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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
元旦分享�

各位敬愛的會員、捐款人、慈濟師兄師姊、各位好朋友： 
�
今天是2022年元旦，謹用最虔誠的心情向2021年道別。�
2021年，新冠疫情襲罩全球猶仍未歇，臺灣史無前例進入三級警
戒；這一年來，慈濟基金會因為您們的信任與支持，疫情中如常開
展大愛，慈善足跡累計達126個國家與地區。   
�
回顧臺灣自2021年5月，新冠疫情升溫三級警戒，慈濟傾注全力，
以最大力度守護臺灣，期間援建25座篩檢站提昇疫檢量能，提供
15縣市共35座靜思堂作為民眾的疫苗施打站。並捐輸防疫物資近
268萬件趕至全臺各地，支持防疫第一線。�
�
至誠感恩來自您們及各界的大愛與捐款，因為有您們的長期護持，
讓慈濟擁有堅定的信心，與鴻海、台積電共同為台灣民眾捐購
1,500萬劑BNT疫苗。直至今日，BNT疫苗依然是經得起考驗的選
擇：BNT疫苗是全球第一支獲得完全授權的疫苗，也是全球第一支
青少年與兒童都可以施打的疫苗，更是全美第一支混打或作為第三
劑的疫苗。截至12月30日，BNT疫苗已送達臺灣1,333萬劑，約貢
獻臺灣疫苗施打總量的三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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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提報電話：0800-787-080 �
                                               （0800-親幫親-鄰幫鄰）�

提報個案	 17,038件	

長期濟助	 129,900戶次	

居家關懷	 184,804戶次	

急難補助	 22,737件	

居住環境改善	 562件	

助學補助	 9,338件	

■	2021年1-12月 慈濟關懷社區災害意外事件，共計185件，
於各地急難援助膚慰，志工投入逾8,100人次，慈濟在全臺
關懷724戶次、發放應急慰問金362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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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第四季慈善重點成果		

統計至2021/12/31止

臺灣慈善 

✪ 第四季慈善關懷累積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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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您身邊有人需要幫助嗎�



五毛錢的力量	

台灣慈善關懷，以社區為單位，無論是長年的弱勢家庭
生活補助或是意外急難救助，就近訪視、即刻動員，是
慈濟志工行之有年的模式。志工展現高度機動力與慈悲
心，也因為有來自無數的十方善士的長期捐款護持，點
滴累積台灣的善實力，讓慈濟的濟助行動能細水長流，
在人們有危難之時能有一處依靠。�

小額捐款讓善行從台灣走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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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慈善服務類別�

環境保護�
推動環境保護教育、�
資源回收再運用及新科技研發。�

社區及偏鄉扶困脫貧�
長期濟助、居家關懷、助學補助、
急難救助、健康促進及社區發展。�

 青少年公益發展�
推動青年公益發展、人才培育、�
青少年心靈成長計劃，兒少、婦女及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及機構關懷與經
費補助。�

防災、備災、賑災�
災害救助、減災、備災工程、�
防賑災物資與設備研發， 
及防災士培訓。�

長照服務推廣�
建置長照中心、�
日間失智預防與照顧服務、　�
獨居長者關懷社區關懷據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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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起挺過去	
愛在臺灣˙防疫紓困共度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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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全球防疫援助與紓困行動		

7

106萬個	

2300萬雙	

260萬件	

2300萬個	

14	台�
製氧槽	

1萬台�
製氧機	

3千台�
氧氣鋼瓶	

654台�
呼吸器	

8台�
救護車	

慈濟基金會透過海外志工，	
動員各國在地國之資源，	
包括臺灣在內的	96	個國家地區，
發放物資安貧紓困35個國家地區，
共4千867萬9638件。	

雖然有形交通阻絕，	

然而無形心路暢通，	

線上共修、募心、	

勸善、推素，	

在最困難的此刻，	

慈濟以大愛共伴。	



慈濟期望人人發善念、行善行，採購疫苗助人，有了善
效應，全球志工莫不使出渾身解數帶動家人、鄰居、民
眾發起善念，有人臥病在床，靠著三隻手指頭繡心經義
賣，有人運用科技啟發的愛心，志工們有人發起義賣，
儘管在採購之初僅著眼需求，不知經費在哪裡，但如證
嚴法師愷示，「人人都是萬能，只要肯發心，沒有做不
到的事情，所以說起來，慈濟就是會合人人的所能。」
只要啟發人人的愛心，知道愛在哪裡，一個影響一個，
串聯網絡。�

