午

在臺北華山文創園區舉行成果發表會，讓大眾看見善效應在青年

族群產生的共鳴，激發無限大的正能量。	

	

 	「第三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共吸引全臺217組團隊提案，最終

錄取13組團隊，在計畫培育模組的系統中，以「孵化」及「加速」

的概念，慈濟規劃提供培力課程，並連結各方人脈網絡與資源，

為實踐公益打造一個令孵化及加速兼具的平台，團隊經歷約十個

月與業師的密集會面及陪伴下，一步步輔助這群關注社會公益的

青年，落實各團隊的創意發想，並持續執行公益計畫的每個步驟，

希冀為世界挹注更多正向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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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個案	 17,314件	

長期濟助	 111,536戶次	

居家關懷	 152,077戶次	

急難補助	 15,561件	

居住環境改善	 672件	

助學補助	 件	

1、2020年1-12月	慈濟關懷國社區災害意外事件，共計261件，於
各地急難援助膚慰，志工投入逾2,749人次，慈濟在全臺關懷686
戶次、應急慰問金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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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月於全臺13縣市、55
個鄉鎮、145個村里推動，家訪關懷1441戶，已協助672戶居家安
全改善施作。

統計至2020/12/31止✪第四季慈善關懷累積數據如下：	

二Ｏ二Ｏ年第四季慈善重點成果	

臺灣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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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ring	With	Love—用愛連線」線上課輔計劃，由新加坡慈青
為照顧戶孩子進行線上課輔。隨著課輔的開展，負責課輔的老師發
現部分孩子無法專心上課，甚至沒上線。為了瞭解照顧戶孩子線上
課輔狀況以及需求等，經慈濟新加坡分會請訪視員電訪和查詢。發
現部份照顧戶的孩子需要線下課輔模式，並開始為這些孩子量身定
制課程，希望激發孩子學習的興趣。	
	
除了課輔之外，課程融入手工、製作比薩和繪畫等環節，豐富且多
元的課程，適合家長和孩子一起參與，學生也可以在輕鬆的環境下
學習。課程目的在於激發孩子學習的興趣，發掘孩子的信心和潛能。
跳脫靜態教學模式，為學生進行課業輔導後，便會與照顧戶和孩子
共進午餐。第一次共進午餐時，孩子和家長都很含蓄，但志工和老
師真誠的關懷和陪伴，讓他們漸漸打開心門，交流逐漸變多，家長
的臉上也有了更多笑容。每個孩子都是可塑之才，只要激發孩子的
潛能和興趣，在他們心中種下良善種子，相信孩子一定會成為對社
會有貢獻的人。	

國際慈善 
新加坡青年用愛連線	
為弱勢學童輔導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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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被世界經濟論壇列為未來可能風險的第一名，它所
帶來的災害可不只是天氣變熱這麼簡單，隨著溫度上升，海
平面跟著上升，不少物種可能會面臨生存危機。而人類面對
這麼大的環境問題，又應該要如何應對呢？	 	
	
在嚴謹的防疫政策下，難行能行救濟苦難眾生。面對新冠肺
炎，慈濟除了啟動「大愛共伴、造福行善」，呼籲人人發揮
愛心，攜手救助受害國度的苦難眾生，更提醒人人病從口入，
推廣茹素理念。	
	
2020年適逢慈濟環保三十年、世界地球日五十周年，全球則
壟罩在新冠肺炎疫情，依著以環保為核心主題，以及省思防
疫對生活環境影響的背景之下，慈濟基金會規劃舉辦「第六
屆慈濟論壇」，邀集產、官、學界以及民間環保團體，重新
檢視對於環境保護的思維，期待藉由彼此交流互動，建立共
知、共識、共行的具體行動，達到為臺灣和全球永續發展的
目標。	

慈濟論壇 
第六屆慈濟論壇	
未來地球與綠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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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論壇」自2010年舉辦第一屆以來，在眾多全球知名學者熱

絡地認同及參與之下，論壇的主題涵蓋環境保護、慈善與宗教、

組織管理等普世價值的弘揚與推廣，展現了佛教與慈濟人文的恢

弘開闊、兼容並展的高度，而今年第六屆則有別於歷屆，慈濟基

金會顏博文執行長指出，論壇籌備與舉辦期間委託SGS進行

IS014067碳足跡盤查與認證，以更科學的方式計算活動的碳排量，

宣誓慈濟朝向零碳排的堅定，認證結果亦可作為如何更進一步節

能減排的參考。	

	

臺灣屬於地球公民的一分子，對於環境保護亦不能置身事外。慈

濟基金會在1990年創辦人證嚴法師呼籲大眾「用鼓掌的雙手做環

保」，輕輕一句話深深帶動了臺灣環保新風氣，透過身體力行和

媒體傳播，日復一日將環保意識落實在大眾的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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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大小朋友與波力出任務	親子共
學體驗防災教育	
	
◎10/11			多元文化之旅	班傑明的南洋奇	
遇記	
	
◎10/13-14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
會」舉行成立二十周年慶祝活動，13日舉
行「2020年NGO領袖論壇」本會顏博文執
行長受邀與談；14日頒發傑出貢獻獎予慈
濟，表彰人道援助的貢獻		
	
◎10/18	2020年新芽獎學金頒獎活動，本
日分別於嘉義、桃園、屏東、高雄等地進
行 	
	
◎10/121	南投縣府與慈濟簽訂備忘錄	推
動合作共善志業	
	
◎10/22	「2020年第四屆全國慈悲科技創
新競賽」在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舉辦決賽	
12校16件作品入選	慈悲科技角逐創新競
賽	
	
◎11/04	臺東縣府與慈濟合作共善	攜手推
動臺東再前進	
	
◎11/8臺東縣府與慈濟合作共善	攜手推動
臺東再前進	
	
◎11/18	《慈濟基金會2018-2019年永續報
告書》於第13屆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頒
獎典禮，獲頒政府、NGO類「企業永續報
告獎-金獎」及「社會共融獎」		

 
 
◎11/24《慈濟基金會2018-2019年永
續報告書》於第13屆TCSA台灣企業
永續獎頒獎典禮，獲頒政府、NGO
類「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及「社
會共融獎」		
	
◎11/25《慈濟基金會2018-2019年永
續報告書》於第13屆TCSA台灣企業
永續獎頒獎典禮，獲頒政府、NGO
類「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及「社
會共融獎」		
	
◎12/1《慈濟基金會2018-2019年永
續報告書》於第13屆TCSA台灣企業
永續獎頒獎典禮，獲頒政府、NGO
類「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及「社
會共融獎」		
	
◎12/21《慈濟基金會2018-2019年永
續報告書》於第13屆TCSA台灣企業
永續獎頒獎典禮，獲頒政府、NGO
類「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及「社
會共融獎」		
	
◎12/22	與水保局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推動社區自主防災與防災資源
共享等工作	
	
與水保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
動社區自主防災與防災資源共享等
工作	
	

冬季重要紀實 

特別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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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TAIWAN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http://www.tzuchi.org.tw	

二O二O年	冬季報 
二O二一年二月出版  

慈濟全球資訊網	 慈濟官方
LINE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