儘管病毒會感染，但愛也會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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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肯定	

獲內政部表揚		
慈濟功德會獲頒宗教公益獎	
內政部年度宗教團體表揚大會10月1日在臺中舉行，內政部政務
次長陳宗彥、臺中市副市長陳子敬共同出席頒獎典禮，佛教慈濟
功德會獲頒「宗教公益獎」，由靜思精舍德如法師、德悅法師代
表領獎。�
 �
內政部次長陳宗彥在致詞時表示，疫情期間可以順利辦理優良宗
教表揚大會實屬不易，這是全民的努力，次長也提及，經常在災
難現場，往往可以看到宗教團體登高一呼，臺灣各地就會凝聚善
的力量一起投入。不論是受災的人或是家屬，都因為有宗教團體
的介入，在心靈上得到很大的安慰。�
 �
德如法師表示，疫情中，可以代表慈濟功德會來臺中領獎，感恩
之餘，尤其要感恩的是證嚴法師的教導，及所有慈濟志工在各個
社區、各個角落的穿梭行善，秉持上人的精神和理念，為全天下
所有的苦難眾生付出。」�
 �
內政部自1976年起，對於興辦公益慈善或社會教化事業績優之宗
教團體予以表揚，2021年已邁入第45年，是宗教界一年一度的盛
會。從2008年以來，內政部調整了表揚制度，落實中央及地方表
揚的精神，進一步讓各界看到宗教團體在宗教、文化及慈善各方
面的努力跟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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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新創	慈濟獲頒經濟部表揚
首獎及特別獎		

臺灣新冠肺炎爆發後，當疫苗陸續充足時，全臺也展開接種規劃。
慈濟在新北市轄區內的五個靜思堂(新店、雙和、板橋、三重、
蘆洲)，自6月起配合政府成為社區疫苗接種站之一，同時，落實
慈善關懷，關心弱勢家庭及學子，也提供防疫物資挹注警消、醫
護等防疫人員，獲新北市政府頒發慈濟績優宗教團體獎及感謝狀
以示肯定。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副局長高淑真提及，慈濟志工能
讓民眾感到放心，且靜思堂空間寬敞、舒適又安全，就算長者來
施打，空間上也讓人很安心。�

慈濟助疫	獲新北績優宗教團體獎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重視且肯定臺灣過往社會創新採購的優秀成績，
首度整合「社創採購」與「新創採購」，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獲
採購獎-首獎、特別獎-社會共融組的肯定。�
首獎肯定源自於四年來，辦理「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創新
推動計畫，積極扶植青年公益行動力。開展兩大領域方向：「永
續發展」與「社會創新孵化與培力」，並共同打造全臺第一個公
益孵化/加速器，搭建社會創新平台，透過公益資訊、公益教育、
公益基金、公益研究四個面相，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
而獲得特別獎肯定是與台灣好室共同針對永續合作專案類型，身
為搭建平臺角色，慈濟不只提供足夠資金，更攜手外部公司，注
入專業業師，策劃一系列培力課程，陪伴有理想的年輕人，共同
關心社會永續，創造社會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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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拜會證嚴上人	感謝捐疫苗
為臺灣提供穩定力量		

由「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所設立的「愛心獎」，由香港啟航，
延伸到台灣、中國大陸、全球華人地區，用以表揚楷模，提升社
會正能量。今年邁入第十六屆，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法師獲此
殊榮，由基金會顏博文執行長代為領獎。�
 �
「愛心獎」的甄選不分國家、種族、宗教，共選愛心楷模，表揚
慈善家、宗教領袖、以及公益先行者和非營利組織創辦人。證嚴
法師心心念念國人健康，要將十六萬美元獎金捐出作為購買疫苗
的善款，讓愛循環，更是愛心獎的宗旨 �

表彰佛教慈善力量		
證嚴上人獲頒愛心獎	

蔡英文總統於12月20日前往花蓮慈濟靜思精舍拜會證嚴法師， 
感謝慈濟基金會捐贈疫苗、協助抗疫的付出與貢獻，並肯定慈濟
多年來，為臺灣社會提供穩定力量，是臺灣人的福氣。�
 �
總統認為在最困難的時候，有慈濟、台積電、鴻海永齡基金會等
民間組織站出來，撐政府一把，對安定臺灣的民心非常重要。 
那段時間，全球疫苗供給都很緊張，但有慈濟這樣一個不僅在臺
灣受到敬重、在全世界也都受到敬重的民間組織站出來，對臺灣
人來講，是很好的心裡支柱，所以她非常感謝慈濟，在最困難的
時候能夠站出來幫忙政府。總統也相當欽佩證嚴上人的決心跟氣
魄，尤其BNT疫苗是優先提供年輕人及學生族群施打，讓家長能
夠安心，雖然對慈濟來說，財務壓力很大，但對臺灣是件大功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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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慈善	

「安住這疫關」	
秀創意善聯展繪畫比賽遞暖		

為讓校園學子，以畫作、創作勾勒出疫情之下，帶來的影響和改
變，期能帶動社會大眾共聚善念，啟發大愛，慈濟基金會特舉辦
「安住這疫關」繪畫、徵文比賽。讓兒童及青少年發揮想像力、
創造力，鼓勵親子同創作增進親子互動、促進親子關係。此外，
也藉此宣導健康蔬醒加「素」愛地球，發現蔬食之美、環保之美、
地球之美、和平之美。鼓勵大家善用時間、發揮才能、拿起畫筆
為「健康蔬醒」防疫發聲。�

（上圖左）繪畫比賽榮獲高中職第一名，目前就讀復興商工美
工科的胡瑛璉同學表示，期許自己將來也能為別人撐起遮風避
雨的大傘。	

（上圖右）來自基隆港西國小，榮獲繪畫比賽國小組第三名的

項宇鴻，藉由簡單明確的畫作，傳達「應遵守防疫三步驟」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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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青年公益實踐計畫	
11組團隊展現暖實力		

由慈濟基金會與Impact Hub Taipei攜手打造的公益孵化器—
「Fun大視野・想向未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12月11日在臺
北華山文創園區舉辦「第四屆成果發表會暨第五屆入選公告」，
11組青年團隊經過一年來業師輔導讓計畫更加成熟，對社會議
題的涉略涵蓋土地關懷、環境改善、循環經濟、慈善弱勢、教
育啟發等，讓大眾看見年輕人透過豐富的創造力，實踐暖實力
為社會傳遞正向影響力。�
�
成果展以「Fun 4前行，5所畏懼」為主題，同步展示第四屆11
組團隊經過一年「孵化」的成果，藉由實際案例鼓勵青年不受
疫情所阻礙，勇敢向前行，並持續為社會問題尋求解方，另外，
在邁入第五屆之際，慈濟基金會對青年團隊的支持力道加深加
廣，徵件區域首度跨出臺灣面向亞太地區，期待創造更廣的社
會影響力。�

慈濟育成生活輔助	伴學子讀書無憂	

慈濟育成計畫，幫助優秀的弱勢學子克服逆境，不因為家庭環
境而中斷學習路。育成涵蓋的範圍，不只補助學習費用，還幫
忙尋求資源經驗傳承，透過教育，期許翻轉人生，建構孩子人
生新藍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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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慈善	

慈濟參與聯合國	
COP26氣候變遷大會	
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
有來自近200個國家參與，共同討論氣候變遷和各國的應對方案、
承諾和行動；由臺灣、美國、德國和英國等志工與同仁組成的慈
濟聯合國團隊，前往參與為期13天的會議。慈濟召開「非洲糧食
困境」記者會，講述氣候變遷、乾旱使土地無法耕作，造成非洲
的糧食危機問題，並分享慈濟在西非獅子山及莫三比克的援助行
動。�
�
慈濟基金會受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邀請，參與「氣候與自然：跳脫框架的思考與跨宗教連結」
研討會，曾慈慧師姊代表慈濟參與研討會分享。�
�
11月3日聯合國氣候峰會的「氣候融資日」(Finance Day of 
COP26)，全球政治、政策和商業領袖，討論如何將各國投入的
資金做最好的運用，以實現全球淨零排放的目標，與會的來賓也
對慈濟多年來在不同領域上節能減碳的具體行動與成果感到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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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聯合國代表團領隊曾慈慧表示，「證嚴法師雖然從未離開過台
灣，但他心懷慈悲大愛，多年來始終記掛著節能減碳，他號召所有
志工，在各自所處的生活圈，投入安全、食品正義、環境健康等事
務，並積極做社區宣導。」�
 �
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林名男也分享，「氣候變遷將對人類健康造成
負擔，醫院也會產生廢棄物，所以在所有的慈濟醫院，我們用很多
不同方法，降低對氣候的影響。」�
 �
塔夫茨大學消費者行為治療師蘇珊娜‧格柏，尤其對慈濟所有的醫院
運用智慧與方法，降低氣候影響印象深刻，她提到：內容好得令人
難以置信，我對七家慈濟醫院採行的方法很感興趣，這些醫院借助
提供植物性飲食，即可證明，素食可減少溫室氣體和醫院運營的成
本，聽到這我非常興奮，我認為讓全世界更了解，素食能如何融入
醫療保健業，對世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
慈濟聯合國代表團領隊曾慈慧再次強調：「2010年以來，慈濟一
直遵循著《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證嚴法師的教誨已廣為人
知，其倡議的理念，透過不同方式，已然實踐在會員國與不同的團
體組織之中，做你所說，說你所做，你將為人們樹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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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成為聯合國信仰組織	
評議會聯合主席	

2021年12月，佛教慈濟基金會獲聯合國多元信仰顧問委員會
（IATF）任命為其信仰組織評議會（MFAC）聯合主席之一，由美
國總會執行長曾慈慧代表；自2022年1月1日生效，為期兩年。   �
�
聯合國多元信仰顧問委員會 (IATF) 成立於2010年，支持重要的全
球宗教夥伴以實現國際發展目標。IATF旨在促進宗教信仰者在聯
合國體系的發展、人權、和平和安全等領域的交流；目前委員會
有 超 過 二 十 個 聯 合 國 機 構 並 於 2 0 1 8 年 成 立 信 仰 組 織 評 議 會
（MFAC）。   �
�
信仰組織評議會是由四十多位宗教領袖及宗教組織領導者所組成
的志願組織，邀集信仰組織夥伴為聯合國，就人權、和平、安全、
永續發展等議題提出建言；擔負連結世界宗教團體，致力緩解氣
候變遷問題、提升種族、宗教和諧等之推動，成員資格認證審核
嚴格。多年間，慈濟致力於宣揚宗教情懷的大愛精神及行動，帶
動共知、共識與共行，積極參與國際型重要會議，以人道救援、
氣候變遷及環保、青年公益、婦女慈善參與等議題為主軸，在國
際主流平臺分享慈濟志工在全球的慈善足跡，啟發更多人投入善
行。很榮幸獲得國際間的認可。 �
�
繼2018年，信仰組織評議會（MFAC）在美國紐約正式成立之初，
慈濟獲得成為為期一年的成員，為十七個宗教代表中唯一的佛教
團體代表，2021年再獲成為MFAC聯合主席，曾慈慧表示，將會
持續將佛教的精神帶至聯合國平臺，也將持續關注於氣候、糧食、
難民、信仰、蔬食、環境、女性等議題；她也提到，慈濟基金會
創辦人證嚴法師期待人人發揮如螢火蟲的光芒，人人發揮一點愛，
雖然只是一盞小小的亮光，但集合眾人的力量，點滴匯聚也能變
成火炬，照亮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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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深耕馬來西亞		
防疫紓困獲肯定	

疫情期間，各界發揮社會責任及互助精神，協助有需要的人和
家庭度過難關。馬來西亞多個商業協會聯合舉辦頒獎典禮，肯
定企業及各團體做出的貢獻，而慈濟雪隆分會是唯一的佛教團
體代表。  �
�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馬來西亞醫療體系崩潰，經濟停擺，期
間，各團體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如今疫情趨緩，各商業協會聯
辦MyMalaysia Awards頒獎典禮，肯定各界貢獻，慈濟雪隆分
會成為現場唯一的佛教團體代表。  �
�
慈濟雪隆分會副執行長董秀美表示：「這個獎肯定慈濟多年來
在馬來西亞的各種貢獻，看到我們的努力，我們非常感恩。」 �
自疫情爆發以來，慈濟馳援超過2300家機構，至少34000戶次
關懷補助。期許在各界同心協力下，讓民眾儘早回復安穩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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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維亞冬衣發放		
台達電捐二手電腦		

寒冬來臨，疫情爆發兩年來，慈濟志工第二次前往關懷滯留在
塞爾維亞的難民。除了冬衣，還有廠商捐贈20台二手電腦，耶
誕前夕，為他們送來一千件禦寒外套。受疫情影響，製作冬衣
的原料取得不易，因此售價也提高，但廠商得知慈濟購買這批
冬衣是為了幫助難民，所以維持原價，原本防水防寒的效果也
不減。  �
 �
入冬之後，塞爾維亞氣溫驟降，平均溫度都在個位數，許多難
民穿著單薄，抵禦不了低溫，在一拿到外套後，就迫不及待穿
上。  慈濟這次的冬衣贈予，分別在五個難民營進行，除了大人
能夠拿到，也有準備兒童的款式，並且提供試穿。  志工為了讓
難民安心，這次隨冬衣發放一張小卡，上面載明慈濟在歐洲各
國據點的聯絡方式，志工也委託難民委員會人員告知有需要的
難民，如前往歐洲時，如果需要任何幫助，可以打卡片上的電
話。  除了冬衣，台達電這次也捐贈了20台的二手電腦給中心培
訓職員使用。耶誕節前，這份禮物格外珍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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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	

11月2日起證嚴法師展開歲末祝福行腳，為志工們進行受證暨歲
末祝福活動。每一場的歲末祝福，靜思弟子皆透過經藏演繹，結
合平日行入菩薩道的真實事跡，闡述經義弘揚佛法。�
�

一年一度歲末祝福時刻，證嚴法師虔誠為大家祝福。�
用虔誠的心迎接未來的每一天，祈願日日吉祥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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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與全球七所知名大學合辦「印證佛學傑出學術系列講座
（Yin-Cheng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on Buddhism）」，簡
稱「印證佛學講座」，其講座名稱，即是為推崇印順導師及證嚴法
師對當代佛教的貢獻，特以兩位法師為名，結合慈濟基金會、普林
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英屬
哥倫比亞大學、北京大學等七所頂尖大學佛學研究的學者聯合辦理，
對於當代佛教的思想與實踐進行專題講座。�
 
六十年前的殊勝因緣，證嚴法師頂禮於當代人間佛教思想巨擘印順
導師座下，此後，以導師慈勉的「為佛教、為眾生」為志，積極入
世，推動袤及全球的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建立佛教
人間化與當代化的典範。自9月起，每月辦理一場，目前已辦理議題
場次包括「二十一世紀的佛教藝術：前景瞻望」、「從歷史的視野
考察佛教的未來：兼論慈濟宗的發展」、「化導汲取於庠序之外：
民國佛教之案例及其當代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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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經濟》獲全球三獎肯定	

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何日生著作《善經濟：經濟的利他思想
與實踐》，以獨到的見解及精闢的引證論述，獲臺灣「金鼎
獎優良出版品」、中國大陸「2020年向光獎—年度研究特
別獎」，以及美國舍衛國基金會頒發的首屆「舍衛國人文獎」
等多項殊榮。�
 �
《善經濟》以「珍惜物命」為主軸，闡述企業家生產創造，
是為了改善人類生活，提升人性品質。商業的消費應基於珍
惜物命，基於對生活的增能，與自我生命價值的擴大；金融
的善是將資本投入於助益經濟發展並解決社會問題，非只以
賺錢為目的，如影響力投資等，書中都有詳細的論述。�
 �
善經濟的目標，就是以利他達到全體人類物質的均富與繁榮，
以利他達到自我與群體社會的和諧與生命的圓滿。使人類社
會達到人人「身體健康、物質豐饒、心靈潔淨、祥和圓滿」
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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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靜思堂波力救援小隊		
親子防災體驗	

慈濟與花蓮警消12月4日在花蓮靜思堂舉辦親子防災體驗活動，
由警消人員宣導防災知識與保護自我的概念，透過寓教於樂的
體驗讓親子們學習基本的防災與交通觀念。�
�
活動以親子體驗、闖關互動遊戲方式進行，讓小朋友學習電擊
器、CPR、認識救護車設備、以及遇到火警的應變知識、遇到
消防車與救護車要禮讓等，另外，在交通知識方面，花蓮縣交
通大隊宣導行人安全觀念，小朋友開心地坐上警車駕駛座、警
用重機與警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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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感恩音樂會～	
向「愛心捐助者及防疫英雄致敬」		

從新冠疫情爆發，許多民眾和企業紛紛捐助愛心購買疫苗，特地舉辦感
恩會感謝大家的發心善舉，也希望這分愛可以藉此傳遞出去。�
�
歲末年終慈濟基金會為感恩醫、護、軍、警、消防、移民、海巡、郵務
等防疫第一線人員，慈濟舉辦「歲末感恩音樂會」，由包括「優人神
鼓」、「木樓合唱團」和「朱宗慶打擊樂團」等藝文表演團體，以音樂
會呈現的方式向「防疫英雄及疫苗捐助者致敬」，另外永齡基金會代表、
中央地方府會代表等也共襄盛舉，表達感恩與祝福。�
 �
因為人人有愛，守住這一疫，慈濟基金會顏博文執行長致謝感恩詞，特
地轉述證嚴法師向大眾開示的祝福語：「疫情之下，沒有人是局外人，
也沒有哪個國家能置身事外。」臺灣無以為寶、以善以愛為寶，在此艱
難時刻更顯人與人互助的重要。�
�
證嚴法師特地感念民眾和社會企業相信慈濟，支持基金會購買疫苗，更
進一步開示，這一波疫情，已為未來奠定了，這種愛、關懷社會的力量，
有這麼多的好人菩薩來支持，期待更多人一起來付出。千人一心，共同
發心善念，讓愛傳出去，也期望疫情不要再擴散，早日恢復祥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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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善	

與社企流合作「循環工作：零廢
棄x綠職涯x撐永續」策展論壇	

循環經濟的概念益發重要，更改寫了未來的工作樣貌——新世
代工作者如何貫徹零廢棄思維、有效利用資源、促進永續發展？
與社企流攜手合作推出「循環工作：零廢棄 X 綠職涯Ｘ撐永續 」
系列策展，讓你開啟未來嶄新的綠職涯想像！�
�
在氣候變遷、資源耗盡的背景下，傳統「獲取、製造、丟棄」
的線性經濟模式失效，以零浪費為目標、將廢棄物再利用創造
新價值之「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 成為重要解方、邁
向永續發展的關鍵。在轉型的過程中，能夠推動循環經濟的
「循環工作」(Circular Jobs) 應運而生。面對持續變化的工作內
容與機會，你，準備好了嗎？�

								「循環工作：零廢棄	X	綠職涯Ｘ撐永續 」系列策展	
										「循環工作相談室」～3	分鐘找到參與循環工作的方式
 									
	        「循環工作專題」讓你認識循環工作趨勢	
										從不同組織的角度，了解循環工作職能與職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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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環境教育法十週年		
慈濟環保議題獲邀參展	

臺灣「環境教育法」施行至今年2021年6月已屆滿10週年，行政
院環保署在臺北市華山1914文創園區舉辦「環境教育這10年x響
綠生活嘉年華」展覽活動，其中，慈濟基金會向社會推廣環保，
帶動大眾一起深化環保意識，慈濟志工更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在
社區落實環保教育，進而將環保融入生活，「慈濟環保」議題也
獲邀活動參展。�

災防總動員校園大會師	
－虛擬實境線上展覽	

「防災總動員暨第8、9屆防災校園大會師」VR線上展覽，展覽
內容包含部會機關、縣市政府、學校及民間團體展示防災教育推
動成果，提供防災課程學習、防災互動體驗遊戲（防災闖關
Here we go、防災問答小學堂等）及抽獎活動。�
�
慈濟慈善基金會則呈現，前往全球各地災害第一現場援助情形，
與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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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善		
與金門縣府簽訂合作備忘錄	
金門縣政府與慈濟基金會進行合作共善備忘錄簽約儀式，12月
14日下午於金門縣政府舉行，由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與金
門縣副縣長李增財雙方完成簽署儀式，以「慈善關懷」、「防
災教育」、「生態環保」、「公益人文」等目標，與金門縣政
府共同合作並打造幸福、健康、永續、充滿愛心的宜居城市。�
�
金門縣副縣長李增財表示，慈濟志工長期於此地深耕，在慈善
活動上，都能看到慈濟志工的身影，感恩他們的付出，讓愛心
遍及金門各個角落，金門是離島，很高興有這機會與慈濟合作，
政府力量有限、民間力量無窮，希望藉由與慈濟的合作，提升
金門醫療、科技人文方面的量能，一同攜手將金門打造成幸福
城市。�

寒冬送暖	與天主教夥伴	
攜手關懷外籍漁工	
長期關懷在臺外籍漁工的天主教臺北總教區牧靈中心，12月10日
晚間攜手慈濟基金會志工團隊，共同前往淡水漁人碼頭寒冬送暖
43位外籍漁工，藉由人文帶動以及提供包含厚毛毯、毛帽、圍巾、
厚襪、香積麵、外文靜思語等物資，帶給這群在異鄉打拚的移工
朋友們，傳遞跨宗教的大愛精神，也奉上匯聚許多善心人士虔誠
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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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慈濟	line	在一起	
推	出	六	大	新	功	能		

人手一機的時代，您的通訊軟體當中有什麼樣的群組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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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只上網購物，滑手機其實也能行善。「慈濟官方Line」，
掌握慈濟大小事，按一下就能線上捐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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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慈濟官方line：https://line.me/R/ti/p/S2XTEdkkti 
※慈濟線上捐款：https://tcit3.tzuchi.net/OCC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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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慈濟慈善網~	
期待與您相見		

開卷得益友～	
《靜思妙蓮華》品書會線上資源	

受限於疫情不能出門行善，上雲端讓內在昇華，
品書會在線上與實體間接續不輟，輕鬆入門讀好
書，佛法就在生活間。�

上人晨語開示 � 大愛行 �
靜思法髓：�

《靜思法髓妙蓮華》
書籍篇章與晨語開

示對照集數 �

經藏演繹
精進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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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健康故事屋	

在花蓮靜思堂健康故事屋這個可愛溫馨的小天地裡，每個星期都
有不同的、適合闔家光臨的幸福活動，邀請您帶領孩子一起來提
升五感，將幸福投入愛的撲滿，增進親子關係。 �
�
活動報名請至：https://www.healthbookhome.org/contact�
書袋交換計畫：https://reurl.cc/jgnmLM�
-----------------------------------------------------------------
請加入以下頁面，關注花蓮靜思堂健康故事屋資訊 �
Facebook：花蓮靜思堂健康故事屋�
Instagram：healthbook_home �
Homepage：https://www.healthbookho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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